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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的“007”还能打吗

民航迎淡季 多家航司推“随心飞”3.0自救

“十一”黄金周之后，旅游市场转入淡季，各航司也纷纷推出升级后的“随心飞”产品。

近日，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航空公司纷纷推出了“随心飞”“快乐飞”3.0版本，例如，春秋

航空就推出了“想飞就飞”3.0版，而南航“畅游中国”一经推出，也迅速受到顾客关注。通过

对比发现，此次航司们推出的“随心飞”3.0产品相比之前的版本也增加了不少选项。不过，

仍然有部分网友反映，“随心飞”类产品有兑换难、退票难等问题。业内专家表示，“随心飞”

更多是航司在淡季推出的一款回笼现金流的产品，其价值是否符合消费者的心理预期，有

待市场观察。

北京商报2021.10.29

“随心飞”3.0版纷纷亮相

继各大航司推出“随心飞”2.0版本之后，不

少航司又纷纷升级了“随心飞”3.0版本。近日，春

秋航空就推出了“想飞就飞”3.0版，相较于此前

2.0版本的6个区域，变为8个区域版本的飞行套

餐。同时，此版本还简化了套票类型，套票类型由

2.0的儿童、惠选、精选、优先四种套餐变为仅单

人版及家庭版两种套餐。其中单人版为999元，亲

子版为1499元。除此之外，春秋航空还推出了“双

城定制”套票，游客可选择指定城市往返。

同样推出3.0产品的还有南方航空，此前，南

方航空“快乐飞”第一期及第二期均为单一产品

类型，此次南航推出的“畅游中国”共有四种产品

可选，分别为4日版、4+1版、4+2版、畅行版。价格

也从2588元至4288元不等。同时，“畅游中国”的

适用期也较前期有所缩短，仅可使用3个月。

此外，山东航空也推出了“魔毯3.0”产品，据

悉，“山航魔毯3.0”售价3299元/ 套，从今年11月

至明年6月底不限出行次数，国内航班任意选择

（不含港澳台地区航班/限经济舱）；除“魔毯3.0”

外，同时亮相的还有山航“魔力家族”最新产品

“山航魔豆”，此款产品主打“说走就走”概念———

“当天买票、即时（当天或翌日）出行”，最低只需

169元，可谓诚意十足。

甚至市场还有传言，东航也将在近日推出

2021年下半年的“周末随心飞”，不过当北京商报

记者向东航方面求证时，该航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并不清楚。

据了解，当前市场上无论是“快乐飞”还是

“随心飞”，都是航空公司自2020年年中推出的机

票套餐服务项目，游客只需花费三四千元购买套

餐，即可在限定时间和条件下，不限次数飞行。从

目前来看，此次不少航司都在原有的“随心飞”产

品基础上升级了产品类型。

在民航专家綦琦看来，新推出的“随心飞”

3.0版本产品设计更加精细，权益也较此前的产

品更加合理，不过最终能否让消费者满意，还得

市场说了算。

热门航线难兑换

据了解，航司们新推出的“随心飞3.0”版类

产品依旧销售火爆。10月11日，北京商报记者在

南航“快乐飞”3.0的购买页面发现，仅开售后几

分钟内，4日版套餐便已售罄。目前仅有两款套餐

还可以购买。春秋航空“想飞就飞”3.0单人版，也

于10月26日晚在飞猪开售后，售出9744笔，可见

其对于消费者依旧有着较强的吸引力。此前针对

“快乐飞”2.0版本，就有顾客提出，个别产品面临

兑换难、退票难等问题，让“随心”变为了“闹心”。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鉴于此前此类产品出现的问

题，也有一些过去购买过此类产品的游客最终选

择暂时不购买3.0版本，希望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虽然“随心飞”“快乐飞”3.0版较此前有所升

级，不过，使用是否顺畅，也成为游客关注的焦点。

北京商报记者在微博上就发现，有网友反

馈，南航的“畅游中国”在兑换时仍旧遇到了突然

告知航班取消，需要改签等问题。网友“妖孽踩一

脚”就留言，预订了10月17日、24日的航班后，收

到短信通知告知航班已取消。

游客邓女士也是南航“快乐飞”的成员，她表

示，在购买“畅游中国”兑换牡丹江至大连的机票

时因天气原因需要改签，导致原本的出行计划被

打乱。邓女士还说道，“要尽量避免飞行高峰期，

因为想要在热门时段兑换热门航线很困难。如目

前前往拉萨的机票就很难兑换到”。

邓女士认为，游客购买此类“快乐飞”“随心

飞”机票产品，大多是依靠多次出行或选择和价

格等值的航线“飞”回来，因此只要规划合理，对

于有多次出行需求的消费者，依旧是值得的。同

时邓女士还认为，“在购买‘快乐飞’这样的产品

时心态需要放平和”。

綦琦表示，目前“随心飞”类产品在市场上褒

贬不一，同时营销的边际效益也存在递减，消费

者的出行决策也会受到防疫政策限制和全国偶

发疫情影响从而在心里产生顾虑。

短时间内不失为自救举措

受困于疫情的变化，近两年旅客出行受到了

很大的影响。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即使是作

为出行高峰的假日，受疫情影响，民航市场的表现

仍旧并不乐观。据民航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国

庆假期全国民航运输旅客929.14万人次，日均

132.7万人次，比2020年下降19.6%，平均客座率仅

为73.7%，比2020年下降4.8个百分点。中国民航管

理干部学院教授赵巍提出，“随心飞”类产品是属

于疫情之下，需求被压制，供给寻求突破的产品。

短期来看，有助于帮助航空公司回笼现金流。

綦琦也表示，“随心飞”产品是航司针对特定

旅客群体的需求，通过对航线、时刻、票价、服务

等项目进行优化组合和综合利用，设计出的打包

式预付费权益系列航空服务产品的组合。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现今，“随心飞”是航司在市场低迷

下主动放弃合理利润空间的无奈之举，并不具备

常态化操作的条件。从市场经济角度讲，是否应

该常态化推出，仍要看市场。

根据南方航空2021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净利

润亏损46.88亿元，虽然采取了诸多自救举措，并

大幅收窄了亏损额度，不过依然处于亏损状态。

另一边，中国东航2021年上半年也处于亏损状

态，据财报显示，中国东航今年上半年亏损52.08

亿元，同比增长39.03%。

业内人士表示，“随心飞”更多是航司在飞行

淡季推出的一种回暖现金流的举措。但随着产品

不断推陈出新，顾客在购买时也有了更多的选

择，“随心飞”产品未来的市场反响如何，仍要看

这些产品为顾客带来的回报价值。

此外，还有业者提醒，不论“随心飞”类产品

是否会长期推行下去，航空公司在产品创新、营

销创新前一定要做到管理到位、服务跟进，保证

产品的高质量输出，最终让旅客明明白白购买，

轻轻松松出行。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实习记者张怡然

新片首日预售票房超800万

10月29日，《007：无暇赴死》便将正式在

国内上映，此时预售也进入最后的节点。

据灯塔专业版显示，截至10月28日18时

15分，《007：无暇赴死》的点映及预售票房为

1667万元，其中上映首日的预售票房为875.9

万元，排片场次则为10.6万场，占比40.1%。

尽管从数据来看，《007：无暇赴死》无论

是预售票房还是排片，目前均居于所有上映

影片的首位，但若放在国内电影市场历年上

映影片的预售票房表现来看，也不算亮眼。

实际上，近年来“007”系列影片在国内

获得的票房虽均达到亿元规模，但却难以称

为爆款，如上一部于2015年上映的影片

《007：幽灵党》，最终国内累计票房为5.42亿

元，2013年上映的《007：大破天幕杀机》国内

累计票房则为3.76亿元，虽然在当时的市场

环境中，这一票房成绩并不算差，但也未能进

入顶流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截至目前《007：无暇

赴死》的全球票房已超过5亿美元，成为不少

海外市场当期的票房冠军，但也有部分市场

的表现略低于业内先前预期。以北美市场为

例，《007：无暇赴死》提前场共获得630万美元

票房，高于《007：大破天幕杀机》《007：幽灵

党》，业内对此曾预测，该片北美首映周末票

房或在6000万-7000万美元之间，但影片上

映后，实际报收于5600万美元。

六任“邦德”、25部电影

无论《007：无暇赴死》票房表现如何，不

可否认的是，“007”系列作为经典老IP，在全

球有着较强的知名度。

公开资料显示，自“007”系列第一部电影

于1962年上映以来，截至《007：无暇赴死》的推

出，近60年来已累计推出25部电影作品，扮演

“詹姆斯·邦德”一角的演员也已更换了六任。

而此次《007：无暇赴死》对于“007”系列

也有着更大的意义，除了是时隔六年上映的

新作外，也是第六任“詹姆斯·邦德”丹尼尔·

克雷格的终章之作，意味着“007”系列一个阶

段的落幕，此外，《007：无暇赴死》还是首部使

用IMAX胶片摄影机拍摄的“007”系列电影，

该片导演凯瑞·福永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

露，影片有超40分钟的重要场景以IMAX独

家画幅呈现，提供比普通影院多26%的画面

内容。

导演黄志勇分析称，从IP的角度，“007”

系列在全球积累了大量影迷与粉丝，但数十

年的发展也意味着该IP需要对接更多年轻受

众，《007：无暇赴死》在拍摄技术上的选择或

许也是为了对接市场。且此前北美市场也曾

有分析数据，首周末观影者中近六成年龄都

在35岁以上，而年轻观众是电影市场重要主

力已毋庸置疑，如若缺失了年轻观众，IP的延

续便会面临挑战，这或许也是导致影片票房

低于预期的原因之一。

执着于大银幕的“007”

随着此次《007：无暇赴死》的上映以及第

六任“詹姆斯·邦德”的卸任，意味着“007”系

列也将在未来迎来第七任“詹姆斯·邦德”，并

由此进入新的轮回，使得各方关注该IP的未

来走向。

纵观当下各类IP的开发，往往会选择将

作品类型覆盖至更多品类，由此覆盖更大的

市场，也随之进一步提升IP的内容价值和影

响力。但“007”与此不同，尽管已有不少粉丝

纷纷提议借着流媒体的发展趋势，拍摄衍生

剧等其他类型的作品，但该IP则似乎更加钟

情于大银幕。

据公开报道显示，此前曾有媒体采访

“007”系列的制片方，询问是否反对拍摄衍生

剧，而制片人回应：“对啊。我们只拍电影，只

为电影院制作电影，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

60年来一直反对这种呼吁。”

对于后期将会如何布局，北京商报记者

联系片方，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应。在黄志勇

看来，IP的开发没有统一的发展路径，需要结

合IP本身的特点以及公司对IP的市场定位进

行因地制宜的布局。“007”若执着于院线电影，

也没有必然的成功与失败，关键还是在于内容

能否抓住观众，尤其是能否持续抓住新一代年

轻人的心，让IP持续延续下去。

北京商报记者郑蕊

衣着翩翩的英伦绅士范儿，再加上一句带有英伦腔的“邦德，詹姆斯·邦德”，“007”

的经典形象瞬间浮现在眼前。如今，“007”系列新片《007：无暇赴死》即将在10月29日登

上国内大银幕。据灯塔专业版显示，截至10月28日18时15分，《007：无暇赴死》的点映及

预售票房为1667万元，这令人们开始好奇，已“打”了近60年的老IP，还有力气继续打出

火爆之势吗？
电影《007：无暇赴死》国内预售情况

数据来源：灯塔专业版

（截至10月28日18时15分）

■点映及预售票房 1667万元

■首日预售票房 875.9万元

■首日排片场次 10.6万场

■首日排片占比 40.1%

■想看人数 46万人

李子柒把微念告了，美食短

视频第一大V与前东家的商业纠

葛，终究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这

倒也好，以法律为准绳，利益争端

自有公断。

不过，关于IP“李子柒”，李佳

佳就是对的？微念就是错的？纵然

官司有输赢，但仍然无法用是非

对错来定义。说到底，我们的IP运

作，大到李子柒这个层级，还是一

笔糊涂账。

IP，intellectual property的 缩

写，中文一般理解为“基于创造

成果和工商标记依法产生的权

利的统称”，简单一点叫知识产

权或者智慧产权。而放置到市场

经济的标尺里，它就少一点学

术、少一点技术，商业的色彩会

更加浓厚。

随着自媒体、短视频、社群经

济、私域流量等市场新趋势的推

波助澜，现在每每提及的IP，天生

就是为了商业化，没有快速变现

的价值，简直算不得IP。

因此，遇到李子柒这样的IP，

争夺激烈可想而知。只不过，还没

等外部敌人打过来，矛盾先从组

织内部激化了。有人说，李佳佳很

可怜，设置股权架构的时候被公

司忽悠了；也有人说，公司没什么

错，只不过IP做大了，李佳佳提出

过分的利益诉求。

照这个逻辑，有点儿顶级足

球明星工资谈崩了硬要转会其他

球队的意思。仔细想想，又大为不

同：球星球队闹掰分手，从中超到

英超，从CBA到NBA，体育圈已经

形成了成熟运作机制，好聚好散

不少见，事儿闹大也不怕。在演艺

圈，类似的人格化IP腾挪亦是屡

见不鲜。

更为重要的是，球星、艺人，

IP跟着人身走，精神、肉体与能力

的深度绑定，让人格化IP不仅大

而且强，遭遇波澜却影响较小。

但放到短视频市场，情况就

复杂得多。李子柒等人格化IP，也

是整个网红圈的主流方向———自

然人主播与品牌人格化绑定。看

似主播代表了一切，殊不知账号

体系、团队运营、股权结构、商业

变现等后台设置，都不是主播一

个人说了算，但有矛盾，甚至会出

现账号登录不了的窘状。

固然有产品和技术差异的因

素，但大概率上还是IP完善度问

题。说到底，自媒体、短视频等风

潮，让个人化IP高速膨胀，但这些

IP普遍大而不强，看似声名显赫，

实则经不起折腾。过往数年，不乏

大主播因签约问题停更事件，李

子柒尚能放手一搏，更多人就此

销声匿迹。

当然，行业里还有薇娅、辛有

志这类能够更大程度掌控自己命

运的大IP，即便如此，也是战战兢

兢、如履薄冰。

因此，做大IP容易，做强IP

很难。首先需要主播扎实的“表

面功夫”，即优秀的内容、带货

等账号表现能力；更需要不断

升级幕后能力，包括团队掌控、

股权架构、商业资源乃至法务

财务等等。

IP概念方兴未艾，个人化、人

格化IP亦是社群、私域经济的重

要趋势，主播叫苦叫屈背后，

MCN和平台的权利义务需要被

监督，主播“自己长点心”也绝非

戏谑而过。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争议李子柒，
个人IP“大而不强”的照妖镜

张绪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