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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院自救难 行业性整合预期加重

15倍倒卖公园门票 票贩子套路有多深
原价15倍倒卖

每年樱花季都会有大量市民涌向玉渊潭

公园赏花踏青，而在今年疫情防控这一特殊

时期，本市公园实施的限流措施让玉渊潭等

部分春游热门公园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

象。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市公园管理中心

“畅游公园”网上订票平台上，4月9日玉渊潭

公园门票已全部约满，4月10日也仅剩早6-9

时的时段仍有余票。

然而在此情况下，市场上却流出了不少

加价销售的“二手门票”。北京商报记者在某

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上发现了不少出售4月9

日、10日甚至以后更长时间玉渊潭公园门票的

卖家，销售价格从10元/张到30元/张不等，相

当于公园官方销售的2元/ 张全价票的5-15

倍。有卖家透露，自己所卖的票是旅行社的“库

存”，即使是目前官方网站还未开始网络预约

的4月11日-30日的门票也都可以保证买到且

保真，买票人只需将自己的姓名、手机号告知

即可在入园前拿到电子票的相关信息。

此外，该卖家除了倒卖玉渊潭门票外，还

有北京动物园、北京植物园、北海公园、景山公

园、香山公园、颐和园等多个北京公园门票。

对此，玉渊潭公园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公园舆情监测第一时间发现有黄

牛倒票情况后，随即就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

并报公安部门，公安部门对几名相关人员采

取了措施，目前正在等待警方的处理结果。上

述市公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也明确表示，

现在管理中心和公园都未与任何第三方开展

售票合作。4月8日，玉渊潭公园官方微博还发

布公告称，自4月11日起将实行实名预约购票

入园。

公开消息显示，倒卖公园门票在北京旅

游市场上并非新鲜事，只是随着门票预订方

式和消费渠道的变化，黄牛从线下转战到了

线上。据悉，早在2016年就有媒体报道称，在

玉渊潭公园西门售票处，购买门票的队伍后

有黄牛在兜售公园门票，而且售价比仅仅几

十米之隔的官方窗口高一倍。彼时，业界有消

息称，部分热门公园线下排队购票需要至少

半小时到1小时，因此，黄牛党手中的门票即

使价格翻倍，也会在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业内人士表示，近些年，北京公园门票的

价格普遍明显下降，有些还都启动了免票政

策，黄牛大多无利可图就逐渐销声匿迹了，而

最近，公园门票倒票行为的死灰复燃主要是

因为限流或此前部分公园举办的热门活动，

增加了一些门票的购买难度。

实名制也有漏洞

黄牛到底是如何绕开相关部门和公园，

形成一套灰色的倒票链条呢？

有旅行社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

目前北京的旅游市场中有一批旅行社和票贩

子专门倒卖市内热门景区、公园的门票，有些

买完后还会转手卖给其他旅行社的团队游客。

“他们会利用一些抢票软件，或者雇人用

多个手机号从网上预约门票后再加价对外销

售，即使一般消费者很难抢到的重点时段他

们也基本能保证有票。”上述旅行社负责人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此前自己就曾向“倒票党”

购买过一些热门景区、公园热门时段的门票，

大多每张会被加价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需

求主要集中在时间相对固定的外地赴京旅游

散客、团客上。

北京商报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由于目

前部分二手物品交易平台对于转让门票等管

理相对严格，部分“倒票党”为躲避监管会避

免在商品名称中列出“门票”等关键词，而且

他们会在挂出商品后1-2个小时内就删除商

品，隔一段时间后再重新上线，有些卖家甚至

将可售门票信息等写在商品详情中，但具体

购买流程直接转账而不通过电商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旅行社负责人直言，

即使是在一些采取了实名网上购票的公园、

景区，“倒票党”仍有空子可钻。“一般来说，一

些需要实名购票的公园、景区在领票、入园环

节基本只需要出示购票人身份证即可，尤其

在热门时段，检票口很难逐一对比每个人的

身份证信息和本人信息是否相符，而‘倒票

党’就抓住了这一环节上的监管空白，事先收

集大量的虚假身份信息‘抢票’。门票出售后，

他们会派工作人员到现场与买家交换身份证

并约定出门时间和地点，等买家逛完公园后，

再将身份证换回。”该负责人介绍。

黄牛“紧箍咒”

门票黄牛再次现身市场，也给公园和管

理部门提出了新的管理课题。上述市公园管

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心和部分公

园正在完善、调整购票系统，与身份认证关

联，预计景山、陶然亭、北海公园等将率先启

动新系统。

就在4月8日傍晚，玉渊潭公园官方微博

还发布消息称，为进一步加强公园游览秩序

管控，自4月11日起，玉渊潭公园实行实名预

约购票入园。公告显示，购票游客需提前一天

以上在微信公众号“畅游公园”（唯一官方预

约平台）上预约购票，每张身份证每日限购一

张门票。自4月10起可进行实名预约。

“随着气温的不断回升，近期市民的出行

意愿有所提高，尤其是对市内的公园、景区游

览需求增加明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

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表示，

当前正值“樱花季”，比起跨省或远距离出游，

大家更愿意去身边的公园走一走。

吴丽云直言，针对倒票的现象，相关部门

和公园、景区都需进一步加强监管，尽可能杜

绝“黄牛党”重现江湖。“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关联身份信息购票仍是最直接防范倒票的手

段，因为一旦公园普遍实现身份证实名购票，

‘票贩子’的囤票成本、耗时、风险都会明显增

加。”在她看来，同时对于市民来说，如果进一

次公园就需要“抵押”身份证给黄牛，他们购

买“黄牛票”的意愿也会显著下降。哪怕还有

黄牛钻空子倒票，市场空间也会被大大压缩。

还有专家表示，为彻底封死实名购票环节可

被钻的空子，景区、公园在入园换票等环节可

增加更多能高效核验游客身份信息的设施或

服务。

对此，尚游汇文旅董事长钟晖进一步认

为，相关部门和景区、公园对流程的监管还需

扩大覆盖范围。“未来，公园、景区预约制度如

果被长期固化下来，就需要相关部门延长监

管链条，除了在网上订票时关联个人信息外，

还应进一步通过购票数量限制等措施降低倒

票出现的可能性。”钟晖表示，网上购票时加

入填写身份信息环节的同时，公园需尽快更

新线下验证系统，增加“刷脸”入园等方式，

“未来随着相关技术日新月异，愈发智能的票

务管理系统将成为公园、景区消灭倒票黄牛

的关键所在。”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杨卉

裁员成普遍现象

4月7日晚间，幸福蓝海发布的一季度业

绩预报，用数字直观地展现了当下国内电影

院面临的经营压力。业绩预报显示，2020年

一季度，幸福蓝海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从上年同期的盈利状态转变为亏

损，亏损规模则在1亿-1.05亿元之间。

对于一季度亏损的原因，幸福蓝海在公

告中指出，自2020年1月25日起，幸福蓝海旗

下自有影院及幸福蓝海院线旗下加盟影院已

全部暂停营业，目前仍未恢复营业，从而导致

幸福蓝海一季度营业收入大幅下滑。

在幸福蓝海发布亏损预告的同时，在国

内拥有上百家电影院的影投公司CGV则在

近日被曝出正在裁员的消息，据相关报道称，

该公司的裁员比例大约在30%左右。

北京商报记者联系CGV进行采访，但截

至发稿，对方未予以回应。据保利影业投资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建峰透露，由于整个行

业受到重创，在影院经营负担日益加重的影

响下，裁员已成为普遍现象，不只是CGV，其

他部分影投公司也已先后开始采取裁员等方

式，降低经营负担。

无论是幸福蓝海还是CGV，均只是现阶

段影院行业的一个缩影。北京商报记者了解

到，为了尽量降低支出成本，部分电影院在停

业初期便选择只保留2-3位员工轮流值班，其

余大部分员工休假，给予基本工资或是少数

生活费，但由于停业状态仍在持续，该方式在

缓解经营压力方面起到的作用也愈发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有不少影院面临

不堪重负而即将画上句号的处境。北京市海

淀区某影院经理徐先生表示，随着暂停营业

时间不断延长且一直未能有收入进账，房租

等多项成本仍在持续支出，影院经营者们担

心的便是储备的现金流还能支撑多长时间，

“据我所知，目前有的电影院在已完全停发员

工工资后，或许只能再支撑3个月左右，之后

便将面临无力支撑的局面”。

自救措施效果有限

在暂停营业期间里，国内电影院也曾试

图通过自身的方式纾困，但从实际效果来看，

作用相对有限。

以近两个月来在国内不少影院中成风

的“零食电商”为例，截至目前，包括大地影

院、金逸影城、博纳影院在内的国内多个影

院，均将店内的零食、饮料、电影衍生品等在

线上销售。从销量来看，部分影院的“零食电

商”业务吸引了一定的消费者，但该业务实

现的收入与影院本身承担的成本相比，仍是

杯水车薪。

“对外销售零食只是清库存的一种方式，

避免此前为春节档囤积的卖品因过期而出现

损失，但这也意味着，‘零食电商’能起到的作

用也只是解决卖品业务的成本压力，但实际

上，电影院在房租、水电等其他领域的成本并

不是一个小数，且在正常经营状态下，电影院

将近八成以上的收入仍来源于电影票房，‘零

食电商’带来的少部分收入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经营困难。”徐先生如是说。

除了“零食电商”外，现阶段还有电影院

提前以更为优惠的价格销售电影票、会员卡，

以提前获得一定流水支撑影院的运营。同时，

在降低成本方面，不少电影院也在与房东、物

业方等进行沟通，商谈是否可以减免一定租

金，或是与其他服务供应方就短期暂停服务

进行协商，以降低停业期间的运营成本。

在刘建峰看来，从经营角度来看，目前电

影院经营者能主动去做的事情已经相对有

限，且此次的冲击并非只是个别影院，而是整

个行业，上千家影院因此而停业倒闭的结局

也是极有可能会出现的，若想从根本上改变

影院的经营挑战，则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及多

方力量共同推动行业渡过当下的难关。

恐现并购整合潮

如今政府主管部门也在尝试通过不同举

措帮助电影院实现稳定经营。国家电影局官

方日前发布消息称，为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国

家电影局协调财政部、发改委、税务总局等部

门，研究推出免征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以

及其他财税优惠政策。同时，加大对重点影片

的创作和宣发支持力度，指导各地出台帮扶

电影企业纾困发展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观影人次增长趋

缓，但影院与银幕数量却仍保持较快的扩张

速度。公开数据显示，2017-2019年，我国观

影人次分别为16.2亿人、17.2亿人和17.3亿

人，同比增长率已降至不足1%，而这三年的

影院数量增长率仍保持在10%以上，此外银

幕数量的增速则在15%以上。

对此，投资分析师许杉认为，影院与银幕

数量的增速超过观影人次的增速，意味着

单家影院和单银幕面临着更大的竞争，这

也会影响到各个公司的收入情况，且包括

万达电影、金逸影视、横店影视在内的上市

公司，也均在近年来出现利润增幅趋缓甚至

下降的趋势。

刘建峰认为，近两年影院行业已逐渐显

现出发展问题，部分资本的快速进入也令市

场膨胀、饱和，疫情则让行业承受更大的冲

击，但此时也是让行业恢复理性的一个契机，

或许也会出现并购整合潮，令此前快速进入

的资本退出，较具竞争力并对市场拥有足够

信心的资本通过并购扩大自身的市场规模。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经历转型“零食电商”后，电影院如今究竟活得怎么样？近日，北京商报记者

调查发现，卖零食所带来的收入只是杯水车薪，裁员、亏损仍是电影院们的现

状。而在4月7日晚间，幸福蓝海披露了因旗下影院停业致使公司亏损超亿元的

现状。近年来进入瓶颈的影院行业，在疫情的冲击下已经站在了悬崖边缘。

降价圈地 索尼微软争相备战云游戏赛道

近一个月以来，全球各地游戏玩家无疑

迎来了真正的“春节”。索尼PS、微软

Windows商店、Steam、EpicGames等游

戏平台接连开启促销优惠活动。据北京商报

记者不完全统计，近一个月内已有至少10个

游戏相关平台、厂商推出优惠活动。在从业

者看来，各大游戏厂商利用现阶段储备用

户，无疑是在为正在到来的云游戏市场之争

提前备粮，尤其是对于近日刚刚发布新硬

件，一路相爱相杀的微软、索尼两大游戏巨

头来说，早圈地就等于早赢得了市场。

游戏平台推出游戏打折、促销活动不是

罕见的事情，但这一个月，游戏行业却迎来

前所未有的密集打折优惠季。游戏下载平台

Steam、微软游戏商店、育碧旗下游戏商店

等10个平台及厂商悉数推出优惠福利。

以索尼PS商城为例，春季特卖活动已经

从4月1日开始，共有近500款游戏参加此次

特卖，多为半价折扣，有的甚至达到80%折

扣。而去年同期的PS商城春季特卖活动只有

300多款游戏有优惠，最大优惠幅度在84%。

索尼PS商城客服有关人员对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近一个月以来前往咨询游戏方

面的用户数量普遍增多，除了涉及优惠的

免费游戏以外，付费游戏方面的咨询也有

明显增多。

与此同时，微软Windows商店亦在近

期开启了一批限时免费的游戏，共计30余

款，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开放免费游戏不超过

10款。此外，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综合性数

字发行平台之一，Steam近期累计推出限时

免费的游戏多达40款，游戏平台GOG、

Uplay等亦陆续推出游戏免费等福利活动。

在游戏行业从业人士林小迪看来，游戏

平台的促销活动实际上就是针对用户抢占

的战役，“借势目前的处境，通过免费试玩、

免费领取游戏等方式吸纳更多的新用户以

及促进老用户的留存，看似‘亏本’之举，实

则是能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

据行业网站GameIndustry.biz基于近

50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在3月16日-22日这

一周共卖出430万套游戏（包含数字版），较

前一周增长63%。

除了游戏商店方面的促销获得良好的

用户反馈，微软和索尼在一季度分别发布了

最新一代游戏主机XboxSeries X以及

PS5，据IHSMarkit的游戏研究主管Piers

Harding-Rolls预测，PS5和XboxSeriesX

首发期销量将超本世代销量纪录。

游戏行业分析师梁声认为，涉及到减价

促销的游戏种类繁多，以减价活动吸引玩家

的注意使其对平台上的其他游戏产生兴趣是

游戏发行商一贯的做法。在目前特殊的环境

下，以免费游戏为噱头可以吸引更多的玩家

关注到新世代游戏主机，从而带动微软、索尼

平台的用户产生游戏相关消费。但整体来说，

由于游戏玩家的需求日益剧增，即使没有减

价等活动刺激，游戏消费力也不容小觑。

在收割红利的同时，游戏行业也逐渐显

露出新的竞争趋势，云游戏服务成为越来越

多人关注的重点。

3月30日，微软宣称，因为疫情的缘故，

微软XboxLive等云服务需求增长775%。

“云服务必定是游戏厂商以及游戏平台

下一个竞争激烈的新赛道。大流量的涌入是

对游戏服务的一大考验，对于众多云服务提

供商来说都是很大的技术压力。”林小迪指

出，技术制约依旧是影响云服务发展的重要

束缚，而在5G等因素的促进下，未来云服务

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据了解，依赖云计算服务而支持的云存

储服务是近些年来微软、索尼等主机厂商的

着力点之一。在最新发布的新一代游戏主机

产品发布会上，微软和索尼都不约而同地提

到了新一代主机的向下兼容性，以满足越来

越多的玩家会选择将游戏软件存储在“云”上

的期待，摆脱硬件的束缚。一旦云存储成为

主流，游戏软件的交易模式及渠道也会发生

改变，因此这也倒逼游戏厂商从现在开始就

要布局新渠道、新平台，从而提前捕获更为

稳定的利润增长点。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伍碧怡

“春游季”正逢疫情期，部分公园限流后“一票难求”，倒票分子们也闻声而动。4月8日，有媒体报道玉渊潭公园门票

被黄牛炒高10倍的消息后，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在某二手物品交易平台上，有不少卖家加价挂出了北京多家公园门

票的转让信息，覆盖玉渊潭、香山、北京动物园等多家公园，加价幅度从1-2倍到15倍不等。疫情之下，景区、公园智能化

改革提速，而“倒票”行为却仍能死灰复燃，景区智能管理发展任重而道远。

“黄牛”的公园倒票套路

套路一

套路二

买方现场取票入园公园官方渠道放票 黄牛利用抢票软件等方式抢票 网上加价倒卖

公园官方渠道放票 利用多个手机号或身份证抢票
买卖双方现场交换身份证
约定出园地点时间

网上加价倒卖 买方出园后交还身份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