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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消费
■资讯

青年报 王霞

本报讯 一直以来，“二次
元”似乎都是个脱离于现实世界
的神秘领域，充斥着动漫、美和
无穷的想象力。不过，若你目睹
过BML万人聚会的盛况，恐怕便
不会仅仅将“二次元”看作是构
建在想象力基础上的“空中楼
阁”，“随着95后消费势力渐渐形
成，二次元正真实地改变着如今
国 内 的 文 化 消 费 结 构 。”
bilibili文化事业部总经理柴轩
鸿认为，未来，文化消费多元化
发展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时至今日，如果你以为二
次元只是弹幕、萌物和“宅文
化”的一部分，很可能就低估了
这些年轻人的能量。

上 周 末 ，第 四 届 BML
（Bilibili Macro Link，B站举办
的大型线下聚会）的 12000 张
门票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内
销售一空，而“最贵的内场票”
仅仅用了 4 分钟便宣告售罄，

“整整 4 个小时的演出几乎没
有出现一位大众明星，诺大的
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的现
场却座无虚席”。

而据Bilibili（简称B站）后
台的统计数据显示，此次购票
半数以上为“95后”，可能在大
多数人眼里，他们尚不具备高
消费能力。

“注册B站已经很多年了，
很好奇和我一样喜欢B站的小
伙伴什么样，也想看看陪伴了
我这么久的 B 站幕后什么样。
这很像想见一位老朋友的感

觉，所以看到 BML 就立马抢票
了”，现场，正在读大一的银鳞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参加首届
BML时，他还是一位高中生。

而另一位观众粉丝“可乐
糖果”则是一位4次“全勤”的
BML粉丝，他还收藏着每一年的
票根。今年的门票就是他用第
一届保留下来的门票换的。

当现场H.K菌团以时间胶
囊的方式，串烧起B站各个阶段
曾经火爆的动画片主题曲时，
现场大屏幕中，整齐划一地出
现“入B站此生不悔”的弹幕，更
有人潸然泪下。

“正如周杰伦是许多80后
的回忆，当 90 后或者 95 后长
大，B站所代表的二次元文化也
是他们的回忆。”一位业内人士
表示。

这种变化趋势得到bilibi-
li文化事业部总经理柴轩鸿证
实。他透露，BML 第一届只有
800人，仅仅是个小型演出，4年
后的今天，已迅速增长至万人
规模，“我们希望这不仅是个演
唱会，更是个二次元音乐节。”

无独有偶，淘宝也同期在
上海举办了“造物节”大型秀，
相关数据显示，90后甚至95后
所代表的新生代网络势力正迅
速崛起。

B站董事长陈睿表示，在大
家对精神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
今天，新的文化消费形态也在
不断涌现，“青少年更乐于接受
新鲜事物，文化消费结构向多
元化方向发展的需求日渐明
显，未来，二次元可能将成长为
文化消费领域的‘另一极’。”

彭笑刚对话百大媒体
为量子点正本清源

彭笑刚介绍，量子点是溶
液半导体纳米晶，只需要改变
量子点的尺寸，就可以调出需
要的颜色，色纯度非常高，且不
需要担心使用寿命问题。

谈及量子点与 OLED 的竞
争，彭笑刚坦言：“OLED有着先
天缺陷，量子点更具前景。”目
前市面上的OLED电视是通过制
备白光OLED的方式实现量产，
存在着色彩降低、能耗增大、价
格高企等问题。

而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量
子点“含镉”问题，彭笑刚介绍
称，TCL量子点电视的镉含量
非常低，对人体的伤害微乎其

微，而且就算打破电视，镉也不
会泄漏。

打破国外垄断
中国紧握下一代显示技术风口

彭笑刚指出，显示产业核
心技术一直掌握在国外巨头手
中，如果中国各方力量联合起
来把量子点技术做好了，将打
破这个局面。

量子点显示技术主要分为
光致发光与电致发光两个阶段，
目前TCL、海信、韩国三星等企业
已经实现了光致发光产品的落
地，而第二阶段的电致发光，最
有可能是下一代显示技术。电
致发光量子点（QLED）技术非常
有价值，而中国的QLED技术是全
球第一梯队的排头兵。

印刷显示时代
离我们已经不再遥远

量子点印刷显示正在从“实
验室”走向落地应用。TCL已经
在量子点材料合成、量子点印刷
器件、印刷显示工艺技术、G4.5
印刷显示平台、G8.5印刷显示平
台等五大部分优先布局。

在目前市场上，TCL今年推
出了QUHD量子点电视之后，在
音画质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率先推动量子点民用化、商用化

和市场化落地。国内权威的泰
瑞特实验室首次公开检测结果
显示，QUHD电视核心指标远超全
行业，特别是色域覆盖率是大数
据库中最高值、峰值亮度超越行
业平均水平77.9%、色彩亮度超
越行业平均水平26%。

量子点很可能是中国唯一
有机会领先全球的技术。在国
家、企业、研发机构的合力之下，
中国的量子点显示技术将有望
率先在全球实现新的突破，量子
点的未来发展空间不可想象。

量子点寄托电视产业未来
中国有望引领世界

7月22日，TCL在浙江举办“科学家面对面
——量子点显示科技科普大讲坛”活动，浙江大学
教授、量子点资深专家彭笑刚，与来自全国各地
100多位媒体记者，面对面探讨了量子点显示技术
现状以及未来前景。 青年报 姜卓

“希望凭借努力，能完成我们

自身从0到1的蜕变，”随着新生

代偶像组合 O21 女团正获得越

来越音乐平台的关注，近日，O21

在沪宣布正式“出道”，并发布

《Show me》中文版和两首全新

单曲，其“互联网+”的运营模式

也颇为独特。O21CEO 王皓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亚洲第

一支由天使投资人、艺人创始人

和专业制作人采用互联网+娱乐

创业模式打造的偶像组合，加之

组合中6位成员的努力和实力，

我们对O21的未来非常期待。”

PP租车
布局长租业务

本报讯 王霞 移动互联令
共享经济的理念迅速渗透至出
行市场。近日，汽车共享平台
pp租车透露，将正式来沪布局
其长租业务。“随着汽车共享渐
渐被年轻人接纳，并称为新出行
方式，长租业务的需求量也在快
速增长。据统计，上海用户年均
收入超过20万，无疑是长租业
务的上佳土壤。”pp租车CEO张
丙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据了
解，来自上海本地用户的反馈显
示，企业高管的跨城用车与商务
礼仪用车是最受关注领域。张
丙军透露，目前，pp平台已覆盖
上门验车、保养、违章处理、年
检、保险等多环节，截至目前，平
台租客注册量已超200万，储备
车型达数千种。

虚拟现实
成“吸金”重地

本报讯 王霞 游戏、直播、
视频、医疗、房地产、教育、军
事……VR/AR(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正迅速渗透至人类社会的各
个方面，成为改变生活、生产方
式的重要科技力量。VR/AR领域
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众多投资机
遇, 有分析认为，10 年内全球
VR/AR市场规模将达1820 亿美
元。“VR/AR 技术将会像 1995
年出现的 Internet 和 2005 年
出现的智能手机一 样，深刻改
变人类生活。”投资人徐敬程在
近日举办的JIC投资沙龙中，对
VR/AR对发展前景表示。而知名
自媒体人、天奇阿米巴创投基金
投资合伙人魏武挥则大胆作出
预测，称“VR可能迎来泡沫破灭
的大崩盘”。“由于文件过大、视
频质量不高、灯光美术等条件的
限制，VR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魏
武挥表示。

MRO产业互联网
峰会在沪举办

本报讯 王娟 7月22日，由
西域及ISMCHINA联合主办的首
届中国MRO产业互联网峰会在
上海举办,本次峰会邀请到国
内外具有未来感和前瞻性的企
业家、创业者、投资人、行业学
者、行业大咖及媒体领袖，共同分
析、探讨2016中国MRO产业发展
现状。

随着电子商务以及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和普及，MRO线上工
业品超市这种形式正在传统企
业中迅速推广。

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加速
了中国的传统产业的改造和转
型，尤其是依靠信息不对称生存
的传统行业，越来越多的行业格
局被互联网信息技术打破，依托
于大数据整合，形成新的传统行
业与互联网融合的平台模式。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竞争越来
越激烈，全球企业和机构不得不
寻求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的
新方法。

“互联网+娱乐”
助力偶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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