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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不知何时，娃娃机在上
海的地铁站及购物中心火了起来，少
则三五台，多则几十台。经常可以看
见年轻男女、小孩子们在娃娃机前驻
足专心地抓取娃娃，甚至有时身边已
经装了一袋娃娃。在流量经济的今
天，娃娃机已经成了各大商场吸引流
量的必备品，对于商家来说利润也不
小。并且，线上娃娃机的生意也随着
线下的热度而火了起来。有研究显
示，预计2018年娃娃机产量将超37
万台。

满足年轻人逛街的休闲需要
娃娃机，又称选物贩卖，在国内

也叫抓娃娃机，为一种源于日本的电
子游戏。该游戏设备将商品陈列在
一个透明的箱内，其上有一个可控制
抓取物品的机器手臂，使用者要凭自
己的技术操控手臂，以取得自己想要
的物品。因最早大多放置毛绒玩具
之类的布偶填充玩具，故有“夹娃
娃”、“夹公仔”之称。因为放置的是
十分受欢迎的布偶等物，因而受儿童
及青少年欢迎。

相比购买一个玩偶，其实靠不断
投币抓到一个玩偶的成本并不低，但
是申城年轻男女们却是乐此不疲。
一个从事此行业的张姓老板道出了
其中的奥秘，“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
通过娃娃机这样的方式来获得想要
的玩偶。而且一般年轻人都是三五
成群，或是小情侣，在朋友面前成功
抓到娃娃，这个成就感和你直接买走
一个没法比。”

对于商场的经营者来说，娃娃机
又成为了一个吸引流量，提高经营利
润的法宝。“娃娃机的吸粉作用很强，
轻娱乐，技术门槛低，任何人都可以
用零碎的时间玩两下。大型购物中
心里有很多潜在的消费者，特别是年
轻情侣和带孩子的家长。”一位商场
的经营者如是说。

据 中 商 产 业 研 究 院 发 布 的
《2017-2022年中国娃娃机行业市场

前景调查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数据
统计显示，2012年中国娃娃机产量
为 21.11 万台，到 2016 年增长至
31.64 万 台 ，同 比 2015 年 增 长 了
7.97%，五年复合增长率10.65%。预
计 2018 年娃娃机产量将超 37 万
台。目前诸多城市的新建影院、商业
综合体，甚至是地铁站，都成为抓娃
娃机经营者们争抢激烈的点位。这
种吃喝玩乐一体的消费综合体很容
易聚集人流，产生大量休闲的需求。
在闲逛、等待电影开场或在餐厅排队
等位时，带有碎片化娱乐特点的娃娃
机恰好填补了时间的空白。

娃娃机的线上生意日渐兴起
在线上流量越来越贵的当下，娃

娃机的引流作用也已被充分利用了
起来。如今有许多微信公众号都会
与线下商家达成合作，如果关注该公
众号，就能获得店内的优惠。这套合
作模式也被移植到了娃娃机上，比如
用户扫码进入支付页面，会收到提
示，如果关注某个公众号，就能获得
免费玩一次娃娃机的机会。

随着线下娃娃机的大热，线上娃
娃机的生意依托于直播以及电商平台
也已流行开来了。线上抓娃娃的流程
是这样的，玩家在实名认证后，往账户
里充值就可以得到一定量的玩币。玩
时以手机屏幕作为操作杆，通过娃娃
机设备上的摄像头确定娃娃的位置。
如果抓到了娃娃，可以换成游戏币继
续玩，也可以选择快递发货，一定量的
娃娃也可以免费寄给用户。

在线娃娃机发展迅速，目前，已
有超过30款线上抓娃娃APP同时上
线。以IDG资本投资的欢乐抓娃娃
为例，于2017年中启动，短短1个月
时间便拥有超过百万用户，数十万付
费用户，日活超过20万。

虽然娃娃机市场目前很热，但是
也有很多投资人认为娃娃机单点规
模小，分布零散，难以形成规模效
应。而在年轻人的兴趣热点变化快
速、娱乐产品多样的时代，娃娃机究
竟能热多久，也需要观察。

娃娃机小生意蕴藏着大商机？
线上娃娃机也成为年轻人的新宠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近日，浦发银行等多家
上市银行公布业绩快报，业内人士分
析，虽然受监管等影响，银行同业创
新业务收入受到冲击，但资产质量进
一步改善，成本降低，带来银行业利
润仍在上升。

1 月 5 日晚间，浦发银行发布
2017年业绩快报。据悉，该行去年实
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保持双增长，取
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效。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1686.19亿元，较2016年增长
4.8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542.4亿元，较2016年增长2.15%。

截至2017年末，浦发银行资产
总额61350.6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4.7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53.86 亿 元 ，较 上 年 末 增 长
15.61%；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13.47元/股，较上年末增
长11.97%。

据悉，国际评级机构2017年对
浦发银行的年度评审中，惠誉评级给
予调升一级，目前国际三大评级机构
对浦发银行的评级均为投资级以上
一级。在国际排名方面，浦发银行继
续保持优秀的表现。在英国《银行
家》杂志“2017年全球银行1000强”
排名第27位，较上年提升2位。

常熟银行则发布了银行业第一
份业绩快报，据悉其2017年净利润
增幅大两成。2017年度该公司营业
总 收 入 49.48 亿 元 ，同 比 增 幅
10.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67 亿元，同比增幅 21.71%。
2017 年末，公司总资产 1458.60 亿
元，同比增幅12.22%，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04.47亿元，
同比增幅6.02%。

多家银行业绩快报出炉

2017年银行业利润仍在上升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审计署2018年第1号
公告指出，审计署移送34起违纪违
法问题线索的查处情况，其中包括农
业银行北京分行有关人员涉嫌违规
操作基金销售等事项谋利的问题。

据审计发现，2014年5月，农业
银行北京分行私人银行部时任副总
经理王超和高级产品经理关琦等人，
涉嫌违规为第三方募集和销售基金，
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2016年5月，
审计署将此线索移送公安部调查。
2017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受贿罪判处王超、关琦有期徒刑各
3年。同月，北京银监局给予该行主
管副行长陈英顺取消3年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行政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银监会开出
数百张罚单，其中一项就是剑指银行
违规销售理财产品的行为。去年银
监会一张千万级罚单就是因为民生
银行北京分行航天桥支行职员违法

销售虚构理财产品案件，此案公开涉
案金额16.5亿元，北京银监局最终
责令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改正，并给予
其合计27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对民生银行航天桥支行原行长张颖
给予取消终身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资格，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的行政处罚。其余涉事责任人则分
别给予取消终身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
作，警告并罚款等行政处罚。

另外，去年9月银监会曾公告，农
业银行北京次渠支行因为员工违反规
定，擅自向客户推介销售投资性产品
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违反了《银行
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
条，责令其改正，并对其给予50万元罚
款的行政处罚。此外，建设银行北京
昌平支行员工违反规定擅自向客户推
介销售投资性产品严重违反审慎经营
规则，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
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责令改正并对
其给予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针对涉嫌违规销售基金谋利
银监会去年已开出数百张罚单

2018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
子展（CES）将于9日正式开幕。来自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4000家企业
参会，展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产品。
这个展会一向被看作国际消费电子
领域的“风向标”，记者在这里感受到
今年有三大看点：第五代移动通信技
术（5G）、传统产业数字化和8K电视。

5G催生新业态
2018年的热门话题之一将是5G

如何推动行业洗牌，在数据传输速度
突破瓶颈后，健康、教育、运动等领域
将可能出现大量新应用。

CES展会主办方美国消费技术协
会的市场研究高级经理史蒂夫·凯尼
格7日在一场发布会上说：“5G可以顺
畅、可靠地实现数据的实时传输，这将
改变电信、汽车、健康等多个行业。”

去年展会上一些厂商还在推介
5G 技术，今年 5G 已经有望试水商
用。4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
T）抢在展会前宣布年底将在多个城
市提供5G服务。

本届展会上，高通、诺基亚和爱
立信等厂商将展示5G技术。虽说很
多参展公司并未将其列为主题词，但
数据传输速度是物联网、无人驾驶、
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以及
人工智能等科技走向市场的基础。

5G网络有多种优点，比如速度
快，在人群密度大的地区运行稳定，
通话接听延迟短至1毫秒，还有一个
重要潜力是带宽大，支持各种设备互
联互通，有望让过去几年还停留在概
念上的应用实现大众化。

传统产业数字化
今年CES展会的议程表明，一些

传统产业在加速数字化转型，推出可
投放市场的消费级产品，期望能更好
地适应数字时代。

一家名为 MemoMi 的公司推出
“记忆魔镜”，利用人工智能和增强现

实技术，让购物者不用真实试穿，就
能在镜子中看到试衣、化妆和配饰的
效果，这家位于硅谷的公司目前已与
多家品牌达成合作协议。网购平台
亚马逊也推出了类似的“混合现实镜
子”，以解决网上购买衣物退货量高
的问题。

今年还有许多企业推出了满足
孕妇和妈妈消费需求的产品，比如智
能吸乳器和奶粉配给器等。

在各个分展区中，玩具、运动、美
妆、家居等传统领域消费品都在加速

“智能化”，并且对于目标客户人群的
细分越来越明显。

对于传统产业融合数字技术的
趋势，“生活在数字时代”机构创始人
罗宾·拉斯金7日在一个发布会上说：

“零售生态的各个方面都可能催生消
费，重要的是参与者要相互合作。”

8K电视已亮相
今年CES展会的另一个亮点是

8K 电视，这是指水平分辨率达到
8000量级的超高清电视，其常用的分
辨率标准是7680×4320。虽然目前
4K电视尚未普及，但一些企业已经
吹响了8K电视进入市场的号角。如
韩国电子巨头LG公司发布的88英寸
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电视，屏幕巨
大且达到8K标准。

去年底，中国企业京东方投产面
向8K分辨率的液晶面板生产线，实
现 65 英寸以上 8K 显示屏规模化生
产。但8K产业链前端的视频录制、
编辑设备和编解码标准尚由索尼、松
下等日本公司垄断，中国企业还有不
小的追赶空间。

中国企业今年又在CES展会强
势登场，数量约占总参展商的三分之
一。华为、中兴、百度、阿里巴巴、海
信、TCL、科大讯飞等中国企业展示了
无人驾驶、人工智能、高清电视等各
类技术。

据新华社电

5G网络、数字化、8K电视

2018年消费电子展三大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