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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utfit7 公司管理层交流座谈会中，董事长充分肯

定了 Outfit7 公司上半年内所取得的成绩，对 Outfit7 高层

人事职责、定位以及未来 1-3 年内的目标方向做了指示；
同时也进一步提出金科文化作为全球最大的娱教文化企业

之一，将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东方迪士尼”为愿景，依

托“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顶级 IP，打造一家线上与线下、
教育与娱乐、乐园与衍生品协同发展的互联网生态型企业；
而这一伟大愿景的实现，要求国内外各个子公司的团队之

间相互协同、相互合作，从而实现业务发展和业绩新突破。
会上，CEO 王健就游戏、电影、教育等几个主要业务

板块，与 Outfit7 相关业务负责人 Jure、Boris 等进行了

交流，探讨了未来国内外团队在游戏研发与运营、院线电
影制作与发行，以及教育类应用模式探索中的配合与协同
方式。

在斯洛文尼亚期间，董事长一行受到中国驻斯洛文尼亚

大使热情接见，双方就中斯商贸和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深入
交流和探讨。

公司高层赴欧洲考察交流

5 月下旬到 6 月上旬，集团董事长朱志刚、

上市公司 CEO 王健等一行赴欧洲进行了为期十
余天的考察交流。

首站考察了有着百年创校历史的英国爱博立

学校，深度了解英式教育理念、课程体系和教

学方式，为公司下一步拓展国际化幼儿教育事
业奠定了方向。接着先后走访了斯洛文尼亚首
都卢布尔雅那，视察了 Outfit7 旗下最大子公司
Ekip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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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 97 周年，我们这样为党庆生

随后党员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四明山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透过泛黄而

又珍贵的历史照片、残缺而又真实的枪弹器具等，共同追忆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而壮烈牺牲的革命
先烈，缅怀革命先烈为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的丰功伟绩。

6 月 30 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7 周年，

金科文化各基层党组织以“追求红色足迹，不忘

初心使命”为主题开展了一次党员活动，探访位
于余姚梁弄镇的四明山烈士陵园与纪念馆。

四明山烈士陵园位于浙东四明山麓、姚江之

南，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
也是解放战争时期江南七大游击区之一。在高大
庄严的四明山革命烈士碑下，金科文化一行四十
余名党员向革命烈士敬献了花圈，并面对鲜红的

党旗，重温入党宣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集团总裁助理谷亮同志与党建指导员
张斌同志在馆厅内交流
缅怀革命先烈

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内汇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党员

作为上市公司，公司高层高度重视党建工作，一把手亲自抓，坚持以党建工作引领企业科学发展，把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激昂慷慨，激发了作为一名共产党

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创新优势、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将党建工

重温入党誓词

党员们合影留念

员的自豪感与责任感。

11

作和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努力打造一张优秀的非公企业“党建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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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

——公司各基层党组织开展“红船精神”专题党课活动
为大力践行弘扬“红船精神”，7 月上旬，公司

各基层党组织以集中面授和观看视频的方式，陆续

开展了“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专题党课活动。
此次党课由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顾章标同志主讲，顾主任从“红

方面，我们要以“五星示范、双强争先”为总抓手，

投出庄严一票，
金科文化总部党支部成立啦
为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上市公司中的政治引领作

将党建工作和企业文化、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充分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7 月 6 日上午，在浙江

委员会表示，要始终服务中心工作，加强组织领导，

业凝聚力和向心力。

共金科文化总部党支部成立暨支部委员会选举会议。

时，党建工作不是固化、务虚的形式，更要务实、

利用党建平台，创新党建活动模式，更好地提升企
“红船精神”中蕴含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

商会大厦总部 3702 会议室庄严而隆重地召开了中

会上，全体党员举手表决通过了支部委员会选

船精神”的主要内涵谈起，阐述了新时代下开发区

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

举办法，并在监票组人员的监督下，以无记名差额

际行动、走在前列的标杆意识、善谋实干的自觉担

上市公司，金科文化依托多款世界顶级 IP 与亿级

卿、王雷、戚佳峰三位同志组成。当选的支部委

弘扬“红船精神”的重要意义，并从忠诚核心的实
当、正风正气的坦荡胸怀、爱民为民的质朴情怀等
五个方面层层深入，就如何在推动开发区发展中弘

扬“红船精神”指明了前行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课上，谷亮同志表示：一方面我们要深刻领会

“红船精神”所蕴含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
精神，通过科研创新、研发实践助推企业发展，作
为党员干部，我们一定要做好带头示范作用。另一

13

作为全新的上市公司基层党组织，新一届支部

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作为国内知名双主业
流量，以线上与线下、教育与娱乐、乐园与衍生品
协同发展，并明确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东方迪士
尼”的伟大愿景，正是“红船精神”的具体体现。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不断

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新一届支部委员会，由陈佩
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由陈佩卿同志任支部书记，
王雷同志任支部组宣委员，戚佳峰同志任支部纪检

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保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

创新地“围绕企业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企业发
展”的目标，并结合党建创星要求，制订详细的工作
方案，将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发展、企业文化有机结

合起来，真正达到凝心聚力，促进上市公司又好又快
发展。

委员。

从“红船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真理的力量、
奋进的力量，保持勇立潮头的精神和气魄，奋力谱
写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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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组织队伍，
公司基层党组织再添新成员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层党组织作为党执政的基础，同样也是企业发展的基石。因此，进一步优

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当前公司党建工作重点内容之一。7 月 12 日，哲信党支部举行了成立大会，为公司基层

党建

我公司应邀参加
钱江世纪城“拥江发展”大讲堂
6 月 26 日晚，我公司应邀参加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拥江发展大讲堂纪念建党

党组织又增添了新鲜血液。

97 周年党课》。“拥江发展”大讲堂由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筹办，自 2017 年 7 月 1 日开班，

员会，其中王官林同志当选为党支部书记，楼凯吉同志为组宣委员，孙添宝同志为纪检委员。值得一提的是，

实际的课程。

12 日下午，哲信公司全体党员参加了选举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和差额选举办法成功选举产生支部委

哲信党支部以 80 后、90 后为主力军，党员平均年龄为 29 岁，党员年龄结构年轻，且具备学历高、业务精的

涵盖党建、金融、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国际形势、法律风险防范等多个契合世纪城发展

此次，正值建党 97 周年来临之际，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凝聚新城建设“不

特点，是一支高素质的党员队伍。

忘初心、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主办单位邀请到了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郑仓元授课。

商遍及全球。在网络强国的背景下，加强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不仅关系着企业自身健康发展，也牵动着经

展开分享，深入浅出，侃侃而谈，为在场数百余名市民及企事业代表带来了一场深刻而又

作为国内领先的轻度手游发行商，杭州哲信拥有 3 亿独立用户，联运产品数百款，深度合作的游戏开发

济社会改革发展全局。新一届支部委员会表示，将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和方式，推进
党建和组织工作创新出活力，同时充分发挥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有力促进企业持

郑校长围绕《党性、信仰和责任》这一主题，从党员的素质、能力、规范和心态四个角度
接地气的党课。

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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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
全球游戏下载量突破 80 亿次
《 会 说 话 的 汤 姆 猫 家 族》 由 金 科 文 化 旗 下

Outfit7 有限公司倾力打造。Outfit7 作为全球家

庭娱乐领域的倡导者，2010 年推出游戏《会说话
的汤姆猫》并大获成功，创造了全球知名 IP《会

说话的汤姆猫家族》，衍生 APP 包括《我的汤姆猫》、
《我的安吉拉》、《我的汉克狗》等，在早教休闲
手游领域居全球领先地位。近期，《会说话的汤姆

公司召开协同管理信息化
管理平台项目实施启动会

猫家族》移动游戏下载量突破 80 亿次，足见“会
6 月 12 日， 公 司 召 开 了“ 协

为庆祝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Outfit7 发布了

主题乐园建设方面，公司已在上海、杭州、绍

同管理信息化管理平台项目实施启

项目的全面应用，加快公司信息化

一款新游戏《汤姆猫的摩托艇 2》，再度引起轰动。

兴、合肥等地布局并开展前期业务，多地完成店铺

等公司高层，各部门负责人、信息

从各单位选取对接人作为执行小组

积极协作打造 IP 全产业生态链，线上线下多渠道

业的绍兴上虞门店，已在 7 月中旬抢先推出汤姆

动会”，CEO 王健、副总裁朱恬

化管理执行小组成员以及项目合作
方上海泛微软件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出席会议，金猫广分、金科日化等

子公司相关领导及执行小组成员通
过视频远程参加会议。

信息化管理是当前公司内部管

理建设的主要任务。CEO 王健在会

进程。公司成立了项目管理部，并
成员，共同配合项目合作单位完成

需求调研及上线推广工作。会议上，

与此同时，公司与 Outfit7 以及国内各个团队也在
业务齐头并进，全面开花。

在游戏研发领域，公司持续推出了多款全新游

猫迷宫探险城堡，在当地掀起了游玩热潮。

衍生品方面，覆盖玩具、服饰、文具、生活周

戏，如《汤姆猫战营》、《安吉拉时尚泡泡》等，

边等众多产品陆续上市，通过天猫旗舰店和微商城

CEO 王健提出，各单位要重视需求

的汤姆猫 2》、《汤姆猫水球大战》、《汤姆猫的

以和乐园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开发、销售衍生产品。

需求调研是系统开发最重要的阶段。
调研，认真梳理工作流程，在对这
一系统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反复试

收获众多的粉丝和用户，同时《汤姆猫快跑》、《我
探宝之旅》等游戏项目也在有序推进中。

有声故事书等也相继在国内主要平台上线，与粉丝

猫亲子乐园、专卖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面布

全面开启，预计在 8 月初完成调研

深度互动。据悉，自 5 月起在优酷独播的第二季

挥最大的效力。

版上线推广。

并进入系统搭建阶段，9 月底测试

全球游戏下载量突破 80 亿次是一份荣耀，也

是一个全新的起点。随着公司在游戏研发运营、广

势，并一再强调唯有员工自下而上的

据了解，目前需求调研工作已

线上销售渠道，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之后还会

在家庭娱教领域，除了儿童教育课程、儿童绘

本等产品的面世，《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动画、

流程管理、知识管理等方面的技术优

选址设计，开始进场装修。其中将于 9 月正式开

泛微公司也就需求调研展开了培训。

用才能发现符合实际的需求。

上充分认可了泛微 e-cology 平台在

参与，公司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才能发

17

为了保证协同管理信息化管理

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价值的不可限量。

动画中文版截至 7 月 27 日已超过 8500 万次播放
量，再次体现了 IP 的号召力。

告发行、影视动漫、IP 衍生品、儿童教育、汤姆
局，《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价值将得到进一

步拓展，我们期待《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给我们
带来更多的惊喜。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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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汤姆猫迷宫探险城堡在安全问题上也做足了功夫，

无论是静置设备还是动态设备均采用国际顶尖标准打造，运用
专业、独特的高空设备及系列安全装备模拟构建出一个充满趣

味的未知城堡，在追求游乐体验的同时做到安全、环保、人性化，
为小朋友们营造了一个快乐健康的畅玩空间。

作为汤姆猫亲子乐园的一个单元，此次城堡抢先开业立即

引发全城玩乐狂潮，跻身当地暑假游乐新地标，可谓为 9 月即

将欢乐登场的汤姆猫亲子乐园做了一次强势预热。据悉，乐园
上虞店占地近 2000 平方米，以“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全明星

阵容和神奇的海洋世界为主题，是公司历时两年深入调研儿童
成长需求，实地走访大量国内外儿童乐园、儿童博物馆等相关
项目，测试多种国内外前端儿童娱乐技术及设备，才打造出来
的梦幻 360 度全景式乐园。

汤姆猫迷宫探险城堡抢先开业，
引发玩乐狂潮
7 月 15 日，汤姆猫迷宫探险城堡在绍兴上虞时代潮城中庭开业了。开业当天，暑气蒸腾，却也阻挡不

住家长和小朋友们涌向“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的热情。很多孩子一大早就迫不及待的赶来等待进入城堡

展开冒险，很快陆续达到的家长和小朋友们就把城堡挤得满满当当，整个城堡都充满了小朋友们的欢笑声。

这座神秘的城堡充满挑战，且处处隐藏着惊喜。梦幻的彩虹滑梯、神秘的管道滑梯、刺激的 90 度魔鬼

滑梯，光是滑梯就如此多变。还有分布在四面八方的攀爬架、悬空的独木桥，以及各种各样的关卡和障碍物，
均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玩法多样，体验绝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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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日化“第一期车间主任
培训班结业典礼”圆满落幕
2018 年 5 月 7 日晚 6 时，金科日化举行了“第一期车间主任培训班结业典礼”，金科日化总经理魏洪

涛等高层领导、14 名讲师和助教以及 24 名学员参加了此次典礼。

本期培训班自 2017 年 11 月 17 日开班，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结业，历时 5 个月，共涉及金科日化内

部培训课程 12 节、健峰拓展脱产培训 3 天，全方位打造公司车间主任接班人。经过严苛的选拔，本期“车
间主任培训班”共产生 3 名优秀学员和 1 名优秀讲师。优秀学员为双氧水制造部张丽华、SPC 制造部新车
间赵金志、双氧水制造部范利明，优秀讲师由各位学员民主投票产生。

虽然本期培训班已经结束，但是学习提升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工作技巧和管理能力的提高，不可能只

靠一两次培训就达到预期目的。魏总提出，希望所有学员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进一步消化理解，理论结合

实际，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走出一条创新之路，实现公司和个人的双赢。魏总还提出在不久的将来，
公司将启动车间主任培训班二期计划，将公司人才计划进行到底。结业典礼在大家的掌声中圆满结束，与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衍生品展厅闪亮登场

会人员合影留念。

近期，“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衍生品展厅在公司总部浙江商会大厦 36 楼闪亮登场啦！ 500 多个“会

说话的汤姆猫家族”衍生产品，被整洁有序地摆放在原木色木屋结构的货架上，由与人等高的“会说话的
汤姆猫”和“会说话的安吉拉”共同守护着。

整个展厅占地 238 平方，展厅设计风格简洁不失童趣。设计团队根据“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衍生产

品开发定位，综合规划了五个区域，分别是商务洽谈区、服饰类展区、玩具类展区、文具类展区、生活用
品类展区，同时还配备了前台水吧等配套设施。功能和美观兼具，不仅便于衍生品内部工作交流与沟通，
更有利于“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系列衍生产品的对外展示。

现阶段“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衍生品研发有了新的成果，除了“会说话的汤姆猫”天猫旗舰店和

微商城两大线上销售平台之外，公司也在全力筹备“汤姆猫之家”线下实体门店。“汤姆猫之家”，一种

零售模式的创新，是公司深挖“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IP 核心价值的全新探索。不局限于 IP 衍生产品的创
意研发，不局限于独立的专卖门店，而是将衍生品零售专卖与乐园、儿童教育等项目相结合，丰富汤姆猫
之家的功能和架构，打造一站式休闲学习购物的儿童天地，可实现 IP 品牌价值的深度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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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猫 AR”即将上线，赶紧了解一下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系列产品又添新成员

汤姆猫家族”系列作为儿童早教类移动应用，无论

项目，已经进入紧张的研发阶段，计划在 8 月推

发展潜力。因此，对汤姆猫来说，结合 AR 增强现

啦。由杭州哲信负责的教育类 APP——汤姆猫 AR
出一个精细的 Demo（试用版）。

什么！你还不清楚什么是 AR ？

“度娘”告诉你，AR 即是 Augmented Reality

在儿童早教领域或是移动互联网广告领域都极具

实技术，拓展教育领域，开发新的产品线，优化产
品策略，并提升变现能力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汤姆猫 AR”是一款定位为早教的 APP，打

的英文缩写，也就是增强现实。它通过电脑技术，

破传统的学习模式，结合 AR 增强现实技术，通过

的物体实时地叠加到了同一个画面或空间同时

等多维传达，为孩子们带来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娱

将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世界，真实的环境和虚拟
存在。

AR 技术不仅在游戏领域展现出惊人的爆发

智能设备进行文字、声音、模型、动画、实时交互
教于乐，让孩子在学习中享受游戏般的乐趣。

目前前期版本以英语教学为重点，在这款应用

力，更是迅速渗透到了教育行业。近两年 AR 教育

里，既可以让汤姆猫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又可以让

业投资。

视、听、说、读的功能，全面提升孩子的认知能力、

领域颇受资本青睐，已有众多 AR 教育机构获得创
AR 和早教进行结合，非常搭配。第一，目前

二胎政策放开，每年新增百万级新生儿，婴幼儿群
体数量不断扩大，早教市场规模呈现一个快速增长

的状态；第二，80 后、90 后成为新一代父母，对
孩子的教育不仅重视，而且愿意尝试各种新技术、

学英语变得更加生动有趣。“汤姆猫 AR”包含了

汤姆猫，喂它吃水果、陪它做运动、和它聊天，培
养孩子的责任感，并让它慢慢变成孩子生活中的一
部分。

互动化的呈现方式可以很好的提高孩子的学习、记

掌握孩子的认知程度，针对性教学更容易。还有换

作为一款全球知名的 IP，“会说话的汤姆猫

家族”具备广泛用户基础、广告投放优势及丰富的

全球化运营经验。Outfit7 主打的“会说话的汤姆
猫家族”系列应用产品在全球拥有超过 4 亿的月

活跃用户，累计下载量超过 80 亿次。“会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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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单词的认知不足，对哪类的单词掌握度不够，精准
装系统，进入换装界面，各式各样的服装、发型等
可供选择，孩子可以 DIY 自己的汤姆猫，提升孩
子的成就感。

“汤姆猫 AR”将新科技、新理念与传统幼儿

教育结合起来，将是一个划时代的教育新产品，让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01
New Product

Outfit7 媒体内容部（中国事业部）
发布团队

此外，我们还加入了各种功能模式系统，丰富

产品内容。比如通过家长模式可以查看孩子对哪些

忆和观察能力，帮助孩子更好的认识世界。

2018 年 5 月 10 日优酷少儿频道首播

口语能力和社交能力。学习之余还可以养育专属的

新方法；第三，AR 应用于早教是一个真实的需求，
能为儿童学习娱乐提供独特的价值。AR 可视化、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第二季动画中文版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系列动画片由 Outfit7 倾力打造，第二季英文版于 2017 年

产品详情

6 月 15 日上线，时隔一年，在 2018 年初与优酷完成协议签署后，第二季中文版历经资

料整理、翻译、配音、字幕、上线推广等多个阶段，终于得以与观众见面。第二季动画
中文版共 26 集，优酷少儿频道，每周五更新四集，已于 7 月 27 日完结，截至目前总播
放量已突破 8500 万。

随着《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第三季英文版的发布，Outfit7 团队将加快推进《会

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系列动画的本土化运作。预计 8 月初，将继续在优酷上线第二季英
文版，同时 Outfit7 团队也在积极着手第三季中文版的翻译和配音工作，预计 2019 年 3
月发布，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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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
第三季动画
2018 年 5 月 10 日上线 YouTube
发布日期

02
New Product

Outfit7 媒体内容部
发布团队

《汤姆猫的摩托艇 2》
2018 年 6 月 1 日全平台上线
发布日期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第三季将幽默、讽刺和冒险等元素完美结合，适合全家大小

产品详情

共同欣赏， 我们酷爱这个可以同时为父母、青少年和孩子们提供欢乐时光的全新系列。”

Outfit7 的媒体内容副总裁 Boris Dolenc 表示：“我们以超高品质的制作水平，将本系列
优质的故事内容呈现给我们的观众，不论是在 YouTube 平台，或是在大屏幕上观赏，品质
与内容都同样值得期待。”

Outfit7（iOS 版、安卓版）
发布团队

超过 22 亿，拥有 2100 万用户，其中收视率最高的一集《永远的朋友》的浏览量为 8100 万。
该剧还在 Netflix、亚马逊、iTunes 和 VOD 等多种媒体渠道获得成功。目前，《会说话的
汤姆猫家族》系列动画在 160 多个地区播出，有 26 种语言配音。

Outfit7 的《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也吸引了不少动画届知名人士的目光，包括演员

产品详情

画风萌趣，玩家可在不同的海滩世界中竞速冲浪，收集宝藏并不断提升角色的
技能；还可以扮演“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中自己所喜欢的角色，在各式各样

的摩托艇中挑选自己心仪的座驾，学习令人兴奋的摩托艇技巧，建造属于自己
的海滨别墅。

Outfit7 首席执行官 Jure Prek 表示：“为庆祝下载量突破 80 亿次，推出

科林·汉克斯、汤姆·肯尼、海绵宝宝的配音员，以及《探险活宝》的玛丽亚·班福德。此外，

升级版的《汤姆猫的摩托艇》最合适不过了。《汤姆猫的摩托艇 2》拥有原版

的凯文·佩德森也在其中。

款超好玩的夏日游戏融入了友谊赛和丰富的玩法，一切都恰到好处。”

该剧的编剧团队由艾美奖得主汤姆·马丁领导，他曾写过《辛普森一家》，还有《单词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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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汤姆猫的摩托艇 2》是一款极限运动类游戏，游戏采用了 2.5D 画面，

Outfit7 在其 CGI 动画系列中采用了革命性的做法，首先在 YouTube 上独家推出了一

系列的高品质 CGI 动画作品。《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系列动画在 YouTube 上的浏览量已

金猫广州分公司（中国安卓版）

New Product

游戏中备受玩家喜爱的所有元素，并增添了大量新功能，让玩家爱不释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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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New Product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有声故事书
2018 年 7 月 12 日在企鹅童话旗下产品《宝贝童话》正式上架
发布日期

发布团队

发布日期

发布团队

金猫广州分公司（中国安卓版）

05
New Product

“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全新消除游戏，Outfit7 原班人马倾力打造。作为《安吉

会说话的汤姆猫和他的朋友们，会说话的金杰猫、会说话的狗狗本、会说话的安

吉拉、会说话的汉克狗再一次整装出发，以有声故事书这种全新的体验形式亮相，让
人备感期待。在故事中，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成员们不仅参加了真人秀进军娱乐圈，

产品详情

拉时尚泡泡》的绝对主角，“会说话的安吉拉”将在游戏中与全球玩家一起以三色匹配

消除的方式，晋级游戏关卡，解锁各种精美的时装设计，从伦敦时装周到加利福利亚海滨，
流连于众多潮流设计之间，带玩家一起领略时尚的魅力。

不同于其他消除游戏，《安吉拉时尚泡泡》玩法独特新颖，需要用游戏板上放置的

还利用互联网展现未来科技，其中狗狗本充分体现出程序员的特长，每集故事都会一

彩珠，去匹配界面的小彩珠，让这 3 枚相同的小彩珠消除时能顺带将旁边的障碍物尽可

持着朋友们。“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成员富有好奇心且特立独行，为这个世界注入

“上色”。消除的小彩珠越多，所完成并评价的时装设计就越多。目前游戏一共有 1000

个有趣的发明……而汤姆猫，每次都是新发明的体验者，每次都会被坑但依然一路支
新的元素，在平凡的生活中脱颖而出，而自由自在做自己的精神，也将持续影响着更
多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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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12 日全平台公测

Outfit7（iOS 版、安卓版）
衍生品事业部

产品详情

《安吉拉时尚泡泡》

能多地消掉。每完成一个关卡，就可以解锁安吉拉时装设计草图的一部分，并为其设计

多个奇妙的关卡，安吉拉究竟设计了多少套时装呢？赶快下载游戏，通关解锁，一起“泡
泡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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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超级大网红》
微信小游戏

06
New Product

2018 年 7 月 18 日
发布日期

◎ Outfit7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全球 80 亿游戏下载量——《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的新胜利
新游戏：《汤姆猫的摩托艇 2》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family

哲信公司游戏自研组
发布团队

播获得礼物，获取收益，拓展更多直播平台，赢取直播网红金杯。网红主播们呆萌欢乐地在界
面上敲着键盘，在魔性的背景音乐中不断赢得粉丝的礼物，点击屏幕鞭策一下主播们还会亢奋

加速。作为老板的玩家，点一点屏幕上不时飞过的红包，激活一下定时冷却的激励 BUFF，就

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家庭娱乐公司之一，

entertainment companies on the planet,

Outfit7 有限公司最近宣布他们的游戏全球下载

8 billion global game downloads and the

姆猫的摩托艇 2》。我们很高兴能与 Outfit7 的

Outfit7 Limited has recently announced
recent release of a brand new game, Talking
Tom Jetski 2. We were excited to sit down

这是一款轻松休闲、佛性经营的小游戏，玩家扮演一名直播 TV 老板，招募主播，通过直

产品详情

与 Outfit7 高级制作人
Victor Zaletov 聊聊汤姆猫

with Victor Zaletov, Senior Producer at

量已达 80 亿次，并发布一款全新游戏——《汤
高级制作人 Victor Zaletov 一起，聊聊公司所
取得的成就、里程碑以及即将开展的项目。

Outfit7, to have a chat about the company’s
milestones, successes, and upcoming
projects.

可以让收入快速增加。佛性养成，魔性表现，200 多个主播等待招募，5 个 TV 需要投资，更
有 16 个奥斯卡大奖等你获取，快来制霸直播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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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happy you could come

and be interviewed today.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and let's get
started.

很高兴您能来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

请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When you watch the video at the beginning of Talking

My name is Victor Zaletov. I am

a Senior Producer at Outf it7 (at its
Slovenian subsidiary, Ekipa2 d.o.o.).

我是 Victor Zaletov， Outfit7（斯洛文

尼亚子公司 Ekipa2 d.o.o.）的高级制作人。

Tom Jetski, you see Talking Hank awkwardly riding his
jetski, while he’s almost upside down. This happened by

accident when we were creating the animation, but when
we all saw it, it really made us laugh! It was just so Hank –
it could only happen to him. He’s charming, after all, but
sometimes very clumsy.

如果你看过《汤姆猫的摩托艇》的开头视频的话，就会发现“汉

克狗”几乎是大头朝下在骑摩托艇。其实是我们制作动画时不小心

做成那样的，但回头一看，都忍不住笑了！这实在很“汉克狗”——

Tell us, has anything

weird or interesting
happened during your
work?

工作中有没有什么奇怪或者

有趣的事情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这事儿只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他虽然非常可爱，有时却又笨笨的。

We all work together as a team to make sure we create

the very best content for our fans. So, it’s not just me

leading the project. I make sure that our projects are
delivered on time and to a high quality. Here at Outfit7, our

people really engage with what they do and they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work. One of the main parts

of my job is looking ahead and making sure they don't
encounter any obstacles, helping them do their jobs without
issue

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共同努力，力求为粉丝们奉献最好的作品。

因此，不仅仅只有我一个人负责主导项目。我的工作是确保项目保
质保量地按时完成。在 Outfit7，我们的员工全身心投入、全权负

责所参与的工作，而我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计划未来，确保团队不
会出现什么困难，为他们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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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team? How do you lead your
team?

您在团队中的职责是什么？平时是

怎么领导团队的呢？

Let’s talk about Talking Tom.

Talking Tom and Friends is very

popular with Chinese gamers.
Regarding it, what’s your opinions?

我们来聊聊《会说话的汤姆猫》吧。

中国玩家对于《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这

一系列游戏早已是耳熟能详了，关于这点
您有什么看法呢？

I’ve been fond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an early

age. I loved everything from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War of Three Kingdoms” to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and “Ip Man”. So, to be a part

of something that’s popular in China and is fast

becoming part of the culture there definitely brings
me, as well as the company as a whole, great joy.

我从小就很喜欢中国文化，无论是《西游记》、
《三国演义》，

还是《卧虎藏龙》、《叶问》，一切都让我陶醉其中。因此，
做出的东西能够在中国流行起来，甚至能很快成为文化的一
部分，对于我个人乃至整个公司来说都是极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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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ontinue to support our existing games, but we’re

always exploring new genres and gameplays to bring to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games

that are similar to the ones in
the Talking Tom and Friends

franchise. What‘s your pla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还有几款和《会说话的汤姆猫家

族》系列类似的游戏，你们未来的发
展计划是什么样呢？

our users. Talking Tom Gold Run is a great example. It
was a completely new type of game for us and it became

hugely popular. It inspired us to experiment more with
the games we develop. We are working on strategy and

constantly exploring new ideas. We always want to share
the best, most fun games we can with our fans.

我们将继续为现有的游戏提供支持，但也会一直探索新类型

和游戏玩法，将它们带给玩家。《汤姆猫跑酷》就是一个不错的

Talking Tom Jetski 2 is a casual game that

What’s your expectation

puts you in the driving seat of a jet ski to compete

fo r Ta l k i n g To m Je t sk i 2 ?

It’s competitive, fun, and fair!

Chinese users?

for prizes and glory in exciting multiplayer races.
《汤姆猫的摩托艇 2》是一款休闲游戏，你将坐在

摩托艇的驾驶座上，在紧张、刺激的多人比赛中争夺奖
品、获取荣誉。它充满竞技性，十分有趣，并且很公平！

What do you want to bring to
你们对《汤姆猫的摩托艇 2》

的期望如何，或者说你们想给中
国用户带来什么？

例子，这是一款全新风格的游戏，并且大受欢迎，这也激励着我
们去尝试更多的游戏。我们正在研究策略，不断探索新的想法，
把最好玩、最有趣的游戏带给我们的粉丝。

Outfit7 started as a game company, but over the years

What’s your plan about

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market,

so we would love to introduce as many

Talking Tom and Friends IP

tailored, of course, to Chinese gamers.

offline Theme park, or early

products and games there as we can –

We’re very happy with the results so far.
Fans in China seem to love our brand!

中国市场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愿意把更多的

产品和游戏带到中国，当然，也可以为中国玩家
量身定做。目前为止我们非常满意，中国粉丝们
似乎很喜欢我们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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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you considered bringing

all of the Talking Tom and Friends
games/products to China?

你们有没有想过把《会说话的汤

姆猫家族》的所有游戏或产品都带到
中国来呢？

developing? etc. cooperate with
education institution.

你们对于《会说话的汤姆猫家

族》这一 IP 的发展计划是什么呢，

比如与线下主题公园或是早教机构
进行合作？

we’ve expanded our portfolio, creating Talking Tom and
Friends content for TV, licensing and merchandising, music
videos and more. And we’re not slowing down! 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give our fans more of what they want – more

Talking Tom and Friends! We might even consider opening
an indoor theme park in the future, for example.

Outfit7 是游戏公司出身，但多年来随着规模扩大，我们为《会

说话的汤姆猫家族》创造出了一系列的电视内容、授权、衍生产品
和音乐短片。我们的前进永无止境！有许多方法可以满足粉丝们的

需求——更多《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比如我们正在规划开设一
座室内的主题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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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working on a few projects that use the

Having seen what China can do and what the country

Talking Tom and Friends brand in interesting ways.

means for the game industry, how it boosts the industry

For example, we’re explor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developing educational projects. Making sure that
the Talking Tom and Friends franchise not only

entertains people, but helps them learn something

new, reflects our vision of brand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China.

我们正以一些有趣的方式来延伸《会说话的汤姆猫家

族》这一品牌。像我们正在探索发展教育项目的可能，以
确保《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不仅能给人们带来快乐，还

Will you use the Talking Tom

and Friends IP to develop serious

forward, I’m really excited to see our latest games
Thanks again for speaking

(applied) games in the future?

with us. Just one final question

家族》这一 IP 开发功能性游戏吗？

share with Chinese gamers?

未来你们会用《会说话的汤姆猫

会帮助他们学习新知识。这也反映了我们对品牌发展，尤
其是在中国的发展愿景。

– is there anything you want to

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最后一个问题，您还有什么要和中
国玩家分享的吗？

published in China. We’ve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our
games have been downloaded 8 billion times worldwide,

which we’re very proud of! So we’re happy to introduce
even more fans in China to our games and products. I hope
they will enjoy them and have fun with Talking Tom and
Friends!

看到中国的实力并了解到国家对整个游戏产业发展的推动之后，

我们的新游戏能在中国发行，真的很令人激动。我们相当自豪向全

世界宣布我们的游戏全球下载量已达 80 亿次！很高兴能向更多中国

粉丝介绍我们的游戏和产品。希望他们能够好好享受游戏，和《会
说话的汤姆猫家族》一起玩得开心！

We have one really exciting project coming

down the pipeline. This new game makes you
Can you give us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xt

game in the Talking Tom and
Friends franchise?

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些下一

款《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游戏
的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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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 like you’re watching an animated movie!

All the animations, characters, and objects in
the game have been manually drawn by our
talented cartoon artists.

我们正在酝酿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项目。未来

的这款新游戏会让你感觉置身动画电影之中！游戏
中所有的动画、人物与物件都是由我们才华横溢的
卡通画师手绘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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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儿童游乐场时代
儿童业态的前世今生

◎ 乐园公司/陈晨

二胎政策助推了生育高峰，2016 年，新生儿数量超过 1750

万，三四线城市相对明显。未来 0-8 岁的儿童将成为消费核心客

群，儿童日常消费占到家庭收入近 30% 左右。据相关部门预测，

2020 年中国儿童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 5 万亿，儿童经济在我国
掀起新一轮的发展热潮。另一方面，儿童主题乐园市场火热的背
后是儿童主题乐园企业个体的艰难生存。以下就个人理解来分析
几点行业浅见。

儿童主题乐园的资金回报率预估在 40% 左右，投资回收期

儿童业态是实体商业回归的支点

平均为 2.5 年，当然业内很多 4-6 个月收回投资的乐园也不在少

实体商业回归，要适应当前消费者生活方式的

数，“高回报低门槛”使得多年来私人和个体投资蜂拥而至。

变化，越来越多商圈逐渐加大儿童业态的占比，儿

投资者的出发点并未从行业角度切入，亦没有企业思维和战略高

新零售让不少企业将目光重新聚集到实体商

2013 年以来，整体行业入门级儿童游乐品牌激增，但多数乐园
度。收益好就多开店、多加设备成了整个行业发展的标准模式。
而数量激增所带来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后期管理跟不上、门店选
址不调研、品牌同质化严重等等，包括设备商及供给链同样不创

新、不变革，一味抱着中国人口及政策红利吃老本，导致整体行
业进入停滞发展，消费者进入疲惫期。

因此，包括华侨城、万达、万科、碧桂园、荣盛、居然之家、

森马等实力集团几乎全部涉足儿童主题乐园，尤其是万达，更是

将其宝贝王儿童主题乐园作为重点战略业务加以扶持发展。当然
还有我们金科文化也正式进入儿童业态进行产业布局，行业大洗
牌抢市场攻高地的号角已经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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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业态成为实体商业回归的强引擎之一。

各大儿童游乐品牌也进入
了白热化的竞争，前些年

开店基本就能挣钱的时代

业，而在实体商业回归当中，满足周末遛娃、幼儿
早教需求等儿童业态以及购物中心日益倚重的餐
饮业态正在成为实体消费的支点。

2016 年各企业的年报陆续公布，儿童业态和

中，与儿童直接相关的业态平均为 65 种，涵盖了

百货零售、超市、餐饮、娱乐、生活、教育、体育
等传统行业，以及拓展、DIY、动漫、表演、职业

扮演等体验业态。儿童产业品牌度不断提升，进入

购物中心的 87.6% 为连锁经营企业，和餐饮、影
院、超市一起已成为购物中心的标配业态，甚至成
为主力店、次主力店，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儿童已成为消费时代的主角，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
组织模式正在形成。

已经过去，求新求变，品

餐饮业态做得好的企业往往在业绩表现上也相对

轮行业竞争的突破口，行

背后是家庭消费。业内人士指出，基于家庭消费的

商业环境及行业现状来说，都在推动和冲击着儿童

归的支点。

机会，以全新的身份正式迎接新的挑战，开启后儿

质、内容及管理成了新一
业变革不再是个体户野蛮
生长模式。

较好。追根溯源，儿童业态和餐饮业态消费组合的
体验型业态，实际上是未来新零售时代实体商业回
2014 年在对全国 178 家购物中心的抽样调查

综上所述，整体行业从人口结构及政策开放、

市场，行业洗牌的关键节点正在到来。让我们把握
童游乐场时代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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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头部 IP 是一切价值变现的核心与战略资源

——中国动漫市场分析报告

根据文化部的统计，2009 年中国动漫产业产值仅有 368 亿元，而 2017 年中国动漫产业产值已经达到

1500 亿元，复合增长率达到 20%。

2009-2020年中国动漫行业产值及预测（单位：亿元、%）
动漫行业产值（亿元）

◎ 金科汤姆猫动画部/阮可可

增长率（%）
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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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专业术语。本报告中的“动漫”研究范围包括动画（含动画电影）和漫画，主要研究中国动漫行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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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
11
年

年

二、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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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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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等多个层面扶持国内动漫产业发展。

2、资本涌入，行业内融资不断

游戏、创意设计、网络文化等新型文化业态，支持原创动漫创作、生产和宣传、推广，培育民族动漫创意

信息和知识成为社会的关键变量，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不断增加。随着年轻人内容消费方式的变迁、知识产

2017 年 2 月，文化部颁布了《文化部关于“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动漫、

和品牌”，此项规划的颁布切实表明了国家对动漫产业扶持态度。

基于“政策 + 网络平台 + 需求”的内部助力，与动漫多元化、全龄化的外在潮流，中国动漫产业的发

展边界开始高速扩张，国漫产业逐渐进入以 IP 为核心，跨形态、跨媒介、跨行业融合发展的新时代。
三、中国动漫行业发展现状

1、中美日对比： 中国动漫行业处于快速成长阶段
发展阶段

美国动漫行业

日本动漫行业

中国动漫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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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基础

内容题材

运作模式

动漫文化逐步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社会对于动漫的感官得到改善。中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来，

权保护的完善以及资本的涌入，“IP”、“泛娱乐”等概念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从 2017 年起，大量资本
涌入动漫行业，融资集中于上游版权领域。
四、动漫行业发展趋势
动漫产业链图

变现渠道

√高度发达，动漫产值
超 2000+ 亿美元
√ DC 与漫威分别被传
媒集团收购，行业并
购促使产业集中

√动画大电影平均观影
人次全球第一
√通过成熟电影工业辐
射力遍及全球

√以角色为核心，以超
级英雄题材为主
√重工业大投入搭载合
家欢内容

√公司化创作，漫联联
姻迪士尼，DC 牵手华
纳，分别构筑产业堡垒

√以迪士尼为例，围绕
动漫 IP 三级变现动
漫 IP →真人影视→
主题公园 + 衍生授
权 + 互动娱乐

√高度发达，动漫市场
规模超 7000 亿日元
√深夜动画 OVA 等渠道
扩张拉动行业繁荣

√用户基础广泛，人口
覆盖率高达 40%
√网罗各年龄、各阶层
受众

√品类成熟，
题材多元，
满足细分市场
√与轻小说、游戏绑定
紧密，校园、热血题
材为主流

√制作委员会统领 IP
跨领域开发
√ IP 上下游、一体化
趋势明显，角川，万代
向全产业链衍生

√变现渠道多样，打通
全产业链
√衍生品及海外收入占
动画产业 60%

√高速发展中，跳过出
版阶段，网络发展推
动行业腾飞
√平台鼎立，
竞争激烈，
未形成垄断

√发展时间较短，用户
基数较小
√以核心二次元用户为
主，正向泛二次元用
户蔓延

√品类不成熟，但坐拥
电竞、末世等独有题材
√以彩漫为主，2D、3D
动画分庭抗礼

√以几大平台为核心，
PGC/UGC/ 工作室模
式并存
√产业链尚需完善及进
一步集中化

√产业初级阶段，仍以
培养用户消费习惯为主
√付费意识、
行为萌芽，
未来收益可期

票房及流量导入盈利

电影
游戏
网剧

通过动漫
版权盈利

影视游戏
开发商

服务盈利

广告、发行盈利

动漫设计制作公司

动漫版权

版权代理公司

动漫发行公司

消费品
设计公司

玩具

动漫目标群体

文具
食品

消费品
销售盈利

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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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品IP变现能力强，成为动漫产业核心资源

随着移动游戏和电影市场的发展，优质动漫 IP 价值显著增长。艾瑞咨询数据统计显示，动漫 IP 在移

频道

2016年全国少儿类上星频道市场份额排名
排名

市场份额 %

CCTV- 少儿

6

3.25

行和运营。以平均价格计算，单部动漫 IP 授权价格可达千万元。在优质 IP 的带领下，由动漫、影视、游

湖南金鹰卡通

8

2.57

北京卡酷少儿

15

1.42

2、产品迭代加快，头部效应显著

广东嘉佳卡通

27

0.69

江苏优漫卡通

29

0.65

上海炫动卡通

42

0.33

动游戏题材分布中占比达到近 20%，是使用度最高的 IP 类型。2016 年腾讯动漫以 1 亿元将《从前有座灵
剑山》、《银之守墓人》等十部国漫 IP 授予凯撒股份进行手游、网游、电视剧（含网剧）的改编开发、发
戏及衍生品构成的全产业链发展成为头部 IP 主要开发模式。

在取代老牌国产动漫 IP《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头部位置后，《熊出没》在近两年对内容布局做出了调整，

开发学龄前动画《熊熊乐园》，而且在原版动画基础上推出的《熊出没之探险日记》在内容和制作品质上
也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目前在传统媒体中稳定占据头部收视，《熊出没》五部院线电影累计票房 19 亿，

是中国动画电影中少有的长青 IP。在《喜羊羊和灰太狼》走下坡的阶段，奥飞凭借《超级飞侠》和《萌鸡
小队》在内容品质上实现逆袭，教育属性凸显，成为国产学龄前动漫中最接近国际水准的 IP。

从细分观众群来看，CCTV- 少儿在 4-14 岁的青少年儿童中份额高达 10.51%，排名全国第 1 位，在

25-34 岁的青年观众群中份额 4.54%，同样排名第 1 位，为父母陪同收视。

五、主要发行渠道分析
（一）电视渠道

频道

1、中国电视渠道特征

（1）电视的使用场景易于家长控制，是学龄前人群观看动画的主要渠道。
（2）中国目前电视渠道的覆盖率高于网络渠道。

（3）介于国家对电视动画的内容审核力度，家长普遍认为在电视上播放的动画比网络动画有更强的公信
力，授权商更愿意代理电视渠道播出的动画品牌。
2、中国电视动画播出与收视情况

（1）播出时长稳步增长，收视时长持续下滑

2015 年，中国电视动画播出时长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央视索福瑞的数据显示：2015 年全国主要城市

动画节目的播出时长为 108193 小时，比 2014 年的 107187 小时多了 1006 小时，相当于平均每天多播出 3
小时左右。然而，2015 年的人均收视时长呈现下滑的趋势，为 5.4 分钟 / 人。
（2）老牌IP收视率有保障

收视率以及市场份额较高的系列片有《熊出没》、《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猪猪侠》、《喜羊羊

与灰太狼》等，都是运营多年的老 IP，电视发行方较为认可，家长较有安全感，学龄前用户喜欢熟悉的角
色重复观看。因此新 IP 需要长期更新、稳定播出才能在电视渠道赢得用户，这也是海外精品动画只能在非

黄金时段播出的原因所在，电视渠道中的影响力受限，即使内容出色，依旧难以在电视收视份额上赢得优势。
3、全国少儿类上星频道收视率及市场占比情况

2016 年少儿类频道年轻观众群全国网份额排名
排名

4-14 岁（%）

排名

25-34 岁（%）

CCTV- 少儿

1

10.51

1

4.54

金鹰卡通

3

8.03

4

3.41

卡酷少儿

4

4.41

10

2.18

嘉佳卡通

8

2.39

24

0.81

优漫卡通

9

2.39

25

0.80

上海炫动卡通

13

1.15

41

0.38

（二）网络渠道

1、新媒体平台表现亮眼，提升渠道价值

由于受众向视频网站迁移和审核力度的不同，传统渠道已无法满足高年龄动漫群体对内容的需求，随

着 PC 和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垂直类动画视频网站、在线漫画平台及众多 APP 应用成为高年龄动漫人群
获得内容的主要渠道。动漫已成为国内各大视频网站继电视剧、电影和综艺节目之后的第四大内容板块。

腾讯、优酷、爱奇艺都在逐年加大动漫内容制作和采购的投入，Acfun 和 Bilibili 受到行业投资的青睐，

视频网站借助数字产品极低的复制成本和传播成本，正在取代传统电视频道成为动画内容产品集成分发的
首要媒体（学龄前动画除外），新一代动画传播媒体的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社交化和融合化特征日
趋凸显。线上动漫平台的兴起改变了受众的观漫方式，丰富的内容和交互体验增强了用户粘性，巨大流量
的导入强化了新媒体渠道在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

41

42

思享

思享
网路动漫下载次数

♦视频网站是主要的发行收入来源。

250

♦国内独家网络发行，国产大 IP 能上 10 万元一集，其余看质量定价格，时限为 5 到 10 年，一般独播

207.22

200

平台有优先续约权，由于续约价格本身不高，所以版权方到期后不再签独家，以便之后新作品打包旧作品

150
100

卖出更高价格。

授权金 + 点击收益分成

81.7

♦授权金在几千到三十万元不等，授权金越高，点击收益分成越低。对于版权方来说，应该以高的授

50
0

4.27

7.23

14.15

22.28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权金 + 低的点击收益分成来降低分成，也可以将一部分的收益比例置换平台的推送资源。

2015 年

♦《喜羊羊和灰太狼》、《熊出没》等系列动画主要在电视上播放，同时带动衍生产业，不依赖网络

2、“弹幕文化”已成主流

“弹幕”指的是观影过程中实时吐槽的评论，从屏幕飘过时，因效果看上去像是飞行射击游戏里的子

弹而冠名。

（1）弹幕可以给观众一种“实时互动”的错觉，由于弹幕只会在视频中特定的一个时间点出现，因此

在相同时刻发送的弹幕基本上也具有相同的主题，在参与评论时就会有与其他观众同时评论的错觉。

（2）弹幕也是内容的一部分，常常有弹幕跳出剧情本身或者独立于剧情而产生丰富的内容，比如“字

幕组的胜利”，每当字幕组出现神翻译的时候，用户常常会跳出剧情进行吐槽。

（3）弹幕组成小区：弹幕也是二次元网络语言流通之地，它将所有用户的脑洞连接起来，共同创造出

一个与三次元世界有着厚重思想和语言壁垒的二次元帝国。

发行回收成本，所以网络发行价格低廉，在多家平台发行。
点击收益分成

♦在片子质量极差或者版权方对片子极有信心的情况下采取的合作方式。
♦纯靠点击收益分成回本难度最大。

六、中国动漫企业盈利模式案例分析

奥飞娱乐：代表作《喜羊羊和灰太狼》、《超级飞侠》、《十万个冷笑话》

1、主要业务为内容创作、媒体经营、游戏研运、消费品制造和营销。

2、多年原创积累和投资、收购，打造了目前国内最大的 K12 领域动漫 IP 矩阵，已基本完成产业闭环。
3、动漫玩具销售收入占五成营收。

3、IP方与网络平台主流合作模式
（1）视频网站有投资：联合出品

奥飞娱乐2016年营业收入构成

♦ IP 本身具有一定价值，可以体现在总成本中，比如某 IP 价值一千万元，公司出资一千万元，对方

公司需出资两千万才能各占百分之五十。

♦对方公司只占该动画片的部分权益，而不占 IP 的股份。

♦具体权益一定要细化，比如海外市场的股份占比、电视台播放的收益占比等等。

案例：优酷出了 7 成，版权方出了 3 成，实际股份中算优酷占了 5 成，版权方和制作公司占 5，所以版

权方相当于占总成本的 3+IP 授权金 + 制作公司制作折扣，同等于优酷出的制作成本的 7 成。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3,360,668,382.81

动漫文化业

3,360,668,382.81

100%

玩具销售

1,932,322,780.98

金额（元）

2015 年

同比增减

100%

29.80%

2,589,170,846.06

100%

29.80%

57.5%

1,616,012,300.67

62.42%

19.57%

582,326,849.05

17.33%

422,129,222.64

16.3%

37.95%

婴童用品

519,601,325.12

15.46%

104,098,570.52

4.02%

399.14%

电视媒体

95,553,296.63

2.84%

101,515,054.60

3.92%

-5.87%

176,453,666.03

5.25%

291,474,844.32

11.26%

-39.46%

分行业

分产品

100% 2，589，170,846.06

占营业收入比重

视频网站

版权公司

制作公司

实际掏钱

7

3

0

其他付出

0

IP 授权

折扣

对外公布投资比例

5

实际投资比例

7

3

0

游戏类

实际收益分成

7

3

0

设计及制作

15,080,755.51

0.45%

23,653,061.09

0.91%

-36.24%

其他业务

39,329,709.49

1.17%

30,287,792.19

1.17%

29.72%

中国内陆

2,351,036,174.59

69.96%

2,165,330,278.37

83.63%

8.57%

境外（含香港）

1,009,632,208.22

30.04%

423,840,567.69

16.37%

138.21%

5

（2）视频网站无投资

版权采购（买断）

♦全版权涵盖了电视播放版权和新媒体版权，新媒体版权又包括了 IPTV、OTT、视频网站、移动通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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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元）

2016 年

影视类

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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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机科技：代表作《秦时明月》

华强方特：代表作《熊出没》

1、主要业务是主题公园和文化内容产品，其中主题公园收入占七成营收。

2、动画发行、电影票房、衍生品及授权收入逐年提升，第四五部电影票房大幅提升了文化内容产品的

营收比重。

3、高额的政府补贴受行业诟病。

本期收入金额（元）

一、文化科技主题公园

占营业
收入比例 %

上期收入金额（元）

占营业
收入比例 %

73.88%

3,058,432,116.44

91.03%

694,995,895.49

17.99%

1,268,207,546.78

37.75%

2、文化科技主题公园建设

46,073,016.22

1.19%

20,695,694.35

0.62%

3、文化科技主题公园运营

2,112,917,916.74

54.7%

1,769,528,875.31

52.67%

二、文化内容产品及服务

1,003,980,273.00

25.99%

294,927,404.61

8.78%

1、特种电影

6,714,853,654.82

17.38%

73,428,177.26

2.19%

2、数字动漫

217,868,599.14

5.64%

151,205,779.16

4.5%

3、文化衍生品及其他产品

114,626,309.04

2.97%

70,293,448.19

2.09%

4,976,118.47
3,862,943,264.91

0.13%
100%

6,520,291.77
3,359,879,812.82

0.19%
100%

三、其他业务收入
合计

制作公司后期利益的分成中，动画付费也处于上升趋势。

中国动漫产业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文化产业，在产业结构的完整性、盈利模式的多样性等方面仍处于

2,853,986,873.45

1、创意设计

2、动画作品则以粉丝流量为入口，后续通过游戏授权开发覆盖成本，还有视频平台以购代投，参与到
3、有一些产业绑定的案例，比如游戏公司为了推广游戏出资打造动画作品等。

华强方特2017年营业收入构成
类别 / 项目

1、漫画的盈利方式主要是付费阅读、授权开发以及基于形象的跨界合作。

起步阶段，与欧美日等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中小型动画公司产业模式简单，仍停留在动漫生产——动漫销
售的单一盈利模式中，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七、结论：打造头部IP是一切价值变现的核心与战略资源

从内容、发行交易、传统与新兴渠道、内容衍生等构成形态来看，目前国内动漫产业链还处于模仿国

外尤其是日本产业发展历史经验、初步利用互联网与资本重构产业的阶段，仍然面临着前向收费领域羸弱、
在全球整体布局中处于边缘跟随位置、IP 价值扩散难以形成完整回路、中游细分服务同质化、整体趋于低
幼向等重重问题。

依据产业链分析与海外经验参照，基于头部优质 IP 的全产业链发展，才能够实现多轮次全方位 IP 价

值的无限放大，才能够在上游形成中下游的利润反哺、在中游依据 IP 聚拢流量与人群、在下游将 IP 粉丝

变现。切入上中游需大量 IP、资金和人才储备，切入下游衍生品、主题乐园、舞台剧等领域，必须借助头
部 IP、强力平台等多种外部资源，融合演出、游戏、衍生品、主题乐园的多向度体验业态。其中，如何选
择并打造有大量粉丝群、有良好价值延展性、尚处于产品生命周期上升阶段的动漫或游戏 IP 是重中之重。

咏声：代表作《猪猪侠》

1、主要业务是动漫影视内容、动漫品牌授权、动漫衍生品、动漫舞台剧演出、动漫主题乐园五项。

2、围绕猪猪侠系列、逗逗迪迪系列等原创 IP 进行衍生品开发和授权，截止至 2016 年末，咏声动漫已

完成 109 个 SKU 的上架销售，通过经销商进入孩子王、沃尔玛、永旺、全家等大型连锁零售终端。此外，
咏声动漫还有动漫舞台剧演出业务和动漫主题乐园业务。

咏声动漫2016年营业收入构成
类别 / 项目

45

本期收入金额（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 %

57.04%

上期收入金额（元）

45,376,968.77

占营业收入比例 %

动漫内容业务

85,279,391.64

43.32%

动漫衍生业务

63,110,853.13

42.21%

54,972,915.13

52.49%

其他

1,108,721.64

0.74%

4,387,408.32

4.19%

合计

149,498,966.41

100%

104,737,292.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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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原生技术构建存储
与计算分离的计算广告系统

◎ 广州分公司互动娱乐事业群技术平台/苏煦烽

一、技术背景

云原生应用，是指原生为在云平台上部署运行

要云平台支持应用所运行的计算机架构和操作系

的 OSS 对象存储是分布式的应用，跨多个可用区

机使用，不能够真正运用云平台的能力。

云并非把原先在物理服务器上跑的东西放到

原 生 数 据 仓 库 应 用： 传 统 的 RDS 云 数 据

PostgreSQL 等，而 Hybrid DB、DRDS 等技术的

也就是“云原生应用”，云原生架构和云原生应用
所涉及的技术很多，如容器技术、微服务等。

本文所要探讨的计算广告系统是一套基于
阿里云的云原生技术进行构建的系统。其中
使用到的云原生技术，包括了可弹性扩容的
计算能力和近乎无限的存储能力。

这里，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系统中所使用到的

阿里云的原生技术：

网卡虚拟化：网卡虚拟化大幅度降低了小包通

信所消耗的 CPU 资源，使得小包通信在云计算上

面的效率大幅度提升。阿里云最新一代的 ECS 服

47

二、系统架构

可用时间达到 99.999999999%。

的架构、开发方式、部署和维护技术都要做出改变，
传统 IT 所不具备的能力。这里说的云化的应用，

将分析这套系统的限制以及未来的改进、展望。

分片部署，且具备类似于 HDFS 的冗余设计，其

库，基本都存在存储容量和计算能力的扩展瓶颈

真正的发挥云的弹性、动态调度、自动伸缩等一些

接下来，我们从系统的架构、模块、性能指标和成本效应等方面，深入探讨系统的设计，并且我们也

统，从而实现近乎无限的可扩展存储容量。阿里云

虚拟机里跑，真正的云化不仅是基础设施和平台的
事情，应用也要做出改变，改变传统的做法，应用

成本。

对象存储：几乎所有云计算平台的对象存储服

务都可以替代 HDFS，成为大数据系统的存储系

统。只不过这种运行模式，仅仅是把虚拟机当物理

原生的弹性伸缩功能：可自动监控整个集群的负载，可自动进行伸缩，满足大流量的同时也能够节约

务器，基本都具备网卡虚拟化功能。

而设计开发的应用。公平的说，大多数传统的应用
不做任何改动，都是可以在云平台运行起来的，只

原生的缓存服务：在这个系统中，我们主要使用了阿里云的分片 Redis 集群。

问 题， 如 阿 里 云 的 RDS for MySQL、RDS for
出现，使得我们可以使用传统 SQL 的方式进行大

数据运算。在这个系统中，我们主要使用的技术是
Hybrid DB for PostgreSQL，其基于 GreenPlum

如上图所示，这套系统采用大型互联网系统的常见设计方式，结合云原生技术来实现，其中使用到的

构建，同时具备 OLAP 和 OLTP 能力，且支持从

技术：

分离，不再受限于 RDS 的容量和计算能力。

赖关系，这使得系统某个模块更新的过程中，其它模块仍然能够正常执行。

OSS 直接读取文件，进而实现存储与计算的完全

原 生 流 式 消 息 队 列： 实 际 上， 阿 里 云 有

三 种 原 生 的 消 息 队 列 应 用 RabbitMQ、Kafka
（E-MapReduce 的 一 个 组 件） 和 日 志 服 务， 这

三种消息队列应用各有优劣，其中日志服务具备
完全可以取代 RabbitMQ 和 Kafka 的应用能力，

微服务：我们依据业务的边界，将不同的业务系统实现成不同的服务或服务群，服务之间几乎没有依
消息队列：采用 LogHub 作为消息队列中间件，将数据采集的入口和后端的数据存储计算集群完全隔离。
二级缓存：除了中央的 KVStore 缓存集群之外，每个服务的本地还采用了 Spring Cache 实现了本地

二级缓存，大幅降低了 KVStore 的压力。

注：这需要容忍一定的一致性问题，应用系统中的更改，
可能在几毫秒到几秒钟的时间才会同步到整个集群。
存储与计算分离架构：采用 LogHub 的日志投递功能，每 5 分钟自动投递一份数据到 OSS（CSV 格式），

且具备更好的集成度，能够提供用于采集日志的

在进行数据统计或数据查询时，使用 GreenPlum 的外部表功能，从 OSS 读取数据并进行计算。

还能够自动将数据投递到 OSS 或其它存储系统，

新学习 Spark SQL。除此之外，GreenPlum 具备近乎完整的 PostgreSQL 功能，支持几乎所有的 PostgreSQL 统计函

LogTail 模块和用于检索日志的 LogSearch 模块，
可以大幅降低系统的开发能力。

注：实际上，我们相当于将 GreenPlum 作为系统的 MPP 计算引擎，其作用相当于 Spark SQL，而研发人员无需重

数和机器学习函数，能够让研发人员在熟悉的语言环境下进行科学计算，而无需关系繁复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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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几种技术、ECS 的弹性伸缩功能，以及一些弹性伸缩脚本，可使得系统的容量和成本与实际的负

载相匹配，而且能在阿里云的资源没有售罄之前达到近乎无限的扩容，而不至于为不需要的计算能力付费。
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详细描述。
三、功能模块

依托这个架构，我们快速构建了一个基础平台，进而在平台上实现了各种不同的子系统：

广告管理子系统：这是面向公司内部人员（商务、运营、财务等）提供的一整套广告投放、管理与分

析的系统。

这里讲的成本指的是 TCO（总体拥有成本）。大量采用云原生技术，给 TCO 带来的好处是：
1、充分发挥云计算的弹性能力，只为实际使用的计算能力、吞吐能力和存储能力付费。

2、基于 OSS 近乎无限的存储能力，我们不必为扩展存储空间发愁，至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需要。
3、采用标准 SQL 处理大数据，大幅降低研发人员的使用门槛和研发周期。

4、结合 LogTail、LogHub 及其投递功能，使得我们不必为数据的生产和消费花费大量编码精力。

5、采用 OSS 的生命周期管理功能，可在无需编码的情况下，实现热数据、暖数据和冷数据的自动管理，

营销宝子系统：这是面向广告主提供的广告效果分析系统。

大幅降低低频访问数据的存储成本。

广告 Tracking 系统：主要用于追踪广告效果，记录各种广告事件，并进行统计和分析。

接口的响应时间，减少解决性能问题付出的额外努力。

各类广告投放引擎：涵盖国内外的网页、SDK、小程序、微信等各端的品牌广告和效果广告投放引擎。
数据监控子系统：基于 LogHub 实现各种数据指标的监控和报警，提升广告运营人员的工作效率。
四、性能指标

下表列出了这个系统的各项性能指标：
指标名称

设计要求

实际指标

备注

广告引擎响应时间

100ms 以内

100ms 以内

超过 100ms 则系统会自动扩容

事件上报响应时间

10ms 以内

10ms 以内

超过 10ms 则系统会自动扩容

API 请求响应时间

3 秒以内

3 秒以内

1. 绝大多数请求在 1 秒内响应
2.报表服务在 3 秒以内

WEB 界面响应时间

3 秒以内

3 秒以内

1. 绝大多数请求在 1 秒内响应
2.报表服务在 3 秒以内

系统处理能力

弹性伸缩

弹性伸缩

采用阿里云的弹性伸缩实现

缓存服务容量

弹性伸缩

弹性伸缩

通过监控服务和运维脚本实现

缓存服务吞吐能力

弹性伸缩

弹性伸缩

通过监控服务和运维脚本实现

消息队列缓存时间

15 天以上

可配置

消息队列吞吐能力

弹性伸缩

弹性伸缩

通过监控服务和运维脚本实现

数据存储容量

无限

无限

依赖于阿里云 OSS 一个区域的容量

数据存储时间

永久

永久

可通过 OSS 存储策略配置存储时间

服务应用可用时间

99.99%

99.995%

通过负载均衡、云监控和弹性伸缩实现

数据库可用时间

99.995%

99.995%

依赖于 Hybrid DB for Postgre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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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本效应

6、采用 Hybrid DB for PostgreSQL 的分布式计算能力，结合列式表，可大幅降低 WEB 界面和 API
注：这不代表我们不需要优化 SQL 语句，良好的编码习惯仍然是对研发人员的基本要求。

综上，依托于云原生技术，我们可以在没有大数据人才的情况下，快速地将原先百万级日活就已捉襟见
肘的广告系统，扩展到数千万级乃至亿级日活依然能轻松处理，并且其单位 CPM 成本下降了 90%。
六、限制与展望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系统，更没有不会宕机的系统，我们设计的这套系统也不例外，该系统存在以下限制：
1、虽然 Hybrid DB for PostgreSQL 具备 GreenPlum 的所有计算能力，但在我们和 GreenPlum 以

及阿里云的沟通之中发现，由于受限于阿里云的 OSS，Hybrid DB for PostgreSQL 并没有支持 Parquet

等列式文件的计划，而原生的 GreenPlum 是支持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在下面的两种选择中选择一个：
（1）继续使用 Hybrid DB for PostgreSQL 的弹性扩容能力，放弃 Parquet 的压缩和数据向量特性，

使用 CSV 文件来存储数据。

（2）利用 ECS 自建 GreenPlum 集群，获取 Parquet 文件的压缩和数据向量特性，加速系统应用。

在系统建设的初期，为了提升开发速度，我们选择了第一种方式。但在未来，应该通过自己搭建的

GreenPlum 集群来进一步提升系统的整体处理能力。

2、阿里云的缓存集群并没有原生的弹性伸缩能力，需要运维人员编写扩容脚本来实现自动伸缩。

3、GreenPlum 虽然具备一定的机器学习和数学计算能力，但是并没有大数据系统的能力全面，因此，

未来如果有需要的话，还要建设额外的 Hadoop 或 Spark 等集群。

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些限制将会随着市场的变化、业务的变更以及研发人员的投入，逐步

朝越来越合理、高效的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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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我想要快乐、积极、健康的

人自由和自主，就像我曾经给予联合创始人那样。

一个我最不想要的就是公司要求我得穿着高跟鞋

格。总之，只有尝过成功的甜头，才有动力接受新

工作氛围，而不是持续高压的工作环境。喔！还有
上班。在 Outfit7 开始工作的前几周，我都穿着Ｔ
恤、牛仔裤，踩着平底鞋，这样的着装让我缓解了
以往的压力。

对我而言，Outfit7 最重要的企业文化就是对

员工私人生活的尊重。身为四个孩子的妈妈，对我

在 Outfit7，如果应聘者是个人才，然
而却不完全符合应聘职称所需，那么

适的岗位，比说晋升内部优秀人才腾

变得既多产又高效。这是我深谙于心的。在我刚进

公司不久后就接了一个大挑战——带领公司七位
联合创始人中的三位领导。这个艰巨的任务实在让
我措手不及，但我知道和他们建立信任关系是首要

招聘，我们宁缺毋滥

任务，我想让他们知道在各自专业的领域中他们有

◎ Ekipa2 d.o.o（Outfit7斯洛文尼亚子公司）/玛特娅·霍夫尼克

腾出空缺、让应聘者协助团队成员一同面对全新挑

有十八年软件工程的资历，其中六年从事游戏开

回想 2014 年，那时候我正在找一份新工作，

此间皆发现我并不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但我拥

我想在一家可以发挥能力、经验和事业心，并且能

最佳人选，我也会是转动公司的必要齿轮。所以，

的公司，为我调整内部团队、重新定位职位便是公

他们再三调整并为我找到合适的职位。在 2014 年，
我的故事并非特例。

在 Outfit7，如果应聘者是个人才，然而却不

完全符合应聘职称所需，那么公司便会借由团队重
组为他找到最合适的岗位，比说晋升内部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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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为公司采用扁平化管理模式，你可以和任何
新人培训营、团队周会、公司月会等来打造一个公
开透明的沟通平台。我们的员工就是 Outfit7 的价

值所在，尊重员工的公司文化、公开透明的沟通交
流、员工尽责努力的付出和无尽的工作乐趣都足以
证明这是一个理想的就业环境。每一个员工都是重

要的环节，如果出现了不合适的人，那将会对团队
带来不利。

好几次坐在面试桌前看着眼前的“完美简历”

与“杰出人才”，但在各方了解过后，若认定他不

和技术部资深总监二职，我带领了安卓、苹果两个

维护优良的公司文化，招聘，我们宁缺毋滥！

在 Outfit7 的这几年，我身兼游戏研发部总监

融于我们的公司文化，就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为

战等。

发，在此领域经验丰富。再加上我对工作的热情与
动力使 Outfit7 公司相信，即使我不是这个岗位的

我们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迅速，是因为每个人都

绝对的自由和自主，而我亦将用心协助排除困难。

技术团队从 5 人发展到 15 人，我给予团队中每个
第一次与 Outfit7 的技术部副总裁面试时，彼

资深研发师。

人交流讨论，获取帮助。公司致力推动专题研讨会、

当你在工作中自在发挥自身能力的时候，你会

技术部资深总监 玛特娅·霍夫尼克

伙伴，不到两年的时间，现在已成为了培训新人的

周末和假期中能够全力“充电”，因为公司认为这
造力。

面对全新挑战等。

限。我认识一位初进公司为初级 QA 测试工程师的

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也是我们的公司价值观之

是每个员工应得的休息时间，如此也能使人更富创

出空缺、让应聘者协助团队成员一同

的挑战。谈到个人发展和人才开发，Outfit7 不设

而言能够自由调整工作时间来照应家庭生活是无

比重要的。公司也十分尊重我的休息时间，让我在

公司便会借由团队重组为他找到最合

我相信并且尊重他们的成功，微观管理不是我的风

够让自己充分融入的公司工作。Outfit7 就是这样
司文化的一个体现，这也是让我想加入 Outfit7 的
主要原因之一。

我想要加入一个上司和下属能够互相尊重的

公司；我想要拥有处理工作事务的自由而不需要等
待其他人告诉我该如何做；我希望公司内每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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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管理系统全速变身中 ,
你准备好了吗

因此，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不是简单的用 IT 工具来实现已经陈旧的管理逻辑，而是将信息管理系统与先

进的管理理念相融合，将企业战略目标和业务流程紧密关联的内外部动态的系统，是组织管理生命力的支
撑体系。

◎ 金科文化管理部

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如何有效的管理众多的子公司、海外业务部等分支机构，
是企业必须正视的课题。

发展战略

此符号是代表这部分
内容会自动循环更新
的过程，带有这符号
的都具有此特性

年度等周期工作目标规划及执行

打造合纵连横的协同发展的平台，
为人才与团队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
建立一个产品技术的共享平台、
一个销售服务的共享平台、
一个资源服务的共享平台、

部门及其下的岗位也
会经历“建立→执行
→反思→调整”的循
环更新过程

市场

研发

人力资源

项目

生产

分销

物流

服务

行政

财务

一个市场品牌的共享平台、
是公司不间断成长的必要之举。
2005 年，阿里巴巴藉由收购中国雅虎，内化了雅虎的信息化管理体系及内部高效的运作体系，这套系

统帮阿里大大降低了运营的成本。毫无疑问，信息化管理成为了阿里巴巴后续 1 万人、2 万人至今 7 万人
的管理基础。而这样的管理体系是我们必须借鉴，也正在全力搭建的。

A

岗位执
行体系

一分钟读懂“信息化管理”
企业的信息化管理涵盖了决策、执行和业务三个维度，其精髓是信息集成，其核心要

素是数据平台的建设和数据的深度挖掘。基于企业的总体规划和战略，通过信息管理系统

把市场、研发、人力资源、项目、生产、分销、物流、服务、行政和财务等各个环节集成
起来，共享信息和资源，有效地支撑起企业的决策系统，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通过信息 + 流程 + 知识 + 协作等关键管理要素的组合和自动循环更新，有效规

范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监控工作绩效、降低办公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内部资源利用率，
并将经验和知识做到充分的积累和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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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每 部分都可以借助
于信息化系统的手段
来落地执行，以下部
分主要是会涉及到在
协同运营管控平台中
的关键应用部分

文化融合

事

学习成长

组织和业务
的发展

PDCA
体系

借鉴学习

生命力的
管理体系

经验分享

信息化系统

信息

最终通过信息 + 流程
+ 知识 + 协作等关键
管理要素的组合和自
动循环更新

针对
要求
数据
分析

自动
抓取

个性
展示

主动
推送

流程

知识

流程
优化
统计
分析

协作

流程
规划

流程
执行

主动
梳理

信息

流程

知识
创新
知识
利用

知识

知识
积累

知识
共享

经验
分享

协作

事务
调整
反馈
检查

事务
制定

事务
执行

事务
分解

54

学习

B

学习

C

信息化管理三维度
企业快速发展的管理复制需求：管理的复制能力如何支撑企业快速的发展？
公司高管对运营过程的透视能力：如何有效控制扩张中的风险管理能力？

企业经营数据的快速了解：如何有效的评估与分析经营数据？机会与决策？

携手共建公司信息化管理系统

通过前期充分的调研和分析，

制度发布执行

公司已于 6 月正式启动信息化管理

信息互动沟通

·公交管理类流程
·行政管理类流程
·费用管理类流程
·人事管理类流程
·业务管理类流程

项 目， 并 选 定 了 泛 微 Ecology 系
统——不论在 PC 端或移动端，都

能实现对公文、销售、人事、资产、
客户、采购等方面的管理，消除企

流程

业内部各种信息孤岛，实现各分公
司、各部门、各人员之间的信息共

享与工作协同。该项目将从项目启

决策维度

动、需求调研、系统搭建、上线推

·知识树
·知识地图
·专家网络
·培训课件
·援助中心
·企业百科

广、验收维护五个主要阶段稳步推
进，目前正处于需求调研阶段，预
计在 12 月底全面投入使用。

业务维度

执行维度

6月

项目启动

项目组成立

员工的自助能力：

沟通与协作的需求：

员工如何形成良好的行为：

内部知识分享的需求：

如何快速处理与获取工作资源，提升事务处理效率？
如何有效的帮助员工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员工自我的执行力：

建立执行、检查、回顾的思维方式，形成执行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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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管理与业务运作中的规范与标准？

7-8 月

需求调研阶段

知识

知识快速复制

E-COLOGY

文化

信息门户建立
·领导决策门户
·员工信息门户
·信息聚合门户
·应用系统整合门户

9-10 月

系统搭建

信息

·协助讨论平台
·即时通讯平台
·通知公告发布平台
·新闻信息发布平台
·社区群组

11 月

项目实施计划制定

需求资料整理

项目启动会

需求访谈

管理员培训

需求方案确认

系统实施配置

用户培训

系统测试

制定使用制度规范

上线推广

12 月

项目验收

整体验收

为了更好的推进项目的落地，公司成立了项目管理组，并从各分公司及部门选取对接人作为执行小组

如何实现内部知识共享与传承？提高知识的复用率？

成员，负责相应部门、项目与流程的需求调研以及线上推广工作。同时，信息化管理系统的真正效力，在

如何提升团队成员的工作能力？

你我他共同携手完成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只是一个载体，最终它是否能发挥最大效力，成为公司管理生命

团队建设的问题：

于企业内自下而上的推行，是每一个流程的参与者、每一个项目的实施人、每一个在业务线上勤恳工作的
力的支撑体系，往往取决于大家参与的程度，取决于它是否被注入充分的金科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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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小 tips －

01
02

03
04

高层管理者全程参与
管理方式的变革
实施过程资源的调配

明确项目实施目标和合理的范围
泛微 Ecology 系统使用的不断优化与变更
项目三要素的控制：范围、时间、成本

管理信息化的制度保证
管理制度的优化
实施过程的制度约束

关键用户及业务部门积极参与
一个关键用户影响一个部门的实施效果
一个部门的实施效果决定整个项目成败

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搭建，没有捷径可走。企业、合作商和关键用户之间必须全程投入，自下而上的点

出需求、挖掘盲点。这一过程看似旷日持久，但看得越细、想得越深，在未来投入使用后为企业节省的时
间与金钱就越不可估量。

你准备好了吗？携手泛微，公司正在全力搭建信息化管理系统，我们期待每一位金科小伙伴的积极参与，

我们期待来自各条业务线的声音，集众智、聚合力，共同推动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完美落地。

别再刷抖音，来刷刷“金科文化线上企大”
2000 门高质量课程 提升你的职场超能力
◎ 金科文化人力资源部

在职场中，不管你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小萌新，还是独当一面的老前辈，亦或是管着几百号人的大领导，

每一天都有可能面临新的挑战。如果时光倒退三十年，在知识资源贫乏的年代，除非天赋异禀，想要在职
场中获取成功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不断尝试，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误解、失败中慢慢摸索出经验；二
是幸运的得到“老司机”的倾囊相授，事事时时提点一二，自然进步神速。

现在，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工作或生活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在知乎、果壳、虎嗅、

36 氪、TechWeb，乃至各类微信公众号中总能找到最详尽的解答。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从来不缺信息和资
源，而大多数人之所以没能从中汲取成功的养分，是因为缺少对信息的甄别和判断，缺少耐心和规划。

真正的学习从职场开始，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能否有效利用碎片化学习时间，能否比别人学得更快、更多、

更好，往往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职场上能够走多远。同样的，团队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也将决定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正是基于此，公司自 4 月起引入了企大云学习系统，贴合公司人才发展战略规划，搭建金
科文化在线学习平台，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输送专业知识的地方，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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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务的自我修养

移动学习，让学习更高效

传统的企业培训模式采用“一刀切”、“填鸭式”的灌输方式，员工在培训期间只能被动接受所学内容。

而以手机、电脑等为载体的在线学习平台，可根据职级和岗位，以及具体员工的学习兴趣和意愿，灵活安

哲信公司渠道中心 法
◎
/完

排学习的时间和内容，高效而便捷。上下班途中、周末在家或出差在外，拾起碎片化时间，只需一部手机
即可开启职场进阶学习之路。
海量课程，让学习更专业

方案汇报还未切入主题就被领导否决，可能不是方案不够优秀，而是个人说服力不足；跨部门协作不畅，

关键不在于工作的难易，而在于沟通的技巧、合理的分工；举团队之力推进项目仍未达标，可能不是不够努力，
而是因为努力的方向不对……在职场中，我们所困惑的、所欠缺的，均可从在线学习平台中找到答案。这

里有 1000 多位实战专家、2000 门课程，涵盖 17 大不同岗位、1930 个知识要点，无需再全网手动搜索和筛选，
无需缴纳任何费用，参与学习任务，就可以逐步解锁各项专业技能，轻松应对职场挑战。

所以，还等什么？工作之余，别再放任自己沉迷煲剧、刷抖音、王者荣耀，保持学习的兴趣，养成登

陆在线学习平台便捷获取知识的习惯，当习惯变成自然，最终我们必然能够体会到学习给自身带来的改变。

PC 端登录网址：jkwh.clm.qida.com

移动端操作：搜索“企大云学习”或直接扫描二维码下载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人力资源部 王海丹

商务是公司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也是对内沟通的一座桥梁。作为一名商务，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做

商务就是做人脉，需要不断积累人脉，有了人脉才会有资源、有业绩。不过在后来的实践中，我逐渐发现
注重培养并形成商务的自我修养也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接下来和大家逐一分享。
不要以钱为唯一准则

商务工作一般是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但有时还会给对方带来不便或损失，而我们的目的就是给

人力资源部如是说：

公司赚钱。洽谈期间如果渠道过多纠结单价、转化、预付等硬性问题时，我们就要及时绕开并强调自身隐

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人力资源的竞争，而对员工进行培训的过程也是企

很有可能给的比我们更高，这时选择主动权往往就在客户身上，单纯压缩自身利润空间来获客并不利于长

业人力资本增值的过程，通过培训可以使员工获得未来工作中所需要的知识和能

力，提高和改善工作质量，增强竞争能力，因此建立科学、系统、完善、有效的
企业培训体系尤为重要。线上培训课程作为一种培训的辅助手段，可以以较轻、
较快的方式进行知识和能力的传递、共享。但这不是培训的全部，我们希望能在

逐步利用好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完善各级各职能领域的专业化培训，建立更加完
善的培训体系，为公司的人才发展布局和员工的能力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形竞争力如行业口碑等等。因为每个渠道都想要更高的单价、更好的转化，我们能给的别人往往也能给，
期合作。

像狼一样做业务

事实上很多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争取一些大渠道时往往很多方面都不一定占优势，比如合作模式、

推广规模、和资源主管的关系等等，这个时候就要学会像狼一样做业务。一要不达目的不罢休，二要团队协助。
要有抛下面子自己踩两脚然后贴到渠道身上去的勇气，才能在一次次被拒绝和无视中与渠道保持联系。另外，
个人的力量往往是有限的，我们可以统筹内部的资源，例如财务、法务、运营及技术层面的支持以及外部
的人脉等等全方面地去争取，直到拿下这个渠道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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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成败

东京玩具展

在有了一定的合作基础之后，我们还要不断地抠细节、从渠道角度思考问题来加深合作关系。比如对

接的渠道是网盟或者代理，对方关注的往往是消息是否及时回复、结算是否靠谱，而对接一手渠道，对方
关注的则会是产品是否多样、数据是否稳定等等，我们可以从这些渠道关心的方面入手开展工作。

因此，除了加渠道 QQ 外还要及时获取微信、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并分类整理、详细备注，及时回

◎ 衍生品事业部产品研发中心/景大川

复渠道消息等等，让渠道随时随地都能联系上我们拿包跑量。另外，每个结算周期结束后要第一时间做好

账单发给渠道，关注打款进程，打款完成后尽快给到回执单。还要定期向渠道安利一波新产品，当渠道提

东京玩具展，也就是 International Tokyo

出产品需求时做进一步了解，例如预计量级、用户类型、推广成本、游戏周期等等，收集好并反馈给运营

以便定制更吸量的产品。将这些“小细节”积累起来就会形成我们的“大优势”，让渠道觉得我们是一个

Toy Show，每年 6 月初会在东京海边的人工岛

商务都拿不到的广告位。

两天是针对业内人士的商业展，后两天是针对家

台场上的国际展览馆举办。一般会分为 4 天，前

靠谱且值得长期合作的伙伴，这样他们才愿意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推广成本给我们持续导量，或者给到一般

长和孩子的公众日活动。今年的东京展时间是从
6 月 7 日开始。 东京展的主要参展方都是日本玩

对数据保持敏感

具厂商，其他国家的玩具公司对于东京展的参与

数据是产品推广成效的直观表现，关注数据并对数据保持敏感能帮助我们更快发现问题并不断优化。

热度不高。今年在东京展上看到的其他国家玩具

比如同样的广告位上，就算投放名称和图标相同的产品，推广效果也往往不同。当数据不太理想的时候，

品牌也不多，我所熟悉的品牌大多没有出现，或

我们可以做一些优化迭代来使数据收益最大化，比如优化推广素材来提高展示到点击的转化率，或缩小包

者只是在代理商展位上有少量露面，直接可以忽

体来提高点击到下载的转化率。当新增、AP 值、用户时长、启动次数比、次留率、投诉率等数据异常时，

略了。所以相对其他几个世界著名的纽约玩具展、

我们就可以分析是否出现上错包、资源位调整、产品报毒、游戏机制不合理等情况并快速响应、调整优化。

纽伦堡玩具展，东京展的时间较短，展馆面积也

要小一些。但也同样因为日本玩具厂商的“本

极客精神与博而不专的积累

土情结”，这里是唯一能全面了解日本玩具的

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的对手早已不再局限于我们的同行，行业内每天都有新

产品涌现和我们竞争用户，这些无一不鞭笞着我们要有危机意识，要有极客精神，不仅要快，还要争取在
公司内做到极致、在行业内做到极致，此外还要保持饥渴，关注创新风口和热门话题。

不了解用户和产品的商务是没有未来的，博而不专的积累就是我们了解用户和产品的方式之一，美术、

东京国际展览馆 TOKYO BIG SIGHT

地方。

旅游、阅读、音乐等行为虽然并不能直接转化生产力，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广泛的知识储备了解和认识
用户，追赶时代的审美，洞悉用户的思维方式，然后潜移默化地运用到商务工作中。

养成不定期下载并体验市面上的热门游戏、头部应用的习惯，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思考如果这是我

们的产品，我们要怎么推广优化？我们的用户群体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产品单用户成本大概是多少？这里
面什么功能是用户喜欢的？什么又是用户不喜欢的？如何做话题营销和深度运营来增加产品自营销
能力……

写到最后，我感觉自己还有很多话想说却没法全部表达出来，正如我仍有很多不足需要不断弥补，身

处互联网时代的洪流之中，我也偶尔会有一些迷茫和无助，但同时又非常兴奋。用海贼王里的索隆斩 MR.1
的一句话来结尾我觉得再好不过了——“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种窘境，我也正好想更上一层楼变得更加强
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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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中心中庭 洽谈业务区

万代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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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京 展 每 年 的 特 点 都 是 一 致 的 —— 双 雄 争

日元，约合人民币 8770 元。商品于 7 月下旬将

TOMY 多美，从展位面积、获奖次数以及关注度

机器人公司 BYE BYE WORLD，推出一款

霸 赛， 日 本 玩 具 届 的 两 大 巨 头，Bandai 万 代 和

在 P-BANDAI 开启预定。

上都远远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位居第二梯队的

名为 Bigclappy 的拍手机器人。

Megahouse 等公司则专注在自己的细分领域上努力

唱歌。该公司希望通过 Bigclappy 拍手，给世界

Bandai 对于中国玩具爱好者来说，一直是高达

日元，相当于 2 万多元人民币，不知道有多少消

Kawada（nanoblock 出 品 商 ）、Tenyo、Sega、

Bigclappy 能够跟人说话，随着节奏拍手、

追赶巨头。

增添更多欢乐。不过这款机器人的售价约 35 万

模型的代名词，而在日本国内，万代还垄断着很多
国民级电视动画如假面等节目的周边玩具。近年来，

HARO 机器人三种状态

万代在其他模型，比如七龙珠、Macross、星球大

费者会买账？

对于另一巨头 TOMY，1924 年成立的他们，

马上就要过 95 岁生日了。这款世界杯之年应景

战等拼装模型产品的拓展上也是不惜余力。只不过
在今年的展会上，最惹眼的则是万代圣斗士圣衣神
话系列产品发售 15 年的庞大展位。装备耀眼的各位

小强们，加上十二宫黄金圣斗士、海斗士、冥斗士
的圣衣一字排开，展示了万代在这个吸金宝库上继
续发力的决心。

圣斗士星矢纪念版

万代南梦宫集团于 10 月 2 日正式宣布成立 IT

娱乐服务品牌 BN·Bot PROJECT, 以 With Future

为主题，透过集团内累计的经验、技术与其他企业
合作开发制作机器人等项目以及 IoT 技术的服务。

TOMY 多美展区

第 一 款 机 器 人 将 推 出 以《 机 动 战 士 高 达》 系

列 的 人 气 吉 祥 物 哈 罗 HARO 为 原 型 搭 载 AI 的 社
交 机 器 人 Guncierge HARO，Guncierge 是 结 合
GUNDAM 高达与 CONCIERGE 接待员的合成词。

Guncierge HARO 的眼睛与嘴巴内置 LED 灯，

HARO 机器人

与人交谈时眼睛和嘴可以发光。HARO 在球体状态
下，可以前后左右摇晃，也可以转向面对谈话的人。
另外 HARO 也能将内藏的手和脚展开，再现原作的
形态。

球形的哈罗配有台座式的充电器，AI 对话功能

系统由 IBM 开发完成，设计与制作则是 VAIO 公司

负责。HARO 储存了大量《机动战士高达》的知识，
因此玩家可以提出任何和高达相关的问题。此外

HARO 还有闹钟功能。这款哈罗机器人售价 149040

63

HARO 机器人运动模式

拍手机器人 Bigclappy

足球队战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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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足球对战的机器人玩具，可以 1

到 Amazon 的机器人物流；从 Mark Goulthorpe

护球、攻击射门等动作。

未来的现实世界中智能机器的种类，或许会比阿

对 1 或者多对多的实现进攻、防守、

的动态可变形立面，到 Festo 的仿生类机器人。

TOMY 今 年 重 点 推 出 Zoids

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更具多样性。 未来生活的每个

系列电动玩具，这个展区面积巨大。

领域，从城市到建筑，从汽车到玩具都会体现出

Zoids 一词，来源于 ZOIC（动物的）

这个时代的精神。而对于未来只有机器是不够的，

和 ANDROID（ 机 器 人）。Zoids

科技是负责解决问题，加入了艺术和设计的力量

是拼装类模型，与一般的静态拼装

才能让问题被解决后的情况得以升华 , 进而打动人

模型不同，内部结构采用发条或小

心。伟大的产品也都证明了设计和技术结合的巨大

型电机作为动力部件。由于其设计

巧 妙， 使 得 每 一 款 Zoids 都 能 模
拟相应动物的动作，一些大型机体

能量。
Zoids 展区入口

甚至还有声光效果，模拟动物的吼

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在《数字

化生存》中说：“无论你做什么预测，事实总是
被低估。最极端的预测也会落后于现实。预测未

叫。虽然产品并没有 AI 智能控制

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创造未来！”

等时下流行的热点科技，但由于各

Mark Goulthorpe 的 Hyposurface
可随人的运动变形的立面

款 Zoids 的零件之间有很强的通

用性，加以改造，玩家可以设计出

属于自己独创的 Zoids，进一步增
强了 Zoids 系列的可玩性。

除 此 以 外，Takara Tomy 还

展示了宠物小精灵机器人。尺寸小

巧、造型可爱的皮卡丘 , 可以完成

Zoids 机械狮虎兽

左右摇头和点头的动作并配有简单
预设的语言功能，因为说话的同时
可以转头，当玩家面对皮卡丘的时
候就会感觉超级萌。

此次展会不论是万代、多美两

家玩具巨头，还是一些细分领域的

玩具公司都体现了智能化和机器化
的趋势。在这样一个时代，不仅仅

是玩具行业，未来我们身边的机器

人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聪
明，能力更强大。很多科幻电影里
的镜头，也已经在一点点地实现。

从 Google 的无人驾驶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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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卡丘机器人玩偶

Festo 仿生袋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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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品牌

鸿麟斜人
◎

职场女性如何通过阅读提升自己
◎ 浅浅的夕阳

这些年，国家在女性权益保护上有明显进步，

但目前仍存短板，男女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在工
什么是品牌？品牌是一场骗情不骗财色的欺

骗。你饿了渴了去买一个苹果，这是出于生理需

求，因为此时一个苹果能满足你的饥渴。如果除此
之外，你想买免费送货上门的苹果，这就有了选择

性，是因为需求而购买。而品牌是因为欲望而购买，
你要彰显自己的尊贵地位和独特品位，购买被当红
明星认为极其好吃的美国进口苹果，就要多花很多

分析是必要的，很多时候客户和消费者之间并不能
划等号。客户是产品的使用者，消费者是价格的接

受者，比如课后辅导服务，客户是接受辅导的学生，
而家长才是消费者。多数情况下购买产品或者服务
的是消费者，检验产品或者服务的是客户。当客户
认可产品或者服务，消费者持续为其买单的时候，

从身体一点一点抽空，得过且过，就是如此。

很多人面临的职场困扰并非是专业能力，而是

作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歧视女性的现象，

沟通能力。看似简单却让很多人苦恼不已，其实沟

通知。此外，政策让职场女性面临两难选择，一边

何人都聊得来。日本沟通专家斋藤孝倾力打造的

如相同背景的求职者，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接到面试
是育儿或者拼生二胎，另一边是放弃高薪或者离
职，如何平衡家庭与职业的关系让很多职场女性面
临两难。

堪比《第二性》的《醒来的女性》就是一部女

通的关键在于提问，懂得提出好问题，就可以和任
《如何有效提问》，不仅有作者独创的“坐标轴思

考法”，让我们的问题一击即中，有效获取关键信

息，更是汇集了大量知名人士如村上春树、手冢治虫、
斯皮尔伯格等人的访谈实录，用真实的案例告诉我
们优秀人士是如何提出好问题的。

品牌的竞争力也就形成了。

性的心灵史，有关自我发现、自我觉醒，摆脱社会

增长。利润 = 产品利润 + 品牌利润，产品利润来

业使命的痴迷，是其以热情与专注鼓舞员工、以个

讲述了女主人公如何在身为妻子、母亲的双重身份

在于能让对方说出多少重点。面对不熟悉的人，想

的，一个用来解饿解渴的苹果卖 2 块钱。而品牌

来快乐的客户，从品牌创始人到员工再到客户，将

职场女性的故事。该书不仅探讨男女平等这个永恒

重点在于能够提出精彩的问题。一个好的问题，不

钱。因此，塑造一个品牌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利润的
源于产品的实物价值，实物价值是由生理层次决定
利润来源于产品的定位价值，定位价值是由扩展层

次决定的，一个贴了进口标签的苹果要卖 20 块钱。
只有通过实物价值与定位价值共同塑造的品牌，企
业才能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

品牌的成功源于品牌创始人对品牌定位与企

人魅力和企业使命感召员工的成果。快乐的员工带
品牌传播给客户的不只是创始人，而主要是员工。
当企业唤醒了员工对于品牌定位、企业使命的激
情，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推动品牌的整体发展。

印度电影《起跑线》的火爆，引发了社会对儿

强加给女性的无形束缚，走上涅槃重生之路。全书
中，艰难地选择了重新学习并取得学位，最终成为
存在的问题，更能通过阅读给予女性勇气和力量。
很多女性会发现，我们不只是妻子、女友、母亲，
我们更是我们自己。

平衡好家庭和工作之后，如何从职场边缘人精

定位品牌是塑造品牌的首要前提。企业要找到

童教育的大思考。家长希望孩子跻身上流社会的欲

进成为职场精英，又将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为品牌定位。客户的需求是可能，企业能满足的需

都深受其害。技能教育既教不了孩子如何做人，又

一年后的人都混成了什么鬼样子》、《毕业十年你

的品格和快乐的童年才是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礼物。

再也没有学习过，更没有翻开一本书阅读。有人形

体现客户需求的、企业可满足且未被满足的点，作
求是机会，未被满足的需求是市场。“金麟岂是池

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企业结合自身优势满足
的独立无二的市场，就形成了品牌。

品牌不只属于企业，更属于客户。充分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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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催生出了各种培训班，技能教育让孩子和家长
葬送了孩子美好而短暂的童年时光。殊不知，高尚

孩子们，不要怕，快乐的童年还有汤姆猫陪伴；

家长们，不要忧，家庭幸福汤姆猫与您一起守护！

沟通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说出重点，而

要让对方打开心扉，并且营造出愉悦的谈话气氛，
仅能够在 3 分钟内就让对方打开“话匣子”，更

能够让我们从对方的回答中获取有效信息。最好的
成长方式就是经常和优秀的人交谈，并通过提问这
一积极行为来增强沟通能力。

学会沟通后，当务之急要解决的职场困扰还有

如今公众号有很多关于奋斗的文章，如《毕业

思维方式。如果要向一个人学习，思维方式是首位

们有何差别》等等。扪心自问，很多人毕业之后就

方式绝对不简单。《实用性阅读指南》整理记录了

容这是把自己精神货架上的梦想撤掉，而只用爱情
对人生进行偷税漏税。时间久了，人的灵气和神采

的。尤其是优秀的人、才能出众的人，他们的思维

大量作者亲身实践的读书案例和思维导图，如“读

书 + 创业”、“读书 + 资格考试”、“读书 + 提
升工作技能”等，用更直观的方式教人带着目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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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叶原 建筑群与城铁

读书，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解的东西还有很多。网络上流传一句话：在孤独和

会带有目的性，有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人，试着靠偶然的爱情关系来安慰自己孤独的心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读书这一行为或多或少

有时为了提升工作能力，有时想要从书中获得灵感
等等。但是，有时候我们明明读了很多书，却还是
没有彻底掌握书中的内容，或是有了新的灵感和见

单调的职业经历中，她成了一个毫无生活中心的
理。希望每一个女性都不要成为这个“她”，而是
活出精彩。

等，这些书的作者都是女性，她们来自不同国家，

不免会从设计和机器的角度出发谈一些体会。说起

浪费。

职业不同，年龄不同，从她们的视角看世界万物，

头读到尾，全部理解才行。哲信每晚的打卡阅读，

相信都有不同风景，都值得我们去回味和向往。

知乎上有个问题一直让我印象深刻，什么算是

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有负担，学会读书才能既节省

见过大世面——会讲究，能将就，能享受最好的，

用思维导图教会思维方式，一面用阅读案例教会阅

生，最终是为了去见自己。眼界会决定我们能看到

时间，又保障有效阅读。《实用性阅读指南》一面
读，值得职场达人关注和阅读。

抛开以上功能性阅读，职场女性需要阅读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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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行程比较紧张，大部分的感受都是比较

即时性的。虽然是去参加东京玩具展，但是作为

里的某一刻》、《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相助》

大部分人对读书有误解：认为一本书必须从

◎ 衍生品事业部产品研发中心/景大川

《京都山居生活》、《胡麻的天空》、《一生

解，也没有马上付诸行动。读书是需要投入时间和

金钱的，没有给自己带来改变的读书实在是一种

东京行

也能承受最坏的。但其实见世面就是见天地、见众
的风景，总有些人会在人群中散发不一样的气质，

温和却有力量，谦卑却有内涵，但愿那个人就是你。

城市印象

当我们想到一个城市的时候，除了建筑之外，

一个建筑学出身而后开始做机器人的设计师来说，

首先出现在脑海里的就是街道。比如伦敦的查令十

玩具，大家第一反应应该是变形金刚或是像皮卡丘

大街，北京的西单、王府井，上海的里弄。如果一

一类的搪胶玩偶。但我觉得玩具的概念可以更加宽
泛一些。一辆车、一栋建筑、一座城市都可以被当
做是个大玩具，而我们传统意义上拿在手里把玩的
桌面级玩偶，可以视作小玩具。除了考察玩具店、
参观玩具展时要尽量多的收集信息之外，在穿梭于
东京街头的空隙时间，我尝试让自己尽量弱化目的
性，以努力获得更加直达心底的真实感受。

字街、牛津街，纽约的第五大道，巴黎的香榭丽舍
个城市的街道有生气，城市也就有生气；街道沉闷，

城市也就沉闷。东京的街道显然充满生机，在拥有
如此高密度人口的大都会中，街道干净整洁没有一

丝垃圾，不会听到汽车的刺耳鸣笛，行人很多但都

互不干扰，错综复杂的地铁、乘铁、坡道、天桥将

整个城市编织成一个完全的三维空间机器。而人、车、
霓虹灯都好像在一套自组织系统中运行的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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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个人最喜欢的是 Herzog & de Meuron

表参道 &Prada 旗舰店

“参道”意为去参拜神社时的道路，表参道

设计的 Prada 东京旗舰店。这两位建筑师也是国

的延伸道路。传统日本人的空间观为，“内”就

形的网格所组成的表皮包裹，就像是一件时尚的

建造于 1920 年，全长一公里，是通往明治神宫

家体育场鸟巢的设计者。这个建筑整体被一个长菱

是家，家以外的社会就是“外”。这方面中国与

建筑外衣。该建筑由 840 块凸凹形及平整的玻璃

之很像。而西欧把家和街道在空间领域上一视同

体填充组成，从室外看，各种形状的玻璃体让建筑

仁。所以日本人在壁龛摆设饰物美化家，而欧洲

表皮有了类似气泡一样的轻盈和通透感。可以说整

人在广场上设置雕塑 , 他们也喜欢把除了建筑以

个建筑是一个巨大的展示窗，产生了无数小的反射

外城市中的一切雕塑叫做城市家具。

面，变化繁多。

表参道并非一条传统的日式街道，相反却像

东京 Prada 旗舰店的内部空间取消了柱子，

把传统的日本空间形式消解，内外分界似乎并不

将结构和表皮结合到一起，模糊了通常意义上的楼

街边的林荫树、玻璃幕墙表面反射的树影共同模

连贯性，人走在建筑之中，无论是视线还是身体都

明确，分散在建筑不同高度的影影绰绰的绿化、

板、楼层、窗户、框架这些概念，强调垂直空间的

糊了视线和室内外空间，让传统的日式街道空间

不会有被阻隔的感觉，所有的注意力都可以集中在

似乎有了轻按快门、聚焦瞬间的那种动态性，时
而从清晰滑向模糊，时而又从模糊滑回清晰。而

这种模糊性和中间状态让常规的如混凝土森林的

建筑内的服饰、箱包和展示品。建筑师还在建筑内
涉谷 高架桥与办公楼

城市显得不那么坚硬冰冷，却更多了几分弹性和

部不同的高度上插入如同太空舱一般的菱形试衣
表参道 Prada 旗舰店立面

柔软。

今天的表参道作为日本的时尚圣地之一，世

界级大牌纷纷聚集在这条闹中取静的林荫大道

上。这里也同样是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的设计展场，
是东京最接近巴黎林荫大道的地方。

表参道 建筑屋顶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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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参道 Prada旗舰店

表参道 Prada 旗舰店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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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人们拾级而上，突然眼前就会出现

Outfit7 夏日团建，我们这样玩

一个意料之外的异化空间，让整个同质
性较高的白色空间充满趣味性。
反思

“ We shape our building there

时间：6 月 8-9 日

after they shape us.” —— Winston

地点：斯洛文尼亚当地的体育馆、克罗地亚的海边村庄

Churchill

参与人员：Outfit7 全体成员与金猫公司小伙伴

丘吉尔的这句话大概是说我们塑造

了我们的建筑，它们反过来又会塑造我

们。建筑可以影响人的行为，想必生活
在东京这座大游乐场的人也会被这座城

表参道 Prada 旗舰店室内

市塑造得充满趣味性，否则也不会产生

part 1

充满挑战的解密游戏，智力大考验，同时又是一项关乎合作、沟通和信任的团队活动。8

日早上 7:30，大家兴致勃勃抵达体育馆，通过随机抽取卡片的方式进行分组，六人一组，来
自不同子公司、不同部门的小伙伴们临时组建起了几十个小组。

那么多世界知名的漫画家。

限定 2 小时，各小组成员开动脑筋逐一破解现场获得的线索，在紧张的气氛下，每个人都

说到设计，一直觉得小到产品设计、

全情投入，大家配合默契，尽情展现出了团队的智慧。渐渐的，随着越来越多的线索被破解，

合作取代竞争成为游戏的主线，各小组相互信任，分享线索，最终大家齐心合力，破解装有大

家具设计，大到建筑设计、城市设计都

巴士钥匙的宝箱密码，怀着满满的成就感，向海边村庄出发。

是相通的。表参道和 Prada 旗舰店的

模糊性启发我，是不是可以把这种城市
和建筑之间的状态，在产品设计上表达
出来？目前很多产品都在追求锐利的外

观，那么是否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将产
品的外边界模糊化，产品的边界也可以

像蚕茧一样，根据外界环境和力的变化，
产生动态的自主变形，通过这种方式更
增加人和产品的互动性，也即是提升了

彼此的参与度，参与度提升了，产品价

表参道 Prada 旗舰店 舱体空间

值自然也就提升了。而东京 Prada 内
部的舱体空间设计和细节也可以对我们
未来汤姆猫产品旗舰店的室内设计带来
很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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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的海边村庄，以水上活动为主，摩托艇、气垫床、冲浪……抛开工作，享受浪漫
悠闲的度假时光。

快乐工作 认真生活
◎ 每日给力美术中心/郑伟

曾几何时，我们年少轻狂，把酒当歌，何其快哉。

如今，我们不再年少轻狂，却肩负重责，我们成为家庭
的中流砥柱、公司的核心人员，日渐丰盈的标签之下，
我们是谁？我想，我们还是我们自己。

时光不曾想，伴随着我们成熟的还有日渐疲惫的躯

壳，你说你想让项目更加出彩？你说你想升职加薪？又
是谁说，拼搏到最后发现只要你努力，时间就会给你所
有想要的一切，而拼到最后拼的是身体，是一个健康的
体魄。
在斯洛文尼亚出差期间，正好赶上 Outfit7 夏日团建活动，有幸

是对身体的锻炼。于是，我们每日给力的小伙伴们组建

早晨的活动是解密游戏，大家被随机分配成几十组，需要自己去

的是过去的自己，换来全新的自己。我们立下 Flag，一

参与其中，感受颇深。

发现和猜测相关的线索，打开箱子拿到巴士的钥匙。在这个过程中，
一切的前提——尊重，大家各自施展自己的优势，通过合理的组合，
减少冲突，增强合力，面对任何一种可能，大家都会讨论后再尝试。
From 陈佳蔚

（衍生品事业部）

同时沟通也是必不可少的，大家来自全球各地，有着不同的文化

背景，在游戏过程中，几组分享各自破解的线索，才能拼凑起一个完

整的密码来打开各自的箱子。因此大家需要和不同的人甚至是完全不
相识的人进行沟通，并且信任对方、分享线索。

在紧张而又不失趣味的解密游戏中，小组成员之间增强了默契，

大家也迅速地从陌生走向了信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HR 始终保持

神秘，直到团建开始的前一天才透露了一点关于地点的线索，大家对
团建地点和活动都充满了好奇，满怀期待，驱动性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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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遇到更好的自己，个人能力板块中不可或缺的

了一个小团队叫做“失身”。施主莫笑，我们想要失去

群热爱健身之人，当然也有半推半就的俊男靓女，健康
之路一起走。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规则，我们秉承着相信每一位战

友的原则，建立起完整的打卡机制以及合理的运营策略，

借用小程序“小打卡”进行有效监督。此处为安利广告，小程序是免费的，公司的小伙伴们，放心的用起来，
运动、打卡！

为了证明在健身这件事情上，我们是认真滴，我们制定了以下官方要求：
【重要公告】每周运动三次（上不封顶），每次 30 分钟以上，走路打卡需 1W+ 步，（每缺少一次打卡，

就发 20 元红包给群主，不发红包者或者连续二周不打卡者，会清退出群！女性特殊周期可请假，生病可请
假，其他情况不允许请假（包括出差、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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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万万没想到，在如此轻松的要求下，竟然有各路同学为我们“失身”团队默默贡献了 2000 多大洋。

对于我这样一个廉洁的群主而言，自然不能私吞红包，关键我们还有一个秉持公正的法官在，我想要也做

不到啊。在推行“失身”的过程中，我们迎来送往的兄弟姐妹其实还真不少……不多说了，往日之悲凉迎
上心头。

俗话说再难不过八公里，为了提升小伙伴们的积极性，我们开启了丧心病狂的激励政策：但凡每周打

卡超过 5 次，红包奖励 30 元。人心啊，自那以后每周大家都排着队来领取红包。小金库很快变成小裤衩，
眼见就要露底了，不过让大家开心的状态出现了——小伙伴们在坚持三个月之后竟然已经默默爱上了健身，

没有奖励，依旧打卡。健身就是一次次的自我突破，当健身融入日常生活，大家发现健身可以像刷牙洗脸
一样平常而又必不可少之后，就不会再为没时间健身找借口了。

岁月无情，可是我们的心却依旧青春。仗剑走天涯靠的是健康的体魄，正如我们公司的名字一样，每

日给力。生命在于运动，你我共遇未来，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时间确实过得很快，昨天还是二十出头，转眼就要奔四。看着

衍生品事业部 李/娜
◎

写在去往北京的高铁上

一个个鲜活的姑娘口口声声喊我姐，我很忧伤，敢问公司有多少
90 后能体会我们 80 后一颗谙了不少世事的心其实童心未泯。回望

来金科文化的这一年多时间，脑海中一片苍茫，只记得这一年忙忙
碌碌，哭过笑过，有心酸有快乐，有辛苦有收获。总部刚装修好时

除了甲醛什么都没有，我带着几个 90 后姑娘，还有一个 70 后劳模，
一点点添置成了后来的模样，以至于被调去别的部门时让我不舍了
很久很久。

2016 年加入金科文化到现在，我做过人事招聘、综合管理、

对内审计、资产采购、衍生品业务五个不同部门的工作。这期间遇

到了一些人一些事，体会到了生活和工作中各种各样的感情，曾经

生活中认为特别重要的人却可能再也不会相见，而曾经工作中自认
为难以沟通的领导却可能成为一辈子的良师益友。记忆最深的是，
一个人去了北京十余次，和某央企智囊团以及两个传说中的“武林

高手”，还有最后被公安部门带走的有后台的“妖怪”切磋了 N
个回合。在这半年历劫中，我扁桃体化脓三次，去年整个冬天都是

一副痨病鬼药不能停的样子。但不管从事哪个岗位的工作，有过多
少辛劳的付出，都会丰富我们人生的阅历，增长我们的见识，拓宽
我们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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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广毕业生杂记
◎ 金猫广州分公司广告中心/陈希

有时候真的很感谢家人，如果没有他们的支

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过去的一年里是个蠢货，那就等

准点下班，很少在节假日带孩子出去游玩，好几次

这世界慢慢的就变成了这样，言不必多，懂的

转眼又到七月天，但是今年的七月和以往的七

于白活一年。

月不太一样，风不一样，云不一样，心境也不一样。

孩子生病了，我都不能伴其左右，深感愧疚。好在

人不说也懂，不懂的人说得再多也是徒劳。每个人

来得这么快，虽然已经实习了好久了，但是毕业后

从未操心过。尤记得那一天他告诉我，他的作文拿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在我们这个 80、90 后称霸的公

持，我又怎能身轻如燕，仗剑走天涯。这一年很少

孩子从小就养成了不错的学习习惯，在学习方面我
了全校一等奖，我的眼眶是湿润的。

归根结底，我觉得我们都成长了，也成熟了，

能真正理解“靠谱，是最好的社交能力”这类话了。
现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这些人，不管是传说中的
高人，还是书本里的贵人，亦或是难搞的小人，在

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更多的影响我的判断，我的行为
发展。前几天看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假如

都径直往前走，似乎就是对生活最好状态的肯定。
司，每天看着一个个年轻的同事，一些些美好的事

该来的总会来，总有毕业到来的一天，只是没想到

决心。抬起头来看见，灯光闪烁的夜色中匆匆忙忙

园，更是让人兴奋喜悦，但是我知道这次的相聚是

让我开心不已，尤其是再次回到了熟悉美丽的校
一场长久分别的铺垫，当院长授予了我们学位证毕
业证、完成拨穗礼之后，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再属于
学校了，即刻起正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社会人！我

想起这句话来，也想起来毅然决然来到这里的满满
行走的身影可不就是千千万万个相同的我！背着
书包骑着小黄车的眼镜青年，晚上还带着精致妆容
手拎文件夹的小姐姐，他们可能都和我一样有着相

同的烦恼和忧虑，不自觉的嘴角就勾起了笑容，可
能是在为自己和他们一样在努力着而骄傲吧。

眼前的黑不是黑，也不能拦住前行的路。因为

没有像大多数朋友一样收拾行囊回到自己的家乡，

人生呢，什么都需要经历，没有经历就没有答案，

是留丽江，笑着对她说了句：去远方。最后一人执

到某天我也会爱上这里的快节奏、这里的天气、这

在送走她们的航站楼，小黑子问我到底要回武汉还
意地来到了让人憧憬又畏惧的北上广。

回来的工作如往常一样，身边坐着的同事也还

是她们，但是今天的我确实如此的心烦意乱，万般
愁绪一涌而上：本月的工作任务能否完成呢？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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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你就不配拥有幸

六月回学校完成了毕业仪式，和阔别已久的朋

未来更是。

思绪万千，一眼万年。有时候真希望在飞速前行

义课，度日如年也好过挥霍后的无以为念。

城市生活下去！

福，也永远不会得到幸福。”下班后我走到天桥上

友们的狂欢，和闺蜜的重逢，和舍友们的再相聚都

的复兴号上，一觉醒来，回到了那堂难熬的马克思主

遍的质问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心和能力在这个

还是让我有种猝不及防的紧张，对生活工作是，对

情，支撑着我们安心地工作，我们总是会找出各种
各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安慰别人，安慰生活。

收租提醒还有几天呢 ? 未来是怎样的呢？我一遍一

多数的时候，经历就是唯一的答案。我在经历着，
里的猪肠粉和一切！

祝福公司的应届生小哥哥小姐姐们毕业快乐

啦，大家一起好好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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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梦令·钱江
◎ 鸿麟斜人

绿茗嫩翠，春水去，蔷薇雨，一曲流年；
明月浅浅，扶桑艳，红尘难，依稀容颜；
碧梧金井，折桂枝，杜康歌，遥问何怜；
青丝翩翩，红袖香，青鸾舞，火凤缠绵；
红梅独枝，风雨殇，湮断肠，几多归去；
回眸千年，华发生，行书简，此生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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