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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动画需要创作精品

———专访深圳环球数码公司董事长金国平

证券时报记者 邝龙

如果要票选

20

年来国内最具

意义的动画电影，《宝莲灯》、《魔比

斯环》一定会入选。前者具备极高的

艺术成就及票房成绩， 后者是国内

第一部三维动画电影却票房惨败。

两部看似没有共同点的电影， 却都

与金国平有关。

金国平，

1994

年开始担任上海

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 策划和监制

了《宝莲灯》；

2005

年，转而担任深

圳环球数码公司董事长， 该公司

2006

年推出了《魔比斯环》。

2014

年

8

月， 金国平在深圳环球数码大厦

接受了证券时报记者的采访。

采访中，金国平谈起《宝莲灯》

的成功和趣事， 也不避讳 《魔比斯

环》的失败和影响。 在他看来，两部

电影都是中国动画史具有突破意义

的电影；而面对当前中国电影产业的

发展，他提出了“创作精品”的思路。

首个市场化尝试

1994

年

11

月， 时任上海电影

美术制片厂厂长的金国平， 前往奥

兰多迪士尼世界参加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的一次峰会。也是这一次，金国

平观看了迪士尼出品的动画片 《狮

子王》。“当时十分激动，我感觉到了

中美动画制作的差距。 ”他说。

事实上， 中国的动画电影曾经

创造过令人难忘的辉煌， 金国平担

任厂长的上美厂曾是中国动画的代

表， 制作了 《大闹天宫》、《哪吒闹

海》、《天书奇谭》等既叫好又叫座的

佳片。 但自

1985

年的 《金猴降妖》

后， 上美厂已有近十年时间没有制

作长篇动画。

从奥兰多回到上海的金国平，

决心推动自己上任后的第一部动画

电影———《宝莲灯》。这部从

1995

年

开始筹备的动画长片电影， 最终于

1999

年公映， 获得了

2900

万元票

房，名列当年国产电影票房第三位。

这个动画片票房纪录直到

2008

年

才被刷新。

谈到《宝莲灯》，金国平认为，市

场化的操作路线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以《狮子王》为参考，我们跳出了原

有动画电影的固定模式， 而是将其

当做一部故事片，从策划到发行，都

是按照商业电影的规律操作，最终成

绩显然十分符合预期。 ”金国平说。

这一取材于传统神话故事《劈

山救母》的电影，并不拘泥于原有

传说，而是大胆进行创造，增添了

孙悟空、小猴子等诸多形象，利用口

语化表达方式， 结合故事片的叙事

逻辑，整体十分“接地气”。 再加上

流行歌曲、大牌影星配音等时尚元

素，《宝莲灯》的制作环节已经积聚

流行潜质。

然而， 真正让这部电影火遍全

国的，是上美厂执行了“自主发行”

的市场策略。 当时由于电影市场改

革， 上美厂原有的与中影集团的合

作模式发生改变， 在销售版权和自

主发行之间，金国平选择了后者。

为了预热电影， 上美厂先用影

片插曲进行宣传，《天地在我心》、

《爱就一个字》、《想你的

365

天》等

作品一经推出， 就受到了市场的热

烈欢迎。为了保证各大影院的播放，

上美厂还从大学生中招募志愿者，

三人一组护送拷贝， 深入一线市场

进行跟踪。

“《宝莲灯》的价值在于，这是我

国第一部市场化运作的商业动画电

影。电影的筹备、制作、发行等环节，

都对行业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谈

到这部代表作， 金国平至今依旧十

分兴奋。

塞翁失马

《魔比斯环》，是中国首部电脑

三维动画电影。 但很多人听到这个

名字， 并不是因为它所具备的历史

意义， 而是由于这部电影的票房滑

铁卢。

在采访中， 金国平表示，《魔比

斯环》 为环球数码带来了严重的财

务问题， 但他依旧对这部电影持有

较高的评价：“从艺术角度看， 这部

电影并不失败。 ”

这部公映于

2006

年的三维动

画电影投资超过

1

个亿， 但最后票

房仅

300

多万。 《魔比斯环》讲述了

一个类似于《哈姆莱特》的故事，加

入了时空通道、外星球等科幻元素。

为保证影片质量，《魔比斯环》 的剧

本由曾经创作出《星球大战》、《第五

元素》的法国人让纪劳负责，导演为

《花木兰

Ⅱ

》的格兰柴卡。

然而，国际化的班底并没有让

电影成功。“当时市场环境不够好，

电影也有一些问题；再加上由于我

们资金的压力，发行和运营方面都

做得不到位。 ”金国平在总结《魔

比斯环》的失败经验时，强调了市

场化运作对于一部动画电影的关

键性。

“

2004

年以前，环球数码整体

的精力都在这部电影上面， 这也直

接导致了我们的财务发生问题。 ”

2004

年，公司创办人和投资者梁氏

兄弟退出了环球数码， 公司大股东

变成了首钢集团。

虽然经历了波折， 但金国平乐

观地表示，虽然商业上失败，但不能

掩盖《魔比斯环》对公司发展做出的

贡献。 “在《魔比斯环》之前，全国没

有人懂得如何打造一部电脑三维动

画电影； 我们因为这部电影打造了

一个三维动画的团队。 ”他说。

“利用这样的技术优势，我们在

《魔比斯环》之后逐步形成了与国际

一线电视台合作的业务模式。 这些

合作一方面为公司提供了丰富的现

金流， 另一方面也让公司维持了国

际水准。 ”金国平感慨道，环球数码

虽然因《魔比斯环》遇到波折，但也

是因为这部电影， 找到了不同于国

内其他动漫公司的盈利模式。

在《魔比斯环》之后，环球数码

先后制作发行了《虹星飞轮》、《潜艇

总动员》、《桃花源记》以及《夏》等几

部影片，获得了多个奖项；自主打造

的《潜艇总动员》系列电影上映后，

取得不俗票房。

国产动画需要精品

由于常年与国外一线电视台、

动画公司合作， 环球数码具备了独

特的国际视野， 金国平在横向对比

时， 也感慨中外动画产业差距较大。

“国内很多动画公司还需要多学习，这

种学习是多方面的。 ”

今年暑期电影市场 ，《赛尔号

4

》、《洛克王国

3

》、《龙之谷》、《秦时

明月》等动画片接连上演，且部分电

影获得了较好的口碑和票房成绩，

但与好莱坞的动画作品依旧存在较

大的距离。

金国平说：“这种问题， 一方面

是钱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缺

乏动画人才，尤其是创意、设计方面

的人才， 直接导致动画片的人物形

象、故事情节、表达主题等方面比较

一般。 ”

资金问题， 是国内电影与好莱坞

电影之间最为显著的差距。 以动画片

为例，

90

分钟片长的国内动画电影制

作成本多在

1000

万元以内，最高不超

过

3000

万元，制作周期多在半年至一

年； 好莱坞动画电影制作成本多在

5000

万美元以上， 最高可达到

2.6

亿

美元，制作周期也多在两年以上，最多

可达五年。

“成本直接决定了电影投入的多

少， 虽然现在不少动画电影市场表现

不错，但长远来看，这个市场终究是优

胜劣汰的， 光图票房的行为是不理智

的，随着观众的成熟，这部分作品最终

是会消失的。 ”金国平认为，国产片需

要精品策略。

如何缓解成本压力？“丰富自身盈

利模式是一种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金

国平认为， 由于精品动画的投入往往

较大，更好地经营自身

IP

（拥有知识产

权的动画形象），可以帮助动画公司摆

脱单纯票房的盈利模式。

事实上， 目前许多动画公司已经

开始尝试

IP

经营。 在“第二届深圳国

际品牌授权展暨动漫衍生品采购会”

上，以奥飞动漫的《喜羊羊与灰太狼》

和《巴啦啦小魔仙》、腾讯的《洛克王

国》 为主的国内动漫游戏品牌前来参

展，蓝弧文化、功夫动漫和同乐玩具等

多家企业在展会期间举办品牌发布和

订货会， 据悉意向成交金额达

7.2

亿

元，较去年增长

14%

。

“不过，我并不赞同盲目地进行

商业开发，动漫公司还是需要从自身

情况出发。”金国平认为，精品战略与

IP

经营是相辅相成的， 精品战略产

生的

IP

往往更具有商业价值， 而

IP

的合理经营又能为公司提供精品战

略的资金，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但可惜的是现在做得好的公司并

不多， 这还需要市场多方的探讨和

实践。 ”

中粮地产上半年

净利同比增长29%

� � � �

证券时报记者 陈霞

中粮地产（

000031

）今日披露半年报，报告

期内， 公司实现营收

23.53

亿元， 同比下降

19.52%

，主要是商品房销售收入结算资源同比

减少；净利润

1.37

亿元，同比增长

29.18%

，主

要因为处置投资性房地产收益同比增加。

上半年，中粮地产聚焦运营，健全系统，强

化土地储备非常规拓展，利用旧改内部挖潜，成

功锁定深圳凤凰里旧改项目；采用合作模式，获

取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创维城市更新项目。

同时，中粮地产持续推进城市更新项目。深

圳市宝安区

22

区城市更新项目已完成拆迁谈

判工作，进入专项规划草案公示阶段，目前正在

进行现场清租及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 深圳市

宝安区

25

区城市更新项目继续推进拆迁谈判

及专项规划的审批工作。深圳市宝安区

67

区中

粮商务公园项目已封顶， 正进行主体室内外工

程施工及招商中心装饰装修工作。

“成本直接决定了电影投入的多少，

虽然现在不少动画电影市场表现不错，

但光图票房的行为是不理智的，随着观

众的成熟，这些作品最终会消失。 ”

融创上半年销售额298亿

同比增长26%�

� � � �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记者昨日从“融创中国（

01918.HK

）

2014

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该公司

业绩逆市增长， 合约销售额达

298.02

亿元，同

比增长

26%

；核心净利达

10.23

亿元，同比增长

21%

； 净资产负债率降至

66.7%

。 截至

6

月

30

日，融创中国持有现金达

229.8

亿元。

今年上半年， 在房地产行业整体承压的情

况下， 融创中国凭借多年来坚持的区域聚焦和

高端精品发展战略所积累的优势， 依然保持稳

健增长。 半年报显示， 融创中国上半年收入达

90.67

亿元，同比增长

6%

。 按照第三方机构发

布的统计排名，

2014

年上半年融创中国的行业

排位进一步提升至第九位。

销售业绩增长的同时， 公司盈利能力也在

同步提高。 半年报显示，上半年，融创中国取得

毛利润

20.34

亿元，同比增长

14%

；账面毛利率

增至

22.4%

。

另外， 在保证现金流安全和负债率可控的

情况下，融创中国在

2014

年谨慎拿地，共补充

土地储备约

253.75

万平方米，截至目前，融创

中国拥有土地储备总计

2298

万平方米。

值得注意的是，

2011

年至

2013

年，融创中

国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

71%

，毛利与公司拥有

人应占核心净利年复合增长率均超过

40%

。

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表示，下半年，融创

中国在密切关注公开土地市场的同时， 会继续

把握行业调整的契机，寻求并购机会，但依然会

保持谨慎。如果没有特别合适的机会，宁可持有

现金，也不获取一块纠结的土地。新土地的获取

一定是在保证现金流安全和负债率可控的前提

下进行。报告显示，下半年融创中国可售资源共

计

802

亿元，其中新推项目为

197

亿元。

深圳环球数码公司董事长金国平 资料图片

北方创业：产品订单纷至沓来，高利润产品占主导

———北方创业（600967）2014年半年报点评

虽然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整体经济

景气度不如往年，但拥有铁路车辆民品

业务及部分军品零部件业务的包头北

方创业股份公司（600967� SH）却交出

了一份业绩靓丽的半年报。1 至 6 月，公

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8.22 亿元， 同比

增长 9.6%， 占全年收入计划的 60%以

上；实现利润总额 2.51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 28.96%，公司毛利率达 2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4 亿

元，同比增长 31.95%，实现基本每股收

益 0.261 元， 比去年同期的 0.197 元增

长 32.49%；公司的管理费用率同比下降

3.05 个百分点，销售费用率同比大幅下

降 19.03 个百分点， 而因公司本部本期

存款利息收入继续增加使得财务费用

依然为负值。

可以看出，报告期内北方创业积极应

对形势变化，狠抓市场开拓、产品研发和

内部管理，通过加大推进全价值链体系化

精益管理，严格控制各项费用，努力挖潜

节约，切实降低成本，较好地完成了上半

年的目标任务。

新接订单

保障业绩快速增长

近年来，公司在铁路车辆面临刚性需

求不明朗，行业市场改革带来不确定因

素增多以及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等多

重挑战下，坚持实现年度计划目标不动

摇，把确保整体经营稳定发展作为首要

任务，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运行持续走

低给市场带来的巨大冲击，积极顺应形

势变化，调整营销策略，对市场提前做

出分析、预测，分层次、分重点进行跟

踪。在开拓国际市场和国铁车市场的同

时，盯紧购车信息来源，不断拓展企业

自备车市场渠道。通过对国家及地区重

大项目信息的收集，积极主动寻找潜在

的自备车需求企业，重点加大开拓内蒙

古地区销售力度， 积极寻找为满足煤

炭、木材、各种有色金属等进出口贸易

运输需要的铁路建设等项目需求信息，

利用有效资源加大市场运作，最大限度

实现产品销售。

中国神华下属的神华铁路在今年

1 月招标采购 1.34 万辆 C80 型敞车，

其中北方创业获得 2800 辆订单， 中标

份额达到 21.54%， 合同金额 18.34 亿

元，平均每辆单价 65.5 万元，这一中标

数量、合同金额均创出公司订单的历史

新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公司今年已

新签订外贸合同 4.87 亿元，上半年实

现出口收入 1.66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110.44%。 公司网站新闻显示北方创

业未来将大力拓展国际市场，进一步

深耕东南亚、 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市

场， 以技术升级和标准认证为手段，

突破技术壁垒，把握好未来市场的潜

在需求， 积极寻求外贸市场新突破。

伴随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着力全球

推动我国高铁技术及项目出口等的

强劲东风，预计北方创业在出口产品

领域有望继续获得突破，公司货车出

口前景更为光明。

表 1：北方创业 2014 年 1-6 月铁

路货车新接订单达 4600 辆

时间 客户 车型 合同数量 均价 合同金额 收入贡献

2014

年

5

月

中国铁路总

公司

C80E

型通用敞车

700

辆 未披露 未披露

8

月上旬已

完成交货

2014

年

3

月

7

日

北方国际

埃塞亚迪斯

-

吉布

提铁路机车项目采

购铁路货车

570

辆

49

万元

/

辆

2.8

亿元

2014

年

3

月

7

日

北方国际

埃塞亚迪斯

-

吉布

提铁路项目本地化

铁路货车

530

辆

39

万元

/

辆

2.07

亿元

10

月完成交

货

2014

年

1

月

22

日

中国神华

C80

型铝合金运煤

专用敞车

2800

辆

65.5

万元

/

辆

18.34

亿元

全 年 预 计

15.68

亿元

来源：公司公告

公司高利润率产品

销量增加

公司高利润率产品销量增加主要

得益于公司把握市场需求顺应产品结

构调整所做的前瞻性管理工作。 国内

企业自备车最大客户中国神华向北方

创业发出的 C80 型铝合金运煤专用敞

车订单从 2012 年的 800 辆增加到

2013 年的 1500 辆 ， 今年更是达到

2800 辆（每辆价格 65.5 万元）。 神华

公司未来需要更换的低端旧车还有约

20000 辆，仍将需要大量采购更大载重

的高端铁路货车， 采购金额有望继续

提升。

而拥有 40多万辆 60吨级别老旧低

端货车（如新的C60E型每辆价格也才

34万元左右）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也在不

断推动货车车辆的升级换代工作。今年 5

月下旬， 中国铁路总公司组织专家对北

方创业公司 C80E型通用敞车生产许可

进行技术评价。 公司在评价会上汇报了

C80E型通用敞车图样转化、工艺工作报

告、质量检测报告以及监督检查报告，专

家们对试制样车进行了查验， 并对公司

生产资质、质量过程保障能力、质量体系

运行情况进行了详细审查。 最终公司

“C80E型通用敞车” 、“DZ1型转向架”

顺利通过了技术评价。 此次成功使公司

成为国内首批获得 80 吨级通用货车批

量生产许可和认证的厂家。

在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出的今年首

批 5000 辆 27 吨轴重通用货车———

C80E 型通用敞车订单中， 公司一举获

得 700 辆订单，占比达 14%，在此次参

与生产的 12 家铁路货车制造企业中，

所占份额排名第 3，公司的技术研发实

力和市场营销能力得到了体现。

随着我国铁路迈入国际重载铁路

先进行列，C80 系列通用敞车将成为我

国铁路货车由 70 吨级向 80 吨级全面

升级换代的车型，预计未来更将向 100

吨级大吨位货车升级。公司已快马加鞭

全力落实 80 吨级、100 吨级新型运煤

专用敞车的研发、试验、生产，努力实现

整车轻量化和运行可靠性目标，争取国

内重载技术推广运用的主导权。

推行全价值链体系化

精益管理成效显著

今年二季度，在神华公司 C80 型

铝合金敞车交货期将至和中国铁路

总公司要求批量生产 C80E 新型货车

的双重压力面前， 公司领导高度重

视，加大前瞻性管理，合理统筹，制定

了周密可行的生产计划。 特别是 6 月

份面临 C80 和 C80E 双班制并线生

产，各部门环环有措施，一边抓生产、

保安全，一边突瓶颈、保质量，通过采

取各项有效措施确保生产任务的顺

利完成。 为了公司生产大局，全体员

工放弃节假日休息， 连续双班制生

产，C80 日产达到 24 辆，C80E 日产达

到 16 辆。

按照中国铁路总公司下达的任务

要求，这批 C80E 型车交货期限非常严

格，从小批量试生产直接转为大批量生

产， 让公司面临的生产形势较为严峻。

为了保证这批产品的生产进度和质量，

公司结合该车技术特点和质量监控重

点，充分进行系统科学策划，扎实进行

批量生产保障，面对启动批量生产出现

的各项棘手难题，潜研攻坚，在短期内，

完成了图纸转化、工艺技术准备、原材

料采购、设备工装准备、焊接人力培训、

生产布局等工作。

经过不懈努力， 从 5 月份开始，公

司不仅创造了 1 个月内即完成 C80E

试生产并通过铁路总公司技术评价投

入批生产的新记录，同时还实现了复杂

新车型首次批量生产月产在 3 个月内

迅速由 50 辆提升至 400 辆的新突破。

如果公司没有雄厚的技术储备和

全价值链体系化带来的精益管理效果，

是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艰

巨的试制及批量生产任务的。

（深圳市怀新企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