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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平台取消超前點播
觀眾拍手稱快 分析指利發展
虧，根據財報，愛奇藝去年虧損達 70 億元，今年中
報虧損雖有所收窄，依然達到 26 億元。隨着用戶規
模見頂，會員增長乏力，視頻平台把扭虧的希望寄
託於 「深耕存量用戶」，從去年 11 月到今年 4 月，
愛奇藝、騰訊視頻先後將多年未變動的會員價格進
行了大幅提價，同時各種收費套路也越來越多，其
中付費超前點播一度被視為平台的盈利利器。

超前點播
涉嫌重複收費

【香港商報訊】三大視頻平
台愛奇藝、優酷、騰訊視頻 4
日下午相繼宣布取消超前點播
服務，並停止超前點播內容更
新，愛奇藝還宣布同時取消會
員可見的內容宣傳帖片。三平
台均在聲明中表示，希望用戶
能獲得更好體驗。相關消息一
出隨即引發關注，不少消費者
紛紛在網絡平台留言，對此表
示歡迎。

廣告
不堪其擾

VIP
會員

超前點播被視為盈利利器
所謂劇集超前點播，指的是某些在線視頻網站，專
門針對 VIP 會員推出的一項付費服務。VIP 用戶需另
支付額外費用，提前解鎖未播劇集。對於用戶來說，
願意多花點錢，便可提早多看幾集；對於視頻網站企
業來說，可得到更多收入，加速變現。
但超前點播自誕生以來一直存在爭議。早在 2019 年
底，影視劇《慶餘年》在愛奇藝和騰訊視頻平台上熱

自動續費
套路深
隨意
更改協議

某些視頻平台

播。和劇情一起引發熱議的，還有兩家視頻網站推出
的超前點播服務，即 VIP 用戶可用 3 元/集的價格點播
新集，或多付 50 元始終多看 6 集。當時即有網友指責
視頻平台 「竭澤而漁」 「吃相難看」，其後，吳聲
威、林健兩位律師分別將愛奇藝和騰訊視頻告上法
庭。
視頻平台熱衷於超前點播模式的背後，是虧損高企
的壓力。愛奇藝、騰訊視頻、優酷三大視頻平台均處
於常年持續虧損狀態。比如愛奇藝成立 11 年仍未扭

中消協曾批視頻平台套路多
根據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監管中心發布的一份報告
顯示，2020 年 1 月至 8 月，近六成首播電視劇和近三
成重點網絡劇提供超前點播服務。
2021 年 9 月 9 日，中國消費者協會發表觀點稱：視
頻平台 VIP 服務應依法合規、質價相符。視頻平台貼
合用戶需求，提供 VIP 會員服務，應當尊重廣大消費
者；超前點播重自願，逐集限制要取消，廣告特權
應保障，計費規則要公平。
對於愛奇藝、優酷、騰訊視頻的最新舉措，消費
者多數 「樂見其成」，認為此舉可讓 「會員」發揮
其應有的作用，從此可以更快樂地 「
追劇」。
有分析指，取消點播是個可謂正確的選擇，《消費
者權益保護法》明確規定， 「消費者享有公平交易的
權利」。對於網絡平台來說，超前點播榨乾了視頻產
品的 「最後一滴油水」，卻也薅光了眾多用戶的 「最
後一根羊毛」。取消超前點播，實現了平台與公眾的
良性互動，也更容易得到用戶的理解與支持。雖然會
影響部分收入，但收獲的卻是消費者的更多好感度，
有利於行業的長遠發展。

中船獲卡塔爾 LNG 百船項目首批訂單
【香港商報訊】卡塔爾石油公司當地時間 3 日宣
布，已從中國船舶集團旗下滬東中華造船（集團）有
限公司訂購了 4 艘新的液化天然氣（LNG）運輸船。
作為國家石油公司的卡塔爾石油公司稱，這是該國大
規模 LNG 造船計劃的第一批訂單，也是中國造船企
業首次斬獲卡塔爾的 LNG 船訂單。
根據卡塔爾石油公司透露，上述 4 艘 LNG 運輸船訂
單價值約合近 50 億元人民幣。據悉，這是去年 4 月中
國船舶集團與卡塔爾石油公司聯合簽署的 「中國船舶
—卡塔爾石油液化天然氣船建造項目」協議 200 億元

超級大單中的一部分，標誌着在卡塔爾 「百船計劃」
第一批官宣落地的新船訂單中，中國船企拔得頭籌。
LNG 船是世界上最難建造的超級貨船，被譽為世界
造船業三顆 「皇冠上的明珠」之一。2019 年初，卡塔
爾石油公司對外宣布建造 100 艘 LNG 船的宏大計劃
後，立刻引發國際造船界高度關注，來自中日韓等國
的船企紛紛摩拳擦掌，全力以赴參與競爭。
在這場全球造船業的巔峰對決中，中國船舶集團所
屬的滬東中華是唯一 「逐鹿中東」的中國造船企業。
2020 年 4 月，卡塔爾石油公司率先與中國船舶集團簽

訂了 200 億元 LNG 船建造項目協議，這成為中國船企
迄今為止簽訂的金額最大的新造船協議。
中國製造 LNG 運輸船加速 「出海」的潛在優勢在
於中國液化天然氣消費市場的快速增長。市場預計，
2021 年中國的 LNG 進口量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最
大的 LNG 進口國。與對手相比，卡塔爾的液化天然
氣行業在生產成本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優勢。就在 9 月
29 日，中國海油集團與卡塔爾石油公司通過視頻新簽
署 了 為 期 15 年 、 350 萬 噸/年 的 長 期 液 化 天 然 氣
（LNG）購銷協議。

9 月重點城市土地
流拍率升至 27%

空軍首批三代機飛行學員駕殲-10 首飛
【香港商報訊】空軍首批三代機飛行學員日前在
空軍石家莊飛行學院某旅機場，駕駛首批列裝空軍
院校的殲-10 戰機飛上藍天。這標誌着空軍探索優
化殲擊機飛行員成長鏈路，構建全新飛行人才培養
體系邁出關鍵一步。
殲-10 戰機為中國自主研製的第三代殲擊機，是
空軍戰略轉型進程中大規模列裝作戰部隊的主力機
型之一。2020 年，空軍石家莊飛
行學院受領 「三代機進院

校」教學改革任務，殲-10 戰機列裝部隊院校。
去年，首批三代機飛行學員結束基礎理論和初教
機階段 3 年的學業，跨過中級訓練階段，到該院完
成直上某新型高教機訓練。 「這批學員需要再用 1
年時間完成殲-10 戰機改裝。」學院相關負責人
說，這種第三代殲擊機飛行人才培養模式，有利於
縮短飛行員成才周期，實現院校與部隊無縫銜接，
加速新質戰鬥力的孵化和生成。

【香港商報訊】克而瑞地產研究中心 4 日發布的報
告顯示，2021 年以來，土地市場迎來了重點 22 城
「集中供地」新政，市場熱度從上半年高熱轉向三季
度 「量價齊跌」，在第二輪集中供地新規之下，溢價
率呈現出下行趨勢，尤其是 9 月溢價率降至 3.9%的歷
史低位，流拍率較首輪集中土拍明顯上升。
自今年下半年以來，房地產行業資金環境明顯收
緊，同時 7 月末以來以 22 個集中供地城市為代表的重
點城市紛紛調整了供地規則，尤其加強了對房企購地
資金和競拍資格的審查。
在此影響下，第三季度房企拿地積極性明顯受挫，
福州、成都、天津、濟南、青島等多個集中拍地的城
市均有多宗土地遭遇中止出讓，金華、嘉興等熱點城
市的集中土拍也遇冷，導致第三季度土地流拍現象顯
著增多，9 月重點城市的土地流拍率已飆升至 27%。
而 7 月、8 月、9 月三個月的流拍率均明顯高於 2020
年同期水平，特別是二輪集中拍地的高峰期 9 月份，
流拍率同比上升了 17 個百分點。克而瑞預計，接下
來在熱點城市市場調控易緊難鬆、房企資金鏈緊張的
影響下，重點城市的流拍率預計還將延續高位運行。

睇好內地廣闊發展空間

港青何珊搶灘灣區新消費市場
【 香 港 商 報
訊】記者胡嘯原
報道：作為中國
經濟內循環與外
循環的對接區，
粵港澳大灣區在
構建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潛
藏的 「世界級消費市場」亟待開拓。抓住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歷史機遇，洋蔥集團積極搶灘新消費市場，從
做跨境貿易成長為全球品牌管理公司，讓 「洋蔥出
品」成為 「潮流」和 「前衛」的文化和代名詞。這一
發展戰略背後的關鍵角色是洋蔥集團合夥人兼執行董
事——何珊（右圖）。

豐富職業體驗練就宏觀視角
來自香港的何珊，隨父母到廣東生活。2007 年，在
出國、返港和留在內地三個選擇中，她選擇了留在內
地，在暨南大學攻讀國際金融與審計管理雙學位。
從內地到香港，從銀行、證券到保險業，在校期
間，何珊將未來可能面對的職業全都試了一遍。在香
港實習期間，按照當時的業績年薪可達到百萬元。
相較於留在香港，何珊更看好內地市場廣闊的發展
空間。出於對全球經濟未來十年的前瞻性研判和好
奇，何珊回憶，很幸運人生的第一份職業便是與全球
海內外資本市場打交道，讓她得以在很短時間內便成
為某跨國上市集團的投資者關係總監。

而在企業運營的同一視角容易形成固定的慣性思
維，於是何珊轉戰投行擔任執行董事，聚焦消費類和
TMT（電信、媒體和科技），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待行
業走勢和企業發展。

以「最強外援」投身初創公司
2016 年，年僅 20 多歲的何珊結識了正在為剛剛創辦
的洋蔥集團跨境業務尋求融資的集團創始人李淙。當
時的業態環境比較浮躁，但洋蔥仍堅持對底層業務不
斷推敲，布局上下游來打造商業生態，這種情懷打動
了何珊。於是，作為 「
最強外援」正式投身洋蔥。
得益於過去的經驗積累和縱深思考，何珊敏銳地察
覺到，若想實現集團的轉型升級，具備釋放品牌組合
生態、組合搭建渠道矩陣的洋蔥，需要不斷開闢新的
業務形態實現裂變增長。這一觀點，與李淙的想法不
謀而合。
隨着 「打造品牌管理集團」新戰略的推出，洋蔥的
業務形態從量變到質變，達到每年 100%的高增速。
2021 年 5 月 7 日， 「品質生活品牌平台第一股」洋蔥
集團正式在美國紐交所上市。

冀為灣區青年提供更好服務
何珊認為，新時代女性意味着要承擔複合多元的社
會責任。雖然在事業上是 「女強人」的形象，但在生
活中，何珊很關注給家人高質量的陪伴。 「我是一個
天然睡覺比較少的人。花時間陪女兒玩樂的同時，也

會有生活中一點儀式感的堅持，比如每一個重要的節
日，會和長輩們相聚。」何珊說。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背景下，跨境電商面臨着新一
輪發展機遇。 「大灣區聚集了一批有志於創造一番中
國事業的青年企業家和青年消費群體，而我們目前所
在的新消費、新零售行業在灣區、全國乃至全球都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何珊表示，希望為灣區青年乃至
全球青年提供更好的消費服務，為大灣區發展做出更
多貢獻。

http://www.hkc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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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批美國務院言論
搞「台獨」是死路一條
【香港商報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4 日就美
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發表涉台聲明答記者問時強
調，台灣是中國的台灣，輪不到美國說三道四。美
方應糾正錯誤，停止為 「台獨」分裂勢力撐腰打
氣，以實際行動維護而不是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有記者提問，10 月 3 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發表聲明稱，美方對中方在台灣附近軍事挑釁活動
深表關切，此舉易引發誤判，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敦促中方停止對台施壓與脅迫。美將依據美中三個
聯合公報及 「與台灣關係法」 「對台六項保證」維
持對台承諾，支持台加強自衛能力。中方對此有何
評論？
「台灣是中國的台灣，輪不到美國說三道四。」
華春瑩表示，美方有關言論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對外發出極為錯誤和不
負責任的信號。她說，一段時間來，美方在售台武
器、加強美台官方軍事聯繫等方面消極動作不斷，
包括出台 7.5 億美元售台武器計劃，美軍機降落台
島，軍艦頻頻過航台灣海峽等。這些挑釁行動損害
中美關係，破壞地區和平穩定，中方堅決反對並採
取必要應對措施。
華春瑩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
礎。在台灣問題上，美方應該遵守的是一個中國原
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而不是自己單方面炮
製的什麼東西。
華春瑩強調，搞 「台獨」是死路一條。中方將採
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粉碎任何 「台獨」圖謀。中
方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與意志堅定不
移。
華春瑩指出，美方應糾正錯誤，切實恪守一個中
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慎重妥善處理涉
台問題，停止為 「台獨」分裂勢力撐腰打氣，以實
際行動維護而不是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新疆霍爾果斯
首輪核檢全陰
【香港商報訊】4 日，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霍爾
果斯市衛健委主任王書江通報，當地發現 2 例新冠肺
炎無症狀感染者後，迅速啟動全市全域全員核酸檢測，
全市應檢38376 人，截至4 日 10 時結果已出，全部為陰
性。目前，霍爾果斯市第二輪核酸檢測已經展開。
3 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揮部通報，霍爾果斯市在每三天一次的常規核酸檢測
中，發現 2 人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經專家
診斷均為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

兩名無症狀感染者係母女
霍爾果斯市副市長李俊毅表示，3 日經專家診斷的
兩名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係母女，其中母親曾於 9
月 19 日從成都乘機在蘭州機場轉機至伊寧機場。14
天內兩人無中高風險地區旅居史，無任何確診病例、
無症狀感染者、疑似病例接觸史，無醫院就診或探視
病人經歷，也無明確進口冷鏈物品接觸經歷。今後需
要進一步通過流行病學溯源調查和病毒基因測序來判
斷此次病例可能的傳染來源。
王書江表示，霍爾果斯市此次發現新冠肺炎無症狀
感染者後，霍爾果斯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立即啟動
應急預案，迅速開展流調排查、核酸檢測和隔離管控
等工作，盡最大努力把疫情控制在最小區域，全力阻
斷疫情傳播蔓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揮部和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揮部第一時間派出專家組赴霍爾果斯市指導防
控工作。目前排查出的密切接觸者和密切接觸者的密
切接觸者，已全部落實隔離醫學觀察措施，並對其活
動過的場所進行全面消毒和封閉管理。
另據報道，目前按照相關要求，在伊犁州旅遊的遊
客暫時無法離開伊犁，當地正為遊客進行安置。國家
衞健委 4 日已派出工作組赴伊犁指導疫情處置工作。

徽派古建將成
黃山獨特 IP
【香港商報訊】記者吳敏報道：近日，在中國（黃
山）首屆徽派古建產業發展大會媒體見面會上，黃山
市委書記凌雲表示，如今大量徽派古建築被列為各級
重點文保單位，西遞、宏村古村落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保護名錄，徽州傳統建築營造技藝被列入聯合國人類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徽派建築已成為讀懂鄉
土中國、鄉愁中國的 「
終極密碼」。
在凌雲看來，徽派古建是徽州文化的重要載體，是
中華傳統建築文化的典型代表，集徽州山川之靈氣、
融風俗文化之精華，聚合歷史、文化、經濟、美學等
多重價值，讓鄉愁鄉音可觸可聞、鄉戀鄉情可依可
寄。
黃山市現有 2 處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國家級文物保
護單位 49 處，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名街、名鎮、名
村 22 處，中國傳統村落 271 個、居全國地級市第二。
一幢徽派古建就是一段徽州歷史。在黃山市徽州區
潛口鎮坤沙村，幾乎家家戶戶出匠人，300 多名匠人
為繼承和弘揚徽派建築工藝做出了貢獻，全市上萬名
堅守初心匠心的徽州工匠，托舉着徽派建築更加精彩
的明天。 「我們堅持弘揚徽匠精神，講好古建故事，
全力支持市內院校開設相關專科，舉辦徽派古建技能
大賽，健全古建行業協會，搭建古建交流平台，以源
源不斷的徽州工匠開創欣欣向榮的古建產業。」凌雲
說。
在黃山市，古建與文旅完美融合，諸如休寧祖源
「夢鄉村」、黟縣宏村塔川書院等，依託雕樑畫棟、
古樸淡雅的徽派古建打造特色民宿。如今，全市民宿
客棧發展到 2500 多家、年經營收入 20 億元。
凌雲介紹，黃山市充分挖掘徽派古建美學價值，豐
富特色文化旅遊、現代服務業等產業，以創意發展非
遺傳承、研學營地、攝影寫生等新興業態，開發推出
體現徽派古建元素的爆款伴手禮，讓煙雨徽州、田園
徽州、村落徽州成為黃山的獨特 IP，成為人人嚮往、
為之傾心的詩和遠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