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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闪退”科创板
10月8日晚间，上交所官网显示，联想集

团（00992.HK）科创板IPO状态变更为“终
止”，这也意味着该公司冲刺“科创板红筹
CDR回A第一股”夭折。

上交所表示，因联想集团撤回发行上市
申请或者保荐人撤销保荐，根据《审核规则》
第六十七条（二），终止其发行上市审核。

值得一提的是，联想集团科创板IPO在
9月30日晚间才获得受理，期间历经十一假
期，其“上市审核”状态仅经历了10月8日一
个交易日。此前，像联想集团这种IPO“一日
游”的情况在A股还从未出现。

10月11日，港股科技股强势反弹，但联
想集团股价一度大跌超17%，当天收跌
13.39%，报7.63港元/股，最新市值918.78亿
港元。

而伴随着联想集团IPO撤单，年内的
“IPO撤单潮”再次引发外界关注。

实际上，联想集团并不是个例。据红星
资本局梳理，今年以来，在火热的科创板“上
市潮”背景下，已有46家企业终止科创板IPO
申请；创业板更甚，截至目前，累计85家企业
终止（撤回）创业板IPO申请，仅今年年内，
创业板撤单企业就达到71家。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申梦芸

沪指微跌0.01%，两市成交额差80亿元
就上万亿元，挺遗憾的。

昨日的行情就是这样，给人的整体感觉
就是差一点，一些有强迫症的朋友，看到指
数这样可能很难受。

市场热点涣散之下，其实是有一条暗线
机会的，那就是三季报业绩超预期的个股，
尤其是一些低位低估值且业绩超预期的，就
容易出现强势反弹。

从已公布的业绩预报来看，雷曼光电、
利扬芯片涨停，另外长航凤凰、美格智能、亨
通光电等涨停。一般来说，A股十月就进入到
三季报的炒作周期。业绩大涨，股价又没被
兑现的，很容易受到资金关注。

为什么要加一个股价没兑现呢？中远海
控第三季度赚了304.9亿元，昨日还是高开低
走。理由很简单，股价都已经涨了10倍，业绩
带来的股价上涨，大部分已经兑现完毕，借
利好出货常规操作罢了。

达哥统计了一下目前的159份业绩预告，
化工占比最多，达37家。电子、电力设备等行业
预增公司数量也较多。从增长原因来看，多数
与产品涨价、行业景气提升等逻辑相关。

目前业绩预告不多，统计并不全面，随
着三季报业绩预告越来越多，可以从这些公
告中精选低估、绩优、成长品种及时跟进，把
握趋势性机会。也可以通过深入研究，潜伏
业绩可能超预期增长的低估绩优品种。

昨日去各大股票交流平台逛了逛，发现
对市场感觉不好的人很多，很多人对市场抱
以乐观预期，结果又被狠狠坑了一把。

尤其是缩量，很多人都说没有量不行，
其实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不是有
句老话吗？“只有海水退潮以后，才知道谁在
裸泳”。反过来，量缩得很厉害的时候，更适
合你去观察谁在放量。 （张道达）

10月9日，在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渤海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李
伏安介绍了渤海银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
质量发展，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普惠金
融的有关情况。

全面强化国有企业党的政治功能

李伏安表示，渤海银行将“党的建设”和
“党是领导一切的”写进公司章程，坚持“双
向进入、交叉任职”，积极构建“1+3”权责机
制体系，切实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
设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统一，确保总行党委在
公司治理的领导作用更加突出。全行4857名
党员坚定持续地打造“有信仰的银行”。

在高质量党建的引领下，当前渤海银行
实现了“规模、效益、质量”的协同稳健发展。
2021年中期业绩显示，渤海银行资产总额达
人民币1.56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1.97%；截
至2021年6月末，盈利能力稳中有升，归母净
利润人民币53.45亿元，同比增长5.90%。

打造以金融科技为首的“七大新基建”工程

作为我国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排头兵，
渤海银行打造以金融科技为首的“七大新基
建”工程，构建以技术与数据双轮驱动的金融
科技能力，掌握API、SDK等核心技术，并综
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打破了银行服
务门槛和壁垒，拓宽生态边界。今年以来，渤
海银行积极探索数智银行、企业财资服务、
财务数智化、小微企业云服务、产业金融科
技创新等，并逐步扩大产业互联网生态圈。

渤海银行将按照“十四五”规划的蓝图
稳扎稳打，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打造新的竞
争优势，向着“最佳体验的现代财资管家”的
战略愿景不断迈进。 （吕波）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市场热点涣散之下
有一条暗线机会

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渤海银行资产

总额突破1.56万亿

受众很普遍

1966年诞生于日本的奥特
曼，至今已经衍生了55个系列，
组成了庞大的奥特曼宇宙。历
史上第一部关于奥特曼的影视
作品叫《奥特Q》，是日本首部以
怪兽作为主角的特摄连续剧。
虽然在日本有较为悠久的历
史，但直到1993年，上海东方电
视台才引进播出《宇宙英雄奥
特曼》，奥特曼系列正式进入中
国市场。到2021年4月份，B站引
进中配版《迪迦奥特曼》，把“奥
特热”再度拉回顶峰。有研究人
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和
日本其它动漫主角相比，奥特
曼似乎受到了不同年龄阶段人
群的喜爱，上至70、80后，下至
三四岁的小孩。

卡片值得收藏

记者在成都不少小学附近
的文具店看到，店内各种奥特
曼卡片往往都被放置在最显眼
的位置，价格从一包几元到几
十元不等。店内卖得最好的则
是10元～20元一套的卡片，都
是同样的包装，以盲盒的形式
开封。据店内老板介绍，奥特曼
卡片是以类似盲盒的形式售
卖，根据售价不同，一包分为
8～16张，售价越贵的越能抽到

“好卡”。
在获得奥特曼正版授权的

卡片品牌卡游的淘宝旗舰店
内，最贵的纪念礼盒达到了338
元，销量1000+。事实上，除了
中小学生，也有不少成年人热
衷于收藏奥特曼卡片。记者在
各大社交平台看到，不少收藏
者展示各种稀有的奥特曼卡
片。据了解，根据卡的制作工
艺、发售数量、人物技能等，奥
特曼的卡片分为R、SR、SSR、
UR等等不同类型和级别，R卡
全称为 Rare（稀有），SR全称
是 Super Rare（超稀有），SSR

英 文 全 称 为 Super Secret
Rare（超绝稀有）等等，稀有程
度依次递增。在一些二手交易
平台上，一张奥特曼的稀有卡
能卖到上百元，一些限量版的
套装则从发售价的1000元左右
炒到两三千元。

玩具颇受喜欢

在购物网站上，奥特曼的
玩具也颇受孩子们喜欢。一个
15厘米高可动的奥特曼，售价
在60～300元不等，一个奥特曼
的变身套装、武器，价格则在几
十到几百不等。2020年，天猫评
选奥特曼为“2020年度时尚人
物”。淘宝数据显示，2020年人
气排行前10的产品列表，奥特
曼系列就位列其中。

舞台剧门票值钱

除了玩具，奥特曼在中国
另一个重要衍生品就是舞台
剧。2020年初，舞台剧《奥特曼
宇宙之光》首次在中国多个城
市开启巡演，最低80元，最高
580元的门票可谓一票难求。记
者在购票网站看到，仅今年到
明年，奥特曼系列舞台剧就有

《奥特曼宇宙之光》《奥特曼传
奇之英雄归来》《父与子》《奥特
英雄银河格斗——粉碎阴谋》
在多个城市上演。10月9日在宿
迁举行的《奥特曼传奇之英雄
归来》，其最贵的580元和480元
的门票已经提前售罄。

虽然国内公司通过IP授
权、衍生品的收入无法统计，但
奥特曼的版权方、日本著名娱
乐公司万代曾披露，其2021财
年（2020年4月1日～2021年3月
31日），通过奥特曼IP获得的总
收入达到86亿日元，其中日本
国内的周边衍生产品贩卖收入
为49亿日元。万代预计2022财
年（2021年4月1日～2022年3月
31日）的奥特曼IP收入将达到
95亿日元。

新创华：
每年版权营收上亿元
奥特曼占比超过一半

深受小学生喜欢的奥特曼
卡片、舞台剧巡回演出、“奥特
曼系列55周年专题纪念展”，还
有奥特曼IP联名手机……都能
看到同一家公司的身影——上
海新创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新创华）。

据其官网介绍，新创华自
称是中国动漫IP授权行业的领
跑者。目前代理的IP除了“宇宙
英雄奥特曼系列”，还有“机动
奥特曼”“名侦探柯南”“初音未
来”“金甲战士”等诸多著名动
漫IP。据南方周末报道，通过这
些IP，新创华每年营收上亿元，
其中奥特曼是第一大营收来
源，占比超过一半。

公开信息显示，2002年4
月，上海世纪华创文化形象管
理有限公司（下称SCLA）正式
成立，并于2004年成为《迪迦奥
特曼》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版权
全权总代理。到2008年时，它已
拿下《迪迦奥特曼》《戴拿奥特
曼》《盖亚奥特曼》等共计16部
奥特曼系列作品在中国大陆地
区的独家版权。

拿到版权后，SCLA便在奥
特曼版权授权、周边开发的道
路上一路狂奔，商业化成绩可
圈可点。据媒体报道，过去多年
里，SCLA在音像制品、图书、服
装鞋帽、文具、玩具、食品饮料、
生活用品、运动器具、照片彩印
等授权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商
业成绩，其授权的产品超2000
余种，其中仅《迪迦奥特曼》就
累计实现图书、音像制品销售
3000万余册（套）。

据新创华官网披露，2014
年9月，SCLA在上海自贸区成
立新创华。天眼查显示，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孙剑，也是新创华
的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95%。
虽然新创华对外的名字里依然
有SCLA，但SCLA代表的世纪华
创与新创华似乎并无股权关

系，且已于2018年注销。
目前，从新创华官网看，其

形成了8大授权体系，包括商品
化授权、代言和促销授权、出版
授权、空间授权、影视合作、展
会和活动授权、游戏授权、线上
增值授权等。据业内人士透露，
新创华的生意中，版权是核心，
实际就是一家做版权的代理公
司：从日本的版权方买版权，再
在中国国内授权出去。据记者
不完全统计发现，新创华仅在
奥特曼的IP授权上，就涵盖了图
书、广播剧、服装、玩具、见面
会、数码产品、食品饮料等方方
面面。为了打击低价的盗版，新
创华还授权灵动创想生产针对
零售价百元以下的中低端奥特
曼系列玩具。

卡游：
奥特曼卡牌的绝对巨头
要成为下一个泡泡玛特？

奥特曼的衍生品众多，其
中，奥特曼卡片是一个看起来
不起眼却暴利的生意。

浙江卡游，是拿到新创华
正版授权生产奥特曼卡片的公
司。天眼查资料显示，卡游动漫
成立于2019年8月7日，注册资
本2亿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奇
斌，也是该公司最大股东，持股
87%。据天眼查显示，卡游在奥
特曼卡牌领域是绝对的巨头，
占卡牌市场90%以上的份额。记
者也注意到，不管是线上还是
线下，奥特曼的卡片生产商中，
全都被卡游占据。

多名奥特曼卡片玩家告诉
记者，奥特曼卡片类似于盲盒，
价格不同，工艺也有不同。价格
越高的“盲盒”，越能抽到星星
越多、数值越高的卡片，而这一
类卡片也更具有收藏价值。

虽然卡游的奥特曼卡片封
面，印有“热爱学习合理消费”，
但事实上，在网络以“奥特曼卡
片”为关键词，还是会搜索到不
少小学生偷拿家里的钱购买卡
片的新闻。

不久前，低调的卡游拿到
了红杉资本的600万投资，有接
近双方的投资人称，红杉这次
对卡游的估值在10亿美金级
别，有望将卡游打造成下一个
泡泡玛特。营收方面，卡游从未
对外公开过，但在不少投资人
看来，卡游堪称“卡片版的泡泡
玛特”，有消息称去年其营收或
达30亿元，净利润高达15亿元。

华立科技：
融合激战动漫卡通设备
配套卡片一年卖了4000多万

另一家依靠奥特曼卡片为
市场所熟知的华立科技，创立
已经有11年历史了。它主要从
事游戏游艺设备的设计、研发、
生产、销售和运营，虽然外界关
注不多，但已是国内商用游戏
游艺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

业内人士认为，华立科技
最大的卖点跟奥特曼有关。
2018年开始，华立科技推出奥
特曼融合激战动漫卡通设备。
之后，配合设备使用的奥特曼
形 象 卡 片 销 量 快 速 增 长 。
2018-2019年分别以1181.35万
元和3990.57万元的收入居于所
有卡片之首，2020年还进一步
增长至4168.02万元，贡献了动
漫IP衍生产品超六成的收入。

2021年6月17日，华立科技
上市，首日收盘价61.50元，涨幅
达到333.1%。截至10月8日收盘，
股价为52.39元，市值45.47亿。

记者注意到，在成都不少
电玩城内都有华立科技的奥特
曼游戏设备，一般投币18个，价
格从9-18元不等，就可以获得
一张随机的奥特曼卡片，再将
该卡片插入游戏设备内，就可
以操作相应的人物战斗，颇受
小孩子喜欢。

游艺厅相关人士告诉记
者，华立科技主要向日本万代
公司采购奥特曼卡片，然后向
国内游艺厅门店投放可售卖卡
牌的设备，消费者在设备上购
买卡牌，门店赚取价差。

1.盗版行为
版权方持续打假

记者注意到，不少盗版商家
也看中了奥特曼的吸金能力，市
面上出现了不少奥特曼的山寨玩
具，冠以咸蛋超人、百变超人为名
销售，售价几元一个，仅为正版售
价的十分之一。今年9月，上海警
方就曾通报，破获了一起通过内
外勾结获取数据、购买正品拆解
开模，一条龙制售假冒奥特曼模
型的犯罪团伙，查获各类玩具成
品5000余套，案值400余万元。

有意思的是，奥特曼国内版
权总代理新创华这些年就持续
在打假。据新创华发布的打假数
据，仅2020年，他们共投诉侵权
商品链接20951条，依法查处造

假工厂84家，抓获犯罪嫌疑人75
名，销毁侵权产品3.8万吨，涉案
金额累计2579万元。新创华不仅
对盗版奥特曼零容忍，对他们认
为有辱奥特曼形象的行为也坚
决起诉。天眼查资料显示，新创
华的法律诉讼案由统计中，排在
第一的就是侵害作品信息网络
传播权。去年年底，新创华曾将
一批以奥特曼为拍摄主角的自
媒体告上法庭，称其发布的视频
靠“奥特曼”博眼球、蹭流量，严
重损害了“奥特曼”系列的形象
以及作品的声誉。

2.当IP被过度消耗
奥特曼的吸金能力会下降吗？

值得一提的是，多位业内人
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不管

是在奥特曼的故乡日本，还是在
中国，奥特曼影视剧的影响都在
日渐式微。2021年最新推出的

《特利迦奥特曼》，在豆瓣上的评
分仅为5.4分，为所有奥特曼系列
的最低分。有日本观众表示，这
些年奥特曼的剧情实在没有太
多进步，套路式的故事实在是太
无聊了。

虽然剧集影响越来越弱，但
在资本的世界里，奥特曼早已成
为那一道耀眼的光。不过需要警
惕的是，一个优秀的IP，必须建立
在一部又一部优秀作品的基础之
上，否则就是对IP的过度消耗。

那么奥特曼系列未来还会
上演怎样的故事，会呈现什么样
的光？或许，还需拭目以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奥特曼“打工”

A

谁在
挣钱

一年仅卡片就卖出4000万元

“打工人”奥特曼 价值在哪里？
奥特曼这一奥特曼这一IPIP开发异常成功开发异常成功，，除了广受小学生除了广受小学生

喜欢的卡片喜欢的卡片、、玩具等衍生品外玩具等衍生品外，，还有服饰还有服饰、、系列漫画系列漫画、、
游戏游戏、、舞台剧舞台剧、、小说小说、、广播剧等不同载体的周边商品广播剧等不同载体的周边商品。。

B
在它最大的海外市场 奥特曼为谁“打工”？

奥特曼的吸金能力如此之强奥特曼的吸金能力如此之强，，那在中国国内那在中国国内，，又主要以什又主要以什
么形式盈利么形式盈利，，又是哪些公司和资本在关注奥特曼这一又是哪些公司和资本在关注奥特曼这一IPIP？？

“打工”的奥特曼还会面临什么？

作为1966年诞生于日本的
奥特曼，至今已经衍生了55个系
列，组成了庞大的奥特曼宇宙。

作为超级IP，“相信有光”的
奥特曼让其版权拥有方、日本著
名娱乐公司万代在2021财年获
得的总收入达到86亿日元，预计
2022财年将增至95亿日元。数
据显示，奥特曼在中国颇受欢
迎，是万代最大的海外市场，贡
献了大部分的收入。

在中国说到奥特曼，就不得
不提新创华、浙江卡游和华立科
技。前者是奥特曼在国内的版权
总代理；浙江卡游虽是一家生产
卡牌的公司，却通过销售奥特曼
系列卡片收入颇丰，不久前获得
红杉资本600万融资。据业内人
士估计，卡游估值在10亿美金级
别，有望成为下一个泡泡玛特。华
立科技本是制作游艺设备的公
司，却凭借奥特曼卡片和游艺机
的结合大赚，并于今年6月上市，
据其披露，2020年光奥特曼卡
片就卖出了4168.02万人民币，
毛利率高达30%。

一个已诞生55年的影视
IP，依然搅动着资本的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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