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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2月20日电（记者 孟
盈如）随着智能手机移动端的普及，网
络游戏开始摆脱端游和页游的束缚，向
手游方向发展。泛娱乐基础数据服务
提供商Dataeye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
中国移动游戏市场规模 819亿元，首次
超过端游的583亿。

端游势弱、手游崛起的背后是技术
革新和用户习惯的快速转变。随着智
能手机终端的普及和WIFI 技术、4G网
络的发展，用户花费在手游上的时间越
来越长。手游产品在体验上越来越能
满足重度玩家的需求。

网络游戏按照游戏终端不同主要

分为三类，即客户端游戏（端游）、网页
游戏（页游）以及移动端游戏（手游）。
2005年开始，网游进入快速增长期。

从端游转投手游的资深玩家郝先
生说：“端游的话，对时间和地点要求比
较强，而手游随时随地可以玩，自从工
作后就没有那么多固定空闲的时间了，
所以我就转投手游的怀抱了。”

同时，智能手机功能的发展可以支
持在移动端执行越来越复杂的任务，而
移动端社交软件等应用的发展也在增
强移动端上的用户粘性。

手游对细分玩家的发掘，也是其占
领市场的秘诀之一。人数多、游戏时间

长、付费意愿高，二次元群体成为优质
的手游客户。

根据艾瑞咨询《2015中国二次元用
户报告》数据，目前在中国大约有 9280
万二次元爱好者，而泛二次元用户则达
到了 2.19亿。二次元人群多数处于校
园阶段，相比工作人士有更多的空闲时
间，投入手游的时间更长。

中银证券相关研究人员表示，二次
元群体对于喜欢的游戏的付费意愿更
高，并且随着二次元群体年龄增长，在
经济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可投入游戏
的资金会逐步增加，这也是手游斩获佳
绩的原因之一。

新华社杭州2月20日电（记者 张璇
张遥）记者 20日从阿里巴巴集团获悉，阿
里巴巴正式宣布与百联股份进行战略合
作，主要围绕新型零售业务。据悉，此次合
作暂不涉及资本层面。

据介绍，阿里巴巴与百联集团将通过
整合线下店面、商品资源、物流能力、互联
网技术支付工具、消费者数据等方面展开
全方位合作，合作关系涉及店面升级，以及
合并客户的实时订单，双方将结合利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共同建设新的零
售模式，旨在为消费者提供全时段、多场景
的新消费体验。

“零售业正在从价格型消费向价值类
消费、体验式消费、个性化消费转变，商业
零售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百联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叶永明说，百联创新求变以
适应消费变化的趋势。在他看来，新零售
不仅仅是线上线下的融合，更需要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驱动。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说：“新
零售驱动下会引发零售业的前端改革，带
来商业变化。阿里与百联的联手是线上和
线下、技术和实体、传统和创新、现在和未
来的合作，打造‘混合经济体’、新零售经济
体。”在他看来，技术普惠化才是商业的未
来。

百联集团是上海国资委全资拥有的大
型零售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拥有网点 4700
余家，遍布 200多个城市。阿里巴巴已是
全球最大的在线市场，2016年平台销售总
额完成了3.7万亿元的交易额。

新华社上海2月20日电（记者 潘清）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温和反弹。上证综指
盘中 3200点失而复得，并创下年内新高，
收盘与深证成指同步录得1%以上的涨幅。

当日，上证综指以3198.96点的全天最
低点小幅低开，此后开始震荡上行，尾盘摸
高 3241.46点的年内新高后，以 3239.96点
报收，较前一交易日涨 37.89 点，涨幅为
1.18%。

深证成指当日收报10329点，涨131.08
点，涨幅为1.29%。

创业板指数表现稍弱，涨 0.64%后以
1894.96点报收。

股指上涨的同时，沪深两市超过 2100
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 ST个股和未股
改股，两市近50只个股涨停。

行业板块全线收涨，酿酒造酒、家电、
汽车、建材板块涨幅超过 2%。日用品、服
装纺织、汽配等板块涨势相对较弱。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2503亿元和 2485
亿元，总量与前一交易日接近。

沪 深 B 指 同 步 反 弹 。 上 证 B 指 涨
1.06%至 347.62 点，深证 B 指涨 0.92%至
1133.90点。

A股温和走高

沪指创下年内新高

阿里巴巴宣布与百联集团合作

打造“新零售”经济体

智能手机改写网游格局 手游规模达800多亿

元宵节后，气温稳步回升，但对于
成千上万的菜农菜贩来说，寒冬似乎刚
刚开始。

蔬菜生意今年很难做
“做了 20 多年蔬菜生意，今年最

惨！春节后这些天我赔了四五十万
元。”2月13日凌晨，在北京新发地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惠农门内，批销商冀广成
一边张罗着卸车一边向记者倒苦水。

冀广成的老家云南保山，是全国冬
菜主产区之一。他租了两辆 25吨的货
车，从家乡收购豆角运到北京销售。地
头每斤收购价0.8元，每趟车运费3.5万
元，加上其他开支，成本价达到每斤1.9
元，谁知新发地市场价每斤仅1.1元。

不单是豆角，其他蔬菜同样价格跳
水。据来自东北的圆茄批发商姚凤仪
讲，去年同期圆茄 4元一斤供不应求，
现在1.5元一斤还卖不动。

“2月 10日，新发地市场蔬菜每斤
加权平均价是 1.20 元，比 2 月 3 日的
1.36元下降 12%，比去年同期的 1.78元
下降 32%，周环比下降明显，年同比大
幅下降。”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统
计部经理刘通说，其中，豆角周环比跌
25%，年同比跌 57%；尖椒周环比跌
31%，年同比跌 40%；西红柿周环比跌
31%，年同比跌41%。

北京菜价低迷，全国情况怎样呢？
农业部蔬菜市场监测预警首席专家孔
繁涛说，自去年入冬，全国蔬菜价格就
低于往年同期。正月蔬菜价格延续节
前跌势。监测数据显示，腊月里 28种
重点蔬菜总体批发均价每斤2.25元，比
上年同期跌 6%。初一到元宵节前，均
价累计跌12%。

菜价走低，批销商赔钱，只能向菜
农压价。豆角每斤 0.8元的收购价，在
冀广成看来实在不能再压了，因为在他
家乡雇人采摘，每斤也要八九角工钱。

因为销售难，经销商甚至不敢收
货。“这几天即使1.1元也没人收了。”海
南乐东县佛罗镇新坡村农民经纪人黄
泽海对记者说，尖椒去年同期每斤地头
收购价 7元，今年才 1.1元，菜农每亩要
亏两三千元。

供过于求是价低主因
菜价有涨就有落，这很正常，但近

期菜价低迷至此，又不正常。有专家指
出，蔬菜市场供过于求是主要原因。

正月里，上市蔬菜大多来自南方基
地县和设施蔬菜北方主产县。去冬以
来，我国大部分地区较常年偏暖，北方
尤为明显，多地气温创历史同期最高纪
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蔬菜专家周向阳告诉记者，偏暖天气促
进了北方设施蔬菜丰收。而受台风影
响，广东等南方省份蔬菜采摘期从去年
12月中旬推迟到今年1月中下旬，与海
南冬春瓜菜和北方设施蔬菜收获期重
叠，形成上市高峰，出现供大于求格局，
价格走低势所必然。

进一步分析，则是蔬菜种植面积持
续大幅增加，产能严重过剩。姚凤仪在
海南租地种圆茄，以前种 200亩，去年
扩至 500亩。像他这样租地种菜的很
多，几百亩算少的，大多都是上千亩。
不仅如此，由于种粮收益偏低，不少地
方鼓励农民改种蔬菜。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15 年全国蔬菜播种面积
2200万公顷，比 2006年的 1663.9万公
顷扩张了 32%。相对于短期快速增长
的蔬菜供给，人口总量和消费量变化却
不大，产量远超消费，菜价“跌跌不休”
也是符实际上，菜篮子里必不可少的鸡
蛋、猪肉等农产品价格走势也都如此。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发力
农产品价格与千万农户生计息息

相关，也关乎广大消费者生活。近年频
频上演的农产品过山车行情，不仅困扰
生产者、经销者，也影响着消费者。如
何让农产品供需平衡，避免价格大幅波
动，让各参与环节稳定获益，让消费者
得到实惠，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课题。

在新发地市场生菜区，梅老四以敢
赌出名。去年生菜行情好，每斤批发价
卖到 6 元，他就向河北固安菜农下订
单，按每棵小苗 4元预订了 1万多棵大
棚生菜。谁知 12月份南方生菜大批上
市后，新发地生菜价格跌个不停，现在
每斤批发价仅1.5元。梅老四连呼：“赔
惨了！赔惨了！”

菜价深跌，买菜便宜，眼前看减轻
了消费者负担，长远看则严重影响百姓
餐桌。刘通说：“菜农普遍亏损，来年就
会少种甚至弃种，结果就是供应短缺，
价格暴涨。”

菜农种菜积极性往往是由上一年市
场价格决定的。2016年全国蔬菜价格总
体高位运行，农业部重点监测的28种蔬

菜年度批发均价同比上涨12%，创过去7
年最高水平。孔繁涛表示，由于利益驱
动，扩种积极性很高。春节以来的菜价
走势，算是给人们再次敲响了警钟。

为解农产品销售难，商务部近年来
会同财政部、农业部在全国开展“农超
对接”，对畅通销售、降低成本很有意
义，但超市并非蔬菜销售主渠道。统计
表明，在蔬菜销售中，70%依赖农贸市
场走上消费者餐桌。由此可见，“农超
对接”可缓解农产品销售难，却不能解
决滞销、价低问题。

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蔬菜供需失
衡、价格大起大落难题，还得从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入手，从宏观上避免结构性
供给过剩和供给短缺。

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蒋高明介绍，上世纪 50年代，我国每公
顷农田施用化肥仅 8斤多，现在是 868
斤，而国际公认化肥施用安全上限为
450斤。蔬菜生长周期短、一年多茬，为
追求多产，过量施肥问题尤为突出。正
是由于连年过量施肥，章丘大葱亩产从
往年近2万斤降至现在的1万斤。我国
蔬菜生产必须尽快从数量为先转为质
量数量并重。

在提质增效方面，河北张家口的做
法值得借鉴。为确保蔬菜“无公害”，当
地农业部门推广农家有机肥和防虫网、
黏虫板、性诱剂、杀虫灯等生态治虫方
式，虽然成本偏高、单产偏低，但蔬菜质
优价高，供不应求，甚至远销东南亚。

从蔬菜市场的现状来看，建立完备
灵敏的市场预警机制显得十分迫切。
产前预警信息，可避免扎堆；产后市场
信息，可加快流通。美国农业市场法案
规定，凡享受政府补贴的农民和农业生
产者，有义务向政府提供准确的农产品
产销信息。美国农业部根据及时采集
的本国和其他国家相关数据，每周发布

《气象与作物公报》，每月发布《世界农
产品供需预测报告》，每年发布《农业中
长期展望报告》。

在国内，我们已具备建立蔬菜等农
产品市场预警机制的基础。全国绝大
部分建制村已通电话、互联网、有线电
视等。当务之急是由政府部门或行业
协会牵头，对网上农产品信息平台进行
整合，而关键在于供求信息要精准、及
时。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