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程雪报道 人们对衍生
品这个词再熟悉不过了，书架上摆
着的变形金刚手办、身上穿着的米
老鼠T恤，还有集合众多动画人物
和场景的迪士尼乐园……各种各
样的衍生品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

或许平时接触到的 IP（“In-
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直
译为“知识产权”）衍生品源自欧美
或日本，但近年来，中国大陆IP衍
生品产业也逐渐崛起。杭州手滑
科技有限公司抓住时机，在这个新
兴的行业里崭露头角，这家成立仅
一周年的企业以打造儿童头部IP
为支点，把AI、AR等黑科技融入
IP衍生品当中，利用独特的营销方
式迅速在衍生品市场占得一席之
地，更在上个月的“2018文创新势
力”颁奖典礼上，斩获“创新潜力
奖”。当晚，CEO王格非发了一条
朋友圈：“致那些终将闪耀的初
心。”配图是水晶奖杯。

新文创：打造儿童头部IP

2010年，正在读大学的王格
非在亲戚的制造厂帮忙，带着几百

把根据动漫制作而成的宝剑仿品
到杭州动漫节参展。

“这次经历好像打开了新世界
的大门。”王格非通过漫展认识了
许多IP方、影视和动漫公司，而销
售一空的宝剑让他意识到IP衍生
品的市场需求，“有些被影视制造
公司买去做道具，有些是粉丝、漫
迷买去收藏。”

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着王格
非成立工作室，专门加工生产动漫
武器装备模型、COSPLAY衣物、
毛绒玩具、饰品等近百种产品。

“如果只是想赚钱，停在这里
就可以了，可我觉得IP衍生品市
场有更多未知的挑战。”去年，王格
非联合技术合伙人宋子健、电商合
伙人胡俊杰以及首席设计师张栋
成立了“手滑科技”，今年4月，完
成了千万级Pre-A轮融资。

“IP衍生品产品种类丰富，可
越做越精才是发展之道。”王格非
分析，二次元IP衍生品市场小众、
竞争激烈，而儿童市场领域广泛、

“爆发点”更大，公司的合伙人在儿
童科教产品上有着深厚的经验，所

以，把产品定位在3~9岁的儿童IP
衍生品。

“手滑科技”摒弃了多品类低
端产品的生产模式，转而定位于儿
童头部IP的发展方向，王格非说，

“头部IP就是顶级的、高知名度、
大流量的IP衍生品，比如迪士尼
系列。”

新科技：黑科技为 IP衍生品
注入动能

“未来的 IP衍生品一定是兼
具功能性和科技性。”“手滑科技”
坚持“科技+热门IP”的方式，打造
科技智能亲子教育产品，发展出4
条生产线。

王格非介绍，第一条生产线：
体感教育设备的一代产品“学习
豆”是可穿戴的芯片设备，已经与

“乔丹”合作儿童IP智能鞋，具有
地理定位、计步等功能。目前，公
司正在开发二代产品“学习盒子”，
沿用一代产品的芯片技术，完善功
能，可通过连接屏幕，进行高参与
度的玩游戏、学英语等项目，预计
今年年末上市。

“手滑科技”的产品融入AI、
AR等高端技术，包括AR教育卡
片“汤姆猫学英语”和展现五六种
卡通形象的AI陪护机器人。“市面
上有很多智能教育产品，但相信我
们的产品可以凭借IP衍生品的独
特属性捕获人心。”公司技术团队
根据IP原著的动画形象、情节设
计产品，比如“汤姆猫学英语”中，
AR汤姆猫打球、游泳等桥段就是
动画片的还原；每一款AI机器人
也是根据动画形象来设计外观、语
言特点和功能属性。

此外，“手滑科技”还开发各类
IP益智玩具。当前，正与“小猪佩
奇”合作一款点读笔，已经和多家
绘本达成合作。

新零售：构建营销新渠道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要想发展好衍生品，首先得
回归到好内容。正是意识到了这一
点，王格非制定了“建立IP群壁垒”
计划，在最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和更
多的IP方合作，增加市场竞争力。

“手滑科技”已经和“会说话的

汤姆猫”“小猪佩奇”“王者荣耀”
“冰雪奇缘”等40多家头部 IP合
作，和“乔丹”“腾讯”等30多家头
部机构合作，未来有望和南美童装
巨头“KIDY”合作。

“这些合作为我们发展多维度
的销售模式奠定了基石。”王格非
举例，“学习豆”在线下的零售方式
就是凭借和“乔丹”的合作，产品作
为童鞋的附属品顺利地进入“乔
丹”多家门店，“如果自己一家一家
地开店，不知何时才能打开市场。”

“手滑科技”的产品集娱乐和
教育为一体，“可以为幼儿园的教
材定制AR教育，让孩子们寓学于
乐。”王格非把目光瞄准早教机构，
和嘉兴5所幼儿园和8所小学达成
合作，当下正和东方出版中心合作
联合开发教材的体感“学习豆”，未
来将惠及1.2万所小学。

最后一个渠道是和电影院合
作，销售电影正版周边产品，通过
语音交互智能柜机在销售时进行
人机互动，搭建新零售场景，更联
合影院提供赠送打折电影票等服
务，吸引大批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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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杨勇杰 记者
冯伟祥报道 企业负债累累、员
工集体讨薪，债权人纷纷起诉至
法院，如果按照通常的做法，法院
必定要对被执行企业可供执行的
财产进行变现。然而，近年来德
清法院在执行时却不按常理出
牌，致力于濒危企业的司法扶持
工作，“救活”了一家家濒临倒闭
企业。在法院协调下，拿到3000
万新资金，已经扭亏为盈的德清
某电梯公司便是一个典型。

该电梯公司因管理不善长期
亏损，濒临倒闭，截至2017年 6
月，德清法院共收到关于该企业
的执行案件9起，申请执行标的
近3000万元，其中涉及两家银行
的贷款就有近2400万元。

德清法院接手案件后，立即
对被执行人进行了财产协查，发
现该企业有一块位于德清县经济
开发区的土地可供执行。执行局
的沈法官立即传唤了被执行企业
的法定代表人张某，但张某迟迟
未现身最后直接“失联”了。沈法
官分析案情之后，依法启动了财
产的评估拍卖程序，同时对张某
实施网上布控。很快，张某就被
公安协控住了。

评估公司给出的评估报告显
示，被执行公司的财产价值超过
了它的负债，如果进行拍卖的话，
各债权人的债务都能得到清偿。

按照常规的执行程序，法院

只需将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拍
卖，待变现之后所有的案子就能
结案了。不过沈法官进行深入了
解和走访之后，发现该电梯公司
原先的产值很可观，多方信息显
示该公司在短短几年走到倒闭这
一步，主要原因确实如张某所说，
是内部出现矛盾。

原先运行良好的企业就这么
倒闭实在可惜，如果能引进第三方
资金，改变管理方式，该公司是不
是可以避免倒闭的命运？沈法官
决定再和张某谈一次。张某说自
己也接触过几家关联同行，但公司
的资产都有抵押，而且也已经被法
院查封，有意向的同行不敢来冒险。

沈法官将相关情况向领导做
了汇报，对各债权人也做了工作，
告知他们需暂缓拍卖，还与张某推
荐的省内一家很有实力的电梯公
司进行了接洽，经过长时间的谈
判，在得到法院的确认之后，该公
司表示可以向被执行人提供资
金。企业得到新的资金支持，恢复
了生产。经过几个月的经营，企业
已经扭亏为盈。包括两家银行在
内的债权人的债务得到了清偿。

近年来，德清法院以“放水养
鱼”、执转破等方式对濒危企业进
行帮扶，在处置企业前对企业属
地管理单位进行调研、评估，确定
帮扶可能及帮扶方案，仅2018年
就有10余家企业通过这种方式
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本报讯 通讯员郑玉峰报道
“想不到这里既是清洁环保的工
厂、又有琳琅满目的水晶产品，我
们可以了解生产工艺，还可以买
到称心的水晶产品。”10月8日，
一批上海游客慕名来到金华浦江
首家水晶观光工厂——浦江东洲
水晶有限公司，参观企业、观赏公
司展示大厅内上千种各式各样的
水晶饰品。

“东洲水晶”专业生产水晶服
饰、水晶首饰、水晶钻石等，在全
域旅游的新时代，按照环保生态、
高雅时尚和休闲观光的定位，开
启了“工业+旅游”营销模式。

据介绍，以前公司的水晶玻
璃工艺采用纯手工操作，产能效
率低，生产环境脏乱差，且生产水
晶饰品配件作为代加工环节，利
润空间小，市场竞争优势不明
显。为改变这一现状，公司在生
产饰品配件的基础上，组成专门
的技术团队，成立电镀表面处理
车间，购置自动化加工设备，对生

产车间进行全面改造，并投入巨
资完善污水、废气、粉尘处置设
备，生产现场全部达到环保、清洁
化生产要求，彻底颠覆传统水晶
工厂脏乱的形象。产品生产用料
均为环保材料，从原材料的选购，
到生产的流程控制，每道工序都
进行了严格的监控。

“结合行业发展和市场流行
趋势，公司季季都有新产品推
出，转型不是转行，而是向更高
目标努力。”公司负责人王淑东
介绍，近年来，公司以浦江水晶
行业整治提升为契机，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通过推行“机器换
人”，实现从纯手工打磨到智能
化切割转变、从粗犷的玻璃配件
制品到精美的水晶饰品成品和
工艺礼品转变、从单一的低端饰
品产品到系列中高端饰品配件
和饰品成品转变、从个人管理到
团队管理和ERP系统管理转变、
从传统营销到“工业+旅游+互
联网”模式转变。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 通讯
员李丰盈报道 近日，灵绍±
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绍兴换流站里，安全员们忙着
布置现场安全管控提醒和廉政
展板，运维人员忙着提前审核
工作票并记录现场各项设备的
关键数据，而检修人员则正完
善各项作业面的操作规范。据
了解，这些工作都是在为换流
站年度检修做最后准备。

电网设备在经历夏季高温
“满负荷”运作后，可能存在一
些隐患，为及时消除隐患，做好
迎峰度冬准备，每年秋季需要
对电网设备开展例行检修，目
前浙江电网秋季检修工作已全
面展开。

根据安排，国网浙江省电
力有限公司将完成1座800千

伏换流站年度检修任务，以及
8 座 500 千伏变电站、31 座
220千伏变电站和39条220千
伏及以上线路的检修任务。

随着浙江“两交两直”特高
压骨干网架的形成，特高压电
网检修任务逐年递增。今年秋
检工作中，浙江特高压电网将
开展1000千伏湖安双线、安塘
双线、都榕双线及莲都站1000
千伏母线、兰江站1000千伏母
线和主变的年检，以及±800
千伏灵绍直流年检等任务。同
时，为确保特高压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浙江公司还计划在年
底前完成省内所有特高压变电
站（换流站）站内特高压设备年
检，完成1800基特高压铁塔、
630 公里特高压线路检修工
作。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 通讯员
陈一点报道 近日，由中国民航局
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主办的民航领域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项目推介会暨签
约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民航局局
长冯正霖出席。横店通用机场改扩
建工程项目作为全国首批签约的八
个项目之一，受到国家相关部门和
中央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今年3月，横店通用机场正
式投入使用，成为全国第一个镇
级通用机场。目前，机场跑道长
800米，只能供小型固定翼飞机
起降，无法满足影视明星公务机
和游客包机市场需求。

“横店通用机场改扩建项目
工程投资约20亿元，跑道将扩建
至1800米，配套建设相应滑行
道、扩建航站楼等，致力打造大型
通用机场和公务机场，并将升级

为运输机场。”浙江横店航空产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改扩建工
程将为横店航空产业发展带来更
大机遇。未来，横店将通过“航
空+影视+旅游”的深度融合，致力
打造世界的影视小镇、休闲小镇、
航空小镇，力争年接待游客达到
3000万至5000万人次，让航空
产业成为横店集团的支柱产业。

横店集团于上世纪90年代开
始涉足航空产业，20多年持续发力
航空产业。借助国家大力支持航
空产业发展东风，横店集团正积极
打造横店空港文化旅游经济区。

目前，横店通用机场已有浙
江东华航空、浙江省航空护林站、
精功通航、润扬通航等多家企业
入驻，并开展私照培训、低空旅
游、航拍航测、空中跳伞、航空护
林等业务。

本报讯 通讯员周海红报道 近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开展了洗衣机产品和电冰箱产品的买样检测，各抽查了京东商城、天猫商城、淘宝网、苏宁易购、国美5
个电商平台10家店铺的10批次洗衣机产品、电冰箱产品，各发现4批次不合格产品。

日前，天台县建设工程质量
月活动暨民工工资管理现场观摩
会在浙江一建天台水南“城中村”
改造二期PPP项目举行。该项目
通过用工实名管理、建立民工工
资专户、设立民工维权公示牌等
具体做法，认真落实治欠保支长
效机制，从源头上消除欠薪隐患，

努力不发生欠薪，全力助推天台
打造“无欠薪县”。

天台县政府有关主管部门，
全县各在建项目施工、监理企业
负责人、劳资员等约 220 余人参
加观摩交流。

通讯员叶园胜
记者羊荣江 摄影报道

记者阮向民报道 “最多跑一
次”，让百姓感受到了政府的办事
效率，而位于嘉兴市南湖区的敏实
集团，这项改革也正步步推进，引
一体机、建服务厅、设项目组，公司
投入财物力，目标只有一个：通过

“最多跑一次”改革，向时间要效
率。

一台“跑步机”，让职工省了不少心

近日，敏实集团品保工程师谢
熊来到集团二楼服务大厅，在智能
化自助申报一体机上输入信息、扫
描资料，短短两三分钟就完成了医
疗互助的申请报销。当天，嘉兴南
湖区总工会、区行政审批局和敏实
集团共同举办“最多跑一次”改革
企业试点启动仪式，谢熊成为第一
位受益者。

“放在以前，我要把相关证明
交给企业工会的办事专员。办事
专员每月跑一趟市总工会，至少一
个月才能拿到报销费用。”小谢说，

有了这台智能化自助申报一体机，
申请医疗互助报销只需要跑一趟
集团二楼服务大厅，通过嘉兴市总
工会远程受理审核，几天后这笔报
销款就会打入他的银行卡账户。

“它就像一台专门为职工跑
路、帮职工办事的‘跑步机’。”敏实
集团工会主席熊菊琴告诉记者，该
公司有3500名职工，其中80%以
上来自外地，如今，越来越多的职
工选择带子女在嘉兴就学，“办理
入学手续需要提供社保证明，有了
这样的智能设备后，职工在一体机
上就可以打印社保证明等材料”。

查看这台一体机的办事指南，
小小的一体机上可办理证明打印、
政务服务、公共服务3大类500余项
业务。这台“24小时不打烊”的政务
服务一体机，为职工省了不少心。

一句“牢骚话”，催生一场改革

“‘最多跑一次’进企业，是我
一手推动的。”敏实集团董事会主

席秦荣华说起了这场改革的来龙
去脉。作为一名台商，对于省委
省政府推动的“最多跑一次”改革
感受颇深，在为这场改革点赞时，
却听到了员工的一句“牢骚”：“政
府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我们
自己单位办个事有时也需要跑七
八次。”这句话触动了秦荣华，下
定决心推动企业“最多跑一次”改
革。

企业“最多跑一次”改革怎么
推动？秦荣华设想通过两个层面
实施：一是通过企业与政府部门的
对接，厘清办事程序，减少办事环
节；二是在企业内部推动“最多跑
一次”落地，减少内耗，提升效能。

今年年初，敏实集团成立了“最
多跑一次”项目组，专题研究推进这
项改革。5月份，引进智能化自助申
报一体机；9月份，集团把整个二楼
大厅改建为“最多跑一次员工服务
大厅”，在基础人事服务、行政后勤
服务、财务报销、政府对接、党工团

五大模块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梳理出一张74个事项的“最多跑一
次”清单。集团制订了“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四化”目标：服务便捷
化，让员工办事突破时间限制；功能
集成化，让员工办事享受一站式受
理；管理痕迹化，让员工办事更安全
放心；操作人性化，让员工办事体验
到更多的获得感。

一站式受理，生活工作双管齐下

引进智能化自助申报一体机，
让员工在医疗互助报销申请、子女
入学社保证明开具等生活方面感
受到了高效率。与此同时，敏实集
团“最多跑一次”改革也不断向员
工的工作领域延伸。

出差申请是74项“最多跑一
次”清单中的一项。按集团以往规
定，出差申请流程需要走5个环
节，从主管签字，到人事、后勤等部
门一个个走程序，5个环节意味着
需要跑5次，如果遇到办事人员外

出等情况，跑几次更是难以确定，
一次出差申请往往需要提前两天
时间才能走完这些程序。改革之
后，通过手机操作，这些环节都通
过网上运作，一小时就能搞定。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成效也
体现在生产和技术领域。生产技
术部经理陈巧于介绍说，集团鼓励
各部门把“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理
念运用到各自工作岗位中，“我们
发现部门间的沟通协商、信息共享
非常重要。没有良好的沟通机制，
研发与生产之间就会不协调，模具
经常要返工。”为此，他们建立了设
计师视频研讨机制，通过视频会多
向研讨的形式，沟通协调，大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陈巧于初步估算，
通过这项创新提升，仅该项目的研
发成本就可降低15%。

在敏实集团，“最多跑一次”改
革让职工和企业同步收获了速度
的魅力。向时间要效率，这套攻略
在“敏实”越做越娴熟。

文创IP+黑科技+新零售

“手滑科技”化身
IP衍生品“超级玩家”

设项目组、引一体机、建服务厅，敏实集团投入财物力只为一件事

“最多跑一次”，向时间要效率

“东洲水晶”开启
“工业+旅游”模式

横店通用机场
改扩建项目签约

为迎峰度冬做准备

国网浙江电力秋检忙

德清法院“放水养鱼”搞执行

濒危企业被
保住了还扭亏为盈

省质监局对洗衣机、电冰箱开展监督抽检

各发现4批次不合格产品

2018年洗衣机产品检测不合格名单

序
号

1

2

3

4

产品
名称

全自动
洗衣机

全自动
洗衣机

全自动
洗衣机

全自动
洗衣机

规格
型号

XQB30-
0125

XQB56-
888

XQB45-
0125

XQB48-
1588C

生产日期
或批号

2018.4.24

2018.5.12

/

/

生产企业
名称

宁波长命电器有
限公司

慈溪市赛菱电器
有限公司

宁波长命电器有
限公司

欧品电器（慈溪）
有限公司

购买
地点或渠道

京东/安涛电器专
营店

淘宝网/小天鹤洗
衣机官方店

京东/聚力电器专
营店

天猫/欧品家用电
器旗舰店

监督
查时间

二季度

二季度

二季度

二季度

检验
结论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项目

能效
等级

能效
等级

能效
等级

能效
等级

2018年电冰箱产品检测不合格名单

序
号

1

2

3

4

产品
名称

冷藏箱

冷藏冷
冻箱

无霜冷
藏冷冻
箱

冷藏冷
冻箱

规格
型号

BC-
105

BCD-
102

BCD-
125WA

BCD-
58A

生产日期
或批号

BC
CJ105001
011708100

/

180320

/

生产企业
名称

宁波辰佳电
器有限公司

宁波浪木电
器有限公司

华芝电器集
团有限公司

慈溪市远东
冰箱有限公

司

购买
地点或渠道

京东/辰佳旗
舰店

京东/安涛电
器专营店

天猫/denussi
德努希旗舰店

天猫/远东时
代旗舰店

监督
查时间

二季度

二季度

二季度

二季度

检验
结论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项目

稳定性和
机械危险、
总容积

总容积

标志和说
明、对触及
带电部件
的防护

稳定性和
机械危险

图为检修人员开展设备清灰工作。 通讯员张馨尹 摄

浙江一建打造民工工资发放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