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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昨日推出一款智能马桶盖产品，
只售 9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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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台州服务业
实现增加值 988 亿
商报记者 李洁 通讯员 王玮
昨日，市发改委发布《2017 年
台州市半年度服务业形势分析》。报
告显示，上半年，全市服务业实现增
加值 988.32 亿元，增长 8.3%。三次
产业结构比例为 5.1:42.3:52.6，占比
与去年同期提升 0.3 个百分点。服务
业对 GDP 的贡献率为 49.2%，拉动
GDP 增长 4.3 个百分点。
七大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77.48 亿元，同比
增 13.0%，其中公路货物运输量、货
运周转量增速位居全省首位；非营
利性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91.43 亿
元，同比增 10.0%；房地产市场交易
量保持稳定增长，二手房交易活跃。
全市房地产业实现增加值 153.45 亿
元，
同比增 8.0%；
批发和零售业实现
增加值241.61亿元，
同比增长7.6%。
在服务业投资上，上半年全市
三产投资呈稳健回升态势，完成投
资 705.45 亿元，增速 26.1%，增速较
去年同期提升 14 个百分点，高于全
市限额以上投资增速 6.9 个百分点。
三 次 产 业 投 资 比 例 为 0.71:35.82:
63.48。
在重大项目推进方面，我市共
有 46 个省服务业重大项目，年度计
划投资 50.3 亿元，1-6 月份完成投
资 34.9 亿元，完成率为 69.4%。2017
年我市服务业重大项目计划共安排
158 个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130.81
亿 元 ，1- 6 月 份 完 成 投 资 89.67 亿
元，完成率为 68.6%。
下半年，各服务行业将加大工
作力度。在营利性服务业上，要大力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
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做好相关企业
“小升规”的工作；零售业方面，举办
购物节等活动，同时对我市的城市
综合体、大型商场的供给端进行引
导，留住消费者；在房地产方面，高
度关注房地产后续态势，加快形成
有效供给，加强房地产的供应管理。

小米
“智米”马桶盖台州造
商报记者 汪益
昨日下午，小米米家产品发布会上推出
的一款名为智米智能马桶盖的产品，引起广
泛关注。记者从我市智能马桶行业协会获
悉，
这款智米智能马桶盖是台州造。
与同类产品相似，这款智米智能马桶盖
也具备臀洗、妇洗两大冲洗功能，提供多达 4
档的水温和水压调节。另外，智米智能马桶
盖还具备清水+紫外线双重喷头自洁、4 档座
温调节、盖板缓降、双夜灯、座圈抗菌、整机
IPX4 防水等等。
不过，让大多业内人士大感意外的是，
还是这款马桶盖的价格，只售 999 元。
“ 与之
功能类似智能马桶盖，国外的 3700 元起，国
产的最低也得超过 2000 元。”路桥陶瓷城一

家卫浴店的老板说。
记者了解到，这款产品虽然价格低，但
采用了中高端智能马桶盖才配备的即热式
加热模块，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其性价比很
高。
记者联系到负责设计生产这款智能马
桶盖的台州企业——浙江怡和卫浴有限公
司。该公司一位陈姓负责人介绍说，智米马
桶盖的确是由他们联合小米共同打造的。
“小米负责外观设计，而功能设计、生产
都是由我公司负责的，核心控制部件采用的
也是公司自主专利。
”
该负责人说。
台州智能马桶行业协会一名负责人
表示，此次怡和与小米的合作称得上是水
到渠成的天作之合。
“小米有积累的品牌
流 量 优 势 ，怡 和 有 技 术、有 品 质 。”该 负 责

人说。
近年来，台州智能马桶产业在国内曝光
度越来越高，影响力也更加强劲，五湖四海
的
“大咖们”
纷纷抛出橄榄枝。
不论是新入行的海尔，还是行业老手箭
牌、恒洁、惠达等等，甚至日本、美国、德国等
百年卫浴巨头，都与台州智能马桶企业有着
深度合作。
“ 台州智能马桶的制造实力积累
足够，下一步，就是怎样树品牌，让台州本土
的品牌真正走出去。”
该负责人说。

小众文艺片影院不给放？没关系，
众筹包场看！

众筹观影在台州悄悄兴起
想看一部小众文艺片，
可搜遍了台州各大影院都没有档期，
怎么办？
没关系，
凑满一
个厅，
咱可以包场看。近日，
记者走访发现，
一种名为
“众筹观影”
的方式在我市悄然
兴起，
响应的观众数量还不少。业内人士称，
这或许是未来电影文化市场细分发展
的一种趋势。
商报记者 汪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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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人数不够自己凑
最近几天，路桥姑娘小童为了一部电影
有些“走火入魔”，但凡遇上个陌生人，她总
会问上一句，
“亲，买票吗？”这部让小童疯魔
的电影名为《摇摇晃晃的人间》，是一部有关
诗人余秀华真实生活和情感世界的纪录片，
颇受公众关注。不过，该片在完成亚洲首映
礼之后，并没有宣布公映时间，而是通过“全
国百城首映礼”的方式发行。也就是说，市面
上是买不到这部电影的票。这让“诗歌爱好

者”
小童颇有些心痒。
7 月底，小童在一个名为“大象点映”的
公众号上发起了众筹点映活动。
“我定了 8 月
12 日的场次，摊下来 30 元一个人，集满 50 个
人就算成功了。”小童说，在发起众筹点映
后，当人数达到预期，观众就可凭报名的手
机号、姓名前往影院领票观影，如果报名人
数在截止时间内未达标，那么众筹失败，全
额退款。这样看来，所谓众筹观影，就是披了

层文艺外衣的
“包场观影”
。
8 月 8 日，距离截止日期还有 4 天，小童
有些着急了。
“现在报名人数只有一半多点，
还差 20 个左右。
”
于是，朋友圈、微信群，所有的社交平
台，她都发出链接招揽大家报名。
“ 实在不
行，就准备自己花钱把剩下的票全买了。”小
童咬咬牙说，她实在太想看这部电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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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小众电影要靠“抱团”
取暖
这不是小童第一次接触众筹观影，大学
期间，她就参加过多次类似的众筹。
“众筹大多针对小众、偏文艺的影片，如
《我的诗篇》
《冈仁波齐》，票房号召力弱，影
院排片较少。”小童说。但对于爱好文艺的人
来说，这些电影才有吸引力。观众“想看却看
不着”
成了众筹观影的兴起主因。
记者发现，其实很多参与众筹的影片，
大多都是已经或是正在公映的。为什么观众
想看却看不到呢？台州新崇和影城经理周桂
萍介绍说，目前影院主要盈利方式是票房，
如果影片上座率不高，作为影院方，自然会
减少场次甚至不排片。
“ 影厅就是我们生产
工具，如果影片没人看，每家影院都不会任
由场地白白空着浪费。”周桂萍说，在日益激

烈的市场竞争面前，每一家影院都会选择用
最有效的方式来产出利润，那些不叫座影片
的放映空间自然会被
“大片”
挤占。
在周桂萍看来，小众影片之所以小众，
有不少自身原因。
“最主要的是电影质量，第
二个就是宣传。”周桂萍说。相比那些商业大
片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小众影片则因为资
金有限，发行方的宣传悄无声息，十分慢热。
“观众都不清楚你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有
何亮点，自然不会主动观看，缺少观众看，口
碑也无法形成影响力，
自然沦为
‘小众’。
”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众筹观
影影片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院线正式公映
的，但排片场次不多的，例如《冈仁波齐》
《百
鸟朝凤》；另外一种则是，尚未公映，需要跟

片方另外申请片源的，例如《摇摇晃晃的人
间》。这些影片，基本以纪录片为主，也有些
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过于小众的题材，缺少
有影响力的演员大咖，再加上故事、台词艰
涩难懂，种种特征都给这些影片打上了“文
艺”的标签。而一旦被打上“文艺”标签，它们
就难逃院线
“一日游”
的命运。
不过，这些影片也不是完全没市场。记
者发现，虽然观影人数不多，票房不高，但这
些小众电影在豆瓣、时光网上的评分往往远
超商业大片。周桂萍表示，这些电影在类似
读书会、观影团等文化团体中“销路”很好。
“我们影院习惯给文艺片留够空间，我注意
到，有些小众影片，短期内上座率也可以达
到五成以上，市场还是有的。
”
周桂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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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然兴起的众筹观影朋友圈
开渔后，寂静了三个月的玉环
县栈台渔业码头上重新热闹起来，
渔妇们坐在遮阳棚下，坐在木板周
围，
分拣大小鹰爪虾、虾姑、水潺。
通讯员 吴达夫 摄

在临海，
“ 五月创意联盟”经常会举办一
些读书会、观影团等活动，颇有名气。半年多
的时间，他们已经举办了 3 场百人以上规模
的众筹观影活动，
反响强烈。
“记得第一次是组织观看《冈仁波齐》，全
国公映的时候，整个临海没有一家影院上映，
我们当时就跟影院联系，要求包场看，后来通
过公众号发起众筹，活动效果很好。”五月创
意联盟的负责人“格叔”说。有一就有二，
“格
叔”告诉记者，他们最初的想法就是“为什么
大城市有，临海没有”。于是，这个名为“临海
可以有”
的众筹项目就此诞生了。
除了组织众
筹观影以外，观看话剧、艺术游学也是他们众

筹的内容。
“我们想组建一个小众文化圈，把
散落在四面八方的同好们聚集起来，一起玩，
让临海变得更有意思。
”
记者发现，参与者除了本身确实想看影
片之外，不少人更希望能通过众筹观影，结识
更多“有想法”
“有意思”的朋友，众筹观影俨
然成为现下都市白领交友的一大方式。
“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后，发现交朋友还
是蛮困难的，特别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小童
说。通过众筹观影，大家组了微信群，经常在
群里分享交流电影、文学、艺术的东西，交到
不少“聊得来”的朋友。
“ 大家来自不同的生
活环境，有不同的经历，因为共同的爱好走

到 一 些 ，想 想 都 觉 得 很‘ 燃 ’。”“ 格 叔 ”表
示，众筹观影的形式其实有点像豆瓣的小
组。
这些线下影迷自发形成的众筹观影朋友
圈，在业内人士看来，利用的好，或是未来小
众电影宣传的主战场。
“众筹观影有个噱头是
影迷有机会直接跟影片主创对话，这对影迷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路桥一家影城的负责人
说。就比如，这次小童发起的众筹活动，观影
后能安排与导演、主角在线交流。
“众筹观影，
让观众把握观影的主动权，也让更多好电影
遇到对的观众，这对于小众电影业健康发展
很有好处。
”
周桂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