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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宗數20年來最高
據路透社昨報道，第三季全球新股市場降溫，發行

量減慢，主要由於夏季市場活動放緩，以及滴滴出行
赴美上市事件後，美國對在當地上市的中國企業加強
監管，影響新股市場氣氛。但今年前三季上市數量仍
是2000年互聯網泡沫以來的最高水平。

儘管如此，今年首9月全球 IPO 數量逾 2000 宗，
涉資 4210 億美元，按年升超 2 倍，創歷史新高。私
營企業爭相達到上市公司不斷飆升的估值水平。
這一數字是去年同期的兩倍多。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包括以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 (SPAC)方式上

市的企業，佔 486 宗，共約 1277 億美元(約 9960.6
億港元)。

快手融資規模今年以來最大
高盛環球股市資本市場主管路德維昨表示，SPAC

上市宗數在第一季創紀錄，該市場需要暫時停下來降
溫。但是，市場亦正開始釋出正常化信號，並向適合
的投資者開放。他預期，第四季IPO數量將會增加，
不同地區和行業的企業正等待上市。

第三季，備受矚目的 IPO 包括：交易應用程式
Robinhood Markets 在 紐 交 所 上 市 ， 融 資 21 億 美
元；韓國軟件公司 Krafton 在韓國證交所融資逾 37

億美元等。今年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 IPO，是騰訊
支持的中國短視頻平台快手，其新股發行規模達
54 億美元。

科技股上市仍是投資者的寵兒，儘管估值受到了更
嚴密審查。但更多的行業是在股市初露頭角的行業。
在歐洲，Taylor Swift所屬的唱片公司環球唱片阿姆斯
特丹證券交易所進行了備受期待的IPO，成為今年在
歐洲大陸上市的最有價值公司。市場預計富豪汽車也
將進行IPO，而戴姆勒預計將旗下卡車部門上市，以
分散面向股市投資者的發行，為股票市場投資者提供
多元化的產品。

路德維表示，第四季度IPO活動可能會升溫，因排

隊等待IPO的企業太多了。他說： 「整個行業和地區
積壓的IPO都非常強勁！」

Q4將迎新一輪上市潮
此外，畢馬威早前發布《中國內地和香港IPO市場

2021年前三季度回顧》，顯示香港IPO市場首三季度
募資總額創同期歷史新高，上市宗數合計73宗，共募
集資金2885億港元。內地科技公司繼續佔主流，以募
資金額計，前十大IPO中，有4家來自此類公司。隨
中國內地的新經濟公司相繼選擇在香港上市，畢馬
威預計，在2021年，香港將繼續成為這些公司的首選
上市地之列。

全球前三季IPO融資創新高
【香港商報訊】昨日，Refin-

itiv發布數字顯示，今年第三季
度，全球首次公開招股（IPO）
市場活動較之前的狂熱有所放
緩，全球IPO融資總額約為946
億美元(約7378.8億港元)，較第
二季下降26.3%。前三季，全球
IPO數量超過2000宗，為2000
年以來最高水平；融資規模達
到創紀錄的 4210 億美元（約
3.28萬億港元），是去年同期的
兩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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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化時代的長春電影蝶變之路
儘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

年中國電影總票房從2019年的627億
元驟減至204.17億元，然而業內人士
並不悲觀，隨着疫情好轉，電影票房
在疫情期節假日已呈現 「報復性反
彈」 ，在後疫情時代，中國電影業可
能呈井噴式發展，他們真正擔心的是
呼嘯而來的數字化時代對電影業構成
的深度影響。

有着中國電影搖籃之稱的長春，曾
經抓住中國電影業歷次轉型期，實現
了從 「長春電影製片廠」 到 「長影集
團」 再到衍生品開發為主的 「長影世
紀城」 等一系列旗艦再造的轉圜，改
革創新氣魄，可圈可點。2020 年 9
月，長春再舉大旗，建設長春國際影
都，簽約儀式上以100個項目簽約額
1484億元的業績，帶領長春電影踏上
了新蝶變之路。

吉林省委書記景俊海對長春影視業
發展提出期望：要建好基礎設施，創
新運營模式，徹底打通影視動漫人才
培養、拍攝製作、宣傳發行等全要
素、全鏈條、全業態，真正構建完整
的現代化影視產業體系；要明確發展
方向，着力培育壯大文創產業，進一
步匯集電影、電視、動漫、藝術、文
化、旅遊等業態，以數字化賦能文創
產業，為文創產業插上 「數字翅
膀」 。

吉林省委常委、長春市委書記張志
軍也明確表示，要以創新和文化雙輪
驅動振興影視產業，全力構建多點支
撐、多業並舉、多元發展的產業新格
局，以影視產業發展提升城市素養、
文化品位、生活品質，不斷滿足人民
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文/ 冀文嫻

電影強國戰略中的長春角色定位
2018年4月，根據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由中央

宣傳部主管的國家電影局新設成立。而在此之前的
2017年3月1日，中國專門為促進電影產業健康繁榮
發展規範電影市場秩序而制定實施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事實上，為推動電影產業
發展，國務院辦公廳早在2010年就出台了《關於促
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首次提出要
「實現由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的歷史性轉變」。一

系列法律法規和改革舉措，體現出中國推動電影產
業化、實現電影強國戰略的決心與信心。

應當看到，中國雖然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
但要實現由大變強，彎道超車，必須藉助互聯網和
數字技術優勢，走 「內容升級」和 「技術升級」兩
個途徑，走高質量電影產業發展之路。而高質量的
電影發展之路，業界普遍認為必須看到三個方面帶
來的機遇與挑戰：一是必須看到5G技術革命對電影
產業帶來的深刻影響；二是必須看到疫情之後的旅
遊新趨勢，對影旅融合帶來的新機遇；三是必須看

到新觀影體驗方式對新電影提出的更高要求。據相
關人士估計，受疫情衝擊，全球票房將減少50億美
元，而疫情過後，世界電影格局必將發生巨變，而
擁有最具潛力市場的中國電影，勢必出現大幅反
彈。正是基於這樣的發展趨勢和基本判斷，中國電
影業在疫情期正悄然布局，練好內功，以期在下一
輪國際電影競爭中彰顯優勢，迎接新挑戰，為電影
強國積蓄能量。

長春作為中國電影搖籃城市，這裏有厚重的電影
文化歷史沉澱，有屢次在國家文化改革中勇立時代
前沿的創新基因，有全民電影情感的牽繫和期盼。
站在又一個新時代改革潮頭，在電影產業已然脫離
「一企、一城」的發展，在草根崛起、群雄逐鹿的

數字化電影時代，在電影人才、劇本創作、市場空
間等電影產業公共資源都實現共用共享的新生態
中，長春這座傳統的 「電影城」如何以新理念在電
影產業發展中找準新定位，實現新擔當和新作為，
備受外界矚目。

「國際影都」 能否讓長春華麗轉身
為抓住機遇參與新一輪電影產業布局競爭，長春精

心謀劃了 「國際影都」項目。2020年9月6日，長春
國際影都項目集中簽約儀式舉行，簽約107個項目，
合同額1484億元。央視網在報道中感慨道： 「有過輝
煌、曾經落寞的長春電影，如今藉助國際影都的建
設，將再度崛起，繼續 『長春』。」長春國際影都能
否引領長春電影再度崛起？記者為此也進行了一番調
研。

在數字化時代發展電影產業，已不再僅僅取決於
好的電影產品，而是需要集合各種電影相關元素，
以流程化、標準化、工業化操作製造電影，並以好
的電影產品帶動衍生品的開發，同時與旅遊業深度
融合。電影消費者更加追求 「沉浸式體驗」和 「自
主化電影體驗」，尋求自己出演角色製作 「微電
影」以滿足個性化的表演需求。在工業化製作電影
產品中，既需要弘揚電影拍攝製作全流程的工匠精
神，又需要依靠裸眼 3D/4D 技術、虛擬現實的 VR

技術、混合現實的 MR 技術、全息技術、全景聲技
術等電影新技術，既要打造培養電影產業細分領域
的專業人才隊伍，又要注重電影產業的工業化、標
準化流程，從而使藝術性和商業性協調一致，達到
電影工業的完美統一。很顯然，長春要重振電影產
業，瞄準數字化時代需求，以工業化思維整合電影
相關元素，是必由之路。

記者了解到，按照《長春國際影都發展規劃》，長
春國際影都主要規劃了兩個區域：長春凈月高新區7
平方公里為核心區，建設影視拍攝基地、5G數字影
視產業基地、影視教育基地、影視文旅基地、影視孵
化基地和影視總部基地 「六大基地」，將在2023年建
成 「大電影、小視頻、泛文娛」的產業集聚地；長春
蓮花山度假區是長春國際影都的影旅融合板塊，重點
發展影視旅遊，促進影旅融合發展。可以看出，長春
國際影都的定位經過了專業研究和深思熟慮，瞄準了
電影產業未來的新發展方向、文旅大融合的新趨勢。

為實現電影產業振興的戰略意圖，長春市政府還發布
《長春國際影都影視產業政策白皮書1.0》，在優化
行政審批能力提高審批效率、改善營商服務環境、鼓
勵影視企業集聚、支持影視作品項目、支持拓展播映
渠道、獎勵精品影視創作、提升人才匯聚效果等方
面，出台一系列新政策。

長春舉全城之力，傾盡一級政府財力和政策，扶植
電影業發展，實屬不易。但要看到，電影產業不同於
汽車產業，兩者雖都受技術、資本影響，可電影產業
作為文化創意範疇，原創時間較長，生命周期較短，
市場風險大，需要建立完善的投融資渠道、完整的細
分領域人才隊伍支撐。對於影旅融合發展的趨勢，長
春國際影都雖然做了完整的規劃和功能分區，促進影
旅融合，但如何實現融合發展，亟待深入研究；長春
國際影都要體現 「國際化」，電影產品的國際化交
易、電影創作的國際化交流、演員隊伍和人才的國際
化引進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發展長春電影產業，離不開長春電影節
的引領，辦好長春電影節，也離不開長春
電影產業的支撐。

從 1992 年開始，長春電影節至今已走
過29年15屆的歷程。29年來，長春電影
節卻一直伴隨着外界的各種聲音前行，
有讚頌和鼓勵，也有詆毁和漠視，就像
藝術作品美中不足留有瑕疵一樣，長春
電影節似乎也成了 「遺憾的藝術」。事
實證明，只有不斷減少缺憾才能贏得未
來，只有不斷創新才能贏得發展。長春
電影節只有創新發展，站在時尚前沿，
才能真正為繁榮電影產業發揮風向標的
引領作用。

2020 年 9 月舉行的第十五屆中國長春
電影節，除了例行的頒獎活動，首次增
加了國際影展單元，在展映領域實現了
新突破。值得一提的是，電影節期間舉
辦的電影論壇邀請了許多新銳導演，探
討電影業發展大勢，交流經驗，碰撞思
想火花，使長春電影節不再是浮躁的
「走馬觀花」，而是注入了思想內涵和

時尚前沿元素。如果說，影片展映和評
獎頒獎是電影節的傳統手段和辦節之
本，那麼，舉辦電影界人士集聚一堂進
行深入交流思想的論壇，則可以把電影
節帶入一個更高層次的思想盛宴，使電
影不僅有外在的娛樂頒獎活動，更有內
在的權威聲音和理性觀點。

為了促進長春電影節繼續保持新銳、時
尚、前沿並向國際化邁進的發展勢頭，有
識之士建議，影片展映和評獎頒獎活動應
更加註重細分領域，特別是突出當前和未
來一段時期 「微電影」 「短視頻」的大行
其道，組織開展對優秀 「微電影」 「短視
頻」的評選，發掘電影界的新銳力量和草
根力量，培育和厚植電影土壤，引領業界
新風。考慮到長春電影節立足東北和東北
亞，在 「國際化」特色中，應當多展映東
北亞區域國家的優秀影片，邀請日本、韓
國和俄羅斯等國的優秀電影人蔘加電影論
壇，增加國際元素，發展成為獨具特色的
東北亞國際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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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看到，中國雖然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
但要實現由大變強，彎道超車，必須藉助互聯網和
數字技術優勢，走 「內容升級」和 「技術升級」兩
個途徑，走高質量電影產業發展之路。而高質量的
電影發展之路，業界普遍認為必須看到三個方面帶
來的機遇與挑戰：一是必須看到5G技術革命對電影
產業帶來的深刻影響；二是必須看到疫情之後的旅
遊新趨勢，對影旅融合帶來的新機遇；三是必須看

到新觀影體驗方式對新電影提出的更高要求。據相
關人士估計，受疫情衝擊，全球票房將減少50億美
元，而疫情過後，世界電影格局必將發生巨變，而
擁有最具潛力市場的中國電影，勢必出現大幅反
彈。正是基於這樣的發展趨勢和基本判斷，中國電
影業在疫情期正悄然布局，練好內功，以期在下一
輪國際電影競爭中彰顯優勢，迎接新挑戰，為電影
強國積蓄能量。

長春作為中國電影搖籃城市，這裏有厚重的電影
文化歷史沉澱，有屢次在國家文化改革中勇立時代
前沿的創新基因，有全民電影情感的牽繫和期盼。
站在又一個新時代改革潮頭，在電影產業已然脫離
「一企、一城」的發展，在草根崛起、群雄逐鹿的

數字化電影時代，在電影人才、劇本創作、市場空
間等電影產業公共資源都實現共用共享的新生態
中，長春這座傳統的 「電影城」如何以新理念在電
影產業發展中找準新定位，實現新擔當和新作為，
備受外界矚目。

「國際影都」 能否讓長春華麗轉身
為抓住機遇參與新一輪電影產業布局競爭，長春精

心謀劃了 「國際影都」項目。2020年9月6日，長春
國際影都項目集中簽約儀式舉行，簽約107個項目，
合同額1484億元。央視網在報道中感慨道： 「有過輝
煌、曾經落寞的長春電影，如今藉助國際影都的建
設，將再度崛起，繼續 『長春』。」長春國際影都能
否引領長春電影再度崛起？記者為此也進行了一番調
研。

在數字化時代發展電影產業，已不再僅僅取決於
好的電影產品，而是需要集合各種電影相關元素，
以流程化、標準化、工業化操作製造電影，並以好
的電影產品帶動衍生品的開發，同時與旅遊業深度
融合。電影消費者更加追求 「沉浸式體驗」和 「自
主化電影體驗」，尋求自己出演角色製作 「微電
影」以滿足個性化的表演需求。在工業化製作電影
產品中，既需要弘揚電影拍攝製作全流程的工匠精
神，又需要依靠裸眼 3D/4D 技術、虛擬現實的 VR

技術、混合現實的 MR 技術、全息技術、全景聲技
術等電影新技術，既要打造培養電影產業細分領域
的專業人才隊伍，又要注重電影產業的工業化、標
準化流程，從而使藝術性和商業性協調一致，達到
電影工業的完美統一。很顯然，長春要重振電影產
業，瞄準數字化時代需求，以工業化思維整合電影
相關元素，是必由之路。

記者了解到，按照《長春國際影都發展規劃》，長
春國際影都主要規劃了兩個區域：長春凈月高新區7
平方公里為核心區，建設影視拍攝基地、5G數字影
視產業基地、影視教育基地、影視文旅基地、影視孵
化基地和影視總部基地 「六大基地」，將在2023年建
成 「大電影、小視頻、泛文娛」的產業集聚地；長春
蓮花山度假區是長春國際影都的影旅融合板塊，重點
發展影視旅遊，促進影旅融合發展。可以看出，長春
國際影都的定位經過了專業研究和深思熟慮，瞄準了
電影產業未來的新發展方向、文旅大融合的新趨勢。

為實現電影產業振興的戰略意圖，長春市政府還發布
《長春國際影都影視產業政策白皮書1.0》，在優化
行政審批能力提高審批效率、改善營商服務環境、鼓
勵影視企業集聚、支持影視作品項目、支持拓展播映
渠道、獎勵精品影視創作、提升人才匯聚效果等方
面，出台一系列新政策。

長春舉全城之力，傾盡一級政府財力和政策，扶植
電影業發展，實屬不易。但要看到，電影產業不同於
汽車產業，兩者雖都受技術、資本影響，可電影產業
作為文化創意範疇，原創時間較長，生命周期較短，
市場風險大，需要建立完善的投融資渠道、完整的細
分領域人才隊伍支撐。對於影旅融合發展的趨勢，長
春國際影都雖然做了完整的規劃和功能分區，促進影
旅融合，但如何實現融合發展，亟待深入研究；長春
國際影都要體現 「國際化」，電影產品的國際化交
易、電影創作的國際化交流、演員隊伍和人才的國際
化引進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發展長春電影產業，離不開長春電影節
的引領，辦好長春電影節，也離不開長春
電影產業的支撐。

從 1992 年開始，長春電影節至今已走
過29年15屆的歷程。29年來，長春電影
節卻一直伴隨着外界的各種聲音前行，
有讚頌和鼓勵，也有詆毁和漠視，就像
藝術作品美中不足留有瑕疵一樣，長春
電影節似乎也成了 「遺憾的藝術」。事
實證明，只有不斷減少缺憾才能贏得未
來，只有不斷創新才能贏得發展。長春
電影節只有創新發展，站在時尚前沿，
才能真正為繁榮電影產業發揮風向標的
引領作用。

2020 年 9 月舉行的第十五屆中國長春
電影節，除了例行的頒獎活動，首次增
加了國際影展單元，在展映領域實現了
新突破。值得一提的是，電影節期間舉
辦的電影論壇邀請了許多新銳導演，探
討電影業發展大勢，交流經驗，碰撞思
想火花，使長春電影節不再是浮躁的
「走馬觀花」，而是注入了思想內涵和

時尚前沿元素。如果說，影片展映和評
獎頒獎是電影節的傳統手段和辦節之
本，那麼，舉辦電影界人士集聚一堂進
行深入交流思想的論壇，則可以把電影
節帶入一個更高層次的思想盛宴，使電
影不僅有外在的娛樂頒獎活動，更有內
在的權威聲音和理性觀點。

為了促進長春電影節繼續保持新銳、時
尚、前沿並向國際化邁進的發展勢頭，有
識之士建議，影片展映和評獎頒獎活動應
更加註重細分領域，特別是突出當前和未
來一段時期 「微電影」 「短視頻」的大行
其道，組織開展對優秀 「微電影」 「短視
頻」的評選，發掘電影界的新銳力量和草
根力量，培育和厚植電影土壤，引領業界
新風。考慮到長春電影節立足東北和東北
亞，在 「國際化」特色中，應當多展映東
北亞區域國家的優秀影片，邀請日本、韓
國和俄羅斯等國的優秀電影人蔘加電影論
壇，增加國際元素，發展成為獨具特色的
東北亞國際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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