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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科创板注册制拉开
序幕以来，以科技、互联网
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成为市
场持续关注的焦点， 中欧
基金周应波认为，今年的
市场是十年黄金科技牛
市的预演，未来A股的主
力或许会变成新兴互联
网巨头。中欧基金公告显
示，拟由周应波团队掌舵
的中欧创新未来18个月
封闭运作混合基金将于9
月25日在蚂蚁基金及中
欧基金旗下销售平台发
行， 旨在布局科技前沿，
挖掘新兴产业优质资产。
中欧创新未来设有18个
月封闭期，计划参与蚂蚁
股票战略配售。

经济信息

本报9月23日讯 今天上午，
隆平生物种业产业园在长沙市隆
平高科技园开工建设。据悉，该项
目是“长沙·中国隆平种业硅谷”
核心平台，项目总投资120亿元，
总建筑面积110万平方米， 将依
托袁隆平等6大院士领衔的生物
育种科研团队， 借助中科院亚热
带研究所、湖南农大、省农科院等
高校院所的科教资源， 打造长沙
生物种业科技创新中心、 企业孵
化中心、 公共服务中心和人才聚
集高地。

据介绍， 项目全面投入运营
后， 隆平生物种业产业园将建立
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10个，汇聚
高端人才300名， 引进和培育优
质生物种业及智慧农业企业800
余家，实现年产值300亿元。当天
还举行了入驻企业签约仪式，中
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

种业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现场签
约入驻。

“隆平生物种业产业园的开
工， 标志着长沙现代种业旗舰启
航。建成投产后，这里将聚集更多
国际国内现代种业企业， 推动现
代生物种业全产业链协同互补，
助力长沙在生物种业领域形成先
发优势、领先优势。”长沙市政府
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长沙·中国隆平种
业硅谷”将围绕“一地两区”（种业
重大原始创新策源地、 种业发展
最佳生态示范区和种业文化交流
展示区）战略定位和“一园六镇多
基地”空间布局，打造种业“中国
芯”，建立中国一流生物育种技术
及产业聚集区，建设立足长沙、辐
射全国、 面向全球的国际一流产
学研基地。

■湖南日报记者 邢骁

从陌生人，到朋友，到情侣，
到夫妻，“剧本杀”成为了一种新
的社交方式。

“以前出去玩不是吃东西就
是逛街，没有新意。而剧本杀游
戏推理很带劲，可以在这几个小
时里变成其他人，还可以通过这
个收获新的友谊。” 长沙理工大
学学生小何说，在玩《古木吟》的
时候，正好跟两个同校的学妹拼
成了一桌，后来还成为了很好的
朋友。

业内人士认为， 故事与社
交， 是剧本杀最吸引玩家的地
方，“一局游戏通常由4-8位玩
家组成， 单局游戏时长少则4小
时， 多则7小时。 全程不能看手

机，这个过程你只能沉浸在角色
里。你是剧本里的人，你就跟你
身边周围的人有了关系，不再是
陌生人了。”

“由于叙事视角限制， 玩家
从剧本中获取的信息有限，真实
线索与迷惑性线索互相交织。玩
家在分享信息、隐瞒线索的过程
中，就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湖
南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
院长尹元元指出，同时，隐藏在
不同角色身后，可以让人们放下
社交顾虑，用全新身份和陌生人
交流。再慢热的人，也能在这几
个小时的合作里和队友熟络起
来。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谢文慧 蒋沐晨

“剧本杀”长沙开花，体验馆盈利靠创作？
线下游戏体验馆超过了150家 剧本引进是支出大头

9月23日，在位
于长沙市黄兴中路
的滑头鬼“剧本杀”
实景推理探案馆，
游戏者正在等着挑
选剧本。

记者 卜岚 摄

本报9月23日讯 9月22日，
湖南省融资担保协会发布全省融
资担保机构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
数据显示，2019年， 湖南融资担
保公司由203家减少至124家；平
均注册资本2.83亿元， 增幅为
50.53%，增幅创历史最高。同时，
在受疫情影响及整体经济大环境
低迷的情况下， 湖南省担保业务
逆势飘红， 全省在保余额节节攀
升。

2019年上半年，湖南省加大
对融资担保行业“减量增质”的工
作力度，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清理
整顿行业队伍。 截至2019年5月
末，依法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融
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 的公司
由2019年初的203家锐减至121
家（含再担保公司1家、分支公司3

家）。到2019年末，全省共有融资
担保公司124家， 注册资本共计
351.04亿元， 平均注册资本达
2.83亿元/家。

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底，
全省70%以上的融资担保公司为
国有、国有控股、国有参股担保公
司，国有资本共计279.44亿元，较
上年增加 64.67亿元， 增幅达
30.11%，国有资本占全省融资担
保行业注册资本金的79.6%。

报告指出，2019年， 湖南省
融资担保行业体系建设成效初
显。 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金增加至60亿元，主
体信用评级提升至AAA，为市场
化运作及反哺政策性融资担保业
务奠定基础。至2019年末，体系
内融资担保公司扩容至46家，覆

盖全省14个市州的再担保体系建
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 在受疫情影
响及整体经济大环境低迷的情况
下，湖南省担保业务逆势飘红，全
省在保余额节节攀升， 从年初的
567.41亿元到7月突破700亿元。

“对比历史数据，代偿金额和
代偿率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再
担保体系建设成效初显， 再担保
从无到有并且已经步入快速发展
轨道。”湖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 省融资担保协会会
长胡茹琰表示， 当前行业发展趋
势向好， 预计今年有望在保额突
破800亿，2021年突破1000亿，
2022年突破1200亿。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闫晗 陈瑜玲

“换一人生， 重活一次， 特别爱那种烧脑推理的感
觉。”9月23日，长沙理工大学大四学生小何告诉三湘都
市报记者，自己最近迷上了玩“剧本杀”，“每周基本上玩
两次，光今年玩过的本也有40-50本了。”

近年来，玩“剧本杀”成了“社交新宠”。因为角色扮
演加烧脑破案的独特方式， 吸引了大量年轻人消费。数
据显示，在大众点评、美团等平台上，全国5月初以来已
开张并获得售后评价的门店多达1.1万
家。

遍地开花，长沙线下门店已经超过150家

换上一身装扮，小何变成了
剧本杀《古木吟》中正在读高三
的于念。她来到了美丽的小镇羌
镇， 和其他5名学生在火舞祭中
突然失去意识，醒来后突然出现
在了恐怖的校舍……

“这个剧本分3个阶段，先还
原故事，找寻回忆；然后根据线
索盘出凶案；最后根据角色做出
选择，这也是整个剧本情感的升
华阶段。”小何说，每个人都拿到
了三幕剧本， 对应每个阶段，在
游戏结束后主持人会对整个剧
本进行复盘。

“剧本杀”，是一种在欧美非
常流行的派对游戏， 派对中的一
名宾客秘密扮演凶手的角色，而其
他玩家需要通过调查和推理寻找
出凶手。它曾是一个极小众的游戏，
年初的疫情加速了它迈向蓝海。

9月23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
以“剧本杀”为关键词搜索店铺
发现，在长沙，带有“剧本杀”的
游戏体验馆超过了150家， 光五
一广场商圈附近就有49家，游戏
单人价格从60-168元不等。其
中， 最畅销的店铺仅半年就有
4827人消费。

收入可观，创造剧本盈利占店面盈利八成

“小香，2位的来了， 可以跟
其他6人说准备开始了。”9月23
日下午2点，PANDA桌游谋杀
之谜负责人侯先生正在招待前
来体验的客人。

2016年，侯先生创办了这家
店，属于较早进入“剧本杀”的创
业者。“一般周末和假期人比较
多，我们最多接过50桌，工作日
一般是10桌。”侯先生告诉记者，
来玩的人一般是20-35岁学生或
者白领，“有人最长玩了10几个
小时，普通的也就3到4个小时。”

相比于门店客源经营，侯先
生坦言，剧本创作才是门店最大
的盈利来源。 门店有3本自己创
作的剧本，这就占了店铺利润额
的八成，“在支出方面，剧本引进
占了大头，我们有200多套剧本，
城市限定剧本要1500-1800元，
独家剧本3000-4000元，盒装本
400-500元。”

随着“剧本杀”游戏的走红，
剧本创作也成为一门吃香的手
艺。2017年底，李筱辞去了设计
师的工作， 成了一名全职作家。
“看了《明星大侦探》后对‘剧本
杀’很感兴趣，就去了实景探案
馆玩， 两个月玩了四五十个本，
还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时‘剧
本杀’行业才刚起步，后来基本
上没什么剧本玩了，自己要不写
一个试试。”

2018年2月，李筱的第一个
剧本《凤求凰》正式发售。她用了
14天完成了剧本创作，以298元
的标价卖出了200多本。 李筱表
示， 因为是第一个剧本写得很
快， 现在基本需要3个月才能写
完一个本。

目前，李筱已经发行了四个剧
本，最畅销的是独家本《狐狸旅馆》。
去年12月份预售， 每本标价4888
元，授权给了全球164个城市。

拼出挚友，“剧本杀”玩出社交新方式

湖南融资担保机构“瘦身”，业务飘红
由203家减少至124家；平均注册资本2.83亿元，增幅过半

隆平生物种业产业园开工建设
总投资120亿，打造种业“中国芯”

中欧创新未来25
日发行 聚焦科技
互联网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