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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丽娟

  李学政又被激怒了——— 今年某公司在拟

运作的47集电视连续剧《铁军》项目简介中，赫

然标注着联合出品方为“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金盾影视中心”。而实际上，这个预算6000万元

的项目与金盾影视中心毫无关系。

  同时他又很无奈——— 作为金盾影视中心

主任和制片人，李学政对这种假冒其所在影视

中心出品或者他个人名义宣传融资的影视投

资骗局已经司空见惯了。8月10日，他在微信朋

友圈里发布了一条“郑重声明”，希望有关方面

关注到这种乱象。

  “感觉自己天天在打假。”9月3日，在金盾

影视中心，和《法治日报》记者谈起演艺圈的虚

假项目和投资骗局，李学政皱了一下眉头说

道，“这种乱象应该好好整治一下了。”

  近年来，随着影视行业市场规模不断增

长，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在促进该行业发展

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造假现象和投资骗局。

比如为吸引投资和赚取回报，收视率造假、票

房造假、微博数据造假、榜单造假等事件层出

不穷，防不胜防的还有盗用公司名字、假称知

名导演执导或当红明星主演骗投资的现象。

  记者调查发现，当下影视行业的一些不良

资本运作衍生出了诸多黑灰地带，除了暗藏法

律风险外，还极易导致行业中出现劣币驱逐良

币的现象，对行业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影视项目融资碰瓷名人

投资者中招皆因套路多

  “被总监制”“被联合出品”这样的事情，李学

政每个月至少会碰到四五起，在他看来，这些已

被发现的骗局可能还只占总量的五分之一。

  2017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爆火后，该剧

总监制、总发行人李学政进入公众视野。此后，

冒用他个人名义或者所在机构名称宣传融资

的现象时有发生，直到泛滥成灾。

  2019年7月4日，李学政通过微信朋友圈点

名电视剧《双园风云》剧组，称对方假冒金盾影

视中心欺骗投资商和演职人员。在《双园风云》

公开的招商筹备文件中，金盾影视中心的名字

出现在出品方一栏，同时也被列为该剧的发行

方，李学政则被列为该剧总监制之一。3天后，

又有一家影视公司在策划案中擅自使用李

学政个人简历，被发现后，对方发布

了一封道歉信。

  去年，还发生了一起“乌

龙事件”，导演宁浩给李学

政发了封律师函，因为

有人打着“总监制李

学政”和“著名导

演宁浩”的旗号发布项目书进行融资。宁浩不知

道，李学政也被冒用了。李学政对此哭笑不得，

“我们两个真李逵，被李鬼打着招牌去骗钱”。

  北京天平（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京成

曾经接过几起电影投资诈骗案，在他看来，金

盾影视中心、李学政在影视行业是权威、专业

的象征，一些出品公司利用这种“假关系”发布

“假项目”，能引来很多潜在的合作，最后或能

顺利融资，但此举损害了金盾影视中心的权益

和李学政的署名权。

  因多次被“碰瓷”，李学政不胜其烦。他直言，

影响不大的骗局只能假装看不见，因为很难全部

追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还是可以打的，有

些还不好打，因为牵扯很多人”。

  2019年《巡回检察组》立项之初，某影视公

司在项目投资中只占5%的份额，却对外宣称其

投资占该剧总投资的50%，在全国各地以众筹

方式将这些股份释放出去，并且释放对象是不

特定关系人，导致数百人受骗。“通过这种操

作，很快就能收回成本，将风险留给下面的投

资人。这种操作方式比较隐蔽，骗取不特定关

系人的钱财，社会危害性很大。”李学政说。这

是一起典型的恶性诈骗事件，最终该公司被公

安机关立案调查。

  据李学政介绍，目前常见的影视投资骗局

有三种：打着著名影视公司、导演、当红明星或

者重要机关的旗号，宣称合作，骗取投资；将影

视作品包装成一个高收益率的理财产品，利用

高收益率为诱饵，吸引投资者入局；对外出让

投资份额，以众筹形式溢价售卖。

  此外，据公开报道，还有人用具有诱惑力

的概念吸引投资，比如以上映电影的票房表现

作为分红的标准。此前有人在网上宣称，电影

《狐踪谍影》发行14万张“版票”，每张1000元，总

和占该电影50%的票房分红，而票房预计在20

亿元以上。该片曾宣称2018年10月黄金档上映，

最后直到2020年才上映。当投资人去咨询时，对

方又辩称“版票”只是由公司发行的具有收藏

价值和门票功能的票。

  在李学政看来，那些假借知名导演、演员

参与做项目宣传的公司，有的是因为缺乏资金

但又急于做成影视项目，采用此招筹到钱后，再

去找那些被冒名的导演、演员合作，“但很多时候

好演员和导演没有档期，片方只能换人拍摄。如

果投资商所签的合同里没有规定主创人

员，被坑后就很难打官司维权”。

  更恶劣的是，有的项目方骗到钱

以后挪用他处，甚至卷钱跑路。“处理

这种事情，通常

是发个声明

不了了之，

能看到的

人很少。

如 果 我

们起诉侵权方，不

仅耗时很长，而且对方多是皮

包公司，得不到什么赔偿。”李学政说，

违法成本太低了。

明星上演推动股市神话

天价片酬背后内幕重重

  为什么虚假项目和投资在演艺圈如此猖

獗？李学政认为，这和近年来资本大量涌入有

一定关系，“大家觉得演艺行业好赚钱，一窝蜂

涌入该行业，有些人心怀鬼胎，利用假项目、假

投资圈钱”。

  然而，资本市场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

  人们至今对2016年一家明星企业企图用

6000万元撬动30多亿元的疯狂操作记忆深刻。

  当年，演员赵薇和丈夫黄有龙成立的龙薇

传媒，试图以30.6亿元的高价收购上市公司万

家文化。成立仅一个月的龙薇传媒注册资本尚

未实缴到位，仅有6000万元为自有收购资金，杠

杆率高达51倍。

  此举在A股市场引发不小的震动。最终，该

笔交易被叫停。

  也是在2016年，深交所向乐视发出明星为

何低价入股的质询，乐视网拟向乐视影业44名

股东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其中包括多位大牌

影视明星，深交所要求披露乐视影业报告期内

的详细财务数据。暴风集团拟以10.8亿元的对

价收购稻草熊影业60%的股权，该公司主要明

星股东为吴奇隆和刘诗诗，溢价率近40倍，收

购方案很快被证监会予以否决。

  当时，在影视公司上市热潮的刺激下，不

少一线艺人纷纷扎堆入股当老板，在影视界掀

起“明星股东”旋风，名人IP在资本领域到了炙

手可热的哄抢阶段，外界对明星空壳公司估值

存有质疑。也有投资者认为，存在影视明星巨

额利益输送并由中小股东买单之嫌。证券监管

部门则频频发出警示，明星证券化“对上市公

司经营及财务报表有重大影响，很可能对投资

者形成误导”。

  2016年，随着一些明星收购案的流产，“明

星推动股市神话”戛然而止。尽管没有明确的

监管政策出台，但2016年至今，再也没有一家明

星影视公司能登陆A股。

  而一些不良影视资本破坏行业生态，快速

攫取利益的脚步却从未停止过。记者梳理发

现，近年来，有的影视上市公司放大杠杆、以小

博大，通过“明星证券化—标的公司‘空壳’

化—保底发行、票房造假哄抬股价—自买自

卖、减持质押疯狂套现”的资本运作套路，掏空

了很多中小投资者。

  李学政透露，有的影视上市公司甚至故意

包装亏本的公司，赚股民的钱“割韭菜”。

  “某些影视公司真正的收入，不在主营业

务，而在其背后的资本市场套现。”编剧郭明亮

曾对影视投资有过研究，他发现，股市一度成

为资本方的“提款机”。

  2021年A股市场“影视借壳第一股”长城影

视被终止上市，该公司实际控制人赵锐勇通过

借壳、自买自卖、高位减持、股权质押等手段

获得大量高杠杆资金，被舆论质疑为空手套

白狼。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汪海林曾是

《楚汉传奇》《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影视剧的

编剧。他告诉记者，在资本游戏的疯狂加持

下，影视行业的购销环节存在诸多猫腻。

  汪海林说，在我国，影视行业存在垄断

现象，即制作公司和播出平台是一家，制

作公司和经纪公司也是一体。“自己制

作，再卖给自己，中间产生利润。实际上，

经纪公司应该提高成本，制作公司应该

降低成本，但他们是同一家，如果老板让

经纪公司把艺人价格做高，那么艺人的

价格就是

可控的，回报也是

稳定的。一旦可控，就

能完成高利润，财务流水就

会很好看，所以影视公司特别热衷于签艺人、签

经纪公司。艺人只要上戏，他们就会有回报，而项

目回报相对是不可控的。”

  资本方为什么青睐流量明星？汪海林解释

说，因为资本方可以通过流量明星做出天价片

酬，推高成本，再做出超长剧集，做出超高单

价，获得大量利润，迅速完成对赌。

  他透露，这中间有非常广阔的黑灰地带，

做出虚高的成本和虚高的售价后，能从中获取

差价。比如一部戏通过上述一系列操作，将成

本虚高至5亿元，再卖出7亿元，哪怕是“保底”5

亿元，他们都可以从中获取巨额差价。

  这种模式驱动下，利益唾手可得，一些不

良资本方、制作方便无所不用其极，最终造成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销售中，给的回扣

多，即使作品不好也能卖出高价钱，好的作品反

而卖不掉。他们会想出一些对老板或者平台有说

服力的说法，流量就是其中一个说法。这个明星

为什么值这么多钱，为什么需要用这么多费用去

买，因为他有流量。”汪海林说，所以资本方和制

片方就会想尽办法把明星的流量数据抬高。

  明星流量变成资本方和制片方的一道护

身符。“从播出效果来看，如果收视率高，说明

他们选对了；如果不高，就可以将责任推给流

量明星。”汪海林说。

重塑影视作品评估体系

呼唤中国“派拉蒙法案”

  “热钱来得快，催生了很多投机者入局，虚

报天价的投资金额，虚报强大的人脉关系，投

机者们混迹在影视圈，客观上搅乱了这个行

业。”郭明亮说。

  如何根治演艺圈资本市场乱象，汪海林认

为需要从两方面发力，一是管理好平台，二是

解决垄断问题。

  “目前存在横向垄断和纵向垄断的现象。”

汪海林解释，关于横向垄断，目前由几家网络

影视平台对内容、价格进行高度控制；关于纵向

垄断，从文学网站即所谓的IP开始，到制作、艺人

经纪、播出、宣发甚至数据，全部被资本方掌握，

形成一个闭环，而这个闭环是不透明的，也容易

产生腐败。

  他建议进行政策性拆分，将制片公司的发

行和放映业务分离。

  “呼唤中国的‘派拉蒙法案’（美国于1948

年5月开始推行的法案，该法案判定大制片厂

垂直垄断为非法）。制作公司不能做院线，经纪

公司不能做制作。这样一来，经纪人就会去维

护艺人的权益，制作公司就要去和经纪公司谈

判，降低艺人的成本，如此才会形成良性业

态。”汪海林说。

  在他看来，目前国家对于流量至上现象进

行了多方位管控，短期内会遏制流量经济愈演

愈烈，但仍需加快建立新的质量评估体系和风

险评估体系。同时，尽快建立新的购销机制和

剧作中心制，以故事来定项目、定价格，以实际

播出效果来定收益。

  “如今虽然斩断了一些数据的来源，但资

本方仍然可以想办法去寻找新的数据，实现新

的流量算法，因为现在一些网络平台还只会通

过流量算法来进行项目评估和买卖。”汪海林

说，“所以要改变流量算法，要让数据资产国有

化、公共化、社会化，不能被私有资本掌握和随

意利用。”

  而在李学政看来，在演艺圈，不论是哪一

个环节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具有凝聚大众力

量做先进文化的思想觉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

出有高度、有格局、有温度、有价值的影视作品。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本报见习记者 张海燕

  “您好，我是上海市反诈中心民警，您刚刚

可能接到一个疑似电信网络诈骗的电话，现在

对您进行预警提示，请勿轻易点击对方发送的

链接和转账……”

  近日，在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指挥室，

《法治日报》记者看到民警对一起疑似电信诈骗案

件进行电话劝阻。

  据了解，上海反诈中心搭建预警数据模型，有

效监测疑似电信网络诈骗电话和短信，并针对浅、

中、重度潜在被害人采取分级、分类联动劝阻。今

年以来，该中心已累计发送提醒短信2900余万条，

拨打劝阻电话192万人次，见面成功劝阻29.1万人

次，间接避免经济损失约8.81亿元。

  这是上海首创的“联动劝阻”机制，如今已在

全国推广。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和电信产业的迅猛

发展，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非接触式犯罪发

案快速攀升，呈现出发案总量高、手法翻新快、受

害人群广、社会危害大等特点，成为危害人民群众

财产安全最突出的问题。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上海

警方与电诈分子展开了激烈斗争，构建“全警反

诈、全社会反诈”大格局，有效打击了电诈犯罪的

嚣张气焰，快速遏制了电诈犯罪多发高发态势。

电诈手法演变升级

创新打法斩断源头

  不久前，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成功破获一

起特大网络直播诈骗案，一批“美女主播”和背后操

盘者被押回上海。这一团伙冒充网红主播，以婚

恋、交友等名义，诱骗被害人在直播平台上进行充

值、消费，涉案金额大、受骗人员多、社会危害

严重。

  随着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不断涌现，新的

电信网络诈骗手法也随之演变升级，上述“美女主

播”诈骗案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数据显示，近两年，网络诈骗案件在所有诈骗

案件中占比已超过85%；受害群体覆盖各个年龄

段，其中“90后”人群占比达到62.7%，作案手法呈

现从电话、短信向网络端发展的明显趋势，网络诈

骗占比不断上升。

  针对网购、刷单、贷款、网络直播平台等高发

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今年上半年，上海警方组织

开展了3轮集中统一收网行动。

  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总队长石毅君介

绍，上海公安机关聚焦新型电信网络诈骗，采取集

约研判、集合抓捕、集群打击模式，分别针对网络

敲诈案件、境内诈骗团伙和黑灰产业链以及直播

诈骗、网络购物等阶段性高发类案开展打击。

  行动中，上海警方集中警力分赴全国26省251市，

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2700多人，串并侦破上海和外

省市案件1300多起，查冻涉案资金1550多万元。

  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陈臻说，针

对电信网络诈骗方式变化快、手法新的特点，上海公安创新“全警种、全手

段、全天候”打击犯罪新模式，坚持“哪类案件高发，就打哪类案件”的总体思

路，持续组织集群攻坚战役，抓金主、铲窝点、打平台、断资金，强化全环节、

全链条打击。持续深入推进“断卡”行动，将打击锋芒瞄准卡头、卡贩、卡商和

卡王级犯罪团伙，力争打源头、断渠道、铲土壤。

首创联动劝阻机制

建涉诈网址黑名单

  新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具有很强的欺骗性、隐蔽性，一些受害者很难提

前警觉。甚至当民警提醒受害者并进行劝阻时，还会出现“劝不住”的情况。

  为此，上海首创“联动劝阻”机制，针对浅、中、重度潜在被害人采取分

级、分类联动劝阻。“对一些尚未警觉、已被‘洗脑’甚至准备转账的高危潜在

被害人，我们会及时指派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上门见面劝阻，积极动员家属、

好友、居村委干部、银行工作人员等配合开展劝说。”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九支队接警处置大队大队长吴强说。

  此外，为了破解见面劝阻“找不到、劝不住”等难题，反诈中心还会向一

线民警精准推送潜在被害人详址、劝阻“话术”等，实现一口下发、叠加研判、

警种支援、实时交互。

  同时，上海健全“接报即反查，反查即预警”机制，在接报案件时即同步

反查诈骗要素，发现劝阻其他高危潜在被害人，针对多发的网络诈骗，建立

涉诈网址“黑名单”库，日均阻断对诈骗网站的访问1267万次，有效阻断诈骗

信息流。

  在阻断资金流方面，上海警方联手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接报

即止付”机制，在接警的同时，努力做到秒级止付响应，并会同人民银行上海

总部创建资金防阻“安全盾”，实现了交通、浦发、上海、上海农商4家在沪法

人银行“单位账户”网银交易风险管控的有效覆盖，最大限度阻断银行客户

向涉案账户转账，今年以来已避免直接经济损失3.5亿元。

  “我们在严打犯罪的同时，积极运用大数据和高科技手段搭建技术‘防

阻墙’，守住‘信息进口’和‘资金出口’，力争做到‘诈骗电话打不进来，诈骗

短信发不出去，诈骗网站登录不了，诈骗钱财转不出去’。”陈臻说。

线上线下加强宣传

提高群众防诈能力

  诱骗男性充值消费，“美女主播”实为诈骗团伙；线上裸聊被敲诈，跨境

严打灭气焰；全警高擎反诈利剑，斩断网络诈骗黑手……这些反诈故事来自

当下热映的全景式警务侦查纪录片《大城无小事•城市真英雄2021》，该纪录

片由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实景展现了上海反诈民警的

责任与担当。

  当看到浦东公安分局专案组民警远赴中缅边境，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将4名

涉嫌裸聊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押解回沪后，浦东新区人大代表谢金亮不禁感叹

道：“办案民警克服了种种困难，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我们也要学习民警肯吃苦，勇克难的精神，不断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像这样的反诈宣传，在上海随处可见。除了线上推出现象级传播作品

外，在线下，上海警方深入社区、楼宇、企业、校园，组织警力登门入户宣讲，

打造更多的“无诈社区、无诈楼宇、无诈单位、无诈校园”。

  上海还进一步优化市、区两级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公安机关联合教育、财政、税务等部门，常态化开展在校师生、

财会人员、公司法人等重点群体的反诈宣传和精准劝阻。

  对于高发易骗行业和人群，上海警方还推动各行业主管部门全面梳理

本行业、本系统、本领域存在的涉诈风险和管理漏洞，做到风险隐患清零。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电信网络诈骗既遂案继续下降3%、破案数

上升35.7%，直接挽回或避免经济损失7.4亿余元。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持久较量，必须持续发力、

久久为功。”陈臻说，上海公安机关将以超常的精神状态、超常的决心意志、

超常的工作措施，推动坚决打赢新形势下的反诈攻坚战，打造更高水平的平

安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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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常见的影视投资骗局有三

种：打着著名影视公司、导演、当红明星

或者重要机关的旗号，宣称合作，骗取

投资；将影视作品包装成一个高收益率

的理财产品，利用高收益率为诱饵，吸

引投资者入局；对外出让投资份额，以

众筹形式溢价售卖

  ● 近年来，有的影视上市公司放

大杠杆、以小博大，通过“明星证券化—

标的公司‘空壳’化—保底发行、票房造

假哄抬股价—自买自卖、减持质押疯狂

套现”的资本运作套路，掏空了很多中

小投资者

  ● 建议进行政策性拆分，将制片

公司的发行和放映业务分离，制作公司

不能做院线，经纪公司不能做制作。这样

一来，经纪人就会去维护艺人的权益，制

作公司就会去和经纪公司谈判，降低艺

人的成本，如此才会形成良性业态

被疯狂资本搅乱的演艺圈
记者调查演艺圈资本市场乱象及投资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