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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专家和业内人士
认为，深度调整有助于从业
者清醒认识当前行业的实
际情况：既有全球瞩目的电
视剧产量，又存在无法满足
观众需求的“精品剧荒”；已
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电影
票房市场之一，却同时仍长
期被影视工业基础薄弱、盈
利模式单一、人才培养断层
等难题困扰……

多数业内受访者认为，
要逐步解决相关问题，推进
以“内容为王、精品创作”为
目标的行业转型是关键抓
手，而当前正是最好时机。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
究员孙佳山说，2020年影

视行业将涌现出更多源于
现实生活、紧扣时代脉搏的
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力作，在
紧抓当下热点的同时，输出
更具广泛意义的价值观。
越来越多从业者正在回归
现实主义题材内容创作，脚
踏实地打磨作品。

爱奇艺副总裁、自制剧
开发中心总经理戴莹说，精
品化和多元化已经成为时
下网剧非常明确的趋势。

“播出平台将更加看重作品
的差异化，除了人物设定、
故事核心的突破，呈现形式
上也应该有互动剧、竖屏剧
等多样化的创新探索。”

“5G时代，用户观看视

频内容的场景更加丰富，选
择也更多元。从前被互联
网视频抢占的传统市场，将
迎来基于5G技术新视频类
型的挑战。”白一骢说。

另外记者了解到，目前
北京正构建以“投贷奖”联
动、多层次文化产业资本市
场、文化产业园区运营等重
点产业投融资工具创新、上
市辅导及重点企业孵化等为
环节的文化金融体系，试图
破解包括影视项目在内的文
化产业面临的投融资难题。
浙江在推动文创银行发展的
基础上设立了市场化的影视
基金，未来将聚焦优质内容
生产。 （据新华社）

生物识别信息泄露“暗箭
难防”、“直播带货”中的消费
问题频现、炒作经济热潮下存
在消费侵权隐患等上榜……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19年
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其中
消费新场景带来的维权新挑
战尤为引人关注。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指出，
回顾2019年，随着一系列促

消费政策持续加码、居民收入
逐步增长，中国消费前景广
阔，然而，消费维权仍然面临
多重挑战，消费套路、侵害隐
私、带货乱象、霸王条款、炒作
价格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
况时有发生。面对挑战，有关
部门需要总结经验，加强防
范，协同社会各界共同营造安
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影视行业深度调整，有“阵痛”也释放诸多暖意

你等的爆款可能已在路上
2020年伊始，我国影视行业仍处深度调整态势当中。一方面，2019年内地电影票

房创下642.66亿元的新高，《我和我的祖国》《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多类影视作品爆款迭

出；另一面，各类市场主体仍能清晰感受调整“阵痛”。

此轮深度调整已给影视行业带来哪些“阵痛”？将有何种影响？又有什么值得观众

期待？记者就此走访了北京、横店等地多家影视公司、剧组及专业人士。

2019年以来我国影视
行业深度调整迹象明显，行
业内不少人都有明显“痛
感”。

——部分艺人缺戏。
记者调查发现，2019年有
不少曾片约不断的演员赋
闲在家，索性当起“带货网
红”；一些明星化妆师则靠
发布美妆视频维持生计；还
有部分影视业者“转型”做
代购、卖保险。一些曾炙手
可热的“小花”“鲜肉”艺人
无戏可演的“空档期”甚至
长达1年左右。

——更多公司注销。
记者了解到，以轻资产为
主的影视企业，因缺少抵
押 物 ，融 资 模 式 有 限 。

2018 年上市影视企业股
价暴跌、资本抽离更使一
些企业“雪上加霜”。天眼
查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
共有超过 3228 家名称及
主营业务涵盖“影视”的公
司注销，远高于2018年的
1946家。

——项目普遍缺钱。
多家投资公司的项目经理
告诉记者，“影视行业回款
慢，风险高，已经两年没碰
过影视的项目了。”“以前投
资动辄上亿，2019年超过
5000万的都不多，很多是
投资不大的网剧。”横店影
视城协拍员席丽仙告诉记
者，如今影视项目投资规模
存在集体缩水，剧组在单部

剧上投入锐减。
——剧集明显减量。

横店影视城影视事业部副
总经理赵永清说：“如今
80％以上都是播出平台的
定制剧，只有几个头部影视
公司敢自己投资。”

“行情好的时候资本充
足，更多影视公司可以自己
投拍再找播出平台。如今
平台选播剧集标准更严，一
度出现大量剧集无处播出
的情况。”一诺众合影视传
媒总经理陈炼说，他们最近
一部剧本经过了反复修改
才最终得以投拍。

《中国电视剧风向标报
告》显示，横店影视城的开
机率同比直降45％。

“暖意”：国片更自信、选择更理性、演技更受“宠”

深度调整中也释放诸
多暖意。记者了解到，位列
2019年中国内地票房前十
的电影中有八部是国产电
影。

80后中国导演饺子的
作品《哪吒之魔童降世》以
50.01亿票房拔得头筹；《流
浪地球》以高成本科幻大片
之姿开启了“国产科幻元
年”；《少年的你》《地久天
长》以及柯汶利导演的《误
杀》等影片则展现出国产片
在艺术和市场双重意义上
的更多可能。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尹鸿认为，当前中国
影视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
变化，国产片更加自信，不
再“谈好莱坞色变”，《庆余
年》《唐人街探案》等网剧也
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观看体
验。

还有业内人士认为，曾
经“口碑与票房倒挂”“谁有
名谁卖座”的情形少了，观
众和市场的选择标准都更
趋理性。

对演员价值的判断标
准也在向演技实力回归。
业内人士谭飞说：“台词用
字母代替、演戏靠抠像糊弄

的乱象少了；想要抄几张
PPT就能‘扎’到钞票、作品
全靠流量明星支撑难了；倪
大红、王劲松等演技精湛的
实力派演员更加受市场认
可；有些‘小鲜肉’还开始有
意识地锤炼演技了。”

此外，灵河文化创始
人、制作人白一骢表示，今
天从业人员的专业性日益
成为核心竞争力，“忽悠型”
创作者、投机者纷纷出局。
另外，前些年电视剧项目利
润高达100％至200％、明
星片酬畸高的情况也面临
终结。

“期待”：2020年，下一部爆款已在路上

生物识别信息泄露“暗箭难防”
“直播带货”问题频现

消费新场景
带来维权新难题

炒作经济快速发展是
2019年的消费市场的一个
重要表现。数据显示，闲鱼
上“AJ”的全年搜索量达
3900 万次，“全民炒鞋”话
题还受到诸多媒体关注；

“盲盒经济”带动了新的消
费风潮，某款稀缺的盲盒玩
具在二手市场甚至被炒到
上千元的高价。从炒鞋、炒
盲盒，到炒手办、炒汉服，炒

作经济的发展从小众爱好
“出圈”，成了新的消费市
场。有分析指出，全新炒作
经济的崛起，背后是中国消
费趋势的一次巨大的变革，
其中以90后“炒家”为代表
的消费群体在这些消费热
点中尤其积极，也更加大
胆。然而，隐藏在这轮消费
热潮背后的消费侵权问题
也逐步显现。 (工人日报)

炒作经济存在消费侵权隐患

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背
景下，“直播带货”尤其是“网
红带货”成了电商新风口。
但是，快速发展之下，“直播
带货”中的产品质量、售后问
题，主播虚假宣传问题，平台
数据造假问题等，不仅影响
了公众的消费体验，也损害
了商户的利益，诸多“直播带
货”造成的“两头坑”事件频
频引发舆论争议。

针对这一现象，舆论认
为，保障消费者权益，促进行
业良性发展，还需完善监管
制度。

首先，平台既要完善诚
信评价机制、提高准入标
准，以做好自律；也要引导、
敦促主播在相关领域形成
更强的知识储备和专业度，

做好对平台内商家与主播
的他律。

其次，监管部门应加快
“直播带货”法治化监管建设
力度，提高直播带货违法成
本，增强监管震慑力。对于
出现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
权、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带
货”行为，应依法从严查处。
还应建立和完善社会监督体
系，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选
择权与监督权，保护好消费
者合法权益。通过多方协同
共治，引导“直播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

此外，作为一种新业态，
“直播带货”需跳出“挣快钱”
的桎梏，前置化风险处置，避
免走上以往电视购物风险频
出的老路。

“直播带货”中的消费问题频现

2019年 8月至9月，某
AI换脸软件受到热捧。用
户使用该款软件，只需上传
自拍照片，即可生成“换脸
视频”，将自己变成影视片
段的主角。但该软件在走
红的同时，质疑其涉嫌侵犯
用户隐私的讨论也受到舆
论高度关注。

记者注意到，去年 10
月，一则“小学生发现刷脸取
件漏洞”的消息曾引发网民
热议。有媒体报道，多位小
学生通过打印取件人照片的
方式，用照片“刷脸”就轻而

易举地打开快递柜取件。
专家指出，当前，生物识

别信息是重要的个人信息逐
渐成为舆论共识。技术的发
展促使“人脸”等数据在越来
越多的场合被使用，指纹、虹
膜、人脸等生物识别信息越
来越受到公众重视。但所有
的生物识别技术本质上与数
字密码一样，具有可复制的
特性，因此个人生物识别信
息也容易泄露。所以，对隐
藏着危害公众隐私风险的新
业态，监管手段与方法也需
与时俱进。

生物识别信息泄露“暗箭难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