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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宣发进网红直播间能否带流量盗版影视网站为何“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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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家只是冰山一角

湖北省浠水县公安局通过官方微信发

布消息称，警方根据91资源系列网站涉嫌

侵犯著作权的相关线索，关停涉嫌侵权影

视网站500余个，抓获涉案人员18名，追缴

违法所得资金250余万元，采集电子证据逾

100T。然而，这被关停的500余个网站，只

是盗版影视市场的冰山一角。

北京商报记者以“电影资源网站”为关

键词在网络上进行搜索，搜索出5020万个

相关结果。而在具体搜索结果中，超过300

条均与盗版影视资源网站有关，其中包括

《中国机长》《少年的你》《哪吒之魔童降世》

等多部知名电影。用户可以在线观看、免费

下载等。此外，现阶段不少盗版影视网站不

只是设立网站，还推出了自己的App。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

峰表示，盗版资源不用付费，而且还可以提前

看到未上线的内容，因此用户群体很大。

据资深制片人王先生透露，尽管现阶

段政府、行业从业者联手对盗版网站持续

进行打击、关停，但相较于仍存在于网络空

间的其他盗版影视网站而言，这只是冰山

一角，还有大大小小的网站不断提供非法

的盗版资源，损害着市场的良性发展。

而盗版资源也愈发好找，有的影视资

源可能由内部泄露，也有的是在院线上映

时盗录。另外现在网络上有直接出售影视

资源的团队，单片销售价格约为几元，也可

以缴纳200元左右成为团队的销售代理。

固定团队随时“再生”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将一个盗

版影视网站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并不是

一件难事，一个被关停，另一个便可以随

时“再生”。

张先生曾经也是一名盗版影视网站的

参与者，据他透露，如果只是建设简单的网

站，一天时间内便可完成。“首先是购买域

名和虚拟空间，其中域名几十块钱便可搞

定，虚拟空间价格则会根据实际大小高低

不一。之后，便可以借助软件系统来建站，

不需要自己写代码，只需要借助合适的模

板进行编辑即可。按照流程和说明安装后，

一个网站就基本建成了，后面需要的便是

放置影视资源。”

按照政府相关规定，在境内提供互联

网信息服务都应进行备案，盗版影视网站

又是如何实现备案的呢？对此，张先生表

示，“部分网站在购买虚拟空间时会选择海

外地区的服务器，而该类服务器没有规定

必须备案”。

且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为了防备被

查，不少盗版影视网站还会事先设立备用

站点，一旦正在使用的网站出现问题，就会

转移到另一个站点上，并通过微博、微信等

方式告知用户新网站的链接，供用户直接

使用、下载。

高收益驱动低成本侵权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均查处了不少盗版

影视网站。一个月前，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便宣判一起侵权案，被告通过盗版视频

网站向用户提供免费盗版电视剧685部，最

终法院判处被告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在业内人士看来，之所以会有源源不

断的盗版影视网站出现，也与侵权者可借

此获得高额收益密不可分。“尽管盗版影视

网站侵权，但基于人们对盗版资源的趋之

若鹜，网站运营起来后便会实现较高的流

量，此时便会有广告商来接洽，主要是竞猜

足球、百家乐、老虎机等赌博类广告，同时

也有一些游戏广告、办理移民广告等。”张

先生说。在上述上海侵权案中，被告在网站

逐步获得较高人气后，便开始接赌博等广

告，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获利30.9万余元，而

在此次湖北省浠水县公安局查处的案件

中，追缴违法所得资金则达到250余万元。

较高的收益背后，对应的则是较低的侵

权成本。影视传媒行业分析师曾荣表示，现阶

段通过免费或低价来拿到影视资源并不难，

单独建设网站的成本也只有不到100元，也

有的网站会将用户引导到网盘去下载资源，

这也就省了一笔开支，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盗版影视网站的出现，已令版权方的

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因此现阶段政府、行

业从业者也纷纷行动起来，试图进一步遏

制该类行为。张先生表示，“近几年监管愈

发严格，很多人都感到这条路越来越不好

走了，因此我和一些朋友便相继退出，但仍

有一部分人还是没有办法摆脱高收益的诱

惑，选择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北京商报沸点调查小组

用“野火烧不尽”来形容盗版影视网站一点儿也不为过。12月3日晚间，警方破

获一起特大侵犯著作权案并关停500个影视网站的消息引起关注， 然而北京商报

记者调查发现，影视盗版市场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大，不仅仍有数量庞大的盗版影

视资源，被关停的网站也随时可能“春风吹又生”。

闲置宅基地转型度假村

“我们这儿四季都是景。春天品香椿，夏

天来避暑，秋天赏红叶，冬天能滑雪。”圣水天

缘旅游文化公司（以下简称“圣水天缘”）董事

长邓海南在推介会上介绍说。

邓海南所说的地方，就坐落在北京市房

山区中南部的圣水峪村，距离北京城区70公

里，车程1.5小时。

“当时我们发现村内有两条山沟，两边散

落着不少荒废的民居和部分只有老人留守的

宅基地。于是，我们考虑在打造乡村康养文化

旅游样板的基础上，通过对宅基地整顿，开辟

一个民宿集群地。”邓海南说。

后经与村委会协商，圣水天缘与村民筹

建乡村旅游合作社，并将在2-3年内汇集100

家闲置宅基地和现有民宿，对其进行改造和

升级。

为打消村民的后顾之忧，通过土地流转

或长租等方式翻建80-90套闲置宅基地或老

旧民房，升级改造10-20家农家院；建设非遗

手艺展厅和国学文化传播书院；同时，还将打

造村民室外活动广场和两个100立方米容积

的水窖等。

据悉，目前公司已完成东边太湖所在

山沟闲置宅基地民宿的改造工程。首个高

端民宿样板圣水莲庭已投入运营。截至

2019年7月，已有两座院子共12间客房和4

间榻榻米茶室投入使用。“项目总投资

7300万元，公司投入1300万元，还需招商

6000万元，我们将在三年内完成全部建

设。”邓海南表示。

除圣水天缘计划外，大石窝镇政府联合

北京市房山新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实施

兴建的云居文化项目景区也成为此次推介会

的一大亮点。该项目总用地39.77公顷，与圣

水天缘不同的是，云居文化项目在寻找投资

方的同时，招揽后期策划和运营人才也成为

其此行重要目的。

项目方表示，“‘私人定制’服务和原创内

容的加持，能够帮助消费者不断丰富旅游体

验，提高旅游景区‘复购率’，而我们也需要同

步充裕经营管理能力和企划设计水平”。

事实上，圣水天缘和云居文化仅是此次

京郊招商引资文旅项目的部分样本。与其同

台竞逐的还有全市其他33个重点旅游投融资

项目，涵盖京郊精品酒店、高端民宿、文旅融

合、古旧村落旅游开发等七种类型，包括“怀

柔区雁栖镇黄金谷艺术金厂精品酒店项目”

“顺义区文华影视城旅游体验项目”“‘纳兰

府’昆曲旅游驻场演出项目”等。

政策“点睛”京郊旅游生意

其实，商家成为京郊旅游生意的拥趸不

无道理。关宇认为，京郊旅游是北京文化和旅

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京郊旅游也是市委

市政府立足“大城市小农业”和“大京郊小城

区”的基本市情作出的部署。

在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专门就“提

高服务品质，发展乡村观光休闲旅游”作出安

排，明确“推动乡村观光休闲旅游向特色化、

专业化和规范化转型，将乡村旅游培育成为

北京郊区的支柱产业和惠及全市人民的现代

服务业，将乡村地区建设成为提高市民幸福

指数的首选休闲度假区域”的发展目标。

政策出台为项目的顺利开展打造了良好

的制度环境。以圣水天缘计划项目为例，根据

《乡村振兴战略计划（2018-2022年）》，明确村

集体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发展养老、康养机构；同

时，国家发改委印发《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

级行动方案（2018-2020年）》提出，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可依法使用自有建设用地自办或以土地

使用权入股、联营等方式参与乡村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等。

为了使农民土地经营流转权益得到落

实，今年9月26日，农业农村部公开《农村土地

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在此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

办法》基础上，落实“三权分置”，对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转让、互换和土地经营权流转作

出明确细分。

“这是通过规范进一步满足保护耕地和

盘活土地资源之间平衡的需要，保护所有权

和承包权，盘活经营权。”卓纬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孙志峰分析指出。

此外，市文旅局还通过建立投融资服务

体系，将京郊旅游投融资工作推向市场。比

如，2012年，设立北京旅游产业股权投资基

金，次年携手北交所建立北京旅游资源交易

平台。

在2014-2017年间，又先后建立面向中

小微旅游企业和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户）的融

资担保机制和政策性保险服务体系，为京郊

旅游项目提供招商、融资、流转、推介及风险

防范等综合服务。

“目前全市13个涉农区共培育采摘篱园、

休闲农庄、乡村酒店、山水人家、生态渔家、养

生山吧、民族风苑等特色旅游业态710家，乡

村精品民宿500余家，星级民俗旅游户5595

户，星级民俗旅游村263个，农业观光园1216

个，特色旅游村镇100个和传统村落44个。”关

宇说。

首个旅游产业交易平台上线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消费结构升级，市文

旅局会同北交所，专门建立以京郊高端民宿、

精品酒店等旅游新业态为重点的京郊旅游投

融资服务平台。而这也是我国首个旅游产业

交易平台。在本次推介会上，该平台正式启动

上线。此次推介会上，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梅

松、关宇等多部门领导共同启动了京郊旅游

投融资服务平台。

据介绍，该平台上线运营后，任何浏览平

台界面的投资人均可随时了解京郊旅游投融

资项目信息及动态。而此次推介会重点推出

的35个旅游投融资项目，将被同步纳入该平

台对外发布。

此前的2013年，北交所就曾成立全国首

家旅游资源交易平台。六年以来，平台以“全

产业链资源整合”为方向，逐渐形成项目包装

策划、信息披露、对接撮合等全流程、一站式

服务；截至2019年11月底，平台共挂牌项目

801项，挂牌金额2468亿元，已成交172项，成

交金额75.6亿元。

在北交所董事长吴汝川看来，平台的设

立是全市文旅产业“立足北京，面向津冀，辐

射全国”的有力抓手。

此外，关宇透露，眼下市文旅局即将牵头发

布《关于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意见》和《京郊

精品酒店建设试点工作推进方案》等政策文件。

“此外，随着2019世园会、2020世界休闲大会、

2022冬奥会等重大活动的相继举办，一批标志性

活动场馆将陆续成为京郊旅游的新亮点。”

国家旅游局原规划专家王兴斌认为，要想

收到好的效果，还需继续联通直达天津、河北

的旅游线路；同时，不断改进旅游服务的质量，

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质优价廉的旅游服务。

此外，王兴斌说，通过改造农村宅基地推

出京郊旅游服务的同时，要注意结合当地农

村整体环境，完善旅游服务硬件设施。“更重

要的是，提升硬件的同时，紧抓服务内容，优

化服务态度和服务手段同步升级。”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12月4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以下简称“市文旅

局”）会同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等部门召

开2020年京郊旅游重点投融资项目推介会， 推介会共涉

及7种类型的35个文旅融合投融资项目，遍布怀柔、房山、

平谷、 密云等在内的10个区， 投资总额估值120亿元。

“2019年是市文旅局机构改革完成整合后的第一年。目

前， 全市已初步形成以重点景区带动型、 民俗文化挖掘

型、 乡村民宿引领型等为重点的京郊旅游发展格局。”市

文旅局副局长关宇表示。

2020年京郊游重磅投资项目看点

集中推介京郊10区的35个重点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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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以京郊高端民宿、 精品酒店等旅游新业态为
重点的“京郊旅游投融资服务平台”，而这也是我国
首个旅游产业交易平台

目前全市共有

乡村旅游特色业态710家

乡村精品民宿500余家

星级民俗旅游户5595户

星级民俗旅游村263个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杨雅）12月4日
晚间，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主演胡歌、桂纶

镁和导演刁亦楠来到李佳琦的直播间做线上

路演，并在线发起抢电影优惠票的活动。借助

直播平台与院线新片联动的现象越来越多，

利用发布优惠电影票福利在业界更是屡见不

鲜。在“万物皆可带”的潮流之下，网红能否让

影视产业实现流量变现，还有待观察。

除了胡歌通过网红搞直播渠道宣传电影

《南方车站的聚会》外，电影《受益人》主创大

鹏、柳岩和导演申奥也曾“空降”主播薇娅的

直播间，售卖0.1元电影购票优惠券；电影《吹

哨人》主演雷佳音、汤唯现身抖音大V“多余和

毛毛姐”的直播间为新电影宣传造势，观众可

以直接通过直播间的小程序抢购19.9元/张的

限时低价票。

网红牵手流量“杀入”影视领域的现象越

来越多，但究竟能带来多少实际的宣传效果

和收益还有待观察。

对于电影《受益人》而言，首次开启直播

卖票模式的成绩很亮眼，据统计，大鹏、柳岩

在做客网红主播薇娅的直播间的40分钟内，

在线观看人数达到800万，累计卖出11.6万张

电影票优惠券。电影《吹哨人》也乘势而上，据

影片出品及发行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在长达

70分钟的直播中，直播看播量超过1000万，多

位抖音头部达人联动覆盖粉丝2亿。

然而，这种明星牵手网红直播卖票的形

式并未给电影票房带来明显的变化，此前得

到大量曝光的《吹哨人》，截至北京商报记者

发稿，首日预售票房为203.4万元，在电影市

场中并不是一个亮眼的成绩。与此同时，网红

之于电影《受益人》，短期效益则更为明显。据

悉，观众在直播间抢到的19.9元电影票需要

在11月9日之前使用，被业内认为是片方推高

首日上座率抢排片的手段。猫眼专业版数据

显示，《受益人》上映的27天内，最高票房成绩

出现在11月9日，为3691.2万元；其次是上映

首日的2768.9万元；累计票房为2.16亿元。

“虽然明星效应与网红影响力形成叠加

效应能够吸引大量观众，并实现大面积曝光，

但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受益人》和《吹哨人》

在直播中都以19.9元的低价票做噱头，迎合

了消费者抢便宜的心理，一旦失去优惠机制，

后续的电影票房则会呈现出真实的市场反

应。”影评人刘贺表示。

“不可否认，对于影视产业来说，网红及

其背后的巨大流量，对于产品的传播、推广会

起到一定的作用，尤其在新媒体手段盛行的

现阶段，利用网红确实已成为一个重要营销

方式。”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

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表示。

然而，多位专家均提出，利用网红并不意

味着可以过度依赖网红，否则“风口”背后会

蕴藏着更大的“风险”。

在吴丽云看来，网红只是一个流量入口，

如果形成流量后，利用网红的一方无法接住、

吸收这些流量，消费体验不断发散后，负面效

应反而会传播得更快，产生“反噬”，即消费者

眼中的“期待越高、失望越高”。

新元文智创始人刘德良表示，网红风口

的风险来源于网红个人IP的生命力和生命周

期的长短，网红“带货力”往往伴有高潮和低

谷，因此，和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品牌合作是有

周期性风险的。吴丽云也提出，网红只能是营

销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企业“押宝”的重点。

“网红面向的是某一个年龄段的特定人群，如

果某旅游景区或目的地过度强调网红，则会

产生逼出效应，将那些不在网红辐射范围内

的受众逼出市场。”吴丽云坦言。

此外，刘德良还认为，网红个人也存在道德

风险和法律风险，如果遇上多次“翻车”，影响力

和公信力则难以持续。因此，对于品牌方而言，

不同于品牌代言人，与网红们的合作更多是市

场营销型的合作，只是短暂性的合作，过一段时

间之后，可能会换不同的网红进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