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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了感情又赔钱“游戏托”的偷心陷阱
网恋实则是套路
性格温柔声音好听、不要礼物和520红
包，只想陪你玩游戏，如果能遇到这样的女朋
友，简直就像是中了彩票一样……消费者郭
先生就遇上了这样的“好事”。
2020年7月份，郭先生与“女朋友”奶糖
相识于社交平台Soul，加上微信好友后，在
一来二回的聊天过程中，两人很快确认了
“恋爱”关系。奶糖告诉郭先生，自己平时喜
欢玩一款叫《幻梦云庭》的仙侠游戏，由于两
人现在异地，希望郭先生能在游戏中陪伴
她。郭先生欣然同意，殊不知从那一刻起他
已落入陷阱。
为了哄奶糖开心，郭先生在不到半个月
的时间里，在该款游戏的充值金额已达近万
元。然而奇怪的是，郭先生在微信中给奶糖发
的红包全部被拒收了，“她只让我在游戏里消
费，而且平时聊天话题除了游戏以外，别的并
不会跟我多聊”。
一个月后，奶糖突然提出要来跟郭先生
见面，不过前提是郭先生为她在游戏中购买
价值1万元的“区服命名权”。“我觉得这东西
没什么用，但毕竟已经付出了那么多，还是想
有好的结果。”最终，郭先生咬牙照做，可没想
到的是，第二天对方却以家里有事为由拒绝
见面。
谁料几天后，奶糖又以游戏中有新活动
为由，再次要求郭先生在游戏中进行充值，但
郭先生这次明确拒绝了。“后来她还找我好几
次，我都不同意再继续充值，她就‘发脾气’把
我拉黑了。”至此，郭先生在《幻梦云庭》中累
计充值金额已有2.2万元左右。
郭先生在网上搜索后发现，遇到游戏托
的人并不在少数，单人被骗金额最高达几十
万元。玩家刘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游戏
《QQ飞车》里认识了一个女生，对方以“恋
爱交友”的方式诱导刘先生玩一款名为《云
舞风华》的仙侠手游，后又以游戏账号可以
交易的理由要求刘先生累计充值了16万
元。“她承诺帮我联系卖家卖号，谁知道等我
充值后，我的账号就被封了，微信也把我拉
黑了。”

继“饭托”“ 酒托”之后，如今不法分子又找到了致富新门
路——
—“游戏托”。近日，北京商报记者接到多位消费者投诉
称，在福州星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威网
络”）旗下的游戏中遭遇了游戏托诈骗，涉及金
额达千万以上。这些游戏托通过热门游戏平
台、社交软件等渠道跟潜在玩家进行交
流，通过“恋爱”“交友”等方式获取
游戏托概念
他们的信任，从而推广其他游
通过热门游戏平
戏的下载链接、诱导玩家
台、社交软件等渠道跟
潜在玩家进行交流，用
进行充值。北京商报记者
“恋爱”
“交友”等方
对此展开了深度调查。
式获取信任，从而推广

星威网络旗下的问题游戏
《奕剑长歌》 《斩魔问道》
《散人国度》 《幻梦云庭》
《云舞风华》 等

问题游戏的特点
1. 无法在任何正规应用商店或
网站被搜索到，只能通过私人发
送的专属链接下载

其他游戏的下载链接、
诱导玩家进行充值

威逼加利诱金额千万以上
据业内人士透露，这些游戏托刺激玩家
消费的方式主要是“威逼”和“利诱”。
今年10月，玩家罗先生被一位网友拉进
了一款名为《散人国度》的传奇类手游，“进去
后我发现不对劲，里面一共就十来个人，其中
七八个人一上来就充值了5000元以上，我还
以为进了个‘土豪区’，所以就私聊了一位经
常在游戏里发言但几乎不怎么充值的玩家，
结果对方说他也是被别人发的下载链接拉进
来的”。
据罗先生观察，这群游戏托除不停充值
霸占榜首位置外，还会经常拉帮结派地围殴、
辱骂某一位玩家，“服里一个叫‘盗贼楚留香’
的玩家排名很靠前，但经常被他们欺负，上周
有天直接在游戏里充值了一两万。《散人国

共计 20余
款，以仙侠
和传奇类
为主。

度》目前一共有60多个区，假设游戏托们用这
种方式使每个区每天产生1万元的真实消费，
那么一个月至少是1800万的净收益”。
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罗先生开始通过
私聊的方式劝真实玩家不要在游戏中充值，
却没想到自己的账号直接被封了，理由为“传
播消极信息”。

收款方为同家公司
事实上，不论是《幻梦云庭》《云舞风华》
还是《散人国度》，玩家充值记录中显示的收
款方均为同一家游戏公司——
—星威网络。据
天眼查App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
29日，属于小微企业，经营范围包括网络游戏
产品、软件销售、互联网文化活动等方面，而
在其讨论区，有不少用户反馈该公司存在游
戏托现象。

求不得使用诈骗等违法行为进行推广，不过
对推广商在实际操作中使用了怎样的话术和
方式，公司也确实很难监管到。”
然而，截至目前，在各社交平台上搜索
“星威网络”，相关词条全部与“游戏托”有关；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与星威网络游戏托相关
的投诉超过了200条。“近期我们接到的关于
在星威网络的游戏里遭遇游戏托的法律咨询
至少有三五十条，损失金额最多的一位咨询
者已接近20万元。”从事法律咨询方面的吕律
师如是说。

玩家已计划联合报案

如今，受害者们自发组建了一个微信群，
并四处联系被骗玩家，打算联合报案。“我已
经不知道向他们的客服反映过多少次了，每
2.游戏中不存在任何客服联系方式，玩
次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搪塞，至今都没有解
家只能通过添加客服私人微信的方式进
决过。”常先生如是说。而在该负责人回应之
行问题反馈
后，郭先生也再次找到星威网络的客服，却被
告知自己玩的那款《幻梦云庭》已经停运了。
3.游戏内容与市面上的其他游戏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律师坦
存在高相似度
言，这类案件认定起来存在一定难度，一是所
有交易均在线上完成，存在隐蔽性，难以取证
和追查；二则游戏充值属于虚拟消费，交易一
旦完成很难退款。“如果游戏托虚构身份、隐
除了上述游戏，包括《奕剑长歌》《■■仙 瞒自己游戏代理身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诱
录》《斩魔问道》《纵剑奇缘》等在内，星威网络 导玩家充值消费，肯定是涉嫌诈骗，可以根据
旗下被消费者投诉存在游戏托诱导消费的游 诈骗金额多少来量刑。”
戏远超20款。这些游戏的共同之处在于：一是
“如果玩家在游戏中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无法在任何正规的应用商店或网站被搜索 一定要先固定证据，然后向消费者协会、工商
到，只能通过私人发送的专属链接进行下载； 部门等进行反馈，由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
二是游戏中不存在任何客服联系方式，玩家只 只要能确认存在相关违法行为，无论是游戏
能通过添加客服私人微信的方式进行问题反 平台还是推广商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馈；三是游戏内容与市面上的其他游戏存在高 赵虎建议道。
相似度，“该公司有款叫《卓越盛典》的传奇类
北京商报沸点调查小组
游戏，内容跟三七互娱的《混沌起源》几乎一模
一样，只是名字不同”。玩家常先生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星威网络
客服方面，对方回应道：“公司相关游戏均不
存在游戏托情况，也没有接到过玩家相关投
诉。至于其他问题，客服这边也不清楚。”此
外，星威网络某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坦言：
扫码观看视频
“星威网络在跟推广商签署的合同中明确要

“蔡某某演唱会违规”上热搜 演出市场规范进行时
一条名为“蔡某某演唱会违规演出”的话题于12月7日引爆微博热搜，不到两个小
时阅读量便破亿，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累计阅读量已达到7亿。随着事件逐渐发酵，
人们的目光也渐渐从“蔡某某”的单一案例延伸至演出市场的违规乱象。尤其是近年来
不论是艺人违法失德还是“饭圈”乱象，抑或是演出内容存不良行为等，均危害着演出
市场的良性发展，亟待通过加强监管消除痼疾。

不具资质违规负责经营活动
这一事件的出现则来自于文化和旅游部
发布的一份演出市场执法监管通报。据通报
显示，近一段时间以来，文娱领域频繁出现艺
人违法失德、“饭圈”乱象等问题，败坏行业形
象，损害社会风气，对演出市场造成较大冲
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文化和旅游部部署各
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加强对艺人经纪公
司、演出经纪机构和营业性演出活动的执法
检查，密切关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危
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违反公
序良俗、畸形审美等不良演出行为，严查违法
违规营业性演出活动。
而艺人蔡某某的代理公司上海某某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不
具备演员经纪机构合法资质，利用其独占性艺
人资源，在该艺人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演出活动
中，实际负责演出内容、演出票务、收入结算等
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并存在侵害公众正常购
票观演权益的风险。对其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营
业性演出经营活动的行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于今年11月依法对其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
随着该份通报及“蔡某某”的名字在网络

上持续发酵，外界对该艺人的身份猜测纷纷。
据了解，通报所提及的“上海某某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疑似为上海圣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据天眼查App显示，上海圣臻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因7月17日存在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
营活动的行为，被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罚款7
万元。据悉，上海圣臻文化为蔡徐坤2021巡回
演唱会0717北京站的主办单位之一。
天眼查App还显示，蔡徐坤旗下有两家公
司，分别为“上海蔡徐坤影视文化工作室”和“新
沂蔡徐坤影视文化工作室”，与上海圣臻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没有商业上的关联。同时，成立于
2019年的这家公司，目前在天眼查App上显示
的“自身风险”，就是关于蔡徐坤演唱会的处罚。
不过，被处罚的具体内容还不得而知。有
网友称，是因为上海圣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违规将演唱会门票售卖给黄牛，是赠票公司
不是卖票公司，其实与蔡徐坤本人没有太多
关系。还有网友表示，“给防疫相关人员家属
送票，以实际行动向防疫人员致敬。黄牛赚不
到钱举报了，送票的公司资质不全被罚了”。

违规行为频发阻碍良性发展
除了事件本身，外界对演出市场的乱象

文化和旅游部通报的演出市场执法监管情况
2021年5月1日至10月31日期间
◆ 针对演出市场出动执法人员5.3万余人次
◆ 检查经营单位1.8万余家次
◆ 责令改正66家次
◆ 办结案件153件

产生更高的关注。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文化
和旅游部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也不只是“蔡某
某”这一件事。
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的数据，自2021年5
月1日-10月31日期间，各地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队伍针对演出市场出动执法人员5.3万余人
次，检查经营单位1.8万余家次，责令改正66家
次，办结案件153件。
而在此次通报文件中，除了“蔡某某”
事件外，还有其他4个案例被作为典型对
外公开，如陕西西安某酒吧并非演出场所
经营单位，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也

未委托有资质的演出经纪机构举办演出，擅
自举办艺人王某（艺名“PGxxx”）参加的演
出活动；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某音乐餐厅
在未取得当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批准文
书的情况下，擅自在其场所内举办“八一建
军节大型主题派对”活动，以建军节为噱头
吸引观众，且现场演出节目中包含低俗违规
内容等。
演出行业分析师黎新宇表示，此次通报
的典型案例均为演出市场常发生的违规行
为，如不具备资质擅自进行演出经营活动、演
出过程存在不良行为内容等，背后既有相关

公司懈怠内部管理的问题，也有想要借低俗
行为“夺眼球”而非法牟利等情况，这均会对
演出市场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加强执法监管拨乱反正
现阶段，各方对演出市场正持续强化执
法监管。
就在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刚刚发布通
知，明确“落实《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网络
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规范演出经纪机构
行政审批，进一步明确演出经纪机构在经纪
行为、演出内容安排、粉丝引导等方面的工作
职责，提高经纪人员业务能力和经纪服务质
量”。而在11月，文化和旅游部则发布了《演出
经纪人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对外公
开征求意见，以加强演出经纪人员队伍建设
和管理，规范演出经纪行为，促进演出市场繁
荣健康有序发展。
与此同时，据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监督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
续指导各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推进文娱
领域综合治理有关工作，加强演出市场执法
监管，持续做好违规演出内容营业性演出活
动查处工作，切实维护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
环境。
“演出市场若想要获得长期发展，除了从
业者持续贡献优质内容作品外，营造一个有
标准、有底线的市场环境也必不可少。”黎新
宇表示，有规章制度才能让市场向着正确的
方向前行，而不是误入歧途，因此此时需要政
府、协会等多方共同加强监管。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