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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炜

“人还没认全，‘集资’就开始了。”
有粉丝无奈地向《证券日报》记者如此
评价今年的偶像选秀市场。

随着近日腾讯《创造营2021》及爱
奇艺《青春有你3》相继上线，粉丝展开
的“集资”活动再次引发争议。眼下赛
程尚未过半，针对单个选手的金额超
百万元已不是新鲜事。

围绕粉丝“集资”所带来的风险，
业界早有声音认为应加强监管。北京
市中同律师事务所杨国斌律师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制定
出台相应政策来规范这样的“集资”活
动，建议主要针对“集资”发起人的资
质、“集资”款的管理和使用、“集资”参
加人的参加金额作出限制性规定。

而高额的“集资”与略显平淡的节
目热度，形成鲜明对比。

偶像选秀走到第四年，这个行业
有变得更好吗？大多数从业者都难以
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只能说，偶像
选秀永远不可能回到 2018年的水位
了。”有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私下向记
者表示。成熟的练习生资源消耗殆
尽，而扎堆上线、快速变现、默默消失，
显然不是一种良性的生态。

选秀“集资”也内卷？

自 2018 年一档《偶像练习生》掀
起国内偶像选秀热潮后，各平台先后
布局、资本蜂拥而至，但预期的繁荣景
象并没有出现，甚至随着多档同类型
节目的扎堆上线，“审美疲劳”成为绕
不开的话题。

“节目模式的趋同，是因为借鉴和
跟风的成本很低。”北京网络视听节目
服务协会秘书长包冉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综艺节目都有一
定的周期性，时间长了必然会面临观众
及客户的审美疲劳。而随着后期热度
逐渐降低，节目只能选择“剑走偏锋”。

事实上，从今年各平台打出的创
新牌来看，除了更新导师阵容、调整赛
制外，选手的构成也似乎更多元化。
抛开常规的练习生群体，网红、演员、

电竞选手等纷纷跨界入局。
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质疑。

“平台请没有唱跳基础的网红，真的是想
做好一档偶像选秀节目吗？”前述不愿具
名的业内人士表示：“这在某种意义上已
经‘跑偏了’，并不是为了提高节目质量，
而仅仅是为了博话题和关注度。”

在包冉看来，一档好的综艺节目，
内在逻辑是绝佳的创意，以及与之相
匹配的人力资源。而当市场中可匹配
的人力资源已经消耗殆尽时，自带流
量的网红、明星的入局就能以关注度
和话题性来弥补专业能力上的不足。

一边是平台方力求以流量选手带
动节目出圈，另一边，粉丝的“集资”活
动再次引发广泛关注。3月中旬，一条

“桃叭崩了”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据
了解，桃叭定位于“专注饭圈的交易平
台”，粉丝可以在该平台上对接应援资
源、定制明星周边、参与公益捐赠，甚
至进行所谓的“集资”。

而在该热搜下，不少留言都提及
桃叭之所以会“崩”，源于当天针对多
位选秀选手进行的“集资”PK。

《证券日报》记者登录桃叭平台搜
索发现，3月 14日晚间，围绕《创造营
2021》选手刘宇、张嘉元、甘望星以及

《青春有你3》选手余景天的“限时Bat⁃
tle”开启。数据显示，在当晚 18时-23
时的 5个小时里，刘宇粉丝后援会累
计销售金额近343.28万元，排在首位；
余景天 Tony 后援会以近 202.32 万元
的金额排在次位；张嘉元全国后援会
和甘望星官方粉丝后援会的销售金额
也分别突破了 71.6 万元、52.9 万元。
而从贡献排行榜来看，有多个参与者
的购买金额超过 10万元，其中最高者
出资超17万元。

这样的“集资”活动，显然不是个
例。有粉丝指出，今年的选秀“集资”“来
得早，金额大”。据了解，截至目前，上述
两档节目仅完成了首轮淘汰，赛程尚未
过半，但“集资”活动已屡见不鲜。以《创
造营2021》某热门外国选手为例，节目
上线以来截至3月27日，围绕其发起的
相关“集资”活动已超16场。从金额来
看，破百万元已并不新鲜，甚至已有多
位选手的粉丝“集资”总额破500万元。

“大家都说很多行业面临着内
卷，现在看来甚至连粉丝‘集资’这件
事也在内卷。”有粉丝私下向记者表
示：“从热度来看，今年的偶像选秀节
目没爆，但从‘集资’金额来看，又似
乎非常火热。”

游走在灰色地带

粉丝“集资”形成的庞大金额，由
谁管理？如何存放？产生的利息如何
计算？发起方公示的支出明细是否可
信？种种问题难以回避。

此前曾有相关业内人士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粉丝“集资”一直被看
作是“灰色地带”。“实践中，很多种情
况都是游走在罪与非罪之间的。但从
法律层面来看，这种行为往往被看作
是个人自愿的捐赠行为。”

杨国斌表示，目前对于粉丝“集
资”众筹这种行为，法律没有明确禁止
的规定，法律不禁止的行为就不违法。

北京腾宇律师事务所王莹律师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粉丝通过平台
应援也就是默认其财务捐赠用于后援

会组织的为明星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使
用，参与这样的“集资”需要参与人具
有完全行为能力，否则其参与行为需
取得监护人同意。

“粉丝花钱是自己的事。”也有粉
丝对记者很直白地表示：“这本身就是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

记者注意到，桃叭平台风险提示显
示，“支持者应自行对项目风险进行判
断，如因项目运营问题、市场变化、项目
真实性、发起者未将款项用于指定用途
等原因导致项目实际进展与发起者承
诺或描述不相符的，桃叭不承担任何责
任，仅承担配合支持者维权的义务”。

事实上，在发起者（后援会）、平
台、参与者（粉丝）构成的“集资”活动
链条中，发起者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
要。近年间，后援会卷款跑路的情况
也时有发生。

“风险既有民事方面的又有刑事方
面的，和‘集资’发起人及资金支配人有
关。”杨国斌提到，民事风险点在于“集
资”后资金管理不透明和使用不当，有
可能侵害参与“集资”人的知情权。而
刑事风险点在于集资款被违法处分，有

可能会涉嫌诈骗犯罪或侵占犯罪。
据了解，比较正规的后援会“集资”，

会建立QQ群全程监督资金使用情况，甚
至会在应援结束后请专业审计对账目进
行核算并公示，但在粉丝看来，“这种事
情还是凭良心”。“我也不能确保自己参
与‘集资’的每一分钱都用到了偶像身
上。”有粉丝向记者坦言，后援会如果想
要做假账、借“集资”牟利，方式很简单，
但既然选择了参与，就只能信任。

前述业内人士表示，如果出现发
起方卷款跑路的情况，参与者是可以
通过相关途径进行维权的，但在现实
操作中，真正进行维权的很少，难度也
比较大。

“‘集资’活动的发起人需将‘集资’
获得的钱财用于指定的行为，否则可能
涉及到诈骗罪，参与‘集资’的人可以通
过刑事程序追回其捐赠的钱财。”王莹
认为，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监管或
调整，“我认为监管的源头应该在活动
的发起人，目前很多应援活动的发起人
都是个人或后援会，如果能将应援活动
的发起人限定在公司企业或者社会团
体等范围内，监管或许会更容易一些。”

偶像选秀综艺乱象调查：
灰色灰色““集资集资””泛滥泛滥 资金该由谁管理资金该由谁管理？？

本报记者 李正 贾丽
见习记者 郭冀川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下简称
“30·60目标”）的提出，将我国低碳环
保方面政策的制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这一目标的实现也与全国人民
的未来息息相关，同时，也需要所有人
一起参与进来，通过一点一滴的行动
将低碳践行到日常生活当中，为建设
祖国的碧水蓝天事业共同努力。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围绕“助力
‘30·60目标’，践行低碳生活”这一话
题，采访了包括行业分析人士、上市公
司高管、基金经理、A股市场的中小投
资者等60位资本市场参与者，看看他
们在吃、喝、出行、娱乐、投资等五个方
面怎么做，怎么说。

吃：少外卖
自备餐具 人造肉 轻食

民以食为天，随着低碳生活的理
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对于“吃”的观
念，也在发生着转变。

家住北京的孙先生是一位精算
师，他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近几年他越来越喜欢自己提前
做好午饭，带去公司以减少吃外卖的
次数。此次受访者中还有5位明确表
示，自己正在减少吃外卖的频率。

“我认为自己做饭比较健康，而且这
样也可以减少外卖送餐过程中的多余包
装，以及消耗的人力和能源。”孙先生说。

与孙先生同样关注到外卖送餐过
程中产生的多余包装垃圾的还有其他
6位受访者。

金睿天甲影业副董事长莫争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
在外出就餐时，会自带餐具甚至饭盒，
减少打包可能带来的污染问题。

有多年股市投资经验的北京市民
张先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日
常生活中，会优先选用可降解塑料餐
具，并尽量降低包装污染，减少包装
袋、包装盒的使用量。

此外，受访者对人造肉和轻食的
关注度与兴趣正在提高。

同样有多年股市投资经验的家住北
京的市民刘先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自己居家饮食通常以清淡、
健康为主，经常做一些轻食。

“如果未来人造肉能够得到普及，
就算价格稍微贵一些，我也会选择购
买。”刘先生说。

金花生商学院联合创始人、私募
基金经理宣继游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按照“30·60目标”来看，食品饮料
行业中人造肉行业、人工可替代食品
行业存在机遇。作为投资人，他的理
念是在可食用低碳低脂的蛋白质、植
物蛋白为主的人造肉方向，以及原生
态、人工可替代食物标准方面都可作
为投资的主要方向和思路。

喝：鲜榨果汁 自带水杯

对于“喝”的方面，大部分受访者
表示，自己正在快速减少饮料的日常
摄入量，而以喝水或鲜榨果汁代替，这
其中不仅是对健康的考虑，更是为了
减少生活中“碳”排放。

家住北京的刘丽是一位少儿美术
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她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平时已经做
到了少喝甚至不喝饮料，做到以喝水
或鲜榨果汁为主，同时，她表示，自己
会经常随身携带水杯以减少饮料瓶、
饮料杯等垃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在财经媒体工作的李悦豪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最近十分流行自带
咖啡杯去店里买饮料，自己也十分推
崇这一做法。

“比如像某知名咖啡店或一些网
红咖啡店，都在进行尝试，而且也推出
了相关的优惠活动以吸引消费者自带
水杯，但是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咖啡
店都有此类活动，而且这类活动并没
有完全在餐饮界推广。”李悦豪说。

可见，随着低碳健康生活逐渐深
入人心，环保与健康的理念正在逐步
被一点一滴践行。

中国本土化管理资深管理专家、中
国家族企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周锡冰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
前中国食品饮料行业，需要集成研发，
为市场需求、渠道、物流等相关产业链
制定一个相对规范的流程，以限制此前
市场粗放发展的现状。同时，食品饮料
工业的包装，可以通过基础材料的研
发，实现重复利用或者实现可降解，以
此来催生新的外包装产业链。

以投资人的身份来看，宣继游表
示，自己在“喝”方面的投资选择遵循

的方向会是以原生态榨取为主导的高
端饮料品牌，如以农夫山泉为代表的
NFC饮料生产商等。

出行：公共交通 共享单车
新能源汽车 拼车

在出行方面，被投资者提及最多
的关键词就是公共交通。

包括刘丽、李悦豪、刘先生在内的多
位受访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自己在出行时会尽量选择乘坐公
共交通。同时，《证券日报》记者将受访
者的回复进行梳理后注意到，如果路程
在1公里，大部分受访者会倾向选择徒
步，1公里-3公里，会选择共享单车。

平安建设高级业务经理张仕元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
日常生活中，自己已经有意识的在使
用共享单车及电动汽车，代替交通环
节中的化石能源消耗。

孙先生则表示，在外出时通常会采
用步行或者骑单车，如果一定要开车出
行，也尽量多带些同行人员共同前往，
尽量都坐在一辆车里，降低碳排放。

此外，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受到
了诸多受访者的认可。

参与证券市场多年，家住南京的
吕先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自己比较关注绿色出行，在政策
推动下新能源汽车市场比较火热，身
边朋友也有买了新能源汽车的，反响
很不错。

家住北京的资深股民赵先生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自己目前在申
请北京新能源汽车牌照，除了限号政
策的考虑外，还有就是使用方面的考
量，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成本比燃油车
更低，会更有竞争力。

有车一族吴先生是一位智能制造
业从业者，他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目前家里已经购买了新
能源汽车，除了因为北京的车辆和出
行政策考虑外，他很看好新能源汽车
的发展趋势。“新能源汽车目前的生产
工艺与燃油车持平甚至已经超过。而
且由于自己家有车位可以充电，所以
使用上十分方便。”

对于未来低碳出行的发展，苏宁金
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实现低碳
经济，清洁能源、新能源产业链、节能减

排转型、环保产业等都具有发展潜力，
清洁能源涉及居民日常生活使用的电
能，新能源产业链与出行最相关的产品
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也必定越来
越能够满足人们绿色出行的需求。

“虽然低碳绿色生活方式还较为
模糊，但已经呈现出需求端倒逼生产
端，如低碳旅游、绿色出行和绿色家电
等，低能耗、低排放不仅是政策趋势，
也正在成为消费趋势。”付一夫说。

娱乐：少设施
近自然 室内健身

在日常娱乐方面，有5位受访者明
确表示，更喜欢参与到徒步、登山等户
外低碳娱乐项目当中，而对于大型的
娱乐设施正在逐渐失去兴趣。

某旅游公司管理人员冯鑫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自身
行业角度出发，自己会比较关注旅游
相关产业的低碳转型。比如一些旅游
项目已经推出了低碳游，人们到青山
绿水间游玩的兴趣也更高。

家住北京的资深投资者曾先生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自己在休息时间
采取的娱乐项目，多以亲近山水为主，
已经很少去高耗电的大型娱乐场所。

孙先生表示，自己计划到旅游景点
游玩时，通常会提前采用网上订票的方
式购票，在景区也会做好垃圾分类，对
产生的废电池等有害垃圾单独处理。

同时，有几位受访者表示，已经把
植树作为了自己的娱乐项目之一。

刘先生表示，自己每年都会参加公
司组织植树活动，尽可能参加和组织一
些徒步爬山等亲近大自然的活动。

此外，选择室内健身项目作为娱
乐活动的受访者也不在少数。

北京匀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金
经理李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自己现在日常娱乐方式上主
要以游泳、打篮球为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
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实现“30·60
目标”，国家正在加快推动全社会绿
色低碳转型，出于全社会低碳转型需
要，居民正在形成绿色低碳消费习
惯，因此在医疗、健康娱乐、托幼养老
等领域的低碳需求也值得挖掘，特别
是低碳城市建设方面，会孕育更多的

低碳产业需求。

投资：长期投资 重研发
新材料 新能源

关于资本市场上低碳方面的投
资，受访者的思路主要围绕新材料的
研发、注重低碳产品或技术研发的龙
头企业以及新能源领域为主。

金融科技专家、阿里云MVP马超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可以先对碳中和
产业进行整体调研，同时跟进国家对
于“30·60目标”的具体落地方案与计
划，提升认知水平以把握未来巨大的
投资机会。

“我个人比较看好风电、光伏等绿
色能源及对于节能减排有奇效的云计
算产业。”马超说。

同样看好风电和光伏产业的投资
者孙先生也表达了自己看法。“我认为
碳中和是未来的宏伟目标，需要国家、
企业的投入和全社会的关注。我关注
碳中和概念，尤其是主流龙头，在适当
的时机、价格介入，中长期持有。”

除了新能源以外，新材料也受到了
不少投资者的关注。铜陵学院经济学
副教授芮训媛表示，个人倾向于投资新
型材料，降解包装等领域。中企资本联
盟主席杜猛表示，未来，随着以纸代塑
成趋势，无菌纸包装材料将成为食品饮
料行业的主流，个人认为投资食品饮料
包装新材料是方向。云南某投资公司
经理李志表示，消费生活方面关注纸类
公司，因为在限塑令等政策影响下，塑
料制品将陆续被纸制品替代。

此外，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大
部分受访者对于所投资标的的研发态
度十分关注。

周锡冰表示，在投资方面，个人倾
向投资在一些专业化集中度较高的企
业上，尤其是研发投入较高的企业。

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管理委员
会主任尤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目前资本市场对绿色产业
的关注范围比较广泛，如可再生能源
方面的风电、光伏、海洋能、氢能等，工
业方面的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以及
生产易回收可降解材料的材料化工行
业，一些涉及民生的环保企业如垃圾
发电、垃圾处理、水生产与污水处理、
公共交通等有望借助REITs实现上市。

“30·60目标”下60位资本市场参与者如何践行低碳生活

本报记者 贾 丽

近日，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副司长雷鹏在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Mini/Micro LED显
示产业分会第一次成员大会暨新一代显示
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表示，“十四五”时
期，科技部高新司将进一步支持显示领域的
科技攻关，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分别在
材料、信息、制造领域联合布局。

曾经，中国平板显示产业一度面临“缺
芯少屏”的局面，如今新型显示产业已发展
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先导性支柱产业，几
大技术路线并行，新技术层出不穷。Mini/
Micro LED等被视为“下一代显示屏技术”
的新型显示技术，是否会成为继OLED和
QLED之后的又一主流技术；在“十四五”开
局之年，我国如何推动显示产业高质量发
展？

加快关键材料显示领域科技攻关

曾几何时，中国在布局平板显示产业面
临“缺芯少屏”局面，主要依赖进口。如今，
中国这一产业规模全球第一，中国新型显示
产业正在为全球产业链注入持续动能。这
一产业链也丰富且繁荣，涵盖终端应用、面
板、封装、芯片、核心材料及设备企业等，吸
引巨量资金进入。

中国目前是全球LED产业最大的制造
基地和消费市场，国内已经形成完善的产业
集群，由此带来产业链和成本优势。虽然从
技术水平上看，国内企业在高端产品制造和
下一代新技术研发上还面临与苹果、三星等
海外巨头的激烈竞争。不过，在数字经济时
代，各种可视化场景将会更多，客观上对显
示器分辨率、能耗、尺寸、形状的要求将更
高，未来市场有巨大前景。

在产业链高速发展的同时，显示技术也
层出不穷。除了OLED、QLED两大技术路线
之外，当前各国和地区的面板厂商正在
Mini LED、Mirco LED、印刷OLED、激光显
示等为代表的新型显示技术上积极展开技
术储备和布局，下一波产业竞争已经开始。

“Mini LED从技术上来应当属于OLED
背光技术的升级版本，但相对OLED的画质
有了明显提升，而且成本相对容易控制。
Micro LED是具有突破性的显示技术，与
OLED相比画质有质的提升，但目前技术还
不够成熟，尤其是巨量转移、固晶良率等都
是比较难突破的技术瓶颈，且Micro LED产
品成本还有待降低，与OLED产品的低廉成
本相比，目前还难以大规模商业化。但从目
前技术的成熟程度和成本控制来看，Mini
LED有望提前于Micro LED成为市场主流，
市场上几大技术路线将并存，但长期来看，
综合性能更优的Micro LED是显示产业发
展的主要方向。”中钢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
员胡麒牧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协会支持企业提速布局Mini LED

目前，我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都在加快
参与Mini LED显示研发，Mini LED产业链
已经初具规模。京东方、华星光电、三安光
电等传统面板和半导体企业已建设或正在
建Mini LED面板生产线；康佳集团、四川长
虹等整机厂商将Mini LED作为主要研究方
向。作为下一阶段的重要显示技术，Mini
LED量产和普及的加速，也将牵动未来面板
市场的神经。

目前，全球家电巨头除了布局下一代显
示技术，也都加速在 8K大屏领域发力。
TCL、创维等众多电视品牌已陆续推出Mini
LED电视。Mini LED电视今年或将进入商
用元年。在AWE2021上，四川长虹也刚刚
发布了86英寸Mini LED真8K电视，该产品
主芯片采用联发科旗舰芯片9950，融入4核
A73处理器。Mini LED阵营还在持续扩大。

四川长虹内部人士表示，8K智能电视、
Mini LED电视和大屏等，是四川长虹未来
几年布局的重点，四川长虹将持续加大在关
键技术领域的攻克和研发力度。

WitDisplay首席分析师林芝认为：“Mini/
Micro LED刚刚兴起，技术不成熟，需要面
板厂商、家电巨头产业链通力合作，共同推
动其产业化。”

CMMA分会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郑有炓表示，Micro LED正迎来发展新热
潮。首先，Micro LED技术已经能支撑开启
产品的商业化进程；其次，5G信息技术时
代，5G+8K，5G+VR/AR对光电信息显示具有
迫切需求；第三，Mini/Micro LED具备功耗
低、亮度高、响应速度快、可视角度宽等不可
替代性的优势，发展正当时。最后，他表示，
未来只有形成有序竞争，才能做大做强，要
竞争，也要协同。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冯晓曦表示，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及
Mini/Micro LED分会将推动Mini/Micro LED
在LCD背光中的规模化应用，引领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进一步促进消费升级。与此同
时，在“十四五”的关键时期，新型显示技术
将在促进碳中和目标中实现起到重要作用。

“面板企业是制造业，需要用到大量的
电，通过和上下游企业合作，不断创新，有利
于节省用电量，为碳中和贡献力量。”智帆海
岸首席顾问梁振鹏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从“缺芯少屏”到“先导性支柱产业”

中国平板显示产业
迎高质量发展飞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