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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波影视资本局
本报记者 马秀岚 吴可仲 北京报道

大器晚成的影视演员吴秀波，
却
在知天命的年纪摔了个
“大跟头”
。
1 月23 日上午，
吴秀波主演的影
片《情圣2》紧急撤档。当天华夏电影
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发出《关于影片
〈情圣 2〉改档的通知》，
该公告显示：

现应片方要求，
因技术问题推迟上映

吴秀波的身影，在记者表明欲采访

简称“不二文化”
），
该公司前台人员

档期，
具体上映时间另行通知。
在风波事件发酵后，
《中国经营

吴秀波经纪团队时，该公司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 他们组的人都没在，

也如此告诉记者。进门左手边的墙
上有《军师联盟》海报。

报》记者来到吴秀波经纪公司上海

出去了。
”

喜天影视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喜天影视”
）所在的北京复星

“媒介部的集体外出了”，无独
有偶，记者随后又走访了该大厦 10

影视之外，包括不二文化、新丽传
媒、幸福蓝海（300528.SZ）、当代东

国际中心大厦，在喜天影视公司内

层的吴秀波担任第一大股东的霍尔

方（000673.SZ ）等多家影视公司都

墙上的电子显示屏中，依然闪现着

果斯不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

与吴秀波有过交集。

关，
并将追究发表人的法律责任。

本来就是儒雅的国民大叔啊，这个

主创人员，对方表示：
“ 目前未接到

形象已经在所有公众面前形成

这方面的通知。”他还表示，电影会

了 。”曾经和吴秀波在《军师联盟》

受影响，
电视剧可能不会受影响。

项目中有过合作的圈内人秦琼（化
名）直言。

而根据《财经》报道，目前仍有
多家平台受到了吴秀波事件波

本报记者梳理发现，除了喜天

风波发酵
四个月前，演员陈昱霖在微信
朋友圈自曝与吴秀波有着七年的隐
秘交往关系。彼时这场爆料，并未
给吴秀波造成重创，此后吴秀波依
然在热播综艺《演员的诞生》中担任
导师。
但在 2019 年 1 月 18 日，事件再

1 月 19 日，吴秀波妻子同时也
是其经纪人的何震亚发表声明称：
“我们家面对长达一年半的威胁与
恐吓，
对方多次索要巨额钱财，
从几
百万到几千万。”并且称规劝无效，
对方团伙愈演愈烈。

紧接着，
电影《情圣 2》从提档上

及。其中，浙江卫视开春综艺节目

映改为直接撤档，
如果事情在此之前

《王牌对王牌》第四季，当中前三期

次发酵，自称是陈昱霖父母的人发

记者在 24 日联系到吴秀波的

还并未严重到一定地步，电影的撤

皆有吴秀波参与，节目组紧急延后

出公开信表示，吴秀波报案称陈昱

代理律师薛起堂所在的北京市惠诚

下，
则让记者采访到的一些圈内人士

播出时间，并取消了新闻发布会。

霖以曝光隐私为要挟勒索钱财，陈

律师事务所，对方咨询部一位工作

也哗然。一位从事电影发行工作 8

记者查阅该节目微博发现，在 1 月

昱霖现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关押在

人员表示；
“关于该案我们接到的领

年之久的人士向记者说道：
“有点突

8 日节目组的微博海报宣传中嘉宾

朝阳区看守所，
按照吴秀波的指控，

导指示就是不接受采访，因为是公

然，
不知道有没有电影局的因素。
”

照片显示有吴秀波，而最近都不再

她可能面临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诉案件，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联系

秦琼则判断到：
“（如果没有监

随后，
喜天影视发出律师声明， 吴秀波工作室。涉及到刑事问题，
称陈昱霖因在微信上发布不实言论 （如果）不是公诉案件，怎么能抓人

提及吴秀波。

管的因素）片方还会自动撤档？那
是不可能的。
”

联欢晚会主持人亦为吴秀波，但晚

据报道，北京卫视的 2019 春节

除了《情圣 2》撤档，吴秀波和

会目前已经全部完成录制，内部正

杨颖主演的《渴望生活》
（原名《欲望
之城》）网传不能上星播出，被迫改

在紧急商讨应对方案。记者就一系

本报资料室/图

吉凶未卜
涉嫌敲诈勒索吴秀波的案件已经公

呢？”

安部门刑事拘留，并经检察院批准
逮捕。声明还称，上述公开信内容

至此，舆论哗然。围观者们看
到了一个曾经在多部电视剧中扮演

不属实，已将此情况反映给公安机

暖男的国民大叔形象轰然倒塌，
“他

成了网剧。记者联系到该剧的一名

风波还未过去，不知吴秀波

在获得光线传媒、华策影视

会如何定义输赢。但是对于和

的投资后，喜天影视于 2016 年

其参演的作品联系紧密的公司

正式开启资本之路，欲挂牌新三

们而言，
确实难言乐观。

板。但最后未实现挂牌。

列节目是否受影响采访喜天影视，
对方并未回复。

老来成名
《情圣 2》由新丽传媒作为主

此次风波中，陈昱霖父母的

“我很早以前跟他就认识，
他是

了”
，
辗转几年后通过圈中好友演员刘

新评价吴秀波，
“在和资本打交道的同

改名《巴清传》），出品电影《北京遇

控方，万达影视、淘票票、华夏电

公开信内容指出，在陈昱霖方向

老来成名，
挺不容易 。
”
在接受记者采

蓓的介绍，
去剧组演戏，
34岁才拍了第

时，
转过身就能在片场进入状态”
“
，既

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值得注意

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等作为出

吴秀波寻求谅解期间，一直是吴

访时，
秦琼说道。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的吴秀波，
常常表现出谦虚、随和的

一部戏《立案侦查》。在刘蓓夫妇的帮
助下，
吴秀波的戏也渐渐多了起来。

可以长袖善舞，
又可以本本分分”
。
自此，吴秀波奠定了在圈中的

的是《巴清传》因为两位主演高云翔
和范冰冰，
迟迟未播出。

品方。新丽传媒一位内部做整

秀波先生所在的喜天影视公司律

合营销的人士告诉记者，
《情圣

地位，
《军师联盟》上下两部的豆瓣
评分都超过了 8 分。

根据公开资料信息，
《军师联
盟》由当代东方全资子公司东阳盟

2》暂时撤档，具体什么情况我们

师接待他们，律师称陈昱霖的行
为给吴秀波和喜天影视造成至少

也不清楚，第二部和第一部风格

十亿元的损失，也可能直接终结

不太一样，
聚焦女性视角了。
新丽传媒主营业务为电视

吴秀波的演艺事业。但是对此问
题，
喜天影视并未对记者回应。

剧和衍生，2009 年开始参与电

值得注意的是，
喜天影视的第

影投资，并逐步涉及电影制作业
务。热播电视剧《如懿传》
《我的

二大股东为复星系企业上海复逸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持股19.8%。此

一面，
喜欢双手合十向人示意感谢。
作为大院子弟的吴秀波，
20世纪

拍摄于2009年，
2010年播出的谍战片
《黎明之前》让吴秀波进入了大众视

60 年代末出生于北京，16 岁时就考

野，
彼时有网友曾评论：
这个吴秀波要

演艺生涯风生水起的同时吴秀

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进铁路文工团话剧学员班，
20岁进入
铁路文工团话剧团。1995年前后，
吴

火。这一年吴秀波已经42岁。
到了《军师联盟》，
吴秀波开始自

波也在不断画出自己的商业版图。
2015 年 9 月，吴秀波出资 5000

“盟将威影视”
）、印纪传媒、江苏华
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二文化等

秀波从话剧团辞职。因机缘巧合，
开

己组盘子，
请来演员，
“拍自己想拍的

万元成立霍尔果斯不二文化传媒有

公司联合出品。

始在卡拉 OK 歌厅唱歌，
成为当时京
城有名的“夜场一哥”。他还曾开饭

戏”。同时，
他也一个人干四个人的
活，
担纲监制、制片人、演员等角色。

限公司，持股 100%。经营范围包括
内容制作、发行和艺人经纪，
电视剧

在此之前的 2011 年，吴秀波还
曾投资上市公司幸福蓝海（300528.

前半生》等由新丽传媒主要出品

外，
包括不二文化、
喜天影视和新丽

馆做小本生意，
但都不尽如人意。

该剧投资4亿元、
拍摄333天。

代表作有《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

SZ），该公司 2018 年三季报显示，吴

或者联合出品，新丽传媒参与的

传媒在内的三家公司都位于朝阳区

盟》，参与投资电视剧《赢天下》
（现

秀 波 为 第 七 大 股 东 ，持 股 比 例 为

电影包括《羞羞的铁拳》
《夏洛特

复星国际中心大厦内。其中不二文

1.5%，持股数量为 5589041 股，但已

烦恼》等。
盛名之下，新丽传媒的资本

化位于第10层，
喜天影视位于第22
层，
新丽传媒位于26层整层。

之路却并不顺利。新丽传媒在

有担任监制的人士向记者分

次购得。2011 年，幸福蓝海融资扩

2012 年、2014 年和 2017 年连续

析到：
“严格来说劣迹演员封杀的

股，吴秀波以 9.67 元/股的价格，出

三次发起 IPO，却均主动终止。

都是违法的，像嫖娼、吸毒这样

资 4503.84 万 元 购 买 了 465.75 万

IPO 不成 ，新丽传媒在 2018 年
选择了 155 亿元卖身腾讯系公

的行为，他这种出轨到底算不算

持股数量继续上升，
之后未曾减持。
除此之外，吴秀波还持股另外

司阅文集团（00772.HK）。此次

层面。但是不管封杀不封杀，对
吴秀波个人肯定有一定的影响。
”

一 家 上 市 公 司 当 代 东 方（000673.

部主控作品，记者就此也询问了

值得注意的是，吴秀波和唐
嫣主演的电视剧《无名侦探》还未

30 岁后，他觉得“不能再这样

这部戏后，
《军师联盟》导演张永

全部质押。
公开信息显示，这些股份分两

三安光电顺势而为
大手笔投入集成电路芯片研发

股。2017 年 6 月，通过分红，吴秀波

文 / 辰橙

劣迹，不好说。因为出轨是道德

吴秀波事件涉及新丽传媒的两

动力。”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代的到来，以及人脸识别、无人

SZ ）。2014 年 5 月，前身为大同水

（600703.SH）总经理林科闯如是

驾驶等应用的普及，
4G/5G 无线

泥的当代东方定增募资 25 亿元，其

阅文集团，对方表示，对此事目
前不作回应。

“如果说 LED 芯片是目前
三安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那

说。这意味着，为了迎接即将
到来的 5G、物联网时代，三安光

通讯基站、智能手机、WiFi 与光
纤等高速数据传输、汽车/工业/

中 11 亿元收购盟将威影视 100%股

值得注意的是，在阅文收购
新丽传媒时，还签下了对赌协

么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

电已大手笔开始了抢先布局。

太阳能等功率芯片，
都将对化合

权，
欲转型为影视公司。
2015年，
当代东方定向增发，
吴秀
波以 10.80 元/股的价格出资 1490.40

前在横店和上海拍摄。上述从事
发行的人士向记者分析，对于这

议。新丽传媒 2018 年到 2020 年

种未完成的作品，片方或许会根

净利润不得低于 5 亿元、7 亿元、
9 亿元。而新丽传媒 2016 年和

据形势发展考虑换角或者压后播
出。他向记者举例到，类似的例

2017 年 税 前 净 利 润 为 2.16 亿

子比如，
《捉妖记1》当时在拍摄完

元、4.19 亿元。2018 年夏季，新

后就是因为原主演柯震东吸毒，

子，
“以前我比较担心他们不能赢，
现

丽传媒制作成本高达 3 亿元的

最终换了井柏然做主演。

在我更担心他们经不起输，
因为我一

则将为三安的长远发展带来驱

业界人士指出，随着 5G 时

物半导体产生强劲的需求。

万元，
认购138万股，
成为其股东。
2016 年 1 月，吴秀波在接受《新
京报》采访时曾谈到自己的两个孩

制作完成，秦琼告诉记者该剧此

LED 的龙头地位

会之一，CES，被誉为“时下热门技

据悉，
三安光电于 2015 年初便

在通往Micro LED的研究道路

直是输的那个人，
突然有一天睡醒了

《如懿传》也从台播变成网播，收
视率和话题度不敌《延禧攻略》。

术发展趋势的风向标”，在全球各
大龙头企业纷纷布局下一代显示
技术 Micro LED 的热潮中，三安光

开始了对Mini LED的研究，
之后加
入到了Micro LED的研发中。LED
领域是三安光电最成熟的产业，
也

上，
三安光电还迎来了强大盟友——
三星电子。2018 年 2 月，三星电子
与三安光电全资子公司厦门三安光

有人告诉我：你赢了，
我问为什么赢
了，
他说因为你做梦了。演戏就是做

主打艺人经纪业务的喜天

个事情没有办法，就像以前禁韩

影视则是直接参与到了这次风

令，
资方也只能自认倒霉，
涉及到

梦，
因为你做梦做得好就赢了，
但从

波中，上述律师声明即由喜天影

韩国这块的封杀了很多剧。
”

电因为布局早、
进展快而处于领先

是占销售额最大的一块业务。据介

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厦门三安”
）

这一天开始每天伴随我的就是忐忑，

地位。

绍，
三安光电的 LED 业务目前在国

签订《预付款协议》，
建立长期商业

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我赢了。
”

视发出。吴秀波为该公司第七
大股东，
持股 2%。

上述监制判断，
这些事之后，
影视公司会加强风险条款的签订。

林科闯表示，
在2019年CES展
上，
多家参与 CES 的企业在其推出
的电视、
数字显示器、
智能手机、
智

内市场份额占比约为 55%，世界市
场份额占比约 30%。而且，三安光
电是目前世界上领先的从上游的衬

合作关系，
主要换得后者向三星电
子供应一定数量的显示屏 LED 芯
片。三星全球芯片领域霸主，
在自

上接 C1

能手表、增强/虚拟现实（AR/VR）

底原材料到下游 LED 封装及应用

有产品中使用其他公司的芯片，
主

护目镜和游戏笔记本电脑面板等新

产品延伸的垂直一体化企业，
重要

要是看中三安的芯片产品质量稳

产品中，
都有使用由三安光电提供

成本国产化自主可控，
造就了公司

定、
可率先实现量产等因素。

下一步，三安光电还将把自

开始在福建泉州建设研发与制造

户 开 始 合 作 ，出 货 超 百 种 产 品 ，

主领先的Ⅲ-V 族化合物半导体

氮化镓、
砷化镓 LED 衬底、
外延、
芯

部分客户产品已量产进入终端，

材料技术的应用领域从原有的
LED 外延片、芯片，延伸到了光通

片、大功率氮化镓激光器、光通讯
器件、射频、滤波器、功率型半导体

产品性能及稳定性获客户一致
好评。仅 2018 上半年，三安光电

讯器件、射频与滤波器、功率型半

（电力电子）、特种衬底材料、特种

化合物半导体业务实现营收规

作为全球最大的年度科技盛

的Mini LED芯片。

LED业务的高利润率。

秦琼认为这个行业就是高收
益、高风险。他对记者说道：
“这

大而虚无？
业互联网”。

有很大关系，
仅仅是服务型的辅助过

产业互联网是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进

记者发现，受访者几乎均认为

李广乾解释，过去二十年，我
国电商、社交平台方面与国外可平

程，
因此本质仍是ToC业务。
李广乾直言，在贸易过程中，

行变革、对生产的影响更为直接，

起平坐，但是信息化技术应用方

存在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批

受分歧点在于概念与涉及实体是
否大而虚无。

面，尚存不足。此外，在产值上，我
国制造业虽然位居世界前列，但在

发商和批发商之间也是 B2B，而这
类 B 端本身仍是偏向于零售的 B

技术上，
却有待发展。

端，而非对国民经济发展来说更有

任重道远的前路

导体三个新领域，基本涵盖了今

封装产品等七大产业化项目。

2012 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刊
发报告《工业互联网：
打破智慧与机

“互联网的高质量发展应该是我

模 大 幅 增 长 ，是 2017 年 全 年 的

器的边界》。陈永伟告诉记者，
大致
可追溯至 2014 年，
国内业界人士参

们谈论互联网下半场发展的核心问
题。
”
近两年，
打着产业互联网概念的

价值的工业制造层面。
比起名称争议，陈永伟提到，
“其实我们现在更加关心的应该就

后Ⅲ-V 族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应

资料显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1.5 倍 ，第 三 季 度 单 季 度 营 收 更

考了通用电气“工业互联网”概念，

项目多做的是电商业务，
在价值上相

用的重要领域。
“三安集成电路工厂是目前国

投资基金（简称“大基金”
）目前合
计持有三安光电 11.30%股权，为

是达到整个上半年的总和，发展
势头相当迅猛。

并扩展成为
“产业互联网”
一说。不

对较小，
“我们互联网要实现高质量

李广乾表示经由互联网业界广

公司第二大股东。三安光电还与

今年 1 月 21 日，三安集团又与

发展就不能沿着老路走，
不能泛娱乐
化。在物质财富创造上曾在价值不

泛使用，
不排除
“产业互联网”
未来有

内率先落成的 6 英寸产线，也是国

过，
陈永伟认为，
因通用电气的报告
内容不仅涉及制造业，
还包括医疗、

内领先的民用 6 英寸集成电路制造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基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福建省安

交通等非工业范畴领域，而产业与

大的领域投资与消耗太多。
”

项目，正在积极参与布局 5G，集成

金的唯一管理机构）、国家开发银

芯产业投资基金、泉州市金融控股

工业的英文都为
“industry”
，
因此
“产

电路业务是未来公司的重点发展
方向。
”
林科闯表示，
5G 是三安光电

行、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约定四
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大力支持该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三方将联合为三安集团提

业互联网”
的表述实际更为达意。

的下一个金矿。2014 年，
三安光电

公司的发展以Ⅲ-V 族化合物半导

供不少于 60 亿元资金，在进一步

就成立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三安集

体为重点的集成电路业务。

优化三安集团财务状况的同时，推

成电路有限公司，聚焦化合物半导

此外，三安集成 GaAs 产品已

体芯片产业。2017 年底，
三安光电

经与超百家国内外行业知名客

是这个东西本身存不存在。
”

进入国家文件的可能，
但
“比较难”
。
李广乾认为，
从经济学角度，
消费互

在李广乾看来，工业互联网是

联网时期也涉及对诸多具体产业的

真正和工业制造连在一起。在后端

改造，
放大了说，
我国有三大产业，
哪

贸易上的动作属于电子商务范畴。

个主管部门牵头制定相应文件就是

心研究一处处长李广乾告诉记者，

新零售、以找钢网为代表的 B2B 平

他对于“产业互联网”的传播感到

台并不属于工业互联网，
而是标准的

个问题。
“这里面说不清楚，
这个概念
应该在国家层面是不容易出台的，
除

动其进一步做大做强化合物半导

无可奈何。李广乾表示，结合实际

电子商务，
对于生产环节未实现实质

非没有经济学功底、
经济学素养的人

体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情况，国家层面推行的是“工

性的技术改进，
与产品的智能制造没

才会这么稀里糊涂地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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