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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电总局：
不得邀请郑爽参与制作节目

国家广电总局27日表示，坚决
支持税务部门对演员郑爽偷逃税案
件的处理决定，并依法决定：不得播
出电视剧《倩女幽魂》（发行许可证
号：（京）剧审字（2020）第018号）；各
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视
频点播业务开办机构和网络视听节
目服务机构不得邀请郑爽参与制作
节目，停止播出郑爽已参与制作的
节目。

证监会:
拟处罚《倩女幽魂》出品方

及相关责任人员

证监会官网27日发布消息，拟
对北京文化及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作
出行政处罚并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证监会信息显示，2020 年 12
月，证监会依法对北京京西文化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文化）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立案调查。经
查，北京文化子公司北京世纪伙伴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2018年虚假转
让《倩女幽魂》和《大宋宫词》两部电
视剧的项目投资份额收益权，虚增
收入 4.6 亿元，虚增净利润 1.91 亿
元，2018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近日，证监会对北京文化下发行政
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拟依
法对公司及董事长宋歌、董事张云
龙等17名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并
对时任副董事长娄晓曦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

2018年以来，有关部门加强对影
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
税款等问题的治理，影视行业纳税规
范性总体有了较大提升。然而，随着相
关部门打击力度的持续加大，少数不
法分子的偷逃税手段也不断“升级”，
通过聘请专业策划团队进行税收筹划
与偷逃税款，借关联企业的名义取酬
获利，为个人的违法行为披上“合法”
外衣，更加具有隐蔽性。

“以郑爽案件为例，假借‘增资款’

隐瞒收入偷逃税是其中一种新手法，
在外部形式和程序链条上都很严密，
单纯从纳税申报数据或者从相关合同
的表象上看都难以发现端倪。”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看来，郑
爽案的发生，显示了对影视行业进一
步实行多部门、全流程监管的必要性
和迫切性，亟需多部门协同联动，健全
长效机制，形成共治格局。

国家税务总局27日表示，针对当
前影视行业个别从业人员偷逃税的新

手法，税务部门将与广电、电影等行业
主管部门密切协作，加强对影视企业
和从业人员的法治宣传教育，保障影
视企业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完善跨
部门常态化联动监管机制，持续提升
精准监管能力，加大“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力度，严厉查处和曝光各类恶意
偷逃税行为，进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
收秩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
进影视行业长期健康规范发展。

据新华社

如何应对偷逃税款的新手法？
国家税务总局表态

针对网民反映强烈的移动应
用程序PUSH弹窗违规推送、过滥
推送等扰乱网络传播秩序问题，国
家网信办27日启动“清朗·移动应
用程序PUSH弹窗突出问题专项
整治”，对整改不到位的移动应用
程序将暂停PUSH弹窗功能。

记者27日从国家网信办召开
的“清朗·移动应用程序PUSH弹
窗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部署会上获
悉，一段时间以来，移动应用程序
PUSH弹窗环节问题多发频发，突
出表现在扎堆推送、渲染炒作恶性
案件、灾难事故等，诱发社会恐慌
情绪；大肆炒作娱乐八卦、明星绯
闻等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
容等五方面。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在
会上介绍，此次专项整治将重点
面向新闻客户端、手机浏览器等
四类移动应用程序，明确六项整
改要求，包括：禁止PUSH弹窗推
送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账号
违规采编发布、转载的新闻信息；
PUSH弹窗推送新闻信息不得渲
染炒作舆情热点，断章取义、篡改

原意吸引眼球、误导网民；未取得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工具
类应用不得PUSH弹窗推送新闻
信息；禁止 PUSH 弹窗推送娱乐
八卦、明星绯闻、血腥暴力、低俗
恶俗等有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容等。

据悉，网信部门将督促指导
有关移动应用程序对照此次整治
工作要求开展深入整改，并建立
完善 PUSH 弹窗审核管理规范、
PUSH弹窗推送每日台账制度等，
将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固化为网站
平台长效管理机制，从制度层面
防止 PUSH 弹窗乱象发生。对整
改态度不端正、整改措施不彻底、
整改后问题依然突出的移动应用
程序，网信部门将依法依规严处，
视情暂停平台 PUSH 弹窗功能，
直至整改到位。

专项整治期间，社会各界可以
通过国家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
举报中心网站 www.12377.cn 提
供线索，国家网信办将对有关举
报及时进行核查处置，及时回应
社会关切。 据“网信中国”

1 取消明星艺人榜单 仅可保留作品排行

取消所有涉明星艺人个人或组合的排行榜单，严禁新增或变相上
线个人榜单及相关产品或功能。仅可保留音乐作品、影视作品等排行，
但不得出现明星艺人姓名等个人标识。

2 优化调整排行规则 不得诱导粉丝打榜

在音乐作品、影视作品等排行中，降低签到、点赞、评论等指标权
重，增加作品导向及专业性评价等指标权重。不得设置诱导粉丝打榜
的相关功能，不得设置付费签到功能或通过充值会员等方式增加签到
次数，引导粉丝更多关注文化产品质量，降低追星热度。

3 严管明星经纪公司 制定相关网上运营规范

强化网站平台对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网上行为的管理责任，制
定相关网上运营规范，对账号注册认证、内容发布、商业推广、危机公
关、粉丝管理等网上行为作出明确规定。强化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
对粉丝群体的引导责任，对引发粉丝互撕、拉踩引战的明星及其经纪
公司（工作室）、粉丝团，对其账号采取限流、禁言、关闭等措施，同时，
全平台减少直至取消相关明星的各类信息发布。

4 规范粉丝群体账号 未经授权的不得注册

加强对明星粉丝团、后援会等账号的管理，要求粉丝团、后援会账
号必须经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授权或认证，并由其负责日常维护和
监督。未经授权的个人或组织一律不得注册明星粉丝团账号。

5 严禁呈现互撕信息 平台发现不及时将重处

切实履行管理责任，及时发现清理“饭圈”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
战、造谣攻击等各类有害信息，从严处置违法违规账号，有效防止舆情
升温发酵。对发现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的网站平台从重处罚。

6 清理违规群组版块 阻断产生不良诱导的渠道

持续解散以打投、应援、集资、控评、八卦、爆料等为主题的粉丝社
区、群组，关闭易导致粉丝聚集、交流打榜经验、讨论明星绯闻、互相做
任务刷数据的版块、频道等，阻断对粉丝群体产生不良诱导甚至鼓励
滋事的渠道。

7 不得诱导粉丝消费 不得对粉丝消费进行排行

制定细化规则，对明星艺人专辑或其他作品、产品等，在销售环节
不得显示粉丝个人购买量、贡献值等数据，不得对粉丝个人购买产品
的数量或金额进行排行，不得设置任务解锁、定制福利、限时PK等刺
激粉丝消费的营销活动。

8 强化节目设置管理 严禁以物质化手段投票

加强对网络综艺节目网上行为管理，不得设置“花钱买投票”功能，
严禁引导、鼓励网民采取购物、充会员等物质化手段为选手投票。

9 严控未成年人参与 严禁未成年人应援消费

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未成年人打赏，严禁未成年人应援消费，不
得由未成年人担任相关群主或管理者，限制未成年人投票打榜，明确
明星粉丝团、后援会等线上活动不得影响未成年人正常学习、休息，不
得组织未成年人开展各种线上集会等。

10 规范应援集资行为 平台履责不力将受罚

及时发现、清理各类违规应援集资信息；对问题集中、履责不力、
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资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处罚；持续排
查处置提供投票打榜、应援集资的境外网站。 据“网信中国”

最近，演艺界“爆雷”不断。
先是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被检
察机关批捕，近期税务机关又依
法作出对郑爽追缴税款、加收滞
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99亿元的
处理处罚决定。这些事件代表不
了演艺界的全貌，但也不应回
避，这些违法和失德事件，揭示
了一些应当正视的问题。

“演艺先做人，做人德为
先”，演艺人员作为公众人物，
背后有成千上万喜爱、支持他
们的人，理应在遵纪守法、道德
品行方面以身作则。多年来，很
多演艺人员，在这方面做得很
好，深得公众认可和尊敬，他们
的演艺事业也不断攀登新的高
峰。当然，反面典型也不少，吴
亦凡、郑爽等人的行为，不只是
缺少艺德，更触犯法律。无论偷
逃税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包括
此前一些艺人吸毒等劣迹，哪
一个不是对法律的挑战？如果
任由这种人为青春“代言”，成
为青少年偶像，岂不是成了精
神荼毒？

国家广电总局已经表态，
郑爽因偷逃税案件被“封杀”，
不得邀请郑爽参与制作节目，
停止播出郑爽已参与制作的节
目。这是违法与失德演艺人员
应当付出的代价，也是以儆效
尤的警醒。此举，显示了鲜明的
态度，受到公众广泛支持。

加强演艺人员的管理和教
育，势在必行。一些所谓“流量
明星”在“爆红”前，根本就没有
具备基本的法治意识，也没有
做好应有的道德“储备”，有的
是非不清、善恶不明，有的品行
不端、言行不当。一旦名利双
收，受到“粉丝”追捧，特别是资
本青睐时，很容易迷失自己。此
时，一旦缺乏应有的规制，便会
做出有违道德的事，甚至干出
违法犯罪的勾当。

演艺界违法违规、失德失
范等现象，原因在哪里？有演艺
界人士认为，这些问题的发生，
有传播平台管理问题、有演员
自律问题、有资本介入问题。诚
如斯言，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
演艺人员提高修养、加强自律，
也需要整个行业强化规范、主
动约束，还需要相关平台尽到
守土之责，不让那些劣迹艺人
兴风作浪，不给“饭圈”撕咬提
供空间。

归根结底，演艺从业者应
树立正确三观，应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
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
师。”如果说好的作品能够启迪
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那
么德艺双馨的演艺从业者同样
能够起到示范作用，壮大社会
的正能量。从这个角度看，加强
演艺人员的教育管理，有其必
要；打造健康向上的行业风气，
意义深远。

想走演艺这条道路，就得
时刻绷紧法治弦，守住道德底
线，常怀律己之心，常修演艺之
德。否则一旦触碰法律和道德
的红线，也就到了演艺之路的

“终点线”！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十大重拳
取消明星艺人榜单
严管明星经纪公司

郑爽被追缴税款
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2.99亿元

治理“饭圈”乱象

……

记者27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中央网信
办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
艺人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严管明星经纪公司等十项措施，重拳出
击解决“饭圈”乱象问题。

“清朗行动”开展专项整治

禁止PUSH弹窗推送
娱乐八卦、明星绯闻

■热评

平台须严管
艺人须自律
行业才清朗

今年4月初，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受理了关于郑爽涉嫌偷逃税问题的举报。国家税务
总局高度重视，指导天津、浙江、江苏、北京等地税务机关密切配合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针对
郑爽利用“阴阳合同”涉嫌偷逃税问题，以及2018年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以后郑爽参加的演艺项
目和相关企业及人员涉税问题，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依规开展全面深入检查。

日前，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已查明郑爽2019年至2020年未依法申报个人收入1.91亿
元，偷税4526.96万元，其他少缴税款2652.07万元，并依法作出对郑爽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
处罚款共计2.99亿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郑爽偷逃税案件涉及全国
多个地区、多个公司、多个演艺项目，
案情复杂。在国家税务总局指导督办
下，在天津、浙江、江苏、北京等地税务
机关配合协助下，在上海市税务局具
体领导下，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全力推
进案件查办工作。4个多月来，针对郑
爽利用“阴阳合同”涉嫌偷逃税问题，
以及 2018 年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
以后郑爽参加的演艺项目和相关企业
及人员涉税问题开展全面深入检查，
对十几个省市的几十户企事业单位和
上百位证人进行取证，调查和分析了
大量的财务和资金数据，查明了案件
事实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经查，郑爽于2019年主演电视剧
《倩女幽魂》，与制片人约定片酬为1.6
亿元，实际取得1.56亿元，分为两个部
分收取。其中，第一部分4800万元，将
个人片酬收入改变为企业收入进行虚
假申报、偷逃税款；第二部分 1.08 亿
元，制片人与郑爽实际控制公司签订
虚假合同，以“增资”的形式支付，规避
行业监管获取“天价片酬”，隐瞒收入
进行虚假申报、偷逃税款。在《倩女幽
魂》项目中，根据郑爽违法事实认定为
偷 税 4302.7 万 元 ，其 他 少 缴 税 款
1617.78 万元。同时查明，2018 年规范
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后，郑爽另有其他
演艺收入3507万元，同样存在以企业
收入名义改变个人收入性质、进行虚
假申报的问题，根据郑爽违法事实认
定为偷税224.26万元，其他少缴税款
1034.29万元。以上合计，郑爽2019年
至 2020 年未依法申报个人收入 1.91

亿元，偷税4526.96万元，其他少缴税
款2652.07万元。

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三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等规定，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
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十九
条等规定，对郑爽追缴税款、加收滞纳
金并处罚款共计2.99亿元。其中，依法
追缴税款 7179.03 万元，加收滞纳金
888.98万元；对改变收入性质偷税部分
处以4倍罚款，计3069.57万元；对收取
所谓“增资款”完全隐瞒收入偷税部分
处以5倍“顶格”罚款，计1.88亿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四条相关规定，上海市税务局第
一稽查局依法向郑爽送达了《税务行政
处罚事项告知书》，对此郑爽未提出听证
申请。之后，依法向郑爽正式下达《税务
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限其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税款、滞纳金及
罚款。目前，郑爽已在规定期限内缴清全
部税款和滞纳金。税务部门正依法督促
其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罚款。

同时，检查发现，本案举报人之一
张恒作为郑爽《倩女幽魂》项目的经纪
人，涉嫌策划了1.6亿元约定片酬的拆
分合同、设立“掩护公司”等事宜，并直
接操作合同具体执行、催款收款等活
动，帮助郑爽偷逃税款。上海市税务局
第一稽查局已依法对张恒进行立案检
查，并将依法另行处理。此外，相关企
业存在涉嫌为郑爽拆分合同、隐瞒片
酬提供方便，帮助郑爽偷逃税款等涉
税违法行为，税务部门也已依法另行
立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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