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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成都球鞋圈一鞋商“人去屋空”

警方：已被刑拘
初步调查涉案金额上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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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正能量 向现实主义靠拢

盘 点 综 艺 节 目盘 点 综 艺 节 目 20192019 上 半 场上 半 场

从从77月月1313日开始日开始，，连续三四连续三四
个球鞋圈内的微信公众号称个球鞋圈内的微信公众号称，，成成
都球鞋圈绰号都球鞋圈绰号““刘饼干刘饼干””的鞋商的鞋商，，
收了上千万的预付款却没有按时收了上千万的预付款却没有按时
交货交货，，并且人也联系不上了并且人也联系不上了。。

1414日日，，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红星新闻
记者在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合记者在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合
江亭派出所看到近二十个冲着江亭派出所看到近二十个冲着

““刘饼干刘饼干””而来的鞋友而来的鞋友，，而他们只而他们只
是其中部分是其中部分。。1616日日，，记者从锦江记者从锦江
警方获悉警方获悉，，目前已对当事人刘某目前已对当事人刘某
进行进行3030日的刑事拘留日的刑事拘留。。根据目前根据目前
初步调查初步调查，，该案涉案金额达上千该案涉案金额达上千
万元万元。。

警方表示警方表示，，刘某卖鞋已经有刘某卖鞋已经有
几年时间几年时间，，前期能够正常提供货前期能够正常提供货
品品。。随着名气增大随着名气增大，，找其买鞋的人找其买鞋的人
数逐渐增加数逐渐增加，，其货源无法支持越其货源无法支持越
来越大的销售量来越大的销售量。。其他具体情况其他具体情况，，
还需要待进一步调查后确定还需要待进一步调查后确定。。

7月13日，球鞋圈内一微信公众
号曝出“巨额鞋款，人去屋空？成都

‘饼干哥’，摊上大事了”。内容包括
微信聊天截屏，以及其工作室已被
搬空的照片。

文章还详细列出了他收了钱，
却一直拖欠的球鞋的种类和数量。
在文字的下面还附有收款人为“刘
饼干”的支付宝转款图片。其中金额
较少的为八千多，金额较大为13万。
而在文末，还有刘饼干的朋友圈截
图。据文章描述，该朋友圈发表的时
间为7月13日晚。

而截图里，刘饼干两条朋友圈
的内容为“没有逃避”以及“没有跑
路……我就在成都，我也会耐心和
每一位受害者讲述我自己的事情，

敢作敢当，最坏的结果就是接受法
律的严惩”。

而在当日另外一篇微信公众号
文章里，还出现了刘饼干本人以及
身份证的照片，身份证上显示其为
山西省阳泉市人，1997年出生。随后
7月14日一篇名为“独家爆料之成都
饼干跑路前的48小时”的文章中，有
一段刘饼干的视频。整个视频时长
14秒，并未介绍其当时所处的环境。

视频中，刘饼干介绍说，自己脚
上穿的鞋价格在六千到八千，手上戴
的表的价格在16万到18万。在文末写
道，“所谓的‘期货大哥’很多时候都
是拆东墙补西墙，明知没有货，放了
货，把你的钱赔给之前的买家。这都
是所谓‘期货大哥’的典型套路。”

网传“刘饼干”“人去屋空”还列出拖欠球鞋的数量

14日傍晚六点半左右，天还没
黑，大约近二十个目测年纪在二三
十岁之间的年轻人，来到成都市公
安局锦江分局合江亭派出所。

他们之中，几乎所有男性的脚
上都穿着一双限量版的球鞋。他们
谈论的都是球鞋，而所有人谈论的
焦点都离不开一个人——刘饼干。
因为这个人现在是他们共同的债务
人，他收了钱，却没有将承诺的球鞋
给他们。

在派出所进门左边玻璃门屋内
的桌上，有三张A4纸大小的登记表。
登记表的抬头是资金统计表，包括
每个给刘饼干打款却没收到球鞋的
买家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

金额、时间以及打款方式等信息。据
悉，该表只是初步的信息收集。

在登记的19位买家中，最大金额
达到了39万余元，而最低的则为两千
多。当晚7点48分，天基本已经黑了。
一个年轻人和两个中年人在表上进
行了登记。他们表示登记的12万、5千
元都是本金，没有包括利润。

在众人聊天的过程中，有人表
示，有人写的金额可能包括了利润。
另外有人表示，可能是因为六月很
多鞋都涨价了，而七月出的新鞋又
很少，导致刘饼干既没有名目继续
收预付款，同时又需要花很多钱补
差价赔货给上一批买家，最后资金
链断了。

登记的19位买家中 最大金额达39万多

李先生（化名）也和刘饼干一
样，是成都球鞋圈里的鞋商。今年3
月9日，通过朋友介绍向刘饼干订了
一批货，同时当天就通过微信把钱
转给对方。“我买的基本是五千左右
一双的。”

今年5月9日为该款球鞋在国内
的发售时间，当时，刘饼干承诺在国
内发售20个工作日左右交货。“他好
像有一个工作室，就在他住的小区
里。”李先生表示，那个应该就是网上
说的实体店，其实也算不上实体店。

虽然不知道对方入行多久，但
李先生表示，对方在圈内还是比较
有名，不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找
他拿鞋了。“很多这次在他那里拿鞋
的买家，都是之前在他那拿货尝过

‘甜头’的，所以才愿意先款后货。”
在5月9日发售当天，刘饼干在

他的朋友圈发消息说，要所有在他
那订了货的买家私信发他收货地
址。5月24号，李先生问对方多久方
便当面交货，刘饼干表示“等我联

系你”。
“后来就一直没消息了。”李先

生表示，当时也没觉得会出问题，鞋
圈卖期货球鞋的发货一拖再拖很正
常，所以鞋圈也有人把“期货球鞋”
称作“无息贷款”。

5月27日，李先生又联系对方发
货，刘饼干说马上就发。而这个“马
上”又“马上”了两个星期。6月14号，
因为出差，李先生重新给他发了地
址。结果还是没结果。6月27日，刘饼
干主动找他要地址，说货马上到位。

“当时我还是有点惊讶”。
等到7月11号，刘饼干在微信上

放出消息，他会在其他的平台上买
鞋子来保证供货。而这样的操作让
李先生惊讶，“高价买，低价卖，有的
差价好几千”。

然而就在两天后，鞋圈微信公
众号曝出刘饼干卷款跑路的消息。7
月14日，他前往合江亭派出所进行
了登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提前两个月订货 交货却一拖再拖”

回顾回顾20192019年这半年的综艺年这半年的综艺
节目节目，，让人留下印象的并不算让人留下印象的并不算
多多，，直到直到66月播出的纯网综艺月播出的纯网综艺

《《乐队的夏天乐队的夏天》，》，才算是点燃了才算是点燃了
综艺市场的一点综艺市场的一点““星星之火星星之火”。”。
更多则是毫无声息地播出更多则是毫无声息地播出，，惨惨
淡地结束淡地结束。。而走过了多季的而走过了多季的

《《奔跑吧奔跑吧》《》《极限挑战极限挑战》《》《歌手歌手》》
等综等综NN代收视口碑下滑代收视口碑下滑，，盛况盛况
不再不再。。

在这个大众审美快速变在这个大众审美快速变
迁的时代迁的时代，，观众对综艺提出了观众对综艺提出了
哪些更高的要求哪些更高的要求？？上半年的综上半年的综
艺市场都经历了哪些变化艺市场都经历了哪些变化？？下下
半年已经来临半年已经来临，，是否会有黑马是否会有黑马
杀出重围杀出重围？？近日近日，，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红
星新闻记者梳理了综艺节目星新闻记者梳理了综艺节目
的的20192019上半场上半场，，试图从多个维试图从多个维
度解读这半年综艺市场的风度解读这半年综艺市场的风
云变幻云变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袁玉梅

据艺恩数据统计，2019年
上半年，共上线121档电视综
艺。另据骨朵传媒数据，新开
播网综有49档，单就网综来
说，较去年减少了13档。有业
内人士透露，数量减少的根本
原因在于广告减少，广告主们
更倾向于此前有成功经验的
节目，而大部分节目由于没有
赞助，直接砍掉。事实上，对于
广告主来说，新综艺节目依然
太多，这也使得制作方要放下
身段，更多接触广告主。《这就
是街舞》总导演陆伟透露，和
去年相比，自己见客户的频次
远高于去年，且每一个客户总
导演都会亲自沟通。

在题材类型方面，2019年

上半年的综艺涵盖了音乐、生
活、游戏、文化等。对于综艺节
目，国家广电总局曾多次出台
规定。去年4月3日，总局宣传司
曾对综艺节目提出“小成本、大
情怀、正能量”的自主创新方
向；同年7月10日，总局通知规
定，对于偶像养成类节目、社会
广泛参与选拔的歌唱才艺竞秀
类节目，要组织专家从主题立
意、价值导向、思想内涵、环节
设置等方面进行严格评估，确
保节目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向
上方可播出，坚决遏止节目过
度娱乐化和宣扬拜金享乐、急
功近利等错误倾向。

知名影视研究者冷凇表示，
2019年的综艺节目，公益类真人

秀将成为主流。上半年，各个综
艺节目在拍摄和宣传上都提倡

“正能量”“主旋律”。如《奔跑吧》
第一期的主题就是垃圾分类，强
调环保；《极限挑战》则提出“大
江奔流，踏浪前行”的口号，开启

“长江行”，展示长江流域生态风
景与人文历史的多元化之美。

此外，综艺节目在题材和
内容设置上都在向现实主义
靠拢，关注现实，展现当代的
社会生活。如黄渤参与的《忘
不了餐厅》，带领五位患有“阿
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在餐厅工
作，希望让更多人关注这种
病；《我和我的经纪人》则首次
以职场真人秀的方式，展现当
代都市职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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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养成类综艺“带货”力下降
衡量一档综艺节目成功与

否，最重要的是看该节目的“带
货”能力，即是否让参与节目的
嘉宾、艺人走红。回顾2018年最
火的两个新星，蔡徐坤和杨超
越，分别是由两档选秀综艺节
目《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
输出。但是，细数2019年上半年
的选秀类节目，《创造营2019》

《青春有你》《明日之子》第三季
和《以团之名》等，都未出现有
类似影响力的新星。从这一点

来说，上半年的选秀类歌唱节
目无疑是失败的。

从数据上来看同样如此。
由于爱奇艺、优酷先后宣布关
闭前台播放量，目前仅有腾讯
视频能看到台前播放量。据艺
恩数据显示，截至7月14日，腾
讯视频播出的《创造营2019》
播放量为37亿，不足《创造
101》播放量的70%。这也反映
出这一类节目的热度下降、反
响减弱。

业内人士分析称，经历了
2018年偶像养成节目的火爆
后，后续不少类似节目一拥而
上，盲目跟风导致内容质量、影
响力下降。此外，像《以团之名》

《青春有你》《创造营2019》三档
节目均为男性偶像选拔，对于
观众来说已经审美疲劳。另一
方面，国内的偶像文化处于初
级阶段，真正具备专业偶像素
质的选手并不多，这些导致偶
像养成类综艺影响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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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N代盛况不再 收视和口碑滑落
《奔跑吧》和《歌手》迎来

第七季，《极限挑战》迎来第五
季，《最强大脑》迎来第六季
……这些综N代未来会如何
发展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从收
视率、影响力等多个方面来
说，上半年播出的效果并不如
意。根据骨朵传媒的热度数据
显示，2019年上半年排名前十
位的综艺节目中，《极限挑战》
凭借81.01的热度拿下第一，

《奔跑吧》以66排名第十，《歌
手2019》仅排到第14名，《最强
大脑》甚至跌出30名之外。

《奔跑吧》本季迎来了成员
的大换血，邓超、王祖蓝、陈赫
等元老离开，新加入了朱亚文、
王彦霖、宋雨琦等新人。《极限
挑战》同样送别了孙红雷、黄渤
等大咖，新加入了雷佳音、迪丽
热巴、岳云鹏等艺人。从首播第
一期来看，《奔跑吧》收视率为
1.17，和上一季首期2.038的高
收视，相差不少。根据百度指

数，《奔跑吧》自4月26日开播以
来，整体日均值29112，而去年
整体日均值达46133。不久前

《奔跑吧》迎来本季最后一期，
根据节目组提供的数据，其平
均收视率破2。不过，从豆瓣评
分及观众口碑来看，因为失去
了邓超等搞笑担当后，节目的
整体效果大打折扣。

最唏嘘的莫过于江苏卫视
此前的王牌节目《最强大脑》。作
为一档以探讨科学为宗旨的节
目，走过了5年的《最强大脑》却
在本季迎来最多质疑。先是选
手鲍云质疑节目剪辑，并发分
析怀疑王易木作弊，引来嘉宾
加入论战。这档定位于“科学竞
技真人秀”的节目，以一种看起
来不怎么科学的方式被热议，
也从侧面宣告节目走向衰落。

同样尴尬的还有湖南卫视
的王牌节目《歌手2019》，本季
加入了刘欢、齐豫、吴青峰等实
力唱将，但首期节目只得到了

0.806的收视率，4月12日的总
决赛歌王之战以0.833的收视
率，仅列收视榜第六。此外，过
去几年的《歌手》捧红了黄绮
珊、邓紫棋、李荣浩等人，本季
却没能涌现这样的黑马歌手。

冷凇认为，国内的综N代
影响力最大的往往是第二或
者第三季，一旦开启第四季，
收视率和口碑就不可避免滑
落，《奔跑吧》《爸爸去哪儿》

《中国好声音》《奇葩说》等都
遇到这样的问题。一家综艺制
作公司的制片人告诉记者，综
N代发展的最大难点是观众审
美疲劳，以及保持原有特色上
的创新。像《奔跑吧》《极限挑
战》，虽然在节目形式和嘉宾
上有改变，但整个节目还是以
游戏为主。对于综N代的发展，

《光明日报》曾发文称，要想真
正成为荧屏“常青树”，求新、
求变，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是至关重要的破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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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类易出爆款 文化综艺大有潜力
从上半年已播出的综艺

节目来看，爆款依然稀缺，音
乐类则是为数不多出现了爆
款的综艺类型。在6月播出的
街舞节目《这就是街舞》第二
季，收获了豆瓣9.4的高分，比
第一季的8.6分还高出一截，
节目中随时奉献的炸裂作品
更是频频登上热搜。《乐队的
夏天》聚焦中国乐队的故事，
面孔、新裤子、盘尼西林、旅行
团乐队、海龟先生等曾只出现
在各大音乐节的乐队，通过综
艺节目让更多人熟悉，豆瓣评

分一路飙升到8.3，让小众的
乐队成功出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还注意到，去年曾涌现了不
少爆款文化类综艺节目，如

《匠心传奇》《诗意中国》《朗读
者2》《国家宝藏2》《一本好书》

《上新了！故宫》等，开播后都
收获了口碑和高收视，为文化
类节目拓展了空间与深度。不
过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文化类
综艺从数量上来说并不多，更
难觅爆款。业内相关人士介
绍，文化类节目有巨大的挖掘

空间和潜力，从各大平台和卫
视排播来看，下半年将有大量
文化综艺节目播出。

《见字如面》总导演关正
文表示，自己对文化类节目规
模越来越大很有信心，“文化
类节目还远不是热门，中国的
读书热也只是刚刚开始。创新
社会的形成，第一需要的就是
全民终身学习习惯养成，就是
对科技、文化、读书有浓厚的
兴趣。这件事可能还需要一些
时间，但现在就应该踏踏实实
地做，我对未来特别有信心。”

暑期档热门动画片《哪吒之魔
童降世》正在进行点映，7月21日下
午，影片在成都举办全国首映礼。导
演饺子携配音导演陈浩（他还为影
片中李靖配音）以及儿童哪吒配音
者吕艳婷、太乙真人配音者张珈铭、
申公豹配音者杨卫等亮相活动现
场。活动期间，饺子接受记者面对面
专访，透露影片拍摄幕后的故事。

《哪吒之魔童降世》将于7月26
日正式与观众见面，7月13日起在全
国进行了大规模点映，目前点映票
房已经破5000万。导演饺子是四川
人，配音团队大部分成员也来自四
川，这次剧组成员集体亮相成都，看
到电影得到观众的认可，大家都很
开心。“我们的制作标准就是做到最
好，对得起观众！”饺子表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融
入四川元素，太乙真人说着一口川
普逗乐观众。提及此，饺子表示：“我
毕竟生长在这儿，所有的创作都是
以前所见所感的一种映射。所以，下
一部作品，如果能遇到感兴趣的地
方特色，还是会考虑。”

饺子说：“很多大的特效镜头都
很难‘磕’，还有一些我们‘磕’到没
钱，最后放弃的镜头。目前为止，耗
时最长的一个镜头，是剧中哪吒几
个人一起抢画笔的那个镜头，我们
的工作人员就陷在里面，花了两个
月时间才把草稿打好。之后还有很
多流程，所以整个镜头非常难，最后
制作出成品，估计花了4个月时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
世豪 实习生 曹凤洁

《哪吒之魔童降世》成都首映

《奔跑吧》

《忘不了餐厅》

《我和我的经纪人》

《极限挑战》

“刘饼干”工作室前后对比 图据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