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觉迷茫，“塔罗牌占卜”可“预知未来”；运气

不佳，“冲花凉”可“时来运转”……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时下热门的社

交媒体平台上，“塔罗牌占卜”十分火爆。一些商家

以改变运气、消灾避祸、祛病解忧等为噱头，收费动

辄成千上万元，通过搞“洋迷信”牟取暴利。

“塔罗牌占卜”流行网络，
线上线下互动花样繁多

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塔罗牌占卜”“转运

仪式”等很受一些网民欢迎。在微博平台上，“塔罗

牌占卜”话题的阅读量和讨论量分别超过 27 亿和

390 万；在百度上搜索“塔罗牌占卜”，相关结果超

过 5000 万个。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以“塔罗”“占

卜”为名的公众号非常多。

记者随机添加了一个从事“塔罗牌占卜”的微

信号。对方称，可根据个人需求设计专属牌阵，

单次占卜需要 298 元；还可根据客户需求做仪式

改变运势，每天一次，单次收费 199 元，难度越大

需要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不断催促记者快点付

费：“今天占卜客人较多，名额有限，如果名额满

了要往后排期。”

一些商家还开了实体店，线上线下互动。在广

西南宁市，已有近 10家“命运塔罗”店铺开业。

一份名为“命运塔罗加盟店守则”的材料，清晰

地列出这类店铺的商业模式：新开店加盟费 6.8 万

元，推荐加盟的人员可获得 1.8万元的提成；总店与

加盟店进行利润分成，根据销售的物品和提供的服

务项目不同，总店与加盟店的分成在 6:4 到 7:3 不

等；加盟店的商品种类和服务由总店负责提供，加

盟店做好客户的维护。

2020 年 12 月底，南宁市市场监管局接到群众

举报，兴宁区青云街一家“命运塔罗”店铺涉嫌从事

迷信活动、发布宣传迷信广告。随后，南宁市市场

监管局联合公安部门对这家店铺进行取证调查，发

现该店铺涉嫌违反广告法的相关规定，由市场监管

部门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南宁市市场监管局公平交易稽查局科员黄泳

信表示，该店铺涉嫌发布宣传迷信广告，违反了广

告法有关规定。根据广告法，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

这家店铺处 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对于这类发布宣传迷

信广告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根据广告法的相

关规定进行处罚；如果涉及利用迷信活动诈骗钱

物，建议受害者向属地公安机关报案。”黄泳信说。

组织者普遍文化素质较
低，法物卖多少钱全靠“忽悠”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披着“洋外衣”的迷信经营

活动，从业门槛低、人员素质低，不少商家利用部分

人的迷信心理，花式营销牟取暴利，并采取各种办

法规避监管。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从事“塔罗牌占卜”的所谓

的“师傅”“大师”自称师承国外且经验丰富，但实际

上其身份、经历等根本无从考究。市场监管部门工

作人员表示，这类店铺从业门槛低，从业人员无需

提供相关资质证明、专业背景即可开店营业，文化

素质普遍较低，主要通过“怪力乱神”的宣传鼓吹吸

引顾客。

“我们调查中发现，一名主要组织者只有初中

学历，既无专业背景也无海外工作经验，看到这

行能赚钱，才从个体户转行做这个。”一位执法人

员表示。

这些组织者靠花式营销牟取暴利。一个声称

提供“转运、控灵术、占卜”等咨询服务的微信号

介绍，举行一场所谓的“桃花朵朵”法事 1.68 万

元，点一组“莲花灯”1592 元，一块掩面佛牌售价

3800 元。销售者声称，这些项目有改变命运、消

灾避祸等功效，微信上的项目只是一小部分，可

根据客户具体需求提供对应项目，收费越贵的项

目效果越好。

知情人表示，这些物品成本极低，有些售价上

万元的佛牌，其实是镀金材质，成本最多几百元，卖

多少钱全看销售员的个人“忽悠”能力。

青云街那家被查处的“命运塔罗”店铺的销售

账单显示，仅一个半月时间，该店就有 13万余元的

销售额。

黄泳信说，这些店铺的经营者具有较强的规避

监管意识。青云街这家“命运塔罗”店铺把迷信广

告撤下后，仍以销售工艺品的名义继续经营，市场

监管部门虽然进行了立案，但不能责令其立刻停止

经营。其他“命运塔罗”店铺得知青云街的这家店

被立案调查后，就把自家店铺的宣传迷信广告撤

下，以此规避监管。

记者今年 1 月中旬来到青云街这家“命运塔

罗”店铺实地探访，发现该店依然在营业。店内设

置了佛台和展示佛牌、香火蜡烛、灯盏等物品的展

览柜，墙壁上挂有佛像和一些明星佩戴佛牌等饰品

的照片。店员介绍，店内除出售这些物品外，还提

供解析塔罗牌、“冲花凉”、做法事等服务。

加强对迷信诈骗行为的
打击力度，提高公众辨识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潘屹表

示，“塔罗牌占卜”等不过是披着“洋外衣”的迷信活

动，无论花样如何翻新，本质上都是利用人们的迷

信心理实施敛财。

“所谓改变命运并无事实支撑。”潘屹说，有的

顾客可能会觉得购买这些物品或项目后确有效果，

但这只是出于主观强烈的心理需求，商家利用模糊

的语言强化这种虚假因果关系。

潘屹等专家认为，应加大宣传力度，揭穿此类

迷信活动的骗术，提高公众辨识能力。同时，相关

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现实问题的妥善解决，

完善心理疏导机制，提供专业的社会化服务，减少

滋生迷信的土壤。

面对一部分年轻人热衷“请吉祥物”“调理运势”

等现象，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心理素质教育中心教师

孙大强等专家表示，在互联网时代，学校、媒体和科

普组织要多运用短视频、游戏、动漫等新手段宣传科

学常识。同时，针对大学生情感需求和心理问题，高

校应加强引导，帮助年轻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北京市炜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宇建议，

在相关法律中应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利用网络传播

迷信信息进行经营行为的管理和处罚措施，若经营

者涉及传销、欺诈、组建非法组织等违法行为，应坚

决予以查处，依法追究经营者责任。另一方面，网

络平台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加强对网络账号

的审查和日常监管，对涉嫌宣扬迷信或诈骗钱财的

活动，应立即关停账号、冻结账款，并将有关情况报

告监管部门予以进一步查处，保障民众的利益。

“塔罗牌占卜”爆火，破除“洋迷信”亟待监管出手
◎新华社记者 黄浩铭 陈一帆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刘 硕

2020年国内共上新1089部电影，其中，院线发行新片305

部，网络发行新片 784部，占新片整体数量的 72%。在这些上

新的网络电影中，共79部影片分账破千万。

784部

◎本报记者 张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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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亿元，1.6亿人次。今年春节档 7天总票房

和观影人次，创下了我国电影春节档新纪录。

整个春节，各路院线电影的热搜轮番上马，尽

管票房成绩各异，但确实都刷了回“存在感”。相比

院线电影的“神仙打架”，网络电影这边显得有些

“静悄悄”。

事实上，今年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网络电影工

作委员会牵头，联合爱奇艺、腾讯、优酷三家平

正式提出了“网络电影春节档”概念，并推出了

两部在大年初一由网络首发的影片——《少林寺

之得宝传奇》和《发财日记》。前者由王宝强主

演、唐季礼导演，后者则由喜剧演员宋小宝自导

自演。

截至 2月 20日晚，三大视频平台还未正式公布

两部电影的相关数据。从前台播放量来看，两部影

片专辑的播放量在腾讯视频平台上均达到 8000万

次以上，在爱奇艺和优酷上的播放热度也不低。按

照会员 6 元一部、非会员 12 元一部的影片定价来

算，两部网络电影在三大平台上斩获过亿票房应该

不成问题。

这同样也创下了网络电影的新纪录。

诞生于 2014 年的网络电影，经历了“野蛮生

长”“摸索前进”“减量提质”几个发展阶段。

根据中国电影家协会网络电影工作委员会发

布的《2020 中国网络电影行业年度报告》，2020 年

国内共上新 1089 部电影，其中，院线发行新片 305

部 ，网 络 发 行 新 片 784 部 ，占 新 片 整 体 数 量 的

72%。在这些上新的网络电影中，共 79部影片分账

破千万，同比增加 41 部；千万级影片票房规模 13.9

亿元，同比增长 125%。

报告指出，网络电影已告别“低成本”时代，整

体投入层级更为丰富，投资成本在 600万以上的影

片占比达 34%。在发行、创作结构升级的同时，营

销也在升级。2020 年，全网半数以上的新片均进

行自主营销，部均营销成本过百万；单部影片营销

成本占总成本比例最高可达 61%。

中国电影家协会网络电影工作委员会会长吴

曼芳表示，相对于每年 700 部的上线数量而言，当

前网络电影行业的优质供给仍然不足，难以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优质内容的观看需求。此次

提出“网络电影春节档”，短期来看，有助于增加

春节期间的优质网络影视作品供给，更好地满足

观众日益多元的影视文化需求；从长期来看，高

品质的网络电影能够与院线电影形成合力，共同

做大、做强我国电影市场，引领线上新型消费，成

为文化产业内循环的重要助力，推动电影产业发

展与文化强国建设。

“在未来的发展中，网络电影从业者还是要将

提升电影品质作为第一要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关注人性，关注生活，用多元的题材与类

型讲好中国故事。”吴曼芳说。

高质量、高成本成网络电影发展趋势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文娱电影业务负责

人李捷直言，网络电影还没有成为中国视听观众用

户的主流选择，它只是在内容上成为主流内容的补

充。这次，他们对两部春节档电影寄予厚望。“它们

可以将网络电影的水准、平台对网络电影的推动能

力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李捷强调，“这应

该是在中国网络电影历史上必定留下名字的两部

电影。”

其实，《少林寺之得宝传奇》和《发财日记》的阵

容，都堪比院线电影。

王宝强心中一直有个功夫电影梦，他用《少林

寺之得宝传奇》圆梦。该电影导演唐季礼坦言，对

他来说，这不是一部网络电影，就是一部电影，只是

团队选择了以网络平台为发布渠道。

在唐季礼的认知中，头部网络影片的成本也就

是一到两千万。如何在相对较低成本的限制下出

精品？团队的经验是把前期准备工作做足，把规划

做好，最大化利用演员在组里的时间，用完善的工

业流程，精简拍摄时间，不浪费，提效率。缩减预

算，但是不缩减质量。

如果网络电影能成为一支重要力量，那些进不

了院线的年轻电影人的片子，也可以通过这种方

式，获得关注度。唐季礼认可网络电影，也愿意成

为吃螃蟹的人。

《发财日记》制片人李金翰在此前的网络电影

春节档发布会上也多次强调，这部电影凝结了许多

人多年的心血。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没有一

个具体的金额来定义大、中、小级别的成本投入，只

有主创团队百分之百全身心的投入。

唐季礼此前在展望春节档成绩时，说得真诚：

“希望平台能赚钱；平台能赚，我们制作人、制作公

司也能赚；赚了钱，就能继续投入到电影行业；另

外，也希望我们两部电影集体票房过亿，这将是一

个最好的局面。”

精品网络电影可提升行业水准
值得一提的是，《少林寺之得宝传奇》和《发财

日记》两部电影都采用了单片付费模式。

爱奇艺副总裁、电影中心总经理宋佳表示，目

前确实没有出现真的口碑爆棚的网络电影影片。

“这次我们用单片付费的方式，是真正意义上的平

台和电影人团结到一起，通过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去带动形成一种新的线上消费习惯。这种新的

消费习惯，也会反哺内容创作，推动电影产业的

良性发展。“终有一日，我相信电影通过单片付费

的方式，一定能够在线上爆发出特别大的能量。”

宋佳说。

腾讯企鹅影视副总裁常斌也认为，“单片付费”

模式确实是一个重大突破。过去的分账模式中，平

台投入了相当大的资源，而单片付费，则是让用户

用商业购买来实现电影作品的盈利。“这个趋势对

网络电影制作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不过，对单片付费，态度要积极，行动要谨慎。

常斌说，目前只有少量网络电影适合做单片付费。

“它要具备几个前提。比如，影片适合互联网

上播放、有相当数量的大咖演员、大投入的宣发体

量等。”常斌说，“我们平台会积极地尝试单片付费，

但会找最适合的项目来做。”

另外，还需要有持续的优质内容供给。现在有

了春节档，之后能不能有网络电影的暑期档、国庆

档？常斌说，春节档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他们特别

希望，这个春节档的成功，能吸引更多资源进入网

络电影。“但电影生产需要时间。大家也要看到这

两部片子的效果后，再考虑要不要尝试。我也希望

行业、用户、媒体能多给我们一点耐心。”

吴曼芳指出，网络电影的商业模式既关系到制片

方的投资回报，也影响到平台的可持续发展，更要考

虑广大用户的消费能力，因此还需要继续进行创新尝

试，以期找到能够更好地兼顾三方的合理方案。“未

来，网络电影要进一步发挥出新兴产业的后发优势，

在借鉴相关产业经验的同时，大胆创新，进一步优化

商业模式，建立共融共通的网络电影生态圈。”

建立共融共通网络电影生态圈

严守食药安全底线，三部门合力重拳治乱。2019 年 9 月至

2020年 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联合

开展了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专项行动

查办了多少案件？典型案例有哪些特点？下一步，三部门如何

进一步加强协作？三部门相关司局负责人 2月 19日回答了记者

提问。

打造全链条监管协助机制

据初步统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涉食品安全违法案件

28.48 万件，罚没款 27.25 亿元，吊销食品类行政许可 775 件，移

送公安机关 3346件。

药品监管部门查办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领域违法案件

10.77 万件，罚没款 18.40 亿元，责令停产停业 2041 家，移送公安

机关 1306 件，完成对全部在产的 37 家疫苗生产企业年度巡查，

有力保障流感疫苗等供应。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涉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 3945 件 7298

人，起诉 8791件 17066人；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此类刑事案件

1369件 1499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731件 810人；立案涉食品药

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 35381 件，办理诉前程序案件 30800 件，提

起公益诉讼 1683件。

专项行动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检察机关积极探索

建立涉嫌犯罪案件和损害公共利益案件线索互送、调卷研判协

商、公益诉讼协作配合等工作机制，全力打造食品安全领域全链

条监管协助机制。联合检察机关强化立案监督，有效推动解决

有案不移、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问题，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机制有效落实。

发布15件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典型案例

针对执法司法实践中易发频发的案件，结合专项行动成果，

发布了 15件行政、刑事、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这些案例都是发生

在群众身边，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15 件典型案例覆盖领域广，既有涉及境外疫区肉制品、添

加禁用物质的减肥咖啡和保健食品、“毒酿皮”“假烤鸭”、篡改生

产日期的熟食、网络订餐平台不履责等食品领域案件，也有黑作

坊制售假药、药店销售过期劣药的药品领域案件，还有不合格化

妆品案件以及危害农业安全的伪劣种子案件。有的在传统实体

店面销售，有的组织销售团队大规模推销，有的则是通过网络广

泛发售，危害很大。

上海韩某某、洪某某在减肥咖啡中掺入国家禁止添加的西

布曲明并在网上大规模销售，销售金额达 800余万元，危害众多

网络消费人群的身心健康。

吉林孙某某等人在未取得相关生产许可资质的情况下，在

小作坊内套用不同包装生产保健食品，随意添加西药成分，销售

数量达 1400 余箱，严重破坏了保健食品市场秩序，危害消费者

身体健康。

安徽李某某等人在黑作坊生产假“盐酸贝那普利片”“阿

司匹林肠溶片”等假药后销往多地，生产、销售金额合计 300 余

万元，直接危及心脑血管等疾病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社会危

害极大。

同时，这些案例还涉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此罪

与彼罪的区分把握、通过公益诉讼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等问题，对

各地执法办案部门也有一定的示范、引导作用。

打击力度不减，完善治理体系

保持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力度不减，狠抓案件

查办，完善治理体系。

突出重点领域，聚焦“三无食品”“过期食品”“未经检验检疫

食品”等问题，严厉打击农村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违法犯罪，切实

维护农村食品安全。大力惩治保健食品领域非法添加、虚假宣

传违法犯罪，满足人民群众保健需求。

依法加大对制售假劣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犯罪的打

击力度，切实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精准惩治制售伪劣药品以

及来源不明冷链食品等违法犯罪，紧盯生产、销售、运输等环

节，积极推进疫苗等重点防疫产品的监管，加强前瞻分析研

判，依法惩治犯罪行为。深入开展网络违法违规售药和化妆

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专项整治，维护药品、化妆品网络消

费安全。

此外，进一步完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增进监管协同，推

进有关市场监管、农产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

法制定出台，提升打击合力。

严守食药安全底线

看三部门如何重拳治乱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涉食品安全违法案件 28.48 万
件，罚没款 27.25 亿元，吊销食品类行政许可 775 件，移送公
安机关 3346 件。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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