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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改编自八月长安振华系列，

电影《最好的我们》续篇《暗恋·橘生淮

南》于4月7日发布同名主题曲MV，从振

华高中的暗恋时光到大学校园的偶然重

逢，“南橘北枳”的故事会走向怎样的结

局？该片由黄斌执导，张雪迎、辛云来、

伍嘉成领衔主演，刘琳、辣目洋子、何蓝

逗、张熙然、果靖霖、代乐乐特别出演，姜

宏波、林子烨友情出演，李希萌、毛雪雯

特别介绍出演。

日前，《暗恋·橘生淮南》发布主题曲

《暗恋》MV，歌曲由“实力唱将”张靓颖演

唱，还有“金牌制作班底”为其保驾护

航。作曲兼制作人钱雷，曾创作出《人世

间》、《孤勇者》等优秀音乐，搭档作词人

金灿灿，用音乐谱写了洛枳与盛淮南长

达十余年的青春暗恋故事。MV开篇，洛

枳低声诉说着少女心事：“这世上最容易

保全，也最容易毁掉的感情，就是暗恋。”

一句话道尽默默喜欢一个人的欢欣与苦

楚。而MV副歌部分“我的世界，下一场

雨，我却盼着你的世界天晴”更是令人唏

嘘感伤，张靓颖温柔坚定的声线与洛枳

清冷骄傲的暗恋心绪完美契合。该片将

于5月20日上映。

（花花）

如果将电影制作分为高成本、中成

本和低成本三个类别，从完片担保的特

点不难看出，大制片机构的高成本项目

和小团队的低成本项目既不需要外部的

风险担保也不需要扩大融资渠道，因为

大制片机构的项目有自身雄厚的资本支

持以及宽广的融资渠道，低成本项目又

对更多的资本投入没有需求。除此之

外，对于中成本影片来说，完片担保的应

用可以说是既利于投资方，也利于制片

方。那么，完片担保在国内遇到了什么

样的困境以至于并没有被广泛运用呢？

笔者认为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银行追求资金的稳定与低风

险，所以对无传统抵押品的项目存在天

然的不信任感。银行对电影项目不熟

悉，没有相关的定制化制度满足此类文

化产业的资金需求。虽然完片担保可以

将电影制作这种专业问题的风险从银行

贷款行为中转移出去，但银行依然需要

考虑完片担保方以及投资方的信用风

险。中国的银行绝大多数都没有从事电

影项目的相关经验，因此，银行不单单需

要完片担保对于项目完成问题的保证，

其更需要一个能将电影项目类比为传统

贷款业务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肯定

不可能单由银行一方制定推出，反而更

需要电影行业自身进行规范化改进以帮

助银行更好地评估风险。

其次，完片担保作为一个对中国电

影行业来说比较冷门的概念，需要更多

成功案例以及专业的完片担保业务人才

来打消电影人的顾虑。一方面有人担心

完片担保会影响项目的独立运作，会束

缚创作者的艺术发挥，甚至也有制片人

认为完片担保的收费是“没必要”的支

出；另一方面，国内电影行业中完片担保

的专业人才极度缺乏，导致就算有制片

人愿意购买完片担保也无从入手。笔者

认为，完片担保对项目的规划保证反而

会提高电影行业规范化程度，同时还能

吸引更多的资本，在此基础上，又能更好

地激励更多的制片人参与到电影行业

中，给这个行业注入更多的活力。

再者，在中国电影行业中，电影项目

的预售机制非常有限，但这也并非是不

可解决的问题。在完片担保的融资机制

下，预售的作用实际上只是承诺了未来

的现金流，本质上承诺的未来现金流才

是制作方能从银行贷款的核心环节，并

非预售，如果预售方本身都有很高的交

付风险，银行想必也不会发放贷款的。

因此，完片担保融资模式不必拘泥于有

无预售机制，而是应该在现有的行业环

境下寻找高信誉且能稳定提供未来现金

流的融资渠道。比如，政府的政策扶持、

广告商的赞助、版权、播放权的出售等

等，甚至股权投资也可以约定项目成品

后再支付款项，以此提供未来的现金

流。由此可见，预售机制并不是完片担

保的必要条件。

有些人认为，中国电影行业缺少保

险行业的支持也是完片担保业务难于开

展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讲，电影的保障

由一般保险、基本保险以及完片担保三

方面构成。一般保险就是保险公司对人

对物的标准保险；基本保险则是在此之

上对因受到设备损坏、人员受伤等因素

影响而使电影制作无法完成的保险，因

此，基本保险甚至可以赔付到高达影片

投资的全额；完片担保则是基于这两种

保险之外的完片风险的担保。中国电影

行业因为与保险行业并没有太多的接

触，因而保险行业基本仅仅开展一般保

险业务而不提供上文提到的基本保险，

所以完片担保在缺失这种基本保险的情

况下无法开展业务。对此，笔者持相反

意见。不难看出，完片担保对于基本保

险的依赖实际上是由于完片担保方有限

的风险承受能力所导致的，但一个适合

中国电影行业的完片担保应该做到可以

承担额外的风险。在中国电影行业缺乏

基本保险的现状下，依然有许多投资者

参与投资制作，这些资本是可以承受缺

失基本保险的风险的。所以在这些风险

承受程度高的资本支持下开展的完片担

保业务，也是可以承担那部分原本由基

本保险承担的风险的。完片担保的应用

是为了吸引更多行业外的资本，因此，因

地制宜的业务模式不应局限于某些教

条。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指望保险业为

推动电影发展而开展基本保险业务是不

现实的，中国电影行业的完片担保业务

一定不是坐等各方条件成熟后从海外引

进一套教科书式的业务流程，而是应从

国内的需求与实践出发摸索一套本土化

的业务模式。

最后，笔者认为现有的上映许可证

制度不是完片担保难以推行的重要因

素，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完片担保的

担保范围，也就是怎么定义成品的完成

度。如果以制作完成为标准，那么能否

上映就不是完片担保需要担心的，因为

这已经超出了完片担保的范围。若要以

上映作为标准，能否拿到公映许可证确

实是完片担保需要重点考虑的风险因

素，但相对来说，完片担保方也一定会将

更大的不确定性体现在更高的价格上。

因此，如果中国完片担保公司想做到对

电影项目合格的全覆盖，就需要具备更

高的政策和质量把控能力。

什么样的完片担保模式才是符合中

国电影行业的模式呢？那就是必须要有

更高的信用、更广的担保范围以及更大的

话语权。笔者认为，现今环境下可行的方

案是先由各大制片机构开设完片担保服

务，向业界提供完片担保。制片大机构在

基础完片担保模式上，提供收购项目股权

的额外风险保障。在此模式下，各个项目

参与方都会受益，同时亦能达到扩大项目

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风险的目的。

对于制片方来说，通过完片担保可以

扩大自己的融资渠道。对于投资方来说，

在制片方通过完片担保向银行贷款的融

资模式下，可以延迟支付款项，以更好地

优化自身现金流，在此基础上，电影大制

片机构提供的完片担保有对项目更强的

专业性和把握程度。

对于银行来说，完片担保一方面转移

了制片方的交付风险；另一方面，如果投

资人发生违约情况，制片大机构作为完片

担保的提供方，应向银行偿付贷款部分，

并向投资方追索，或自行收购项目成品。

因此，在此模式下银行仅需要考虑完片担

保方的信用风险问题。国内的制片大机

构基本都拥有一般银行所需要的传统抵

押物，因此，银行在开展业务初期完全可

以使用传统的企业信用审核标准来审核

电影项目的贷款，并根据此类贷款业务的

实操经验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与个性化

授信模式。

对于制片大机构来说，完片担保也并

非亏钱为行业做好事，因为比起直接的股

权投资，完片担保是与收益无关的稳定获

利，面临的风险也因此会更小。其次，在

电影项目需要追加投资的或无法交付的

情况下，制片大机构有资源也有实力接手

这些项目从而履行与投资人的合约并获

得成品后的应得投资回报。若是投资方

违约，即使无法从投资方追索到应付款

项，这些大机构仍然可以将其作为一次常

规的电影项目股权投资，也因此在开展完

片担保业务之初便可有效地估算自己的

最大损失，并以此对完片担保服务定价。

同时，这些大机构在对制片团队的完片担

保过程中也可获得制定行业标准、规范的

机会。从电影行业本身来说，更多的从业

者意味着更多的创意，更低门槛的融资方

式意味着创意能更简单的实现，更规范的

实操意味着更方便的制作，这三者又相辅

相成互相促进。

据了解，在美国，成本超过200万美元

的独立制片约有 50%-60%是采用完片担

保机制的。也许在过去，大多数中国电影

的制作成本并不适合完片担保业务，少部

分大制作的电影也不缺少融资。但是，随

着中国电影行业越来越规模化、市场化以

及制作成本的提升，未来对完片担保的需

求会越来越迫切。同时，由大机构引领的

完片担保业务又会推进电影行业越来越

规范化，非规范化的制作团队会因为缺少

融资而不得不进行规范化改革。在行业

需求完片担保业务与完片担保业务推进

行业规范的相互作用下，中国电影行业会

愈发成熟与专业。与其坐等市场需求倒

逼产生完片担保业务，不如通过主动实践

为电影行业未来铺平道路。

完片担保业务的优势以及对电影行

业健康发展的帮助不言而喻。但是，国内

完片担保这一工具的成熟应用仍需要在

以上的大框架中进一步打磨细节，以更适

应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特点。如果国内

的完片担保业务只是简单地复制海外模

式而不是因地制宜，只是想对参与电影行

业的资本攫取一点“快钱”，而不是以优化

行业融资效率、降低参与者交易成本为目

标，可能就只会看到一个“水土不服”的完

片担保继续在中国电影行业徘徊不前。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总行）

简言之，完片担保是一种对电影项目

按照计划工期、预算与剧本完成的担保合

同，保证电影项目的成品与制片人在融资

合约中描述的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完片

担保不会保证最终市场收益或成品的艺

术性，而是只对项目的完成度提供保证。

但完片担保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对投资方来说，完片担保提供

了一部分对其投资风险的保障，这部分保

障具体来说就是电影项目流产风险的保

障。在制片方无法按既定计划（按期、按

预算、按剧本）完成项目且投资人不想追

加投资的情况下，完片担保会支付超额的

成本，若项目还是无法完成，则完片担保

会补偿投资方的全部投资。

第二，对制片方来说，完片担保可以

看做一种增信的手段，可为项目提供更多

融资机会。本质上，完片担保承担了一部

分的项目风险，也因此使制片方可以获得

更多的与之风险容忍度匹配的资本。举

例来说，在海外，电影项目一部分融资来

自于预售机制，但发行方为了不承担过多

风险，便约定预售款项在项目完成后才会

支付给制片方，因此，制片方便需要从银

行获得当下需要的现金流以完成制作。

于是，制片方将未来会从发行方获得的现

金流抵押给银行，从而从银行获得今天的

现金流。简单理解就是，制片方通过银行

贷款得到了未来会得到的预售款。在这

个过程中，制片方会使用完片担保保证能

完成与发行方的合约，银行也不担心制片

方的违约风险，仅需要审核发行方（投资

人）的信用风险。

◎完片担保的优势

◎完片担保的困境

◎完片担保的发展路径思考

《人生大事2》立项

本报讯 近日，国家电影局发布关于 2022
年 2 月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的

通知。电影《人生大事 2》正式立项，备案单位

显示为联瑞（上海）影业有限公司，《我的姐

姐》的编剧宇敏撰写剧本。

根据官方发布的剧情梗概显示，影片再次

聚焦了生死话题，讲述了罹患癌症的女孩屠挠

挠偶遇了肿瘤医院旁边开小店的男生江文，两

人个性合拍，相处甚欢。但是爱情靠近，屠挠

挠的病成了两人之间最大的鸿沟。而一场婚

礼的到来，化解了屠挠挠所有的疑虑。

该系列首部电影《人生大事》由韩延监制，

刘江江执导，朱一龙、杨恩又等出演，讲述了殡

葬师莫三妹与孤儿武小文由针锋相对到惺惺

相惜的情感历程。影片此前定档 4 月 2 日上

映，但受疫情影响撤档，新档期待定。

（花花）

郭富城新片《内幕》立项

本报讯 日前，由麦兆辉编剧、执导的电影

《内幕》已正式立项，备案单位是英皇（北京）

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英皇影业有限公司。

影片讲述大律师马迎风在神差鬼使下与

探长柯定邦合作调查一宗离奇命案，透过追查

死者杨滔的足迹，揭露了隐藏在“慈善”背后的

层层黑幕，最终成功将幕后伪善者那些不为人

知的邪恶罪行公诸于世，把他们绳之于法。

此前，影片已公布由郭富城、任达华、林

峯、方中信共同出演，单从阵容上就非常值得

期待。据报道，片中郭富城将会挑战律师的

角色，方中信也不会像以往那般阳刚，反而会

受尽欺凌，林峯则避开了冲动警察的形象，造

型上会更加成熟。而任达华这次的角色据说

第一场戏就会“领盒饭”，不过却是整个事件

的“灵魂存在”，对剧情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

作用。

据悉，影片计划于 5 月开拍。

（花花）

周冬雨章宇新片
《鹦鹉杀》开机

本报讯 近日，由麻赢心编剧并执导，双雪

涛担任艺术总监，周冬雨、章宇、张宥浩领衔主

演的电影《鹦鹉杀》在福建开机。该影片以新

型诈骗手法“杀猪盘”为故事背景，通过受骗女

性的角度，不仅揭示了骗局的真相，更探索了

女性的情感需求现状。

片中，周冬雨饰演受骗后变得寡言、多疑

的周冉，与身份神秘的林致光（章宇 饰）和许

照（张宥浩 饰）开展一段纠结又神秘的情感周

旋。这是周冬雨、章宇继戛纳入围短片《隔 |
爱》里饰演夫妻之后再度搭档，实力演员阵容

让观众对该片充满期待。

《鹦鹉杀》从真实的“杀猪盘”故事中取材，

聚焦于受害者被骗后的情感状态和精神需求，

麻赢心从女性视角出发进行故事创作，更感同

身受地理解新闻中的女性受害者，并以此切

入、分析和表达女性的精神世界。

（花花）

《密室逃生2》
延长上映至6月1日

本报讯 近日，惊悚电影《密室逃生 2》宣布

中国内地影院延长上映一个月，至 6 月 1 日。

截至 4 月 25 日，该片上映 24 天，票房累计 4580
万元。

该片由亚当·罗比特尔继续执导，讲述了

泰勒·拉塞尔饰演的佐伊与洛根·米勒饰演的

本通过杰出的智力和技巧逃出生天，二人踏上

了揭发“米诺斯”罪行的新旅程。上届幸存冠

军玩家被迫集结再度入局，“全员智商在线”合

力闯关。 （影子）

《精灵旅社4》
延长上映至6月2日

本报讯 动画电影《精灵旅社》完结之作

《精灵旅社 4：变身大冒险》正在热映，截至 4 月

25 日，该片在中国内地的票房突破 5000 万人

民币大关，已有超 160 万观众走进影院共同见

证了这部陪伴大家走过十年的系列最终章。

《精灵旅社 4》已宣布延长密钥，放映延期

至 6 月 2 日，横跨五一小长假与六一儿童节，持

续为观众们放送欢乐。 （影子）

完片担保这个源于国外的概念对中国电影行业来说早已不是陌生词汇，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

甲》就曾对此尝试。然而到目前为止，完片担保业务在国内仍然少见，中国电影行业融资依然以大资本的

股权投资为主。那么，中国电影行业就不需要完片担保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电影行业正越来越

需要完片担保的助力。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度过了热钱不断涌入的时代，电影投资变得更加理性，开始更

多地考虑项目的风险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电影行业若要增强对资本的吸引力，完片担保就不失为一条

重要而可行的路径。需要考虑的只是，一个什么样的“完片担保”才符合中国电影行业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