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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艺人片酬通常平均占到作品总成本的 10%

明星签合同须有第三方机构介入
对明星的最高收入无限制
美国：

苛的选拔进入公司，
之后要度过一段漫长的练习
生的生活，
在做练习生阶段往往要经过十分严苛
的训练与考核，
最后表现出众的才可以出道成为
明星，
接受公司的打造。而娱乐公司更像是一个
艺人制造厂，不断制造出更加低龄的明星，明星
的更新换代往往十分快。没有哪一个明星是无
可取代的，
因而明星们往往只有更加努力地提高
自己才能保证在艺人更迭的浪潮中存在得久一
些。以 SM 公司为代表，娱乐公司往往会从艺人
的收入中抽取一大部分分成，
剩余的收入还要给
团队内其他工作人员平分，因而明星，特别是男
团、
女团的成员，
就算是粉丝基数极大的天团，
也
较少存在天价明星。
韩国对明星的片酬有一定的规定，
一般都要
靠资历慢慢往上涨。多年前曾经红极一时的《巴
黎恋人》的男主人公朴信阳，在《巴黎恋人》走红
后，
开始哄抬片酬，
被韩国电视剧界认为破坏了一
直以来的风气，
韩国影视协会对其封杀了几年。
即便如此，
因韩国制片公司与经纪公司未能
脱离，
大经纪公司垂直垄断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明星的高片酬问题。而许多娱乐公司
上市后都需要依靠明星效应来提高股价，
再加上
一些一线影视演员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粉丝基数
庞大，极易提高收视率，演员片酬近年来日渐增
高也开始成为韩国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法国是新电影运动的发源地，
也是影视界各种问题
爆发最早的地区。法国早在 21 世纪初就出现演员天价
片酬的问题。2013 年，
法国一线巨星的一部最高片酬也
曾多达 6000 多万元人民币。2014 年，为了规范明星片
酬，
保障电影界业内的幕后各类工作人员的基本权
利，
法国国家电影中心出台规定开始对明星片酬进
行限制。越是大制作成本高的电影，
演员片酬的分
成越低，
演员的最高片酬不得超过99万欧元。
法国继新电影运动后，一直倡导小制作、小成
本、
故事性强的创作理念。这种电影创作理念一直秉承
使用小演员，减少在演员这个项目上的开支，将开支最
大程度投入到剧本创作和内容上。法国政府一直设立
专项基金扶持小制作电影，并由政府出面出资，扶持艺
术电影的院线。解决了后顾之忧的电影主创团队将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电影的内容、内涵及故事上，法国电影
导演倡导的精神是
“每一个画面都不应该是一个单独的
画面，而应该是有灵魂的”。这样的政策也促成了法国
艺术电影的良性发展，艺术电影不再是晦涩难懂，富有
悬念的故事、深刻的内核、精致而独特的镜头受到了越
来越多观众的喜爱。电影的卖座不再是依靠明星效应，
而依靠电影本身的镜头设计与故事内容，
从而有效规避
了明星天价片酬的问题。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法国大牌
明星为获得良好口碑，
自愿选择降低片酬来出演小制作
电影。
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曾经在 2012 年至 2014 年尝试
在法国国内征收
“富人税”
，
借此来调节法国收入的贫富
差距，在此期间规定，年收入超 100 万欧元的个体需缴
纳 75%的税款。因征收幅度过大，该措施仅仅两年就以
失败告终。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饰演“厨子”
的法国明星杰拉尔·德帕迪约因不堪高额赋税选择
了移民。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将个人收入转移
到瑞士、开曼群岛之类的避税天堂的行为是违
法的，
“避税”和“逃税”的概念大致相同，都被认
定为是违反税务管理法的行为，
将受到严厉
的处罚。

尽管英国在国际影视行业中也处于
前列，
英剧、歌星等也风靡全世界，
但是在
英国广播电视界，更重视文化类、知识类
节目的发展，即便也出台了不少综艺节
目，但是英国综艺大都是以《英国达人》
《百万富翁》等为代表的草根类、知识类的
真人秀节目。英国以 BBC 为首的几家主
要的广播公司，
在黄金时段的节目编排都
是以纪录片节目为主的，
一方面推动了英
国纪录片的蓬勃发展，
推动英国诞生了一
大批以《地球脉动》为代表的纪录片的优
秀作品。以《地球脉动》为例，BBC 制作该
纪录片耗时五年，耗资高达 800 万英镑
（约合人民币 6800 万元），如此巨大的耗
资全都投入到了拥有高技术的摄影师、前
端的摄影设备上，最后好评如潮，即便是
纪录片这种群众基础较为薄弱的形式，
也
能拥有庞大的观众基础。通过知识类节
目的强大限制明星片酬是英国一项较为
独特的举措。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无论男女、无
论名气高低，
参加英国综艺节目的出场费
都固定为每小时 2.8 英镑，后期根据参加
节目的收视和收入情况，
再从中抽取片酬
的分成。而英国电影、影视剧的片酬，也
往往与票房和收视率挂钩，
一方面促进了

占其收入的至少一半
高收入人群一年的纳税额
德国：

韩国的影视剧行业遵循“编剧中心制”，编
剧在电视剧、电影制作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其
作用及地位有时甚至会高过导演与一线明星。
韩国电视剧往往采用边拍边播的形式，
在播出过
程中，对市场进行调研，根据市场的反向对剧本
进行修改，
在这个过程中，
电视剧整体的质量、
内
容成为决定电视剧口碑的重要因素，相应的，明
星效应在电视剧中的作用就相对不那么明显。
以电视剧为例，2015 年红遍亚洲的电视剧
《来自星星的你》的大牌明星全智贤、
金秀贤的片
酬约平均每集 1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53 万元），
而中国一线演员在电视剧中平均每集约能拿到
84 万元人民币的片酬。而相比于韩国电视剧仅
16~20 集的长度，中国的电视剧的长度一般在
50 集左右，因而仅在电视剧行业，韩国明星的电
视剧的收入仅仅能占到中国的 30%左右。而在
电影界，
中国一线艺人一部电影作品的片酬高达
5000 万元，而韩国片酬最高的明星，一部电影的
片酬约为 7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400 万元）。
另外，韩国的造星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明星片酬的虚高。例如，SM 公司是娱乐经
纪公司中的行业巨头，
现如今，
以 SM 公司为代表
的韩国娱乐公司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造星体
系，最近比较流行的韩国综艺《produce101》便
承袭了这种造星模式的影子。艺人首先经过严

法国：
演员的最高片酬不得超过 99 万欧元

德国文艺界的收入平平，由于民族
个性和对文艺作品的不够重视，德国影
视作品一贯都是无聊、
深刻、
反思等话题，
内容较为枯燥和沉重，加上德国人刻板
的形象，对观众的吸引力不大，往往德国
一线影视演员的收入也并不是很理想。
据了解，德国政府对文艺作品的投资力
度，远远低于法国政府，企业也缺乏对娱
乐行业投入的兴趣。
在德国，收入较高的明星群体往往
是体育明星。但是相比于西班牙的皇马
等明星球队，德国俱乐部给出的收入还
是远远落后。以德国运动员的收入来
说 ，效 力 于 皇 马 的 克 罗 斯 一 年 能 拿 到
2000 万欧元的年收入，而德国第一俱乐
部拜仁慕尼黑收入最高的托马斯·穆勒，
一年的年收入也不过 850 多万欧元。德
国已经基本脱离了金字塔形的社会，而
转型为橄榄球形社会，位于收入顶端的

影视作品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对明星
的收入有所约束。
英国《2017 刑事金融法案》对税款
的征收及逃税的处罚都做出了十
分明确的规定。英国对个人所得
税的征收比例往往高于对企业所
得税的征收比例。这在一定程
度上规避了明星个人收入过高
的问题。2014 年在英国税
务及海关总署的一次集中行
动中，
查出多名球星、
影视明
星等存在逃税的问题，明
星们为了避免牢狱之灾，
除
了尽快将所欠税款补齐
外，还缴纳了一笔数目
不小的罚款。在
2017 年的法案出台
后 ，英 国 进 一 步
加大了对税收
的 管理力度，
决定下血本彻
查逃税漏税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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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娱乐公司从艺人收入中抽取大部分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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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电视台往往会对
责校/杨波
演员的片酬进行限制，
以
此来降低成本，减少开支。而
演员看中的往往是电视台的观众基
础，希望借助电视剧来提高自己的名气，
从而获得更多的广告机会。不过，即便
是加上广告收入，日本的艺人收入也远
低于国内大牌明星。日本各电视台之间
也会存在竞争演员的情况，但是各电视
台绝不会为了抢大牌明星而哄抬片酬，
一般各台间给出的片酬差距不会超过
20%，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一方面保障了电
视台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也有效限制
了明星哄抬片酬的情况。
此外，日本的税收制度也十分严苛，
偷税漏税的处罚力度极大。日本演员及
艺人的税金往往通过所属的公司及事务
所进行缴纳，日本通过公司来督促艺人
缴纳税款，如果被查出艺人存在逃税情
况，公司负责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甚至可能因刑罚而坐牢。

都固定为每小时
综艺节目出场费
英国：

美国好莱
坞是全世界最
为著名的电影
中心，聚集了美
国绝大多数的
电影公司，现在的
好莱坞几乎成了
美国演艺界的代名
词。据了解，美国对
明星的最高收入是没
有限制的，一般都交给
市场去定价。美国明
星的薪酬基本也是呈金
字塔排列的。站在金字
塔顶端的一线大牌明星，如
在最新上映的《复仇者联盟
3》中，小罗伯特·唐尼的片
酬达到了 1 亿美元（约合人民
币 6.9 亿元），仅 2017 年的年
收入就达 4800 万美元。二线
演员的薪酬仅仅能达到几十万美元，
而绝大多数
演员都位于金字塔的底端，每小时收入只有 8 美
元，
这相当于是美国的最低收入了。
由于市场自身的弱点，同中国一样，美国一
线明星片酬畸高的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的问题。据报道，美国一集 20 分钟的电视剧的
片酬就高达 100 万美元。为解决这一问题，
美国
形成了税务管理体系，通过税收来限制高收入，
好莱坞明星一年所缴纳的税款，
大约是普通人几
十年的收入。在对逃税漏税等行为进行量刑时，
美国法律对量刑标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逃税金

额越大，
犯罪等级越高，
处罚力度越大，
而在量刑
过程中，如果存在通过虚假实体、空壳公司或境
外账户逃税的情况，
则会在规定的量刑登记的基
础上提高两级加重处罚，
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
范围较小。与好莱坞大片中完全不同的是，
在美
国，最可怕的机构不是中情局，也不是联邦调查
局，而是美国国税局，也被人们称为 IRS。美国
公民在每年 4 月 15 日都需要对政府进行报税，
之后，美国国税局将会派出 4 万名稽查人员对每
个公民的纳税情况进行稽查，
稽查的对象除了从
计算机中随机筛选出的 10%的公民之外，每年还
会挑选特定行业、特定目标进行稽查，其中薪酬
畸高的明星往往是这些特定目标里的重点关注
对象。如果被查出逃税漏税的情况，
往往伴随的
是牢狱之灾。除了面临严苛的刑事处罚之外，
个
人征信体系的不良记录还会影响到之后的就业、
购房、银行储蓄、贷款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
电影演员尼古拉斯·凯奇之前就因逃税被美国国
税局盯上，
为了还清所欠税款，
尼古拉斯·凯奇以
低价贱卖出自己在美国和德国的多套房产。
美国国税局为了避免演艺公司通过在签订
合同时投机取巧进行逃税的情况，
往往在明星与
制片方商议好片酬准备签合同的阶段，
就要有第
三方机构的介入，全程对签合同的过程进行监
督。此外，值得重视的一点是，美国的娱乐经纪
体制更像是一种处于艺人和文化项目之间的中
介，
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加
州法律部门和好莱坞各行业工会开始对经纪公
司和制片公司的职责进行明确划分，
将二者完全
独立开来，制作公司往往专注于作品的质量，而
经纪公司专注于艺人能力的培养，
这样可以较好
地杜绝因作品质量不高，
为了作品的销量不得不
依靠明星效应而导致明星片酬哄抬的现象。

关注而又极为敏感的话题，
那么国外是如何规范与约束明星收入的？
点。不仅仅在中国，
明星由于片酬畸高、
收入来源多样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备受
随 着 这 次 崔 永 元 的 曝 光 ，关 于 明 星 收 入 的 话 题 再 次 成 为 社 会 各 界 关 注 的 话 题 中 心
其中，
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 70%
，
其他演员不低于总片酬的 30%
。
定要把演员片酬比例限定在合理的制作成本范围内 ——
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 40%
，
制片委员会等就曾经就明星收入这个话题联合发布《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
规
道，国家及地方税务部门已就相关事件介入调查。 2017
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及电视
近日，崔永元接连揭发娱乐圈明星﹃大小合同﹄、涉逃税等现象，连日来持续发酵。据《凤凰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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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重版权、重作品、轻艺人
的国家，日本影视剧行业有规定，艺人的
片酬不得超过影视剧作品成本的 30%。
对比我国 2017 年出台的规定，日本规定
的影视剧片酬上限比我国的要求低了
10%，而事实上，按整体情况来算，艺人在
一部影视作品中的片酬平均占到作品总
成本的 10%。以在中国十分出名的女神
石原里美为例，她可以算得上是在我国
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日本艺人了，在日本
本国内的身价也一直稳居前三。每季日
剧收尾，日本都会向公众公布片酬明细，
据最新公布的片酬清单，在 2018 年年初
开播的医疗悬疑剧《非正常死亡》中，
石原
里美每集的片酬为 200 万日元（折合人民
币 11.9 万元），这样的收入在国内仅仅相
当于三、
四线明星的收入。
日本的电视剧主要是以电视台为主
创进行拍摄的，电视台提出创意和策划，
由制作公司配合进行选角、拍摄及制作，
版权归电视台所有，电视台自负盈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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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仅有极少数，穷人的比例也
相当小，绝大多数人处于中产阶
级，
年均毛收入为 47042 欧元。德
国的税收比例高达世界第二，高收
入人群一年的纳税额占到其收入的
一半，甚至以上。德国政府为打击逃
税行为，多次动用数百万欧元的资金
购买从列支敦士登、瑞士等避税天堂银
行流出的数据光盘，按图索骥打击逃税
者。逃税者往往只有两个选择：自首或
坐牢。
自首的人员需按逃税的时长及金
额，以每年 6%的比例征收利息，逃税数额
超过 2.5 万欧元的部分，需缴纳 10%~20%
的罚款。同西班牙只要缴纳清欠款与罚
款就可免予处罚的情况不同，在德国一
旦存在瞒报、
漏报、
不自首的情况，
不容任
何辩解，即便缴纳清所有款项，仍然难以
免除牢狱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