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报道】离奇！ 逾期股票私募还款竟靠耳东影业票房（引）

品今系资金“黑洞”

本报实习记者 张舒琳 本报记者 王宇露

“2020年，耳东影业受影响较大，好在网剧《逃狱兄弟》表现不错，但回款需要时间……”这一幕发生在2020年12月26日耳东文化产业园的办公楼内，多名购买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品今基金” ）私募产品的投资者为追讨逾期本金而来，却被告知要等到耳东影业投资的电影上映才能回款。

耳东影业近五年可谓风生水起，参投《红海行动》《邪不压正》《西虹市首富》《反贪风暴》等热门电影，两次筹划赴港上市，不过申请均被驳回。

最令投资者费解的是，当初购买品今基金私募产品，合同注明投资范围是二级市场股票等证券资产，如今与耳东影业有何干系？

回款需待电影上映

2020年3月，大量品今基金私募产品出现逾期。 投资者卢女士称，此前想取出100万元本金，但公司已无法走正常赎回程序，部分回款甚至为销售人员以贷款垫付。

品今基金曾为北京品今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品今控股” ）100%控股子公司。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料显示，2012年12月21日，品今基金唯一股东由品今控股变更为自然人杨珖，而杨珖现为品今资管、品今投资等品今系公司法定代表人。 此后，品今基金发生4次法人变更。 天眼查信息显示，最近一次变更发生在2020年12月31日，最新法定代表人景小娟仅持股0.03%，新增控股股东王金荣持股99.97%。

将品今基金私募产品销售给投资者的，是一家名为北京源石创世财富资产管理（简称“源石财富” ）的品今系公司。 天眼查资料显示，源石财富监事吴杰同时任品今控股、品今资管等品今系公司监事。 数名员工证实，源石财富与品今控股、品今基金员工都在耳东文化产业园的三栋大楼内办公，人员、业务联系紧密。

2020年12月30日，品今基金客户沟通会上，足以容纳50多人的会议室座无虚席。 中国证券报记者感受到会场弥漫着诡异的气氛：在场者除品今系工作人员，还有多位疑似“托儿”的人不时鼓掌叫好。

源石财富副总裁赵梓龙在会上表示，因耳东影业受疫情影响，无法为客户办理转出资金，投资者只能签署18个月的展期协议，等到一批电影上映后回款，一年半后按月逐步返还本金。

对于品今基金私募产品与耳东影业之间的关联，赵梓龙表示：“实际控制人都一样，投资方向也是一样的。 如果有影片获得利润，难道就不能给客户提前兑付吗？ ”

耳东影业与品今控股法定代表人同为陈硕罡，耳东影业曾两次向港交所提交IPO申请，均被驳回。 2019年，耳东影业宣布完成数千万美元A轮、A+轮融资，未披露A+轮具体投资方。

此前，耳东影业的“资本运作”引发争议，其以跟投形式参与影视投资，再向投资者销售部分电影投资份额。 根据2020年2月26日港交所披露的耳东影业上市申请文件，耳东影业核心业务电影及连续剧投资制作管理2019年营收7.18亿元。 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出售电影投资收入，即向跟投投资者溢价出售电影及连续剧投资份额。

团队超2000人

对于资金缺口问题，赵梓龙表示不清楚。 不过，一名2018年入职的前销售人员表示，她的客户有十人左右，累计投资2000余万元，目前资金存量500万元左右，“在公司里业绩算一般” 。 一名2019年入职的销售人员称，自己带的三名客户共计投资250万元，“这算比较少的” 。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一个品今基金客户群里统计，有62名投资者主动报出信息，每名投资者逾期本金从10万元至1700万元不等，合计1.53亿元。 这仅为一个小群统计结果，品今基金总涉及金额难以估量。

关于巨额资金去向，品今系方面至今没有给投资人回应。 中国证券报记者致电品今控股市场事业部总经理赵某，在表明身份后对方挂断电话。 陈硕罡、赵梓龙等多位品今控股、源石财富高管手机号、微信已无法取得联系。

品今系旗下基金融资链条上的重要环节是公司员工。 近年来，品今系持续招兵买马，靠不停吸收新血液撑起基金“融资盛宴” 。 多位源石财富前员工反映，公司打着品今控股、耳东影业等名号招人，但入职后基本都是负责基金销售工作。 源石财富官网显示，公司拥有近2000名人员。

多位前员工介绍，公司设置2至3个月考核期，到期没有业绩就面临淘汰。 新员工为保住饭碗，不仅自己买公司产品，还要拉家人、亲友投资。

这些员工则以“拼单” 、承诺保本高收益的套路招揽投资者。 根据规定，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 为拉来更多客户，销售人员鼓励投资人通过“拼单代持”变相达到起投线。 投资者唐萍（化名）说，2015年，品今基金销售人员主动提出与唐女士签署“拼单代持”合同，最终唐女士投资50万元凑单购入品今基金私募产品。

中国证券报记者查询发现，投资者购买的由品今基金管理的品今·月增益4号、腾安·锐锋等多款证券投资基金均未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北京某大型律师所出具的法律审查意见显示，品今·月增益4号基金等产品并非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起的合规私募基金产品。 基金合同显示，该基金以有限合伙形式募集设立，并制定《入伙协议书》。 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资料显示，品今基金与各位投资者并不在所谓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名单中，现有资料也无法证明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将该合伙企业委托给品今投资管理，因此涉嫌欺诈。

监管剑指假私募

上述律师表示，品今系事件中，存在未履行“特定对象确定”“投资者适当性匹配”程序、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承诺保本保收益、未按照要求进行私募基金备案等情形，且资金存在未投资到金融工具中的嫌疑。

品今系事件并非个案，其在私募基金募集资金环节和运作环节中的问题是私募行业较常见的违规行为。 2020年12月23日，北京朝阳区检察院发布通报称，涉私募基金乱象严重，突破合格投资者限制、变相利诱、滥用资金等情况频现。

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孙龙龙表示，私募基金行业最常见的犯罪行为之一就是集资诈骗，其中两种运作模式比较常见，分别是虚构合法身份及虚构投资项目，达到侵占私募基金财产的目的。 第一种，未在中基协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假借私募基金管理人身份非法吸收资金并非法侵占、挥霍、滥用。 第二种，虽是私募基金管理人，但发起设立未在中基协备案的产品或者是备案产品在运作中违规，虚构投资项目或者没有投资项目直接非法吸收资金并侵占、挥霍、滥用。

随着私募监管体系日益完善，针对违规私募的行政处罚和行政监管日益增多，私募监管依法从严趋势明显。 证监会日前发布《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强化私募基金行业规范。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证监会将按照“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总体要求，进一步完善私募基金法律法规体系，夯实加强私募基金监管的制度基础。

出台八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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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款需待电影上映

2020年3月，大量品今基金私募产品出

现逾期。 投资者卢女士称，此前想取出100

万元本金，但公司已无法走正常赎回程序，

部分回款甚至为销售人员以贷款垫付。

品今基金曾为北京品今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品今控股” ）100%控股子公司。北

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料显示，2012年12

月21日，品今基金唯一股东由品今控股变

更为自然人杨珖，而杨珖现为品今资管、品

今投资等品今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此后，品

今基金发生4次法人变更。 天眼查信息显

示， 最近一次变更发生在2020年12

月31日，最新法定代表人景小娟

仅持股0.03%，新增控股股

东 王 金 荣 持 股

99.97%。

将品今基金私募产品销售给投资者

的， 是一家名为北京源石创世财富资产管

理（简称“源石财富” ）的品今系公司。 天

眼查资料显示， 源石财富监事吴杰同时任

品今控股、品今资管等品今系公司监事。数

名员工证实，源石财富与品今控股、品今基

金员工都在耳东文化产业园的三栋大楼内

办公，人员、业务联系紧密。

2020年12月30日，品今基金客户沟通

会上， 足以容纳50多人的会议室座无虚

席。 中国证券报记者感受到会场弥漫着诡

异的气氛：在场者除品今系工作人员，还有

多位疑似“托儿” 的人不时鼓掌叫好。

源石财富副总裁赵梓龙在会上表示，

因耳东影业受疫情影响， 无法为客户办理

转出资金，投资者只能签署18个月的展期

协议，等到一批电影上映后回款，一年半后

按月逐步返还本金。

对于品今基金私募产品与耳东影业之

间的关联，赵梓龙表示：“实际控制人都一

样，投资方向也是一样的。如果有影片获得

利润，难道就不能给客户提前兑付吗？ ”

耳东影业与品今控股法定代表人同为

陈硕罡， 耳东影业曾两次向港交所提交

IPO申请，均被驳回。 2019年，耳东影业宣

布完成数千万美元A轮、A+轮融资， 未披

露A+轮具体投资方。

此前，耳东影业的“资本运作” 引发争

议，其以跟投形式参与影视投资，再向投资

者销售部分电影投资份额。 根据2020年2

月26日港交所披露的耳东影业上市申请文

件， 耳东影业核心业务电影及连续剧投资

制作管理2019年营收7.18亿元。其中，占比

最高的是出售电影投资收入， 即向跟投投

资者溢价出售电影及连续剧投资份额。

团队超2000人

对于资金缺口问题， 赵梓龙表示不清

楚。 不过，一名2018年入职的前销售人员

表示， 她的客户有十人左右， 累计投资

2000余万元，目前资金存量500万元左右，

“在公司里业绩算一般” 。 一名2019年入

职的销售人员称， 自己带的三名客户共计

投资250万元，“这算比较少的” 。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一个品今基金客户

群里统计，有62名投资者主动报出信息，每

名投资者逾期本金从10万元至1700万元

不等，合计1.53亿元。 这仅为一个小群统计

结果，品今基金总涉及金额难以估量。

关于巨额资金去向， 品今系方面至今

没有给投资人回应。 中国证券报记者致电

品今控股市场事业部总经理赵某， 在表明

身份后对方挂断电话。陈硕罡、赵梓龙等多

位品今控股、源石财富高管手机号、微信已

无法取得联系。

品今系旗下基金融资链条上的重要环

节是公司员工。近年来，品今系持续招兵买

马，靠不停吸收新血液撑起基金“融资盛

宴” 。 多位源石财富前员工反映，公司打着

品今控股、耳东影业等名号招人，但入职后

基本都是负责基金销售工作。 源石财富官

网显示，公司拥有近2000名人员。

多位前员工介绍， 公司设置2至3个月

考核期，到期没有业绩就面临淘汰。新员工

为保住饭碗，不仅自己买公司产品，还要拉

家人、亲友投资。 （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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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奇！ 逾期股票私募还款竟靠耳东影业票房

品今系资金“黑洞”

●本报实习记者 张舒琳 本报记者 王宇露

“过节红包”怎么发 “逆回购+MLF” 最靠谱

公开市场操作收放自如 跨节流动性无虞

●本报记者 张勤峰

上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大开大合，逆回购

操作量从20亿元一度猛增至近3000亿元，后又

回到20亿元，灵活收放。 本周将有超过8000亿

元流动性工具到期，加之“春运” 启动在即，多

重因素考验央行流动性调控。 分析人士认为，跨

春节资金面压力不大， 公开市场操作或成为平

抑节前流动性波动的主要手段， 亦有一定的概

率启用CRA（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等临时性

工具，而降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均不大。

大额净投放有玄机

据统计，上周央行共开展6140亿元逆回购

操作，单周净投放5980亿元，为过去35周之最。

如此大额的净投放， 与春节可能没有太大关

系，主要是为了对冲1月税期高峰影响。

受节假日因素影响，1月纳税截止日延至

20日，根据以往经验，19日至21日是本月税期

高峰时段。 上周，央行正是从19日开始加大了

逆回购操作力度，20日当天操作量最大，22日

重回地量。 用分析人士的话来说， 操作节奏

“拿捏得死死的” 。 另外，上周虽然操作量大，

但期限均为7天，全部将在本周到期，与跨节资

金投放“不搭边” 。

往年，节前流动性投放一般从春节前一个

月开启。 然而，今年央行“过年红包” 怎么发，

发多少，悬念待解。

流动性缺口明显缩小

春节前流动性操作受关注，市场人士看法

不同，降准呼声先声夺人但未受认可，1月中期

借贷便利（MLF）续做意外缩量，其他工具或

手段则迟迟未亮相。

为何今年央行不急于亮牌？ 分析人士认

为，首先，今年跨节流动性投放压力相对减轻，

元旦与春节间隔长，给予市场充分时间准备和

应对；其次，今年地方债“提前批” 悬而未落，

春节前政府债供给压力减轻；再者，受散发疫

情影响，各地纷纷鼓励就地过节，“春运” 流量

或相对往年有所下降，加大了对现金投放需求

的预测难度；最后，货币政策强调“稳” 字当

头，注重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根据往年经验，春节前现金集中投放通常

伴随“春运” 启动而来，金融机构随之进入节

前备付关键期。信达证券固收分析师李一爽介

绍，对春节前后流动性扰动最大的因素就是现

金投放与回笼。

在现金使用率下降的当下，返乡政策变化

进一步影响现金需求，使得今年春节前流动性

供求形势相比往年出现很大变化。国金证券近

期发布研报指出，对今年流动性“春节效应”

无需多虑。综合考虑今年春节较晚导致缴税冲

击减弱，新增地方债限额尚未下达，民众返乡

变化可能大幅降低取现需求等因素，预计春节

前流动性缺口可能明显小于往年同期。

但也要看到，今年以来，缴税、缴准不断吸

收流动性， 资金面已逐渐收敛至紧平衡状态。

本周后半周将进入“春运时间” 。 另有6140亿

元央行逆回购和2405亿元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TMLF）到期，合计8545亿元。再加上月末等

因素，金融机构资金需求上升。

“逆回购+MLF” 最靠谱

往年春节前，央行主动释放流动性的手段

主要有降准、临时降准（CRA或TLF）、公开

市场操作等。 （下转A03版）

“2020年，耳东影业受影响

较大，好在网剧《逃狱兄弟》表现

不错，但回款需要时间……” 这一

幕发生在2020年12月26日耳东

文化产业园的办公楼内，多名购买

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简称“品今基金” ）私募产品

的投资者为追讨逾期本金而来，却

被告知要等到耳东影业投资的电

影上映才能回款。

耳东影业近五年可谓风生水

起，参投《红海行动》《邪不压正》

《西虹市首富》《反贪风暴》 等热

门电影，两次筹划赴港上市，不过

申请均被驳回。

最令投资者费解的是，当初购

买品今基金私募产品，合同注明投

资范围是二级市场股票等证券资

产，如今与耳东影业有何干系？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韩景丰

示范田“开花结果” 精准扶贫凸显金融力量

●本报记者 彭扬

“这几年，猕猴桃产业发展带动十八洞村

225户939名村民增收， 人均增收从2017年的

1000元到2019年的1600元，2020年力争突破

2000元。 ” 湖南省湘西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苗

汉子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石志刚向中国证券

报记者介绍，花垣县很适合种植猕猴桃，猕猴

桃产业扶贫能“开花结果” 离不开银行信贷

的重点支持。

实际上，猕猴桃产业扶贫只是金融支持精

准扶贫的一个缩影。 业内人士分析，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已如期全面完成，但金融支持力度不

会减弱，脱贫不脱帮扶，监管部门仍将继续鼓

励、引导金融资源支持乡村振兴，金融机构也

将继续创新服务与产品，助力脱贫地区巩固脱

贫成果，增强致富动力。

精准扶贫成效显著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和洪涝灾害给

脱贫攻坚带来了严峻挑战。 在此情况下，金

融系统咬定目标， 积极调整和创新扶贫方

式，提升扶贫能力，不断加大精准扶贫的支

持力度，有力有序有效地持续推进脱贫攻坚

工作。

当前金融精准扶贫贷款快速增长， 贷款

覆盖面稳步提升， 金融助力决胜脱贫攻坚成

效显著，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交上了一份满意

的答卷。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日前表示，央

行坚决支持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贫困人口及

产业精准扶贫贷款近5年累计发放超过6.5万

亿元，惠及贫困人口超过9000万人次，助力贫

困县全部摘帽。

银保监会此前披露数据显示， 截至2020

年11月末， 已累计对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发

放扶贫小额贷款5038亿元， 支持建档立卡贫

困户贷款1204.3万户，占全部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40%，不良率仅不到1%。

在这些数据背后，正是各地政府以及监

管部门持之以恒不断加大政策扶持的成果。

比如，银保监会、财政部、央行、国务院扶贫

办日前在进一步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有关政

策的通知中明确，进一步坚持扶贫小额信贷

政策、扩大扶贫小额信贷支持对象、满足扶

贫小额信贷需求等。

与此同时， 农民朋友们的腰包也鼓了起

来。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31元， 增长

6.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8%。

创新产品与服务模式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金融机构也在不断

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 破解融资难题，提

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便利性。中国银行业协

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介绍，银行业金融机构通

过探索“两权” 抵押贷款模式，缓解新型农村

经营主体信用不足的融资难题，以金融手段盘

活乡村中的“沉睡” 资产。另外，因地制宜创新

开发了多元化、特色化小额分散扶贫金融产品

和服务平台。

数字化的不断发展，让金融支持扶贫更加

精准。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由于有多种

数字化工具的支持，金融机构可以精准帮扶贫

困户发展适宜产业。 同时，银行搭建网络供应

链平台，（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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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4

深市产业整合型重组

连续3年占比超六成

A06

企业订单火爆 价格持续上涨

磷酸铁锂电池成“香饽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