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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6日、
17日，张学友在
郑州连开了两
场演唱会，这既
是“歌神”的魅
力所在，业内也
将此视为郑州
演唱会市场升
温的表现。作
为郑州市场上
为数不多能够
连开两场的商
业演唱会，好处
显而易见，既摊
薄了宣传成本，
也提高了票房
收入。但并不
是所有歌手都
有实力连开演
唱会，这不但是
对歌手实力的
考验，也是对一
个城市演出市
场容纳能力的
考验。相对于
北京、上海、广
州等一线演出
城市，郑州的演
出市场处于怎
样的位置？能
否连续吸引歌
手在郑州连开
演唱会？面对
这一问题，不但
歌迷在观望，演
出从业者也在
努力试探。

近年来，不管
是当红歌手、顶级
钢琴家，还是世界
顶级乐团，都在郑
州不同的演出场合
留下了属于自己的
风采，郑州演出市
场越来越热也成为
不争的事实。据不
完全统计，2017年
就有邓紫棋、张学
友、张惠妹、五月
天、田馥甄等一线
歌手的演唱会。7
月22日，田馥甄演
唱会也在郑州落下
帷幕。歌手人气
高，歌迷们在趋之
若鹜的同时也有不
少困惑：“为啥通过
正规的官方售票平
台得到的反馈总是
售罄？能买到的总
是高价票？”大河报
记者通过走访发
现，在淘宝等电商
平台，优质歌手的
演唱会门票加价销
售已经成为常态，
黄牛票也成为演出
行业的重要一环。

歌迷买不到票
的情况越来越多，
黄牛票的价格越来
越高，甚至有歌迷
买到假票的情况发
生，这种乱象显然
不是一个成熟的演
出市场应该有的。

郑州的演唱会郑州的演唱会，，真的是卖票容易买票难吗真的是卖票容易买票难吗？？

□策划 文体新闻部 执行 记者 王峰

连唱两场的演唱会，郑州能否吃得消？ 演唱会门票“售罄”背后另有隐情

据统计，2016年我国演
出 市 场 总 体 经 济 规 模 为
469.22 亿元，其中大型演唱
会、音乐节演出票房收入为
34.88亿，同期上升9.69%，这
证明演出市场依然是有上升
潜力的产业。不过另外一个
事实是，越来越多的演唱会都
选择往二三线城市倾斜。据
统计，2016至 2017年间，有
半数以上的演唱会在二三线
城市举行，2017张学友演唱
会除了主要省会城市外，也到
了惠州、镇江、常熟、佛山、泉
州等城市。“相对于一线城市
在拓展市场上遇到的瓶颈，二
三线城市不但会给主办方更
大的发挥空间，在票房数字方
面也大有潜力可挖。”一位不
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
诉大河报记者。

据介绍，在场地租金方
面，二三线城市的价格要远远
低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另
外可选择的空间也大了许
多。从演出数量来讲，郑州今
年已经迎接了五月天、张学
友、田馥甄、张惠妹等演唱会，
下半年还将有陈绮贞、邓紫
棋、范玮琪等演唱会。作为中
部地区的二线省会城市，业内
人士认为这个量是相对合理
的。首先是河南歌迷有观看
演唱会的愿望，再加上有相应
的消费能力，才能将“粉丝经
济”转化为真正的票房利润，
也才能将郑州的演出分量逐
渐凸显出来，从而吸引更多歌
手来到郑州举行演唱会。

另外，场馆问题也是业内
公认的演出关键，刘坤表示，
目前郑州适合开演唱会的无
非是航海体育场、河南省体育
中心和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每个场馆适合开什么类型的
演唱会？能够承受什么形式
的舞台？现场的安保工作该
如何进行？如何有效防范黄
牛对票务市场的冲击？这些
都是在一次次实践中摸索出
来的。”刘坤说，“目前谈论郑
州演出市场的关键不是能否
连开几场演唱会，而是每场演
唱会是否既能让主办方利润
最大化，又能保证质量，让歌
迷觉得不虚此行，经过一步步
稳扎稳打的积累，从而形成一
个完善的演出市场。”

张学友郑州演唱会是
目前首次在郑州连唱两场
的商业演唱会，据介绍，加
场是在临演前不到三周时
间紧急做的决定。这既是
主办方对张学友票房号召
力有信心的表现，也是郑
州演出市场上的一次冒险
试探。

河南五行时代文化传
播股份有限公司是这次张
学友郑州演唱会的主办方
之一，该公司副总经理张
岩向大河报记者介绍了这
次“双场”的来由。原本计
划6月17日在郑州举行一
场演唱会，但根据门票预

售情况来看，基本上是供
不应求，“根据我们在受众
市场以及淘宝上的门票倒
卖等情况做的了解，有很
多歌迷买不到门票，门票
短缺的情况比较严重。为
了不让更多的加价票、高
价票甚至假票在市场上横
行，更多地让利歌迷，我们
就计划再临时加开一场”。

和张学友团队的沟通
很顺畅，“只要有足够的观
众和粉丝量，就能撑起票
房”。张岩介绍，能够决定
连开多场演唱会的关键在
于歌手的咖位和人气，“像
张学友这种超一线歌手是

华语歌坛的神话，他是有
实力在一座城市连开多场
演唱会的。另外，主办方
要有一个成熟的运作宣传
模式”。在能容纳4万人
的河南省体育中心以“四
面台”的舞台呈现形式连
唱两场，只要是有效座位
都基本座无虚席，张岩认
为张学友演唱会肯定会成
为郑州演出市场上的经典
案例。

不过张岩认为这是郑
州演出市场的个案，演出
商要对自己的项目进行冷
静分析。“能否连开多场，
主要还是看具体项目。”

7月15日，张惠妹郑
州演唱会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据介绍，主办
方也曾计划7月15日、16
日在郑州连开两场，但后
来只保留了 7月 15 日一
场。据郑州承办方河南省
商河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
戴军透露，这是北京主办
方做的决定，无论开一场
还是多场，作为承办方只
能执行。戴军认为，能连

开几场演唱会的决定因素
还是在艺人和市场，在一
个演出市场发达的城市，

“一线歌手连开十场演唱
会的情况都很正常”。

对于郑州的演出市
场，戴军认为“粉丝经济”
必不可少，因为现在年轻
人的消费观念已经很超前
了，可以为一场演唱会花
很多钱，“90后歌迷在演唱
会中的消费最多”。

谈到郑州是否具备吃
下连开多场演唱会的市场
容量，戴军的态度是谨慎，

“说心里话，郑州现在开多
场演唱会的效果并不算
好，很难出现每场都爆满
的情况”。说到底，这与一
个城市的经济状况和消费
能力有关，就目前状况来
看，郑州与北京等一线城
市容纳演出的能力相比还
有不小的差距。

在门票预售情况良好
的情况下，在一座城市连
唱多场演唱会显然是主办
方愿意做的事。“在一个城
市连着办两场或多场演唱
会，只需要进行一次筹备，
宣传也可以一波进行，歌
手团队的费用和演出场地
的租金也都能摊薄。”一位
演出界人士如是说。据统
计，这样一来，相应的成本
比在一座城市举办单独一
场演唱会要降低20%，若

门票卖得火爆，收入能实
打实地翻一番。

不是所有歌手都具备
在一个城市连开多场个唱
的条件。在演出市场摸爬
滚打多年的刘坤表示，从
专业角度来讲，连开多场
演唱会是对歌手自身实力
的重要考量。首先传唱度
高的代表作要有 8 首以
上，另外连着两天下来，体
力和嗓音都会承受很大压
力，所以真实唱功必须很

好。再加上歌迷买账的歌
手只有常年占据华语乐坛
前列的那几位，除了唱功
外，人气成为制约歌手连
开几场个唱的决定性条
件。“票要畅销，才能让主
办方产生多开几场个唱的
想法，而歌手的咖位往往
是关键。在国内乐坛，也
就张学友、陈奕迅、周杰伦
等少数超一线歌手能拥有
这样的人气。”刘坤说。

针对囤票捂票炒票、
虚假宣传、交易不透明等
违法违规演出票务经营
行为，文化部近日出台了
《关于规范营业性演出票
务市场经营秩序的通
知》，明确面向市场公开
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
数量，不得低于公安部门
核准观众数量的70%，鼓
励各地探索对重点营业
性演出门票销售实行实
名制管理。

该《通知》明确规定，
演出举办单位除自行经
营演出票务外，应当委托
具有资质的演出票务经
营单位销售相应门票；互
联网平台企业不得为机
构和个人倒卖门票、买卖
演出工作票或赠票提供
服务。演出举办单位、票
务经营单位需明码标价，
不得加价销售，不得捂
票、囤票、炒票，不得虚假

宣传演出内容和票务销
售情况。

针对个别演出商将
拼盘演出作为某明星个
人演唱会进行宣传，引诱
消费者花高价购买演出
票问题，《通知》要求销售
演出门票时应明示演出
最低时长、文艺表演团体
或者主要演员相关信息，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另外，文化部门将配合公
安、工商等相关部门对倒
卖门票、虚假宣传等问题
进行查处。对重点演出
实施特别管理措施，如提
前对演出公司进行约谈；
鼓励各地探索对重点营
业性演出门票销售实行
实名制管理；还将视情况
将演出举办单位和演出
票务经营单位列入文化
市场警示名单或黑名单，
予以管理或惩戒。

有歌迷发出疑问，既然演唱
会门票紧俏，为什么演出商不直
接打出高票价，而是要通过黄牛
来干预价格？演出的门票价格由
谁来规定？是否受物价部门的统
一监管？大河报记者从郑州市物
价局得到的回复是，演出类门票
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企业有权
自主决定价格，价格主管部门无
权干涉。但从市场的角度来看，
举办一场演唱会的成本虽高，却
不能轻易涨价。因为根据不同的
歌手、不同的市场制定的门票价
格体系已经经过长期运营，目前

大都科学合理，如果官方票价上
涨，会出现很多始料未及的连锁
反应。

黄牛的行为是否违法？河南
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石博阳介
绍，黄牛倒卖有价票证行为本身
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
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
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而演出主办方如果和黄牛党
联手合作的话，一经查实是要负
法律责任的。

如果依照黄牛所说，高价票
都是直接通过关系从演唱会主办
方拿到的话，那么主办方就涉嫌
和黄牛共同影响市场。在大河报
记者的走访中，郑州几家专门从
事演出行业的公司都对此语焉不
详。那为何歌迷以原价买不到
票，但以“加价”的方式几乎能畅通
无阻地买到票呢？五月天郑州演
唱会主办方负责人回应，在演唱会
刚开票时就有人原价抢票，如果票
房火了就拿出来加价卖，不火就原
价处理，“我们不能甄别这些人会
不会买了票再卖出去，所以就滋生
了在淘宝等电商平台倒买倒卖的
行为”。另外，也有部分粉丝买完
票再卖出的，这也是主办方无法控
制的行为。

业内人士刘女士透露，以前
的黄牛党往往只在演出前几天才
拿到相应的门票，但现在随着电
商的兴起，以及各种网络交易平
台的普及，黄牛在演唱会开票之
日就可以试探该项目的市场预
期，通过抢票来囤积大量的门票，

再以高出原价的价格进行出售从
而获得收益。

演唱会的门票难买并不是个
别现象。据《新闻晨报》报道，
2017年在上海有4场重磅演出，
但不管是 BIGBANG 还是周杰
伦、陈奕迅和张信哲演唱会，大都
会在开票几分钟或几小时内挂出

“售罄”。有业内人士透露，有些
演出主办方会将大部分门票加价
卖给黄牛，黄牛再抬高价格卖给
消费者。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主
办方会在演出前一两天，把所有
剩下的票以六七折的价格打包卖
给黄牛，以谋取利益最大化。“哪
里都没有票卖，但黄牛手上一大
把，消费者只能接受。”

多年从事演出行业的刘先生
表示，举办一场演唱会的成本不
菲，大多数只靠卖门票是收不回
成本的，不排除有的演出商为了
保本，会将门票加价卖给黄牛，

“当然不会有人承认这种事，因为
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也会受到
相应的法律制裁”。

歌迷张女士是五月天的忠实
歌迷，在今年4月份的五月天郑州
演唱会之前，她时刻关注着门票
的售卖信息，但无论是主办方公
布的官方售票渠道还是大麦网都
是“售罄”。眼看演唱会日期将
近，张女士无奈通过淘宝的票务
代理买了4张不同价位的票。根
据张女士向大河报记者展示的交
易截图来看，原价225元的门票
成交价是350元，原价1055元的
票成交价是 1100元，原价 1355
元的门票涨幅最高，票务代理打
出的公开价是3055元，最终以每
张 2500 元成交，与票面价格相
比，涨幅接近一倍。

就在张学友郑州演唱会举办
的前几天，大河报记者在大麦网

APP查询得知，6月17日在河南
省体育中心举行的张学友世界巡
回演唱会郑州站共有7档价位，最
低票价是 380 元，最高票价为
1999元，只剩下880元一档。但
当打开淘宝网输入“张学友演唱
会 郑州”字样搜索时，各类门票
信息一应俱全，其中原价380元
的票预售价为 500元，VIP1999
元的票则按照座位前后分为1880
元、2280元和2580元三个价位。

一家名为“票乐通”的电商告
诉记者，不用担心门票是否正规
的问题，自己的关系在北京，因为
很多演唱会的大主办方都是北京
的公司，而作为与消费者最直接
交易的官方售票渠道大麦网，对
方称其“什么权力都没有”。

乱象：一张门票最高加价竟然接近一倍

隐情：演唱会主办方参与“倒票”？

说法：倒卖演唱会门票是违法行为

探索：鼓励演出门票销售实名制

越来越多演唱会
在二三线城市举办

连开多场演唱会 歌手人气很关键

郑州容纳演出的能力 和一线城市还有差距

张学友郑州演唱会连唱两场 一次冒险的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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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高的歌手在郑州举办的演唱会非常火爆 记者 王建立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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