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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如今

北美票房点评

国际票房点评
1月 3日— 1月 5日

全球票房周末榜（1月3日-1月5日）

片名

《星球大战9：天行者崛起》Star Wars: The Rise OfSkywalker
《勇敢者游戏2》Jumanji: The Next Level
《冰雪奇缘2》Frozen 2
《变身特工》Spies In Disguise
《小妇人》Little Women
《Tolo Tolo》

《利刃出鞘》Knives Out
《新咒怨》Grudge, The
《宠爱》Adoring
《灵异女仆》Servant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84,239,000

$68,900,000

$53,691,000

$25,884,000

$23,075,000

$21,570,000

$17,825,000

$17,100,000

$16,672,000

$12,892,000

国际

$50,500,000

$42,400,000

$42,400,000

$15,800,000

$9,500,000

$21,570,000

$8,800,000

$5,800,000

$16,672,000

$12,892,000

美国

$33,739,000

$26,500,000

$11,291,000

$10,084,000

$13,575,000

$9,025,000

$11,300,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918,796,441

$610,206,405

$1,325,176,364

$88,829,961

$80,423,332

$31,283,514

$247,456,694

$17,100,000

$16,839,799

$13,077,080

国际

$468,000,000

$374,000,000

$875,300,000

$42,100,000

$20,400,000

$31,283,514

$117,200,000

$5,800,000

$16,839,799

$13,077,080

美国

$450,796,441

$236,206,405

$449,876,364

$46,729,961

$60,023,332

$130,256,694

$11,300,000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迪士尼

索尼

迪士尼

福克斯

索尼

狮门

索尼

MULTICN

MULTI

上映
地区数

54

65

56

36

7

1

71

30

1

9

本土
发行公司

迪士尼

索尼

迪士尼

福克斯

索尼

MEDUSA
影业

狮门

索尼

中影

■编译/如今

排名 片名 票房万美元 发行公司

1月3日—— 1月5日
北美地区周末票房

《星球大战：天行者崛起》

《勇敢者游戏2》

《小妇人》

《新咒怨》

《冰雪奇缘2》

《变身特工》

《利刃出鞘》

《原钻》

《性感炸弹》

《猫》

3374

2650

1358

1130

1129

1008

903

783

408

260

迪士尼

索尼

索尼

索尼

迪士尼

福克斯

狮门

A24

狮门

环球

1

2

3

4

5

6

7

8

9

10

上周末，作为开年的第一周，国际

市场上的冠军依然是《星球大战9》，影
片上周末新增国际票房 5050万美元，

其累计国际票房已达 4 亿 5800 万美

元，全球累计票房已达 9 亿 1880 万美

元。在英国当地累计票房已达6710万

美元。

迪士尼的《冰雪奇缘 2》和索尼公

司的《勇敢者游戏2》并列第二名，各新

增国际票房 4240 万美元。《冰雪奇缘

2》的国际累计票房已达8亿7530万美

元，全球累计票房已达12亿8100万美

元；影片上周末在巴西首映，收获票房

1030万美元；在阿根廷首映，收获票房

190 万美元；在玻利维亚首映，收获票

房60万美元。

《勇敢者游戏 2》上周末的国际累

计票房已达 3 亿 7400 万美元，其全球

累计票房已达6亿1000万美元。影片

在澳大利亚新增票房550万美元，当地

累计票房已达 1980万美元；在英国新

增票房410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3750万美元；在德国新增票房350万美

元，当地累计票房已达1930万美元；在

墨西哥新增票房170万美元，当地累计

票房已达 1710万美元；在中国当地累

计票房已达 4120万美元；在法国累计

票房已达 2270万美元；在俄罗斯当地

累计票房已达 1750万美元；在印度尼

西亚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1520万美元；

在马来西亚当地累计票房已达1280万

美元；在西班牙当地累计票房已达1130
万美元。

意大利影片《Tolo Tolo》排在第四

名，影片上周末收获票房2157万美元，

该片的累计票房已达3130万美元。

上周末，北美影市只有一部新

片跻身票房榜单前十名，索尼公司

发行的《新咒怨》排在第四名。前三

名分别是《星球大战：天行者崛起》、

《勇敢者游戏 2》和《小妇人》。总体

来看，上周末前十名的影片累计票

房 1 亿 3900 万美元，较上上个周末

下滑 25.7%；同比去年《海王》三连

冠周末的 1 亿 1900 万美元，上涨了

16.9%。

《新咒怨》作为 2020 年第一部恐

怖片，成绩和口碑都不算好，上周四

开始在北美点映，收获票房 180 万

美元；周五开始在美国的 2642 块银

幕上正式上映，单日票房 537 万美

元（含点映）；周六单日票房 383 万

美元；周日单日票房 210 万美元；周

末三天票房 1130 万美元，略低于映

前预期。该片的投资虽然仅为 1000
万美元，业内预估其北美最终票房

在 2000 万美元左右，加上营销的费

用，想要收回成本很困难。

冠军影片《星球大战 9》，上周末

新增票房 3374 万美元，上映 17 天，

该片的北美票房已达 4 亿 5100 万美

元，已经超过了《冰雪奇缘 2》，仅次

于迪士尼去年上映的《复仇者联盟

4》和《狮子王》。

亚 军 影 片《勇 敢 者 游 戏 2》上

周末在北美的 4134 块银幕上，三

天新增票房 2650 万美元，其北美

累计票房已达 2 亿 3600 万美元，业

内估计其最终票房在 2 亿 8000 万美

元以上。

《星球大战9》北美三连冠

《星球大战9》
2020年首周末国际市场再夺冠

■编译/如今

北美票房点评

国际票房点评
12月27日—12月29日

全球票房周末榜（12月27日-12月29日）

片名

《星球大战9：天行者崛起》Star Wars: The Rise OfSkywalker
《勇敢者游戏2：再战巅峰》Jumanji: The Next Level
《冰雪奇缘2》Frozen 2
《变身特工》Spies In Disguise
《叶问4：完结篇》Ip Man 4: The Finale
《小妇人》Little Women
《猫》Cats
《误杀》Sheep Without A Shepherd
《利刃出鞘》Knives Out
《白头山》Ashfall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166,300,000

$96,900,000

$58,700,000

$29,200,000

$28,852,000

$22,825,000

$18,430,000

$17,214,000

$15,725,000

$11,156,000

国际

$94,300,000

$61,600,000

$42,200,000

$16,000,000

$28,852,000

$6,300,000

$13,600,000

$17,214,000

$6,000,000

$11,156,000

美国

$72,000,000

$35,300,000

$16,500,000

$13,200,000

$16,525,000

$4,830,000

$9,725,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724,796,816

$471,456,805

$1,217,590,889

$38,087,856

$111,894,996

$35,300,000

$38,420,175

$111,225,633

$214,837,095

$29,361,388

国际

$363,000,000

$296,000,000

$796,300,000

$16,000,000

$111,894,996

$6,300,000

$20,600,000

$111,225,633

$104,600,000

$29,361,388

美国

$361,796,816

$175,456,805

$421,290,889

$22,087,856

$29,000,000

$17,820,175

$110,237,095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迪士尼

索尼

迪士尼

福克斯

WGUI

索尼

环球

INDP

狮门

MULTI

上映
地区数

53

63

54

33

12

3

39

1

71

3

本土
发行公司

迪士尼

索尼

迪士尼

福克斯

博纳

索尼

环球

中影

狮门

IN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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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片名 票房万美元 发行公司

12月27日—— 12月29日
北美地区周末票房

《星球大战9：天行者崛起》

《勇敢者游戏2》

《小妇人》

《冰雪奇缘2》

《变身特工》

《利刃出鞘》

《原钻》

《猫》

《性感炸弹》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

7200

3530

1652

1650

1320

972

955

483

470

301

迪士尼

索尼

索尼

迪士尼

福克斯

狮门

A24

环球

狮门

华纳兄弟

1

2

3

4

5

6

7

8

9

10

2019年12月27日到12月29日这

个周末，国际市场中的票房冠军依然

是《星球大战9：天行者崛起》。中国影

片《叶问 4》和《误杀》分别排在第四名

和第五名，《叶问 4》新增票房 2890 万

美元，累计票房已达1亿1190万美元；

《误杀》收获票房1720万美元。

《星球大战 9》当周末在国际市场

中新增票房 9430 万美元，上映 12 天，

其国际累计票房已达 3 亿 6300 万美

元，其全球累计票房已达 7 亿 2480 万

美元。当周末在英国当地累计票房已

达 5140万美元；在德国当地累计票房

已达 4410万美元；在法国当地累计票

房3470万美元。

第二名是索尼公司发行的《勇敢

者游戏 2》，影片当周末新增国际票房

6160 万美元，其国际累计票房已达 2
亿 9600 万美元，全球累计票房已达 4
亿 7200 万美元。影片当周末在澳大

利亚收获票房 960 万美元；在意大利

收获票房 670 万美元；在哥伦比亚收

获票房 230 万美元；在秘鲁收获票房

170万美元；在泰国收获票房170万美

元；在中国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4100万

美元；在英国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2790
万美元；在法国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1830万美元；在俄罗斯当地累计票房

已达 1460万美元；在印度尼西亚当地

累计票房已达 1440万美元；在德国当

地累计票房已达 1420万美元；在墨西

哥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1350万美元；在

马来西亚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1220 万

美元；在澳大利亚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960万美元；在印度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860万美元。

第三名是迪士尼公司发行的《冰

雪奇缘 2》，当周末在国际市场中新增

票房 4240万美元，其国际累计票房已

达 7 亿 9630 万美元，全球累计票房已

达 12 亿 1760 万美元。影片当周末在

丹麦收获票房 490 万美元；在挪威收

获票房 430 万美元；在爱沙尼亚收获

票房 60 万美元；在瑞典收获票房 500

万美元；在芬兰收获票房 260万美元；

在中国当地累计票房已达1亿1710万

美元；在韩国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9380
万美元；在日本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8740万美元；在英国当地累计票房已

达 5980万美元；在德国当地累计票房

已达5050万美元。

2019 年 12 月 27 日到 12 月 29 日

这个周末，北美影市有两部新片跻

身票房榜单前十名，索尼公司发行

的《小妇人》排在第三名；福克斯公

司发行的《变身特工》排在第五名。

冠亚军依然是《星球大战 9》和《勇

敢者游戏 2》。总体来看，当周前十

名影片累计票房为 1 亿 8500 万美

元，较上个周末下滑了 24%；对比去

年同期《海王》蝉联冠军周末的 1 亿

6600 万美元，上涨了 11.4%。

排在第三名的新片《小妇人》于

圣诞节当天（周三）在美国 3308 块

银幕上正式上映，单日票房 642 万

美元；当周四单日票房 605 万美元；

当周末三天收获票房 1653 万美元；

首周末五天收获票房 2900 万美元，

表现高于映前预期的 1600 万-1700
万美元。该片的制片预算在 4000 万

美元左右，业内预估该片的北美最

终票房能够超过其导演格蕾塔·葛

韦格上部作品《伯德小姐》的北美总

票房 4895 万美元。

第五名的《变身特工》也是在圣

诞 日 正 式 上 映 的 ，首 日 在 北 美 的

3502 块 银 幕 上 收 获 票 房 476 万 美

元；当周末单天收获票房 1320 万美

元；上映前五天收获票房 2200 万美

元，与映前预期差不多。

《星球大战9》圣诞周北美连冠

《星球大战9》
国际市场连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