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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8日到2020年1月31日故事片场次订购一览表（两周订购场次前20名）

片名

《江城1943》
《神探伍士德》

《中国机长》

《我和我的祖国》

《绝地英雄》

《雪狼花》

《冠军的心》

《六连煞》

《这就是命》

《绝地危机》

《血战迷魂岭》

《老阿姨》

《烈火英雄》

《古田军号》

《此时此刻·2019大阅兵》

《一个不落》

《黄金岛》

《周恩来回延安》

《红星照耀中国》

《红鹰突击队之偷天换日》

2020年1月18日到2020年1月31日科教片场次订购一览表（两周订购场次前10名）

片名

《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

《森林防火》

《交通安全小故事》

《扫黄打非警示录》

《旱厕改造好处多》

《可可小爱之社会关爱》

《防患未燃之山林防火》

《糖尿病的预防》

《家庭小药箱》

《毒品-致命的诱惑》

两周数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影片累计6万8900场，总累计1亿0575万7474场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起始订购时间

2019年11月07日

2019年11月07日

2020年01月03日

2020年01月05日

2019年11月15日

2019年11月15日

2019年09月07日

2019年11月07日

2019年04月17日

2019年11月15日

2019年11月15日

2018年06月11日

2019年11月20日

2019年11月29日

2019年11月15日

2019年12月12日

2019年12月02日

2019年10月10日

2019年09月23日

2016年09月08日

起始订购时间

2017年01月03日

2006年03月01日前

2018年02月02日

2019年12月02日

2017年05月26日

2019年11月06日

2019年10月18日

2015年06月25日

2011年11月16日

2006年03月01日前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益影片放映场次订购一览表

（2020年1月19日-2020年1月23日订购场次前20名）

周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全国两周订购11461场，2020年累计86973场，总累计5823万2742场
数据来源于中影新农村发行有限公司

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村数字电影中心

喀什地区农村数字电影服务管理中心

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重庆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司农牧区数字电影管理中心

新疆阿勒泰地区农村数字电影管理中心

湖南永州新宇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贵州省黔东南州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咸宁市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惠民农牧区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上海金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福建省中兴农村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恩施自治州新世纪农村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广州广阔天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广西八桂同映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宿州荧光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阿克苏地区农村数字电影管理办公室

本周场次

4928
2375
472
458
434
420
280
270
250
225
215
212
133
130
79
76
73
72
52
50

年累计

4928
3969
2079

11488
2898
420
320

6337
250
225
215
213

4061
223
600
318

6694
72

834
1115

总累计

451214
337408
452613

1261717
614181
51113

354994
2929922
318416
87185

121413
137162

1009787
366474

1728033
985041
934138
120730

1494072
155323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全国农村已成立流动放映数字

院线 333 条，数字电影交易服务平

台显示共有可订购影片 3900余部，

其中 2019 年以来出品的影片 140
余部。

据统计，春节前夕，约有 27 个

省、市、自治区的 80 条院线订购了

700 余部影片，总计 60000 多场。

院线方面，分别有 2 条院线订购影

片过百部、订购场次过万场，凉山

彝族自治州农村数字电影中心获

得了订购影片和订购场次的双料

冠军。其中《我和我的祖国》、《中

国机长》、《古田军号》、《红星照耀

中国》等 6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献礼影片受到院线广泛关注，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均有

约 50条院线订购。

故事片方面，战争题材影片

《江城 1943》和悬疑题材影片《神探

伍士德》以微弱差距分列订购场次

冠亚军；科教片方面，《森林防火》、

《交通安全小故事》、《远离毒品 珍

爱生命》、《扫黄打非警示录》等宣

教类影片成为本阶段的订购首选，

这些影片从人身财产安全以及精

神文明生活等方面为百姓带去了

科学指导。

连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

发的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

心。受疫情影响，春节期间全国各

地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活动暂时停

止。部分院线根据当地党委和政

府的统一安排部署，投身防疫宣传

前线。如四川雅安金熊猫、宜宾映

三江、攀枝花程翔、铜川新农村等

院线组织放映放映队，利用流动电

影放映车及音响设备，在乡镇村进

行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防控知识

宣传；内蒙古鄂尔多斯院线利用

“抖音”APP 制作小视频向当地村

民宣传疫情可防、可控、可治；河北

保定东兴院线各放映站站长加入

社区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小分队，

积极参加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1 月 31 日，中宣部在京召开专

题视频会议，研究部署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宣传引导工

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

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大权威信息发

布力度，加强政策措施宣传解读，

持续振奋精神、凝聚力量，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舆论支

持。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号召

广大农村电影工作者要深入贯彻

落实中宣部专题视频会议精神，按

照中宣部的统一部署，主动做好正

面宣传、热点引导等各方面工作，

进一步提升精气神、弘扬正能量，

助力各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与此同时，欢迎各地农村电影放单

位将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涌现出的

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发送至电影

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网站编辑部（投

稿邮箱 dmccnews@dmcc.org.cn），电

影数字中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将

持续推出系列报道，为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表5：12月电影票房TOP15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电影

误杀

叶问4
勇敢者游戏2：再战颠覆

冰雪奇缘2
南方车站的聚会

宠爱

天火

只有芸知道

半个喜剧

我为你牺牲

星球大战9：天行者崛起

利刃出鞘

两只老虎

被光抓走的人

特警队

类型

犯罪

传记/动作

动作/奇幻

动画

剧情/犯罪

喜剧/爱情

动作/冒险

剧情

喜剧/爱情

动作

动作/科幻

喜剧/犯罪

喜剧

剧情/爱情

动作

上线日期

12月13日

12月20日

12月6日

11月22日

12月6日

12月31日

12月12日

12月20日

12月20日

12月5日

12月18日

11月29日

11月29日

12月13日

12月27日

放映模式

数字

3D IMAX 数字

3D IMAX 数字

3D IMAX 数字

数字

数字

数字

数字

数字

数字

3D IMAX 数字

数字

数字

数字

数字

场次
(万场)

160.83
126.89
86.62
78.81
64.41
15.25
35.52
44.88
37.35
4.26

37.51
45.16
53.37
36.46
22.80

人次
（万人）

2452.68
2161.08
827.51
753.89
574.21
496.16
458.14
429.96
407.59
238.69
320.52
410.11
365.47
195.80
141.55

票房
（万元）

83145
76227
26640
23206
20248
17323
16352
15129
14265
14039
12643
12564
11548
7088
5032

（上接第11版）

按影院和银幕数的公开数据显

示，中国影院平均银幕 5.7 张，这个体

量对一二线城市的单体影院而言偏

小，加上市场同质化严重，处于大城市

中心地域的影院经营之艰难，可以想

象。所以，影院市场板块挤泡沫、调结

构、去产能的调整将继续进行，新影院

如能顺应市场，就有机会脱颖而出。

就像 2019 年 12 月影院榜中有一众“新

面孔”影院跻身全国影院 50强，包括北

京万达影城合生汇店、延安金凤凰电

影城、长春中影好时光国际影城、长春

橙天国际影城、涟水深影橙天影城、伊

犁金茂影视茂业影城、扬州海润金亿

电影城、兰州中心空间站影城、大庆星

感觉影城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

前头万木春”，且看影院市场竞争，百

舸争流。

新片市场：

本土电影引领销售

年末空降“黑马”《误杀》

12 月档中外新片十分丰富，51 部

国产片，15部进口片，题材、风格、类型

多样。66 部中外新片在一个月内出

清，平均每天新片数量超过两部。但

是在 50 多部国产片中，“无效”发行的

影片有 32 部，在新片中占 62.7%。什

么是“无效发行”？即影片在市场放

映，票房不足百万。更有甚者，相当一

部分影片院线和影院毫无所知，如果

说这些影片是为了蹭贺岁档热度，票

房仅十多万而已，不仅没有任何效益，

甚至连痕迹也难以留下。反之，12 月

档的进口片相对体量还算可观，其中

《勇敢者游戏 2：再战颠覆》、《星球大战

9：天行者崛起》分别进入全球年度 50
强电影榜单的前十和第十五，可见其

分量和市场影响力。

复盘 12 月档新片市场，2019 年 12
月与 2018 年 12 月的市场格局相悖。

2018 年 12 月，由于进口片《海王》强劲

吸金，当月卷走票房超 17亿元，跨年又

收票房 1.3 亿元，累计票房超过 18 亿

元，影片在年度市场进口片排名第三，

同时拉动 12月进口片市场份额上升至

67.9%。

2019 年 12 月，贺岁档又重回国产

片主场，本土电影的力量和影响力出

现了一个小高潮，国产片中的头部大

片支撑了销售潮流，还空降了“黑马”

《误杀》。《误杀》和《叶问 4》两部影片跨

年后先后跻身票房“十亿俱乐部”，拉

动月度国产片市场份额升至 76.5%。

12 月新片票房过亿的影片有 13
部，其中，当月新片 10 部，国产片拿下

8 席。翻拍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

的国产犯罪电影《误杀》，讲述了父亲

为了维护女儿，用电影里学来的反侦

察手法和警察斗智斗勇的故事。该片

月内收获票房 8.32 亿，以“黑马”姿态

赢得月榜冠军。

系列电影《叶问 4》为该系列电影

画上圆满句号，当月收获票房 7.62 亿，

屈居月榜亚军。两部影片跨年后继续

引领销售，分别晋级票房“十亿俱乐

部”。

榜单中仅有三部进口片票房过

亿，《勇敢者游戏 2：再战颠覆》收入

2.66 亿位列第三，其成绩相比 2018 年

的第一部缩水超过 40%。动画片《冰

雪奇缘 2》是 11 月份的延续影片，成为

进口片销售亮点，12 月收入 2.32 亿元

位列第四，累计票房 7.24 亿元，这一数

据是该系列首部电影的 1.4倍。

月票房排名第五的《南方车站的

聚会》收入逾 2 亿元。该片是《白日焰

火》导演刁亦男新作，故事灵感来源于

真实新闻事件，讲述了盗窃团伙头目

周泽农在重金悬赏下走上逃亡之路，

艰难寻求自我救赎的故事。余下 8 部

新片均在亿元至两亿元票房之间。12
月新片两部头部电影《误杀》是黑马爆

发，《叶问 4》则发挥正常，其它属于腰

部的十余部影片市场表现亦算及格，

因而基本保证了年末贺岁档的基本产

出，年度大盘最终在 642 亿的线上定

格。

尽管 12 月档有 50 余部国产新片，

还有大体量的进口片加入，月度产出

仍然低于 2018 年 12 月，这不是市场消

费疲软，而是产品供给不足，根据对 12
月影片数据分类：票房 10 万元以下 18
部；50万元以下 13部；50万—100万以

下 2 部，合计 33 部票房不足百万元的

新片占新片总数的 50%；亿元票房以

上的 13 部，占比为 17.5%；票房 1000
万-9000 万的有 12 部，占比为 16.2%；

百 万 以 上 千 万 以 下 的 12 部 ，占 比

16.2%。可见市场的问题在于，虽有头

部电影，但缺乏腰部电影支撑，腰部一

旦过于软弱，大盘也是支撑不起的。

从新片市场分布观察，影片质量

和品质还是两极分化，能够支撑消费

销售的影片十余部，更多影片似有滥

竽充数之嫌，不要说观众，就是影院、

院线对这些电影都感到莫名其妙，进

入市场，在大银幕上映真的是在浪费

放映资源。

没有相当品质和数量的腰部电

影，是不足以满足和支撑今天中国市

场的放映规模和广大观众的娱乐消费

的需求和热情的。尤其是在 12 月档，

有市场、有需求，而那些貌似进入院线

发行，实则昙花一现的影片进场则是

对观众与市场的伤害。

（2020年1月18日—2020年1月31日）

流动数字电影两周市场点评 本报讯 由环球影业打造的年度

动作电影《速度与激情 9》日前发布首

支预告，范·迪塞尔率领速激家族再

斗强敌，上演最原汁原味的狂野飞

车。值得一提的是，《速度与激情》系

列在迈阿密举办了首次电影主题演

唱会，并在现场首发预告。

此次《速度与激情 9》，系列“四朝

元老”华裔导演林诣彬再度操刀，范·
迪塞尔饰演的唐老大率领大姐大莱

蒂、嘴炮车神罗曼、天才工程师泰吉

等得力伙伴悉数回归，将带给观众全

新升级的“速激 Style”。
在《速度与激情》系列里，超越血

缘亲情的大家庭情感牵动人心，这一

经典主题也将在《速度与激情 9》中得

到更深一步的挖掘和升华。影片中

的新晋反派，即是由约翰·塞纳饰演

的唐老大亲弟，战力强大心狠手辣的

他，将让故事有什么不可预知的发

展？此外，睽违两部的核心成员韩也

在预告片尾惊喜“复活”，熟悉的东京

范儿漂移重出江湖。新老角色集结，

大大吊起观众胃口。

该预告一经发布就引爆社交媒

体，美国著名电影网站 Fandango 盛

赞：“真正的‘速度’与‘激情’，从头到

尾都充满了惊喜。”权威媒体《娱乐周

刊》表示无论是“观众最爱的韩的复

活”，还是“约翰·塞纳饰演的唐老大

的弟弟”，都令人感到“震撼”。

《速度与激情 9》将于 2020 年正式

上映。 （杜思梦）

名人推荐

冯远征是总那么不一样的好演员，

是有担当有想法的演员队长，还是与众

迥异的表演教师！ ——蓝天野

戏为花，书为果，赏戏、品书，与远

征为友也。 ——濮存昕

新书，新思考，新实践。读读吧，会

有收获的！ ——吴刚

内容简介

每 个 人 身 上 都 潜 藏 着“ 表 演 金

矿”。是否能成为演员，靠的是后天

的开发。当你把条条框框都穿到身

上，就会被限制住。因此，我们说，

要释放天性，超越极限——身体的潜

能是无穷的！这便是本书要谈的话

题。

在这里，一个有态度、有创意的

表演者冯远征，坦然分享其近四十载

演艺生涯的切身体会，二十余载对表

演教学的思索，以及在北电、上戏执

教生涯中的收获。从跳伞运动员到

专业演员，从“穿墙过去”到柏林求

学，再到回归心怀眷恋的北京人艺，

留下松二爷、魁格、顾贞观等一个个

经典形象，书中娓娓道来的文字、生

动鲜活的珍贵照片，向我们展示了冯

远征舞台上、镜头前的戏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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