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票房周末榜（1月31日-2月2日）

片名

《绝地战警：疾速追击》Bad Boys For Life
《1917》1917
《多力特的奇幻冒险》Dolittle
《勇敢者游戏2》Jumanji: The Next Level
《小妇人》Little Women
《绅士》Gentlemen, The
《格雷特和韩塞尔》Gretel And Hansel
《乔乔兔》Jojo Rabbit
《冰雪奇缘2》Frozen 2
《星球大战：天行者崛起》Star Wars: The Rise OfSkywalker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48,475,000

$30,560,000

$25,400,000

$11,300,000

$10,515,000

$9,970,000

$7,565,000

$6,852,000

$6,521,000

$6,393,000

国际

$30,800,000

$20,900,000

$17,700,000

$5,300,000

$7,500,000

$3,960,000

$1,465,000

$5,500,000

$4,800,000

$3,200,000

美国

$17,675,000

$9,660,000

$7,700,000

$6,000,000

$3,015,000

$6,010,000

$6,100,000

$1,352,000

$1,721,000

$3,193,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290,751,531

$249,046,389

$126,618,820

$754,817,153

$162,870,632

$48,641,089

$7,569,099

$64,580,411

$1,430,358,370

$1,058,056,021

国际

$142,700,000

$129,800,000

$71,400,000

$463,600,000

$64,100,000

$28,200,000

$1,469,099

$36,600,000

$958,000,000

$551,000,000

美国

$148,051,531

$119,246,389

$55,218,820

$291,217,153

$98,770,632

$20,441,089

$6,100,000

$27,980,411

$472,358,370

$507,056,021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索尼

环球

环球

索尼

索尼

MULTI

MULTI

FSL

迪士尼

迪士尼

上映
地区数

64

53

64

59

48

36

18

40

38

33

本土
发行公司

索尼

环球

环球

索尼

索尼

STX

UAR

FSL

迪士尼

迪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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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如今

北美票房点评

国际票房点评
1月31日— 2月2日

排名 片名 票房万美元 发行公司

1月31日—— 2月2日
北美地区周末票房

《绝地战警：疾速追击》

《1917》

《多力特的奇幻冒险》

《格蕾特和韩塞尔》

《绅士》

《勇敢者游戏2》

《星球大战：天行者崛起》

《螺丝在拧紧》

《小妇人》

《节奏组》

1768

966

770

605

601

600

319

305

302

280

索尼

环球

环球

UAR

STX

索尼

环球

迪士尼

索尼

派拉蒙

1

2

3

4

5

6

7

8

9

10

上周末，又到了美国一年一度

的“超级碗杯”橄榄球联赛周末，对

当地电影业的冲击一如既往地大。

只有两部新片跻身票房榜单前十

名，其中成绩最好的是 UAR 公司发

行 的 奇 幻 恐 怖 片《格 蕾 特 和 韩 塞

尔》；另一部上榜影片是排在第十名

的派拉蒙公司发行的《节奏组》。榜

单的前三名与上周末一样，《绝地战

警：疾速追击》、《1917》和《多力特的

奇幻冒险》分别位居冠、亚、季军。

总体来看，票房榜单前十名的影片累

计票房为 6515 万美元，较上上个周

末大跌 38.1%；同比去年《玻璃先生》

三连冠的 5210 万美元，涨幅为 25%。

改编自格林童话的《格蕾特和

韩塞尔》的投资仅为 500 万美元，

上周五开始在 3007 块银幕上正式

上映，单日收获票房 239 万美元

（含 47.5 万美元周四点映票房）；

周六单日票房 276 万美元；周末三

天收获票房 605 万美元。该片的映

后口碑一般，业内估计其后续票房

走势不容乐观。

根据“斯蒂芬妮·帕特尼克”系

列小说四部曲的首部改编的《节奏

组》于上周五在美国 3049 块银幕上

正式上映，单日（含点映）票房 115
万美元；周六单日票房 116 万美元；

周末三天票房 280 万美元左右。该

片的制作成本为 5000 万美元，派拉

蒙公司花了 3100 万美元购得多数市

场的版权并投入了不菲的宣发费

用。

《绝地战警：疾速追击》北美三连冠

《绝地战警：疾速追击》
国际三连冠

上周末，索尼公司发行的《绝地战

警：疾速追击》在国际市场中新增票房

3080 万美元，其国际累计票房已达 1
亿 4270万美元，其全球累计票房已达

2亿 9100万美元。影片上周末在英国

收获票房 1480万美元；在德国收获票

房 1270 万美元；在墨西哥收获票房

1050 万美元；在澳大利亚收获票房

1000万美元。

第 二 名 是 环 球 公 司 发 行 的

《1917》，影片上周末在 61个地区新增

票房 2090万美元，其国际累计票房已

达 1 亿 2980 万美元；全球累计票房已

达2亿4910万美元。影片上周末在俄

罗斯收获票房170万美元；在中国台湾

收获票房 66.5 万美元；在法国新增票

房 210 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1040 万美元；在德国新增票房 120 万

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550万美元；

在巴西新增票房 85.4 万美元，当地累

计票房已达290万美元；在墨西哥当地

累计票房已达390万美元。

第三名是环球公司发行的《多力

特的奇幻冒险》，影片上周末在国际市

场中的 63 个地区新增票房 1770 万美

元，其国际累计票房已达7140万美元；

全球累计票房已达 1 亿 2660 万美元。

影片上周末在墨西哥收获票房 370万

美元；在德国收获票房 280万美元；在

意大利收获票房220万美元；在西班牙

新增票房130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

达360万美元；在澳大利亚当地累计票

房已达660万美元；在印度尼西亚当地

累计票房已达390万美元；在哥伦比亚

当地累计票房已达220万美元；在中东

当地累计票房已达210万美元；在荷兰

当地累计票房已达170万美元。

■编译/如今

全球票房周末榜（1月24日-1月26日）

片名

《绝地战警：疾速追击》Bad Boys For Life
《1917》1917
《多力特的奇幻冒险》Dolittle
《勇敢者游戏2》Jumanji: The Next Level
《南山的部长们》Man Standing Next, The
《绅士》Gentlemen, The
《星球大战9》Star Wars: The Rise OfSkywalker
《小妇人》Little Women
《冰雪奇缘2》Frozen 2
《变身特工》Spies In Disguise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76,000,000

$39,500,000

$25,700,000

$17,500,000

$15,837,000

$14,130,000

$10,673,000

$10,300,000

$9,549,000

$8,690,000

国际

$42,000,000

$23,700,000

$13,200,000

$9,600,000

$15,837,000

$3,100,000

$5,500,000

$5,600,000

$7,000,000

$6,900,000

美国

$34,000,000

$15,800,000

$12,500,000

$7,900,000

$11,030,000

$5,173,000

$4,700,000

$2,549,000

$1,790,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215,644,165

$200,483,309

$91,084,730

$737,445,800

$15,857,367

$33,530,000

$1,046,183,140

$146,727,401

$1,419,312,568

$147,849,741

国际

$95,000,000

$96,600,000

$46,400,000

$454,000,000

$15,857,367

$22,500,000

$544,600,000

$53,000,000

$949,500,000

$85,800,000

美国

$120,644,165

$103,883,309

$44,684,730

$283,445,800

$11,030,000

$501,583,140

$93,727,401

$469,812,568

$62,049,741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索尼

环球

环球

索尼

SHOWBX

MULTI

迪士尼

索尼

迪士尼

福克斯

上映
地区数

59

31

56

61

1

24

48

28

44

42

本土
发行公司

索尼

环球

环球

索尼

INDP

STX

迪士尼

索尼

迪士尼

福克斯

■编译/如今

北美票房点评

国际票房点评
1月24日— 1月26日

排名 片名 票房万美元 发行公司

1月24日—— 1月26日
北美地区周末票房

《绝地战警：疾速追击》

《1917》

《多力特的奇幻冒险》

《绅士》

《勇敢者游戏2》

《螺丝在拧紧》

《星球大战9》

《小妇人》

《正义的慈悲》

《利刃出鞘》

3400

1580

1250

1103

790

730

517

470

406

365

索尼

环球

环球

STX

索尼

环球

迪士尼

索尼

索尼

狮门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月 24 日 -26 日 周 末 ，北 美 影

市有两部新片跻身周末票房榜单

前十名。 STX 公司发行的《绅士》

成绩比较好，排在第四名；环球影

业发行的《螺丝在拧紧》排在第六

名。总体来说，当周榜单前十名的

影片累计 1 亿 600 万美元，较上一

个周末下跌 28.8%；较去年同期《玻

璃先生》蝉联冠军周末的 7380 万美

元，涨幅为 43%。

位居第四名的《绅士》于周四

（1 月 23 日）下 午 开 始 在 美 国 的

1885 块银幕上点映，收获票房 72.5
万美元；周五开始在 2165 块银幕上

正式上映，单日票房（含点映）375
万 美 元 ；周 六 单 日 票 房 428 万 美

元；周日单日票房 300 万美元；周

末三天收获票房 1100 万美元。发

行公司 STX 公司花了 700 万美元购

买 该 片 的 北 美 版 权 ，宣 发 费 用 为

2500 万美元。业内估计应该能回

本。

根 据 亨 利·詹 姆 斯 中 篇 小 说

《螺丝在拧紧》改编的恐怖影片周

四（1 月 23 日）晚在 2200 块银幕上

点映，收获票房 42.5 万美元；周五

开始在 2571 块银幕上正式上映，单

日票房（含点映）收获 252 万美元；

周六单日票房 291 万美元；周末三

天收获票房 730 万美元，远低于映

前预期的 1000 万美元。

《绝地战警：疾速追击》
北美连冠

《绝地战警：疾速追击》
国际市场连冠

索尼公司发行的动作影片《绝地

战警：疾速追击》于 1 月 24 日-26 日

周末在国际市场中新增票房 4200 万

美元，其国际累计票房已达 9500 万

美元；全球累计票房已达 2 亿 1500 万

美元。影片当周末在俄罗斯首映，收

获票房 470 万美元；在法国收获票房

410 万美元；在荷兰收获票房 150 万

美元；在比利时收获票房 140 万美

元；在乌克兰收获票房 110 万美元；

在哥伦比亚收获票房 110 万美元；在

南非收获票房 100 万美元；在英国新

增票房 350 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

达 1070 万美元；在德国新增票房 330
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960 万美

元；在墨西哥新增票房 240 万美元，

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810 万美元；在澳

大利亚新增票房 230 万美元，当地累

计票房已达 760 万美元；在西班牙新

增票房 120 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

达 410 万美元。

第 二 名 是 环 球 影 业 发 行 的

《1917》，影片当周末新增票房 2370
万美元，国际累计票房已达 9660 万

美元；其全球累计票房已达 2 亿 50 万

美元。影片当周末在巴西收获票房

150 万美元；在法国新增票房 250 万

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740 万美

元；在德国新增 150 万美元，当地累

计票房已达 390 万美元；在墨西哥新

增票房 96.9 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

达 290 万美元。

第三名是韩国影片《南山的部长

们》，当周末收获票房 1580 万美元。

第四名是环球影业的《多力特的

奇幻冒险》，影片当周末新增票房

1420 万 美 元 ，国 际 累 计 票 房 已 达

4640 万 美 元 ；全 球 累 计 票 房 已 达

9110 万美元。影片当周末在西班牙

收获票房 190 万美元；在马来西亚收

获票房 80.9 万美元；在中国台湾收获

票房 79.8 万美元；在中国香港收获票

房 78 万美元；在澳大利亚新增票房

150 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510
万美元；在印度尼西亚新增票房 95.3
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360 万美

元；在印度收获票房 180 万美元；在

哥伦比亚收获票房 160 万美元；在韩

国收获票房 1140 万美元。

■编译/如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