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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全国连续13天治愈出院超千人，全国23个省区市新增确诊病例为0，湖北省以外新增病例降至个位数……种种迹象表明，全国各地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已呈现出积极向好的趋势。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在全力以

赴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做好“六稳”工作，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电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影院放映端更是人流密集场所，属于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复工条件较为严格的行业，并且达到复工条件后，院线和影院还需要给片方和观

众留足心理恢复期。在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情况下，如何积极有效地复工复产成为了摆在电影人面前的新课题。

为了保证电影产业早日克服疫情影响、恢复市场活力，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帮助电影企业尤其是小微电影企业减轻税费负担、降低运营成

本、强化金融支持、加大援助力度；各大机构组织、行业协会发出各种指导和倡议，并通过调查报告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地产、旅游等其他相关产

业通过减免租金、提供优惠等方式，和电影人一起守望相助、同克时艰；电影从业者们在疫情期间，上游潜心打磨内容、下游加强服

务能力，通过沟通和协作，以期共同提升电影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据介绍，目前部分拍摄剧组已经在防控措施合格的情况下有序复工，而电影系统的相关扶持政策也有望在疫情结束前出台。

磨难压不垮 奋起正当时
多方合力助推电影业战胜疫情重拾信心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从疫情爆发开始，对于各级政府和

主管部门相应扶持政策的呼唤在记者朋

友圈内从未平息，很多从业者希望相关

政策的出台能够像 2003 年一样为电影

产业打开崭新的发展局面。随着疫情的

好转，呼声越来越强烈，而政策也真的来

了。与 2003年以减免为主的政策相比，

2020年的相关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有的

针对小微企业，有的涉及整个产业，力度

更大、覆盖面更广、针对性也更强。

中央的政策是从财税方面开始。

1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优

化纳税缴费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税总函

〔2020〕19号），在全国范围内将2020年2
月份的法定申报纳税期限延长至2月24
日。2月17日，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延

长2020年2月份纳税申报期限有关事项

的通知》（税总函〔2020〕27号），除湖北省

外，将申报纳税期限延长至2月28日，受

疫情影响无法按期办理的，还可申请进

一步延期。

1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

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

（银发〔2020〕29号），其中明确表示：对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

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

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

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

贷。2 月 1 日，财政部下发《关于支持金

融强化服务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财金〔2020〕3
号），鼓励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小微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支持。

2 月 3 日，在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

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指出：从目前情况

看，疫情对当前经济特别是对消费的

影响在加大，尤其是对交通运输、文化

旅游、酒店餐饮和影视娱乐等服务消

费影响都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正

处于春运期间，各种交通方式旅客发

送量都明显下降，电影票房、旅游收入

和餐饮收入同比也明显下滑”，但他同

时也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

不少对冲疫情影响的政策措施，特别

是尽力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

业，下一步还将分情形有序制定出台

这方面的积极措施。”

2 月 18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阶段性

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

费，以减轻疫情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的影响，使企业恢复生产后有个缓冲

期。除湖北外，各省份从2月到6月可对

中小微企业免征上述三项费用，从 2 月

到 4 月可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湖北省

从 2月到 6月可对各类参保企业实行免

征。同时，6月底前，企业可申请缓缴住

房公积金，在此期间对职工因受疫情影

响未能正常还款的公积金贷款，不作逾

期处理。

（下转第4版）

其实新冠肺炎并不是我国第一次

面对传染病疫情的挑战。进入 21 世纪

以来，2003 年的“非典”（SARS）、2009
年的甲型流感，以及 2013 年的禽流感

都在当年对我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

响。其中，2003 年的 SARS 由于疫情爆

发力强、传播范围广、确诊病例多，对

包括电影产业在内的整体经济影响较

大。

在疫情爆发前的 2003 年第一季

度，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收入在《英

雄》的助推下比前一年同期上升近

50%，随后从 2003 年 3 月至 5 月，SARS
病例数不断增加，6 月之后逐步得到控

制。期间，部分地区的文化部门下发

“六类娱乐场所暂停营业”的通知，影

院被迫关门、剧组无奈停机、电影节暂

时延期，不少影片撤档、上映影片票房

低迷。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级政府主

管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

对冲疫情对电影产业的影响。

2003 年 5 月 9 日，国务院减轻企业

负担部际联席会议下发《关于防治“非

典”期间对部分行业减免行政事业性

收费的通知》(发改电字[2003]28 号)，规

定自 2003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03 年 9 月

30 日止，对娱乐业减免包括个体工商

户管理费、企业注册登记费中的年检

费、卫生监测费、卫生质量检验费、预

防性体检费、疫情处理费、环境监测服

务费、排污费、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

费或城市污水处理费、公路养路费、机

动车辆安全检验费在内的行政性收

费。

同日，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对受

“非典”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行业减免

部分政府性基金的通知》（财综明电

[2003]1 号），其中规定，自 2003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03 年 9 月 30 日止，对娱乐业

等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减免包括文化

事业建设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在内的多项费用，并明确指出其

中属于中央的收入实行全部免收，属

于地方的收入，其具体减免幅度由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提出意

见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并

报财政部备案。

在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全行业的努

力下，疫情并未对电影产业造成持续

影响。在 2003 年 6 月疫情开始得到控

制，6 月 11 日，北京市电影院在停业 50
天后重新开张，此后市场持续回暖，产

业也开始复苏。据电影主管部门当年

的数据显示：到了 2003 年底，创作生产

并审查通过的故事片（含混录双片）达

140 部，比前一年增长 40％左右，打破

了电影年生产部数徘徊在 100 部左右

的格局；全年共有 20 家民营发行公司

成立并参与到电影发行的市场竞争中

来，全国电影市场保持总量稳定状态，

部分院线和部分大中城市的电影票房

仍然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

在 SARS 疫情之后，主管部门相继

推出《电影剧本 (梗概)立项、电影片审

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

管理规定》、《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

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外商投资电

影院暂行规定》（总局令第 18、19、20、
21 号）等一系列深化电影改革的政策，

并相继推出了关于降低电影制片、发

行、放映领域资格准入门槛，拓宽电影

融资渠道，搞活电影流通领域等制度

改革的一系列文件。再加上 2004 年 1
月和 3 月出台的《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广发影字〔2004〕41

号）和《电影数字化发展纲要》（广发影

字〔2004〕257 号），一系列政策开启了

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为日后持续十

几年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过 17 年的发展，中国电影已经

从 2003 年的 2000 余块银幕、10 亿量级

的年度票房，发展到 1 万余家电影院、7
万余块银幕，成为全球放映规模最大

和观影人次最高的电影市场，年度票

房达到近 650 亿，逼近北美市场。涉及

了更多相关领域，包含了更多产业链

条，覆盖范围更广了，行业体量更大

了，疫情的影响自然也有所不同。

来自各大智库、分析机构的观点

均认为，在本次疫情中，第三产业尤其

是电影产业所遭受的冲击要大过 2003
年。

来自 Wind 的数据显示：2003 年中

国经济第二产业占比 45.6%，占主导地

位，而第三产业占比为 42%；到了 2019
年，第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绝对主

导，占比高达 53.9%，比 2003 年占比提

高了 11.9 个百分点。“从需求结构看，

目前消费对我国的经济贡献占主导地

位，2019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的拉

动达到 57.8%，比 2003 年高出了 22.4 个

百分点。受全国假期延长及各地隔离

防控措施等因素的影响，餐饮旅游和

影视娱乐行业损失严重，预计一季度

服务业和消费产业增速将显著放慢。”

来自恒大研究院的分析也认为：

与 2003 年相比，目前包括电影产业在

内的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不

断增大，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占主导，而

此次疫情集中爆发时点为春节，遭受

冲击最大的就是餐饮、旅游、电影、交

运运输、教育培训等服务行业。“为防

范疫情扩散，全国春节假期延长，复工

时间进一步推迟，企业正常的经营计

划被打乱。生产和营业停摆，收入和

现金流中断，但是房租、工资、利息等

刚性支付费用以及经营中断可能导致

的订单合同违约、资金周转困难，可能

会使部分体量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

的中小微企业面临困境。而当企业效

益下滑，员工的薪资、奖金乃至就业都

会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在受冲击较

大的餐饮、娱乐、交运运输等行业。”

但该分析也指出，疫情对消费需

求的冲击具有剧烈、短暂、可恢复性等

特点，在疫情得到控制后，相关产业有

望快速恢复增长势头。并且，相比

2003 年的 SARS，政府此次应对迅速、

防控力度更大，有望把疫情对宏观经

济的影响限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之

内。

“由于反应更快、防控及时得力、

抗击疫情力度更强、疫情持续时间较

短，因此乐观估计此次疫情影响更主

要在一季度，对经济的冲击也主要局

限在一季度，疫情高峰出现在 2 月中

旬，此后逐步下降，有望在 3 月至 4 月

结束。”

来自毕马威的观点是：历史经验

证明，自然灾害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通

常都是短期的，经济发展常呈现出 V
型走势。受灾害和市场情绪的影响，

经济增速通常在短时间内大幅下跌，

但随着灾情逐渐得到控制，市场情绪

逐渐平稳，之前被暂时压抑了的消费、

投资等需求得以释放，从而带来经济

的反弹。“如果疫情能在 2 月底得到有

效控制，预计二季度经济增速有望回

稳。”

◎新冠肺炎对经济冲击大过“非典”
疫情过后，相关产业有望快速恢复增长势头

◎各地陆续发放政策福利
电影系统相关扶持政策有望在疫情结束前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