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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的影响下，各大公司都在积

极克服困难，为疫情结束后行业的发展

做准备、打基础。在本次网络会议上，

多个公司的负责人也都表示，已经集中

优势资源保证重点项目的相关进度，其

他项目也在想办法尽快恢复推进。

赵海城表示，华夏电影在做好防疫

的同时，也以最大能力投入人力、物力、

财力为电影产业在疫情后发展奠定基

础。“在积极准备复影方面，包括版权的

获得、母版的获得以及印盘的发印，华

夏都在尽力推进。在制作方面，特别是

针对 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的项目筹备

也都没有停，像剧本开发以及前期的案

头工作也都通过各种方式，在春节期间

和疫情期间持续推进，像我们做的《红

色起点》是为建党百年做的项目，华夏

也在积极参与和推进。”

于冬也认为，这个阶段对于制片公

司来讲是需要储备项目的，是需要开发

剧本的，也要关注现实社会。他表示博

纳影业也在积极地参与抗疫题材的电

影，筹集重点献礼的题材，“尽量将《长

津湖》这种项目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影响

降到最低，尽快在剧本阶段做必要的调

整，让影片更加精益求精。”

据宋歌介绍，《我和我的家乡》、《东

极岛》、《排雷英雄》三部影片北京文化

都在积极创作，目前已完成筹备，等疫

情有所缓解就进入拍摄阶段，原计划于

今年上映《封神》、《沐浴之神》、《你好，

李焕英》，陆川导演的《749局》等四部电

影，也都在做进行上映的准备，等着市

场恢复。“我也知道院线受到了很大的

冲击，目前看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但

我们依然充满信心。”

在万达方面，曾茂军表示，原定春

节档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正在等待合

适机会上映，原计划在2020年暑假档上

映的电影《快把我哥带走 2》，目前受到

疫情的影响暂停，待疫情稳定后会重新

启动。

疫情期间，横店的38家道具器材租

赁公司全部停业。随着疫情的稳定，目

前 38 家道具器材租赁公司也有 90%恢

复了营业。徐天福表示，整个横店影视

的产业目前基本走上正规，“从国内回

来的剧组也好、演员也好、导演也好，专

门有一个宾馆，能够积极响应国家的隔

离号召，国外回来的我们要隔离 14天，

国内的除了湖北之外，我们基本上只要

拿着安全码或者相关证明都不需要隔

离了。”

在会上，“坚定行业信心”被多位与

会者提到。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对

中国电影来说，疫情的影响和冲击前所

未遇，破解难题、走出困境，需要克服巨

大的困难，付出艰辛的努力。此次应对

重大疫情冲击，也为电影行业结构性重

组，电影生态深层次演进，产业布局进一

步整合，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窗口。

于冬在发言中再三强调“信心”的重

要性，“大家要对影片拍摄的复工复产有

信心，要对电影市场触底反弹之后，全国

老百姓、全国电影观众对电影内容的渴

望有信心，对好内容的市场需求有信心，

信心很重要。”

于冬还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坚定信

心，对于下半年电影市场的触底反弹做

好复工复产的准备，保证电影院的环境

清洁，做好库存、积压卖品处理，让员工

能够回到影院来工作，给这些影院恢复

放映提前做好准备。“我相信全国电影观

众还在期待好电影，我也在期待电影市

场的人头攒动和观众观影热情的到来。”

赵海城也对中国电影下一步的发

展，以及疫情后电影市场的复苏持乐观

态度。他在发言中表示，华夏电影作为

国家直属的国有企业，除了责无旁贷做

好本职工作完成任务之外，“我们也会给

行业包括兄弟公司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我们能有什么样的支持，能有什么样

的服务，只会比以往力度更大、服务更

好。”

闫少非表示，此次疫情前所未有，中

国在应对疫情上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效

果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前所未有。“通过抗

疫行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制度优

势和文化自信，我想这种制度优势和文

化自信在我们电影行业恢复发展的过程

中也会有所体现，我个人认为有党和政

府的坚强领导，有电影人的顽强坚守，有

广大电影观众的热情参与，整个行业会

尽早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找到新的发

展机遇。”

从疫情发生以来，各级政府主管

部门都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对电影行业

给予支持，在本次会议上，各位与会者

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中国影

协的相关人士也表示会把会议声音传

递到有关部门。

大家关注的第一个焦点是国家电

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返还和使用问

题。于冬建议，2019 年上缴的专资尽

快返还，以缓解企业现金流紧张、资金

紧缺的困难局面，“希望把2019年上缴

的专资，对于制片公司进行一定的贴

补。如果 2020 年下半年恢复影片放

映，建议下半年的专资先征后返，甚至

可以三年免征，让行业休养生息，让企

业恢复生产。”

陆绍阳建议减免未来一段时间的

电影专资征收，或将专资征收比例调

低一个百分点，而在专资的使用上，他

建议更多向中西部影院或生存较为艰

难的影院倾斜。席伟航也提出，要合

理安排电影专资的返还比例和方案，

加大对电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扶持

力度，让资金优惠惠及整个行业。

对于为电影企业减轻负担，减税

降费的呼吁也在会上多次被提及。于

冬就表示，目前，政府对包括销售电影

拷贝、转让版权取得的收入、农村电影

放映收入在内的电影发行收入免征增

值税。希望政府能在企业所得税上也

对电影行业有所减免，“起码能在疫情

期间予以减免，让企业能够有一定的

资金回流，维持企业的工资发放、五险

一金、社保等基本开支。”

宋歌在发言中提到，电影行业是

一个收入金额占比很小的产业，一年

票房才 600 多亿，但是影响巨大，会影

响数亿人的观看，他建议进一步加大

税费优惠的力度。“希望能把我们今年

的税收给减免一部分，其实这点收入

对于国家财政完全不算什么，但是我

们可以给国家的宣传方面作出巨大贡

献。”

曾茂军也建议，对电影企业员工

所得税、五险一金等费用予以免除征

收，降低或减免未来一段时期内电影

企业所得税，减轻电影企业复工复产

的成本。“我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应

该在未来两年把电影行业里面的所有

税收全部减掉，只有大力度的减税才

有可能让大家恢复元气。降费包括员

工的个人所得税希望有机会免一些，

如果个人所得税比较特殊，针对特殊

行业的五险一金，至少是不是今年年

内可以免征，假如说肯定免不了，能不

能减半，如果减半也有困难能不能两

年以后再交，往后推迟一两年，因为这

个占比非常高，并且现在很多企业最

大的问题是现金流，需要让大家把现

金流先活过来。”

曾茂军同时还建议对优秀影片的

创作进行鼓励，对于今年上映所有影

片除了免税以外，还应该给予奖励。

“很多影片宣发费很高，像春节档，任

何一部电影春节档营销预算都超过一

亿元，现在电影没有上，投入的成本也

收不回来。与此同时，明年的电影要

现在就开始筹备，如果现在不给大家

信心，很多片方都没有资金投入，春节

档的片子包括部分去年年底的影片，

现在很多院线都没有办法结算，给不

了钱，现在行业面临着现金流转不起

来的问题。”对此，他建议在国家层面

成立一些专项基金，来解决行业里面

的现金流问题，同时专项基金也可以

用来奖励未来的优秀影片。

徐天福则建议在疫情过后六个月

之内，政府对上电影院线的所有电影

给予支持，鼓励新片尤其是大体量影

片上映。同时他还认为，可以通过票

补、发放消费券等方式拉动观影人次

增长，刺激观影需求，恢复观众观影热

情。

由于疫情期间，互联网行业对电

影产业造成一定影响，在本次会议上，

观影播放窗口期的问题也得到了大家

的关注。曾茂军就表示，要科学规范

窗口期规则，维护行业的基本秩序，确

保各方基本权益得到保障。“不能因为

疫情破坏了电影的窗口期，相反我们

要加强这个窗口期，如果电影院顶不

住压力关门了，将来我们的影片会面

临没有大银幕放映的风险。”饶曙光也

认为，要把互联网转化为中国电影结

构性调整的积极力量和积极因素，“我

们一定要争取实现‘电影+互联网’，而

不是‘互联网+电影’，这不是一个文字

游戏，电影院的内容仍然是电影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网络消费可以成为一

种有效的补充，成为一个增量。”

疫情突如其来，在疫情期间行业

的应对措施以及疫情结束后的市场恢

复上，各位与会的企业家、创作者和理

论评论家们也给出了相应的意见、建

议和呼吁。

于冬给电影行业尤其是民营公司

的建议是“不能等”，他表示：在现在这

种关键时候，一定要把企业尤其是现

金管理好，保证能够自救，能够谋划下

半年的复工复产。

“电影拍摄是春种秋收，甚至是隔

年秋天收，所以在春天我们不能够像

以前那样聚会、聊剧本、搞创作，但可

以在家里头通过视频，通过多种方式

早安排、早准备，不能等到下半年了才

开始干活。”

饶曙光也在发言中提到：电影企

业、电影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能等，

不能单纯消极地去等待别人的支持和

扶持，应该有最坏的准备、做最好的考

虑，苦练内功、早做准备，提升自己的

创作能力。“通过提升自己的创新能

力，创作更多好作品满足观众的需求，

同时通过消费的升级换代来促进中国

整个电影产业的升级换代，也让电影

企业在这样一个升级换代当中能够找

到新的立足点，能够有一个新的发展，

能够进一步做大做强，成为中国电影

发展的支撑。”

“多沟通”是本次网络会议上大家

达成的另一个共识。多位与会者都提

到，在疫情期间和疫情结束后，行业内

的各个公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需要

加强沟通，避免恶性竞争，保证资源的

有效利用。

赵海城认为在疫情后的市场空

间和相关资源分配上，行业内部应该

通过沟通达成共识，“在疫情期间，各

个公司从资源制片上、片源上、院线

影院排片上都憋着的劲去释放。就

跟武汉一样，没解禁之前公路上一辆

车没有，解禁了之后高速马上堵车，

一堵堵好长时间，怎么样更好地协调

资源、提前谋划，行业需要有共识，相

应的组织要有一个指导，否则这种一

窝蜂的哄抢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

费。”他建议集中优势资源面对重点

项目，“如果各个公司的多个项目都

铺开，可能会耽误时间，也不利于集

中优势攻破重点。”

陈思诚也同意集中优质资源应

对重点项目的观点，他认为应该集中

一些优势的资源，包括宣传资源、档

期上面的调度资源，甚至实打实的票

补资源，支持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大

片，再通过这些大片把观众的热情拉

回电影院。“现在不是一部片子、两部

片子的事，是整个行业的问题，一定

要集中优势资源，调动所有行业内的

火力，把一些片子往热了弄、往高了

弄，让观众能重新走进、走回电影院，

调动头部电影资源的配合让观众重

新产生走回电影院的消费冲动，是挺

重要的一件事。”

此外，陈思诚还呼吁行业借此次

疫情对电影的盈利模式进行思考和讨

论。他认为电影公司应该更多去思考

如何增加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告别只

靠票房的单一盈利模式。“我们应该借

这次疫情去进行反思，从内容创作到

产业整合，把电影的触角跨到其他行

业里面进行产业联动，要提高我们的

抗风险能力，目前的抗风险能力太低，

电影院一关门我们就好像脖子被卡

住，没有办法生存了。”

胡智锋则呼吁行业关注学生就

业，在培养新生力量的同时，也让更多

的学生们将来能够有机会在这个行业

里面成长。胡智锋表示，尽管企业很

困难，但从政府到社会再到电影行业，

为了发展的考虑，还是应该为青年学

生留下更多就业的岗位和机会，让年

轻人能够在这个行业生存和锻炼。

“我呼吁，我们的政府、社会和企

业为这些年轻人尽可能预留更多的岗

位，让他们能够获得就业。先培育和

储备这些优秀人才，将来借他们年轻

的能量、知识结构和智慧为新技术、新

消费、新业态做更大贡献，电影行业吸

纳储备的高端优秀人才越多，未来的

可能性越不可限量，这是相辅相成的

事情。”胡智锋说。

◎坚定信心、立足实际、面向未来
做好复工复产准备，迎接市场触底反弹

◎专资返还、减税降费、鼓励创作、吸引观众
为疫情后尽快恢复行业发展集思广益

◎“不能等”、“多沟通”、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
做好疫情期间的行业应对，提前准备疫情结束后的市场恢复工作

◎集中资源、克服困难
为疫情结束后行业的发展做准备、打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