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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新在课程中反复强调，各大

影院对复工初期的困难要有充分预

估，要保证在复工初期有足够的现金

流来支撑一段时间的正常运营，“疫

情停业，大家都有心理准备，而且也

都想好了应对措施，比如租金停业期

间很多都是缓交的，一旦复工，影院

就没借口了，人工、水电、房租等运营

费用都会比停业期间高很多。大家

要有心理预期，一定要注意好复工后

的资金链，宁愿不赚钱，也一定要保

证账上有钱，否则等不到赚钱，你这

个影院就没有了。”

刘建新给各大影城的建议归纳

起来就是四个字“开源节流”。

在开源方面，刘建新的建议包括

推出特殊时期的会员政策来回笼资

金，进行适度的跨界经营，准备特殊

促销政策，积极开展异业合作，大力

开拓影院营收渠道等。

在开展会员业务方面，他认为特

殊时期的会员政策有三个好处：吸收

回笼资金；稳定影城的观影群体；通

过会员充值，吸引沉淀观众。“在线售

票还有服务费，但会员没有服务费，

而且没有一个门店的会员充值最终

是全部消费掉的，每一个店的会员都

会有钱最后不花，就在你账上沉淀

了，发展会员要重视，发展会员好处

很多。”

在跨界经营方面，他建议影院可

以利用自己的场地和会员来和别的

商家合作，“平时影城可能看不上这

小项目，但是在特殊时期可能帮我们

渡过难关。”在疫情后的复工初期，团

体片和包场也需要得到影院的重视，

“可以加大优惠力度并且推出长时间

有效的团体票，通过长的有效期来扩

大收益。”

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变得更加困

难，刘建新建议影城联合旁边的商

铺商户，互相宣传，进行客户共享，通

过代金券、折扣、代销都等多种性质

积极开展跨界合作、抱团取暖。在拓

展营收渠道方面，他拿影院卖简餐或

代餐食品举例，“现在好多餐饮店都

处于停业状态，观众来电影、看电影

可能吃饭地方不多，除休闲食品之

外，影城也可以适当提供一些充饥食

品，为观众提供放心的简餐服务。

也建议大家多思考影城自身能做的

各种营收活动，力争做到收入最大

化。”

在节流方面，刘建新把影城的日

常开支分为可控和不可控两类。在

他看来，院线分账票款的上缴部分、

电影专项资金、税费、融资成本等都

属于不可控成本，只要运营就必须按

时按量缴纳。但水电费、人工开支、

卖品费用、设备损耗、办公杂费等都

在可控开支内。

刘建新认为这次疫情给了影城

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和机会来和物业

方重新谈租金，“不要说光减免一个

月两个月，重新来谈，把整个行业的

情况给物业方做一个如实的沟通。”

他帮影城算了一笔账：全国 7 万块银

幕，以平均每个影厅 120-130 个座位

计算，全国影城共有 800 多万个座

位，平均每个座位占地面积为 3-4 平

方米，全国影院的基础面积是 3000
万平方米。用全年全国票房产出除

以全国影院基础面积得出，全国影院

坪效（每坪面积可产出的营业额）为

每年 2000 元，每月 167 元左右，而餐

饮业的坪效为每月 2000 元左右，“同

样一个平米的面积，电影院取得的收

益收入还不到餐馆的十分之一。电

影院面积大，坪效低，所以我建议电

影院的房租为票房产出的 10% 到

15%，比较合理。”

在影院的人工开支上，刘建新认

为相对于餐饮业，电影院毛利率低，

劳动强度也低，餐饮业的人工成本占

营业额的 10%-% 15%，影院的人工

成本不应该高于餐饮业，应该为影城

票房产出的 10%-15%。此外，水电

开支占影院票房产出的 3%-5%，其

他费用占比 3%-5%。

总体看来，租金、人工、水电和其

他费用应该等于票房的 26%-40%。

影城的毛利润基本上是票房的 60%。

刘建新介绍，票房基本上影城留下

50%左右，加上卖品、映前广告等综合

收入，“你票房 1000 万，你的毛利就

600 万多一些，占比大概为 60%。如

果相关的费用占比占到 40%，就能保

证有 20%左右的营业利润，说白了你

票房 1000 万，你应该有 200 万的营业

利润。后边再扣资产折旧等相关费

用还能保持正常运营，如果超出了这

个费用，可能就难以盈利了。”

在疫情之后，刘建新建议影城进

行人员编制的精简和工作效率改

进。“店长兼值班经理，放映间、场务

这些东西是完全能够做到的，比如本

来有 50 个人，精简成 30 个人，但是可

以给每个人适当的增加薪资，这 30
个人可以拿 40 个人的薪资，每个人

都提高工资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也

会有保证，同时建立员工激励机制，

通过奖励把全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和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

水电等费用也不能忽视，刘建新

就表示，水电费的合理节省将凸显效

果。“当企业效益好的时候，好多小钱

你不在乎，但是在困难时期，你省下

来每一分钱，积少成多，就可以凸显

效果。水电费一年几十万，真的把它

压紧了，有可能每个月能省一两万，

其实是有明显效果的。”

此外，他表示团结和诚信在复工

初期也要格外注意。影院和周边区

域的同行团结协作有时可以有效节

约成本，“同区域内的电影院，或者在

同个院线内的影院，哪怕平时不联系

的，在目前的困难局面下，可以组建

联盟，联合降低卖品和设备耗材的采

购成本，或联合起来争取政策，共同

节约成本。”

在诚信方面，刘建新提醒有融资

或分期贷款的影院，要注意不要产生

额外的违约成本，“不要因为困难忽

略或者不重视对融资的偿还，否则可

能有滞纳金，甚至说有诉讼，这会产

生更多花费。”与此同时，绝对不可以

因为压缩成本而降低影院的服务品

质，“把品质丢了，就更赚不到钱了，

不要一味地追求省钱，品质经营才能

长久。”

在疫情结束后，如何尽快实现

打消观众顾虑、吸引观众回归影院，

刘建新也给出了建议。

首先就是安全保障，要消除观

众对影院疫情传播的担心。刘建新

在直播中坦言，即使新冠肺炎疫情

警报解除，电影市场也必须经历一

个缓慢的恢复期，影院对此要有心

理准备。

疫情结束后影院想要马上实现

爆发性的观影人次增长，可能性不

大，刘建新建议影城的相关从业者

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只要国家对

疫情防控的措施还在，民众对疫情

的心理恐惧就在，只要去很多场所

还要测体温，那么民众对疫情的顾

虑就会在，只要电影院不恢复正常

的购票，还是隔座卖票，还登记身份

证，还测体温，还带口罩，那么影院

的票房就不会太高，对此大家要有

心理准备。”

与此同时，刘建新认为，在复工

之后尤其是复工初期，一定要彻底

消除电影观众的心理负担。

“全国电影院一定要坚决执行

相关的消杀和防控措施，确保在全

国电影院没有任何一例新冠肺炎发

生的报道，如果有一天，新闻上说，

今天哪个城市某个电影院发现疫

情，那对全国电影的复工是重大打

击。”

安全保障之外，刘建新建议影

城在复工初期升级影院的视听效

果，和观众两个月来习惯的家庭观

影形成明显对比，让观众感受到影

院观影的优势和不可替代性。

“影院的视听效果一直是影城

的优势，疫情这两三个月里，观众在

家里是在电视甚至是手机上看电

影，观众们已经习惯甚至是看腻线

上小屏幕的观影效果了，在这种情

况下，电影院震撼的视听效果，正是

拉回观众的优势。”

对此，刘建新建议，虽然电影院

经过疫情停映两三个月，普遍面临

资金紧张，但一旦准备复工，还是要

拿出一部分钱来，甚至说再筹措资

金，把设备进行相应升级。“咱们一

定把影城的放映品质全面提升，让

观众来电影院观影后发现影院效果

跟在线观影完全两个概念，还得回

电影院。只有这样才能把电影观众

尽快拉回来。”

在影城的日常运营上，刘建新

认为，不能忽视运营团队的精神面

貌和工作状态，对此他提出三点建

议。

首先是注意宣传造势，除了线

上宣传之外，影院阵地也需要宣传

造势，做一些特别的布置，营造出强

烈复工气氛，“用气球或者用条幅，

可能每个影城有自己的想法，但一

定要做出复工的气氛来，影城重新

开业了，就一定得让观众知道。”

其次是注意员工的形象，做到

精神饱满。员工的仪容仪表、精神

面貌，会直接影响着观众的回归。

“观众在家里这么长时间了，来电影

院观影，精神焕发的员工也能感染

到观众，大家不要忽视这个面貌，真

的有作用。”

第三是要以更加亲和、完善、优

质的服务，赢回孤独的观众。刘建

新认为，疫情期间观众其实也处于

封闭状态，“宅在家里太久了，有太

多孤独的心灵需要到外界做线下的

现实交流。”

所以他建议电影院可以为观众

提供更加亲和的人性化服务，让观

众前来观影时能够感受到亲和力很

强的服务。“另外还可以在保证防疫

安全的前提下，在看电影之外，有组

织地给观众提供在线下让观众之间

互相交流的机会，平时可能作用不

大，但是在疫情结束之后，观众都这

么长时间就在家里谁也见不到，影

院利用自有的场地、设施，给他们组

织一些联谊、交流、沙龙这种机会，

让电影院为孤独的心灵提供一个释

放渠道。”

在 异 业 合 作 上 ，刘 建 新 呼 吁

大 家 用 逆 向 思 维 来 思 考 ，疫 情 期

间 不 只 是 电 影 院 停 业 ，影 院 周 边

好 多 商 户 也 需 要 尽 快 促 销 ，影 院

和 周 边 商 户 合 作 要 抱 团 取 暖 ，通

过合作做一些大力度的促销活动

来吸引观众。

“咱们反过来思考，经过疫情，

每个小微企业都面临着生存危机，

需要把团队稳定住，再加上影城复

工初期，小众影片比较多，结合这些

特点，影城可以进行多种多样的促

销形式，比如可以为一些小规模团

体观众提供一些预定的拼场放映服

务，影城复工初期观众没有那么多，

有足够的影厅和场次可以满足团体

拼场的需要，而且能让观众感觉到

新鲜。”

（上接第6版）

◎提升服务水平、加大宣传造势、开展异业合作
复工初期，吸引观众回归，提升影院效益

◎充分预估困难，积极开源节流
节约成本同时保证品质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