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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3 年移动互联网进入 4G 元

年，随着 4G 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

用，移动支付成为可能。与此同

时，电影作为内容产业巨大的话题

性让以 BAT（百度、阿里、腾讯）为

代表的互联网公司纷纷试水电影

产业。除了投资上游制片外，互联

网公司也积极向电影宣发、放映渗

透，电影院线发展随之进入“互联

网+”时代。梳理互联网公司对电

影宣发、放映环节的渗透，大致经

过四个阶段：

（1）团购1.0阶段

2010 年，团购模式被引入国内

后迅速渗透到电影票务领域，糯

米、美团、拉手等团购网站纷纷推

出电影票团购业务。作为在线票

务的 1.0 阶段，这一时期的电影票

多跟卖品搭配成套餐售卖，虽然有

一定的价格优势，但消费者需要在

线下兑换消费，对单店的集中接待

能 力 要 求 较 高 ，消 费 体 验 并 不

理想。

（2）在线选座2.0阶段

2014 年，随着技术壁垒的突

破，全国范围内的在线选座得以实

现，网上选座订票成为主流的电影

消费方式。同年，猫眼参与发行电

影《心花路放》，“互联网发行”的概

念开始进入电影人的视野。2015
年，电影票务平台开始规模介入电

影宣发层面，票务平台从单纯的

“购票工具”逐步升级为电影消费

的“触达、引导、决策”平台。

（3）互联网赋能宣发3.0阶段

2016 年，通过一系列兼并整

合，电影在线票务平台呈现猫眼、

淘票票双雄并立的局面。双方以

平台数据为基础，推出猫眼专业版

工具和灯塔专业版，通过对用户观

影行为的跟踪、分析、赋能电影

宣发。

（4）生态赋能4.0阶段

2019 年，阿里影业推出灯塔

“冲击播”线上路演产品，接入直播

生态带动电影宣发。猫眼发布猫

爪模型，包含票务、产品、数据、营

销、资金五大平台资源，同时与腾

影发行组成“腾猫联盟”……互联

网公司和电影深度对接，市场进入

生态赋能新阶段。

据统计，到 2019 年电影票线上

转化率超过 85%。与传统院线不

同，在线购票的全新消费场景在帮

观众完成方便快捷购票的同时，也

最大程度跨越了中间环节，实现了

电影和观众的直接连接和精准触

达，给院线、影院的运营带来的巨

大的压力，主要表现为：

A 票务平台掌握购票入口，院

线话语权进一步削弱。

B 观众侯影时间大幅缩短，影

院非票收入受到影响。

C 线上购票成为主流消费方

式，影院账期延长、现金流缩水。

D 丧失第一手客户资料，影院

营销无的放矢。

（下转第6版）

在世界范围内的横向比较中，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长期处于相对

滞后的发展阶段。2002 年的院线

制改革为中国电影卸掉了“行政区

划”的壁垒，几乎与之同步的数字

化则为院线制下的数字影院发展

提供了一个重新起跑的机会，巨大

的市场和人口红利为中国电影市

场终端发展的弯道超车、后来居上

创造了条件。

2002 年, 院线制刚刚建立, 主
管部门意识到数字电影产业发展

的重要意义,由政府出资 2 亿元做

数字影院的先期示范放映。2003
年,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和华龙电影

数字制作有限公司出资组建了中

影集团数字院线公司（2009年更名

为中影集团数字电影发展有限公

司）。中影集团数字院线以设备租

赁的形式在全国各院线安装 2K数

字放映设备, 为探索我国数字电影

的发行放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04年 3月 18日，国家广电总

局印发了《电影数字化发展纲要》

（广发影字[2004]257 号）。作为我

国电影数字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纲要》明确了我国电影数字化的

总体目标，提出大力推进电影制作

数字化、建立健全电影数字节目发

行网络、积极推进城镇数字影院建

设、建立农村、社区电影数字化放

映网点等要求。

《电影数字化发展纲要》的颁

布和中影集团数字院线早期的市

场实践有效带动了民营资本投资

数字影院的信心。2005年 11月 30
日，时代华夏数字电影院线获批成

立，这是国家广电总局批复的第一

条民营全资数字电影院线；2006年

10 月，佛山第一家大地影院开业，

大地也是最早提出在二线城市建

设数字影院的公司，2008 年 4 月广

东大地院线独立运营；2007 年，首

钢集团与“中影”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投资建设符合 DCI 技术规范的

高端数字放映系统。

2008 年至 2010 年，以《地心历

险记》和《阿凡达》的上映为契机，

国内的数字影院建设进入高速发

展期。2012 年全国数字银幕达到

12787 张，占比达到 97.4%。截至

2013年，全国数字银幕18399张，在

世界范围内率先进入全数字时

代。迅速普及的数字化放映呈现

以下特点：

（1) 三级市场差异化发展。中

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胶

片时代不同区域市场实行一轮、二

轮放映。在 2004 年制定发布的电

影数字化发展战略中，将全国市场

分为专业、中档和流动数字电影放

映三个层级，并发布了相应的技术

规范，即《数字影院暂行技术要

求》、《数字影院（中档）放映系统技

术要求》和《数字电影流动放映系

统技术要求》，差异化技术标准和

发展思路让中国电影用 10 年时间

迅速完成了全数字覆盖，终端建设

不断扩容，中国电影的市场影响力

与日俱增。

（2) 发行、放映联动。中国电

影数字化过程的一大特色是发行、

放映联动。2002 年 6 月，中影集团

在国内首次以数字格式发行影片

《天上草原》，2008年 9月首次发行

数字 3D影片《地心历险记》。数字

影片的发行保证了片源供给，通过

建立数字院线拉动影院数字化建

设，解决了发行和放映环节利益脱

节的问题，也为数字电影的发展吸

纳了更多的资金、资源。

（3) 技术进步带动管理方式变

革。数字电影在带动终端建设迅

速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胶

片时代的市场运营、管理方式。电

影发行放映的管理模式开始从传

统的物流向网络化、信息化转变。

技术升级对院线的管理和服务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失去了拷贝调度

职能的电影院线如果不能与时俱

进，将面临院线职能被削弱、发展

同质化的风险。

◎ 从胶片向数字过渡（2010年—2013年）

◎“互联网+”阶段（2013—2017年）

在传统的发行格局下，省市

电影公司作为一级发行主体，主

要承担放映管理、器材管理等职

能，对辖区内影院享有一定程度

上的行政管辖权，收益也相对可

观。院线制改革以后，影院的市

场主体地位确立，院线投资影院

的热情提高，加之一系列政策的

推出，放开了投资准入门槛，市场

呈现多元投资主体进入的新局

面，多元投资主体带来资金的同

时也带来了跨行业的市场经验，

探索了现代化影院建设的新模

式。与此同时，以加盟形式组建

的院线在第一个三年签约期满

后，开始尝试第一轮兼并整合。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吸

收境外资金，从 2003 年开始电影

院投资的准入管制逐步放开：

2003 年 11 月 25 日，国家广电

总局、商务部、文化部联合颁布

《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第

21 号），2004 年 1 月 1 日执行。允

许外商同中国境内的公司、企业

设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新建、

改造电影院，从事电影放映业务，

但合营中方在注册资本中的投资

比例不得低于 51%。限定外商投

资额不能超过 49%。允许香港、

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以合资、

合作的形式建设、改造及经营电

影院，但股权不能超过 75%。

2004 年 1 月 8 日，国家广电总

局发布《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的通知（广发影字 [2004]
41号）。《意见》提出了“加快院线整

合，鼓励系统外境内单位参股、控

股或独资组建院线，影院可自主选

择院线合作”等指导性意见。

2004 年 10 月 12 日，国家电影

专项资金管委会分别印发了《国

家电影专项资金资助城市影院改

造办法》（电专字[2004]1 号）和《关

于对新建影院实行先征后返国家

电影专项资金的通知》（电专字

[2004]2 号）。

2005 年 3 月，北京市文化局在

全国率先实施《支持新建改造多厅

影院资金补助办法(试行）》，对北京

市新建或改造五厅以上影院给与

补贴，每家影院最高奖励250万元。

2005 年 4 月 8 日，国家广电总

局、商务部、文化部令第 49 号颁布

《〈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的

补充规定》，2005 年 5 月 8 日起施

行。允许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

在内地以合资、合作或独资的形

式建设、改造及经营电影院。

2006 年 1 月 18 日，国家广电

总局、商务部、文化部颁布《〈外商

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补充规定

二》，2月 20日起执行。允许香港、

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独

资公司，在多个地点新建或改建多

间电影院，经营电影放映业务。

政策的开放带动了投资热

情，华纳万达、UME、百老汇、大

地、横店、时代华夏今典、比高、耀

莱、金逸等不同资金背景、行业背

景的多个影院品牌开始探索中国

电影市场。多元投资主体进入的

同时，传统院线也积极酝酿资源

整合、重组，以期实现更大的市场

份额和规模效应。2005-2007 年

间的院线兼并、整合、重组包括：

2005 年共有五次整合并购发

生，包括辽宁北方整体并入北京

新影联院线；华影南方与中影新

干线合并重组为中影南方新干

线；江苏扬子整体并入江苏东方

院线；保利集团投资入股重庆万

和院线；万达院线投资入股吉林

长影院线，后者更名为吉林万达

长影院线，2009 年吉林长影恢复

独立运营。

2007 年，中影星美院线与海

南蓝海、云南荣滇院线重组；2008
年辽宁北方院线重新独立并整合

青岛银星。

分析院线并购、整合案例，有

头部院线冲击、巩固更大市场话

语权的努力，有中小院线出于生

存需要的资源重组，也有业外资

本向行业渗透的努力……一系列

并购重组现象的发生意味着院线

和影院开始尝试用市场而非行政

的手段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经过兼并整合，青岛银星、江

苏扬子、广西新联、海南蓝海、云

南荣滇院线先后退出市场。与之

同步，华夏新华大地（2006）、广东

大地（2008）、浙江横店（2009）、时

代华夏今典（2009）、北京九州中

原（2009）五条院线先后成立，行

业内外的市场主体以各自不同的

方式参与市场竞争，谋求发展

空间。

多元投资主体的进入和传统

院线的兼并整合，让这一阶段院

线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并呈

现如下特点：

（1）三个梯次的院线格局形成

2009 年全国共有 14 条院线年

度票房过亿，37 条院线逐步形成

了三个梯队，此后的发展过程中

虽然也有新旧更替，但三个梯次

的市场格局基本保持稳定。

第一梯队包括万达院线、中

影星美院线、上海联和院线、北京

新影联院线、中影南方新干线和

广州金逸珠江院线。6 条院线年

度票房均超过 4 亿，都是立足区

域、跨省经营的全国性院线。

第二梯队的院线票房规模在

5000 万-3 亿之间，包括浙江时代、

辽宁北方、四川太平洋、世纪环球、

河南奥斯卡、广东大地、湖北银兴、

江苏东方等 15 条，这一梯队包括

以二、三线市场为目标的大地院线

和从省市电影公司翻牌而来的传

统院线。作为院线的中坚力量，大

都有比较明显的区域市场优势。

第三梯队包括票房不足 5000
万的 16 条院线，相比第一、第二梯

队，这部分院线既没有明显的区

域市场优势，也未能在新的市场

环境下找到清晰的发展方向。

（2）资产联结成就“四个统一”

这一阶段市场发展的特点之

一是形成了以万达院线为代表的

影院和商业地产捆绑发展的新模

式。这样的发展模式让院线在高

速扩张的同时，仍能保证对影院

的高度话语权，实现了真正意义

上的“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

经营、统一管理”。

2004 年 1 月 17 日，大连万达

集团与美国时代华纳兄弟国际影

院公司在北京签约，宣布将在全

国 30 个城市创建“华纳万达”国

际影院。2005 年 3 月北京万达电

影院线公司正式挂牌成立。由于

发展理念存在差异，2005 年 12 月

31 日华纳、万达宣布分手。此后，

万达开始独立运营自己的影院品

牌。2009 年，万达院线以 8.3 亿票

房摘得全国院线票房冠军。

万达院线的成功可以概括为

国内外、业内外资金、经验的整

合。作为一个被动的闯入者，万

达院线能够快速整合世界先进的

电影院经营、管理经验，结合自身

生态特点，利用上升期的市场优

势迅速布局，最终摸索出一条有

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即跟随商

业地产发展布局，在商业综合体

建设现代化影院。类似电影行业

经验和跨行业生态的结合发展，

在此后的“互联网+”时代也有生

动体现。

◎ 多元投资主体进入（2005—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