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2 中国电影报 2020.07.22
责编责编::李霆钧李霆钧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本报讯 7 月 20 日，“走，看电影

去——广东优秀电影 5 元观影活动”

于广州、深圳、佛山三城启动，号召全

省影院有序复工复产，带动广大久违

的影迷重回影院。观众将在本次活动

中，观看《过昭关》、《照相师》、《柔情

史》等13部近年粤产优秀影片。

该活动由广东省电影局联合广

州、深圳、佛山市委宣传部共同举办。

当天，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

红兵、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

小燚于广州金逸空中电影城参加广州

场启动仪式，并于仪式后检查飞扬影

城天河城店、北京路青宫电影城、五月

花电影城等影院防疫措施落实情况，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楚宏于

深圳百老汇电影中心参加启动仪式并

观看影片《照相师》，中共佛山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甘绮霞于佛山大洋时代影

城参加启动仪式并观看影片《过昭

关》。

阔别影院半年之久

九成观众盼望重回影院

广东现有影院总数达1398家，银

幕总数达 8424 块，均居全国第一。

2019 年广东省票房收入为 89.51 亿

元，连续18年位居全国首位。观影人

次达2.34亿人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广东全省影院自2020年1月24日

起暂停营业。

数据显示，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好转，近九成观众期待回到电影院，

人们对于影院观影的安全感和消费信

心与日俱增。

统筹协调各方力量

强政策多举措助推影院复工

疫情发生以来，广东省电影局强

化政策引导和对影院的资金扶持，多

措并举全力推动广东地区电影产业复

工复产。今年 3 月，针对影院遭受的

损失，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

宣传部、省电影局主动协调出台纾困

政策，向全省分配资金 4879 万元，扶

持 1325 家受疫情影响影院，以“真金

白银”纾解企业困难，提振行业信心。

近日，广东省电影局印发《关于进

一步做好影院帮扶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统筹协调各方力

量，尽最大可能帮助影院渡过难关，减

少疫情对电影市场的冲击。内容包括

推动和协助影院充分享受房租减免政

策，多举措多形式促进电影消费等。

针对影院复工，通知要求，坚持影

院疫情防控和安全放映不放松。严格

按照《2020年全省电影院安全放映工

作要点》，督促影院做好影院卫生清洁

消杀、观众体温检测和信息登记、人员

进出分流管控等工作。

首批复映片单出炉

优质粤产大片打头阵

影院复工后上映什么电影？这个问

题是影业从业人员和观众最关注的。除

国家电影局精心准备的首批优质片源

外，广东省电影局积极组织片源，丰富影

院供给，推出一批本土特色电影。首批

片单包括《天·火》、《创客兄弟》、《梦想之

城》、《照相师》、《柔情史》、《过昭关》、《英

歌魂》、《榫卯》、《白门柳》、《刑场上的婚

礼》、《新灰姑娘》、《士兵顺溜：兵王争锋》、

《捍战》共13部影片。各影片片方不参与

本次活动分账，“猫眼电影”、“淘票票”售

票平台将对此次活动予以线上补贴，以

实际行动支持影院。

这批影片涵盖不同类型、不同题

材，共同彰显了“小人物大时代”、“小故

事大情怀”，以独到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广东故事，是近年来粤产影片质量水平

不断提升的体现。其中，《梦想之城》聚

焦广东人在改革开放中激情奋斗的故

事；《创客兄弟》讲述深圳特区五位各有

技能的年轻人研发机器人，并悟出亲情

是最有温度的陪伴的道理；由好莱坞导

演西蒙·韦斯特执导的火山题材灾难动

作电影《天·火》集结了王学圻、昆凌等

知名演员，通过国际化视角，展现了灾

难面前，亲情、爱情和友情超越自然的

永恒价值；艺术影片方面则汇聚了一批

屡获奖项肯定的优质佳作：佛山出品的

《过昭关》，讲述了老人李福长带领小孙

子宁宁跨越千里探望老友的温暖故事，

获得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四项提名，

在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更是强势斩

获费穆荣誉最佳导演、费穆荣誉最佳男

演员、华语新生代青年评审荣誉三大奖

项：《榫卯》曾获第二十六届金鸡百花电

影节新片表彰、首届塞班国际电影节最

佳男演员奖、广东省第十一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柔情

史》以生动细腻的情节塑造了冲突不断

又相依为命的一对母女，获得第68届柏

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提名、第42届
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大奖及国际影评

人费比西奖。首批复映影片还不乏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戏曲电影《白

门柳》取材于刘斯奋获第四届茅盾文学

奖的同名长篇小说，以秦淮奇女子柳如

是和江南名儒钱谦益的故事为主线，再

现了明末清初一段风云四起的历史；电

影《英歌魂》则以潮汕非物质文化遗产

英歌舞为切入点，将新潮街舞与传统英

歌进行大胆融合，不仅唤起人们对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怀念，对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也具有正向的价值导向作用；

3D动画电影《士兵顺溜：兵王争锋》讲述

自小怀揣“兵王梦”的少年顺溜参军入

伍，在角逐新一届“兵王”荣誉过程中

成长为铁血男儿的军旅故事。

（影子）

本报讯 7月 16日，由中共陕西省

委宣传部、陕西省电影局、陕西省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西咸新区管委会、陕

西省电影家协会、陕西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主办，秦汉新城管委会、西部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 2020 年陕西省

电影项目推介会在西咸新区秦汉新城

举行。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省电影局局长王吉德等出席活

动。陕西省80余家省内外影视、投融

资、院线等相关机构负责人共 200 余

人参加推介会。会上，王吉德将全省

第一块“陕西省影视拍摄基地”牌匾授

予了秦汉新城。

电影项目推介环节，来自全省影

视创作单位的 16 个电影项目和与会

人员见面，省内电影专家对推介项目

逐一做了精彩点评。推介项目包括

《天之阳》、《苹果红了》、《淘金者》、《兄

弟劫》、《太阳之歌》、《漫长归途》、《朱

鹮之恋》、《不说再见》、《鸟语人》、《大

儒张载》、《妈妈把幸福给你》、《夏日玫

瑰》、《寻城记·长安》等影片，以及实景

影棚项目、电影完片担保服务、电影金

融产品等相关影视服务。项目推介路

演结束后，全体与会人员参观了秦汉

新城影视拍摄基地。

2020 年陕西省电影项目推介会

是陕西省电影项目首次集中推介，是

陕西省积极探索建立电影产业投融资

有效机制，为电影企业与金融企业、电

影项目与资本市场交流合作搭建高效

平台，推进全省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

一项重要举措，对陕西电影的未来发

展意义深远。

本报讯 根据国家电影局《关于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电影

院恢复开放的通知》（国影发〔2020〕1
号）要求，鉴于浙江省为疫情低风险地

区，浙江省电影局近日下发通知，全省

电影院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

业，并就有序推进浙江省电影院复业

工作通知如下：

一、坚持分区分级原则。各地电

影主管部门要与疫情防控部门建立联

动机制。以县（市、区）为单位，一旦从

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高风险地区，严

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相应县（市、区）

从紧落实防控措施，要求电影院立即

暂停营业。

二、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管

理责任。各地电影主管部门要会同有

关部门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

案，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对复

业电影院加强指导和巡查，密切关注

电影院疫情防控及复业经营情况。

三、精准科学落实防控措施。各

地电影主管部门、院线、电影院要把防

疫安全放在第一位。院线、电影院要

担起主体责任，严格遵守《中国电影发

行放映协会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

情防控指南》以及当地疫情防控要求，

健全制度、完善措施，切实做到常态防

控到位、预约限流到位、排片间隔到

位、人员排查到位、环境消毒到位、应

急处置到位。

四、做好动态跟踪服务。各地电

影主管部门可协调财政、社保、税收、

金融等部门，确保各项扶持政策落地

落实，有条件可以配合推出电影消费

券活动；精准掌握电影院复业遇到的

困难，积极帮助协调解决；充分发挥行

业协会作用，丰富放映市场，开展专项

服务培训，加强政策宣传、复业指导和

法律援助。

7 月 16 日，国家电影局下发《关

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

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通

知》中规定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

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

下，可于 7 月 20 日有序恢复开放营

业。中高风险地区暂不开放营业。

一旦从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高风险

地区，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

从严从紧落实防控措施，电影院及

时按要求暂停营业。《通知》还要

求，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管

理责任以及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和行

业管理责任。

听到影院准许复工的消息时，

从业数十年的资深电影市场专家刘

嘉非常高兴。她表示，新冠肺炎疫

情对各行各业都有很大影响，但是

对电影行业的影响更加明显，复工

的消息对市场而言，可以说是振奋

人心。

最近几日，她与不少影院工作

人员进行了交流，可以看出大家对

复工复产充满期待。

保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卫强认为，《通知》的发布，对停

摆半年之久的中国影院行业来说，

是久旱甘霖，也是激动人心的冲锋

号。

保利影业作为央企一员，迅速

行动、立刻部署，组织影管部门和

直营影城学习通知精神与《防控指

南》，对工作要求进行细化分解，制

定详细工作方案，并在影城中组织

职工进行实际演练。

猫眼娱乐 CEO 郑志昊表示，猫

眼娱乐作为中国民营电影企业，备

受振奋鼓舞，第一时间召开管理层

会议，研读学习国家电影局下发的

通知以及协会下发的《防控指南》，

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工作安排，积极

响应，坚决执行，抓紧抓实抓细，确

保将通知和指南中的各项要求落实

到工作中，与影院一起做好防控措

施。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表示，近 180 天没有电影，严格说起

来是没有电影院电影的日子，这在

中国电影史、世界电影史上都是空

前的，也应该是绝后的。作为一个

电影理论评论工作者，一个电影研

究者，饶曙光认为，自己虽然没有像

一线电影人，尤其是电影院人陷入

了那种“生死存亡的境地”，但不管

怎样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剧本中

心主任柏平表示，《通知》的出台肯

定挽救了很多家影院。在关停的近

180 天里，全国影院遭受了重创，许

多影院不得不通过裁员、商谈减免

甚至拖延房租等多种途径以此降低

成本，同时想尽一切办法去争取创

收，但这些都是杯水车薪，影院不

开业，房租、人员等成本照样日积

月累，只出不进，影院处于严重亏

损状态。特别是很多中小投资的民

营影院，因为业务单一，没有产业

链支撑，现金流断裂，度日如年。

《通知》的出台，让院线和影院振奋

人心，源头终于可以来活水了。

在全国各地积极筹备影院复工

的同时，此次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湖

北省也跟上了全国的脚步。

湖北长江电影集团董事长陈敦

亮表示，复工第一天，我的心情很

激动，也有许多感慨。武汉作为新

冠肺炎疫情的最初发现地点，我们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为一座一

千万人口的城市按下了“暂停键”，

英雄的武汉人民在疫情防控战争中

作出了巨大牺牲。随着疫情防控工

作持续向好，武汉人民的生活逐步

恢复正常。电影行业在经历了最漫

长的寒冬之后，终于迎来了 2020 年

迟到的春天，对我们所有电影人来

说，今天是新的起点，孕育着新的

希望，意义重大。

据悉，湖北长江电影集团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积极为复工复产做

好各项准备工作。7 月 19 日，湖北

银兴院线下发了《关于做好电影院

恢复开放有序经营工作的通知》、

《影院恢复放映操作指南》、《银兴

院线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等文件，

迎接影院全面复工复产。

银兴院线在湖北全省有很多忠

实的观众，他们对影院的复工复产

一直十分关心。陈敦亮表示，此次

影院复工，我相信给湖北电影观众

带来的是一个积极正面的信号——

湖北武汉目前是一座健康安全的城

市，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做好影院

的疫情防控工作，为每一位观众提

供优质的服务。

广东省启动
优秀电影5元观影活动

陕西省举办
2020年电影项目推荐会

浙江省下发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
有序推进电影院复业工作的通知

业界谈电影院复工后的机遇与挑战：

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文/ 本报记者 李霆钧 杜思梦 姬政鹏 赵丽

7月16日，国家电影局下发通知，低风险地区在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可于7月20日
有序恢复开放营业。这是电影行业受疫情影响“暂停”近180天后，迎来的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同日发布的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南要求，未戴口罩和体温37.3度以上

者不得进入；全部采取网络实名预约、无接触方式售票；实行交叉隔座售票，保证陌生观众间距1米以上；每场上

座率不得超过30%。

7月20日，全国电影票房产出近340万，虽然仅为单日最高票房的四百分之一，但考虑到全国大多数地区的

影院仍处在复工审批阶段，这依然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当下正值暑期档，大量的学生

观众已经放假，市场是有观众基础

在的，如果此时强片能够配合市场

复工，大胆走进影院上映，无疑会

为市场恢复注入一针强心剂，有力

推动市场重启速度，促进行业形成

良性循环。

复工消息发布后，中影、华夏

组织了《战狼 2》、《哪吒之魔童降

世》、《美人鱼》、《捉妖记》、《夏洛

特烦恼》等多部优秀影片进行复

映，在市场复苏的爬坡期，这是最

好的预热方式。

同时，电影《第一次的离别》选

择在 7 月 20 日复工首日与观众“重

聚”在电影院，该片首日票房约为

140 万元。《我和我的家乡》定档 10
月 1 日上映，《喋血战士》、《多力特

的奇幻冒险》定档 7 月 24 日正式开

画，《妙先生》、《呆瓜兄弟》、《死亡

病毒》选择在 7 月 31 日公映，《我想

静静》定于 8 月 7 日上映，《荞麦疯

长》、《我在时间尽头等你》等影片

锁定了 8 月 25 日“七夕”档期。《急

先锋》、《不止不休》、《不期而遇的

夏天》、《阴阳师》、《白云之下》、《温

暖的抱抱》、《愚公移山》等影片也

发布了预热海报。

金逸珠江院线总经理助理谢

世明表示，尽管从防疫安全角度考

虑，影院复工初期对每场的时长、

上座率以及饮食销售都做了些限

制，但能逐步复工总比停摆好。他

表示，急于回笼资金的各路片方更

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公布复

工消息之后，立马就有二三十部新

老影片定了上映档期，而发布预热

海报的影片更是多不胜数。可见，

之前有人说影院不能复工是因为

缺乏片源，这一说法显然是站不稳

脚的，如今不攻自破。

刘嘉表示，从复工片单看，影

片质量整体较高，唯一遗憾是复映

影片为主，新片较少。如果赶在暑

期档结束前，有几部重量级新片登

场，市场会迅速热起来，将有效刺

激更多观众重返影院，加快复工复

产节奏。

目前，不少大片对进入市场的

时间点仍持观望态度，它们当中有

的可能是“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

30%”的规定影响，产生了顾虑。

在刘嘉看来，这条规定对影片

票房影响较为有限。分析历史数

据，我国的影院每年的平均上座率

为 15%-20%，由此来看，上座率不

超过 30% 对现阶段上映影片的平

均上座率几乎不构成影响。定于

今年 8 月全球上映的好莱坞大片

《信条》此前也做过类似的测算，即

在受疫情影响，一些影院无法正常

营业的情况下上映，是否会严重影

响对影片票房，结论也是影响不

大。此时上映影片，其结果更可能

是，有影片上映的影院的收入变得

更高。

下游影院无法开业，直接影响

了上游影片的上映，导致多部影片

积压，更进一步导致整个行业的投

资资金收紧，让行业的活力大打折

扣。柏平表示，影院复工提振了上

游制片的信心，让制片行业能够尽

早实现资金回笼，减少投资压力，

进而投入到新的制作中。而因为

大量影片的档期积压，更会增强观

众对优质影片的期待。

陈敦亮谈到，我们理解片方对

于大投资的影片在复工初期入市

心存忐忑，希望主管部门和行业协

会可以适时对国产强片进行相应

支持，引导其尽快入市，加快行业

回暖进程，期待票房反弹。

陈敦亮表示，虽然现在全球疫

情形势依然严峻，但在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下，我们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决心也是

巨大的。湖北省电影局 7 月 17 日

印发了《湖北省电影局关于做好电

影恢复开放和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彰显了省委省政府的

信心与魄力。对我们来说，观众的

健康和优质的服务，一个也不能

少。我们的工作，需要每一位观众

的配合，所以，请各位走进影院的

观众一定要遵从工作人员的安排，

放心观影。 （下转第3版）

◎ 20余部新老影片搭上复市“首班车”

◎复业《通知》为电影市场吹响激动人心的冲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