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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部

统计，截至 2020 年 7 月 24 日，数字电

影交易服务平台可供订购影片近

4100部，其中2019 年以来出品的影片

210 余部。上周（7 月 18 日至 7 月 24
日）新增7部故事片，1部科教片。

上周29个省区市的151条农村电

影院线订购影片1500余部，总计47万

余场，其中 12 条院线订购过百部，订

购前两名院线为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370部）和宁波市新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253 部）。

有12条院线订购超万场，浙江新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订购超 24000场。山东

新农村院线回传放映卡次数超 400
次，回传放映场次近 17000场，位列回

传卡次和场次第一。

截至 7月 24日，山东省、吉林省、

黑龙江省、甘肃省和河北省反馈情况

较好。此外，河南省、北京市、江苏省、

广东省、江西省、浙江省和山西省等多

个省区市填写了调查问卷。

扶贫题材影片广受关注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决胜之年。在

这场史无前例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攻坚战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感

人至深的人物和故事，通过农村公益

电影关注脱贫攻坚主旋律影片，可以

让更多观众了解来自扶贫一线的故

事。《汤米贵的大事业》（6812场）、《脱

贫路上好支书》（5889 场）、《花开飘

香》（戏曲 豫剧）（2989场）等扶贫影片

上周（7月18日至7月24日）在农村电

影市场有很好的表现，这些影片不仅

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和制作水准，更

在思想传递和价值引领层面实现了主

旋律题材的新突破，深受广大农村观

众喜爱。

科教片方面，《可可小爱之疾病预

防》、《可可小爱之安全防范》、《可可小

爱之中华美德》、《可可小爱之知法懂

法》、《可可小爱之爱护环境》、《可可小

爱之社会关爱》系列影片排名靠前，六

部影片合计订购 27869 场，占上周科

教片订购总场次（139752场）的20%。

2020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电影

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近期开

始推荐“抗日题材系列公益影片”，推

荐了《百团大战》、《太上山上》、《热土

悲歌》等十余部影片，让观众随着影片

共同感受在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

中，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

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

生命和鲜血谱写的那段中华民族历史

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

公益电影助阵一线抗洪救灾

宣传工作

受近日强降雨袭扰，我国多地出

现严重洪涝灾害，多地农村电影放映

队深入救灾一线，为一线救灾人员和

受灾群众进行专场电影慰问放映，并

在放映前播放卫生保健、疾病防控等

方面的科教宣传片，激励灾区干部群

众众志成城，顽强拼搏，坚决打赢抗洪

救灾攻坚战，受到了群众的好评和欢

迎。

湖北黄冈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公司积极组织全市 150个公益电影小

分队奔赴各防汛驻点、灾民安置点进

行专场电影慰问放映，精心制作了一

批《预防泥石流》、《灾后疾病卫生》等

科普短片在放映前播放，为受灾群众

普及正确的防汛抗洪和洪涝灾害后的

卫生防疫知识，提升受灾群众应对水

灾的知识，激励灾区干部群众众志成

城，顽强拼搏，坚决打赢抗洪救灾攻坚

战。截至 7月 21日黄冈市共放映 400
多场慰问电影，受到了灾区群众的一

致好评和欢迎。

7月22日晚，安徽芜湖繁昌县文旅

体局组织慰问一线抗洪人员公益文化

惠民服务活动来到新港镇，分别在新港

镇综合文体服务中心小广场和全民健

身广场播放两场电影《血性山谷》和《中

国蓝盔》。通过影片号召广大党员干部

要充分发挥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把强烈

的爱国热情转化为防汛抗洪的实际行

动，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坚守防汛抗洪岗位和职

责，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抢险保卫战，确

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各地农村院线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防汛抗洪和电影放映工作，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基层农村精

神文化阵地，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

面实现小康社会助力添彩。

此外，7 月 20 日湖北武汉市农村

公益电影拉开复映的大幕。当晚，在

黄陂、汉南、江夏、东西湖等区，共计

18个行政村中放映了34场公益电影，

观影人数达到 1200余人；湖北襄阳市

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于 7月 23日重启，

电影公益放映从 7 月持续到 12 月 31
日，计划播放2000场次。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部每

周推出《农村电影市场周点评》，欢迎

各省区市电影管理部门、农村院线、影

片发行方将近期影片订购情况、设备

巡检运维工作、技术服务培训工作等

信息及照片发给我们。《农村电影市场

周点评》将在《中国电影报》、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刊

发，并选出优秀稿件推荐主流权威媒

体刊发。投稿邮箱：dmccnews@dmcc.
org.cn，来稿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及

单位。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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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利国际影城天安门店是 7
月 24 日北京首批复工的影城之一，7
月22日20时20分，该影城开启售票，

不到两小时售出95%的电影票。开业

首日，该影城共计排场18场，销售604
张电影票，复工首日营业额突破万元。

影城市场经理褚冬蕾告诉记者，7
月24日开业以来，影城一直按照国家

防疫工作的标准进行每日消杀工作，

厅内厅外也是遵循防疫指南的标准，

目前有条不紊地进行日常工作。“开门

红”是给我们从业人员很大的鼓舞，最

近一周的周五7月31日，新片上映《抵

达之谜》也已经开预售了，目前售票情

况处于向好势态，逐步走入正轨。

截至目前，浙江星光院线已复工

影院占到总体的 42%，预计本周这个

数字将突破到70%。该院线总经理富

海芳介绍，浙江新远国际影城是院线

人气最旺的影院。他表示，如果好片、

新片能够跟上这个节奏，市场恢复到

复工前的状态指日可待。

资深电影人、《极寒之城》制片人

洪军表示，疫情之前每天排场最多达

到40余万场，而目前最高的一天只有

11 万场，加上 30%的上座率限制、新

片上映较少、观众的观望态度等因素，

复工首周的成绩确实给人惊喜。

接受采访时，ACE 影院负责人刘

晖正在和同事们做消杀工作。“这两天

就可以拿到开业许可证，可以正式复

工了。”虽然自己的影院还未正式营

业，可刘晖一直在观察电影市场恢复

以后的情况。

“比预期要好很多。而且市场恢

复呈加速态势。”刘晖认为，在影院尚

未全面复工的情况下，周末的单日票

房能够超过3000万，已经大大超过业

内许多人的预期。

她认为，经过半年左右的停摆，市

场一定会有一个恢复期。“过去一周

中，虽然也有新片公映，但主要是经典

的老片在市场中重映，这种情况下，仍

有3000万的单日票房，说明观众对于

走进影院很怀念。”

刘晖表示，市场超预期的表现更

可以提振影院和制片方的信心，她相

信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新片定档。此

外，一部分重映片由于不能和片方分

账，这也给仍比较困难的影院很大的

支持。

北京广安门电影院市场部张淼

表示，全国影院复工后的市场走势，

超出个人预期。从复工消息发布，到

7月 20日全国复工，24日北京影院复

工，全国影院复工速度非常快，基本

上影院得到了复工批准就迅速投入

到运营中。观众获取信息、购票也很

快，大家的反应及时而灵活。“从市场

涨势看，还是挺喜人的，作为影院从

业者，我们感谢观众没有忘记电影

院。”

影院复工第一周电影市场观察：

市场超预期表现
提振影院和制片方的信心

■文/ 本报记者 李霆钧 杜思梦 林琳

“我观察了一下，很多观众购买此

部电影都是能重刷就重刷，能留念收

藏就收藏一张得来不易的久别重逢的

电影票根，很多亲临影院的观众朋友

们也是在影院内掏出票根拍照‘打卡’

留念，所以通过复映影片的低价出售

更能吸引顾客返潮，重新培养观影习

惯。”谈到影院复工首周最让人印象深

刻的事，褚冬蕾说。

富海芳也在市场一线听到了“兴

奋！开心！奔走相告！期待！加油！”

这样鼓舞人心的词语。

他直言，这个开局称得上“梦幻”，

融合了政府、行业、从业者、观众所有

的努力，大量的电影院在陆续复工的

路上，在50%排片、30%上座率的情况

下，周六还能实现 3000 多万的票房，

确实振奋人心。他说，如果疫情防控

能够往好的方向继续发展，上座率与

排片率能够进一步提升，相信大体量

的新片就会涌入市场来了，这个只是

时间过程，只要疫情防控的情况继续

向好，就不用太过担心。

同时，浙江推出了 1000万的电影

消费券，其他各省市都在推这方面的

政策，是对行业最好的支持。富海芳

表示，院线与影院现在也在积极策划

主题活动，一个宗旨就是希望越来越

多的观众能够回流，能够进到安全影

院看心仪的电影。

褚冬蕾表示，以目前情况来看，影

院正在逐步进入正轨，观众也是很安

心地回归自然观影日常，也都很配合

地进行健康宝和测温等工作。“为了配

合国家要求，我们禁止在厅内饮食，厅

外也是对3D眼镜做每场消毒工作，积

极售卖3D眼镜，希望大家都能自带或

者购买，减少使用影城提供的眼镜，减

少交缠感染的几率。对于 3D 眼镜的

售卖价格，影城也是按照成本价格出

售。”

北京广安门电影院计划7月29日

复工开业，从预售情况看，新片略显乏

力，复映影片中《误杀》仍旧强劲。广

安门电影院的观众群中，许多是儿童

和老年观众，针对儿童观众排映了《疯

狂动物城》、《寻梦环游记》等动画电

影，影院同时为老年观众安排了《风

声》这样的经典谍战片。

刘晖表示，目前很难在短时间内

推出更多优惠活动，主要还是依靠经

典老片和优秀新片来带动人气。而且

比地理位置偏远一些的影院，一二线

城市中地处中心区、商业区的影院更

愿意提早开业，因为那里的人流量相

对充足，只要影院开业，就不愁没有观

众。相较之下，地理位置偏远一些的

影院可能会更谨慎一些，他们往往会

选择市场进一步恢复后再开业。

洪军表示，市场恢复到正常状态，

需要大体量影片拉动。市场和片方是

互动的，也在互相观望，目前票房的

“天花板”有限，大体量影片不会轻易

上映。8月初一批有影响力的影片上

映后，大体量影片有望陆续定档。他

表示，市场和观众都在，会以较快的速

度回到影院，随着影片不断投放，预计

8月底电影市场恢复情况将会比较乐

观。

复工首周，新片《多力特的奇幻

冒险》3585 万夺冠，《喋血战士》1926
万获得季军，《第一次的离别》以 433
万位列周榜单第五名。复映片《误

杀》和《寻梦环游记》以 2321 万和 777
万的成绩，位列榜单第二名和第四名

位置。

富海芳表示，复映片起到了市场

先锋的作用，现在看来效果不错。一

是至少不会有无片可放的尴尬。二

是都是经典或较好的影片，观众认

同，值得“二刷”。三是传递了一个情

怀与怀旧的信号，让观众产生共鸣。

他点评称，《第一次的离别》作为

第一部复工后的新片，表明的是态度

与责任，无论片子好坏都会被电影市

场所铭记，片子小众，偏文艺，名字取

得好，有离别才有相聚。

富海芳表示，《多力特的奇幻冒

险》是 3D影片，获得了年轻观众的追

捧，尤其是第一个周末，作为主打影

片当仁不让。《多力特的奇幻冒险》和

《喋血战士》作为商业影片，评分都不

低，对近 6 个月没有进电影院的观众

来说，是两道不错的“开胃菜”。

洪军认为，复映片在让利、试水、

预热、启动等四个方面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影院刚刚恢复营业，新片

很难寻找到准确的市场定位，复映片

可以帮助行业、观众恢复信心。他表

示，在市场刚刚启动，影片数量投放

较少的情况下，对中小体量影片来说

是个机会，不至于被淹没在“片海”

里。

褚冬蕾介绍，在保利国际影城天

安门店，复映片当中售卖最好的就是

《何以为家》，这部影片具有公益属

性，影院设定最低票价为 1 元，加上

手续费也才是 5 元一张。褚冬蕾表

示，从复映影片到新片交替上映新上

映的三部影片票房还是很优秀的，截

至目前已看出新片逐步替换复映影

片的位置，除《何以为家》票价低、销

售好以外，就属新上映的三部影片票

房要好了。

张淼表示，片方需要盈利，影院

则是服务于观众，观众去影院是为了

影片来的，现在的矛盾是，影院目前

是限制开放的，而片方对于重点大片

的期望是获得更多的盈利。以春节

档影片为例，如果放到现在的档期上

映，对影院的升温能起到强大效果，

30%的上座率很有可能爆满，但对出

品方而言，现在上映确实风险较大。

他认为，这个矛盾解决，可能要

从几个方面考虑，比如政府层面是否

可以给片方一些政策性补贴，电影企

业在片源上想一些其他的办法，例如

《流浪地球》做一个加长版重新投放

市场也有助于引导观众重回影院。

对于影院来说，就是服务好观众，做

好消杀工作、价格指导，用好的服务

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

影院复工第一周，电影市场报收1.1亿元，观影人次近418万人，在严格防疫管

控、影院复工率不高的情况下，这样的数据对于刚刚复苏的电影行业来说，已让电影

人欣喜不已。

业界认为，市场超预期的表现更可以提振影院和制片方的信心，相信很快就会

有更多的新片定档。院线与影院现在也在积极策划主题活动，希望越来越多的观众

能够回流，能够进到安全的影院看心仪的电影。

复工首周票房过亿
提振影院制片方信心

复映片成“先锋队”
期待大体量新片入市

观众收藏票根“打卡”留念
“梦幻开局”融合了所有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