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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25日，随着第二十三

届上影节正式开幕，中国电影也在长

达半年的“冬歇期”后逐步复苏。在这

个开局之始，灯塔专业版联合北斗星

智库发布了主题为“大幕重启，砥砺前

行”的2019-2020中国影视行业报告，

详细梳理了过去一年间的影视行业的

发展走势，并对当下的电影市场进行

剖析与展望，以期对影视行业未来的

复苏路径做出探索。

2020年以来突发的疫情，给电影

行业带来重创。据灯塔专业版的报告

估算，在无疫情的假设下，2020年国内

院线电影票房将保持约4.4%的增速，

整体票房可达671亿元人民币。然而

结合目前实际情况进行估算，2020年

整体票房损失将达到近500亿元。

但重创之下，也蓄积着反弹。观

众对于进入电影院观影的愿望还是十

分迫切。此前灯塔研究院曾对电影购

票人群就行了大规模调研，数据显示，

超过八成的用户把“去电影院观影”列

入了最想做的事情；超过四成用户表

示，疫情后去影院观影的频次将较疫

情前有所提升。从长期来看，观众对

院线电影市场恢复期待强烈。

除去疫情的影响，近两年来，我国

院线电影整体票房增速已经呈现逐步

递减的趋势，从 2017 年 22.8%的增长

率，跌至2019年的5.4%。同时灯塔专

业版的报告中也提到，近两年来中国

观影用户结构趋于固化，用户下沉放

缓，市场需要新动能来激发观影用户

增长。

新机也正在被孕育。由疫情催生

的“线上全媒体营销”，包括“云路演、

云首映、云观影”等模式逐渐成熟，丰

富了传统的“线下渐进式点映”，新的

营销模式不仅可以轻松登上各大话题

热搜榜，还与观众间形成了更密切的

互动。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

程波认为，影视宣发的本质是在“引

流”后的“变现”，互联网宣发使得数据

可回流、效果可量化，未来影视宣发线

上化会是一个常态。

报告也引用了相关例证。2019
年电影《受益人》率先选择线上直播卖

票的互联网宣发模式，主播薇娅及演

员大鹏、柳岩在淘宝直播限时售卖优

惠电影资格券，20 分钟聚集超 800 万

用户，6 秒售空 11.6 万张。影片线上

售票期间，主办方与观众间形成了超

高频次的互动，预热物料收获了高曝

光度。

此外，线上全媒体营销还可实现

对目标观影人群的精准触达。网剧

《重生》上线前，灯塔通过用户画像将

该剧的核心人群定位在了 25 岁以上

的成熟用户，以“直播安利+组团追

剧”的组合方式，为《重生》完成了有效

的用户导流及首轮高口碑沉淀。

与此同时，网络电影的迅猛发展

也为电影行业注入了新动力。报告显

示，2020 年 1-4 月新晋上线的网络电

影中，优酷、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三家头

部内容分账超 1000 万的影片数量达

20 部，占比 67%，平均分账票房超过

1400万，较去年同期增长33.1%。

“后疫情”时期，复苏将成为我国

电影行业的关键词。在内容方面，专

家指出目前观众迫切需要心灵方面的

抚慰，从“热血”里寻找民族的认同感，

从欢乐中排忧，因此医疗、军旅和喜剧

类型的影视作品可能将在“后疫情”时

期爆发。但同时，也应注意避免盲目跟

风推出抗疫题材影片。抗疫题材更需

要找到合适的类型载体，经过严格打

磨，成为适应市场消费的文化产品。

在放映端，院线对设施、运营及服

务能力的提升，也是助力行业恢复十

分重要的一环。专家建议，影院应首

先完成放映技术与服务系统的更新换

代，满足并提升观众观影需求与观影

体验；其次，影院应丰富运营手段，挖

掘经营潜力，通过提高管理效率的方

式改善影院经济效益。最后是从片源

质量着手，开掘档期潜力，提高单块银

幕产出和影厅上座率。

灯塔专业版报告指出，近两年来，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和娱乐

消费支出正在逐年上升。在这样的整

体消费趋势下，在片方、宣发与影院多

方积极配合下，未来一年中国电影行

业票房回归正轨并非难事。同时，合

理运用“线上全媒体营销”与观众进行

深度亲密互动，利用专业营销团队实

现受众的精准触达，也将进一步加速

中国电影行业的复苏。 （赵丽）

本报讯 近日，《拆弹专家 2》发布

定档预告，宣布将于 12月 24日上映，

成为贺岁档首部定档的影片。

《拆弹专家 2》讲述了全新的故

事：前拆弹专家潘乘风（刘德华 饰）

晕倒在爆炸案现场，被警方列为嫌

疑犯。为了寻找真相，他不得不向

同是拆弹专家的好友董卓文（刘青

云 饰）求助。急于破案的女督查，

同时是潘乘风前女友的庞玲（倪妮

饰）也被卷入其中。

影片由邱礼涛导演，刘德华监

制及主演。预告中不难看出，刘德

华再次饰演拆弹专家，但这一次的

角色更为复杂：断了一条腿，似乎卷

入了爆炸案，被同为拆弹专家的刘

青云追捕，又被身为警察的前女友

倪妮指挥行动，谜团重重，让人猜想

不断。

（影子）

《拆弹专家2》定档12月24日

本报讯 于 2018 年公映并入围

第 21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动

画单元名单，由中国电影公司文华

东润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投资打造

的动画影片《神奇马戏团之动物饼

干》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登陆海外

著名的流媒体播放平台 Netflix（网

飞）。

该片导演由知名动画导演托

尼·班克罗夫特担任，他曾执导经

典动画电影《花木兰》并荣膺动画

业最高荣誉——安妮奖最佳导演

奖；该片的形象设计则由卡特·古

德里奇操刀，《寻梦环游记》、《海

底总动员》、《怪兽公司》、《怪物史

莱克》等大热影片的人物形象均出

自他手。两位大师的强势加盟，可

谓影片质量的一大保证。此外，影

片还有艾米莉·布朗特、约翰·卡拉

辛斯基、伊恩·麦克莱恩、西尔维斯

特·史泰龙等知名演员参与配音，3
次获得格莱美奖的麦克·布雷献唱

主题曲，众位创作者强强联手、匠

心沉淀，力求为观众带来一次酣畅

淋漓的视听盛宴。

（影子）

动画电影《神奇马戏团之动物饼干》登陆Netflix

本报讯 在第92届奥斯卡颁奖礼

大放异彩的热门佳作《1917》近日发

布“争分夺秒”版预告片和海报，正式

宣布定档 8 月 7 日登陆中国内地，成

为复工后将映的首部奥斯卡大片。

电影《1917》讲述两名士兵坚守

一个信念，奔赴死亡前线，生死传讯

的故事。早在今年 1 月初，影片曾率

先登陆北美市场，一经上映，迅速成

为“票房爆款”，首周收获3700万美元

票房。

《1917》在中国内地未映先热，不

仅在豆瓣有着高达 8.5 的超高分数，

在网络上更是相继被媒体和影迷刷

屏式“安利”。随着档期尘埃落定，影

片再次在网络上掀起热议，一度将

“复工必看电影”、“8 月酣爽大片”等

话题推至热门。

影片在摄影方面大胆创新，采用

一镜到底的拍摄方式展示战争的无

情与残酷，“现场直播”一战战场，令

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解锁了战争

类型电影的全新形式，带来沉浸式观

影体验。

电影《1917》由萨姆·门德斯执

导，乔治·麦凯和迪恩-查尔斯·查普

曼领衔主演；梦工厂、信实娱乐出品，

中影集团进口，中影股份发行、译制，

上海阿里巴巴影业协助推广。

（杜思梦）

复工后首部奥斯卡大片《1917》定档8月7日

本报讯 由经典版《西游记》老班

底主演的现代喜剧电影《财迷》于7月

25日在爱奇艺独家播映。

电影《财迷》由孙悟空的扮演者六

小龄童领衔主演，猪八戒扮演者马德

华、唐僧的扮演者汪粤、续集沙僧的扮

演者刘大刚联合主演。

《财迷》讲述了为人特别“财迷”的

郝鲲鹏一夜暴富之后，发生在他身上的

一系列爆笑又温暖的故事，并笑中带泪

地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我为谁财迷”？

制片方还发布了一款“女儿笑侃

老爸”版预告片。预告片中，以角色女

儿的视角，细数了“财迷”老爸郝鲲鹏，

沉迷数钱、撸招财猫、棒打咬钱老鼠、

在星级饭店偷牙签、买西红柿勒索根

葱等日常，短短几个镜头，“喜剧人物”

形象便呼之欲出。 （影子）

本报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电

影行业尤其是放映端受到了冲击，影院

经营压力骤增。当下，电影市场虽开始

逐步恢复，但如何提升抗风险能力，已

经摆在影院经营管理者的面前。

据记者了解，在这方面，中环影城

为电影行业做出了探索与尝试。在四

川绵阳、遂宁、广元等地自建影院 8
家，做好主营电影放映、影院管理及文

艺活动组织策划的同时，还建立了电

影主题咖啡厅6个，阅影绘共享书店5
个，健身俱乐部和私教健身工作室各

两个。另有储备的影城项目和待开业

的健身工作室若干。

脍炙人口的行业服务语：

了解中环，从一杯咖啡开始

第一家影城问世之初，中环团队

就开始尝试在影城售卖现磨咖啡。彼

时业内许多影院都试点咖啡销售，但

多半途而废，甚至有些高端影城仅以

廉价速溶咖啡应付了事，而中环则在

不断的探索中积累能力，坚持用现磨

方式呈现咖啡。

中环影城负责人表示，从咖啡豆

的甄选到烘焙、牛奶类型的选择到奶

泡口感的细腻程度，咖啡与牛奶的融

合把控，与温度的匹配，中环用绝对匠

心的精神，日复一日的研磨和融合，成

功探索出了具有中环特色的咖啡服务

经验。

在这样的方向指引下，中环影城

9年如一日，将一杯杯造型精致、花样

精美、口感醇香的咖啡送入了影迷的

心里，成为中环“影院+”的第一张耀

眼名片，改变了观影只有可乐爆米花

的选项。

“电影主题咖啡西餐厅+共享

书店”：

专属你的社交“小确幸”

2015年，第一个中环电影主题咖

啡西餐厅投入运营，这是中环从单纯

咖啡售卖转型以电影放映为中心的社

交型场所的开始。

据记者观察，中环影城主题餐厅

主营西餐、中式午餐、西式下午茶等，

与观影时段重合，给观众提供“一站

式”消费体验，最大程度减少了顾客在

观影时额外消耗的时间成本。咖啡的

浓情、西餐的浪漫、电影的回味，使人

们更愿意到这里小憩，享受茶余饭后

精神上的富足，感受快节奏年代慢生

活的美好。

2018年，以“阅影绘”命名的中环共

享书店正式开放。书店内嵌电影主题

咖啡西餐厅，将电影、咖啡与图书元素

结合，采用自助式借阅方式，为此专门

开发了专业高效的图书管理系统。自

此中环在观影会员体系之外，发展出了

一套阅读会员体系。一个集新书发布、

观影座谈、文创活动、图书阅览、咖啡及

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性文艺社交空间雏

形，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令人流连忘

返，也延伸了影院的观众年龄段。

中环影城负责人表示，营销的本

质是消费者需求管理，主题餐厅和共

享书店结合，是中环人对消费者洞察

的最佳诠释。观影之余有更多的休闲

生活方式，满足了不同的客户需求。

中环影动力：

在电影中感受激情，在健身

中享受快乐

2019 年 4 月，第一个中环影动力

健身俱乐部正式亮相，运营面积 1000
平方米，内嵌于中环影城汉中店，经营

上与影院相对独立，但又能相互联动，

彼此导流，中环第3个会员体系诞生。

在运动和阅读之间隔着一杯咖啡，在

劳顿和闲适之余共着一场电影……持

续的探索和改变，中环影城越发与众

不同。

中环影城负责人认为，创新的本

质是消费者价值创造。企业存在的价

值和意义既是创造客户，同时也在于

解决社会问题。

影城内嵌健身房的尝试，为中环

首创，一举化解健身行业多个痛点：首

先，重资产影院的“背书”解决了健身

房普遍存在的诚信难题，同时也就解

决了健身房从业者归属感不强的问

题；其次，管理精细且重服务的影城跨

界进军健身行业，是对销售型主导的

传统健身房运营模式的极大提升；最

后，基于影院的品牌影响力和充沛的

流量，使得嵌入式健身房在开业之初，

就解决了获客难题。据悉，针对目前

教练水平参差不齐、负面传闻不断，中

环正筹备教练学院，旨在提升行业的

标准化，提升教练的从业素养和教学

质量，为私教会员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影院+”的中环模式：

特殊时期自救图存“三部曲”

春节档的消失加上长期未复工的

现实，对三四线城市影城的打击，远比

一二线城市影城更大，而中环自有产

业布局恰好又以三四线城市为主，自

救图存就成了中环人的当务之急。

2 月中下旬，各地疫情仍在迅猛

发展中，中环就利用主题咖啡西餐厅

的产业布局优势，推出了“一杯咖啡温

暖一座城市”的公益活动，以独特的服

务向疫情期间所有奋战在一线的“城

市守护者”致敬。同时也推出了 0.01
元咖啡畅饮活动，走出复工自救的第

一步。3 月初，结合兴起的大众养生

理念，推出“环饭儿”营养餐。从周一

到周日根据男女不同体质需求，科学

搭配膳食，合理规划每一餐，成为了影

城3公里内上班人族的必点外卖。

随着抗疫形势好转，中环影动力

健身俱乐部陆续恢复经营，中环走出

了复工自救的第二步。一批影城骨干

到健身房帮忙，既熟悉了新业务，又增

加个人收入。6 月份，旗下最大的科

技馆影城健身房单月营收近50万，业

绩创新高，完全符合疫情期间管理层

对健身行业走势（大健康、治未病）的

预判，也体现出中环人的创业天赋、市

场悟性和组织活力。

中环花园主题餐厅是自救图存的

第三个举措，利用现有主题餐厅推出

“夜啤酒”项目。不同于大排档的优质

就餐环境，搭配了菜品的完美口感，已

是中环影城所在地众多影迷宵夜的首

选。中环自救经验也在客户恩微影业

各影城推广。

从单一主业到“双轮驱动”：

在精准创新中创造未来

今年元旦这一天，14亿中国人中谁

人知道短短二十几天后我们这个春节

居然是这么过的？当时业内乐观预测

春节档票房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可见想要准确预测未来是多么的困

难。今天的时代，万事万物已变得异

常复杂，任何过往经验或既有工具都

难以做出预测。如何与高度不确定性

共舞，已然成为企业界主旋律，而能否

把不确定因素转化为市场机会，则是

对经营者的巨大挑战。

乔布斯苹果手机成功经验表明：

与其试图预测未来，不如直接参与甚

至领衔创造未来。面对疫后高度不确

定的社会环境和互联网时代扑面而来

的未来竞争，中环影城转型升级的探

索，向行业提交了以下答案：

密切关注消费者需求与客户体验

新变化，主动改变自己，在把现有业

务做扎实的同时，发挥企业家精神，

勇于打破业务边界，拓展出一到两个

可靠的新业务，并在此过程中，不断

提升战略思维能力、顶层设计能力、

资源聚合能力及团队建设能力，提升

全体骨干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顾客

创造最大的价值，为员工和股东谋取

最好的未来！

灯塔专业版报告：

医疗、军旅题材或在“后疫情”时期受热捧

六小龄童《财迷》7月25日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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