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2 中国电影报 202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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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政府“发红包” 企业“送福利”

多方并举助力影院复工市场重启

从7月20日影城开放复工至

今已有一个月，伴随着7月24日、7

月31日、8月7日三轮高预期新片

上映以及周末的到来，票房、观影人

次 分 别 实 现 了 209.73% 、

146.01% ；65.91% 、51.33% ；

45.29%、37.88%的提升。在上座

率不得超过30%（后部分地区提升

到50%），日排片量减少到正常时

期的一半的情况下，中国电影市场

的工作日单日票房甚至恢复到

6000万元以上（8月14日）。数据

表明，复工后市场大盘表现持续向

好，观众观影热情不断回升，整体恢

复速度可观。

在复工后的这一个月里，全国

各地政府和企业，利用各种方式，从

金融补贴支持、刺激消费需求、落实

财税减免、投入企业资源等多个方

面为影城纾难解困，喜迎观众重返

影院，助推电影行业重启。

8月14日起，部分低风险区

域，影院上座率可以达到50%，有

条件的甚至可以开放卖品业务，再

加上国产新片《八佰》以及《信条》、

《小妇人》、《魔发奇缘2》等进口影

片上映在即，多方并举之下，相信

电影市场不久后就能恢复以往的

热闹。

对于因疫情停摆半年的电影行业

来讲，“真金白银”的资金扶持是见效最

快的方式。在影院复工前后，多个省市

投入资金对电影产业尤其是影院终端

进行补贴。

在北京，为提振电影市场信心，帮

助影院克服暂时性经营困难，推动电影

市场尽快回暖。 8 月 5 日，北京市电影

局发布《2020 年北京市电影专项资金项

目疫情专项补贴资助情况公示》，专项

补贴按照影院 2019 年全年票房产出情

况给予资助，适当向受影响较大的中小

型影院倾斜。北京市电影局会同北京

市财政局经过前期补贴征集并审核，确

定最终可给予补贴的 232 家影院，最高

补贴额度近 50 万元。

8 月 13 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北京市电影局局长王杰群在第十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北京

提前启动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电影

类）和 2020 年市级电影专项资金两项扶

持资金，增加疫情特殊补贴，对春节未

能 如 期 上 映 的《夺 冠》、《唐 人 街 探 案

3》、《紧急救援》、《姜子牙》等京产影片

给予一次性宣发补贴，对今年春节前后

处于集中创作期受疫情影响而暂停的

《长津湖》等重点项目给予创作制作补

贴。 2020 年市级电影专项资金特别增

设了疫情专项补贴，从本年度电影专项

资金中调整 2000 万元，根据影院 2019
年度票房产出予以补助。

与此同时，北京市文资中心启动了

“投贷奖”、“房租通”、“北京市中小文

创企业集合债”，特别将影院纳入补贴

范围。符合条件的企业审核通过后，可

获得最高 500 平方米房租 30%的补贴

在上海，今年 7 月，为减小疫情对影

院造成的冲击，上海市电影局发布《关

于申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海市影院

停业补贴的通知》，从国家电影事业发

展专项资金中安排了 1753 万元对因疫

情停业的影院，综合考虑影院规模、银

幕数、2019 年票房情况，予以适当补贴，

共有 345 家影院受益，补贴已于 7 月底

全部发放到位。

在重庆，8 月 9 日，重庆市电影局下

发《关于做好 2020 年度电影扶垚计划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利用国家电影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中按规定缴入重庆

市市级国库的部分，扶持重庆市重点电

影服务机构、工业园区及制片基地建

设、本土电影剧本创作、本土影片摄制、

本土影片发行放映、本土电影走出去、

本土电影人才队伍建设、电影技术推广

应用等。特别支持围绕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建党 100 周年重要时间节点，围

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开展的重

点电影创作生产。

在福建，政府拿出 1000 万元专项资

金补贴扶持福建省原中央苏区、革命老

区县和乡镇影院，推动快速开展营业。

在湖南株洲，株洲市财政局帮助影

院依法依规享受各项扶持政策，会同相

关部门鼓励业主降低物业租金，并在组

织申报 2020 年株洲市文化产业引导资

金项目中，将电影业设定为重要扶持对

象，共投入 114 万元推动电影市场尽快

步入正轨。与此同时，指导影院企业做

好相关项目申报，最大限度争取国家电

影事业发展专项和省级财政对文化企

业应对疫情补贴资金，目前已争取到位

资金 240.7 万元。

在湖北宜昌，政府统筹安排 100 万

元财政资金用于支持电影产业恢复发

展，其中 50 万元用于对宜昌市 25 家恢

复营业影院给予每家两万元扶持，50 万

元用于面向市民发放 5 万张面值 10 元

的电影消费券。

在浙江金华，市、县（市、区）两级共

发放影视院线房租补贴、影视拍摄消费

券、影视企业贴息贷款等 1100 余万元。

在广东佛山，市区两级 2019 年度影

视扶持资金共 1446 万元已全部拨付到

位，当地政府还鼓励银行为影院复业提

供规范稳定的信贷支撑，目前佛山农商

行推出“影院复业贷”，全市 21 家影院

申请，申请总额达 2500 万元，首轮预计

将有 18 家影院通过审批。

在湖南衡阳，当地政府从 2020 年市

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拿出 495
万元帮助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文化企业

纾困解难、减负增效，其中三分之一向

市城区电影院倾斜。

在江苏苏州，苏州市委宣传部联合

市财政局、市文广旅局、市金融监管局，

以及苏州银行和苏州国发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推出“苏影复业贷”，提供 1 亿元

专项授信额度，以苏州市范围内所有取

得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的影院为服务

对象，专项用于影院支付房租、发放员

工工资等。“苏影复业贷”由苏州国发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专项保证，年利率

3.85%，年费用不超过 5‰，企业无需提

供抵质押物担保，并可按相关规定享受

实际支付利息 50%的贷款贴息。

通过各种补贴和政策，把观众吸引

进影院观影，是恢复电影市场“最治本的

疗法”。影院复工之后，多个省市通过消

费券或票价补贴等方式，实行惠民观影，

希望唤起观众的观影热情，吸引观众重

回影院。

在上海，8 月 3 日至 10 月 31 日是“上

海观影惠民季”，期间由上海市委宣传

部、上海市电影局统筹安排 1600 万元专

项资金，淘票票和猫眼两大票务平台配

套出资 1600 万元，共计 3200 万元用于影

院复业后的电影优惠票补贴。通过对购

票观众实施精准补贴，让市民实实在在

获得实惠，有效促进电影消费，助力电影

行业尽快恢复正轨。

据悉，该活动为期三个月，同一手机

号用户每月在每个平台可以购买 4 张补

贴票，每购一张票补贴 10 元，整个活动

期间预计可补贴 320 万张次。

在湖南，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总工

会、省电影局主办“湘观影”全省职工观

影活动，活动将持续到今年 12 月 31 日。

期间，将组织开展“抗疫有我·影动三湘”

职工优惠观影活动，该活动根据《湖南省

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文件

有关精神，全省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会

可为单位会员一次性购发 200 元电影票

券，在湖南省各影院兑换 8 张电影票观

看任何场次的电影。

与此同时，为关心关爱一线抗疫人

员和县级以上劳动模范、道德模范，援鄂

抗疫医务工作者以及湖南省县级以上劳

动模范、道德模范，活动期间凭有效身份

证件可到湖南省内各影院免费观影。

此外，还将组织开展影评征文、电影

文化知识竞赛等，引导广大职工、工会会

员走进影院，感受电影艺术魅力，丰富广

大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争做推进复工

复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参与者、贡

献者和受益者。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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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补影院终端

通过政策补贴，实行惠民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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