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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第八周电影市场观察：

《八佰》累计票房突破26亿元
《花木兰》《信条》等新片乏力

《八佰》超《西虹市首富》，票

房排名升至第 12 位

2020 年 第 36 周（9.7-9.13）周

票房为 6.5 亿元，观影人次 1700 余

万。票房环比上一周 8 亿下降近

两成，同比去年第 36 周减少超三

成（去年第 36 周有中秋小长假，周

票房 10 亿元）。

随着全国范围大中小学陆续

开学，9 月的票房产出有所回落，

这一现象在 9 月的第二周较为明

显。

从 8 月 31 日-9 月 2 日的全国

票房来看，暑期档的余温犹在。8
月 31 日虽然是周一，但全国票房

依旧达到 1.1 亿元，此后的 9 月 1
日和 2 日，全国票房仍有 8000 万

和 6000 余万。

进入第 36 周后，周一至周四

的票房始终在 5000 万-6000 万徘

徊。直至 9 月 11 日，在《花木兰》、

《我的女友是机器人》等多部新片

的带动下，才重新突破亿元大关，

这也是第 36 周票房环比下降的主

要原因。上周票房最高的两天为

周末，为别是 1.73 亿元和 1.34 亿

元。

2019 年第 36 周在中秋小长假

的加持下，周票房突破 10 亿元。

而今年的第 36 周少了小长假的带

动，票房自然不敌去年同期。

但从另一个维度看，第 36 周

工作日的日均票房为五六千万，

去年同期的单日票房仅仅为三四

千万。

ACE 影城负责人刘晖表示，和

往年相比，在《八佰》、《信条》等影

片的带动下，“今年 9 月的市场其

实好于往年”。她认为只要市场

中有好影片，观众的需求并没有

减少。

影片方面，在《花木兰》开画

之前，《八佰》依旧领跑票房榜，截

止到 9 月 13 日，《八佰》累计票房

26.6 亿元，超过《西虹市首富》，跻

身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第 12 位。

9 月 11 日，共有《花木兰》、

《我的女友是机器人》、《辉夜大小

姐想让我告白》、《极寒风暴》等新

片公映。

作为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

品的真人版剧情电影，《花木兰》根

据迪士尼 1998 年同名动画片改编，

讲述了中国观众熟悉的花木兰女

扮男装，代父从军、勇战柔然的故

事。该片公映首日占到了约五成

的排片，票房达 5500 万。相比近年

来其它的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

兰》首日成绩比《灰姑娘》高了近

40%，但和《美女与野兽》超 8000 万

的开画表现相距较远。

对于《花木兰》的表现，市场

一线人士普遍认为中规中矩。金

逸珠江院线总经理助理谢世明认

为，在上周中的新片中，《花木兰》

的优势明显，但该片并不具备《八

佰》那样的持久力。从票房数据

看，《花木兰》虽是新片，但票房表

现上仅有开画第一天的优势比较

明显，上映第二天（周六），票房已

经和已上映二十余日的《八佰》相

差无几，上周日的票房更是被后

者超过。经过三天的公映，《花木

兰》首周票房约 1.6 亿。

相比《花木兰》，其它新片的

票房表现更是平平。由王韦程执

导，包贝尔、辛芷蕾领衔主演《我

的女友是机器人》翻拍自同名日

本影片，讲述了机器人初一受命

来拯救处在危险中的人类方元，

却因神奇的脑回路和超能力导致

乌龙不断的故事。

本 片 上 映 首 日 票 房 1000 余

万 ，首 周 三 天 累 计 票 房 约 3000
万。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女友是

机器人》和此前上映的《妙先生》

一样，本片的密钥期限暂时也只

有 7 天。

作为行业的后浪，“飞鱼快

传”在内容传输之余还有哪些市

场想象空间？王宏波的目标是

构建差异化的智慧发行渠道，创

建智能片库、计次密钥、智能结

算等技术系统，支撑分区、分线、

分片、分时、分众发行。

“目前我们的分众发行平台

飞鱼电影已经完成了前期开发，

处于上线前的测试阶段。”按照

一部影片到一家影城10元-15元

的收费标准，理论上10元钱就能

完成一部影片针对一家影城的

分众发行。王宏波说，“我们愿

意尝试，用我们的方式分担发行

成本。”

2019年12月，凤凰云祥与珠

江影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计划在影片发行、数字拷贝传

输、版权内容共享、广告资源共

享等方面深入合作。双方子公

司凤凰飞鱼和中影南方新干线

也就数字电影分发传输业务达

成合作。

具体到分众发行，张海燕认

为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分众发行

还没有形成。“由于市场倾向于

集中投放，一些好电影的价值没

有充分释放，一些思想性、艺术

性强的影片在目前的发行方式

下拿不到足够的排片。”张海燕

说，“分众发行是市场发展的趋

势，可以从分区域发行开始试

行。比如一些粤语片可以先从

广东、广西、福建开始发行，然后

逐步推向全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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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36周（9.7-9.13）是全国影院复工第八周，周票房为6.5亿元，观影人次超1700

万人次。影片方面，票房排在前三的影片分别为《八佰》、《花木兰》和《信条》。《八佰》超《西虹市

首富》，累计票房超26亿元。

日前，由唐季礼执导，成龙、杨

洋、艾伦等主演的动作片《急先锋》

定档国庆档。至此，已有《夺冠》、

《姜子牙》、《急先锋》三部原定在春

节档上映的大片锁定国庆档。加

之《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

等影片，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国庆档

堪称“小春节档”，票房成绩可期。

谢世明表示，相比去年国庆档

《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和《中国

机长》“三强争霸”的局面，今年国庆

档的强片更多，可以说是“五强争

霸”。“从影片的丰富性上看，国庆档

应该是今年全年度最强的档期了，

而且还有 8天假期（含中秋节）。”谢

世明预计国庆档 5 部大片具备合力

突破 50亿票房的实力。

具体来说，《我和我的家乡》可

以对标去年国庆档的《我和我的祖

国》，影片兼具社会效益和商业效

益。谢世明预期，《我和我的家乡》

最有可能在国庆档的竞争中夺冠，

而影片《夺冠》和《姜子牙》是票房

亚军的有力竞争者。

相比国庆档，真正让业内人士

担心的是 9 月下旬的电影市场，也

就是 9 月 30 日之前的这两周。

“现在看来，9 月下旬缺少大制

作影片公映”。面对业内的担忧，

记者翻开目前的片单。接下来两

周开画的新片并不算多，虽然也有

郭富城、杨千嬅主演的《麦路人》、

日本电影《菊次郎的夏天》等影片，

市场人士认为仍不足以撑起两周

的市场。

不过，在 9 月 13 日，《夺冠》已

经宣布提档至 9 月 25 日，这对影院

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不知此后是否

还会有影片提档或提前点映。

“定档国庆的大片其实可以考

虑提档。”在刘晖看来，国庆档虽然

市场空间非常大，但毕竟是多部大

片同一天上映，相比之下，未来两

周市场没有大片，如果可以提前入

市，势必会占据绝大多数市场空

间。

谢世明则认为，即使不提前公

映，也可以尝试点映。“如果能在接

下来的两周的周末适当点映，不仅

可以为公映预热，还可以在第一天

的排片中占据有利地位。”

业内人士认为，此前《八佰》的

点映也证明市场对影片的需求一

直都在，提前公映也许可以收获惊

喜。刘晖认为，像《我和我的家

乡》、《夺冠》这样的影片既好看，又

适合单位组织包场，如果能够提档

或者点映，也可以让更多单位组织

包场观影。

在采访中，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影院的收入主要来自票房、卖

品和广告三方面，虽然票房是影院

的主营业务收入，但其实利润远低

于卖品和广告。现阶段由于新冠

肺炎疫情还未完全过去，因此卖品

和广告尚未恢复，因此影院在经营

上仍存在不少困难。影院方面希

望未来能够进一步放开上座率和

卖品的限制，以缓解影院的经营压

力。谢世明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今年国庆档是一个进一步放

宽上座率限制的好时机。

◎《花木兰》首周票房约1.6亿元

◎今年国庆档堪称“小春节档”
9月下旬需要更多实力新片

2019 年 12 月 13 日电影《误

杀》上映，唐颖颖所在的济南

新世纪电影城赛博店第一次通

过“飞鱼快传”接收了这部档

期热门影片。电影片长 112 分

钟，整个传输过程耗时 4 小时

左右。

《误杀》之前，赛博店主要通

过接收数字硬盘的方式获取电

影片源，具体工作流程包括“收

盘-拷盘-回盘”三部分。虽然，

目前赛博店还采取“硬盘”+“飞

鱼快传”双保险的接收模式，但

店长唐颖颖相信，以“飞鱼快传”

为代表的新一代拷贝分发系统

正引领着一种发展趋势。

赛博店使用的“飞鱼快传”

是一个专门针对电影分发传输

应用场景而研发的数字拷贝分

发系统，可以实现电影文件的一

键分发、自动接收、实时监控、数

据统计和多屏联动、智能管理等

功能。作为胶片、硬盘、卫星传

输之外全新的分发模式，飞鱼快

传目前已经签约了中影南方新

干线、山东新世纪院线、四川太

平洋院线、新疆华夏天山院线等

国内20余条院线。

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中影南方新干线董

事总经理张海燕介绍了引入

“飞鱼快传”的初衷，即通过在

线自动接收影片，提高影城的

工作效率，推动影城向智能化

运营变革。从使用情况来看，

目前中影南方新干线有 60 余家

影城完成“飞鱼快传”盒子的激

活并开始接收影片。接收同步

影片的同时，“飞鱼快传”还能

根据影城需求，共享凤凰云祥

数据库内其它享有版权的影片

资源。

“物流从北京发往乌鲁木齐

需要 3-4 天，到下面各个地、州、

县需要5-7天。受物流条件的制

约，新疆偶尔会出现因硬盘未及

时送达、电影不能同步上映的情

况。”新疆华夏天山院线副总经

理张楠告诉记者，“相比数字硬

盘，卫星传输虽然克服了物流慢

的问题，但接收设备庞大且受天

气、风沙条件影响大，特别是冬

季遇到雨雪天气卫星传输的信

号得不到保证。”

综合上述因素考虑，今年3、4
月份新疆华夏天山院线旗下80多

家影院与飞鱼快传签约，并逐步

开始安装测试。设备安装采取远

程调试的方式，包括网、电、TMS
调试全过程在半小时左右。由于

新疆影院目前暂未复工，已安装

的飞鱼快传还没有实际投入运

营。从测试的效果看，张楠最看

重“断点续传”在实际工作中的价

值，“使用数字硬盘，偶尔会出现

硬盘损坏的情况，因为物流速度

慢，出现这种情况影城不得不面

临无盘可用的情况。飞鱼快传的

断点续传功能，遇到断网、断电等

特殊情况也可以续传。”

在唐颖颖看来，飞鱼快传的

优势包括“效率”和“经济”两方

面。赛博店有 7 厅 750 个座位，

遇到热门档期多部影片同时上

映，工作人员要带着硬盘逐厅、

逐片分别拷贝，“我们拷片一般

会避开放映时间，因为放映、拷

贝同时进行可能出现卡顿、影响

放映效果。”唐颖颖说，“热门档

期几部影片同时上映，拷片的工

作量非常大，还涉及不同时段的

工作交接，要牵扯两三个人力，

繁琐又容易出错。飞鱼快传通

常早晚传输，不占工作时间，直

接跟 TMS 连接也避免了逐厅拷

片的繁琐。”

费用方面，唐颖颖认为影城

每年回盘的成本有几千元，“对

单店而言，如果能将这部分费用

转移到影院宣传，不论是档期营

销还是单片宣传都可以起到锦

上添花的效果。”

凤凰卫视 CTO 、凤凰云祥

(北京)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CEO 、

北京凤凰飞鱼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CEO 王宏波通过比较卫星传

输、数字硬盘两种传输方式，介

绍了飞鱼快传的产品特点。

卫星传输成本高，分时传输

需要专人值守；硬盘解决了成本

问题，但工作流程上需要文件拷

贝、物流运输，过程中人工参与度

高、容易出错，且需要一定数量

的硬盘流转、回收。相比之下，飞

鱼快传具有高性能、安全可靠、全

流程智能化管理、经济高效等特

点。从实际操作看，片方只要将

母盘交给飞鱼快传，就能实现最

快 3 小时、最迟 2 天的影院内容

分发。

王宏波算了一笔账，硬盘传

输的成本包括硬盘成本、复制成

本、快递往返成本，这些分别由发

行方和影院承担，单片的发行成

本维持在15万-20万之间。“飞鱼

快传设备免费安装、采用点对点

的收费模式，以院线和影院投资

公司为单位和飞鱼快传签约，一部

影片发往一个影城费用在 10
元-15元不等，根据影片格式、大小

不同实行差别计费。影城省去了

每年3500元-5000元的回盘成本，

考虑到互联网产品规模效益的特

点，未来只会更加高效实惠。”

▶ 打造差异化的智慧发行渠道

▶ 3小时到2天的极速分发

▶ 节省回盘成本助力影院营销

▶ 避免无盘可用的极端情况

▶ 推动影城智能化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