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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江苏乡镇影院建设观察：

《我和我的家乡》国庆票房全国第一
乡镇影院渐成江苏特色文化新标识

■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今年国庆档，9月30日
刚刚开业的江苏省昆山市

淀山湖镇幸福蓝海影城人

头攒动，这是淀山湖镇第

一家现代化数字影院，当

地百姓第一次在自己家门

口欣赏到国庆档大片。

自2019年全国开展乡

镇影院建设试点工作以

来，江苏将乡镇影院建设

纳入省政府十大主要任务

百项重点工作和文化建设

高质量个性化考核，乡镇

影院建设成效显现。

截至目前，江苏省已

有 160 个乡镇建有 267 家

影院，银幕1449块，乡镇影

院覆盖率21.5%，占全省影

院总数 25% 以上。 2019
年，江苏省乡镇影院票房

9.3 亿元，占全省总票房

15.5%。

今年国庆档，江苏电

影市场实现票房 4.03 亿

元，观影人次超1000万，电

影《我和我的家乡》票房

1.96 亿元，位列全国各省

（市、区）第一。乡镇影院

国庆档总票房达 6665.3万
元 ，占 全 省 总 票 房 的

16.5%，已成为江苏电影票

房新的增长点。据悉，《我

和我的家乡》将在江苏乡

镇影院进行长线放映。

江苏省电影局副局长

王明珠表示，乡镇影院的

出现，进一步缩小了城乡

观影差别，更好满足了乡

镇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电影日益成为乡

镇居民精神食粮中的“主

粮”，乡镇影院已经成为乡

镇文化娱乐新场所。

大力发展乡镇影院建

设，是江苏省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具体实践，

是在中宣部、国家电影局

指导下，落实省委省政府

的指示精神，是以高质量

文化供给增强人民群众的

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的具

体措施。

目前，江苏乡镇影院

建设正逐渐由“数量型”向

“质量型”发展转轨。接下

来，江苏省将进一步推动

乡镇影院建设与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乡镇集镇建设

规划、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统筹谋划。按照江

苏省电影 2019-2023 五年

发展规划，力争用三年时

间实现苏南全覆盖、苏中

苏北有条件的乡镇有影院

的目标，构建覆盖全面、分

布合理、设施完备、惠及城

乡的乡镇影院建设发展格

局。

刚刚过去的国庆档期，江苏

电影市场实现票房 4.03 亿元，观

影人次超 1000 万，放映重点影片

《我和我的家乡》票房 1.96 亿元

票房，位列全国各省（市、区）第

一。《我和我的家乡》也将在江苏

乡镇影院进行长线放映。

江苏省电影局副局长王明珠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江苏省国庆

档市场表现优异的原因，有以下

几点。首先是全省影院复业率

高。为积极应对疫情冲击，江苏

省电影局通过多项举措推动全

省电影行业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与复工复产工作，会同省财政厅

等 8 部门出台《关于支持全省电

影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

进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苏影十条”），协调省信保集

团、南京银行推出“苏影保”电影

业抗疫专项金融服务，为受疫情

影响的院线、影管公司和影院纾

危解困。

影院自 7 月 20 日起恢复开放

后，江苏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

大力推动影院复工复业，鼓励各

地出台更多更积极的举措帮助

影院，尤其是以“一院一策”的方

式落实影院租金减免，在全省各

级电影主管部门和院线、影管公

司努力下，全省影院复业率逐步

攀升，在国庆前复业率已达 95%
以上，做到了应开尽开。

第二是积极开展特色观影活

动。王明珠表示，江苏省影院复

业后，为推动电影市场持续繁荣

发展，省电影局会同省总工会开

展了全省职工观影活动，发动全

省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会利用

工会会员会费购买电影通兑券，

按照中宣部、国家电影局 9 月 17
日电影工作会议部署，国庆前夕

又会同省总工会下发通知，动员

围绕重要节点重大主题开展职

工包场观影活动，同时推动各地

电影主管部门和院线、影管公司

积极开展援鄂抗疫医护人员免

费观影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观影活动，积极助推市场回暖，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三是做好国庆档重点影片

宣发工作。江苏省电影局在国

庆前召开全省重点院线和影管

公司工作座谈会，要求全省院线

影管公司抢抓机遇，精心组织好

国庆和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期间重点影片宣发工作，动员

全省影院做好营销与宣传以吸

引更多观众入场，并积极对接好

省内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

的包场活动，奋力实现江苏电影

市场持续稳定增长。

第四是江苏自身的底气足。

王明珠表示，江苏是个经济强

省，经济总量多年稳居全国第

二，人均 GDP 在全国省份中排名

第一，13 个地级市全部进入百强

城市，经济发展质态优、后劲足，

居民消费能力强，这些都为江苏

电影市场蓬勃发展提供了充沛

动能和坚实支撑，2019 年江苏的

电影票房超过了 60 亿，连续 8 年

位居全国第二。同时，江苏也是

此次疫情中较早进入全域低风

险和复工复产情况较好的省份

之一，守得住才能放得开，也只

有良好的疫情防控基础才能保

证了江苏电影市场的快速复苏。

在国庆档产出的 4.03 亿票房

中，乡镇影院票房达 6665.3 万元，

占全省总票房的 16.5%；放映电

影 6.37 万场，占全省放映场次的

22.2%；观影 189.47 万人次，占全

省观影人次的 18.2%。乡镇影院

成为江苏电影票房新的增长点。

自 2019 年全国开展乡镇影院

建设试点工作以来，江苏将乡镇

影院建设纳入省政府十大主要任

务百项重点工作和文化建设高质

量个性化考核，乡镇影院建设成

效显现。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江苏已

有 160 个乡镇建有影院 267 家，银

幕 1449 块 ，乡 镇 影 院 覆 盖 率

21.5%，占全省影院总数的 25%以

上。 2019 年，乡镇影院票房 9.3
亿元，占全省总票房 15.5%。

采访中，王明珠也分析了江

苏省乡镇影院亮眼成绩背后的原

因。他表示，江苏省县城、乡镇

经济实力较强，2020 年江苏在全

国百强县中包揽了前三并在前十

名中独占一半席位，特别是苏南

地区乡镇经济发达，外来务工人

员多，“小镇青年”成为观影主

力。苏中苏北地区在国庆期间迎

来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小高潮，乡

镇影院上座率均有所提升。

同时，2019 年起江苏省在全

国首创开展农村电影公益放映转

型升级试点工作，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在全省

21 个县（市、区）的 42 个乡镇探索

依托乡镇影院为当地农民居民提

供高质量的电影公益放映服务，

让农村群众看好片、看新片、看

大片。

王明珠介绍，2020 年，江苏省

继 续 扩 大 试 点 范 围 到 29 个 县

（市、区）的 53 个乡镇，并出台《依

托乡镇影院推动农村电影公益放

映转型升级试点工作的实施意

见》。 2020 年国庆前夕，承担农

村电影公益放映转型升级试点任

务的 53 家乡镇影院共向农村群

众发放免费观影券和观影补贴券

14.3 万张，撬动了农村电影市场

消费。

此外，江苏省乡镇影院均是

按照城市影院标准高质量建设。

王明珠表示，有的乡镇影院的设

施条件甚至超过城市影院，比如

苏州木渎镇金逸影城影视中心店

就有着吉尼斯认证的全球最大银

幕，乡镇影院在硬件设施、放映

质量、服务水平上的不断提升为

乡镇居民带来了更好的观影体

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

乡镇影院。

据统计，苏州木渎镇金逸影

城影视中心店 2019 年度票房达

到 2000 万，昆山中影九方影城票

房达到 2300 万。

苏州木渎镇金逸影城影视中

心店负责人陈晓欢表示，今年的

国庆档票房表现超出了预期，乡

镇影院的蓬勃生机正在推动着中

国电影市场的全面复苏。他认

为，乡镇居民、周围的工人，他们

的观影需求成就了乡镇影院的发

展与壮大。而影片《我和我的家

乡》的主题就在“家乡”，聚焦医

保、扶贫等热门问题，是一部质

量上乘的合家欢电影，这与乡镇

影院的观影人群十分契合，所以

《我和我的家乡》的票房产出与

乡镇的观影需求及喜好，起到了

相辅相成的作用。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东台店负

责人侍新龙表示，乡镇影院的建

成使更多的人能够走进电影院，

观看国产优秀影片，感受优质、

专业的观影服务，增强了乡镇居

民的幸福感。影片优秀的票房成

绩也表达对大家对家乡的热爱与

自豪，同时促进了乡镇电影市场

发展。

连云港幸福蓝海灌云影城负

责人丁金剑表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电影发展取得了显著成

就，电影市场保持快速增长，电

影基础设施建设得到长足发展。

随着乡镇影院数量的逐渐增多，

硬件设备的不断提升。在丰富当

地老百姓日常文化生活的同时，

遇到例如国庆档期这种举国同庆

的日子，大量在外务工人员回流

走进影院一起欢度佳节。从历年

不断提升的乡镇影院票房数据中

就可以看出，乡镇影院在逐渐成

为电影行业中重大档期不可或缺

的部分，也是提升乡镇百姓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个有效窗口。

“家乡”国庆票房全国第一
将在全省乡镇影院长线放映

国庆档票房占比超15%
乡镇影院成江苏票房新增长点

优质的片源、舒适的环境、惠民

的票价、贴心的服务……除了这些

构成江苏乡镇影院屡创佳绩的要素

外，影院自身的营销推广也是重要

的推动力。

陈晓欢表示，金逸影城苏州影

视中心店在国庆期间，《我和我的家

乡》的票房和观众反响是最好的。

在国庆档前夕，影城就通过官方微

博、微信公众号等，做国庆档的影片

介绍及预售宣传。而 10 月正好又

是影院的开业六周年，影院将影片

和庆生主题做结合，吸引周边人群

来影院观影。

连云港幸福蓝海灌云影城国庆

档放映《我和我的家乡》143场，观影

人次超7000人，票房达22.58万，上座

率超过66%。丁金剑表示，在影片上

映之初，影城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在影

城自媒体做视频以及文字宣传，让当

地百姓能够更好更早了解到这部影

片确切上映时间以及预售开始时间。

丁金剑认为，更重要的是为了

做好影院常态化防控措施确实做好

75%上座限流提前半个月开始网络

实名制预售影票，预售开始时我们

采用更加科学化的排片方法提升影

片上座率。国庆期间为了让更多百

姓能够实惠观看这部电影，影城及

时将各平台的促销活动利用自媒体

渠道通知到消费者进行限时抢票，

根据预售情况将早晚场非饱和场次

以影城自促的方式让更多百姓观看

到这部电影。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东台店国庆

期间《我和我的家乡》的排片占比达

37% ，观影人次 8300 余人，票房

28.64万，占总票房的近50%。

侍新龙介绍，针对国庆档，影城

首先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微博及会

员群围绕影片的家乡情等内容进行

讨论，获得了广泛传播；二是提供优

质的放映质量和专业的标准化服

务。比如激光放映设备以及较好的

配套；三是根据《电影放映场所恢复

开放疫情防控指南》的要求，做好入

场检测，加强清洁消毒、合理安排场

次。为观众提供必要防护保障，保

证放心安全的观影环境。

（下转第6版）

自媒体推广、主题活动、影城自促
乡镇影院营销“各有妙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