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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票房突破150亿元，吸引4亿人次观影

10月市场成绩亮眼 贺岁档获高期待值

据初步统计，从 7月 20日全国

影院复工到9月30日，全国影院共

产出票房 60.49 亿元，相比去年同

期的 136.92 亿元，市场恢复至近

44.18%。进入 10 月后，在国庆档

期《我和我的家乡》、《夺冠》、《一点

就到家》等主旋律影片和《姜子牙》

等的助推下，中国电影市场在10月

1日至 7日共产出票房 36.52亿元，

档期内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82%。

截至10月底，据国家电影专资

办的数据显示，在中国电影市场影

院放映还需遵循上座率不超过

75%防疫规范的前提下，2020年10
月全国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 63.51
亿元，共吸引 1.65 亿人次观影，不

仅票房产出远超 2017年和 2018年

同期，也追近 2019 年 10 月同期的

83.16 亿元，其单月票房和观影人

次还创造了今年全球单一市场的

新纪录。

与此同时，来自灯塔专业版的

信息显示，自7月20日复工至10月

底，全国影院上座率从月均6.4%升

至 14.1%，也逐步恢复往年正常水

平（2019 年 10 月影院上座率为

16.9%）。

不仅如此，在 10 月中下旬，各

大影视板块的上市公司也纷纷公

布了其第三季度财报，根据财报中

披露的信息显示，虽然大部分影视

企业在第三季度还是处于亏损状

态，但相对于第二季度来说，情况

已经出现好转。

其中，中国电影、上海电影、横

店影视、金逸影视等头部企业的亏

损程度相较今年的第一、二季度已

经出现较大幅度收窄，光线传媒和

华策影视在第三季度已经实现盈

利。

值得一提的是，在 11月 5日召

开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

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 2020 年第

159 次发审委会议上，博纳影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发获通过。这

是今年过会的第 283 家企业(不含

科创板)。
8月 24日，博纳影业向中国证

监会递交招股书，计划募集资金

14.25 亿元，主要用于博纳电影项

目及电影院项目。博纳影业在招

股书（申报稿）中表示，受疫情影响

以及其他风险叠加发生的情况下，

将有可能导致公司上市当年营业

利润较上年下滑50%以上。

根据 2019 年 3 月证监会发行

监管部发布的《首发业务若干问题

解答》有关条例显示，过会企业过

会后的最近一期经营业绩与上年

同期相比下滑幅度超过50％，或预

计下一报告期业绩数据下滑幅度

将超过 50％的，基于谨慎稳妥原

则，监管层将暂不予安排核准发行

事项。

对此，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传

媒行业研究员苗瑜告诉记者，以前

也有不少业绩下滑可以过会的案

例，博纳影业此次过会应该是考虑

到了疫情的影响，不属于永久性业

务变化，“发审委更关注的是持续

经营能力，而不是简单看近几年利

润是不是都增加。”

市场专家罗天文也向记者表

示：2016 年以来，国家对于影视企

业的上市审批是很严格的，2017年

全年成功登陆A股的438家企业中

仅有 3家影视公司，2018年成功上

市的105家企业里没有一家影视公

司，2019 年，印纪传媒甚至被深交

所强制退市。而在今年 3 月 1 日，

新证券法正式施行，全面注册制开

始实行之后，资本市场投资生态进

一步优化，多个影视企业也开始努

力抓住政策红利，纷纷递表申请上

市。“博纳影业这次成功过会，一方

面表现了新冠疫情后从国家层面

对于电影产业的信心，另一方面，

体现出了资本市场吸纳电影企业

的信心和积极态度。”

资本市场对于电影行业的信心

和积极态度不仅体现在博纳影业过

会上，各大证券公司在研报中也纷

纷看好影视板块或电影企业。

民生证券研报认为，中长期电

影市场恢复及银幕增速下滑将驱

动单银幕产出在2021年产生变化，

而疫情后头部影投公司市占率提

升将进一步利好头部影投公司；万

联证券研报指出，国庆档票房验证

疫情后修复力度，随后多部影片宣

布定档显示市场信心恢复，盈利修

复叠加院线供给侧改善，可关注逢

低布局机会。

11月 1日，广发证券上调万达

电影评级，评级由“增持”调整为

“买入”，该研报表示：10 月以来观

影需求明显回暖，叠加非票业务恢

复经营，第四季度有望转盈。从半

年维度来看，春节大档期叠加市占

提升，万达票房有望实现低基数下

的高增长，“唐探 3”也会有效支撑

上半年的业绩表现，影视和院线业

务有望迎来双重拐点。此外，公司

的定增项目正在顺利推进，落地后

将有效缓解现金流压力，降低财务

负担。

中原证券关注中国电影和万

达电影，研报中表示两家公司三季

度业绩环比改善明显，亏损收窄，

四季度预计进一步改善；天风证券

研报则看好动画板块，研报表示，

疫情后玩具婴童业务底部修复，影

视《贝肯熊》、《萌鸡小队》、《喜羊

羊》、《超级飞侠》新系列动画等将

带来新的增长，关注底部复苏。

近6年11月份中国市场部分进口大片票房产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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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007：幽灵党

火星救援

奇异博士

神奇动物在哪里

雷神3：诸神黄昏

正义联盟

毒液：致命守护者

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

冰雪奇缘2
终结者：黑暗命运

单月票房产出
（单位：亿元）

5.35
3.35
7.49
3.70
7.42
5.98

17.48
3.78
5.70
3.51

当月票房占比

20.10%
12.60%
29.40%
14.50%
25.70%
20.70%
46.70%
10.10%
15.80%
9.70%

从7月20日影院复工起，中国电影市场进入逐步恢复阶段，截至10月底，全国影院上座率从月均6.4%升至14.1%，逐步恢复往年正常水平（2019年
10月影院上座率为16.9%）。再加上国庆档期《我和我的家乡》、《夺冠》、《一点就到家》以及《金刚川》等影片的优异表现，影视公司在资本市场上也受到越

来越多的青睐。据国家电影专资办的数据显示，在中国电影市场影院放映还需遵循上座率不超过75%防疫规范的前提下，2020年10月全国电影市场共

产出票房63.51亿元，共吸引1.65亿人次观影，不仅票房产出远超2017年和2018年同期，也追近2019年10月同期的83.16亿元，其单月票房和观影人次

还创造了今年全球单一市场的新纪录。

到了11月，由于海外疫情影响，好莱坞影片纷纷撤档，导致电影市场上缺乏足够体量的大片支撑，在采访中从业者们纷纷表示，期待有国产影片能

“引爆市场”。不过截至11月7日，今年全国票房累计突破150亿元，吸引4亿多观众观影，创造疫情阴影下全球市场的最佳业绩。

就目前的影片定档情况来看，12月影片数量多、质量高、布局合理，不管从总体质量还是从数量上来讲都完胜11月，而且12月初、圣诞档乃至跨年档

都有主打影片，布局较为合理，再加上今年贺岁档，大多都为喜剧类、合家欢或温暖治愈系，比较适合今年的特殊情况以及年底辞旧迎新的氛围。有院线

人士认为，观众经过国庆档期的观影潮之后，在11月休整一下，12月又会走进影院狂欢一轮。

10月28日至11月2日，第二

十届全国院线国产影片推介会

在横店举行。会上，《侍神令》、

《你好，李焕英》、《熊出没·狂野

大陆》等多部影片定档2021年春

节。截至发稿时，2021年春节档

已经有《唐人街探案3》、《紧急救

援》、《刺杀小说家》、《人潮汹

涌》、《新神榜：哪吒重生》、《熊出

没：狂野大陆》、《你好，李焕英》、

《侍神令》等 8 部作品，克服了疫

情的影响，业内已经开始期待又

一个“史上最强春节档”。

但在记者的采访中，来自院

线和影院的从业者表示，对于春

节档他们从不担心，而且现在期

待春节档也显得遥远了些，相比

之下，目前影院有更为现实的问

题需要面对，那就是怎么坚持到

春节档：在接下来的11月有多少

部影片上映？有多少部新片？

新片中又有多少部能够带热大

盘？

数据显示，11月前八天产出

票房 5.2亿元，在记者的采访中，

“没片可放”和“等米下锅”成为

影院从业者们提及较多的词汇，

“现在市场的大盘还在靠《金刚

川》支撑，《我和我的家乡》、《一

点就到家》、《夺冠》等国庆档上

映的影片还屡屡出现在当日票

房的前五名里，而上映新片中国

产片《风平浪静》以及进口片《未

来的未来》和《光》本身都属于文

艺片，受众面相对较窄，《数码宝

贝：最后的进化》上映 10 天收获

1.1亿元票房其实也在预期之内，

目前的问题就是市场太空，需要

一两部大片来撑场面。”

其实在历史上，11月就是一

年当中票房产出相对较少的月

份。从近 5年的数据来看，11月

票房产出在全年的月度市场排

名中都在第九名以后。

究其原因，一方面北美市场

的11月初是漫威大片上映的“固

定档期”，其他好莱坞大片也会

选择在此之后于院线市场上映，

因此国内也会和全球市场同步

上映几部好莱坞大片，11月市场

主要依靠好莱坞的超级英雄大

片和同步上映感恩节档期的迪

士尼合家欢影片。与此同时，国

内各位片方和发行方考虑到自

家影片上映后的放映空间和市

场收益，往往会选择避其锋芒。

另一方面，11月没有法定假

期，自然也没有带假档期，国内

片方和发行方在这种情况下往

往会把资源和精力集中在 12 月

中旬开启的贺岁档、12月下旬的

圣诞节档期、跨年的元旦档，甚

至是来年春节档上映的影片上，

11 月上映的国产影片基本上以

中小成本影片和文艺片为主。

但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

好莱坞全球分账大片纷纷推迟

上映。在目前定档的影片中，11
月有48部影片上映，其中包括11
部进口片，除了前文提到的《未

来的未来》和《光》两部批片外，

还有《地狱男爵：血皇后崛起》、

《达琳达》、《汪汪队立大功之超能

救援》、《翱翔雄心》、《热气球飞行

家》、《末日逃生》、《海兽之子》等7
部批片以及《野性的呼唤》、《疯狂

原始人2》两部分账片。

批片往往是已经在全球其

他电影市场上完成上映或已在

流媒体平台上线的影片，观众通

过互联网等其他渠道已经看过，

缺乏足够的市场吸引力，而定档

11月13日的迪士尼分账片《野性

的呼唤》虽说改编自经典文学作

品，但受限于故事题材，在记者

采访中多位市场人士都不看好

该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表现。

（下转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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