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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国电影行

业经历了一段极其困难时刻。随着

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中国电影市场也在全球各大电

影市场中率先复苏、持续回暖，2020
年中国电影票房达到 204.17 亿元，放

映场次 5623 万场，城市院线观影人次

达 5.48 亿，成为全球电影票房恢复最

快的市场。

江苏省电影业认真贯彻落实中

宣部、国家电影局和省委省政府工

作部署，多方联动助力电影企业纾

困解难，多措并举促进电影市场回

暖复苏。

2020 年 ，江 苏 全 省 票 房 18.36 亿

元，全国占比 9%，连续八年位居全国

第二位；放映场次 518.39 万场、观影

人次 5142.12 万。江苏幸福蓝海院线

2020 年票房 7.94 亿元，继续位居全国

院线排行第 9 名，苏州市、南京市分

列全国城市票房排行第 10、11 名，南

京新街口影城以 1821 万元的年票房

跃居全国影院票房排名第二位。

《2020年江苏电影市场报告》发布

年票房18.36亿元
13个设区市全部进入全国百强

■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

江苏自 2020 年 7 月 20 日影院复业

以来，目前全省约有 50余家影院仍未复

业。造成影院停业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原因：一是大部分停业影院是国内影院

投资热潮时进入市场，当时签下的物业

租金普遍较高，基本处于连年亏损状

态，疫情冲击下更是雪上加霜；二是部

分老旧小影院本身设施陈旧、人力成本

高、票房低，无力改造升级，因疫情影响

产生优胜劣汰；三是由于局部市场竞争

加剧造成正常出清；四是部分汽车影院

因业态不符合本土消费习惯而难以为

继。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2020年江苏新

建影院数远超过停业数，2020 年江苏新

增影院达 111家，新增银幕 631块。其中

幸福蓝海新建影院 32 家，投资额达 2.37
亿元；万达院线 2020 年新建 68 家影院，

其中 9家在江苏，两家是乡镇影院，投资

额1.32亿元，2021年还计划新开10家；新

城集团旗下的星轶影管公司在苏新建 9
家影院，投资额1.12亿元，2021年计划新

建 8 家；苏宁影管公司在苏新建 3 家，投

资额 4900万元；外资影管公司希界维和

卢米埃也分别在江苏新建投资额在2000
万元以上的高品质 IMAX影院。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江苏省乡镇

影院同样取得亮眼的成绩。数据显示，

2020 年江苏省乡镇影院票房 3.05 亿元，

占全省票房 16.6%；放映场次 116.91 万

场，占全省场次 22.6%；观影人次 876.97
万，占全省人次 17.1%。

分析指出，江苏作为票仓省份，市

场环境好、潜力大，尤其是 2020 年面对

疫情给电影行业带来的冲击，江苏统筹

疫情防控和电影复工复产，出台“苏影

十条”政策措施，推出“苏影保”专项金

融服务，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有了政策扶持与金融助力，电影企业对

江苏电影市场充满信心，投资没有“离

场”，江苏电影市场仍处于持续繁荣发

展的良好态势。

从全国范围看，由于影院停摆长达

半年，加之 30%、50%、75%的阶段性排

座限制，大部分省份票房相比 2019 年

均有所下降。数据显示，全国票房前

10 省份票房总量占比同比下降 1.6%。

2020 年，全国票房前三名仍是广东、江

苏、浙江，分别为 25.93 亿、18.36 亿、

14.91 亿元。

数据显示，2019 年江苏票房是广东

票 房 的 67% ，2020 年 则 上 升 到 了

70.8%，差距略有收窄。江苏省平均票

价在全国票房前六省份中仅比西部省

份四川略高，比广东、浙江分别低 3.06
和 1.09 元。

从江苏省内范围看，往年较为稳定

的各设区市排名略有变化，南京缩小了

与苏州的差距，南通排名被常州超过，

徐州、淮安、宿迁、连云港苏北 4 市省内

份额增长明显。究其原因，一是 2020
年票房最高的前 10 部影片全部是国产

片，进口片数量较少且整体表现不佳，

造成一二线城市整体市场份额萎缩，三

四线城市份额上升明显；二是苏北地区

因影院数量少、市场空白点多，具备市

场潜力大的后发优势，尤其是新建的高

品质影院容易带来显著票房增长效应。

2020 年，江苏全省票房前六名影

院中有三家来自苏北的徐州和淮安，

而 2019 年前十名中仅有一家来自苏

北。江苏 13 个设区市的全国排名也

体现了江苏“散是满天星、聚是苏大

强”的特点，13 个设区市全部进入票房

全国百强。

◎危机中育新机，疫情冲击下江苏电影市场展现强大韧性

◎投资并未离场，政策驱动下江苏电影正开拓新局

2021 年是建党 100 周年，也是

“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确保电

影市场开好头、起好步，不仅关系到

今年的江苏电影事业发展目标顺利

实现，也为实现江苏省电影“十四

五”行动计划和电影强省建设目标

奠定坚实基础。

2021 年元旦档期三天时间江苏

电影市场实现“开门红”，票房达

1.25 亿元，同比增长 185%，全国份

额占比达 9.47%。但当前防疫形势

依然严峻，给 2021 年江苏电影市场

工作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和挑战，要

强化“两争一前列”使命担当，切实

采取更多创新举措推动江苏电影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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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江苏省拟开展全省电

影市场规范年活动。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对各类电影行政审批

和行政许可事项进行梳理，加强基

层电影主管部门能力建设，进一步

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办事时限，强

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效能，以简

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指导成立

省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建立行业

“黑名单”制度，加强与执法部门联

动配合，完善突击性整治与常态化

管理相结合的电影市场执法机制，

依托协会组织开展影院“偷漏瞒

报”票房专项整治行动、零票房“僵

尸影院”清理行动、点播放映市场

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和影院消防安

全专项整治“回头看”行动等，把专

项治理与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

合，着力创造公平规范的行业竞争

环境，推动全省电影市场管理向规

范化精细化转变。

江苏省主动适应消费环境变

化，洞察消费者消费需求，做好电

影观众群体细分，鼓励各院线、影

管公司和影院打破思维定势和相

关套路，大胆尝试信息化条件下开

展工作的新载体新路数，充分利用

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科技手段，

对电影市场各要素进行数据沉淀

和系统分析，针对不同年龄、性别、

偏好的观众进行精准内容投放和

宣发营销。创新电影营销模式，加

快市场回暖复苏，继续会同省总工

会等部门开展工会会员观影活动，

继续将观看主旋律影片纳入基层

党员冬训，推动各地通过发放消费

券、票价补贴等形式，将观影纳入

各类文化惠民活动，扩大规模，提

高观影人次，营造浓厚观影氛围。

江苏省将整合相关资源，打造

“光影江苏”全媒体宣传推介平台，

提升江苏电影影响力，树立苏影形

象。充分发挥电影教化功能，坚持

以活动为载体，实现经济效益与社

会效益双丰收。围绕重大主题重

要节点积极开展好各类电影活动，

重点围绕建党一百周年，在全省组

织开展建党百年农村公益电影展

映活动和“四史”电影课活动，组织

指导院线影院围绕重要档期和重

点影片，积极开展各类影展和宣发

营销活动，发挥好主旋律影片的教

育、引导和激励作用。

只有做强电影市场主体，电影市

场发展才能焕发强劲动力与活力。

江苏省将引导城市院线集约化发展，

加大省域发行放映资源整合，鼓励在

苏院线开展并购重组，推动资产联结

型院线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扭转省内

院线多而不精局面。

同时，引导特色院线多元化发

展，积极发展农村院线、校园院线，鼓

励支持更多影院加盟人民院线和全

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形成特色化、

多元化院线放映格局。

江苏省还将引导点播院线规范

化发展，支持指导竞争力强的省内文

化企业开展跨省点播院线工作，加快

省内点播院线建设和点播影院布

点。并引导影院建设精品化发展，优

化影院布局，加快影院建设结构性调

整，提高下一代数字影院覆盖率。开

展影院星级评定，推出一批优质影院

和特色影院。

当前国外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国内局部地区也时有散发病例，

影院是人员密集场所，特别是春节

期间即将迎来最大客流量，江苏省

将持续加强疫情防控作为电影市场

管理工作第一要务，坚持可知可控、

精准防控，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压紧压实责任，以“守得住”

实现“放得开”。继续开展智慧影院

试点，提高影院智能化服务水平，营

造安全观影环境。

▶ 优化服务监管 推进市场有序发展

▶ 筑牢安全防线 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 深化改革创新 做大做强市场主体

▶ 加强宣发推介 充分发挥阵地作用

▶ 拉动电影消费 加快市场回暖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