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市场

中国电影报 CHINA FILM NEWS 2021.02.03
责编::姬政鹏 责校
责编
责校::张惠 美编
美编::李骁 E-mail:zgdyb
E-mail:zgdyb2004
2004@
@126
126.com
.com

2021 春节档前瞻：

“就地过年”倡议下看好传统票仓
7 部大片助力总票房有望超 70 亿
■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春节档不仅是全年“吸金效率”最高的档期，也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风向标。2021 年，有 7 部不同类型和风格的大片定档大年初一，陪观众过
年。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今年春节档的影片类型非常丰富多元，既有不同风格的比拼，也有相似卖点的竞技，可以满足不同观众
群体的多样化、个性化、精致化需求。
在春节期间“非必要不流动”的倡议下，考虑到因疫情防控需要，就地过年群众增加的新情况，多地影城从业人员都表示会做好疫情防控措
施，为观众春节观影保驾护航。截至 1 月 31 日 22 时 30 分，春节档预售总票房已达到 1.72 亿元。有业内人士估计，2021 年春节档票房有望达到
70 亿量级，一二线城市票房占比有望超过 60%。

◎“就地过年”成全民倡议
春节档一二线城市票房占比有望超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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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决定：
“两节”期间疫情
途风险、减少人员聚集、加强个人防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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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上海、宁夏、山东、河南、安徽、
湖北、河北等地也先后发出“春节期间非
必要不返乡”的倡议，鼓励企事业单位安
排弹性休假，
有条件的就地过年。
与此同时，各地的“返乡要求”也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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