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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

2022年春节档（1月 31日-2月 6日）票房达 60.35亿元，创下春节档

历史第二好成绩，观影人次1.14亿。

2月7日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2年春节档调查结果显示，春节档观

众满意度得分 85.3分，为 2015年开始调查以来同档期最高分。档期八

部新片满意度均进入“满意”区间，《长津湖之水门桥》以88.9分领衔，《奇

迹·笨小孩》、《狙击手》满意度超 85分，《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熊出没·
重返地球》超83分。

2月28日

2022年 2月，电影市场共吸引 2.15亿人走进影院观影，产出票房

103.57亿元，是中国电影产业化以来单月票房产出的季军。其中，国产

影片票房102.4亿元，市场占比98.87%。

12月1日

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

家、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副厂长、

国家一级编剧陆柱国因病于 12
月1日在京逝世，享年94岁。

12月

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表彰

决定，对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组织工作先进单

位和优秀作品进行表彰。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我

和我的父辈》获得“特别奖”，《守

岛人》、《奇迹·笨小孩》等12部电

影获得“优秀作品奖”。

12月18日

为期五天的 2022塞尔维亚

中国电影节于圆满落幕。本次

电影节是受国家电影局委托，中

国电影资料馆2022年在菲律宾、

泰国、马来西亚、阿根廷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举办的第 13个中国

电影节，也是全部活动的最后一

站。

12月18日-24日

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举办。为期八天的第四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包含了“金椰奖”

评奖、主题论坛、大师班、影片展

映、H！Action创投会等多项主

题活动。最终，《迷雾中的她》获

得“金椰奖”最佳影片奖。

12月30日

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

节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3
年1月2日在陕西西安举办。电

影节以“丝路通世界·光影耀长

安”为主题，设置七大主体单元，

推动丝路文化交流、民心相通、

文明互鉴。

12月31日

2022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

房为 300.67亿元，其中国产电影

票房为 255.11亿元，在总票房中

占比84.85%；全年城市院线观影

人次7.1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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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6日

金砖国家电影节展映在上海举办。展映期间，来自中国、南非、巴

西、俄罗斯、印度五个金砖国家的影片与中国影迷集中见面。

11月5日

2022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五届中国农民电影节开幕晚会在河南举办。

现场推荐了《第一书记》等十部2022乡村振兴主题电影和一家组织贡献单

位，授予肖桂云等影视文艺工作者“中国农民电影推广大使”称号。

11月10日-12日

2022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福建厦门举行。经过评选，《长津湖》

获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我和我的父辈》获评委会特别

奖。王玉梅、黄蜀芹、王好为被授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

10月

2022年国庆档（10月1日-7日），全国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14.96亿
元，吸引3611.84万人次走进影院观影。假期对市场的提振效应依旧显

著，“十一”当天，全国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2.67亿元，比前一日增长超过

200%。

10月16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电影

界各单位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职工收看了开幕会盛况，认真聆听习

近平总书记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随后，各单位积

极通过各种方式，围绕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传

播力影响力，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等内容，迅速

掀起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热潮。

10月28日

中宣部在京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宣传思想

战线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全力以赴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工作，在全党全社会迅速兴

起学习贯彻热潮。

9月

北京国际电影节·第29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举办。八项最受大学生欢迎

荣誉现场揭晓。《邓小平小道》获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影片荣誉，文牧野、徐克获最受

大学生欢迎年度导演荣誉，卢奇、宫哲分获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女演员荣誉。

8月13日-20日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

84岁的吴彦姝凭借《妈妈！》获得“天坛

奖”最佳女主角奖。电影节期间举办了

北京展映、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等九大

主体活动。

8月19日

詹姆斯·卡梅隆新片《阿凡达：水之

道》CINITY技术演示研讨会在京举行，

并在中影 CINITY实验室，播放了 4K、

3D、高帧率CINITY版本演示片段。迪

士尼与中影初步商定，中影 CINITY放

映系统将成为《阿凡达》全新重制版及

《阿凡达：水之道》国内大型庆典活动的

独家放映技术合作伙伴。

8月23日-28日

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如期举

行。《长津湖之水门桥》获“金鹿奖”最佳

影片奖，《穿过寒冬拥抱你》导演薛晓路

凭借此片获得了最佳导演奖，《你是我

的春天》获得评委会大奖。

8月31日

2022 年暑期档（6 月 1 日-8 月 31
日）以 91.35亿收官，较上年同期增长

23.8%，总观影人次为 2.34亿。其中国

产影片票房75.55亿元，占比82.7%。

7月

财政部网站发布关于下达 2022年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地方

资金预算的通知。2022 年预算数为

35500万元，已提前下达 32704万元，此

次下达数为2796万元。

7月30日

第 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

系列活动在湖北武汉落下帷幕，101名

大众评委以按表决器的方式当场投票，

评选出第 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各大奖

项：《长津湖》获得最佳影片奖，《你好，

李焕英》获得优秀影片奖。

7月

国家电影局下发开展 2022年电影

惠民消费季的通知。此次消费季的口号

为“爱电影·爱生活”，从四个方面的惠民

利企电影消费促进措施，主要包括：推动

更多新片大片加快上映，联合猫眼、淘票

票、抖音等电影票务平台发放共计 1亿

元观影消费券，挖掘农村电影消费潜力，

推动减税退税、社保费缓缴、房租减免、

用电阶段性优惠、营业中断类保险等助

企纾困政策在电影行业落地。

7月

国家电影局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在京签署关于促进观影消费

的框架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建设银行

将于今年年内投放共计 5000万元用于

直接补贴观众观影购票。

6月-7月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国家电影局发布《关于开展迎

接党的二十大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的通知》。展映展播活动

于7月1日正式开启，为期六个月。全国多地陆续开展喜迎党的

二十大主题电影展映活动，重点展映展播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优

秀电影作品。各地公益电影放映单位深入农村、城市社区、军

营、校园等场所，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展映活动。

6月23日

中国电影通携手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在北京开展“交行

钜惠暑期档 数字红包送不停”活动。活动于 6月 24日亮相

北京电影市场，一直持续到 2022年 8月 31日。

5月9日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于 5月 9
日在上海病逝，享年100岁。

5月17日

第 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中

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在电影节的电影

市场设置了中国电影联合展台并配套

举办了多场活动，展示中国电影 2021
年取得的难能可贵的恢复性成绩，同时

对内地优秀电影机构及部分优秀国产

影片进行了展示和宣介。

5月20日

由中国电影资料馆首次推出的《劳

工之爱情》系列数字藏品正式开售。5
月 20日 14时正式开售后，共 50000份

数字藏品在1分钟内便迅速售罄。

5月22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

表八十周年暨庆祝大众电影百花奖创

立六十周年特别节目开始播出。20余

位电影工作者共同讲述他们与百花奖

的难忘瞬间，分享其在电影创作中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经历。

4月3日

“二十二大影星”之一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金迪

于4月3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

4月21日

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著名导演黄蜀芹4月
21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3岁。

4月

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

布第九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名单。64家电影单位荣获“第九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

基层文化建设基层电影服务先进集体”称号。

3月1日

国家电影局等印发

《关于促进影视基地规范

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指出要准确把握影视基地

的产业定位，以服务影视

创作生产为核心，打造影

视精品力作。

3月4日

截至 3 月 4 日，《长津

湖之水门桥》票房突破 39
亿，《长津湖》系列两部电

影最终累计票房约 98.5亿

元，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成

绩最高的系列电影。《长津

湖之水门桥》最终票房为

40.67亿元。

3月25日

第十七届夏衍杯电影

剧本征集活动启动，旨在

进一步加强电影剧本创

作，发现和培养优秀编剧

人才，推动电影创作繁荣

发展。优秀电影剧本3部，

每部扶持人民币 20 万元

整；创意电影剧本 5部，每

部扶持人民币 10万元整。

成长电影剧本7部，每部扶

持人民币5万元整。

3月28日

由中宣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中国文联主

办的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

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表彰大

会在京举行，对 44名中青

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进

行了表彰。吴京、张译、黄

渤、张冀、刘江等五位电影

人获此殊荣。

3月29日

中国文联发布《中国

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

(修订稿)》。《公约》指出，中

国文艺工作者要坚持爱国

爱民、坚定文化自信、潜心

创作耕耘、追求德艺双馨、

倡导团结向上、引领社会

风尚。决不做不良风气的

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

坚决抵制偷逃税、涉“黄赌

毒”等违法违规、失德失范

行为，反对炫富竞奢、见利

忘义，摒弃畸形审美。

3月

美国电影协会发布

2021年影院和家庭娱乐市

场报告。2021年全球各地

区所有影片总票房为 213
亿美元。中国市场票房 73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

3月

国家电影局下发关于

从严抓好电影院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要求电影全

行业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从严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决策部署，全力做

好电影院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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