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电影报 2019.08.21
责编责编::林琳林琳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4

2000年 6月国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

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积极推行院线

制。2001年12月《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

的实施细则》（试行）的发布标志着以院线制为

主的发行放映机制开始正式实行。2002年6月

1 日，全国 23 个省市的 30 条院线正式挂牌营

业，其中 11 条为跨省院线，19 条为省内院线。

到中国电影诞生100 周年的2005年底，全国共

建立36条院线，加入影院1243家，银幕数2668
块，其中新增影院55家，银幕数272块。

除了院线制的建立，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

还曾联合下发《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

实施细则》（试行），管理机构下决心打破陈旧的

按行政区域计划供片模式，以“院线为主的一级

发行模式”取代原有的“单一多层次发行模式”，

自上而下改革全国范围内的电影发行放映机

制。根据这些相关的电影政策，国内电影市场

的内部环境得到了较大改观，市场竞争格局初

步构建，新建和整合的院线企业在市场中形成

多元竞争态势。院线制的建立使得院线公司的

功能得到了扩展和深化，其既承担分销商的作

用，又承担旗下各电影院公司战略规划与整体

市场营销的功能。

2002年，全国票房 8.6亿，影院数 1023家，

银幕数 1843 块。2011 年，全国票房 131 亿，影

院数2803家，银幕数9266块。10年间，中国城

市电影市场迅速发展。

产业化伊始，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发布，民营

和社会资本乃至港资、外资开始被允许进入影

院市场，新建影院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仅

2004 年一年便新增影院 143 家，这一数字为

2003年的7倍。

2005 年-2009 年，在此时期电影市场稳步

发展，新增银幕数分别为327块、366块、493块、

570块和626块。这五年内，影院建设保持着相

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到 2009年底，全国影院数

已达1687家，银幕数突破4700块。影院建设的

另一次高潮出现在2010年，《阿凡达》、《唐山大

地震》、《让子弹飞》等影片的“爆发”让影院投资

者看到了电影产业的吸金能力，全年票房突破

百亿的成绩，使得当年新增影院数量达到 208
家，新增银幕突破 1500块，其中大部分为数字

影院。

2010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促进

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

城镇数字影院建设和改造任务将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精

神文明建设总体部署，同时对新建影院进行税

收优惠、补贴等多种奖励措施。这一利好政策

的颁布，让影院投资商加快了投资进程，影院建

设在连续几年高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爆发式”增

长，各地新建影院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仅

2011 年一年，全国新增影院 803 家，新增银幕

3030块，这两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前五年新增影

院、银幕数的总和。

随着全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电影影响力的

日益扩大、数字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等，影院建设

逐渐开始向中西部地区、二三线市场和中小城

市市场蔓延。广东大地院线在经历了 2007 年

在珠三角地区试水成功后，2008 年，又在浙江

的上虞、金华、上海郊区的地开了 7家影院，新

增21块银幕。当年，大地院线总票房为6100余

万。院线内年度票房超 300万的影院有 10家。

票房虽不能和大型城市影院相比，但可贵的是，

这些影院绝大多数在县级市和小城镇。

2009 年，在《关于深入推进电影改革发展

的若干措施》和《关于进一步规范数字电影发

行、放映和加强数字电影放映设备质量认定管

理工作的通知》等政策的带动下，刚刚成立的北

京九州中原数字电影院线和北京时代华夏今典

院线（如今的华夏联合电影院线）都瞄准了县级

市场。不仅如此，如万达院线、金逸院线等，也

在2009年先后加入二三线市场的竞争行列。

2011年 7月底，由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

共同主办的全国县级城市数字影院建设工作现

场会在河北唐山召开。此次会议主要任务是，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电影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学习推广河北省近年来数字影院

建设的经验，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强化措施，加

大力度，全面推动我国县级城市数字影院建设，

加快形成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电影放映体系，

确保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让人民群众共享

电影改革发展成果。确保到 2015 年全国实现

每个县级城市都建有数字电影放映场所，60%
的县级城市建有多厅影院，经济条件好的省份

力争在 2012 年年底之前实现县级城市数字电

影放映放映场所全覆盖。

在 2011 年全国新增的 3000 余块银幕中，

60%是建设在二三线城市、县级城市。在浙江

省，二三线城市票房已经超过中心城市票房。

而浙江时代、四川太平洋、浙江横店等院线也开

始发掘二三线市场潜力。在这段时间，二三线

城市以及县级城市影院的开发建设为接下来中

国电影进一步高速发展打下了关键性的基础。

与影院、银幕数相辅相成的是中国城市影

院票房的不断增长。从 2002 年全国票房 8.6
亿，短短 10 年间，2011 年全国票房已达 131
亿。这期间从2002年《英雄》开始，到2004年的

《十面埋伏》、《天下无贼》、《功夫》，再到2005 年

的《无极》，以及 2006 年的《霍元甲》、《夜宴》、

《墨攻》、《满城尽带黄金甲》等，这些大片以高投

资、名导演、全明星、大制作的新路子，重新点燃

了中国电影市场，让投资人看到了市场的潜力，

进而掀起了一轮影院建设的热潮。

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五”期间，国产大

片更加注重增强故事性和艺术感染力，更注重

满足国内观众需求，在取得高票房的同时，题材

类型不断丰富、整体口碑开始向好。如《集结

号》、《梅兰芳》、《叶问》、《非诚勿扰》、《建国大

业》、《唐山大地震》、《让子弹飞》、《画皮2》等。

这十年间，在头部影片的带领下，同样也

涌现出一批被观众津津乐道的中小投资影

片。这些影片把中国电影的类型题材进一步

推向多元化，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疯狂的石头》、《人在囧途》、《海洋天堂》、《观

音山》、《最爱》、《单身男女》、《杜拉拉升职

记》、《非常完美》、《疯狂的赛车》、《失恋 33
天》、《密室之不可告人》、《绣花鞋》、《桃姐》等

都获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和良好的口碑。

（下转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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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2 月 1 日国家广电总局颁布实

施新修订的《电影管理条例》规定，

国家允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

会组织以及个人投资建设、改造电

影院。国家允许以中外合资或者中

外合作的方式建设、改造电影院。

▶ 2002年
院线制全面施行，一系列政策

法规的发布，民营和社会资本乃至

港资、外资开始被允许进入影院市

场，新建影院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

展。从2002年《英雄》开始，一批片

以高投资、名导演、全明星、大制作

的大片，重新点燃了中国电影市场，

进而掀起了一轮影院建设的热潮。

在《英雄》上映之时，全国只有1500

多块有效银幕，而当《满城尽带黄金

甲》公映时，全国银幕数已翻了一番

还多。

▶ 2003年
《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

准入暂行规定》开始实施，鼓励境内

国有、非国有影视文化单位（外资除

外）以参股、控股形式投资现有院线

公司或单独组建院线公司，并列出

了具体的资金投入要求。

▶ 2004年
《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要

求外商不得设立独资电影院，不得

组建电影院线公司。中外合资电影

院，合营中方在注册资本中的投资

比例不得低于 51%；对全国试点城

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武

汉、南京市中外合资电影院，合营外

方在注册资本中的投资比例最高不

得超过75%。自2004年1月1日起，

允许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

以合资、合作的形式建设、改造及经

营电影院。允许香港、澳门服务提

供者拥有多数股权，但不得超过

75%。

▶ 2004年
国家广电总局下发的《关于加

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

出，要推进城镇多厅影院的改建，努

力搞活影院放映市场，开发多样化的

流动放映市场，扩大城乡放映规模，

并采取贷款贴息或补助政策扶持城

镇电影院改建；培育数字电影市场，

利用高新技术搭建新的制作、传输、

放映平台，培育新的市场增长点。

▶ 2005年
《＜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

＞的补充规定》允许香港、澳门服务

提供者在内地以合资、合作或独资

的形式建设、改造及经营电影院。

▶ 2005年
《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

干意见》提出，在中方控股 51％ 以

上或中方占有主导地位的条件下，

允许外商以合资、合作的方式设立

和经营演出场所、电影院、演出经纪

机构、电影技术等企业，参与国有书

报 刊 音 像 制 品 发 行 企 业 股 份 制

改造。

▶ 2006年
《＜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

＞补充规定二》允许香港、澳门服务

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独资公司，在

多个地点新建或改建多间电影院，

经营电影放映业务。

▶ 2008年
3D 立体影片《地心历险记》在

全国139家3D立体影院放映，成为

内地市场首部上映的3D电影，受到

观众广泛欢迎。

▶ 2010年
《阿凡达》引发的3D 观影热潮，

使我国3D 银幕数在2010年底达到

2400块。同时，该片的上映也促进

了巨幕在国内的迅速发展。

▶ 2010年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促

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提出，要进一步深化院线制改革，

大力发展跨区域规模院线、特色院

线和数字院线。积极探索院线经营

规律、营销方式和管理经验，加强全

国电影放映票务系统建设和管理，

不断提高影院经营服务水平。

▶ 2011年
全国县级城市数字影院建设工作

现场会提出，加快县级城市数字影院

建设，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满足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一项重要任务，

党中央、国务院已将这项工作列入国

家“十二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 2012年
中国在每年引进 20 部进口分

账电影配额的基础上增加 14 部以

3D 或 IMAX 格式为主的影片。全

国银幕突破 1 万块，基本完成数字

化放映。

▶ 2016年
全国银幕已超过 4 万块，达

41179块，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 2016年
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联合多家电影及文

化传播公司共同发起的全国艺术电

影放映联盟启动。

▶ 2017年
《战狼 2》56.8 亿票房、1.6 亿多

人次，创造产业化以来中国内地市

场中外影片单片票房纪录。

▶ 2018年
《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 促进电

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提出，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

导向，深化电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健全现代电影产业体系和市场体

系，加强电影院建设的统筹规划和

分类指导，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有效

激发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构建覆

盖全面、分布合理、设施先进、惠及

城乡的电影院建设发展格局，形成

统一开放、管理科学、竞争有序、充

满活力的电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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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电影业开始复苏，

电影发行放映业得到重整，但是依旧沿用苏联模

式，恢复了旧的发行放映体制，中影公司重新管理

了影片节目和拷贝供应，维系着中央垂直的电影

发行放映网。这段恢复时期，有关中国电影发行

放映体制的调整主要是围绕着调和制片、发行、放

映三方之间利益矛盾和观众人数下降而展开。

1979年8月1日，国务院颁布《关于改革电影

发行放映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即198号文件），

这一文件明确恢复了旧有的电影发行放映网，确

定了中影公司的领导管理地位。在财务管理上，

要求加强集中统一和扩大省、市、自治区的财权；

调整了发行收入分成比例，影片发行收入的 70%
交给中影公司，30%分配给省、市、自治区公司，地

方分成比例明显提高，并在地方公司实施利润留

成办法，即地方电影发行放映单位的利润，20%用

于上缴财政，80%用于发行放映的基金（此政策为

“二八”政策），这保证了电影发行放映事业的建设

和发展。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银行贷款建影院，

随后利用影院营业额在5 年内还清贷款本息。发

行放映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政策上的资金援助。

全国放映单位从1979年12万多个发展到1982年

的14余万个，完善了电影的放映渠道。

1979年作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起始之年，观

众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 293亿人次，平均每天的

电影观众达8000万人次。这一年中，发行放映总

收入为12亿多元。

1979 年起，电影产量呈稳定增长的态势，

1979 年为 56 部，到 1981 年以后，持续年产量达

100部以上。但是，随着录像业和电视的发展，电

影观众开始被分流。

从 1984年开始，有关电影体制改革，特别是

发行体制改革的讨论多了起来。1984年，电影业

按照国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被规定为企业性质，

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缴纳税收。同时，1985年国

家允许一部分地区对影片票价实行浮动，缓和电

影收入下降的情况。

根据广电部 1987 年（975）号文件，实施了新

的发行办法，即放开制片厂和中影公司拷贝结算

的上下限，提供了代理发行、一次性买断和按比例

分成等多种结算手段，但是1989年又恢复到按拷

贝结算，拷贝单价增长了1500元。在影院建设方

面，进行影院改造并向着多种经营模式转化。

1981年，一部名为《白蛇传》的戏曲电影成为

了中国电影拷贝最多的“霸主”。仅文化部 1984
年的统计，就有 7亿人次观看了这部影片。在上

世纪80年，《喜盈门》也是一部不得不提的现象级

影片。该片全国观众达5.7亿人次。《神秘的大佛》

观众人次也达4.8亿，发行收入1179万。

到了1990年，中国电影的发行收入首次突破

10亿元大关。在1990年，全国14.5万余个放映单

位，共放映电影 2800多万场，观众 162亿人次，票

房收入达 22.2亿元，其中发行获得的收入为 10.5
亿元。这一成绩和 1989 年比，发行收入增加了

7.6%，这也是 1986 年来连续 5 年发行收入增长，

而突破10亿大关的成绩也刷新了历史纪录。

到1991年，全国献礼影片展映活动广发展开，

加之全国普遍提高了电影票价，电影放映总收入达

23.6亿元，发行收入达10.99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1994年，中国电影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

和发展。该年1月，广电部、电影局授权中影公司

每年引进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

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以分账方式由中

影公司在国内发行。这也就是“大片”最初的由

来。同年 11 月，中影公司第一部进口分账影片

《亡命天涯》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六大城市率先公

映，并以2500万的票房创造了进口大片的票房奇

迹。1995 年，成龙主演的《红番区》更是取得了

9500万元的票房。“分账发行”方式在促使电影市

场复苏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市场格局。

电影观众在电影公司与影院配合默契和强大的宣

传攻势下，走进了久违的影院，整个电影行业，尤

其是电影院，开始再度升温。

经过几轮发行模式的改革后，1995 年起，按

行政区设立的中国各省份电影发行公司的以区域

划分为垄断的计划经济发行放映模式，被国内电

影制片厂直接面向各省市电影发行公司发行销售

自己生产的电影的模式取代，这样的改革使中国

城市放映市场出现了竞争萌芽。1996年，上海出

现了中国院线制最早的雏形。

◎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世纪之交
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中国城市电影市场曲折发展

（上接第3版）

◎新世纪迈向产业化发展方向
中国电影院线制改革开启中国电影的首个黄金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