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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数字电影每周市场点评

数据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了解更多详情，请登陆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宣传网站：www.dmcc.gov.cn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益影片放映场次订购一览表

（2019年8月12日-2019年8月16日订购场次前20名）

周排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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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本周订购50581场，2019年累计167万2504场，总累计5769万7976场
数据来源于中影新农村发行有限公司

院线

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新农村数字院线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福建省中兴农村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唐山益众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南充市天益农村数字院线有限公司

德阳市天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衡水春雨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宁夏广播影视服务中心

乐山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黄冈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茂名市荔盛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新疆和田地区农村电影放映服务管理中心

临汾新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广西八桂同映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菏泽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济南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本周场次

8294
3763
3014
1645
1597
1363
1320
1230
1226
1224
1158
1131
1108
1103
1070
999
997
927
877
856

年累计

57861
5229
4927

17985
9629

48043
20120
15834
1280

24599
16951
18987
3205

37355
15559
15087
43341
14927
4330

75616

总累计

438585
324792
32780

1000900
109577

1466706
478586
107454
302665
339457
202472
539400
31892

1717649
164624
200446
915834
294284
304007

2898910

2019年8月10日到2019年8月16日故事片场次排行（周订购场次前20名）

片名

《红海行动》

《女婿》（戏曲 豫剧）

《飞天小魔女》

《血战湘江》

《中国蓝盔》

《神勇投弹手2》
《奇葩胖嫂》

《战士》

《流浪地球》

《黄金战士》

《我不是药神》

《港珠澳大桥》

《惊天动地》

《天下父母》

《梨乡妹子》（戏曲 豫剧）

《功夫双雄》

《最后一公里》

《勇士》

《幸福俏冤家》

《白蛇之恋》

2019年8月10日到2019年8月16日科教片场次排行（周订购场次前10名）

片名

《青少年暑假安全常识》

《家庭节水常识》

《防止老人意外摔倒》

《手足口病防治常识》

《过度使用手机十大危害》

《现代农村生活环境治理》

《环保小故事》

《农村消防安全故事》

《交通安全小故事》

《不当小“烟民”》

本周数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影片累计22万2931场，总累计1亿0257万1116场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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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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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订购时间

2018年05月16日

2019年06月14日

2018年11月28日

2018年01月01日

2018年12月25日

2019年03月06日

2019年04月30日

2019年05月08日

2019年08月01日

2019年01月23日

2019年07月09日

2019年06月27日

2009年12月04日

2018年06月27日

2019年05月31日

2019年03月06日

2018年11月16日

2016年11月21日

2019年03月15日

2019年05月23日

起始订购时间

2017年05月26日

2018年09月21日

2018年01月02日

2016年02月24日

2019年07月05日

2014年03月05日

2018年02月02日

2018年02月02日

2018年02月02日

2017年11月08日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农村已

成立数字院线 330 条。本周有 160
多条院线订购了近 1400 部影片,共
计22余万场。

截至 2019年 8月 16日，数字电

影交易服务平台显示共有可订购影

片约3800部，其中2018年以来出品

的影片 340 余部。本周新增影片 7
部，全部为故事片。

《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

订购再度攀升

故事片方面，本周订购排行榜

上的订购热门仍然是《我不是药

神》、《流浪地球》2 部影片，不但订

购院线均有 40 余条，订购场次也

都跻身前十五名，其中《流浪地球》

上线两周强势晋升至第九名。

此外，《女婿》（戏曲 豫剧）、

《白蛇之恋》等戏曲电影也比较受

欢迎，其中越剧电影《白蛇之恋》经

过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微信公

众号推荐后，近期表现十分亮眼。

该片融入了电影特技和现代元素，

又保留了越剧的柔美和诗化元素，

再现了白素贞和许仙的曲折爱情

故事。

除了《白蛇之恋》，数字电影交

易服务平台还有《唐琬与陆游》、

《李三娘》、《五女拜寿》等越剧电影

可供订购，欢迎更多院线和放映员

关注，为喜爱越剧艺术的观众们放

映更多优秀影片。

科教片方面，环保题材影片本

周也保持着较为突出的成绩，《家

庭节水常识》、《现代农村生活环境

治理》、《环保小故事》等影片都排

名在订购榜单前列。

新片方面，本周有 1 部城市票

房过亿影片登陆市场，即由著名相

声演员于谦主演的校园题材影片

《老师·好》。该片再现了 20 世纪

八十年代的师生百态及纯真情感，

在城市影院上映时收获了 3 亿多

票房，希望该片也能为广大农村观

众带去欢笑与感动。

陕西榆林开展“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千场惠民电影进基层主题放映活动

本周全国有 30 个省市参与订

购：9 条院线订片超百部，山东新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

影片最多；3 条院线订购超万场，

张家口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订购场次夺冠。

为了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委宣传

部决定从 2019 年 7 月至 10 月开展

“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主题放映活动，因此近期榆

林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的订购情况较为活跃，本周更是获

得了订购场次第五名的成绩。

榆林此次开展的放映活动将

结合宣传“辉煌中国”、“小康中国”

两大主题，以热映的优秀国产主旋

律影片为重点，通过送电影进基层

的方式，搭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群众的参与性、互动性平台，

计划到 10 月底完成 1000 余场“我

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公益电影进农村、社区、广场、

校园、企业的主题放映活动。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村数

字电影中心本周订购了 50 余部影

片，以满足辖属各县组织开展放

映活动。美姑县组织了“劝返复

学”暑期集中学习班电影展映活

动，金阳县通过在电影放映之前

发放传单、播放彝汉双语广播和

放映移风易俗宣传教育科教片

《婚丧嫁娶树新风》来教育群众遏

制婚丧事宜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

之风，会理县开展了党风廉政社

会评价云服务平台网络调查电影

宣传活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首届中国高校影视新星海选将在辽宁举办

本报讯 由英国沃克泰托影片公司

出品的喜剧电影《昨日奇迹》正在全国

上映，怀才不遇的歌手杰克对音乐的

热爱和在执着追梦途中引发的独特笑

料赢得了观众的超高好评，而对披头

士的致敬以及约翰·列侬在大银幕上

的惊喜“重生”，更是狂戳泪点。

《昨日奇迹》突破一般音乐电影

的纪录片形式，凭借新颖的“全世界

忘记披头士”的设定、小人物爆笑另

类的追梦之路疯狂圈粉。影片上映

后，观众们纷纷化身“自来水”推荐观

影，大赞影片中“英式自嘲的幽默很

有趣”。正如近日发布的片段，毒舌

经纪人黛博拉的“你会赚一大笔钱，

我们会拿走一大部分”、“你可以好好

打扮一下吗？”等官方吐槽可谓笑料

百出。还有观众盛赞影片“用新方式

潜入披头士的音乐世界，经典的发光

与现代的曲解，有满满的趣味”。

在有趣设定引发的爆笑之余，影

片也赚足了观众眼泪，不管是依然记

得披头士的歌迷对杰克说“谢谢你还

记得”，还是影片中隐藏着的“重磅彩

蛋”——平行时空下没有做歌手、幸

福老去的约翰·列侬，都让人热泪盈

眶。披头士的歌迷们纷纷难掩感动：

“ 杰克对 78 岁的列侬说‘你活到了

78 岁’又好笑又让人泪目。”而列侬的

出现也无异于为影片注入了一种真

实的披头士灵魂，让人不由得感叹

“约翰·列侬如果真能活到现在，该多

好啊！” （杜思梦）

本报讯 首届中国高校影视新星

海选暨中国电影新闻网校园形象大

使选拔赛启动仪式将在辽宁举办。

本次大赛将由多家政府机构行业协

会以及影视公司联合主办。大赛将

于 9 月中旬在辽宁启动。

本活动目的为有志于从事影视娱

乐行业的青年人提供一个广阔平

台。大赛将选出冠亚季三名，前十名

有机会免费得到星路学院专业培训，

签约知名影视公司机会，和影视明星

零距离接触交流，选拔赛前五十名会

有机会参与到影视剧拍摄。本次大

赛评委会将由多名著名影视剧演员、

导演、编剧组成，在启动仪式上都将

揭晓。

大赛通过线上结合线下的形式呈

现，达到全覆盖宣传，启动仪式上还

将发布中国高校影视联盟成立，联盟

为高校的影视爱好者搭建一个学习

交流的圈子，届时多家高校影视专业

老师和同学将齐聚一堂，共同打造一

个属于大学生自己的影视行业交流

平台。

中国电影新闻网负责人刘欣表示

有两部院线电影和三部网络大电影

将在本次大赛中选拔出优秀的参赛

选手作为演员，希望青年影视人才珍

惜本次机会，拿到好的名次。

星路学院副院长董欢表示，本次

大赛学院将提供影视导演、演员、编

剧方面专业人士为报名者特供指导

和点评，希望能选拔出一批真正有梦

想、有才华的影视行业人才，学院还

将为优秀的参赛者提供行业内就业

机会和影视剧的参演机会。 （林琳）

本报讯 受奥斯卡院线邀请，《保

持沉默》导演周可、主演孙睿日前现

身郑州奥斯卡硅谷影城、洛阳奥斯卡

新都汇影城出席映后见面会，围绕影

片所探讨的亲子关系、原生家庭教育

等社会问题，与媒体记者及广大观众

进行了深入交流。

周可表示，《保持沉默》的创作灵

感源自两则关于“家庭中错位的爱”

的社会新闻，她希望观众通过这部电

影，能够重新审视亲子关系，营造更

为积极健康的家庭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在影片中饰

演吉米·托马斯的孙睿是一位郑州籍

的影视新人，此次携作品“回家”，受

到了家乡父老们的热烈欢迎和由衷

认可。孙睿表示，在片中与周迅、吴

镇宇及祖峰等实力派大腕“飙戏”相

当过瘾，而前辈们的教导和鼓励，更

是令他获益匪浅。

（木夕）

本报讯 亮度更亮、寿命更长、运

营成本更低……这些是激光放映机

无可比拟的优势。相对非激光光源

放映机，激光放映机的结构更加复

杂，更加精密。仅激光光源模组就包

含了若干个矩阵式排列的激光发光

二极管，还有荧光轮以及激光驱动板

等多个器件，复杂又精密。

针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光源系统，

进行光源翻新，提升亮度，无疑需要

更专业的操作方法和操作环境。专

业治具、原厂配件、严苛环境、设计参

数，这些只有厂家能够提供，所以想

要完美提升激光光源亮度也就只有

厂家可以做到。值得一提的是，NEC
及时响应用户需求，于行业内首家推

出性价比极高的激光放映机亮度提

升方案——光源翻新服务。接受光

源翻新后的机器，亮度可提升至新光

源的 90%以上，更为惊喜的是，接受

光源翻新后，还可享受一年内光源故

障维修和光源亮度不低于出厂亮度

70%的质保服务。

（支乡）

本报讯 由 黄 麒 担 任 编 剧 、导

演 ，黄 麒 、郭 鑫 蕊 、曹 伟 伦 领 衔 主

演，姜永波、高尚、张宇晓、姜奇、周

天阳、古智、王嘉丽、王森、邵志康、

王浩名、吴斌共同主演，边防、张蓉

芳特别出演的电影《煎饼果子来一

套》正式宣布定档 8 月 27 日，并同

时曝光了定档预告片和定档海报，

影片整体以幽默搞笑的氛围展开，

展现小人物追逐梦想的奋斗过程，

影片聚焦在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

的人，阐述不一样的喜剧笑料。

影片主要讲述武术学校毕业出来

的陈果闯荡北京梦想成为一名“功夫

演员”，刚到北京的陈果不是被骗进

传销组织，就是要面对大都市生活中

的层层洗礼，最终面对心爱的女友决

绝离去，体现男主在梦想和现实之间

奋发打拼而遍体鳞伤的种种无奈的

抉择......影片把动作、搞笑、爱情等元

素的巧妙结合，并采用以小见大的手

法呈现出当下演员们的一些生活现

状。从陈果不慎陷入传销团伙开始，

就牵扯出一系列搞笑、无厘头的事

情，整个剧情的发展都出乎意料，但

在情理之中，十分新鲜且看点十足。

该片由桂林圆周率影业有限公司

制作，桂林圆周率影业有限公司出

品，北京艺汇天通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北京眨眼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北京顶峰传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发行。

（姬政鹏）

《保持沉默》剧组郑州、洛阳路演

NEC首推光源翻新服务 大幅提升放映机亮度

《煎饼果子来一套》定档8月27日

《昨日奇迹》约翰·列侬银幕“重生”掀感动狂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