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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如今

北美票房点评

国际票房点评
9月20日— 9月22日

全球票房周末榜（9月20日-9月22日）

片名

《星际探索》Ad Astra
《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
《小丑回魂2》IT Chapter Two
《第一滴血5：最后的血》Rambo: Last Blood
《舞女大盗》Hustlers
《好莱坞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小Q》Little Q
《狮子王》Lion King, The
《诛仙 I》Jade Dynasty
《决胜时刻》Chairman Mao 1949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45,210,000

$41,000,000

$38,545,000

$28,122,000

$20,000,000

$10,540,000

$8,405,591

$6,372,000

$6,048,000

$6,035,000

国际

$26,000,000

$10,000,000

$21,300,000

$9,107,000

$3,000,000

$9,900,000

$8,405,591

$3,800,000

$6,048,000

$6,035,000

美国

$19,210,000

$31,000,000

$17,245,000

$19,015,000

$17,000,000

$640,000

$2,572,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45,210,000

$61,800,000

$385,065,563

$28,281,301

$72,385,213

$344,553,430

$11,074,789

$1,629,492,304

$51,817,117

$6,166,178

国际

$26,000,000

$30,800,000

$205,900,000

$9,266,301

$9,840,000

$206,400,000

$11,074,789

$1,091,900,000

$51,817,117

$6,166,178

美国

$19,210,000

$31,000,000

$179,165,563

$19,015,000

$62,545,213

$138,153,430

$537,592,304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福克斯

环球

华纳兄弟

MULTI

STX

索尼

MULTI

迪士尼

MULTI

HUAX

上映
地区数

45

33

79

34

19

60

4

38

2

1

本土
发行公司

福克斯

焦点

华纳兄弟

狮门

STX

索尼

江苏安石
英纳

DIS

新丽

博纳

■编译/如今

排名 片名 票房万美元 发行公司

9月20日—— 9月22日
北美地区周末票房

《唐顿庄园》

《星际探索》

《第一滴血5：最后的血》

《小丑回魂2》

《舞女大盗》

《狮子王》

《好小子们》

《天使陷落》

《战胜自我》

《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

3100

1921

1902

1725

1700

257

251

240

150

146

焦点

福克斯

狮门

华纳（新线）

STX

博伟

环球

狮门

Affirm

环球

1

2

3

4

5

6

7

8

9

10

上周末，福克斯公司的科幻影

片《星际探索》在国际市场中首映，

收获票房 2600 万美元，位居国际票

房榜第一名。该片的全球累计票房

已达 4521 万美元。影片上周末在韩

国和英国的成绩最好，均收获票房

280 万美元；在法国首映，位居当地

周末票房榜第一名，收获票房 270
万美元；在西班牙收获票房 220 万

美元，位居当地周末票房榜第一名；

在印度尼西亚收获票房 70 万美元；

在日本收获票房 220 万美元；在墨

西哥收获票房 140 万美元；在澳大

利亚收获票房 130 万美元；在德国

收获票房 90 万美元；在阿联酋收获

票房 70 万美元。

第二名是华纳兄弟公司发行的

《小丑回魂 2》，影片上周末在 78个国

际市场中新增票房 2130万美元，该片

的国际票房已达 2 亿 590 万美元，全

球累计票房已达 3 亿 8510 万美元。

影片在法国新增票房 230 万美元，当

地累计票房已达 740 万美元；在德国

新增票房 220 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

已达 1550 万美元；在英国新增票房

170 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1980
万美元；在墨西哥新增票房 140 万美

元，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1960 万美元；

在巴西新增票房 130 万美元，当地累

计票房已达 1010 万美元；在俄罗斯

新增票房 120 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

已达 890 万美元；在西班牙新增票房

90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820万

美元。

第三名是英国热门剧集衍生的

《唐顿庄园》，影片上周末在国际市场

中新增票房1000万美元，该片的国际

累计票房已达3080万美元；全球累计

票房已达 6180 万美元。影片上周末

在德国首映，收获票房130万美元；在

西班牙首映，收获票房 93 万美元；在

英国新增票房 360 万美元，当地累计

票房已达1560万美元；在澳大利亚新

增票房 150 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

达480万美元。

上周末，北美市场中有三部新片

跻身票房榜单前十名，并依次占据了

前三名的位置。改编自热门英国电

视剧的《唐顿庄园》在美国经由焦点

公司发行排在第一名；福克斯公司发

行的《星际探索》排在第二名；狮门公

司发行的《第一滴血 5：最后的血》排

在第三名。总体来看，新片带来的市

场活力，推动榜单前十二名的影片总

票房为 1亿 1600万美元，较上上个周

末上升了 15.9%；较去年同期《滴答

屋》夺冠周末的 8170 万美元，大幅增

长41%。

冠军影片《唐顿庄园》上周四在

北美的2800块银幕上点映，收获票房

210 万美元；周五开始在 3079 块银幕

上正式上映，收获票房（含点映）1383
万美元；周六单日票房958万美元；周

日单日票房 760 万美元；周末三天收

获票房3100万美元，大大超过了映前

预期的2000万美元，刷新了焦点影业

在美国的首周末票房纪录，并轻松超

过了200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科幻片《星

际探索》上周四开始点映，收获票房

150 万美元；周五开始在 3460 块银幕

上正式上映，收获票房（含点映）716
万美元；周六单日票房736万美元；周

末三天票房 1920 万美元。该片的制

片成本高达 1 亿美元，加上上映后口

碑两极分化严重，业内预估福克斯公

司在这部影片上可能要赔本了。

第三名《第一滴血 5》上周五在

3618块银幕上放映，收获票房717万美

元；周六单日票房695万美元；周末三天

票房1902万美元，虽然比2008年上映

的同系列第四集小幅增加了4.5%，但是

仍不敌1985年的第二集的首周末票房

（算上通货膨胀为5100万美元）。《第一

滴血5》的制片成本为5000万美元，目

前看来回本的压力很大。

《唐顿庄园》北美夺冠

《星际探索》
国际市场夺冠

（2019年9月14日—2019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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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2019年9月20日订购场次前20名）

周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全国本周订购52459场，2019年累计193万1423场，总累计5795万6895场
数据来源于中影新农村发行有限公司

院线

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毕节地区禾盛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奔小康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宁夏广播影视服务中心

德宏瑞捷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吉林省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洛阳新农村数字电影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重庆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唐山益众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贵州省黔东南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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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星河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遵义市黔北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青海惠民农牧区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南充市天益农村数字院线有限公司

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村数字电影中心

本周场次

5263
4522
3032
2898
2021
1676
1658
1643
1403
1395
1366
1192
1166
1121
1041
905
845
769
670
591

年累计

88162
14825
20436
28426
5346
1842
8907

59186
43607
37581
65227
13242
13864
48753
24292
3165

13706
3048

23140
35204

总累计

2911456
372628
845480
343284
55067

238788
291314

1477849
1723901
1243389
445951
113190
317662
921246
317963
155683
116819
95430

481606
445663

2019年9月14日到2019年9月20日故事片场次排行（周订购场次前20名）

片名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公益电影推荐》

《中国蓝盔》

《流浪地球》

《建国大业》

《血战湘江》

《港珠澳大桥》

《开国大典》

《梨乡妹子》（戏曲 豫剧）

《战士》

《浴血雁门关》

《红海行动》

《女婿》（戏曲 豫剧）

《我不是药神》

《勇士》

《战狼2》
《文朝荣》

《大喜盈门（戏曲 豫剧）》

《一路疯癫》

《三变 山变》

《天渠》

2019年9月14日到2019年9月20日科教片场次排行（周订购场次前10名）

片名

《交通安全小故事》

《家庭节水常识》

《大道 高速公路行车安全》

《过度使用手机十大危害》

《儿童安全小剧场-防火篇》

《生态农业 致富之路》

《防范接触性诈骗》

《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

《“低头族”的危害》

《儿童安全小剧场-防电篇》

本周数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影片累计27万7297场 总累计1亿0377万1687场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起始订购时间

2019年09月11日

2018年12月25日

2019年08月01日

2009年10月09日

2018年01月01日

2019年06月27日

2016年12月30日

2019年05月31日

2019年05月08日

2011年10月03日

2018年05月16日

2019年06月14日

2019年07月09日

2016年11月21日

2017年11月02日

2019年04月30日

2018年09月19日

2019年06月03日

2019年04月09日

2019年09月09日

起始订购时间

2018年02月02日

2018年09月21日

2016年09月01日

2019年07月05日

2018年11月19日

2018年08月28日

2018年05月08日

2017年01月03日

2018年05月08日

2017年10月26日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农村已

成立数字院线 331 条。本周有 180
多条院线订购了 1400 余部影片,共
计27万余场。

截至2019年9月20日，数字电影

交易服务平台显示共有可订购影片

3800多部，其中2018年以来出品的影

片400余部。本周新增影片《冬眠》、

《我想和你们在一起》等9部影片。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推荐影片预热国庆档农村电影市场

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精选了《港珠澳大桥》、《流浪地球》

等 21 部优秀国产影片供广大农村、

社区、校园院线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国产影片展

映”活动中放映，为了让广大观众更

加了解活动影片，电影数字节目管

理中心同步推出了《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公益电影推荐》

影片片花供各地区选订，以用于放映

前的宣传展示。本周该片花被各地

院线选订7万余场，预热了国庆档农

村电影市场的同时对于各地区顺利

开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起到了推

动作用。据统计，推荐影片中的《建

国大业》、《流浪地球》、《战狼2》、《红

海行动》、《血战湘江》、《港珠澳大桥》

均有超过50条院线订购，成为本周最

受院线和观众关注的影片。

科教片方面，《交通安全小故

事》本周成为院线关注和订购场次

双料冠军。影片通过汽车司机强行

超车、行人随意横穿道路、酒驾、汽

车司机随意倒车等错误的交通安全

案例，以生动活泼、简单易懂的形式

告诉大家正确的交通安全常识以及

交通事故急救措施。

新片方面，两部儿童题材影片

《我想和你们在一起》、《小小家长》

值得重点关注。《我想和你们在一

起》以留守儿童赵天勤一家的悲欢

离合为主线，讲述了留守农村的孩

子与父母、爷爷、奶奶之间感人至

深、悲欣交集的故事；《小小家长》则

通过讲述在学校进行一次“小小家

长”的活动，众多学生开始当家作主

管理家务，才知道父母亲辛苦工作

挣钱养育自己是多么的艰辛，小脾

气有了很大的转变，此举也受到社

会和家长们的欢迎。欢迎各地区院

线订购上述影片。

《红星照耀中国》将作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重点推荐影片中第

一部可供农村、社区、校园院线订购

的影片，于9月23日起在数字电影交

易服务平台接受订购。

全国各地区持续组织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

本周全国有 31个省市 185条院

线参与订购，其中12条院线订片超百

部，4条院线订购超万场；海南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以 42000 余场获得了订

购影场次冠军，山东新农村院线以

365部影片夺得订购影片部数冠军。

自公益电影“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国产影片展

映”主题放映活动开展以来，北京、

山西、内蒙古、江苏、江西等地已陆

续开展了相关主题放映活动。近

日，广西八桂同映电影院线公司按

照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关于推

荐“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优秀国产影片展映”活动影片的

通知》精神，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农村公益电影优秀

国产影片推介会，并启动了优秀电

影展映展播活动。广西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电影处领导出席本次会议。

会上面向百色、河池、桂东等农村院

线和放映单位近100人推介了《建国

大业》、《建军大业》、《建党伟业》、

《流浪地球》等 21部优秀国产影片。

会后，钦州、桂林、玉林、南宁等多家

放映单位根据会议要求回到当地组

织了工作布置会。各公益放映单位

把让群众满意作为选片订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选择品质优良、主

题突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国产

影片，深入村屯、社区、广场、校园进

行放映。

此外，山西省长治市拟于 9-10月
期间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优秀电影展

映活动，放映队将深入全市3387个行

政村、245所农村寄宿学校以及各个社

区、广场、军营、敬老院等多地，为当地

群众送上电影精神文化大餐。

河北唐山市电影公司、唐山益众

院线公司迁安站在全市农村、社区、

敬老院开展了“我和我的祖国”、“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万场红色电影展

映活动。通过镜头语言宣传展示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

全方位、开创性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

验，进一步激发群众爱党爱国之情。

希望全国各省、市、区举办更加

丰富多彩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公益电影放映活动，通

过电影大力讴歌新时代新征程，在

农村、社区、校园唱响奋进新时代的

昂扬旋律，营造全社会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浓厚文化氛

围。（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