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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数字电影每周市场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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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农村已

成立数字院线332条。本周有90多

条院线订购了800余部影片,共计约

11万场。截至2019年11月22日，数

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显示共有可订

购影片约4000部，其中2019年出品

的影片 90 余部。本周新增影片 12
部，其中故事片9部，科教片3部。

本周共 28 个省市的院线参与

影片订购，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公司为本周唯一订购影片过

百部的院线，甘肃飞天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有限公司和保定市东兴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超万

场，分列冠亚军。

《红星照耀中国》本周重归订购

热门，再度拿下院线关注和订购场

次双料冠军。以金融诈骗为背景的

犯罪题材影片《追影行动》表现亮眼，

登陆市场仅一个月时间就来到榜单

第六名。科教片《精准扶贫进行时》

获得订购第四名，其直观的片名和

实用的内容逐渐吸引更多的受众。

新片方面，城市票房过亿影片

《无名之辈》以及获得多个电影节奖

项的影片《八月》本周登陆数字电影

交易服务平台。

“金鸡奖”获奖影片受关注

本周适逢第 28 届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暨第 32 届中国电影金鸡

奖在厦门举办，电影数字节目管理

中心微信公众号（DMCC-JMGLZX）
第一时间从提名的影片中挑选出

12 部可供农村电影市场订购的影

片，推荐给各地院线和放映员。

从统计数据来看，三部获奖影片

《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红海行

动》获得最多院线关注，均有超过10
条院线订购。此外，获得最佳儿童片

奖的影片《小狗奶瓶》，以及《过昭关》、

《闪光少女》、《破门》、《远去的牧歌》、

《旋风女队》、《新穆桂英挂帅》（戏曲

豫剧）、《韩玉娘》（戏曲评剧）、《布依

女人》（戏曲京剧）8部提名影片均可

在数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订购。

希望更多的获奖影片早日登陆

数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同时希望

各地院线积极订购获奖影片，让广

大农村观众能充分享受文化繁荣发

展取得的丰硕成果，不断增强农村

观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

感，筑牢农村群众的文化自信和文

化自觉，打造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

的社会风尚。

各地进入放映培训季

11 月各地院线在因地制宜开

展放映活动的同时，也开始着手进

行放映培训工作，为进一步做好农

村电影放映工作夯实基础。

11月20日，2019年广东省农村

电影放映技术和管理培训班在广州

开班。来自全省21个地级市和122
个县（区）的214名农村电影管理人

员参加培训。培训班特邀中国电影

发行放映协会、中央宣传部电影数

字节目管理中心、中国电影器材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文广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参会并派出专家进行授

课。本次培训还将陆续在珠海、汕

头、佛山、惠州、湛江、清远等地举办

6 期，全省 1200 多名农村电影放映

人员将参加培训。

除广东外，近期广西、西藏、重

庆、四川乐山、广元等地也相继开展

了全省或市级规模的公益电影放映

培训，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农村

电影公益放映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

和业务能力。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白百何、张子枫《亲爱的新年好》定档12月31日

市场调查数据显示，观众对这几部

电影的满意度、观赏性和思想性均超过

88分。与传唱广泛歌曲同名的《我和我

的祖国》满意度超过 90分，这部电影从

普通人、小人物的视角展现新中国的几

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引起观众共

鸣，最终以超 24 亿的票房位列月榜第

一，之前影片在 9月最后一天上线曾以

2.8亿的票房跻身9月榜前三。

进入10月，则从国庆档伊始一路高

歌引领消费主流，累计票房超过 27亿。

以真实事件为原型的《中国机长》和《攀

登者》也是引起观众热捧，分别以 23.72
亿和8亿票房位列月榜亚军和季军。

三部国庆档的重点献礼片都达到

“10 亿+”的票房体量，合计票房 55.83
亿，对10月大盘贡献率为73.4%。真可

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其中《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携手共进，伯仲难分，单片累计票房都

超过26亿。主旋律影片撑起10月电影

消费市场大半边天，是国产电影创作和

制作上一大进步的最好印证。

国庆档大卖后，后半程亦有《少年

的你》、《犯罪现场》以及合拍片《雪人奇

缘》、《催眠·裁决》等题材风格迥异的新

片接棒，保证了国产片卖场热度一直保

持到月底。

月榜前五名中，国产片占据四席，

三部国庆献礼片外，青春题材的《少年

的你》亦是同类型题材的升级版，影片

在后国庆档表现良好，以 7.8 亿元票房

跃上月榜第四，终极票房也将是超10亿

的体量。

进口片卖场上，销售有三大主力，

分别为迪士尼童话电影《沉睡魔咒 2》，

李安导演的《双子杀手》，日本动画《航

海王：狂热行动》。三部影片合计收入

6.8亿，对月度大盘贡献率8.95%。为提

升月度进口片销售也是主力。

《沉睡魔咒2》是迪士尼第四部真人

童话电影。仍由安吉丽娜·朱莉和艾

丽·范宁主演，五年前的前作在国内暑

期档 6月上映，收入票房 2.8亿多，此次

续集上映12天以2.9亿元票房排名月榜

第五，国内市场对这类型电影的消费力

上升潜力可见一斑。

同天上映的《双子杀手》，在北美和

国际市场虽然被《沉睡魔咒 2》挤压，但

在中国市场，李安导演是有一定号召力

的，上映 12天收入两亿多票房，进到月

榜前十。日本动画片《航海王：狂热行

动》在中国也是系列电影，有一个相对

稳定的观影群，两周放映1.7亿多票房，

已超过三年前《航海王之黄金城》的终

极票房。

进口片的总票房相对去年同期也

是上升的，只是在献礼片强势的观影热

潮中，市场份额有所减少。

10月档市场大爆后，销售业绩与观

众热情给行业带来了信心，这是迄今为

止，年度市场上得到的比票房更重要的

收获。

（上接第11版）

本报讯 日前，由丁丁张监制并编

剧、彭宥纶导演的电影《亲爱的新年好》

首发定档海报及预告，杀入贺岁档，12
月31日全国公映。

《亲 爱 的 新 年 好》改 编 自 丁 丁

张 小 说《只 在 此 刻 的 拥 抱》，由 白

百 何 、张 子 枫 、魏 大 勋 领 衔 主 演 ，

影 片 聚 焦 都 市 女 性 群 体 的 生 活 ，

主 演 白 百 何 、张 子 枫 分 别 诠 释 了

不同的女性形象。

影片讲述了打拼十年的都市女孩

白树瑾（白百何饰）与初到大城市追梦

的年轻女孩（张子枫饰）相识，这位活力

十足的年轻女孩让白树瑾仿佛看见了

十年前的自己。此时她也遇见了小七

岁的同事仲要（魏大勋饰），在女孩、仲

要、家人、朋友的共同鼓励下，白树瑾渐

渐找回自我。

原著以犀利幽默的风格、陪伴型的

情感见解深受读者的喜爱。此番改编

成大银幕作品，在人物的设定、场景的

选择、台词的斟酌上，都力求更贴近真

实的生活。

电影《亲爱的新年好》由上海猫眼

影业、浙江横店影业、新线索（北京）影

视、上海新跳文化传出品。

（杜思梦）

本报讯 11月 22日，入围第 28届金

鸡百花电影节国产新片展映单元的电

影《大傩·董春女》，在厦门万象影城举

行了展映暨映后见面会，总制片人冯坤

带领导演姬诚、演员方晓莉、赵千紫与

观众见面。

影片讲述五四运动时期，女主人公

董春女历尽磨难守护传承 3000多年的

大傩祭礼的故事。

青年演员李金铭通过精彩的演绎，

让“带上面具是神，摘下面具是人”这一

失传近千年的汉文化活化石“大傩祭

礼”再现银幕，生动展示了上世纪二十

年代，一位中国女性由被命运捉弄到主

动掌握自己命运的传奇经历。影片通

过董春女的视角，将民国初期人民的苦

难、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用白描的形

式展现在观众面前。

据影片总制片人冯坤介绍，该片曾

获得第8届马洛卡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

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男女主角三项提

名，本次亮相金鸡百花电影节是首次与

国内观众见面。映后，观众们对董春女

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在与主创交流对

话中表达了对大傩祭礼的强烈兴趣。

据悉，电影《大傩·董春女》由乐安

县文旅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唐亚影业

有限责任公司出品，即将登陆全国院

线。

（易语）

本报讯 11 月 22 日，由迪士尼影业

出品的动画冒险片《冰雪奇缘2》同步北

美登陆全国影院。影片公映当天，

IMAX在包括北京的五个城市举办观影

会。影片开画首周末在中国大陆超640
家 IMAX 影院斩获约 3000 万人民币

（430万美元）的票房。

《冰雪奇缘 2》由前作及《疯狂动物

城》原班人马打造，自启动以来始终牵

动着全球影迷的眼球，影片不仅在北美

刷新了动画电影的预售成绩，在国内也

屡次成为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在

IMAX DMR 数字原底翻版技术的逐帧

强化下，冰雪魔法世界如画卷般铺开，

银装素裹的冰天雪地、神秘斑斓的魔法

森林充斥着观众的视野。当晶莹剔透

的雪花在大银幕上璀璨绽放，冰晶似的

神秘水马与美人鱼般的艾莎在银幕上

无言对望，美到窒息的画面令观众全心

沉浸其中。

据悉，《冰雪奇缘 2》开画首周末在

中国大陆超 640 家 IMAX 影院斩获约

3000万人民币（430万美元）的票房，力

创外国动画电影及迪士尼出品动画电

影在 IMAX 中国大陆地区影院的历史

最高开画纪录。同时，该片也凭借强劲

的表现成为 IMAX在中国大陆影院上映

动画电影的首周末票房亚军，仅次于

2019年度国产爆款动画《哪吒之魔童降

世》。为了吸引更多家庭观影群体，

IMAX中国在《冰雪奇缘 2》上映期间推

出了 IMAX for Kids亲子主题活动，为该

系列电影的小粉丝和更多儿童观众打

造了充满趣味互动的早场观影活动。

在开画首周末，IMAX以约1%的总银幕

数占比，斩获该片 8%的票房收入。此

外，在全国票房收入前 10的影院中，有

7家为 IMAX影院。

（林琳）

本报讯 根据经典英剧《唐顿庄园》

创作的电影版《唐顿庄园》将于12月13
日正式在中国内地上映。近日影片发

布“家族回归”特辑，曾为观众缔造无数

回忆的熟悉面孔感动重聚，这一次，他

们将再度携手，面对史无前例的艰巨任

务，迎接国王与王后的突然到访，竭尽

全力守护唐顿庄园的荣光。

2010 年至 2015 年，六季《唐顿庄

园》在全球引起热潮，剧中那些个性鲜

明的角色和他们的饰演者也备受观众

喜爱。电影版的诞生，让这个大家族的

成员得以“合体”，延续唐顿的温暖与感

动。近日发布的特辑就展现了电影幕

后其乐融融的场景，“二小姐”劳拉·卡

尔迈克尔用“一场派对”来形容这次的

拍摄，饰演安娜·贝茨的琼安·弗洛加特

则表示大家的重逢就像“过完暑假回到

学校，朋友间聊天叙旧”。老熟人再见

面，默契不减，欢乐依旧，他们将在大银

幕上碰撞出怎样全新的火花，可谓引爆

期待。

除了演员阵容的回归，幕后团队同

样重返唐顿家族。作为剧集的开发者，

奥斯卡得主朱利安·费罗斯此次继续为

影版操刀，打造全面升级、更具戏剧性

的故事。此外，导演迈克尔·恩格勒从

《唐顿庄园》第五季开始加入，此次拍摄

电影，他坦言演员和工作人员在五年后

仍然对彼此热情慷慨令他印象深刻：

“你能体会到一种真正的喜悦，也能体

会到自己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上独一

无二的作品中的一分子。” （杜思梦）

本报讯 由龙中华执导，剧本历时 4
年精心打造的惊悚动作片《午夜凶神》

近日在山东烟台开机。

《午夜凶神》故事主要发生在梦幻

城堡一样的红酒庄园里，由一起交通肇

事逃逸引发。影片把明星奢华生活和

袖珍人的现实生活进行对比，使观众重

新审视贫富差距所引发的社会影响。

电影女主角艾伦的扮演者来自美国好

莱坞的Tara Clance，金刚的扮演者是曾

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演员龙武。

龙中华表示，《午夜凶神》一反过

去的惊悚动作片传统思路，构思新

颖，视角独特，悬念一气呵成，将惊悚

氛围推向极致。他希望通过影片来

提醒大家，人心浮躁，因果有报，一定

要与人为善。

（影子）

本报讯 山东省龙口市悦尚电影城

于近期开业，这是中影星美院线在山东

省龙口市迎来的第4家影城。影城致力

于打造多元化、国际化、数字化标准影

城，本着“传播电影文化，展现电影魅

力”的文化理念，打造龙口市专业观影

休闲场所。

影城坐落于烟台市龙口市，东莱街

道博商购物广场九层。影城所在位置

是龙口的商业中心，山东博商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家以百货、超市零售业为主营

业务的大型连锁企业。影城占地面积

2650平方米，共设 7个高清数字电影放

映厅，其中一个激光杜比全景声影厅，

一个儿童专属影厅、一个可躺着观影的

高端 VIP 头等舱、四个标准影厅，共拥

有776个豪华坐席。

激光杜比全景声影厅采用顶天立

地的银幕设计，银幕宽度达 14.6 米，高

7.8米，配备 JBL杜比全景声，让观众享

受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的同时，感受无

与伦比的震撼音效，切身体会电影带来

的饕餮盛宴。高端 VIP 头等舱采用电

动皮质沙发，可躺着观影，排与排之间

的间隙非常宽敞，并配有VIP专属休息

区，充分凸显VIP观众的尊贵与私密。

影城以“家庭观影体验”作为出发

点，打破电影院的传统思维，独家定义

特色儿童影厅。本影厅采用成人座椅、

儿童专属座椅搭配的方式，不同颜色的

儿童座椅，每排间距都提供了宽敞的腿

部空间，方便儿童入座观影，前排也不

会阻挡视线。同时，影城对功能、美观、

游戏范围和照明设备设计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和深入的考虑，以安全为前提，

为儿童提供了一个有趣多样的环境，在

一个轻松惬意的环境中为家长与儿童

提供更出色更安全的观影体验。

（王冰璐）

金鸡百花参展影片《大傩·董春女》厦门首映

《唐顿庄园》发“家族回归”特辑

《冰雪奇缘2》IMAX版首周末斩获约3000万人民币

山东省龙口市悦尚电影城开业

惊悚动作片《午夜凶神》烟台开机

2019年11月16日到2019年11月22日故事片场次订购一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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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照耀中国》

《浴血边关》

《隐藏》

《黄金战士》

《追影行动》

《安阳劫》

《上海往事之当年情》

《郓城风云》

《功夫战斗机》

《命案23年》

《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

《爸爸妈妈我爱你》

《狙击者》

《港珠澳大桥》

《地雷战》

《引战》

《北雁南鸣》

《血溅双花》

《勇士》

2019年11月16日到2019年11月22日科教片场次订购一览表（周订购场次前10名）

片名

《交通安全小故事》

《过度使用手机十大危害》

《液化石油气安全使用小常识》

《精准扶贫进行时》

《环保小故事》

《蔬菜瓜果嫁接生产技术》

《农村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常识》

《农村防范诈骗常识》

《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

《醋与健康》

本周数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影片累计11万4794场，总累计1亿0483万03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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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9月23日

2019年03月06日

2018年11月28日

2019年01月23日

2019年10月10日

2019年01月23日

2019年07月05日

2015年11月03日

2013年10月09日

2019年01月23日

2019年04月01日

2012年09月13日

2019年07月24日

2019年06月27日

2017年05月26日

2019年08月15日

2016年05月25日

2015年09月24日

2016年11月21日

起始订购时间

2018年02月02日

2019年07月05日

2018年07月16日

2019年05月31日

2018年02月02日

2019年07月23日

2011年08月01日

2010年03月22日

2017年01月03日

2011年11月09日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益影片放映场次订购一览表

（2019年11月18日-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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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9场，2019年累计207万3728场，总累计5809万9200场
数据来源于中影新农村发行有限公司

山东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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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益众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阿克苏地区农村数字电影管理办公室

江西欣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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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八桂同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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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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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惠民农牧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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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山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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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冈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海南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新农村数字电影有限责任公司

河池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喀什地区农村数字电影服务管理中心

绵阳市新世纪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本周场次

1104
991
793
620
353
199
176
172
146
130
130
129
102
97
95
85
81
81
60
60

年累计

72203
43907
14610
10688
99234
26427
53159
46901
51318
22723
17935
68797
9183

17887
24356
11956
9156

11146
21937
25998

总累计

1490866
1249715
114558
153460

2922528
320098
925652

1727195
733842

1005638
121048
449521
140871
166952
544769
229351
291563
209629
331782
309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