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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数字电影每周市场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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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益影片放映场次订购一览表

（2019年10月8日-2019年10月12日订购场次前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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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本周订购21117场，2019年累计200万4608场，总累计5803万0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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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安阳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梅州市绿威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玉溪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延安市农村数字电影有限公司

重庆市惠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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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广阔天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新疆阿勒泰地区农村数字电影管理中心

黄冈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绵阳市新世纪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克州农村数字电影服务管理中心

朔州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北京奔小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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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市农村牧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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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场次

2085
1302
1173
946
946
935
780
680
626
615
598
552
546
544
393
379
378
378
351
336

年累计

93010
66946
2112

10044
3139
5964

40401
51690
46003
33403
2137

23797
25165
2291
4860

12508
20814
67297
7065

22010

总累计

2916304
1485609
195371
165025

54445
331093

1246209
924183

1726297
982736

50133
544210
309095

35411
111390
368317
845858
448021

77905
1004925

2019年10月5日到2019年10月11日故事片场次排行（每周订购场次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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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家妹子》（戏曲 豫剧）

《港珠澳大桥》

《梨乡妹子》（戏曲 豫剧）

《血战湘江》

《战狼2》
《女婿》（戏曲 豫剧）

《浴血边关》

《第九个女婿》（戏曲.豫剧）

《流浪地球》

《密战》

《战士》

《新双喜临门》

《猎袭》

《狙击者》

《血战午城》

《牛郎织女》（戏曲 豫剧）

《中国蓝盔》

《对门亲家》（戏曲 吕剧）

2019年10月5日到2019年10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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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安全小剧场-防火篇》

《环保小故事》

《车祸猛如虎-农村交通安全警示录》

《儿童安全小剧场-防电篇》

《过度使用手机十大危害》

《农村防火常识》

《预防大骨节病》

《生男生女岂能随意选择》

《广场舞有益健康》

本周数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影片累计13万3955场，总累计1亿0420万6086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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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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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订购时间

2019年09月11日

2019年09月23日

2019年05月31日

2019年06月27日

2019年05月31日

2018年01月01日

2017年11月02日

2019年06月14日

2019年03月06日

2017年09月18日

2019年08月01日

2019年07月16日

2019年05月08日

2015年06月02日

2019年08月15日

2019年07月24日

2013年01月30日

2018年02月28日

2018年12月25日

2018年05月30日

起始订购时间

2018年02月02日

2018年11月19日

2018年02月02日

2018年03月28日

2017年10月26日

2019年07月05日

2006年06月13日

2006年05月22日

2019年07月26日

2019年05月28日

革命历史题材《猎神阻击》开机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农村已

成立数字院线 331 条。本周有 140
多条院线订购了约 1000 部影片,共
计13万余场。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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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近80部。本周新增影片26部，

全部为故事片。

《红星照耀中国》雄霸榜单首位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影片《红星照耀中国》自 9
月 23 日登陆农村电影市场后订购

走势一路看涨，本周更是一举夺得

“最受院线关注”和“订购场次”两个

榜单的首位。本片有 40 余条院线

订购，订购场次约 6000场。截至目

前本片已累计有近百条院线订购了

25000 余场，预计第四季度订购量

还会有大幅上涨空间。

故事片方面，戏曲电影订购有

所回暖，排名前二十的影片中豫剧

电影占比约三成，《农家妹子》、《梨

乡妹子》、《女婿》等几个“熟面孔”重

回排行榜前列。

科教片方面，秋天风干物燥，人

身安全内容的科教片本周订购更为

集中，排名前十的影片中有 5 部为

防火、防电、交通等安全题材影片。

新片方面，本周数字电影交易

服务平台新上了多部高质量影片，

其中重点推荐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影片《周恩

来回延安》。影片讲述身患癌症的

周总理 1973年陪同外国友人，时隔

26 年重回延安，停留了 22 个小时，

通过这22小时中发生的故事，艺术

地再现了周总理难忘的延安岁月、

与延安人民的深厚情谊以及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使命担当。此外，革命战争题材影

片《八子》、春节档反腐巨制《廉政风

云》、法国温馨动画《大坏狐狸的故

事》等新上平台影片也请大家关注。

山东新农村节前订购影片

保障主题放映活动开展

本周全国有 30 个省市参与订

购，其中4条院线订片量超百部，江

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订购影片最

多，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

公司以订购影片数超过万场的成绩

蝉联周订购冠军。

山东新农村院线在国庆节前启

动了“我爱你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公益电影主题放

映活动，该活动将持续至 10 月底，

为保障主题放映活动的顺利进行，

本周院线订购了 100 余部影片，近

六万场，充足的片源为当地观众提

供了多种选择。

与此同时，河南、江西、四川、山

西、重庆、陕西、云南、安徽、河北等

多地院线在“十一”期间陆续开展了

丰富多彩“热在基层、热在群众”的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营造了全社

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的浓厚文化氛围。

主题放映活动让人民群众在节

日里拥有了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

升农村电影放映质量方面起到了重

要作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本报讯 10 月 7 日重阳节，由北京

缘世达国际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

品，陶红、巩峥主演的院线电影《猎神

阻击》在黑龙江省铁力市八仙湖畔举

行了开机仪式。

影片主要讲述了七七事变后，李

炮等猎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抵

抗日军的进攻发生了十二烈士山血战

和李炮营阻击战，演绎了抗联战士惊

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影片总制片

人冯鹏表示，拍摄这部影片的目的是

要弘扬抗联精神，在全社会树立崇尚

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缅怀先烈

的良好风尚。

本部影片主创团队包括出品人、

制片人冯鹏，联合出品人白雪公主、訾

庆彬，编剧李德龙，导演苑本立。主要

演员包括巩峥、陶红、刘楚玄、杨钧丞、

赵中华、高郡伟、徐敏、廉双岳、陈浩、

朱洪霖、胡双全、单仕杰等。

（赵丽）

本报讯 近日，由海岩小说《长安

盗》改编，李骏执导，范伟、宋洋、焦俊

艳、陈数联袂主演的情感悬疑电影

《长安道》曝光一组单人角色海报，只

见四位主演神情各异，半遮半掩置身

于不同场景之中。遮挡物的差别预

示着每个人身份的不同，若隐若现的

纹饰背后依然暗藏玄机，每个人物的

脸上都写满了故事，不禁让人对影片

产生无数猜想。据悉，该片将于 11 月

15 日在全国上映。

《长安道》的故事由一起文物失

窃案展开，一对原本形同陌路的父女

因这起案件被迫重逢，从而牵扯出一

系列更为复杂的真相。影片虽然和

案件有关，却与一般犯罪类型的电影

不同，更多展现的是案件背后错综复

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纠葛。除了此

次曝光的角色海报耐人寻味外，日前

影片发布的定档预告也是“很有玄

机”。网友们表示“电影里每个角色

都不简单”。

电影《长安道》由北京海润影业、

海润电影（香港）、北京环亚美视出

品，李骏执导，范伟、宋洋、焦俊艳、陈

数主演。

（杜思梦）

本报讯 由环球影业重磅打造的

奇幻电影《多力特的奇幻冒险》近日

发布首支预告片。该片是小罗伯特·
唐尼继《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后

主演的首部重要作品。在片中，他将

拥有全新超能力，饰演可以与动物交

流的多力特医生，并与这群特别的朋

友开启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影片

集结了豪华演员阵容为主要动物角

色配音, 其中，小罗伯特·唐尼与“蜘

蛛侠”汤姆·赫兰德的再度重逢堪称

影迷一大福利。

《多力特的奇幻冒险》改编自英国

作家休·洛夫廷的名作《怪医杜立德》，

此前曾被多次搬上大银幕，其中最知名

的是分别于1998年和2001年推出的艾

迪·墨菲版《怪医杜立德》和《怪医杜立

德 2》，当时共取得了 4.7亿美元的全球

票房，大受观众欢迎。影片定于 2020
年1月17日北美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由林柯担任总导演，任嘉

伦、陈小纭领衔主演的电视剧《蓝焰突

击》近日杀青。该剧是消防队伍改革转

制后首部聚焦消防救援题材、关注消防

火焰蓝文化的电视作品。据悉，《蓝焰

突击》剧组历时百余日潜心拍摄，辗转

多地取景，力图真实呈现消防指战员日

常训练及抢险救援场景，全面展示消防

队伍精神风貌。

《蓝焰突击》讲述了原本是市井青

年的李溪成带着救火英雄光环加入消

防中队，在与一众伙伴共同历经生死考

验后，最终结下深厚情谊，志在用自己

的青春和热血将消防事业进行到底的

故事。

该剧曝光的人物剧照中不仅出现

了常服、抢险救援服、日常训练服等多

种专业消防服装，更涉及户外、训练场

所、日常家庭等多场地画面取景。可

见，《蓝焰突击》将个人的成长蜕变同时

置于到团队协作与家庭亲情等不同情

境之中，以李溪成故事为主线，通过多

种人物关系延伸体现消防员青春成长

群像。一同揭晓的还有该剧主创演员

阵容。除口碑演员任嘉伦、陈小纭领衔

主演外，更有韩宇辰、谢林彤、宋文作、

王硕、安笑歌、王若麟等优质青年演员

加盟，李萍、邓钢、霍青、周征波等实力

演员坐镇。

（杜思梦）

本报讯 10 月 1 日，西安奥斯卡影

城悦秀城店正式开业，这是河南文化影

视集团旗下奥斯卡电影院线的第 27
家，也是在陕西省的第 5 家、西安市的

第 3 家直营影城。影城位于西安市长

安区南大学城核心地段，毗邻陕西师范

大学、西安邮电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

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知名大学，

有效覆盖周边数万观影人群。影城占

地 2700 平方米，985 个座位，拥有 7 个

高科技影厅（含 3 个激光放映厅和长安

区唯一的 4D 厅），同时，影城还引入智

能环境控制系统，打造出长安区首家让

观众畅快呼吸的“PM2.5”空气清新影

院。

国庆七天假期，影城实现票房收入

43.6 万元，观影人次 1.4 万人，开业首

周迎来“开门红”。 （刘溪）

《长安道》角色海报多处玄机暗藏

《多力特的奇幻冒险》小罗伯特·唐尼与“荷兰弟”再相遇

聚焦消防救援《蓝焰突击》杀青

西安奥斯卡影城悦秀城店开业

本报讯 电影《中国机长》正在全国

热映，近日，导演刘伟强、主演张涵予、

欧豪、雅玫、高戈来到深圳中影国际影

城（南山欢乐海岸店）、徐州中影国际影

城（恒盛店）、合肥中影国际影城（中环

店），与观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片中，张涵予饰演英雄机长刘长

健。他表示，这个角色比以往的杨子

荣、谷子地都要困难，全国人民都认识

刘传健，观众和业内的人士都会拿你和

刘传健做对比。张涵予说：“我们在动

态模拟机上训练了很长时间，第一次在

模拟机上开空客飞机的时候，身上和手

上全是汗，那个操纵杆已经被汗水弄得

打滑了。动态模拟器和真的飞机一模

一样，第一次降落时没掌握好，重重地

砸在了跑道上。到最后，我已经能够对

准跑道，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训练我

的老师说，可以给我发空客的驾照了。”

谈及创作过程，导演刘伟强表示，

想到要拍《中国机长》，张涵予就在我的

脑中浮现出来，他是我唯一的选择。我

和张涵予十多年前就一起拍戏，和欧豪

也合作了两三部，与雅玫、高戈都有过

合作。

欧豪在片中饰演副驾驶徐奕辰，事

故发生时副驾驶直接半边身子飞出飞

机外，堪称全片“最惨”角色。欧豪笑

言：“和刘导拍戏，我已经习惯了被他

‘折磨’，一部比一部‘惨’。” （王冰璐）

《中国机长》主创做客中影星美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