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3.03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赵丽赵丽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市场 7

全国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2月票房122.65亿元刷新多项纪录

国家电影专资办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2月，中国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122.65亿元（约为18.97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的111.64亿元，增长9.86%；共吸引

2.66亿人次观影，比2019年同期的2.62亿人次，增长1.53%。

其中，国产影片票房为121.37亿元，比2019年同期的103.81亿元，增长16.92%，国产影片份额为98.96%，高于2019年同期的92.99%。

这是中国电影市场单月票房产出首次突破120亿元，不仅刷新了中国电影市场单月票房纪录（之前为2019年2月的111.03亿元），也创造了全球单月单市场票

房纪录（之前为中国市场2019年2月）。

迄今为止，全球影史上三次单月单市场票房破百亿的纪录均由中国电影市场创造（之前两次分别为2019年2月和2018年2月）。

至此，中国电影市场在2021年前两个月共吸引3.56亿人次走进影院观影，共产出票房155.95亿元，比2020年同期的22.43亿元，增长595.41%，比2019年同期的

145.43亿元，增长7.23%。其中国产影片票房151.51亿元，国产影片份额占比97.16%，远高于2020年和2019年同期的81%。疫情之下，中国在全球电影市场中率先

复苏，稳居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

刷新纪录的市场表现背后，中国电影也同步配合了国家的外宣工作，积极讲述着“全面小康”的中国故事，在疫情防控、观众满意度、市场成熟度、优质影片供给

等多个方面保持良好势头，为2021年电影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开了个好头。

在影片供给方面，整个 2
月，以春节档上映的 7 部热门

佳片为基础，喜剧、奇幻、动

作、动画、爱情等类型一应俱

全，而《湘江 1934·向死而生》、

《郊区的鸟》、《智爱 2026》等

国产影片和《猫和老鼠》、《特

工妈咪》等进口影片也在 2 月

登陆大银幕，丰富了群众的假

期生活、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

情。

其中，主打亲情的喜剧片

《你好，李焕英》依靠良好口

碑，从大年初四（2 月 15 日）开

始，在上座率、排片率、单日

票房、影片总票房等数据上先

后反超《唐人街探案 3》，形成

“逆袭”之势。

目前《你好，李焕英》累计

票房已经突破 48 亿元，超过

《流浪地球》成为中国电影单

片票房榜的第三名，距第二名

《哪吒之魔童降世》（50.35 亿

元）的差距也已不足 2 亿元。

而《唐人街探案 3》依靠

系列前作的品牌效应和影响

力，从预售起就大幅领先同档

其他影片，仅大年初一单日即

收 获 票 房 10.11 亿 元 ，并 以

35.61 亿元的成绩成为 2021 年

春节档票房冠军，刷新了包括

全球单地区单片首日票房纪

录，中国内地影史首日预售票

房纪录，中国内地影史首日、

单日票房纪录，国产电影首

周、单周票房纪录，春节档票

房、人次纪录等在内的多项历

史纪录。

2 月 28 日下午，《唐人街

探案 3》累计票房突破 43 亿

元，超过《复仇者联盟 4:终局

之战》（42.5 亿元）排在中国电

影 市 场 单 片 票 房 榜 的 第 五

位。至此，国产影片也包揽了

中国电影市场单片票房榜的

前五位。

此外，高工业规格的奇幻

动作电影《刺杀小说家》在 2
月取得了 8.95 亿元票房；有前

作基础和固定目标受众群的

《熊出没·狂野大陆》收获 5.24
亿元票房；《人潮汹涌》、《新

神榜：哪吒重生》、《侍神令》

等影片在春节期间丰富了市

场的多样需求、拓宽了观众的

观影选择，最终分别收获 4.58
亿元、3.98 亿元、2.56 亿元票

房。

金逸珠江院线总经理助

理谢世明表示，今年春节档七

部影片的整体质量为近年最

高，七部影片在购票平台开分

均达到 9 分或以上，随后即便

部分影片分数有所下跌但幅

度也不大，也正是因为今年影

片的整体高质量，避免了往年

单片票房断崖式下跌或大盘

“跳水”的情况出现。

“七部新片在类型上能够

覆盖绝大部分观众，春节期间

的影迷们都能在市场上找到

各自心仪的影片，春节档票房

也因此创下历史新高。2019
年大年初二的大盘环比猛跌

31% ，而 2021 年同期仅下降

16%，且后面走势平稳，一直

维持在高位运行，高开高走，

从而创造了大盘连续五天均

过 10 亿的佳绩。”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海

外观众也能够走进影院同步

观看华语大片齐贺岁。据悉，

《唐人街探案 3》、《刺杀小说

家》、《新神榜：哪吒重生》都

在北美、澳新、东南亚、日本

等多个海外市场同步上映，

《人潮汹涌》则在新加坡同步

上映，并于元宵节前后相继登

陆北美、澳新等海外地区。

2 月 12 日，《唐人街探案

3》在中东及非洲地区的 25 个

国家同步上映，是目前中国影

片在非洲地区海外发行规模

最大的一次，截至 2 月 23 日，

该片已经在包括澳大利亚、新

西兰、新加坡、文莱、柬埔寨、

泰国在内的多个海外市场取

得优异成绩。

《刺杀小说家》在海外同

步上映后，位列澳新地区同期

开画所有影片票房第一，也是

北美地区同期开画华语影片

第一。

《新神榜：哪吒重生》于 2
月 26 日在日本上映，创造了

中国电影最快登陆日本院线

的纪录，该片中国以外地区的

全球独家流媒体版权已售予

Netflix，未来将通过流媒体展

示给全球观众。

（下转第8版）

2 月的电影市场的亮眼成

绩 ，离 不 开“ 最 强 春 节 档 ”的

助力。

2021 年 正 月 初 一（2 月 12
日）全国电影市场产出票房 16.9
亿元（约为 2.61 亿美元），刷新中

国电影市场的单日票房纪录（之

前为 2019 年正月初一的 14.58
亿元），也刷新了全球单一市场

单日票房纪录（之前为中国市场

2019 年正月初一）；正月初三（2
月 14 日）恰逢西方“情人节”，全

国市场单日产出票房 14.69 亿

元，将之前“情人节”档的票房纪

录提升了一倍有余（之前最高为

2019 年 2 月 14 日的 6.72 亿元）；

再加上正月初二（2 月 13 日）的

13.77 亿元。截至目前，中国电

影市场单日票房榜前五中，有三

天来自 2021 年春节档。

此外，今年春节档期票房连

续 5 天突破 10 亿元，档期内共产

出票房 78.22 亿元，再次刷新档

期纪录。

在采访中，有北京的影城经

理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今年

春节期间影城工作人员的工作

量远超往年：“首先是因为疫情

防控的需要，场间要进行消杀，

往年 10 分钟就能完成的清扫工

作现在加上消毒和通风，得半小

时左右，而且今年春节期间临时

工和实习生都不太好找，只能靠

现有的工作人员放弃休息，加班

加点。”

一位来自河南洛阳的影院

经理也表示，“今年春节档影片

片长普遍较长，春节期间，我们

影城从早上 8 点开始放第一场，

最晚的场次接近晚上 12 点，但

也几乎都是满场，现在回头看看

这个春节档，累是真累，开心也

是真开心，能留住观众比什么都

强。”

在电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下，2 月份全国影院共接待了

2.66 亿人次的观众，丰富了人民

群众过年期间的精神生活和社

交需求，过年看电影的新民俗进

一步巩固。广大观众以自己的

购票意愿证明，电影仍然是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的“主食”、“主

菜”，中国电影仍然处在黄金发

展机遇期。

除了亮眼的市场表现外，在

春节档前后，中国电影还分别在

配合国家外宣、助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等方面做出独特贡献，创

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春节档前夕，2 月 9 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

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

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在讲话中，

习近平主席用“17+1 大于 18”高
度评价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取得的巨大成效。

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中东

欧国家的人文合作，夯实双方关

系发展的社会民意基础，由国家

电影局主办的“2021 年中东欧国

家优秀影片播映活动”于 2 月 5
日拉开帷幕，多部中东欧国家影

片在电影频道（CCTV-6）和电影

院陆续播映；2 月 9 日当天，匈牙

利影片《日暮》也通过全国艺联

上映，这是今年全国艺联上映的

第一部影片，也是近年来国内影

院上映的第一部匈牙利影片。

春节假期后，2 月 25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庄

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

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2 月

26 日，全面小康题材重点献礼故

事片《千顷澄碧的时代》在全国

院线上映，影片以新时代的兰考

为原型，深情呈现了中国脱贫攻

坚一线人物群像，全面描绘了新

时代中国农村的小康画卷。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

长明振江表示，电影《千顷澄碧

的时代》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

人不变的初心，将关注现实、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作

为自己的使命担当：“电影刻画

出了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中国

人。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会

像兰考县的焦桐一样，被人民铭

记，长青不败。”

2月市场刷新多项纪录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你好，李焕英》靠口碑赢得观众
多部影片海外市场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