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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多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社会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及全国各地多重利好政策、优质影片的上映定档，6月份以来电影

市场呈现明显的回暖势头，全国影院营业率基本保持在80%以上。

尤其自6月24日《人生大事》正式上映之后，电影市场的热度逐渐被拉高，全国单日电影票房一直维持在6000万元之上，双休日的票房收

入都维持在超1亿元的水平，未再出现此前单日票房不足5000万元的情况。

从今年3月受疫情影响，电影市场跌入谷底，到6月电影市场重振旗鼓，中国电影市场以自身的韧性反映着其不可低估的巨大潜力。中国

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认为，今年暑期档的表现是疫情以来行业信心开始逐渐恢复的最好说明，同时相信国庆档在暑期档的基础之上也

会有相对不错的表现。

上海联和院线市场营销部副总监陈艳雅表示，从2020年到现在，影片撤档、定档并不像疫情前那么确定，现在会有比较强的机动性，但是

我们相信随着上海影院的有序恢复，影片的上映数量会逐步增加，市场会越来越好。

过半的暑期档，稳中向好的电影市场
■文/ 本报记者 李佳蕾

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的电影市

场在不少人看来有些“命途多舛”，全国

影院营业率降至 40%以下、多部影片接

连撤档等情况让电影市场一时间跌入谷

底。但是，自 6 月份以来，电影市场如同

李白的诗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

上九万里”，观众的观影热情和市场仿佛

都在一夜之间乘风而起。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

书长闫少非曾说过，“无论是疫情影响，

还是其他不可控因素对电影的冲击，中

国电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自我调控，

包括管理体制、发行、院线、观众的一整

个系统，似乎构成了比较强大的力量，推

动中国电影繁荣发展。”

这种强大的力量正是中国电影的韧

性，并且明确地通过数据证明着。自疫

情以来，2022 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反映出

了比 2021 年更强劲的恢复势头。据国

家电影专资办数据显示，2021 年 4 月 18
日，中国电影市场票房突破 200 亿元大

关，而 2022 年上半年，全年总票房为

171.80 亿。尽管 2022 年在电影市场票房

突破 200 亿的时间上稍显迟到，但是要

看到 2022 年上半年全国影院的营业情

况，尤其是票仓城市北上广等地存在着

阶段性暂停营业的情况，今年上半年取

得的成绩来之不易。

如果以暑期档来看，今年的电影市

场释放着更为积极的信号。2021 年暑期

档总票房达 73.78 亿元，而截至 7 月 18 日

上午 10 时左右，今年刚过半不久的暑期

档票房收入 36.81 亿元，基本赶上了去年

的“脚步”。在当下电影市场上还有着多

部观众期待值较高的影片暂未定档的情

况下，36.81 亿元的成绩对于刚刚恢复的

市场来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并

且给予了行业从业者信心。

关于电影市场的复苏，孙佳山从三

方面做了总结。第一，今年暑期档的现

实题材影片《人生大事》和《神探大战》

等，都给今年的暑期档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二，全国多地的市场复苏趋势明显；第

三，高质量影片逐渐定档，反映了片方对

于市场的信心的恢复。

深受上半年疫情困扰的太平洋影城

深圳星航华府店的影城经理何雪梅表

示，“6 月开始随着《人生大事》和《侏罗

纪世界 3》的上映，总算有了明显的回

暖。”五一档时，她所在影城的日均收入

为 3432.5 元，而 7 月第 2 周（7 月 11 日至 7
月 17 日）的日均收入大约为 5961 元，涨

幅达到 73.66%，尤其是 7 月份以来的周

末单日票房收入均在 10000 元以上。

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新世界店的上影

影城负责人蒋月华告诉记者，自 7 月 8 日

正式复工以来，在每个影厅 50%上座率

的限制下，六天的时间内收获了 27 万元

左右的票房成绩。不过因为上海市并不

是所有的电影院都恢复营业，黄浦区又

因其自身地理位置比较好，存在观众跨

区观影的情况。

北京电影市场的恢复也是蒸蒸日

上。以首都电影院西单店为例，6 月票

房总收入为 48.9 万元，但 7 月中旬才过，

影院的票房收入就已达到了 153.9 万元，

是 6 月总票房收入的三倍有余。

多家影城负责人都向记者表示了

乐观态度，因为影城收入直接反映着电

影市场的热度在不断攀升，而这样又会

给更多片方信心，积极让新片入市，如

此形成良性循环。让影城负责人更高

兴的是，“团体观影的迫切期待和影迷

群体的积极购票，都呈现出观众对电影

的渴望。”

与之前担心影院没有复工影响电影

市场不同，现在观众反映出的“没有影片

值得进影院观影”更让人担心。有业内人

士向记者也传递了这种担忧，认为现在存

在“复工未复产”的情况。但是，不论是

从影院所展现出营收的积极信号，还是新

片立项创作消息都在证明着“电影不会

死”。

从国家电影局官网的新片立项通知

可以了解到，电影市场不仅是在复工，更

重要的是内容创作也在稳步向前。众多

立项拍摄新闻，都反映出电影市场稳中向

好的局面，其中既有张艺谋导演的《满江

红》山西开拍，也有正在热映影片《人生大

事》的续集立项；既有上影集团的《同学

好》开机，也有刘德华监制的《潜行》正在

拍摄中；既有因热门电视剧转而拍摄电影

版的《爱很美味》杀青，也有张学友、谢霆

锋主演的《海关战线》完成拍摄。创作端

的不断更新，也会给影院放映端更多信

心，唯有创作出高质量的影片才能够持续

将观众“按”在电影院的座椅上。

同时，电影市场中的影片储备量是比

较丰富的。多家民营电影公司手里都拿

着不少还未上映但是引人期待的影片，如

博纳影业的《无名》，万达影视的《哥，你

好》、《维和防暴队》，光线影业的《深海》，

英皇电影的《刺猬》，开心麻花的《超能一

家人》、《独行月球》，儒意影业的《保你平

安》等。这些影片所能引起的话题热度在

前期宣传中就可见一斑。

多项利好政策的出台，也在帮助电影

行业复工复产。5月份发布的《国务院关于

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

知》提出，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7个行业企

业纳入按月全额退还增量留抵税额、一次

性全额退还存量留抵税额政策范围。此

外，全国多地陆续推出帮助影院复工复业

措施，如江苏、上海等地都宣布给予影院一

次性补贴、减免租金等相应政策。

不仅政策帮助电影行业复工复产，陈

艳雅告诉记者影城也在努力搞“新花

样”，“SFC上影城策划多种营销活动，如 7
月 8日至 7月 17日，上海地区影院为迎接

119 天之后的影城复工，每天上午 11：09
分的场次可以享受 11.9 元的观影活动；7
月 8 日至 8 月 7 日期间推出的 119 元时光

畅游卡，不仅包含 3 张普通厅观影券，还

有三个月的会员权益卡。”除了多种活动

吸引观众重新走入影城，观众的观影热情

也在感染着陈艳雅，“身边的朋友以及从

观众群中了解到的信息都传递着，他们想

要早日走进影院的愿望。同时，团体客户

也联系过我们想要组织观影活动，不过现

在受疫情反复和上座率的影响，团体客户

的服务暂时还未恢复。”

当然，电影行业要想完全恢复到疫情

之前会需要更多的时间，这并不是个一蹴

而就的过程，而是螺旋上升式的。在恢复

的过程中，不可否认我们会遇到很多困

难，但是也要看到积极向好的一面。目前

最为迫切的可能还是后半程的暑期档需

要更多类型、更加适合全家观影的影片积

极入市，因为市场热度还在、观众还在，

中国电影市场依旧前景广阔。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强调，

电影作为典型的注意力经济，必须在短时

间里吸引最大层面的观众，因此必须成为

社会舆论的热点、娱乐话题的热点，能够

引发最大层面观众的关注和讨论。

观察近一个月的定档影片来看，基

本上每周都会有 1-2 部高质量新片定档

上映，并形成一定的热点话题。6月 24日

的《人生大事》，7 月 1 日的《你是我的春

天》，7 月 8 日的《神探大战》《隐入尘烟》，

7月 15日的《外太空的莫扎特》等，这些影

片没有选择扎堆，而是有节奏、适时定档

上映，逐步使市场中的电影类型丰富起

来，并且维持着市场热度。

观众黄女士向记者表示，“现在每周

一两部影片对我来说足够了，因为我不

是每周都进影院的人，所以我会挑自己

最感兴趣的几部去电影院看就可以了。

近期比较感兴趣的是沈腾主演的《独行

月球》，如果上映的话，我会买票去电影

院观看。”

影城负责人还是会担忧暑期档的下

半程。从目前定档影片的情况来看，能

否有更多重量级、高质量影片定档现在

仍旧是一个未知数。

蒋月华表示，对于现在的电影市场

来说，并不仅仅是需要大片。现在正处

于暑期档，也会需要动画片和文艺片，观

众的观影需求是多元的，有充足的大片

保证当然好，但是其他类型的新片也是

需要的。今年复工之后能够充分感受到

观众的观影热情，很多新片还没有定档，

如果每周都能有不同类型的新片投放市

场，那么今年暑期档的票房表现就不会

太差。影迷王先生表达了对文艺片《隐

入尘烟》排片的不满，“一直没来得及看，

因为排片时间都不是很好，就中午有那

么一两场，现在看很多影城都不排这部

电影了。”

“影院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全国影

院所面临的问题。一是新片、好片的持

续刺激，这是保障票房收入的不二法宝；

二是随着暑假到来，全国各地人民会有

旅游出行的需要，人员流动明显提升，而

各地的疫情时而反弹，给影院经营带来

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何雪梅说。

面对现在暑期档的影片定档情况，

孙佳山认为，随着疫情进一步得到控制，

市场逐渐升温，相信在一段时间后影片

的数量和类型都会丰富起来。

暑期档因其持续时间长，丰富的影

片类型，充分满足观众的多样化观影需

求，往往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档期之一。

56.94亿的《战狼 2》、50.35亿的《哪吒之魔

童降世》、31.1 亿的《八佰》、31 亿的《我不

是药神》、25.47 亿的《西虹市首富》、24.36
亿的《捉妖记》等影片都是暑期档上映

的，而现在暑期档赛程刚刚过半，是否会

有更多高质量影片入市还是十分令人

期待。

◎电影市场释放积极信号

◎高质量新片入市是最大期待

◎不仅复工，也在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