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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
是11月9日上映

的《毒液：致命守护
者》成为振兴票房大盘的一

剂猛药，全国票房大盘依然在低迷状态
运行。据猫眼电影数据统计，自国庆档
后，全国票房大盘便一蹶不振，连续数天日
均票房仅有3000多万，创了近年来内地影
市的最低纪录。直到《毒液》正式上映，我们
的电影市场才有所回暖。这一
现象也引起业内人士的思
考，影片内容决定票房质
量已经成为人们的共
识，但其中深层次的

原因更值得人们去
剖析。

《毒液》成拯救影院的良药？

一部电影爆红并不能起死回生

2018年11月17日 责编 刘惠杰 美编 李庆琦深读 AⅠ·12 AⅠ·13河南省新闻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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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毒液》让电影市场暂时走出低迷，但这段时间的冰封期其实是一次对电影市场的集中质问。它
向国内电影从业者提出了如下问题：

上游创作与制作环节的把控是否与银幕增速相匹配？如何让县市级观众以更稳定的频率走进影
院？影院的扩张与配置是否适应了当地观众的真实需求？怎样才能快速缩短观众的“低票价”期待期？
影院的优胜劣汰是必然发展还是尚有余地？

对观众购买的每一张票负责，而不是心存侥幸地寄希望于运气和他人，是每个电影行业从业者必须
要思考的问题。只有每个环节都不“掉链子”，中国电影市场真正的繁荣时代才会到来。

影院江湖风起云涌
未知命运扑朔迷离

平均每天一家影院关门？

“不挣钱”的电影院未来咋整啊
□策划 体娱文创部 执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策划 体娱文创部 执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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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很多影院经理人吐槽
“不赚钱”，一二线城市还好，因为

已经培养出相对固定的观影群体，三四
线城市，尤其是随着电影产业快速发展兴建

的县级影院就没那么好过了。有一项数据表明，
在2018年前10个月，确认倒闭或停业整改的影院
已接近300家，近三个月内因营业调整等原因，没有
票房入账的影院多达2100家，占全国影院总数的五分
之一。除了中小影院外，以万达、大地、星美为代表的
大型影院也不乐观。在目前的态势下，过去几年积累
的大批影院非但不是优势，反而有了拖后腿的嫌疑。

全国影院情况真的如此？到底是行业拐点
还是产业“洗牌”？数量庞大的中小城市影院
未来何去何从？连日来，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记者走访了多位业内人士，试

图求得一个相对清晰的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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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液》为什么成了救世主？

据统计，《毒液》自11
月9日公映以来，连续5天
单片票房、排片和上座
率均居同档期第一。
上映首周末大盘平

均单日票房近3亿元，其中《毒
液》贡献了80%的票房。即使
是在“双11”的影响下，它依然
取得了单日2.2亿的票房，让内
地电影市场在国庆档后真正地
扬眉吐气了一把。

有业内人士认为，《毒液》的
火爆一方面是自《碟中谍6》以

后，内地几乎没有一部重
磅好莱坞电影上映，再加
上国庆档多部影片消耗，使
得观众的观影热情几乎殆
尽，长期的片荒让观众对影
院产生疏离感。电影发行人
孟竹认为，《毒液》的质量保证
了观众的正常观影需求，再加
上震撼的视效以及轻松爽快的
风格，对所有观众来说都是一个
合适的选择，另外，在上映前很
多观众认为它又是一部寻常的
好莱坞超级英雄片，没想到是一
部蠢萌的反英雄套路影片，因此
观众和市场报以热烈回应。

不过孟竹认为，虽然《毒
液》让大盘回暖，但要谈论救

市还为时尚早。“一部
电影的爆红并不能
让整个市场起死
回生，综观与《毒
液》同期上映的
《名侦探柯南》《你

好，之华》《飓风
奇劫》等影片
都没有获得
理想的票
房 。 在
正 常
的电
影

市场下，每部电影都应该在其合理
的票房区间内。”孟竹说。

电影口碑决定观众取向？

在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的
走访中，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肯定了
上映电影的质量和口碑对影院的决
定性影响。在孟竹脑海里，对《战狼
2》和《芳华》的印象特别深，很多影
院经理告诉她，之所以它们的票房
节节攀升，是因为那些平时根本不
进电影院的观众都出动了，一些老
年观众甚至还会二刷、三刷。

国庆档以来的票房低迷状况也
成为业内人士研究的课题。据统
计，2018年11月1日的全国票房为
3100余万，2013年10月31日的单
日票房为3200万左右，如今全国有
10000多家影院，2013年同期的影
院数量只有4000多家。影院的惨
淡经营一眼可见，孟竹认为其主要
原因是原本被市场寄予以厚望的
《李茶的姑妈》遭遇口碑和票房滑铁
卢，导致全国票房大幅蒸发，被全国
影院经理寄予厚望的票房小高峰也
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断崖式的
票房下跌。“你能够想象吗，截至11
月3日，国内很多影院的票房主力
还是《无双》。”孟竹说，“目前票房收
入依然是影院主要收入来源，影片
质量和口碑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观
影人次的重要原因，同样一场的放
映成本，人次高了，票房高了，影院
的发展自然也就好了！”

电影人李鑫认为，目前电影对
于观众来说还是一种消遣娱乐产
品，绝大部分观众走进影院希望能
够得到轻松愉快的观影体验，而国
庆后上映的多部影片相对小众，如
果现实题材影片和文艺片没有引
发全民话题，想要得到观众持续追
捧比较困难。有院线经理表示，一
方面，近来冷清的市场会让电影
公司更加谨慎，“选择在院线上
映的影片无一例外地想取得
不错的市场回报，今年下半
年以来，频繁的调档撤档
已经体现出了各家发行
方的谨慎态度。但这
种延期改档，混乱排
片也给市场票房低

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某影院拓展商河南区开发总经

理张立认为，靠《毒液》《神奇动物
2》这样的“猛药”来为市场提气只会
取得暂时的效果，整个市场状况的
改良还需要百花齐放，“我甚至觉得
有深度、能够直入人心的影片多了
是好事，因为这能直观反映观众的
观影水平”。

全年600亿
这个数字重要吗？

10月4日，2018年度全年票房
突破了500亿，这个成绩比2017年
提前了47天，也完全超过了2016
年的全年票房，全国电影人当时是
振奋的，也喊出了“突破600亿”的
口号。然而截至10月底，全年票房
报收523亿，离600亿的目标还差
77亿，这也就意味着11月和12月
都要取得39亿的票房才能完成这
个目标。

孟竹认为，虽然遭遇了所谓的
票房寒流，电影从业者并不用特别
担忧，这是多方面长期因素共同导
致的结果，比如从2015年刮起的

“票补”风，就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
度地改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从选
择性、有目的性地看电影，到没事儿
也可以花十块钱看个电影消磨时
间。目前对于市场又是一次大的洗
牌，对于观众来说，则是从盲目回归
理性的档口。“但我认为，从长远考
虑，即使短期内会出现‘速冻’现象，
对于电影市场的长期发展来说是一
次必经的洗礼，也让上游的制作公
司更需要对内容负责，而不是找几
个话题明星凑一凑就能动辄几个亿
票房的时代了。”

河南文化影视集团董事长刘健
则向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展示
了一组数字，2018年10月河南奥
斯卡电影院线的票房比2017年同
期下降了28.5%，但刘健并不过分
担忧，他认为任何一个产业在发展
中都是波浪式前进的，这是一个规
律，“在经历过阵痛后，中国电影会
更加健康发展，我们对电影也要持
乐观态度，而不是稍微有点票房波
动就大喊寒冬来了”。

河南票房
近四成来自郑州

河南是一个人口大省，在
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人口基数
大就证明潜在的观影群体大，
也是电影产业的利好指数。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多年的
全国票房排行中，河南也一直
在第十名左右徘徊。以2017
年为例，河南票房收入为
19.01 亿 ，比 2016 年 增 长
18.61%，全国排名第九。不
过如果拆分详细数据的话，会
发现郑州和洛阳两地是河南
电影票房的绝对主力。

据《2017中国电影市场
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河南共有可统计票房
影院 428 家，银幕 2337 块，
座位 290130 个，相比 2016
年，影院增加70家，银幕增
加492块。河南分布26条院
线，其中河南奥斯卡电影院
线旗下影院 204家，同比增
加27家。票房1000万以上
的影院分布在14条院线，其
中河南奥斯卡14家，万达8
家，中影数字7家，上海联和
4家，浙江横店5家，广东大
地3家，中影星美2家。

据统计，河南票房在
3000万以上的有16个城市，
票房 5000 万的城市有 12
个，票房在 1亿元以上的城
市有3个。其中郑州在2017
年度收入票房7.392亿元，洛
阳收入1.812亿元，分别占河
南城市在线票房的 38.89%
和 9.53%，分列河南地区票
房冠亚军。河南票房收入
1000万以上的影院有51座，
郑州占了27家，以绝对优势
占据了河南电影票房的头把
交椅。上述数字表明郑州在
河南电影市场中的领头地
位，也反映了县市级影院的
收益偏低。

影院经营成了老大难？

虽然票房收入位列河南

冠军，但郑州的影院江湖也
不平静。以 2006 年开业的
MK 保利国际影城为例，
2017 年被整体卖给万达电
影院线，今年下半年则彻底
关门歇业。2011年，星美将
位于郑州西郊商业中心的一
家影院全盘卖给了河南奥斯
卡电影院线，就是现在的郑州
奥斯卡西元国际影城，这只是
近年来星美院线大规模关门
的缩影。2013年，星美在全
国有83家影院，2016年扩张
到260家影院，约1820块银
幕。急速扩张的背后是房租、
人工成本的大幅上涨，在票房
收入增长速度跟不上的现状
下，影院的正常运营就出现了
问题，从而导致扩张潮后的关
门潮。除了星美事件外，国内
也出现了多轮的院线收购和
并购事件。2017年 1月，大
地院线母公司海南控股曾以
32.86 亿收购了橙天嘉禾集
团，获得了其在内地76家影
院和531块银幕。

某影院拓展商河南区开
发总经理张立认为其中的道
理很简单，狼多肉少，现在很
多年轻观众对电影的忠实度
并不高，大部分上映电影不
像网剧那么吸引他们。另
外，影院数量增多，但观影人
群是固定的，这个数量没有
增长就势必会造成分流。张
立举例，2015 年，深圳嘉禾
影城差不多有一个亿的票
房，预计今年在 6000 万左
右，下降了差不多四成。

电影发行人孟竹则把目
前国内影院的整体状态形容
为“观众和票房的增速与银
幕增速不匹配”，也就是说，
影院的迅速扩张并没有以同
等效率带动同比的观影人次
和票房增长。近年来，各大
院线、影管公司加速扩张，其
新建影院甚至已经下到四线
城市，IMAX、4D 等特殊影
厅也在更大面积地进入市
场，然而观众的观影热情却
没有一路飙升。就省会级和
县市级影院而言，虽然省会

城市的电影市场普遍日趋饱
和，发展不及县市级影院，但
就市场敏锐度来说，县市级
影院又不同程度地落后于省
会级影院。经济较为发达的
沿海城市，有时整体票房和
新旧影片更替速度表现甚至
优于位处内陆地区的省会城
市，这对于影院的规模与数
量发展，都会造成非常直接
的影响。当然在影片宣发策
略制订方面，也会有一定的
资源倾斜，与影院的发展是
相互作用的。

影院如何打出特色？

电商和网售是这几年的
电影热词，电影从业者对它的
态度也不一致。孟竹认为低
价票本身就是一种严重干扰
市场规律的行为。以《大闹天
竺》为例，在前期9.9元大量
预售补贴的前提下，很多影院
在春节档前几天给予了大力
支持，但观影人次随着口碑评
分快速下跌，这把影院推上一
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在春节
档这样的大档期，大部分观众
会提前买票，也就是说，影院
眼巴巴地看着《大闹天竺》的
上座率不行，却因为有预售而
不能调整场次。“从影院角度
来说，观众依赖于电商平台是
一个令他们非常被动的事情，
补贴政策也导致了很多地区
影院间的恶性竞争。观众不
懂这些，只知道哪家便宜我去
哪家，也不利于提高地区内人
群的观影层次和养成观影习
惯。”

河南文化影视集团董事
长刘健则认为网络售票是
影院现阶段必须要面对
的，因为它便利了观众，
这对观众来讲是实实在
在的，但网售的票价
应该是一个公平的
价格体系，一家影
院必须要在线上
价格一致的情
况下，丰富线
下活动，打出

自己的特色才能良性发展。
在影院建设方面，刘健认

为主要因素是位置和业态，一
家成熟的商业业态可以撑起
一家电影院，但一家电影院不
一定会成就一个业态。河南
奥斯卡电影院线甚至会用到
航拍技术来考察一个地区的
商业形态和人流走
势，这样能够直观
地分析出这个地方
到底适不适合建造影
院。刘健介绍，科技领
先始终是影院要坚持
的，不管是中国巨幕、激
光全景声，还是最近新上
的终极银幕，电影行业的
科技含量体现出来的就是
给予观众最舒适的观影体
验。除了硬件设备外，还要
逐步改变影院前厅的人员流
动动向，“由于网络售票的因
素，现在观众在影院大厅
停留时间大约在10~15
分钟，与以往相
比 减 少 了
60% 左 右 ，
如 何 让 观
众停留更
多 时 间 ？
这就需要
每个影院
都要凸显
自己的特
色”。

凭借
多

年的影院开发经验，张立认
为像国内一线城市中走长
期放映路线的艺术影
院、家庭体验式影院还
有私人影院倒是以后
影院发展的一个思
路。

《神奇动物2：格林沃德之罪》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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