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工首日
全国票房超350万

7月17日，成都市和平电影
院先于全国其他影院，在当日下
午5时开启网络预售，5点40分，
复工后全国第一张电影票售出，
影片为《哪吒之魔童降世》。据影
院介绍，成都市电影集团原本为
抢到全国首张电影票的观众准备
了“神秘大礼”，但遗憾的是，这位
观众居然退票了，于是，购买了
《夏洛特烦恼》影票的大三学生吴
昊就成了真正意义上抢到复工后
第一张票的人。影院为他送上了
抗疫健康礼包，成都市电影集团
下属影院还为他送上了一年免费
观影的福利。

据《钱江晚报》报道，昨日零
点，杭州某影院准时放映新片《第
一次的离别》，它也成为全国第一
个正式复工的影院，原本能坐
109人的影厅，按要求，只开放了
32个座位。

另外，上海、南京等城市也均
有影院复工。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
截至7月 19日，全国83个城市
391家影院复工首日(7月20日)
的预售分账票房达94.8万，观影
人次3.4万。如果计入每张3元
的服务费，7月20日全国预售票
房已经超过百万。截至7月20
日零点，预售票房前五的影片依
次是《第一次的离别》《寻梦环游
记》《误杀》《战狼2》《哪吒之魔童
降世》。

截至记者发稿时，7月20日
全国票房累计为 358
万，《第一次的离别》则

以156万的成绩
成为单日票房
冠军。面对这

样的观影热情，网友调侃道，“憋
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看电影了”。
还有很多观众在看电影前特意录
下了片头的“龙标”，因为实在太
有纪念意义了。

有序推进
影院和观众都需准备

7月20日，河南省电影局下
发通知，根据国家电影局《关于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
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部署要
求，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我省域
内电影院可自即日起有序恢复开
放营业。

大河报记者在猫眼、淘票票
等票务平台上搜索郑州相关排片
信息，均显示“该城市暂无场次”，
也就是说郑州的影院在7月20
日均未开业。

在河南奥斯卡电影院线相关
负责人提供的《河南省影院恢复
开放疫情防控实施细则》中，大河
报记者看到，各影院要坚持属地
管理，有序组织复工复产，“影院
要严格按照属地党委政府统一部
署，在当地电影主管部门的疫情
防控部门的指导下，有序推进复
工复产”。

郑州奥斯卡曼哈顿国际影城
运营经理刘露告诉大河报记者，
影城目前正在等相关部门的正式
批文，正式批文下来后，相关流程
还需报批，比如每个影院都由当
地社区管辖，各项防疫安全措施
还需社区验收批复，这些都需要
时间。很多观众关心到底什么时
候能看电影，“等批文下来，片源
到店，通过验收后我们就可以开
业，相信不会让观众等待太长时
间”。

随后，大河报记者咨询多家

影城，均回应“目前正在等待相关
部门的批复中，影院正处于复工
筹备期”。

按规定，影院要全部采取网
络实名预约、无接触方式售票；观
众进入影院要实行扫码，进行体
温测量，未戴口罩和体温37.3℃
以上者不得入场；影院入口配备
消毒剂，安排专门人员引导观众
有序进出影院；观众进入影院必
须全程佩戴口罩，对号入座；影院
原则上不售卖零食和饮料，影厅
内原则上禁止饮食。

刘露也通过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提醒观众，如果近期有身体
不适，发热、咳嗽、乏力、腹泻等症
状，建议待身体完全康复后择期
观影，影院也将会为观影顾客进
行入场测温，如果体温高于
37.3℃，影院会为顾客做退票操
作。另外，进场观众一定要戴好
口罩，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间隔
落座。

有观众疑惑，电影院放映厅
里是否属于密闭空间，在通风换
气上是否有保障？刘露介绍，现
在的影院大多配备新风和排风系
统，影院会严格按照《公共场所集
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
对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洗消毒，
使用空调通风系统时关闭回风，
使用全新风运行；每天营业前1
小时提前打开影厅新风与排风系
统，每天通风不少于3次，每次不
少于30分钟。

在影城的放映间，大河报记
者看到，放映设备已就绪。“事实
上，在整个疫情期间，放映设备的
维护也是重点工作，数字放映机
必须满足合适的温度和湿度的工
作环境，即使没有排片，影厅设备
也要定期开机维护，确保放映设
备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刘露说。

复工首日，全国票房358万，郑州影院仍在做复工准备

这个画面亮起，
我们的快乐快回来了！

对于影院来说，
除了相关部门的批
复，是否有合适的片
源也是制约影院能
否早日复工的重要
因素。

从公开信息来
看，目前上映的片单
还挺丰富的，除了7
月20日的新片《第一
次的别离》，《妙先
生》将于7月31日上
映，8月25日将上映
《我在时间尽头等
你》《荞麦疯长》等国
产片。小罗伯特·唐
尼主演的《多利特的
奇幻冒险》和范·迪
塞尔的《喋血战士》
将于7月24日上映。

另外，《中国合
伙人》《狼图腾》《何
以为家》《十二生肖》
《北京爱情故事》《捉
妖记1》《美人鱼》《寻
梦环游记》《当幸福
来敲门》等经典老片
也将于7月20日~8
月31日上映，在复工
阶段，这些影片无疑
起到了暖场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有很
多国产片都是以公
益形式放映，采取低
票价措施，票房收入
全部归影院所有，这
对提振行业情绪也
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也有网友对影
片质量提出了建议，
毕竟现在观众观影
不易，希望新片多
多，烂片减少，“现在
看一场电影，需要实
名制、进场验身份
证，测体温，全程戴
口罩，不能吃爆米
花，喝饮料，还要间
隔落座……如果再
看场烂片，那就实在
太浪费感情了！”

7 月 20 日，郑州
奥斯卡曼哈顿国际影
城大厅一片忙碌，员工
们正在打扫卫生，售票
处上方的“售卖区”灯
牌也已经点亮，大厅里
还零星摆放着《中国女
排》《姜子牙》等2020
年春节档电影的宣传
物品。

两位姑娘说笑着
一起走出电梯，影城工
作人员却告知“现在还
没有正式复工”。“不是
说7月20日就可以看
电影了吗？”俩姑娘疑
惑着离开。

从 2020 年 1 月
23日至今，电影院已
过了一个漫长的假期。

7月16日，国家电
影局下发通知，低风险
地区在防疫措施做到
位的前提下，可在7月
20日有序恢复营业。
同时，中国电影发行放
映协会也发布《电影放
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
防控指南》，对影院员
工健康、安全消杀、观
众观影等方面做出细
致要求，比如影院日排
片减少至正常时期一
半、观影时间每场不得
超过2小时、每场上座
率不得超过30%、影厅
内原则上禁止饮食等。

7月20日，上海、
成都、杭州等地都传出
了影院复工的消息，郑
州网友纷纷提出疑问
“为何其他城市的影院
可以这么早复工？郑
州的还不见动静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通过采访后了解到，
多数电影院难以在 7
月20日真正复工，根
据流程来看，国家电影
局下发通知后，还需要
当地相关部门的批复
后才能真正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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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片
这些经典老片
也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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