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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票房后劲有多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目前电影票价合理吗？

对于大部分观众而言，电影票价格
的高低决定着他们是否愿意走进影
院。目前我国影片的票价线上线下相
差很大。记者在北京各大影院采访发
现，影院门市票价要高出线上票价3倍
到4 倍，因此，大部分观众会选择线上
购票。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观众表
示，前几年线上经常能买到9.9元的超
低价电影票，但这两年却很少见了，网
络平台的票价也越来越高了。

一部影片的合理票价应该是多
少？除去影片的制作成本，不同城市、
不同影院、不同放映格式之间有着很大
区别。拿放映格式来说，因为 IMAX、
3D能够带给观众更好的观影体验，其
价格也相对更高。此外，影院的地理位
置对票价也有一定的影响。以北京为
例，坐落于西单商业圈的首都电影院票
价就比大兴区位置相对偏僻的星美国
际影城要高。

如果与国际上比较，我国电影票价
格并不算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
计算研究所发布的全球电影票平均售
价显示，我国的平均电影票价为 5.74
美元，美国的平均电影票价为 8.13 美
元，日本的平均电影票价达 12.77 美
元，位居亚洲最高。而印度的平均电影
票价相对很低，原因是印度没有文娱
税，使得电影票价相对较低。

在我国，由于电商资本雄厚，实力
大，所以为了抢占市场，电商采取投资
的方式“烧钱”补贴电影票价。近两年，
通过电商渠道继续争夺新用户的能力
越来越有限，“票补”的力度也有所下
降，这也是为什么线上平台很难再买到
9.9元超低电影票的原因所在。

从某种程度上看，“票补”的确刺激
了观众的观影需求，做大了电影市场的

“蛋糕”。尽管去掉电商高额补助后观
众感到票价在悄悄上涨，但是不可否
认，在超低票价的“诱惑”之下，很多观
众已养成了观影习惯，即便现在的票价
回归到相对稳定区间，但很多观众仍表
示：“电影已经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离不开了。”

什么因素支撑了票房佳绩？

2017 年 全 国 电 影 总 票 房 达 到
559.11 亿元，创历史新高。这其中除
了观众的观影热情越来越高之外，也有
许多重要的因素。有力的版权保护措
施，是保证票房的重要因素之一。冠勇
科技董事长吴冠勇介绍，自2017年起，
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前置已成趋势。例
如：《星际特工：千星之城》《异形：契约》
等电影版权方均在电影进入院线上映
前就采取了版权监测保护措施，对云存
储、社区论坛、社交平台等作了重点监
测，对已有的盗版资源给予及时快速处
理，因而，在院线热映期未出现盗版资
源的规模传播。

票房佳绩离不开有力的政策引导
和法律保障。过去，由于缺少法律依
据，不少乱象浑水摸鱼充斥在电影业
内，阻碍了我国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
201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
产业促进法》正式施行。法案对电影创
作、摄制、电影发行、放映、电影产业支
持、保障、法律责任等内容分为6章作
了详细阐述，亮点颇多。包括首次将电
影产业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
当中，这意味着电影产业被新时代赋予
了新的重任，成为拉动内需、推动国民
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此外，《电影产
业促进法》也践行着简政放权，降低了
电影行业的准入门槛，提出国家将在财
政、税收、金融、土地、用汇等方面全方
位扶持电影产业。

中国电影的发展也得益于院线的
建设。2017 年，我国银幕数量跃居世
界第一，银幕数已达50776块，超过美
国和加拿大银幕数总和。但值得注意
的是，虽然银幕数较前一年增长了
21%，但观影人数却只增长了 18%，5
年来票房仅增长了近两倍，这也低于银
幕数的增长。华谊兄弟影院管理公司
总部排片经理唐乐认为：“这几个数据
的增幅未能同步，说明很多影厅没有充
分的上座率，银幕数对观影人群的拉动
力在降低。”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
曙光认为，院线不能盲目追求银幕数量
的增长，应该合理规划。在向三四线城
市发力的同时，有效整合一二线城市的
院线资源，对于影院数量已经饱和的一
线城市，应该把着力点放在提升影院的
软硬件投入，进而提升服务质量。

国产电影可以更好看吗？

一位票房分析师曾经提出，电影市
场的健康程度，反映本土电影的发展趋
势。如果把500亿元票房这块大蛋糕
分一分，你会发现，过去一年，中国电影
市场国产电影票房为 301.04 亿元，占
据了蛋糕总额的53.84%。如果再把这
一半多一点的蛋糕继续分下去，你又会
发现，仅冠亚军《战狼 2》和《羞羞的铁
拳》两部电影就占据国产电影总票房的
26.1%；总票房前8名的国产片合计贡
献了全年电影总票房的50%。

国产电影的票房不能只依靠几个
爆款。专家认为，20%的大片支撑了
80%的票房成绩，进口片单片的票房是
国产片的 3.7 倍，这些问题充分说明，
要让国产电影健康有序发展，需要做到
资源均衡，共同发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观众对本土影
片的期待更高，因为讲述中国人自己的
故事会让观众更有共鸣，也更能找到情

感归宿。过去的一年里，令人难忘的国
产电影还是不少的。2017年最后一个
月，冯小刚的《芳华》感动了那些缅怀青
春的人；看过《战狼2》的人记住了护照
背后的那句话：你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
祖国；《羞羞的铁拳》让人们在笑过之后
开始认真思考是什么让自己真正强大
……此外，《十八洞村》《建军大业》等主
旋律题材影片在观众满意度调查中也
获得了不错的口碑。这说明，国产电影
的创作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获得了观
众较好的评价，实现了社会和经济效益
的高度统一。

然而，国产影片对总票房的贡献率
只有一半，这说明优质国产影片数量不
足。对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
长童刚认为，不能以影片数量的增长为
目的，而是要提高电影质量、推出更多
精品力作；不能以票房为目的，要追求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决定
电影产业发展最根本的还是好作品，必
须在好作品上下功夫，提高创作质量，
提升两个效益。引导优质资源向优质
项目倾斜，提高作品的产出率。”

2017 年是“电影质量促进年”，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李
国奇认为，过去一年国产电影多题材、
多类型、多样化的创作格局更加巩固，
主旋律影片更好看了，娱乐型影片思想
性更强了，这些都是反映电影市场健康
发展的指标。他同时指出，在电影创作
层面，有“高原”缺“高峰”、有数量缺质
量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现实主义力作
不多，创作质量和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

电影是人类的梦工厂。李国奇希
望，中国电影人还要再加把劲，保持创
造和创新活力，一方面要始终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提升电影创作的质量和水
平，另外也要注重运用新技术提升中国
电影的工业水准。

电影票房为何“贫富悬殊”
徐晓燕

经历了2016年国内电影票房从一
路上涨到快速回落的走势，2017 年的
中国电影市场交出了一份令人眼前一
亮的成绩单。数据显示，2017 年全国
电影总票房为 559.11 亿元，同比增长
13.45%。这是内地年度票房首次突破
500亿元。进入2018年，电影票房市场
再创开门红。截至1月25日，内地票房
收入已超过 4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86%。

这其中，既有《战狼 2》《羞羞的铁
拳》《芳华》《摔跤吧！爸爸》等总票房破
10亿元的电影，也有《二十二》《冈仁波
齐》等中小成本、市场表现良好的影片，
还有上映后引发各界广泛关注的电影
如《无问西东》。与此同时，拥有大 IP
却没有得到口碑认可的电影，或市场表
现一般的电影也不少，甚至还有票房仅
169元的电影。

为何电影票房如此悬殊？为何有
些影片让人们愿意走进电影院？回顾
2017 年电影票房可以发现，影片口碑
决定影片票房走向的趋势明显。纵观
去年以来的卖座电影，口碑大都处在中
上等水平，鲜见低分作品。与之前一些
高口碑低票房或低口碑高票房的情况
相比，口碑与票房有了明显的正相关关
系。

无论从电影品质还是满足观众多
样化的口味上，电影票房与口碑的正比
关系，都得益于市场正在越来越多地考
虑观众的审美需求。当前，我国电影观
众已不再迷恋大导演、大制作、大明星、
大 IP 等宣传噱头，而是越来越注重电
影口碑和质量。制作精良、剧情过硬的
电影，即使没有大明星大制作，也能得
到观众认可，获得应有尊重。无论是卖
到56亿元的《战狼2》，还是在岁末之际

引发广泛讨论的《芳华》和《妖猫传》，都
让观众看到了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水
平，看到了电影人对于电影质量的追求
和匠心。

2017年，两部主创知名度不算高
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和泰国
电影《天才枪手》分别取得了12.9亿
元、2.7亿元的票房成绩，再次证明口
碑之作的强劲竞争力。相反，好莱坞
大片不再通吃，不少高投资电影与好
莱坞大片的票房都不及预期或者前
作。尽管 《速度与激情 8》 代表的好
莱坞工业大片号召力依然强大，但以
续作为主的好莱坞影片模式化严重、
创新能力不足，进入中国以后，都不
复当年勇。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
观众不再满足于“爆米花电影”带来
的单纯视觉体验，而是愿意尝试更多
类型的优质影片。

更重要的是，口碑与票房双头并进
的影片传递了正能量，与观众产生共
鸣。比如，《无问西东》对大历史环境下
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展开讨论；《战狼2》
则高举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大旗；

《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表达了为
了梦想要勇往直前的精神，对于女性地
位和反家暴等社会问题也有所探讨
……一部好电影应该体现出对社会的
关注，应带给人光明和快乐，给人们的
生活带来一份希望。这些过亿元大片
的核心要点在于，不管它讲述的是哪一
个时代的故事，不论采取的是什么类型
的叙述方式，都努力做到了历史与艺术
真实的统一，演绎出创新性的改变：以
年轻观众乐于接受的方式，通过技术形
成电影冲击力，强化主流价值观，使观
众在观影中获得情感的浸染和陶冶，获
取正能量。

电影好不好看，观众说了算
汪文新

在我国的电影市场上，投资方不仅要考虑电影的社会影响，
向观众传递正能量；同时，还必须考虑投资电影的回报率。如果
投资得不到回报，投资方的积极性会受影响。决定电影投资方经
济效益的，自然是电影票房。一部电影上映后，除了影片内容，
电影票房也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电影好不好看，观众说
了算。

电影票房会反映出一部电影受关注的程度，与电影投资方利
益息息相关。一部电影的票房对其他未观影观众的选择有很大影
响。由于追风心理和从众效应，票房越高的电影越受青睐。一个
不容否认的现实是，部分电影投资人为了提高电影关注度，故意提
供虚假电影票房数据。这种乱象欺骗了公众感情，对我国电影事
业的发展极为不利，相关部门应下大气力查处，让电影市场“风清
气正”。

现实中，部分电影制作方热衷于请大腕明星拍摄电影。对一
部电影而言，戏中的大腕明星对观众很有吸引力，但对其不能过
分依赖。观众对电影的选择越发严格，“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因此，电影投资方要在选材、拍摄制作方面下功夫，制作出有情
怀、接地气、能触动观众心灵的好作品。

（作者单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电化矿业分公司）

让电影回归生活本真
朱金良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电影无论是创作的数量还是质量都
有了长足进步，票房和口碑的正比率在不断提升。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艺形式，电影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自然也
要回归生活本真。新时代下的中国电影创作要想出精品，就须经
得住时代、历史和人民的检验，用高质量作品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用优秀的电影感染人、教
育人、鼓舞人，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具体而言，包括
如下三方面：

首先，我国电影人应把握时代脉搏，挖掘重大题材，坚持正确
导向，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时，避免低俗化，多出一些反映党和国
家历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重大成就、革命英雄人物的精品
力作，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类和科普类作品。

其次，应加强电影制作与传播的软硬件建设。借助现代科技
手段，将电影制作得更逼真、更传神、更好看。深耕电影市场，大力
发展三四线城市及乡镇影剧院，做好送电影下乡的工作，夯实电影
群众基础，提高电影观影率和普及率。

最后，强化电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遏制
劣品，减少次品，多出精品，盘活存量，做大增量，解决好电影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电影需求之间的矛盾。

（作者单位：湖南桃江县松木塘镇桃锰社区）

口碑好，票房就不会差
林 春

电影到底是票房重要还是口碑重要？这个问题毋庸置疑。没
有口碑的电影拍出来也只是为了“圈钱”，这样的电影意义不大。
口碑差的电影最终只会遭市场淘汰。

记得《恶棍天使》和《老炮儿》同日首映时，《老炮儿》票房5500
万元左右，不及《恶棍天使》的三分之一。当观众发现《恶棍天使》
内容其实并不那么给力之后，电影的口碑开始下降，《老炮儿》则后
起直追，口碑上扬。最终，《老炮儿》逆袭，票房超越了《恶棍天
使》。这说明，只要口碑得到观众认可，电影迟早出彩。

当下，主要有两种类型的人观看电影，一种是为了欣赏电影艺
术而观影；另一种是为消遣解压观影，对电影的质量要求不高。有
太多文艺片具有内涵和深度，口碑极佳，却难敌一些思想价值不高
但不乏笑点的电影。

一味追求商业利益的电影，活不长久，迟早会退出中国电影市
场。电影人应充分遵循市场规律，研究市场需求，适应市场变化，
拍出“老少通吃”、思想性艺术性相对统一的作品。只要口碑好了，
票房就不会差。

（作者单位：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供销社）

农村电影市场不该被遗忘
王宗征

当前，在统计电影票房数据时，存在着农村地区电影票房被忽
略、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的情况。新出品的国产电影在大、中城市
影院优先放映，城市居民的购票率和上座率受到高度重视。在农
村地区，观看新影片竟成了农民观众的奢望。城乡反差如此之大，
对于中国电影票房来说，显然是不完整、不正常的。

由于电影票房的评估存在重城市、轻农村倾向，城乡电影发行
和放映工作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不均衡现象，农村观众的电影消
费需求被低估，农民群众对于新影片、好影片的实际需求也难以满
足，致使一些农村地区出现电影放映缺位甚至空白。

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农民对文化生活需求品位的提
高，县乡一级电影放映场所及其设施明显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农民对电影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谈电影“票房”，不免让
人感到尴尬。

我国农村电影市场的消费潜力巨大。考量中国电影票房，不
能丢了农村，不能忘了农民观众，更不能不考虑如何为广大农民群
众提供比较得体的观影场所和相关设施。

有鉴于此，有关部门应该反思城乡电影发行和放映工作结构
不合理的事实，要以城乡协调发展的思维，审视并解决中国电影票
房城乡不均衡的问题，培育和激活农村电影消费市场，抓好适应时
代要求和观众需求的农村电影放映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广大农民
的观影意识、爱好和兴趣，使中国电影的教育和文化功能在农村地
区凸显出来。 （作者单位：天津市宝坻区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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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7年，全国
电影总票房突破了500亿元大
关，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引起
了社会的热切关注。除了对票
房本身的关注，读者最关心的
还是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譬如，对价格比较敏感的观众
发现，近两年线上票价有缓慢
上涨趋势，相对于几十元钱一
张的电影票，一些影片的质量
不尽如人意，让观众感到花这
么多钱看不值。还有一部分读
者表示，好看的高品质国产电
影相对较少，无法满足观影需
求，更与日渐繁荣的电影票房
市场不相符，令人堪忧。

电影产业的社会关注度一
直很高，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美
好生活的精神食粮，是文化产
业中的引领性产业，更是国家
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读者
关心的问题其实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电影市场的健康程度。
国产电影总体对全年票房的贡
献率、票价与观影体验是否平
衡等问题，都是影响电影市场
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针对这
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业内
专家，以回应读者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