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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2020 年 5 月 8 日

严冬未过，春寒又至。今年国内影视产业的日子着实不
好过。即使抛开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谈，影视业仍然面临
巨大的风险和挑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22 日，2020
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已有 7300 余家影视公司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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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了几个月的影视产业到底现状如何？当此危机并
存之时，经济日报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人士，调查行业面临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剑箫

风险和机遇，为读者呈现真实的影视行业，并探讨复苏之路
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态
势进一步巩固，
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
但
国内影视行业的现状却依旧严峻。天眼查
数据显示，2020 年前两个月，影院类企业
新增不到 8000 家，与 2019 年同期相比，我
国影院类企业新增数量下滑 25%。
与此同时，因疫情停业 3 个月之后，一
些影院宣布永久闭店。比如老牌影院——
天津橙天嘉禾银河影院，在经营了 2752 天
后，
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永远关上了大门。

该走向何方。

危中求机

佳作频出才有﹃高光﹄未来

箫 剑

这次对影视业的调研走访过程
□
中，采访对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
处于影视产业中心的从业者，一类
为研究产业趋势的学者和分析师。
从受访者的态度和语气中，可以明
显感觉到无奈、焦虑以及喜忧参半
的复杂情绪，同时在他们身上有着
强烈的理性和反思精神。
平心而论，新冠肺炎疫情对影
视产业发展的影响有利有弊。可以
说，弊于当下，利在未来。
一方面，疫情暂时阻断了影视
产业链各环节的分工优势和聚集效
应，导致新产品研发或夭折或停滞
或延期或变更；另一方面，生产者主
动或被迫重新审视产业生态。在客
观上，库存电视剧网络剧由于疫情
“因祸得福”，在片源奇缺的几个月
里，不仅填补了产品上的空缺、消化
了库存，也收获了口碑和利润。
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逐步缓
解，影视产业终将卷土重来，回归娱
乐文化消费的舞台中央。那么眼
下，影视产业应从何处观望，在何方
深耕，向何处进发？
首先，影视作品品质仍将成市
场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疫情过后，
市场对品质的追求既是回归也是共
识。只有以先进文化为引领，把握
高质量的精神向度，坚持创作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
精品力作，不断带动提升大众的审
美品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
方式，才能最终突破疫情以及长期
以来“原创荒”
“创作荒”带来的多重
负面影响，真正将作品观赏性、思想
性、艺术性和受众的多元化共鸣有
机统一起来，
让
“叫好又叫座”
成为常态。
其次，生产领域活跃度有望理性回归。作为市场主体，影视企业
需换位思考，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尽量在多消化库存的前提下取得投
资和收益平衡。小企业做专做实，大企业做优做强。国有制作机构
要进一步突破低效率体制，增强执行力，提升创新度；民营制作公司
要继续通过兼并、
重组、
上市融资等形式实现专业化规模化。
再次，消费环节将更尊重受众需求。消费是产业链终端，是影视
作品最终价值的体现，涵盖播出方对产品的播出消费、受众收视消
费、
广告消费以及衍生品消费。这些消费数据是对受众情况的反映，
但并非万能评价标准。在疫情之下，相关从业人员须进一步研究更
新更全更细的大数据体系，不断完善受众实时行为、
观众偏好以及交
互行为等层面，逐渐完善影视评价体系，实现大数据和传统收视调查
的并行。
最后，我们要对影视业保持信心。客观而言，中国影视产业发展
至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独具一格的美学体系、体量
优势、
传播特色和投融资力度，成为当今影响力最强、
覆盖面最广、
受
众层最多的文化形态，其厚而韧的文化张力和产业辨识度绝不会因
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就萎缩不振。恰恰相反，其在经历凤凰涅槃
后必会浴火重生，继续举精神之旗、
立精神支柱、
建精神家园，在不断
的自我迭代中讲好讲通讲透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
国力量，从多姿多彩的视域里立体勾勒出中国影视的
“高光”
未来。

“2019 年的影视业本已身处寒冬期。
现如今，
严冬未过春寒又至，
巨亏、跑路、破
产成了影视圈内出现频率最高的 3 个词。”
中航证券互联网与传媒行业分析师裴伊凡
感叹道。
2020 年 3 月 21 日，职业电视剧编剧徐
蕾蕾接到制片方通知，原定 5 月份开机的
一部 30 集革命题材电视连续剧延期，具体
开机时间不详，
听候通知。
“原本还想着，
这
部戏赶稿压力很大，只给了 3 个月剧本创
作期，我已经做好了一边开机一边写本子
业在所有项目停滞背景下，
需要承担沉重
的准备。但受疫情影响，
交稿期延长了，
给
的人员、设备、空间、资本带来的成本压
力。行业在遭受重击的基础上，
还要面对
了我喘息之机。
”
徐蕾蕾说。
和已拿到预付款的徐蕾蕾相比，作为
突然加速的互联网转型。”中国传媒大学
同行的林超则没有那么幸运。3 月初，甲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王青亦说。
方找林超谈一部网络剧项目，要求先出大
“电影内容出品方，有的无奈接受撤
纲，比稿（同时找其他若干编剧写大纲，择
档现实，
有的则曲线自救转战视频平台网
优选择）后再付大纲费用。虽然条件苛刻，
络首映。电视剧企业则普遍面临三大难
甚至不符合行规，但林超忍了。
“这是我今
题：筹备开机的项目需要延期开机；正在
年接到的第一个活，
眼下正值疫情，
行业前
拍摄的电视剧受疫情影响处于停工状态；
在公司人员未能完整正常复工状态下，
剧
景很不好说，
为了生计只能先答应这种
‘不
本 创 作 、后 期 制 作 也 均 有 延 缓 。”裴 伊
平等条约’。
”
林超苦笑着说。
凡说。
最后，
林超的大纲未能胜出，
算是做了
无用功，甲方同时找了 5 位编剧比稿。
“其
实，
甲方也不容易。非常时期，
市场上项目
忧中有喜
变得越来越少，他们过度谨慎也在情理之
短期内影视业前景如何？这需“影”
中。”在这样的行业环境下，林超已经开始
“视”
分而观之。
琢磨转行了。
“电影生产企业情况不好估计，要根
“僧多粥少”，这就是当前影视市场的
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视情况而定。有观
现状。
点认为，防控工作胜利后，会迎来一波院
产业链各环节都因突如其来的疫情而
线电影的
‘报复性观影’
热潮，
但我认为不
充满变数，
不得不危中求机、险中求稳。记
会。”
武亚军认为，
一是观众群体目前已经
者从业内了解到，某影视公司老板在疫情
比较成熟，
不会因为一段时间没有前往影
之前就压着 3 部戏没播，资金流本已捉襟
院观影变得需求旺盛；
二是经过一段时间
见肘，原计划通过引进新戏的投资缓解压
停工停产，部分观众实际消费能力降低，
力，未曾想疫情之后投资方要求延后注
文化消费需求也相应减弱。
“ 即使影院正
资。该老板没辙，
只好找朋友借钱，
拆东墙
常营业，
恢复到历史同期水平也需要一段
补西墙。
时间。不过，随着疫情好转，院线电影中
慈文传媒集团创始人、首席内容官马
的‘头部’影片极有可能在‘国庆档’集中
中骏告诉记者，原本春节后，计划开机《紫
排映。届时将可能掀起一次小的票房高
川》
《天涯客》
《时光分岔的夏天》等多部剧，
潮。”
武亚军说。
如今全部延期。
“ 我们只能继续苦练‘内
裴伊凡认为，对于电影院线，疫情出
功’，将准备工作做得再充分一些，比如进
现或将改写整个行业规则和竞争格局。
一步优化剧本以及美术服装道具等。而且
工作方式发生了改变，部分员工依旧处于 “全国影院暂停营业，倒逼传统影院业务
转型升级。影院不再过度依靠票房收入
云办公、云会议状态，
办公效率还是打了折
来源，未来可能会转型多元化经营、场景
扣。
”
马中骏说。
设置，
迈入精细化管理时代。
”
裴伊凡说。
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任武亚军
记者获悉，近年来，影院建设增速较
认为，这次疫情对影视行业影响可以说是
快、市场竞争激烈，单体影院平均收益已
全链条、全域性的，
制作公司、传统影院、从
在持续下降，市场加速淘汰落后、过度投
业人员都处于被动休眠状态，
出现
“关、停、
机的影院，
影院屏幕数量几乎腰斩。疫情
减”并发情况。存在影院封闭、项目搁置、
大量人员处于无业状态、企业资金回笼受
期间，
头部院线和优质内容制作公司抗风
阻、再生产资金短缺等问题。
险能力凸显；疫情之后，影院进入买方市
武亚军表示，一些极端情况也相继出
场，行业有望并购重组，集中度进一步
现。比如，
“春节档”
本来应该出现的《唐人
提升。
街探案 3》
《夺冠》等电影“血拼”的市场现
与传统影院消费停滞相反，
疫情期间
象，由于防疫要求而以“0 票房”休战；2020
传统电视媒体和新媒体表现活跃。武亚
年，全国电影票房能否在客观上和 2019 年
军表示，疫情期间，电视剧平均收视率高
持平，
已成未知数，
这种情况在国内电影史
于往年同期。即使到了 4 月中旬，排名前
上绝无仅有。
三的 电视剧平均收视率 仍旧达到 了近
“人员、企业和行业三方面都受到严重
2.4%。同时一些经典电视剧的复播，收
影响。大量人员因停业失业，
面临转岗；
企
视率也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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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网播电影、电视剧也显示出强
劲活力。
“疫情期间的点播率超常规走高，
虽然没有出现‘现象级’爆款作品，但 12
集的网络生活剧《我叫余欢水》等却获得
良好口碑。爱奇艺、腾讯、优酷等视频平
台设立了居家专区，以抗击疫情为主题，
将 2019 年影响较大的《中国机长》
《半个
喜剧》等优秀电影作品在专栏中投放。”武
亚军说。
这也恰恰说明，在社会“流动性”受阻
情况下，传统电视媒体、新媒体发挥了分
散获取、个性调度的优势。
“悲喜交加”的行业复杂性也表明，一
些观众观看习惯可能发生深刻改变。未
来的影视行业，特别是电影产品，线上线
下互动会更为紧密，甚至可能引发新媒体
诱导院线电影消费的情况出现。
“ 当更多
观众被动选择线上观影时，网络舆论对观
众的消费偏好自然会有所培养。一些网
络平台也利用大数据对用户偏好开展更
为全面和科学的采集、分析，形成更加精
准、有效的数据结论，为今后线上线下作
品策划、宣发奠定精准布局的基础。”裴伊
凡说。
“对于影视行业来说，越是处于灾情，
越可能酝酿机遇。比如，分账剧、分账电
影、短剧、微综艺等，都有很大发展潜力。”
马中骏说。

亟待“破冰”
面对当前影视业的复杂情况，接下来
要如何注力施策？
裴伊凡认为，从电影层面来说，疫情
之后应加强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实现“线
上+线下”的分线发行，根据电影类型，满
足不同人群观影需求。
“疫情期间，在线视
频成为很多人观影的重要平台。尽管院
线电影在线下以观影体验和用户社交构
建起的壁垒还难以取代，但互联网发行对
多元观影场景的挖掘，以及网络观影的习
惯培养，将在未来成为瓜分观影注意力的
一环。网络消费模式可以成为一种有效
补充，
成为一个增量。
”
裴伊凡说。
武亚军认为，
2020 年上半年已经排映
而未放映的院线电影，
足够下半年消化；
一
些本来计划 2020 年上映影片的排片销售
会 挤 压 到 2021 年 ，势 必 要 与 本 来 就 在
2021 年准备排映的电影形成叠加，
届时将
分散观众，摊薄票房红利。
“今年尚未投拍
的院线电影，要想在这种叠加效应中‘出
位’，必须用作品质量说话。需趁此休眠
期，提升公司经营质量和产品质量，由粗
放式发展变为精品化发展。
”
武亚军说。
对于电视剧网络剧行业而言，疫情结
束后，将有一大批电视剧项目复工。为了
加快资金回笼，尽早产生效益，赶工、抢时
段、抢页面位置等情况也将出现。
“但无论
如何，质量好的作品仍旧能成为电视台和
平台首选，具有更大主动性。”武亚军说，
质量应是电视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对电视台、新媒体平台等播出方来
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消化原有剧集储备，
去库存、减余量的调整期。
据统计，2019 年共有 905 部电视剧立

项，有 700 余部电影拍摄完成。在线上线
下，实际只能看到 350 多部剧集和远少
于 成 片 的 院 线 电 影 ，大 量 影 视 作 品 积
压。
“ 播出方应尽量盘点积压产品，有序
投放，填补观众需求，合理削减库存，利
用好这个对播出方十分有利的窗口期。”
武亚军说。
“从良性发展来看，无论是平台还是
内容制作方都要坚持创新，包括题材创新
和内容创新，应尝试做点不一样的作品贡
献给观众、贡献给行业。影视公司还是要
以内容为本，坚持优质内容开发。”灵河文
化创始人兼 CEO 白一骢说。
从政府层面来说，应该认识到，影视
产品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影
视企业的向心力则是保证国家文化安全
的重要基础。影视企业的大量倒闭以及
从业人员流失，会削弱大量从业人员对行
业的信心。
“有关部门应在税收政策、人才鼓励
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政策。”武亚军认
为，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对当地社会美誉
度高、提供就业岗位多的影视企业分层分
类给予临时性补贴，使他们尽快走出困
境。同时，想办法让播出平台（特别是新
媒体平台）尽快消化库存，为后续可能到
来的“剧潮”腾出足够空间，尽快促进正常
生产。
记者了解到，国家电影局近日已协
调财政部、发改委、税务总局等部门，研
究推出免征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以及
其他财税优惠政策。同时，加大对重点
影片创作和宣发支持力度，指导各地出
台帮扶电影企业纾困发展的政策措施。
国家电影局还积极组织优质片源，丰富
电影网络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当前居家
观影需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
近日召开网上视频会议，研究部署帮助
电视剧行业应对疫情影响有序复工复产
的工作措施，以及印发《关于统筹疫情防
控和推动广播电视行业平稳发展有关政
策措施的通知》，就支持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行业积极开展疫情防控、有序做好
复工复产、实现行业平稳发展发布了有
关政策措施。
王青亦认为，应加快网络化和数字化
转型，加强影视企业数字化管理、推广线
上办公，推动影视企业从要素投入向内生
效率提升转型。
“把握好大趋势，潜心精耕
细作，多酝酿优质作品，这才是影视企业
突破困境之关键。”沈阳当年情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负责人郝佳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