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综合12 中国电影报 2019.01.16
责编责编::林莉丽林莉丽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数据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了解更多详情，请登陆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宣传网站：www.dmcc.gov.cn

2019年1月5日到2019年1月11日故事片场次订购一览表（周订购场次前20名）

片名

《十八勇士》

《尖刀班》

《喋血双龙》

《西虹市首富》

《红海行动》

《中国蓝盔》

《枪响烧锅镇》

《美丽村官》

《幸福马上来》

《杀无赦》

《厉害了，我的国》

《最后一公里》

《欧洲攻略》

《小警风云之寻车记》

《玩命》

《咏春女孩》

《奇门遁甲》

《血溅大青沟》

《浴血反击》

《南口1937》

2019年1月5日到2019年1月11日科教片场次订购一览表（周订购场次前10名）

片名

《环保小故事》

《献血与健康》

《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

《交通安全小故事》

《生态农业 致富之路》

《现代农村生活环境治理》

《农村消防安全故事》

《森林防火》

《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请擦亮双眼》

本周数字电影交易服务平台影片累计17万4250场，总累计9537万3589场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周订购场次

3087
2945
2630
2206
2179
2133
2097
1935
1912
1760
1660
1562
1337
1330
1298
1181
1158
1020
1012
983

周订购场次

2460
1970
1759
1746
1744
1567
1532
1425
1244
1003

总订购场次

5079
30817
7214
2231

161878
2435
6156

42034
5348

30753
250666

6053
3551

13833
7728
3203
1456
4322

223504
32950

总订购场次

105309
148820
178245
113917

9230
279317
115498
319475
35557
2960

起始订购时间

2018年12月03日

2018年06月06日

2018年09月18日

2018年12月25日

2018年05月16日

2018年12月25日

2018年09月26日

2012年06月08日

2018年11月23日

2018年06月11日

2018年03月26日

2018年11月16日

2018年11月23日

2017年07月13日

2018年08月28日

2018年08月30日

2018年12月03日

2018年09月26日

2018年02月01日

2016年08月09日

起始订购时间

2018年02月02日

2008年04月02日

2017年01月03日

2018年02月02日

2018年08月28日

2014年03月05日

2018年02月02日

2006年03月01日前

2018年03月26日

2018年08月28日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益影片放映场次订购一览表

（2019年1月7日-2019年1月11日订购场次前20名）

周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全国本周订购48356场，2019年累计68071场，总累计5609万3543场

数据来源于中影新农村发行有限公司

院线

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村数字电影中心

昆明市新昆明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临沧市佤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襄樊市银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广西八桂同映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商洛新创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安徽省新安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福建省中兴农村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汉中市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银兴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影业有限公司

河池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重庆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梅州市绿威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巴中市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喀什地区农村数字电影服务管理中心

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德阳市天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十堰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新疆阿勒泰地区农村数字电影管理中心

本周场次

9483
4738
3297
2835
2681
2362
1813
1632
1585
1537
1480
1458
1409
1072
921
877
808
795
511
483

年累计

9483
4738
3297
3987
4556
3048
1813
2605
1596
1537
1480
1813
3076
1138
921

1276
814
795
511
483

总累计

419942
175074
184064
248598

2827850
875541
141581
898388
984511
234081
632055
200296

1208884
156119
250485
311121
381538
92415

132471
48479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农村已

成立数字院线 330条，本周 105条院

线参与订购了 1298部影片，共 17万

4250 场；其中院线订购故事片占总

场 次 的 74.61% ，科 教 片 占 比

25.39%。本周总场次较上周增加

85229 场，增幅近一倍；较去年同期

相比，增加3803场，增幅为2.23%。

截至 1 月 11 日，数字电影交易

服务平台有可供订购影片 3601 部，

其中 2018 年以来出品的影片增至

118部。

《十八勇士》故事片订购榜夺冠

过亿新片农村市场受关注

影片方面，本周排在订购前列

的故事片依旧以近一年之内新片为

主，受到近期全国开展文化进万家

等主题放映活动的影响，《十八勇

士》从上周挺进故事片榜前十后，本

周持续发力，凭借3087场订购量，22
条院线助其一举拿下故事片周榜冠

军，成为近期抗战题材影片新宠。

同类型影片《尖刀班》以2945场紧随

其后，占领亚军之位，共23条院线参

与订购。以上两部影片不论是场次

还是关注度都名列前茅。元旦春节

期间，喜剧片作为重头戏当然不甘

示弱，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微

信公共号（DMCC-JMGLZX）对新进

农村电影市场的城市票房过亿影片

中重点推介的《西虹市首富》本周就

以 2206 场领跑喜剧片。此外，近期

推荐的《奇门遁甲》、《幸福马上来》、

《最后一公里》等影片也表现不俗，

位列故事片订购榜单前二十之列。

今后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微信公

众号还将陆续进行不同主题的影片

推介供院线参考订购，让更多优质

影片走入农村观众的视野。

科教片方面，《环保小故事》本

周上升三个名次，以 2460 场订购量

获科教片订购周冠军。《留守儿童的

健康成长》持续获关注，本周以1244
场跃升四位，跻身前十。

“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公益电影展映活动启动

唱响礼赞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昂扬旋律

院线方面，9条院线订购影片过

百部，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以参与订购 234 部影片重回

院线订购影片部数首位。凉山彝族

自治州农村数字电影中心订购 225
部、广西八桂同映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公司订购 152 部分获亚、季

军。其中凉山彝族自治州农村数字

电影中心同时以近 2 万场的订购量

摘得本周院线订购场次冠军。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中

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联

合印发的《关于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

广泛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

进万家活动的通知》精神，中宣部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联合山东省电

影局，于本周四上午在山东邢疃村幸

福院举行了“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公益电影展映活动启动仪

式。启动仪式上，来自幸福院的100
多名老人和工作人员一同观看了影

片《十八勇士》。接下来农村院线的

放映小分队还将深入乡村、社区进行

展映活动，真正打通基层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到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使

农村公益电影供给由“够”向“精”和

“好”转变，切实满足新时期农村观影

文化新诉求。在全国农村电影市场

唱响礼赞新中国成立70周年、奋进新

时代的昂扬旋律，营造欢乐祥和、喜

庆热烈的浓厚节日氛围。此外，四

川、江西、新疆等地也纷纷响应号召，

在当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展映活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杨青青）

（2019年1月5日—2019年1月11日）

流动数字电影每周市场点评

本报讯 近年来，苏州市在加快发

展城市电影市场的同时，坚持城乡一

体，大力推进公益电影放映，年均放映

公益电影28000场次左右。

苏州市公益电影放映始终坚持强

化政府主导作用，2005年，由市委宣传

部牵头，在全市城乡组织实施了数字电

影“四进工程”（进乡镇、进社区、进学

校、进企业），作为基层惠民服务的重要

内容。明确推进公益电影室内化、定点

化、标准化放映的目标和要求。同时，

苏州公益电影放映健全分级管理体系，

落实分级放映责任，建立分级财政补助

机制，落实标准化建设要求，促进电影

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明确各镇（街道）

室内固定放映点每月放映应不少于 8
场，村（社区）室内固定放映点每月放映

应不少于2场，室外固定放映点每年应

不少于 18 场，各固定点每年放映国产

新片不少于三分之一；明确放映活动必

须实行“你需我送”、“按需放映”、“预约

放映”，把选片权交给群众。通过一系

列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落实，苏州公益电

影放映取得了长足发展。

据统计，2018年，苏州全市公益电

影放映28890场，观众逾300万人次；其

中城区放映 12000 场次，观众 110 万人

次。吴中区木渎镇善人桥社区建成全

省首个村级社区影院（二级影院），相城

区元和街道建成全省首个利用城市院

线标准化影厅建设的公益电影固定放

映点。为加快构建多元电影公共服务

体系，迈出了坚实步伐。 （顾晓宇）

本报讯 2019年情人节上映的电影

《一吻定情》日前曝光一组“满脑都是

你”版海报。海报中，王大陆饰演的江

直树与林允饰演的原湘琴青春养眼，

在二人形象背后，浮现了直树与湘琴

的有爱交集，充满了浓郁的少女情

怀。帅气高冷的直树，活泼可爱的湘

琴，配上甜甜的情话，青春爱恋的甜蜜

气息迎面而来。

电影《一吻定情》是《我的少女时

代》导演陈玉珊的第二部电影，由王大

陆、林允主演。电影剧情改编自多田

薰原创漫画《淘气小亲亲》，讲述了勇

气少女原湘琴猛追天才少年江直树的

校园爱情故事，而这也是陈玉珊最为

擅长的题材。今年情人节，期待这部

甜度满糖的爱情电影。

电影《一吻定情》由新丽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当乐娱

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木夕）

本报讯 由袁锦麟编剧、导演，王大

陆、张榕容、米拉·乔沃维奇、许魏洲、刘

美彤领衔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素人特

工》日前宣布定档 7月 5日。影片横跨

北京、香港及布达佩斯三地取景拍摄，

由韩国顶尖特效团队 4th CREATIVE
PARTY 全程参与特效制作，特效镜头

近 1600 个。同时，片方还发布了一款

“新玩家”版预告。短短一分多钟视频，

包含了多个炫酷新潮的动作场面，多人

悬挂直升机、极限跑酷、双车漂移、甲壳

虫掀飞汽车等画面应接不暇。

据介绍，《素人特工》是袁锦麟心中

“最想写的故事之一”，“每个男孩都有一

个做特工的梦，有很多酷炫的装备，出生

入死的队友，《素人特工》就圆了我这个

梦”。2015年《捉妖记》的工作结束后，

袁锦麟导演就开始着手准备《素人特工》

的创作，加上庞大的特效工作，历时近

四年。他透露，这次拍摄汲取了之前几

部戏的经验，既有炫酷的极限动作场景，

又有充满想象力的特效镜头，而打斗、爆

破也比以往更多，加之有近三个月的拍

摄工作是在欧洲的布达佩斯完成，所以

这部戏的拍摄制作难度非常之高。

电影《素人特工》由新丽传媒、新丽

国际、华夏电影、英皇影业出品，引力影

视、引力国际、集智映像联合出品，影片

正在紧张的后期制作阶段，将于 2019
年7月5日全国上映。 （木夕）

本报讯 青春公路片《很高兴遇见

你》1月 11日全国上映，该片由 85后女

导演李杰执导，青年演员凌正辉、庞璐

佳、林路迪、张逗逗联袂出演。在全国

上映前的点映及路演中，该片以“小而

美”的清新姿态广受观众好评。

“清新、浪漫、治愈”大概是观众在

看完本片后最直接的评价。本片讲的

是一段自我成长的公路旅程，一辆红色

吉普车，一条漫长的海岸线，还有两个

正当年华的人。《很高兴遇见你》里面还

涉及了一些年轻人遇到的爱情经典问

题、一些关于“青春困惑“的讨论。

《很高兴遇见你》全程在澳洲拍摄，

从悉尼到凯恩斯，沿路风光美不胜收。

海滩、蓝天、公路、丛林、草原、每一帧都

是明信片级别的取景。清新的画面着

色，秀丽的海岸线，扑面而来的海风，一

眼望去让人心旷神怡。影片终极目的

地凯恩斯，也是著名的大堡礁所在地。

碧蓝碧蓝的海，让人不由得想置身她的

怀抱。很多观众看片以后，都表示仿佛

在澳洲度了个假，看完想立马飞到凯恩

斯去看海。

《很高兴遇见你》目前已登录全国

院线，各大平台售票进行中。

（姬政鹏）

本报讯 由彼得·杰克逊打造的最

新科幻史诗巨制《掠食城市》发布全新

“流浪学霸”版人物特辑，震撼揭秘罗伯

特·席安饰演的男主角汤姆·纳茨沃西，

一个在牵引城市伦敦城中成长起来的

底层年轻才俊，整日伴随引擎声生活，

却意外被迫流浪荒原，踏上险象环生的

生死冒险之旅。

片中大大小小的城市均可自由移

动、彼此吞噬，电影为人们呈现了一个

颠覆想象的残酷未来世界，展现巨轮碾

压下的另类生存。

《掠食城市》根据英国著名作家

菲利普·雷夫的后末日题材小说“掠

食城市”系列的第一部改编而成，由

曾共同创作出《指环王》与《霍比特

人》系列电影的彼得·杰克逊、弗兰·
威尔士以及菲利帕·鲍恩斯联手打

造剧本。

该片将于1月18日全国上映。

（杜思梦）

本报讯 第76届金球奖颁奖礼日前

在洛杉矶揭晓，《绿皮书》此番金球奖五

提三中，一举斩获最佳影片（音乐/喜剧

类）、最佳男配角、最佳剧本三项大奖，成

为最大赢家。该片由Participant Media,
DreamWorks Pictures出品，阿里影业联

合出品，有望于今年引进国内上映。

《绿皮书》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

的是思维方式和生活经历完全不同的

白人混混兼职司机和黑人钢琴家，被塞

进了一辆车里，一起去往黑人备受歧视

的南方腹地，度过八周的巡回演奏。他

们虽然事事遵循“黑人驾驶员绿皮书”

的引导,旅程的深入还是让境遇越来越

糟，但这些经历也让两个人逐渐打开眼

界放下偏见，成为一生的挚友。美国国

家评论协会奖(NBR)评价，“它把一段温

暖、动人又了不起的友谊带上了银幕，

同时又讲了一个关于爱、同情心和深层

次共鸣的人性故事。”

影片的主演维果·莫腾森曾两次提

名奥斯卡，此番冲击小金人，可以说是

呼声最高的人选之一。马赫沙拉·阿里

继前年拿下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后，今年

凭借《绿皮书》再次拿下金球奖最佳男

配。双“影帝”强强联合的神级演技，让

观众大为震撼。该片由 Participant
Media, DreamWorks Pictures 出品，阿里

影业联合出品，有望于 2019 年引进国

内上映。 （木夕）

本报讯 爱情喜剧电影《战斗民族

养成记》正式宣布改档至1月25日全国

上映。同时，影片还首次发布了“俄囧”

片段和套娃系列海报。

视频里生动地演绎了一幕笑料百

出的俄式打猎囧途。“俄囧”正片片段

中，董畅饰演的上海女婿与岳父一行一

起去白雪茫茫的深山野外体验俄式打

猎，作为准女婿“入门第一课”，本以为

是大显身手英勇作战的彪悍画风，孰料

竟上演上了一幕让人忍俊不禁的趣味

反转。

爱情喜剧电影《战斗民族养成记》

由阿卡季·萨何拉什维利和夏昊共同

执导，董畅、维塔利·哈耶夫、丽萨·加

纳诺娃、谢尔盖·切尔科夫等主演，浙

江华策、悠蓝传媒、全媒体、青岛西海岸

出品。 （杜思梦）

苏州市2018年公益电影观影人次逾300万

《一吻定情》发“满脑都是你”版海报

《素人特工》定档7月5日

治愈系电影《很高兴遇见你》“小而美”温暖寒冬

“文弱学霸”遭《掠食城市》伦敦驱逐

《绿皮书》获金球最佳影片等三项大奖

电影《战斗民族养成记》改档1月25日

本报讯 近日，中影星美院线将在

山东省济南市迎来在该市的第二家冠

名影城——中影星美国际影城济南星

工坊店。影城占地面积 4000 平方米，

共设7个高清数字电影放映厅，其中一

个激光杜比全景声影厅，一个儿童专属

影厅，一个高端 VIP 头等舱影厅，四个

标准影厅，共拥有 1100 个坐席。激光

杜比全景声影厅采用顶天立地的银幕

设计，银幕宽度达 20米，高 12米，采用

世界上最亮的高达 60000流明的 4K激

光放映机，配备 JBL 杜比全景声，高端

VIP头等舱影厅采用电动皮质沙发，并

配有VIP专属休息区。

儿童影厅采用不同颜色的儿童座

椅，每排间距都提供了宽敞的腿部空

间，方便儿童入座观影，前排也不会阻

挡视线。同时，影城以安全为前提，为

儿童提供了一个有趣多样的环境。切

合儿童文化产业园的定位，影城也是是

全省首家儿童主题影院。特意配备儿

童主题影厅、疯狂魔法球等儿童元素设

施，为广大泉城儿童提供专属的观影环

境。

除放映厅外，影城公共空间设计切

合整个园区“工业风、历史感、艺术范、

时尚味”定位，影城怀旧的装修风格，配

合汽车元素的整体搭配，使人进入影城

便可感受到浓厚创意气息扑面而来。

（王冰璐）

中影星美国际影城济南星工坊店即将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