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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看电影已经成为人们

休闲娱乐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一

些市场乱象也伴随着产业的高速发展出

现。有时明明去看影片 A，拿到的电影票

上却写着影片B；到柜台买电影票，得到的

却是影院自制的手写票。人们遇到电影银

幕亮度不足、影片质量差等问题，但不知向

谁诉说……以“乱象”为屈从，以“乱象”为

标准，致使市场秩序混乱，虚假排场、票房

偷漏瞒报、盗播盗录致使新片知识产权难

以有效保护、放映质量良莠不齐等新矛盾、

新焦点亟待解决。

2016 年以来，电影主管部门、电影行

业协会祭出一系列“组合拳”，坚决打击各

类违法违规行为。

2016年初，在北京召开的2016年全国

电影市场管理工作会宣布正式开展“电影

市场秩序专项治理活动”。重点是集中解

决票房不如实统计、影片盗录盗播侵害电

影版权和一些地方电影放映质量不高等问

题。分为自查整改、各省巡查、全国抽查三

个阶段，并建立起市场监管的长效机制。

针对影片《叶问 3》上映后媒体曝光的

票房不实问题，全国电影市场专项治理办

公室迅速展开调查，并对《叶问 3》虚假票

房形成处理意见。

2017 年被电影主管部门确定为电影

市场规范年，通过加强管理、规范市场，让

电影市场更加健康、公平。3月，电影产业

促进法正式实施不久，电影主管部门就开

出了首张罚单，对 2016年“偷票房”的 326
家影院实施处罚，体现了重拳出击、执法必

严的决心。

当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中影、华

夏、万达、安乐等多家影视公司签署了《电

影市场规范自律宣言》，旨在对行业起到示

范带头作用。

2018年 11月 8日，国家电影局下发了

《国产电影复映暂行规定》，并于2018年12
月 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了复映影片的

规范，明确划分了复映影片的管理办法，和

放映规模。

于超表示，“十三五”时期，在规范市场

层面，电影主管部门、电影行业协会下大力

度监督，并设立了专门的热线接待咨询、投

诉，这个动作传递出积极的信号。经过常

态化的监督、管控，电影市场规范化程度也

有了明显的提升。

他坦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家发

现电影院并非实现影片价值的唯一方式，

电影人应当反思哪个方面才是实体放映最

大的优势，一定是规范化的影院环境、专业

级的观影效果。

“这一情况虽然在疫情期间才爆发出

来，但电影主管部门对于市场规范、放映质

量的监督、监管力度在过去几年间越来越

大。”于超说，“过硬的观影效果、规范有序

的市场，这都是电影强国应有的标准，‘十

三五’期间，中国电影在这几方面都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

盗录盗播是困扰电影市场多年的“顽

疾”。《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

划纲要》指出，全面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以版权保护促进文化创新。依法打击

侵权盗版行为，保护版权权利人利益。

2016 年 9 月 6 日，湖北省黄石市黄石

港区人民法院的审判厅里，被告人汇梦影

视茶吧老板卫杨汉因盗录、非法放映、转卖

影片等不法行为，被法院以“侵犯著作权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这是国内首例因“影院盗录”而

被判侵犯著作权罪并直接入刑的案件。

2019年春节档，正当《流浪地球》等影

片热映之时，大量高清盗版从网络上流出，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据中国版权协会

监测数据显示，八部春节档电影侵权链接

达 3.89万条，点击播放总量约 8288.2万人

次。

2019年 4月 29日，公安部在江苏扬州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部部署开展打

击春节档电影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成

功侦办“2·15”系列专案工作情况。

此后，国家电影局、国家版权局联手发

布多批重点电影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

要求各地版权行政执法部门对本地区主要

网络服务商发出版权预警提示，加大版权

监测监管力度，对未经授权通过信息网络

非法传播版权保护预警重点作品的，依法

从严从快予以查处。

今年年初，在疫情暴发之前，国家电影

局、国家版权局联合发布春节档反盗版宣

传片。电影人集体呼吁大家加强版权意

识，共同助力电影业健康发展。

“一部成功的电影背后是无数电影人

的辛勤劳动，电影作品就像是电影人的孩

子，因此，对盗版影片的行为，我们绝不容

忍！”2020年9月23日和25日，在公诉人的

有力指控中，2019年初《流浪地球》等春节

档电影遭大规模盗版系列专案，在江苏省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仪征市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并当庭宣判，马某予等28名被告人

因犯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六个月至六年不

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饶曙光表示，电影是以版权为核心的

产业经济形态，在进一步加大力度保护版

权的基础上，还应该持续进行 IP 对开发。

他认为，在这一层面，还有很多新的课题需

要推进和完善。

（下转第7版）

◎市场规范化程度明显提升
依法依规严惩偷漏瞒报票房等违法违规行为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

形式，在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多元化的电影

生态、丰富的电影题材类型、创新的艺术

手段等，都为电影繁荣发展注入了活力

与动力，进一步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十三五”时期，随着中国电影市场

的成熟和中国观众观影需求的多样化，

很多中小成本影片和艺术电影拥有了越

来越多的受众群。《芳华》、《冈仁波齐》、

《二十二》、《少年的你》、《地久天长》、

《掬水月在手》、《风平浪静》等饱含人文

关怀、艺术思考和创新的作品，从不同角

度反映了我国电影创作的提升和进步，

也反映出中国电影正在形成多样化、多

品种、多类型的市场生态。

刘嘉表示，有足够多的银幕，就可以

进行差异化经营。这几年，对中小成本影

片起到很好推动作用的就是全国艺术电

影放映联盟。她认为，从这一有益的尝试

中可以看出，电影产业想要产出更大的效

益，提升生产力，需要多元化、多层次、多

格局的生态，避免同质化竞争，也避免过

分商业化。在这个层面，“十三五”期间已

经形成了雏形、打下很好基础。

2016 年 10 月，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

盟正式启动，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多样化

发展迈出坚实的一步；2018 年，人民院线

正式组建，为主流影片的市场化开通了

一条“绿色通道”；在不久前结束的 2020
中国科幻大会上，全国科幻科普电影放

映联盟揭牌，加大科幻科普电影资源共

享，推动“科幻十条”落地实施。

电影市场在多类型、多样化层面的

发展硕果，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大力扶

持。2018 年 6 月，国家电影资金办依据

《财政部关于调整中央级国家电影事业

发展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和分配方式的通

知》，明确了对放映国产艺术影片的影院

和发行国产艺术电影的发行单位给予资

助的政策。

同年 12 月，国家电影局下发了《关于

加快电影院建设 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

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特色院线

和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为优秀艺术影片

提供了更大的放映空间。要加快发展

“人民院线”，为国产优秀主旋律影片提

供更大放映空间。对加入“人民院线”并

开展相关放映业务的影院，按有关规定

予以资助。

2020 年 4 月，国家电影局召开电影

应对疫情工作视频会，会议指出，要推动

题材类型多样化，鼓励现实题材、优秀传

统文化题材创作；要加大电影艺术和技

术创新；继续稳步推进人民院线、艺术电

影放映联盟、点播影院发展。

饶曙光表示，中国电影整体上出现

了分流分众的态势，全国艺术电影放映

联盟经过多年的精心运作，取得了不错

的效果，人民院线需要进一步发挥自身

作用。“总体而言，我们多年来倡导的构

建多元化电影市场体系正在逐步推进，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他说。

除了传统影院的差异化经营，受疫

情影响，2020 年已有《囧妈》、《大赢家》、

《肥龙过江》等影片选择率先在互联网平

台播出。饶曙光认为，包括网络渠道在

内，构成了多元化的观影方式和观影渠

道，让不同类型的电影，如中小成本对艺

术电影、戏曲电影、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儿童电影等等，能够有效对接自己的目

标观众群，实现良性的发展。

于超表示，当下，观众不再是“一窝

蜂”追某一部影片，对电影的品质要求越

来越高，选择的标准不再仅仅局限于题

材、类型、明星等。很多热门档期的冠军

并非起初排片最高的影片，这说明观众

对于影片口碑、评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2018 年 大 年 初 一 ，《捉 妖 记 2》以

35.6%的排片比、5.2 亿的票房摘得日冠，

而后来的档期冠军《红海行动》排片比仅

为 11.4%，亚军《唐人街探案 2》排片比为

25.1%。大年初三，《唐人街探案 2》排片

比升至 28.5%，《红海行动》提升至 16.5%，

日票房排名也来到第一、第三位。此后，

两部影片稳坐日票房冠亚军的宝座。

最终，《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 2》
两 部 影 片 的 票 房 分 别 达 到 36.5 亿 和

33.97 亿，《捉妖记 2》则以 22.37 亿收官。

2019 年春节档（冠军《流浪地球》大

年初一排片比仅为 11.3%）、2020 年国庆

档（冠军《我和我的家乡》首日排片不及

《急先锋》）也印证了这一点。

于超表示，市场上依然会有热闹的、

观众蜂拥而上的商业片，但这些电影不

能紧紧依靠营销和发行赢得超高的票

房。

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全国艺联、

首都艺术影厅联盟、上海艺术电影联盟

等为一些不以商业元素为卖点的影片提

供了固定渠道，在内容、渠道、受众等层

面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体系。

◎多样化、多品种、多类型的市场生态逐渐形成
满足观众丰富需求、助力产业健康发展

影院复工以来，《活着唱着》、《掬水月在手》等影片于全国艺联专线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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