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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美国周末票房榜（2月19日-2月21日）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片名

《疯狂原始人2》The Croods: A New Age
《蛛丝马迹》The Little Things
《耶稣是我同伙》Judas and the BlackMessiah
《神奇女侠1984》Wonder Woman 1984
《神枪手》The Marksman
《怪物狩猎者》Monster Hunter
《无依之地》Nomadland
《大地》Land
《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
《祖孙大战》The War with Grandpa

周末票房/跌涨幅%

$1,700,000
$1,200,000

$905,000
$805,000
$775,000
$510,000
$503,000
$500,000
$245,000
$224,188

-18.30%
-41.30%
-56.30%
-29.40%
-29.70%
-25.30%

-
-44.40%
-34.80%

17.10%

影院数量/变化

1890
2061
1888
1681
1643
1366
1175
1231
1243
525

-
-29

-
-

-182
-
-
-
-
-

平均单厅
收入

$899
$582
$479
$478
$471
$373
$428
$406
$197
$427

累计票房

$50,854,205
$11,800,000
$3,390,000

$42,692,000
$11,450,349
$13,407,385

$503,000
$1,626,205

$11,706,560
$20,329,117

上映
周次

13
4
2
9
6

10
1
2
9

20

发行公司

环球影业

华纳兄弟

华纳兄弟

华纳兄弟

Open RoadFilms
银幕宝石

探照灯影业

焦点影业

环球影业

101电影公司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片名

《让他走》Let Him Go (2020)
《夺金营救》Honest Thief (2020)
《祖孙大战》War With Grandpa, The (2020)
《信条》Tenet (2020)
《美国皮肤》American Skin (2021)
《野山百里香》Wild Mountain Thyme (2020)
《来玩》Come Play (2020)
《同步》Synchronic (2019)
《塔尔萨》Tulsa (2020)
《精神错乱》Unhinged (2020)

电影公司

环球
（纳斯达克斯：CMCSA）

环球
（纳斯达克斯：CMCSA）

环球
（纳斯达克斯：CMCSA）

华纳兄弟
（纽交所: TWX）

Vertical娱乐

环球
（纳斯达克斯：CMCSA）

焦点

Well Go USA
Stonecutter媒体

Solstice电影公司

视频点播发行日期

02/01/2021
12/28/2020
12/21/2020
01/04/2021
01/14/2021
02/01/2021
01/25/2021
01/25/2021
02/01/2021
11/16/2020

影院票房（百万）

$9.3
$14.1
$19.8
$57.9
$0.0
$0.2

$10.1
$0.6
$0.4

$20.8

视频点播电影周排行（2021年2月1日-2021年2月7日）

国际票房点评
2月19日— 2月21日

■编译/如今

中国影片
再次横扫国际市场

北美票房点评
2月19日— 2月21日

《疯狂原始人2》连冠
■编译/如今

上周末的国际市场依然是中国

影片的天下，《你好，李焕英》以 1.34
亿美元的周末票房成绩，拔得头

筹；《唐人街探案 3》再收 4539 万美

元，位居第二名；《刺杀小说家》周

末三天进账 2021 万美元，名列第三

名；第四名是《人潮汹涌》，当周末

票房 1464 万美元；《熊出没·狂野大

陆》位居第五名，新增周末票房 994
万美元；第六名是《新神榜：哪吒重

生》，周末票房 916 万美元；《侍神

令》位列第七名，周末票房 265 万美

元。从中国的农历新年 2 月 12 日

以来，截止到上周日，中国 2 月票房

预估已达 15.6 亿美元，相当于 2020
年 北 美 年 度 总 票 房 的 71% 。 自

2021 年初以来，中国的累计票房收

入约为 21.5 亿美元，相当于 2020 年

北美年度总票房的 98%。中国今年

年初的强劲票房给全球其他各地

的电影行业打了一针强心剂，让各

国同行看到观众依然喜欢一起到

电影院去享受电影体验，也给出了

一个信号，当人们感到安全并且市

场提供了许多吸引观众的新片时，

观众愿意重返电影院。

除了横扫市场的中国影片之外，

上周末在国际市场中表现最好的影

片是皮克斯的动画片《心灵奇旅》，影

片上周末在国际市场中收获票房260
万美元，较前一个周末下滑 40%，其

国际累计票房已达 1.08 亿美元。影

片在中国累计票房已达 5770 万美

元；在俄罗斯累计票房已达 1560 万

美元；在韩国累计票房已达 1480 万

美元；在中国台湾累计票房已达 640
万美元；在沙特阿拉伯累计票房已达

590万美元。

华纳兄弟公司的动画片《猫和老

鼠》上周末在国际市场中的上映地区

从5个增加到了16个，上映第二周的

周末收获票房 240万美元，国际累计

票房已达 440 万美元。影片上周末

在巴西首映，收获票房 74.6 万美元；

在墨西哥首映，收获票房 39.2 万美

元；在阿拉伯累计票房已达89.7万美

元；在中国台湾累计票房已达73.9万

美元。

尽管自圣诞节前一周以来就可

以在高端视频点播平台上观看了，

但《疯狂原始人 2》仍继续在北美的

影院中放映。这部环球影业和梦工

场动画公司的影片在上周末仍然是

北美地区周末票房最高的影片，在

其影院上映的第十三周获得了 170
万美元的周末票房收入，同时击败

了一些有望冲击奥斯卡的影片，这

些影片正努力将它们在颁奖季的关

注度变成强劲的电影票销售。

这部 PG 级动画电影上周末在

北美的 1890 块银幕上上映，平均单

银幕收入为 899 美元，该片的北美

地区票房累计票房已达 5090 万美

元。在过去的三个月中，《疯狂原始

人 2》在影院中的档期非常长，使其

成为疫情期间少数几个票房成功案

例之一。实际上，按照其票房增长

的速度，它超越《信条》5790 万美元

的北美票房成为该国大流行时代票

房收入最高的影片只是一个时间问

题。

排在第二名的是丹泽尔·华盛

顿的《蛛丝马迹》，在其发行的第四

个星期新增票房 120 万美元，也可

以在 HBO Max 流媒体平台上点播。

这部R级犯罪惊悚片较上上个周末

的跌幅为 41.3％，在 2061 块银幕上

放映，单银幕的平均票房为 582 美

元，其在北美的上映四周累计票房

约为 1180万美元。

排在第三名的是华纳兄弟公

司的历史剧《耶稣是我同伙》，上周

末收获票房 90.5 万美元，上映第二

个周末下跌了 56.3％，在 1888 块银

幕放映，单银幕平均票房 479 美

元。这部电影（也可以在 HBO Max
平台上观看）一直是评论家的最

爱，但还没有吸引到普通观众。随

着奥斯卡 4 月份颁奖礼的临近，这

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第 四 名 是 华 纳 兄 弟 公 司 的

《神奇女侠 1984》，上映第九个周

末新增 80.5 万美元的票房，比上

上个周末下降了 29.4％，北美累

计票房已达 4270 万美元，在 1681
块银幕上放映，单银幕平均收入

为 478 美元，其北美累计票房已

达 1 亿 1680 万美元。

美国周末票房榜（2月12日-2月14日）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片名

《疯狂原始人2》The Croods: A New Age
《耶稣是我同伙》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
《蛛丝马迹》The Little Things
《神奇女侠1984》Wonder Woman 1984
《神枪手》The Marksman
《大地》Land
《怪物狩猎者》Monster Hunter
《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
《前程似锦的女孩》Promising Young Woman
《祖孙大战》The War with Grandpa

周末票房/跌涨幅%

$2,040,000
$2,000,000
$1,880,000
$1,300,000
$1,100,000

$940,000
$650,000
$385,000
$182,000
$180,287

21.40%
-

-10.50%
43.60%
14.60%

-
11%

-1.80%
-18%

14.80%

影院数量/变化

1890
1888
2090
1681
1825
1231
1366
1243
733
525

-45
-

-116
-

-193
-

-101
-294
-190

-5

平均单厅
收入

$1,079
$1,059

$899
$773
$602
$763
$475
$309
$248
$343

累计票房

$48,318,710
$2,000,000
$9,680,000

$41,800,000
$10,423,385

$940,000
$12,687,168
$11,357,530

$4,922,315
$20,026,257

上映
周次

12
1
3
8
5
1
9
8
8

19

发行公司

环球影业

华纳兄弟

华纳兄弟

华纳兄弟

Open RoadFilms
焦点影业

银幕宝石

环球影业

焦点影业

101电影公司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片名

《夺金营救》Honest Thief (2020)
《美国皮肤》American Skin (2021)
《信条》Tenet (2020)
《祖孙大战》War With Grandpa, The (2020)
《同步》Synchronic (2019)
《来玩》Come Play (2020)
《救赎之日》Redemption Day (2021)
《疯狂原始人2》The Croods: A New Age (2020)
《精神错乱》Unhinged (2020)
《血缘兄弟》Brothers by Blood (2020)

电影公司

环球
（纳斯达克斯：CMCSA）

Vertical娱乐

华纳兄弟
（纽交所: TWX）

环球
（纳斯达克斯：CMCSA）

Well Go USA
焦点

派拉蒙
（纽交所：VIA和VIA.B）

环球
（纳斯达克斯：CMCSA）

Solstice电影公司

Vertical娱乐

视频点播发行日期

12/28/2020
01/14/2021
01/04/2021
12/21/2020
01/25/2021
01/25/2021
01/11/2021
12/16/2020
11/16/2020
01/21/2021

影院票房（百万）

$14.1
$0.0

$57.9
$19.6
$0.6

$10.0
$0.0

$44.1
$20.8
$0.0

视频点播电影周排行（2021年1月25日-2021年1月31日）

国际票房点评
2月12日— 2月14日

■编译/如今

中国影片
春节假期周末大放异彩

北美票房点评
2月12日— 2月14日

《疯狂原始人2》上映第12周重回第一名
■编译/如今

万达影业的《唐人街探案3》春节

假期在中国首次亮相，获得了3.97亿

美元的票房，刷新了有史以来单一市

场票房最高的周末纪录。击败了《复

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2019年4月在

北美市场单周末收获3.57亿美元的纪

录。《唐探 3》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该

系列第一部电影的总票房（2015年上

映，总票房为1.22亿美元），并且有望

超越《唐探 2》的总收入 5.03 亿美元

（2018 年上映）。IMAX 公司在中国

的农历新年假期期间收获了 2500万

美元的票房，《唐探 3》的 IMAX 银幕

收入为 2350 万美元，是有史以来票

房最高的中文 IMAX 影片，超过了

《流浪地球》。

根据 Artisan Gateway 的数据，中

国春节假期周末的总票房估计为

7.04亿美元。2019年，中国农历新年

假期期间（2月4日至10日）的收入为

8.6亿美元。春节档期的票房通常占

中国年度总票房的10％左右。

同样是中国影片，喜剧影片《你

好，李焕英》以 1.617 亿美元的票房

位居国际榜单第二名。路阳的奇幻

影片《刺杀小说家》以 4830万美元位

居第三名；动画电影《熊出没·狂野

大陆》以 3850 万美元排在第四名；

《侍神令》以 2490 万美元位居第五

位。

中国影片在春节假期周末完全

占据了国际市场票房榜单的前七

名，《新神榜：哪吒重生》以 2120万美

元排在第六名；《人潮汹涌》以 1210
万美元排在第七名。

中国电影院目前的产能约为

75％。

根据 Artisan Gateway 的数据，在

春节假期周末之前，经过六个周末

的放映（截至 2月 7日），中国 2021年

的累计票房达到了 3.45 亿美元。现

在，累计票房已经增加了两倍多。

除了中国影片，在当周末国际

票房最好的是皮克斯的动画影片

《心灵奇旅》，该片的国际市场数量

从 11 个减少到了 7 个，周末国际市

场票房 430万美元，累计国际票房为

1.04 亿美元。从累计数据看，《心灵

奇旅》在中国（当地累计票房 5750万

美元）、俄罗斯（当地累计票房 1400
万美元）、韩国（当地累计票房 1330
万美元）、中国台湾（当地累计票房

620 万美元）和沙特阿拉伯（当地累

计票房 590万美元）中票房最高。

即使没有好莱坞大片，北美市场

在漫长的总统日假期周末票房上的

表现也总是很有趣，今年也不例外。

环球影业的动画电影《疯狂原

始人 2》在其上映的第 12 个周末，击

败了新片《耶稣是我同伙》，以微弱

优势赢得了这个周末的北美票房冠

军。

环球影业统计，《疯狂原始人 2》
在周末三天内从 1890块银幕上获得

了约 204 万美元的收入，涨幅为

21％，四天的假期创造了 270万美元

的收入。截止到当周一（2 月 15
日），《疯狂原始人 2》的北美本土票

房总票房估计为 4890 万美元，该片

的全球票房已超过 1.5亿美元。

这远远超出了任何人对这部家

庭类影片的期望，该片于感恩节开

始在北美的电影院上映，由于新冠

病毒感染案件激增，该片在圣诞节

前后以高端视频点播形式上线。票

房分析员很难想起有没有另一部电

影，能在上映的第 12 周重回周末票

房榜单第一名。

由勒凯斯·斯坦菲尔德（LaKeith
Stanfield）、丹尼尔·卡卢亚（Daniel

Kaluuya）和 多 米 尼 克·菲 什 巴 克

（Dominique Fishback）主演的沙卡·金

（Shaka King）的《耶稣是我同伙》在周末

三天内从1888块银幕上收获了200万
美元的票房，四天假期收获票房240万
美元。华纳公司的内部人士指出，尽管

电影大放异彩，并且呈现出了有前途的

影院票房数据，但由于许多主要市场的

电影院关闭以及美国各地的暴风雨，这

部剧情片的处境其实很艰难。

和华纳兄弟公司所有 2021年上

映的影片一样，《耶稣是我同伙》由

于病毒大流行导致的电影院停业，

在北美本土影院首映日也同时在

HBO Max 平台上首次亮相，因为

HBO Max 平台的影响使得很难衡量

其在电影院中的表现。

华纳兄弟公司的剧情片《蛛丝

马迹》上映第三周，但没有公布其第

三周的票房数据。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之前，

每个主流制片公司和电影发行公司

都允许其竞争对手通过 Comscore 查

看其票房数据（Netflix公司是一个例

外）。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情况

发生了变化，华纳公司决定不公布

其Comscore的数据。

索尼公司迅速效仿。在总统日

假期周末期间，A24 公司没有报告

《米纳里》（Minari）的首周末票房；探

照灯公司的《无依之地》（Nomadland）
也做出了相同的决定。这两部电影，

以及《耶稣是我同伙》和《蛛丝马迹》，

都参加了颁奖季的比赛。

HBO Max 平台尚未透露华纳兄

弟公司影片的收视人数或这些影片

带来了多少新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