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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缘何这边独好？
——中国电影在疫情后复苏的经验、价值与启示

2019与2020年12月三项主要市场指标对比图

2020 年初以来，新冠肺

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

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

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

等 格 局 都 在 发 生 深 刻 调

整。百年大疫和百年变局

不期而遇、叠加共振，改变

了世界和人类生活的方方

面面，电影也不例外。

2020 年 1 月 22 日起，为

配合疫情防控总体大局，全

国影院暂停营业，至 7 月 20
日 复 工 ，共 停 业 历 时 180
天。但受国内疫情防控成

效的利好，复工后的中国电

影快速走出了一条激昂上

扬的曲线，票房、观影人次

等多项指标均高于全球多

个电影大国。在全球电影

市场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

电影 2020 年全年票房累计

达 204.17 亿元、城市观影人

次 5.48 亿、影片总产量 650
部，同时，全年新增银幕

5794 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

75581 块。至 2021 年春节，

党和政府倡导“就地过年”，

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看电影

成 为 过 节 欢 庆 的 重 要 形

式。2021 年的春节档在这

一背景下交出了一份世界

瞩目的答卷，在 7 天假期内

近十部国产新片的票房超

过 180 亿，创下历史新高。

这不但击碎了各种关于影

企大范围倒闭的猜测和传

言，而且证明了投资没有离

场、人才没有离场、观众没

有离场的市场整体发展趋

势。

这些亮眼的数据背后，

是抗击疫情的决战胜利，是

凝心聚力的行业贡献。其

内外原因若何？业内业外、

国内国外均展开了思索和

讨论。我们分析认为，中国

电影的复苏是在国家、行

业、人民力量的三重保障和

推动下，实现了有计划重

启、快速复苏，恢复过程好

于预期、快于预期，证明了

国家制度政策优势、行业健

康运行的基础和行业信心

仍在、广大观众对电影的需

要，证明了中国电影发展的

整体趋势依然向好，并督促

我们从危机中总结经验、提

高认识、抓住机遇迎来重

生，以坚定的信心、坚实的

底气、坚强的毅力面对今后

各种挑战，不断推进中国电

影事业健康持续发展，为打

造电影强国、实现建设文化

强国战略目标贡献才智、凝

聚力量。

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呼

啸而来。中国电影人，正在

用中国经验、中国价值、中

国优势，交出自己的答卷。

自2020年1月22日起至4月28日，

是紧急冰冻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响应国家防疫形势总体安排，中宣部、

国家电影局、行业协会快速反应，陆续

推出各项管控政策，全国影院陆续关

闭。《唐人街探案 3》、《姜子牙》、《夺冠》

等 7 部电影陆续宣布退出春节档，《囧

妈》选择线上播映。电影人组织捐物捐

资，用不同的方式投入抗击疫情前线。

扶持纾困期：2020 年 4 月 29 日，国

家电影局组织召开全国电影系统应对

疫情工作视频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对电影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分析当前电影行业面临的困难和

形势，对下一步推动电影复苏作出安排

部署。随之中央、各地一系列举措陆续

出台，通过免税、补贴、贷款、扶持等一

系列手段，帮助行业解难纾困、共度难

关。

启动复苏期：2020 年 7 月 20 日，全

国影院暂停营业的 180 天后，随着防疫

形势全面好转，在国家电影局和行业协

会的统筹安排下，全国影院启动了全面

复工。首先预热市场的是 44 部复映影

片，观众随即报以极大热情，复映片《误

杀》取得了过亿元的好成绩。随后《八

佰》入市引爆市场，票房31亿，成为年度

冠军。随后的十一国庆档上映《我和我

的家乡》、《夺冠》、《姜子牙》、《一点就到

家》等多部国产新片，加之 10月 23日上

映的《金刚川》将观影热度推至高潮，档

期票房达到近40亿元，中国电影复苏快

于预期。

爆发增长期：自 2020 年 11 月 21 日

至2021年春节档结束，中国电影市场迎

来爆发式增长，随着上座率限制从 50%
调整至 75%，这一阶段总票房合计高达

180 亿。2020 年末贺岁档上映了《除

暴》、《拆弹专家 2》、《紧急救援》、《送你

一朵小红花》、《温暖的抱抱》等一系列

优质影片，档期票房 37.7亿。今年春节

档上映了《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

3》、《刺杀小说家》、《人潮汹涌》等多部

新片佳作，档期总票房达到近 80亿，堪

称“史上最牛春节档”，全行业信心大大

增强。

总结分析疫情后电影业复苏的主

要亮点，有以下四个方面：

1、行业受损情况严重，但局部加速

优胜劣汰。

行业遭受冲击程度仍较严重。受

疫情影响，在全国电影市场全面停摆

180天的情况下，中国电影市场票房、人

次、产量三项指标同比大幅下跌。中国

城市院线电影总票房达 204.17亿元，同

比下降 68.23%；城市院线观影人次 5.48
亿，同比下降 68.27%；全年共生产电影

故事片 531部，影片总产量为 650部，同

比分别下降 37.5%和 37.3%。即使是作

为电影行业头部的约 20 家上市公司，

2020年前三季度的业绩披露，大部分是

亏损状态，而大部分中小影视公司更是

面临巨大生存考验。

但疫情后留下来的将是更能抵御

风险的影视企业，影视行业的市场门

槛、专业性将得到有效提升，电影投资

将更加审慎理性。同时，疫情也加速了

经营不善的影院的离场退市，长期亏损

的院线将被并购或淘汰，行业集中度将

得到进一步提升。能坚持下去的行业

主体必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疫情是“危”也是“机”，疫情成为行业高

质量发展的一个契机，加速行业淘汰冗

余产能、挤出“泡沫”。

2、经济形势下行，但投资并未离

场。

2020 年中国经济在年初呈现断崖

式下滑，下半年逐渐回暖，投资增速稳

步回升，进出口增速持续攀升，贸易顺

差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人民币汇率

一波三折，呈现先升后贬再升的“N”字

走势。虽经济形势下行，但投资并未离

场，2020 年 1-11 月电影行业私募股权

融资达 27 次，接近 2014 年水平。其中

典型的案例是，11月9日，万达发行A股

股票募资资金额达 29.3 亿元；11 月 18
日，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母基金在北京正

式成立，资金规模达 500 亿元。电影行

业年内共成立九只基金，影视行业融资

向中后期布局，战略投资数量多。

从供给侧来看，至 2021 年 1 月，国

家电影局年内共公示备案各类影片

2145 部，是 2019 年同期的 93.3%，未因

疫情出现大幅度衰退。其中，故事片同

比高达 98%，行业内容储备仍在稳步推

进。从放映市场端看，银幕数仍然逆市

增长，新增银幕 5794 块，全国银幕总数

达 到 75581 块 ，银 幕 总 数 同 比 增 长

7.67%，银幕增速 8.3%。可见市场主体

和投资者对行业仍有很大信心，电影行

业后市发展仍然在淘汰冗余后具备厚

积薄发的潜力。

3、观影习惯面临线上竞争，但观众

并未离场。

由于疫情期间影院暂停营业，

《囧妈》等多部影片选择在网络平台

进行首映。“院转网”可促使电影营收

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风

险，或可成为部分影片长期采用的商

业模式。同时，疫情背景下加速了观

众线上观影的习惯形成，数据显示，

2020 年 6 月，中国网络视听用户突破

9 亿，网民使用率达 95%。

疫情催生了长期以来的院网之

争。但从数据可见，观众对电影内容的

需求依然旺盛。中国电影家协会于

2020年 4月撰写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

观众在疫情后重回影院的愿望强烈，影

院观影体验无法替代。9月举办的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金鸡电影论坛上，首次

集结了院线、网络端行业精英共同探讨

院网一体化发展模式，与会代表共同认

为，中国观众观影习惯成熟，线上线下

观影人群高度重合，线上线下已经构成

命运共同体，行业将在疫情后共同携手

做大产业市场，“差异化”、“精细化”整

合消费模式，共同借疫情之机，打开电

影发展的新窗口。

4、国际电影行业形势依然严峻，但

国产影片价值凸显。

2020年，全球电影市场受疫情影响

降幅明显。业界估算全球电影票房约

为100亿美元，同比下降约75%，美国是

全球跌幅最大的电影大国，跌幅高于全

球均值和各国。电影诞生 125 年以来，

人们从未如 2020 年这般感受到电影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美

国电影业的长期停摆，直接导致几大电

影市场损失 1/3 以上票房；各国电影作

品和影人交流的不畅，也使得各种文明

间的对话变得疏离。8月7日《派拉蒙法

案》被废止，是北美电影业态发生变革

的标志。拥有 4000 部影视作品版权的

米高梅以市值55亿美元宣布寻求出售，

预示着好莱坞电影市场将面临不可知

的未来。

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中

国市场首次位列全球电影市场票房

首位。这虽是特殊时期，但也接近本

质。中国市场不仅为 2020 年全球影

业贡献了近三成票房，本土战争大片

《八佰》还以中国市场 31.09 亿元人民

币票房、全球市场 4.61 亿美元的票房

摘得本土及全球电影市场年度票房

冠军。中国电影市场票房前十由国

产片包揽，并且 204 亿元年度总票房

中，有 84%来自国产片，这一比例高

于往年近 20%。这些数据也展现出

中国市场应对外部环境巨大变化的

弹性和潜力优势。

疫情暴发后，面对极度困难的形

势，电影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援下，团结一心、齐心协

力、多措并举、共渡难关，并随着抗疫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而快速复苏，彰显了中

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市场、中国文化

的独特优势。

1、党和国家及时推出正确抗疫政

策，集中体现了“中国道路”的制度优

势。

疫情暴发后，在党中央的正确坚强

领导下，举国合力的疫情防控工作取得

重大成果，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为

电影行业复苏营造良好环境。电影行

业主管部门大力协调相关部门，制定出

台相关政策、纾解行业痛点，政策制定

与执行在艰难中探索前行。有研究结

果表明电影业受损程度排名在所有产

业中居第 8位。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累计共推

出8个方面90项政策措施。从2020年5
月 12-13日密集出台的 3份支持电影行

业复苏的文件来看，可以说电影获得了

其它文化事业产业门类无可比拟的重

视。这一方面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

对电影工作的大力支持，一方面也表明

电影是广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和文

化娱乐门类，其复苏和健康发展牵动亿

万观众的民心安定。

2、中国电影人服从大局、团结一

心，集中体现了“中国精神”的集体优

势。

全国一盘棋，集体办大事。面对

全民抗疫大局，在各级电影管理部门

领导下，广大电影工作者认真贯彻中

央决策部署，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全

行业全力开展抗疫宣传，积极做好复

工复产各项准备工作，耐心等待。在

复工复产期间，仅用 3 个月时间完成

的《金刚川》、《最可爱的人》等影片，充

分体现了电影人的良好精神风貌和高

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疫情期间，的确

局部出现了人才离场的困境。但行业

复业后，随着剧组陆续开机，电影制作

类人才快速“归队”。影院复业后，随

着大片上映观众回流，一些暂时流失

到其他行业的人才也陆续回岗，行业

对人才的吸引力并未减弱。复工后行

业协会积极发挥作用，通过各种形式

把脉行业纾解痛点，组织了多场研讨、

影展、论坛等活动，将影人、影企紧密

团结在一起，群策群力，促进行业快速

复苏。尤其是 2021 年春节期间，响应

党和政府就地过年的号召，广大电影

人识大局、顾大体，为市场奉献了多部

制作精良、题材丰富、类型多样的精品

力作，广大观众报以热情的回应，走进

影院约亲会友，爆发了 7 天近 80 亿的

观影高潮，把疫情后的电影市场推向

历史新高度，极大提振了行业信心。

3、电影产业化改革打下的坚实物

质基础，集中体现了“中国市场”的规模

优势。

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经历了从

2003年以来的短短18年时间，在这一阶

段，中国电影业在党和国家的理论和政

策的指引下，开放市场，解放生产力，不

断探索新模式新经验，取得了亮眼的成

绩。截至疫情前的2019年，中国电影票

房从 10亿升至突破 600亿元大关，银幕

建设逼近8万块，观影人次达到人均1.7
次。中国电影市场是世界最大的电影

市场，中国拥有最大的观影人群，中国

电影年票房产量位居世界第二。这个

成绩内在证明了电影行业通过产业化

改革苦练内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成

功。疫情后电影市场恢复好于预期、快

于预期，证明了中国电影市场潜力大、

能力强、后劲足，未来仍然可期。

4、电影事业坚持高质量发展，集中

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优势。

内容是电影观众的“刚需”，只有用

优质的电影产品，才能真正拉动市场。

在疫情后上映尤其是初期上映的影片，

国产片唱了绝对主角。票房数据向我

们有力证明，中国电影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赢得了观众用行动支

持。2020年，国产优质影片在市场恢复

期承担着“四梁八柱”的作用。票房前

十的影片合计取得了 121.567 亿元票

房，占全年票房的59.5%，且排名前七位

影片均是复工复市后上映的。其中，

《八佰》、《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

《金刚川》、《夺冠》等排名前五。此外，

现实题材的市场契合度不断提高。既

有《一点就到家》、《沐浴之王》等中小成

本现实题材，也有《一秒钟》、《气球》、

《第一次的离别》等诗意的现实主义作

品。

（下转第7版）

◎疫情后中国电影快速复苏的深层原因分析

◎疫情暴发后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