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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片名

《007：无暇赴死》No Time to Die
《毒液2》Venom: Let There Be Carnage
《亚当斯一家2》The Addams Family 2
《尚气与十环传奇》Shang-Chi and the Legend of theTen Rings
《纽瓦克众圣》The Many Saints of Newark
《失控玩家》Free Guy
《羊崽》Lamb
《致埃文·汉森》Dear Evan Hansen
《糖果人》Candyman
《遇见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Met Opera: Boris Godunov

周末票房/跌涨幅%

$56,007,372
$32,000,000
$10,019,040

$4,200,000

$1,450,000
$1,300,000
$1,000,079
$1,000,000

$700,000
$387,000

-
-64.50%
-42.20%

-31.30%

-68.80%
-42.60%

-
-59.60%
-44.80%

-

影院数量/
变化

4407
4225
4207

2800

3181
1495
583

1927
1153
791

-
-
-

-655

-
-1,050

-
-1,437

-592
-

平均单厅
收入

$12,708
$7,573
$2,381

$1,500

$455
$869

$1,715
$518
$607
$489

累计票房

$56,007,372
$141,665,616
$31,140,891

$212,456,765

$7,407,052
$119,681,287

$1,000,079
$13,706,130
$60,073,075

$387,000

上映
周次

1
2
2

6

2
9
1
3
7
1

发行公司

米高梅

索尼

UAR

迪士尼

华纳兄弟

20世纪

A24
环球

环球

Fathom Events

国际票房点评
10月8日—10月10日

《长津湖》国际市场连冠
《我和我的父辈》位居第四名

北美票房点评
10月8日—10月10日

《007：无暇赴死》北美夺冠
■编译/如今

■编译/如今

全球票房周末榜（10月8日-10月10日）

片名

《007：无暇赴死》No Time To Die
《长津湖》Battle at Lake Changjin, The
《毒液2》Venom: Let There Be Carnage
《我和我的父辈》My Country, My Parents
《亚当斯一家2》The Addams Family 2
《尚气与十环传奇》Shang-Chi and the Legend ofthe Ten Rings
《沙丘》Dune
《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Paw Patrol
《纽瓦克众圣》The Many Saints of Newark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145,548,372
$108,361,372
$56,800,000

$19,626,093

$14,580,040

$9,100,000

$8,800,000
$2,900,000
$1,889,000

国际

$89,541,000
$108,361,372
$24,800,000

$19,626,093

$4,561,000

$4,900,000

$8,800,000
$2,700,000

$439,000

美国

$56,007,372

$32,000,000

$10,019,040

$4,200,000

$200,000
$1,450,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313,276,372
$632,239,299
$185,565,616

$181,864,720

$35,701,891

$401,556,765

$117,100,000
$121,819,471
$10,307,052

国际

$257,269,000
$632,239,299
$43,900,000

$181,864,720

$4,561,000

$189,100,000

$117,100,000
$81,800,000
$2,900,000

美国

$56,007,372

$141,665,616

$31,140,891

$212,456,765

$40,019,471
$7,407,052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环球

MULTICN
索尼

MULTI

环球

迪士尼

华纳兄弟

派拉蒙

华纳兄弟

上映
地区数

67
1

14

3

13

47

32
56
13

本土
发行公司

UAR
博纳

索尼

中影

UAR

迪士尼

华纳兄弟

派拉蒙

华纳兄弟

上周末，中国影片《长津湖》在国

际市场中再次夺冠，周末三天票房 1
亿 836 万美元，其累计票房已达 6 亿

3224万美元。《长津湖》已经成为 2021
年票房第四高的影片，仅次于中国影

片《你好，李焕英》（8亿2200万美元）、

《唐人街探案 3》（6 亿 8600 万美元）以

及美国影片《速度与激情9》（7亿1700
万美元）。

第四名是中国影片《我和我的父

辈》，该片在上周末收获票房 1963 万

美元，其累计票房已达 1 亿 8186 万美

元。

第二名是环球和米高梅公司发行

的《007：无暇赴死》，这部影片上周末

在国际市场中的 64 个地区收获票房

8950万美元。其中环球影业负责发行

的48个地区中收获票房7330万美元，

米高梅公司负责发行的 18 个地区收

获票房 1620万美元，该片的国际累计

票房已达 2 亿 5700 万美元，全球累计

票房已达 3 亿 1300 万美元。上周末，

法国的周末票房最高，为 1010 万美

元；俄罗斯/独联体的周末票房为 500
万美元。从累计票房方面看，英国/爱
尔兰的成绩最好，第二个周末的票房

为2050万美元，比首周末下跌28%，当

地累计票房已达 7090 万美元。这部

电影未来的主要市场是中国（10月 29
日上映）和澳大利亚（11 月 11 日上

映）。

第三名是索尼公司发行的《毒液

2》，上周末在国际市场中从俄罗斯/独
联体一个地区增加了 12个新市场，新

增票房 2480万美元，该片的国际累计

票房已达 4390万美元，全球累计票房

已达1亿8560万美元。影片上周末新

上映的地区都在拉丁美洲，票房为

2000万美元：墨西哥以 1050万美元的

周末票房领先；其次是巴西为 270 万

美元；阿根廷的首周末票房为 100 万

美元。影片在俄罗斯/独联体上周末

新增票房 490 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

已达2390万美元。

第25部“007”系列影片《007：无暇

赴死》在推迟了 18个月之后终于在北

美上映了，虽然没有达到映前预测的

6000 万-7000 万美元，但依然收获了

5600万美元的首映票房。影片上周末

在北美的 4407 家影院上映，平均单银

幕收入为12708美元，该片的预算高达

2.5亿美元。“007”影片从未遇到过像新

冠肺炎疫情这样的“敌人”，这无疑对

电影的首周末票房产生了重要作用，

因为长期喜欢“007”系列的观众年龄

较大，对重返影院更加谨慎（米高梅的

内部民意调查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

开始以来，《无暇赴死》的观众中有

25%是首次重返影院）。而影片长达

163分钟的放映时间，也限制了影片每

天的放映次数。

第二名是索尼公司发行的《毒液

2》，这部 PG-13 级的续集类影片上周

末新增北美票房 3200万美元，较上上

个周末跌幅为64.5%，上周末在北美的

4225 家影院上映，平均单银幕收入为

7573 美元，两周累计票房不到 1 亿

4170万美元。

第三名是UAR公司发行的动画续

集影片《亚当斯一家2》，上映第二周新

增北美票房 1000 万美元。这部 PG 级

影片较上上个周末的跌幅为42.2%，上

周末在北美的 4207 家影院上映，平均

单厅收入为 2381美元，其北美累计票

房已达3110万美元。

第四名是迪士尼公司发行的《尚气

与十环传奇》，在北美上映第六个周末，

新增票房420万美元，较上上个周末的

跌幅为 31.3%。这部 PG-13 级超级英

雄类影片上周末在北美的2800家影院

上映，平均单厅票房收入为1500美元，

其北美累计票房已达2亿1250万美元。

美国周末票房榜（10月8日-10月10日）

名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片名

《毒液2》Venom: Let There Be Carnage
《亚当斯一家2》The Addams Family 2
《尚气与十环传奇》Shang-Chi and the Legend of theTen Rings
《纽瓦克众圣》The Many Saints of Newark
《致埃文·汉森》Dear Evan Hansen
《失控玩家》Free Guy
《糖果人》Candyman
《丛林奇航》Jungle Cruise
《移民向前冲3》Chal Mera Putt 3
《耶稣音乐》The Jesus Music

周末票房/跌涨幅%

$90,100,000

$18,007,000

$6,037,000

$5,000,000
$2,450,000
$2,278,000
$1,230,000

$680,000
$644,000
$560,250

-

-

-53.70%

-
-67.10%
-44.60%
-51.90%
-60.60%

-
-

影院数量/
变化

4225

4207

3455

3181
3364
2545
1745
1375

90
249

-

-

-497

-
-

-630
-811
-690

-
-

平均单厅
收入

$21,325

$4,280

$1,747

$1,571
$728
$895
$704
$494

$7,155
$2,250

累计票房

$90,100,000

$18,007,000

$206,108,802

$5,000,000
$11,799,160

$117,627,530
$58,902,560

$116,063,358
$644,000
$560,250

上映
周次

1

1

5

1
2
8
6
10
1
1

发行公司

索尼

UAR

迪士尼

华纳兄弟

环球

20世纪

环球

迪士尼

-
-

国际票房点评
10月1日— 10月3日

《长津湖》国际市场夺冠
《我和我的父辈》位居第三名

北美票房点评
10月1日— 10月3日

《毒液2》北美夺冠
■编译/如今

■编译/如今

全球票房周末榜（10月1日-10月3日）

片名

《长津湖》Battle at Lake Changjin, The
《007：无暇赴死》No Time To Die
《毒液2》Venom: Let There Be Carnage
《我和我的父辈》My Country, My Parents
《亚当斯一家2》The Addams Family 2
《尚气与十环传奇》Shang-Chi and the Legend ofthe Ten Rings
《沙丘》Dune
《纽瓦克众圣》The Many Saints of Newark
《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Paw Patrol
《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Dear Tutu: Operation T-Rex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201,314,437
$119,100,000
$103,900,000
$75,714,075
$18,007,000
$14,300,000
$13,700,000
$5,419,000
$3,620,000
$3,466,185

国际

$201,314,437
$119,100,000
$13,800,000
$75,714,075

$8,300,000
$13,700,000

$419,000
$3,200,000
$3,466,185

美国

$90,100,000

$18,007,000
$6,000,000

$5,000,000
$420,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232,938,164
$119,100,000
$103,900,000
$89,697,965
$18,007,000

$386,900,000
$100,300,000

$7,300,000
$117,135,929

$3,476,834

国际

$232,938,164
$119,100,000
$13,800,000
$89,697,965

$180,800,000
$100,300,000

$2,300,000
$77,500,000
$3,476,834

美国

$90,100,000

$18,007,000
$206,100,000

$5,000,000
$39,635,929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MULTI
MULTI
索尼

MULTI

迪士尼

华纳兄弟

华纳兄弟

派拉蒙

MULTI

上映
地区数

1
54
2
1
1

43
32
10
55
1

本土
发行公司

博纳

UAR
索尼

中影

UAR
迪士尼

华纳兄弟

华纳兄弟

派拉蒙

猫眼

10 月 1 日-10 月 3 日，中国影片

《长津湖》在国际市场中夺冠，周末

三天票房 2 亿 131 万美元，其累计票

房已达 2 亿 3294 万美元。第三名是

中国影片《我和我的父辈》，该片在

10 月 1 日-10 月 3 日周末，收获票房

7571 万美元，其累计票房已达 8970
万美元。

第二名是环球和米高梅公司发

行的《007：无暇赴死》，影片 10 月 1
日-10 月 3 日在国际市场中的 54 个

地区收获票房 1 亿 2130 万美元：其

中环球影业负责发行的地区收获

票房 9380 万美元，米高梅公司负责

发 行 的 地 区 收 获 票 房 2750 万 美

元。 IMAX 银幕的收入占 680 万美

元。英国/爱尔兰在上映的前四天

内收获票房 3510 万美元；在德国收

获票房 1510 万美元；在日本收获票

房 550 万 美 元 ；在 韩 国 收 获 票 房

460 万美元；在丹麦收获票房 540
万美元；在瑞典收获票房 430 万美

元。

第四名是索尼公司发行的《毒

液 2》，周末在国际市场中新增票房

1380 万美元，仅来自于俄罗斯一个

地区。该片的全球累计票房已达 1
亿 390 万美元。

第五名是华纳兄弟公司和传奇

影业的《沙丘》，10 月 1 日-10 月 3 日

在国际的 32 个地区新增票房 1470
万美元，较前一个周末跌幅为 49%，

其国际累计票房已达 1 亿 390 万美

元。影片当周在法国新增票房 430
万美元，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2120 万

美元；截止到当周末，俄罗斯当地的

累计票房已达 1810 万美元；德国当

地的累计票房已达 1340 万美元。

10 月的第一个周末通常北美市

场就会进入轻松的秋季档，但今年，

之前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所推迟上映

的大片继续出现在市场中。继《尚

气与十环传奇》9 月获得了创纪录的

票房之后，索尼的续集类影片《毒液

2》在 10 月 1 日-10 月 3 日以 9010 万

美元的成绩位居周末票房榜单第一

名，超过了其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

2018 年上映的第一部的首周末票房

8020 万美元的成绩（第一部最终在

北美获得了 2 亿 1350 万美元）。这

部 PG-13 级的影片 10 月 1 日-10 月 3
日在北美的 4225 家影院上映，平均

单厅收入为 21325 美元，影院出口的

调查显示，该片的观众群中有 62%
是男性，25%在 25 岁以下。

尽管《毒液 2》占据了票房头条，

但并不是 10 月 1 日-10 月 3 日唯一

一 部 取 得 好 成 绩 的 影 片 。 United
Artists 公司的动画续集影片《亚当斯

一家 2》的首周末票房也超出了预

期，获得了 1800 万美元，位居周末

票房榜单第二名。这部 PG 级的影

片（第一部在 2019 年的首周末票房

收入为 3030 万美元），10 月 1 日-10

月 3 日在北美的 4207 家影院上映，

平均单厅收入为 4280 万美元。该片

还以 19.99 美元的价格提供视频点

播。

第三名是迪士尼公司发行的

《尚气与十环传奇》，其在北美上映

的第五个周末新增票房 600 万美元，

较上上个周末跌幅为 53.7%。这部

PG-13 级的影片北美累计票房已经

超过了 2 亿美元，达 2 亿 610 万美元，

10 月 1 日-10 月 3 日在北美的 3455
家影院上映，平均单厅票房收入为

1747 美元。

第四名是华纳兄弟公司发行的

《黑道家族》的前传《纽瓦克众圣

徒》。这部 R 级影片在周末收获北

美票房 500 万美元，同时在 HBO Max
平台上放映。影片 10 月 1 日-10 月 3
日在北美的 3181 家影院上映，平均

单厅票房收入为 1571 美元。

美国周末票房榜（10月1日-10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