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2015年，
中国电影市场创造了近几年来最好
的成绩：电影总票房达440.69亿元，
同比增长48.7%。城市院线观影人
次12.6亿，比2014年增长51.08%。
国产影片票房271.36亿元，同比增长
68%，占票房总额的61.58%。在年度
81部票房过亿的影片中，国产影片占
47部。当前，中国电影市场已稳居世
界第二，预计在未来的2—3年内就
可能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
市场。

事实上，我们的成绩原本应更
好。

业内人士透露，过去几年，全国电
影票房的10%以上都被“偷”走了，而
随着中国电影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电
影市场越来越火，“偷票房”的行为也
越来越猖獗，手段更是花样百出。仅
按照被“偷”的数额占全国总票房10%
的最低估值计算，2015年被“偷”的票
房至少有45亿元。

“偷票房”招数层出不穷

有人总结了当前花式“偷票房”
的招数：“瞒天过海式”——把已经作
废的或者手写的电影票当作入场凭
证，一张废票可以多次利用，每用一
次就“偷”一次票；“搬砖式”——明明
去看A电影，电影院却给你一张B电
影的票，这样一来，票款就算到了B
电影头上，B片和影院就成了受益
方；“捆绑套餐式”——把电影票的价
格摊进套餐里的饮料和爆米花费用

中去，赚取差价；“团体票式”——单
位包场让员工免费看电影，这时候影
院便不走票，只发放进场标识，票房
就被影院加到了任意一部电影，或者
成为影院的隐形收入……

谁在“偷”？为何要“偷”？

一个“偷”字，足见其中利益当
头。电影票房是影院、院线与片方、
发行方分账的依据，按照业内规则，
国产影片的票房收入中，片方最多可
以获得43%的收益，剩余部分在上缴
少量的电影专项资金和营业税以外，
都归院线和影院所有。在此情况下，
影院上报的票房越低，上缴的电影专
项资金就越低，片方所得的票房分账
收入也就越低。而如果影院把A片
票房“搬砖”到B片，B片收益自然就
高了，B片再通过返点回扣方式把钱
分给影院，A片片方就成了这笔买卖
中的“冤大头”。

“电影市场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虽然是产业初期和市场经济过程中
难以避免的问题，但问题的严重性已
日益凸显，正在伤害中国电影的肌
体。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
蓬勃兴起的中国电影产业就有可能
受到干扰，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就
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说。

更多恶行使损失无法统计

然而事实上，当前电影市场上出

现的问题，绝不仅仅只有“偷票房”。
2015年，《港囧》《九层妖塔》《恶棍

天使》等影片刚刚在院线上映，网上就
出现了大量盗版。这其中，既有观众
在影院自行录制上传的版本，也有影
院内外串通组织盗录盗播的版本，甚
至还有同期上映的片方恶意散布的版
本，盗录盗播给影市收入造成的损失
多至无法统计。

影片《捉妖记》以票房 24.38 亿
元，观影人次6557万，超越好莱坞大
片《速度与激情7》，成为中国电影票
房冠军，但却在影片上映后期被屡屡
传出虚假排场，票房注水的消息，以
至于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票房网站
Box Office Mojo将该片排名条目
移除。

一些影院银幕亮度、音响效果均
不能够达到国家规定放映标准，引发
观众抱怨的同时，也直接伤害了片方
票房收入和市场热度。

一些影院在与片方和发行方对
接时，大行潜规则，有“红包”就多排
片，没“红包”就少排片甚至不排片，
直接触犯到国家法律法规。

一些院线、影院恶意拖欠制片方
票款，制片、发行、放映之间形成的
三角债，影响了制片方投资新片的积
极性。

针对这些现象，相关管理部门近
年来屡出重拳，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
件。按照这些市场法规，仅2015年
就有数十家影院根据违规情节和性
质被给予了通报批评、警告、取消电
影专项资金先征后返、停止供片等

处罚。
但乱象仍然存在，而电影产业上

游端和下游端的关系也在这些乱象
的激化下矛盾突显。“一个简单的道
理，票房利益受损，制片方就无力投
入新的电影创作；没有新的电影内
容，那么电影院建得再多，也都将面
临无米之炊。”张宏森说，“制片、放映
一鸟两翼，唇亡齿寒，互相依存。好
电影需要好电影院，好电影院需要好
电影，而健康规范的市场，才是好电
影不断涌现的前提。”

如何使国产片更具竞争力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
按照规划，“十三五”期间，中国电影
将由规模速度型发展向质量效率型
发展转变。

“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不仅需要
工业、科技、金融、保险、人才等方面
的助力，更需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
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毛羽说，

“作为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的重要领
域，电影拥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影
院市场成功与否决定了电影产业下
游的生命力。今天，中国电影制片方
的收入还主要依赖影院票房，票房高
低是电影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晴雨表，
诚信、规范则是保证其持续健康发展
的动力。”

2017年，随着WTO协议到期，
中国电影市场将进一步开放，更多的
国外电影将进入，国产电影面临的国

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电影产业上下游
的协作机制、电影市场管理的科学
化、规范化、法制化也就更加迫切。

这一轮电影市场整顿的力度显
然更大，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全面，除
了继续强调管理单位、院线、影院、软
件开发商、在线电影票销售电商的责
任主体意识和各项管理规定的规范
效应外，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为规
范市场还统一设计制作了公示牌，公
示牌印有24小时监督举报电话、“电
影票验证APP”二维码、“晒票奖励”
二维码等，由各院线负责接收、发放，
督导影院在明显位置悬挂。今后，还
将开通“电影票房监督”微信公众号，
进一步方便观众举报电影市场不规
范行为。

据介绍，此次行动将分为3个阶
段：第一阶段时间为1月20日—3月
20日，主要内容为各院线、影院、电
商、软件商认真对照各项规章制度，
进行自查；第二阶段从3月份开始，
各省级广电部门深入地、市、县影院
进行巡查；第三个阶段从4月份开
始，电影局及中国发行放映协会组织
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重点巡查。
之后，还将有不定期抽查。

“建立起制度化、规范化的长效
监管机制才是市场规范的治本之
策。今后，长效机制要在市场监管中
持续发挥作用。要通过集中治理与
长效机制相结合的办法，使市场秩序
明显改善，大幅提高放映质量。”张宏
森说。 （刘阳）
（转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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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荣启涵 史竞男）如今，看电影已成为
大众习以为常的休闲方式，但你是否
遇到过影院出售自制票？或是曾因
银幕亮度不足而无力“吐槽”？甚至
被强行捆绑搭售电影周边产品？现
在，针对电影市场秩序乱象的“大扫
除”即将开始。

12日，记者从2016年全国电影
市场管理工作会上了解到，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统
一领导的“电影市场秩序专项治理活
动”将于1月20日正式启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
长张宏森表示，高速发展的电影市场
热潮中，正在或已经暴露出许多新问
题，有的已经成为“新乱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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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专项治理的重点是集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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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分为自查整
改、各省巡查、全国抽查三个阶段，并
拟建立起市场监管的长效机制。

“电影拥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影院市场成功与否决定了电影产业
的底座和基础。”张宏森说，中国电影
制片方的收入主要依赖影院票房。

偷漏瞒报导致票房受损，制片方就无
力投入新影片制作；没有新电影内
容，影院也将面临无米之炊。

据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会长
韩晓黎介绍，专项治理中，将开通

“电影票房监督”微信公众号，开发
“电影验票APP”识别影票真伪，并
可通过上传假票信息至举报中心获
得“晒票奖励”，以此加强社会监督、
鼓励观众举报。

2016精功模特大赛启动
全国总决赛将于8月6日在琼举行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 （记者卫小林）新年伊
始，本土时尚界盛事——2016年第十五届精功（国
际）模特大赛启动仪式暨精功之夜全国年会昨天在
海口隆重举行，记者从启动仪式上获悉，本届精功
模特大赛将于8月6日在海南举行全国总决赛。

据介绍，2016年第十五届精功（国际）模特大赛，
将在北京、杭州、成都、重庆、武汉、哈尔滨、南宁、广州、
青岛、上海、海南等15个分赛区举行海选，各分赛区海
选赛将于4月至5月期间相继举行，全国总决赛将于8
月6日在海南举办。

记者了解到，精功（国际）模特大赛自2002年
举办至今，影响辐射至全国各地，包括部分海外地
区。大赛以倡导阳光、时尚、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主
旨，为有理想和热爱生活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实现
梦想的平台。大赛利用电视、网络、平面和社交媒
体等现代立体化传播手段，已将时尚潮流、人文精
神、美丽梦想构筑成了一部部时尚大片，吸引了越
来越多关注的眼球。秉承精功眼镜26年的品牌积
淀和精功模特大赛14年的持续举办，本届精功模
特大赛将继往开来，再为海南时尚界增添一道文化
大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全国电影市场秩序专项治理战打响
针对市场乱象展开“大扫除”

2015年被 票房至少45亿
“偷票房”伤及电影产业肌体

中韩今年合拍三部影片
包括《义士安重根》《不速之客》《外

公芳龄38》

本报讯 1月13日，2016年中韩电影论坛在北
京798尤伦斯艺术中心举行，论坛回顾了2015年
中韩合作的相关数据，发布了三部合拍片信息，包
括《不速之客》、《外公芳龄38》和《义士安重根》。

艺恩研究总监付亚龙首先公布了中韩电影合作
数据：2006年至2015年中韩合拍片共14部，总票
房约13亿元。2014年，中韩合拍电影获中国政策
支持，正式开启深度合作。

《不速之客》导演林大雄表示，韩国市场毕竟
有限，也处于成熟稳定期，但中国市场是韩国电影
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巨大，中国电影市场的崛起，不
但给中国影人带来机会，也是韩国影人的福音。

曾执导过《奶奶强盗团》的韩国青年导演姜孝
璡认为，中韩真正深度的合作应做到文化合作、资
源合作、资本合作和市场合作。由他执导的《义士
安重根》，正是一部基于文化合作的开创性中韩合
拍电影，聚焦的正是中国和韩国立场都相同的抗
日题材。 （欣欣）

《新婚公寓》收视第一
本报讯 东方卫视周播栏目剧场新年持续火

爆。接档《他来了，请闭眼》登场的《新婚公寓》每周
一晚10时在东方卫视“心动80分”周播栏目剧场播
出，1月11日晚播出的第1集和第2集，全国34城收
视率达到0.913%，名列同时段全国收视率第一，超
过了《他来了，请闭眼》的收官成绩。

1月12日，李佳航、李晟夫妇接受东方卫视组
织的全国记者微信群访，二人在群里直呼“老公”“老
婆”大秀幸福和恩爱。对于《新婚公寓》首秀取得如
此好的成绩，夫妻二人也是心情大好地表示：“这才
是刚开始，这个戏的闪光点还在后面。” （欣欣）

《减出我人生》迎探班
本报讯 江苏卫视每周三晚播出的《减出我人

生》节目终于迎来了家人探班，面对减肥成功的选手
们，家人大多高喊已经认不出了。

在近日播出的《减出我人生》中，刘畊宏战队深
陷危机，先是武汉“暖男”高池麟脚伤加重，训练被紧
急叫停，之后又输掉了“大挑战”，要想不被淘汰，唯
有背水一战。最终，刘畊宏战队在“称重环节”获
胜。而带伤上阵的高池麟竟也减出了10斤的好成
绩，成了周冠军。

为了帮选手缓解紧张情绪，主持人朱丹请出了
“特别嘉宾”——6位选手的家人。在通讯设备被没
收一个月后，选手们首次和家人见面，高池麟父母直
呼“完全认不出来了”。 （欣欣）

本报讯 在影视作品或综艺节目
中，“强强对决”一直是观众最喜闻乐见
的场景之一，浙江卫视即将推出的大型室
内竞技真人秀《王牌对王牌》节目，就将为
观众提供这个欣赏机会，掀起IP大战。

作为一档大型室内综艺节目，《王
牌对王牌》最吸引人的卖点就在于，每
期节目都会邀请两支王牌团队进行PK
对战，这些团队可能来自于综艺、影视
等不同领域，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
就是足够大牌而且引人瞩目。从目前
已经曝光的“跑男团”、“挑盟家族”等嘉
宾团队来看，《王牌对王牌》颇有“热门
IP大战”的架势。

继成功打造了户外综艺《奔跑吧兄
弟》、亲子类综艺《爸爸回来了》、生活体
验综艺《挑战者联盟》等收视和口碑俱
佳的王牌节目后，浙江卫视近日又瞄准
了新目标——IP综艺。去年大热的电
影和电视剧IP很多，从《花千骨》到《琅

琊榜》，从《鬼吹灯之寻龙诀》到《盗墓笔
记》，无一不是借助热门IP的东风才名
声在外。

《王牌对王牌》每期节目将邀请两
支王牌团队，通过才艺比拼、游戏竞技，
决出王牌中的王牌。目前，已经曝光将
加盟的王牌团队就有《奔跑吧兄弟》、
《挑战者联盟》两大综艺天团，另外还有
国内票房冠军电影《捉妖记》、2016年
奇幻大片《三打白骨精》两大剧组，每支
团队都有不下5位顶级人气明星登场，
预计将掀起一场热门IP大战。

此外，作为原《我不是明星》的制作
团队，《王牌对王牌》节目组对于怀旧
IP的把控早已驾轻就熟。在《我不是
明星》节目中，节目组曾促成《新白娘子
传奇》、1993年版《射雕英雄传》等荧屏
经典IP时隔多年重登舞台。这次打造
《王牌对王牌》，此类怀旧 IP 团队的
PK，也可以得到期盼了。 （欣欣）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卫小
林）著名作家刘震云获第八届茅盾文学
奖的小说名作《一句顶一万句》一直传
说要拍电影，但总不见行动。记者今天
从海南院线业内获悉，刘震云这一愿望
近日实现了，而且是他的女儿刘雨霖当
导演，刘震云亲自编剧，电影《一句顶一
万句》已在河南杀青了。

据介绍，《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
云小说中的扛鼎之作，分《出延津记》
和《回延津记》两个半部，同名电影根
据小说后半部内容改编拍摄，写的是
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
脱孤独想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回
延津的故事。该小说2009年出版，获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并被翻译成英、
法、德、意、日等20多种文字出版，具
有广泛国际影响。

记者了解到，导演刘雨霖是刘震云

的女儿，今年27岁，毕业于纽约大学电
影学院研究生院。2014年，她就凭借
自己导演的短片电影《门神》，一举斩获
了第41届学生奥斯卡奖最佳叙事片
奖。冯小刚执导同样改编自刘震云小
说《一九四二》电影时，刘雨霖还休学回
国跟组实习过。

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
影响都很大，比如两部由冯小刚导演
的《手机》和《一九四二》，无论在电影
圈内还是在观众中都非常受欢迎。但
此次拍摄《一句顶一万句》，却是墙内
开花墙外香——内地甚少见拍摄报道
和宣传，倒是海外电影人非常关注，刘
雨霖在海南拍摄期间，就聚集了不少
海外影人探班。

据悉，目前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即
将进入后期制作，如果顺利，该片将于
年内与影迷见面。

刘震云之女刘雨霖完成父亲愿望

《一句顶一万句》拍成电影

《星战7》在印度遭遇
本国电影强势阻击

据新华社电 好莱坞大片《星球大战：原力觉醒》
（《星战7》）去年圣诞节就已登陆印度影院，但上映
半个月来票房收入仅1亿卢比（10卢比约合1元人
民币），而今年1月8日才上映的2016首部印度宝
莱坞电影《高官》仅周末票房就达到了近2亿卢比。

《高官》是一部惊悚片，有印度教父级影星阿米
特巴·巴强加盟，是印度的一部质量中上的宝莱坞电
影。对于《高官》来说，其竞争对手并非美国的《星战
7》，而是印度本国的其他宝莱坞大片。

由于好莱坞电影的强大影响力，在世界许多国
家的影院里，本土电影不得不为好莱坞电影让位。
但这个“国际惯例”在印度却似乎不起作用。印度宝
莱坞电影并没有把美国《星战7》放在眼里，倒是《星
战7》一直试图通过搭载各种宝莱坞大片来宣传自
己，甚至在首映式上请来包括《三傻大闹宝莱坞》主
演阿米尔·汗在内的诸多宝莱坞明星为自己捧场。

为了使更多印度观众接受好莱坞大片，《星战
7》的片商特意为印度观众制作了多种语言的电影
版本，包括供精英看的英文版、拥有最大观影群体的
印地语版以及照顾南印度影迷的泰米尔语版和泰鲁
固语版。与此同时，考虑到印度电影院水平参差不
齐，《星战7》还分别被制成适应不同影院放映的2D
版、3D版、IMAX版。

但总体来说，好莱坞大片似乎很难在印度找到
更多知音，这不仅是《星战7》一部电影的遭遇，几乎
所有好莱坞电影，在印度市场上都打拼得很艰难。

每期节目邀请两支王牌团队PK

《王牌对王牌》将掀IP大战

《捉妖记》剧照 《港囧》剧照

刘震云女儿刘雨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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