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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亿+！

史上最强春节档
是怎样炼成的？

重庆的总票房也打破历史纪录超 1.5 亿元，预
测全国总票房有望达到 82 亿元

多因素促成最强春节档
今年的春节档，国产影片类型多
元，共有《唐人街探案3》
《你好，李焕
英》
《刺杀小说家》
《侍神令》
《人潮汹涌》
《新神榜：哪吒重生》
《熊出没·狂野大
陆》7部新片同时上映，多样的选择，也
让春节档大盘创纪录的连续五天超10
亿。
而截至目前，春节档的领跑《唐人
街探案3》票房已经突破35亿，打破十
多项影史纪录：中国影史首日观影人次
纪录、中国影史首日票房纪录、中国影
史春节档影片首日场次纪录、中国影史
单日票房纪录、中国影史国产片单日票
房纪录、中国电影市场最快破10亿纪
录等。
另外一部热门电影《你好，
李焕英》
随着口碑逆袭，票房突破26亿元，排在
第二名，
《刺杀小说家》票房超5亿元，
位居第三。
对于牛年春节档火爆的原因，
中国
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教授尹鸿表示有四点，
“ 一则亲
戚朋友同学假期娱乐消费的刚需；
二则
旅游流动减少，使刚需更刚；三则影片
类型比较丰富，都留到这时候来发力；
四是票价大幅度提高，
远远超出了疫情
防控带来的上座率限制的损失”。
春节期间，电影票价也备受关注，
拓普电影智库显示，相比于2019年大
年初一45.14元的平均票价，今年的大
年初一这个数字被刷新到49.19元。灯
塔专业版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今年春节档票房排名前三的影片，
平均
票价都在49元以上。

重庆票房突破1.5亿创纪录
在节前，重庆市电影局就下发通
知，要求影院做好2021年春节期间电
影放映场所疫情防控工作，
市内各大影
院也纷纷提升了防控等级，
为市民观影
提供了安全的环境。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大年初一
在北碚UME影城看到，早上8点05分
和8点35分的两场唐探3放映，就有观
众一大早赶来观看，全部达到了75％
的限额。
2 月 12 日
春节档首日，
重
庆票房就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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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通知

经重庆勤恳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议决定，拟
将合计持有的本公司 100%股权进行转让。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
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
前往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朱斌 电话:138832952214
重庆勤恳商贸有限公司2021年1月26日

讣告

经重庆皋隽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拟将
持有的本公司 100%股权进行转让。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
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
前往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朱斌 电话:13883295221
重庆皋隽商贸有限公司2021 年1月26日

录，此后3天时间，重庆票房表现稳定，
分 别 为 2967.8 万 、3165.8 万 和 2688.8
万，
一直稳定在2500万左右。
到了2月15日，总票房就已经达到
了1.24亿，2月16日，重庆票房达到了
2793万，提前一天就打破了2019年的
春节档纪录。
根据中国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显
示，截至2月17日8时，重庆市春节档6
天的票房达到1.51亿（含预售），在春节
档还剩1天的情况下，就已经打破了
2019年重庆春节档票房的纪录。
重庆CGV影院相关负责人刘俊杰
表示，
在疫情的影响下依然抵挡不住大
家对电影的热爱，在2021春节档高开
的情况下，希望今年会出现更高水平高
票房的电影，
让国内的电影市场越来越
好。

这些区县观众最爱看电影过节
这个春节档有360多万人次进入
电影院，
那么在重庆哪个区县的观众最
爱看电影过节，最爱看哪部电影呢？
中国国家电影专资办数据显示，在
重庆市影院票房排行榜上，
以大年初一
为例，
万州区万达广场万达影城当天的
票房达到了49万，高居重庆第一，第二
名是永川区万达广场万达影城，第三名
是沙坪坝区UME影城金沙天街店。
此外前十中还有巴南区、江北区、
北碚区等影院，长寿、奉节的影院也曾
经入围，
而九龙坡区是唯一有两家影院
同时入围前十的区县，
堪称拥有重庆最
爱电影过节的观众。
在影片排行榜上，
重庆观众的选择
基本与全国相同，
《唐人街探案3》
《你
好，
李焕英》和《刺杀小说家》稳居前三，
唯一不同的是排名第四的影片，重庆观
众还是更多选择了《侍神令》，
《新神榜：
哪吒重生》排名第五。
究其原因，由于《侍神令》的主演有
重庆人陈坤，
影片上映前在社交媒体上
陈坤也曾用重庆话与陈伟霆互动，
这也
让重庆观众更有亲近感。
根 据 灯 塔 APP 实 时 数
据 ，在 16 日 ，中 国 电 影 市 场
2021年度总票房（含预售）就
突 破 100 亿 元 ，重 庆 市 2021
年的总票房就突破2.24亿，总
观 影 人 次 达 到 568.91 万 张 ，
按照目前重庆3100万的常住
人口来算，每5个重庆人就贡
献了一张电影票，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华正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1 年 2 月 16 日凌晨在江苏无锡去世，享年 76 岁。
华正兴同志为重啤股份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作为中国啤酒行业
的优秀企业家，华正兴同志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全国劳动模范”
和
“振兴重庆增光贡献奖”
等荣誉称号。
华正兴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将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下午 1 点在无锡市
殡仪馆 99 号厅举行。
特此讣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今年的春节档可谓是精彩纷呈，响应“就地过
年”的号召，很多人选择进影院观影的方式欢度春
节，据灯塔专业版的统计数据，截至昨日 20 时，
2021 年 春 节 档 总 票 房（含 预 售）累 计 突 破 77 亿 元 ，超 过
2019 年春节档总票房的 59.05 亿元，并且还在持续刷新的
春节档票房影史纪录，重庆的总票房也打破历史纪录，超过
1.5 亿。
强劲的票房表现如同一针“强心剂”，为沉寂许久的电
影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根据相关人士预测，春节档影片的
总票房有望达到 82 亿，那么史上最强春节档究竟是如何炼
成的呢？

新闻链接

为什么《你好，李焕英》能反超《唐人街探案 3》？
据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初步统计，截至 17 日 17 时，2021 年春
节档电影票房达 75.44 亿元，继 2019 年 59.05 亿元后，再次刷新春节档全国电影
票房。同时创造了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全球单一市场周末票房等多项世
界纪录。
在注重合家欢的春节档，观众向来偏爱喜剧电影。今年春节档上演了喜
剧电影“双龙会”，强势开局的《唐人街探案 3》和精彩逆袭的《你好，李焕英》，
先后登顶春节档单日票房榜首。
贾玲跨界导演的处女作《你好，李焕英》，根据同名小品及贾玲亲身经历
改编。主人公贾晓玲在经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后，穿越回到 1981 年，
与正值青春的母亲李焕英相遇，并由此触摸到父母年轻时的生活和梦想。
有评论指出，任何高级的技法都比不过创作的真诚，
《你好，李焕英》以真
实经历、
真情实感为创作基础，
在笑点中埋着
“催泪弹”
，
用真诚打动了观众。

《你好，
李焕英》带火拍摄地
重庆也有不少这样的工业遗址
从大年初三开始，电影《你好，李焕英》凭借口碑登顶票房单日冠军，完
成逆袭，
到昨日票房已突破26亿。
而随着电影口碑票房持续走高，位于湖北襄阳的电影拍摄地卫东机械
厂也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点。其实，重庆也有不少这样的老工业遗址成为
众多影视剧的拍摄地。
贾玲将电影的拍摄地也选在了家乡，片中的胜利化工厂是湖北宜城
东方化工厂，拍摄场景则是在襄阳卫东机械厂，片中出现的工厂大门、职
工医院、职工食堂、排球场、工人文化宫、职工宿舍等建筑都至今保留，
《你好，李焕英》剧组拍摄前还对这些老建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复，
完整还原上世纪80年代初的生活气息。
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重庆也拥有不少类似襄阳卫东机械
厂这样的工业遗址，也成为了众多影视剧的拍摄地。
2020年七夕上映的影片《荞麦疯长》，就选择在了位于江北区
郭家沱街道锣旗寺社区（原国营望江机器厂）进行了拍摄。
而和《你好，李焕英》中的排球场类似，
《荞麦疯长》中的主
场景之一也是望江机器厂的球场，不过因为剧情需要被改造
成了夜宵摊。
位于綦江区三江街道的重庆四钢钢业有限责任公司
（原重庆四钢厂遗址）也是众多影视剧拍摄的地点，在
《荞麦疯长》中多次出现的钟楼就令人印象深刻，这个
钟楼其实就是四钢厂中心区的综合办公楼。
据了解，2012年底四钢厂停产后，厂房面貌依
然完好，当年的铁路、站台、黑板报、标语、青
年文明岗亭、标牌都保留原样，2017年7
月，由重庆电影集团等单位打造的
“四钢记忆”工业文化主题景区开园
迎客。而作为影视剧的拍摄场地，
已经有《钢魂》
《我的孩子我的家》
《追踪》
《幸福照相馆》等多部影视
剧在四钢厂旧址进行了拍摄。
重 庆 晨 报·上 游 新 闻 记
者 汤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