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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档票房超过78亿

谁是大赢家
贾玲赚多少

？

《你好，
李焕英》
贾玲能赚多少钱？

2

《唐人街探案 3》
“通吃”
的万达电影成大赢家

今年春节档的另一大热门电影《唐人街探案 3》，
21 日的票房也已超过 40 亿元。比起《你好，李焕英》，
《唐人街探案 3》背后的出品方则要少得多。
出品方主要是万达电影与中国电影，联合出品方
还包括阿里影业、猫眼电影、金逸影视、欢瑞世纪等。
2019 年，万达电影在合并万达影视时曾披露过投
资电影的资料。彼时，万达电影对公告中的“电影 7”投
资总成本为 4.38 亿元，处于主投、主控的地位，投资比
例为 34.5%，定位是喜剧推理片，预计 2020 年上映。
相关信息的匹配，外界皆认为“电影 7”即《唐人街探案
3》。
除了是《唐人街探案 3》的出品方，万达电影也位于
电影的发行方行列之中。除此以外，万达电影旗下还
有影院，
院线也将进行分账。
根据猫眼数据专业版，截至 2 月 20 日下午 4 点，
《唐人街探案 3》在万达电影院线的票房总计 5.09 亿
元，
占总票房 13%左右。
而根据院线 52.27%的分账比例计算，万达电影单
单从《唐人街探案 3》上的院线分账收入，都将达到 2.66
亿元。
出品、发行、院线“通吃”，万达电影将成为今年票
房王《唐人街探案 3》背后当之无愧的大赢家。

《你好，李焕英》总票房突破 4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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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底发行方”
闷声发大财

在这几年的春节档中，北京文化除了押中“黑马”
《你好，李焕英》，还押
中过 2019 年的春节档票房冠军《流浪地球》。此外，非春节档上映的《战狼
2》
《我和我的祖国》
《无名之辈》
《我不是药神》等爆款电影，背后都有北京文
化的身影。
北京文化带来的不仅是“爆款”，更有“保底发行”的模式。2014 年，北
京文化联合中国电影，以 5 亿元的规模参与了《心花怒放》的保底发行，这
也是国内第一部保底发行的电影；2016 年，北京文化又联合聚合影联对
《战狼 2》进行 8 亿元票房的规格保底。
早有传言儒意影视、
猫眼电影参与了《你好，
李焕英》的保底发行。2月18
日北京文化的公告更是印证了
“保底发行”
的传言。2 月 19 日，
中国电影还在
互动平台表示，
公司参与了电影《李焕英》的出品、
发行，
未参与保底发行。
根据公告，
“该影片已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保底发行，保底票房收入为
15 亿元。”根据《疯狂的外星人》主要出品方欢喜传媒在 2018 年 7 月公布的
保底方案，票房超过保底票房收入 28 亿元和最低发行收入 7 亿元以后，投
资方和保底方的净收入分成比例为 3：
7。
如果按照《你好，
李焕英》50 亿的票房收入预估：
超出 15 亿的票房为 35
亿元，
其中片方分账 13.7 亿元（以猫眼数据专业版的比例计算），
再按比例除
去3.75 亿元的最低发行收入，
10 亿元收入的7 成将由保底发行方收入囊中。
也就是说，在《你好，李焕英》里赚得盆满钵满的不是北京文化和贾玲，
而极有可能是闷声发大财的保底发行方。
“最强春节档”背后也有失意者。
《无名之辈》的导演饶晓志今年春节档
也有电影《人潮汹涌》上映。截至 2 月 21 日，
《人潮汹涌》累计票房仅次于
《刺杀小说家》位于票房第 4 位，
但占比不足春节总票房的 3%。
综合成都商报等

《唐人街探案 3》剧照。

总票房破 40 亿
《你好，李焕英》
逆袭《唐人街探案 3》
2 月 21 日晚 10 时 03 分，电影《你好，李
焕英》累计票房超《唐人街探案 3》，成为中国
影史票房第 5 名，从 2 月 12 日到 21 日，10 天
时间，电影春节档“双雄争霸”，
《你好，李焕
英》完成神奇的逆袭。
从 1 月 29 日早 8 点，2021 春节档全国预
售正式开启算起，
《唐人街探案 3》一直领跑，
到 2 月 12 日 8 时春节档正式开始，
《唐人街探
案 3》以 10.32 亿元创造中国影史单片预售总
票房纪录。
而 12 日《你好，李焕英》的预售总票房为
2.39 亿元，尽管成绩也不错，但票房远远落后
于《唐人街探案 3》。
2 月 13 日，随着首波口碑出炉，
《你好，
李焕英》牢牢占据热搜榜，豆瓣评分从 8.1 分
升至 8.3 分，80%以上的网友给出了 4 星及以
上的好评，
“又笑又哭”
、
“后劲儿太大”
成了许
多观众的评价，有观众哭到口罩全湿，
有人想
立刻给家人打电话，有人说，想现在就冲回
家。在豆瓣影评区，一条短评收获了上万人
点赞：
“你以为你已经很爱很爱妈妈了，但妈
妈远比你想象中更爱更爱更爱你。
”
这一天，
《你好，李焕英》的票房仍只有
5.9 亿元，仍远远落后于 18.3 亿元的《唐人街
探案 3》。
2 月 14 日，
《你好，李焕英》预售就已经
正式反超《唐人街探案 3》，也是从这一天开
始，
拉开了其票房逆袭的序幕。
2 月 15 日大年初四，
《你好，李焕英》的
单日票房产出和观影人次反超了《唐人街探
案 3》，从亚军一跃成为单日票房榜冠军，同
时总票房超过 15 亿元，贾玲也成了中国影史
票房最高的女导演。
2 月 16 日，
《你好，李焕英》继续领跑，
票房占比、总场次和排片首次反超《唐人街
探案 3》。
2 月 17 日，
《你好，李焕英》总票房来到
27.2 亿元与《唐人街探案 3》的票房差距也继
续缩小。
2 月 18 日，
《你好，李焕英》总票房突破
30 亿元，成为内地影史首部单日票房连续 5
天破 4 亿元的作品。
2 月 19 日，
《你好，李焕英》累计综合票
房突破 34 亿元，两片差距已缩小至 4 亿元。
2 月 20 日，
《你好，李焕英》仅次于暑期
档《战狼 2》的 12 天的纪录，累计票房突破 37
亿大关，
升居内地影史总榜第 6 名。
2 月 21 日，
《你好，李焕英》与《唐人街探
案 3》开始同时冲击 40 亿+。
2 月 22 日凌晨，根据国家电影专资办的
统计，
《你好，李焕英》总票房 40.3 亿元，正式
反超《唐人街探案 3》的 40.1 亿元。10 天时
间，
成功完成逆袭。

观察

▲

说贾玲是这个春节热度最高的名字，不足为过。
仅仅是凭借《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贾玲已经是
目前中国票房最高的女导演。截至 2 月 21 日，
《你好，
李焕英》票房已经超过 40 亿元。
除了高票房，贾玲的这部处女作也赢得了高口
碑。截至 2 月 20 日，
《你好，李焕英》在豆瓣的电影评分
为 8.1 分，在猫眼购票的评分更是高达 9.5 分。
作为目前“中国票房最高的女导演”，贾玲能在这
部电影身上赚多少钱？
记者注意到，要从《你好，李焕英》上“分钱”的公司
并不少。其出品方行列聚集了多家明星公司，出品单
位有 7 家，联合出品单位还有 17 家。
北京文化、上海儒意影视制作公司（以下简称“儒
意影视”
）、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猫眼电影”
）、腾讯阅文集团旗下新丽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丽传媒”
）、阿里影业旗下子公司都位
列其中。
贾玲持股 65%的北京大碗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碗娱乐”
）也在出品方行列。此外，中国
电影、横店影业、华谊兄弟等公司也都出现在联合出品
人的名单之中。
排在出品方名单第一位的北京文化在 2 月 18 日晚
披露了《你好，李焕英》的相关营收。根据其公告，截至
2 月 17 日 24 时，
《你好，李焕英》累计票房收入约为人
民币 27.25 亿元。而北京文化来源于该影片票房的营
业收入约为 6000 万-6500 万元。
若以此比例来测算，北京文化票房收入占比约在
2.20%-2.39%。
按照惯例，出品排名在第 6 位的大碗娱乐，分账少
于北京文化。也就是说，如果预估《你好，李焕英》的总
票房达到 50 亿元，贾玲公司的收入还没超过 1.2 亿元。

纵深

▲

随 着 2 月 17 日 春 节 假 期 的 结
束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电 影“ 最 强 春 节
档”也至此结束。国家电影局 18 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2 月 11 日除
夕至 17 日正月初六，全国电影票房
达 78.22 亿元，刷新春节档全国电
影票房纪录，增长 32.47%。
不论口碑如何，在被称为“史上
最强春节档”的今年，
《唐人街探案
3》和《你好，李焕英》两部电影都已
经双双闯入了中国票房影史前十。
2 月 20 日，
“你好李焕英票房破
35 亿 ”
“张小斐个站名叫陷进去
了”……贾玲和《你好，李焕英》拿下
多个热搜。21 日，
《你好，李焕英》
票房已经超过了 40 亿元。
而单凭这一部电影，喜剧演员
贾玲就成为了目前中国票房最高的
女导演。让贾玲成为“第一”的这部
电影，又能让她赚多少钱？
《唐人街探案 3》和《你好，李焕
英》两部电影都已经双双闯入了中
国票房影史前十，那他们背后的人
又能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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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片结束好莱坞大片时代？
要先改改迷信春节档的毛病
近几年来，在年度票房榜上，进口片占的
比重已经越来越小，2019 年的排行榜上只剩
下《复联》
《速度与激情》等大 IP 电影。
2020 年底的《神奇女侠 1984》是最有希
望获得高票房的大片，但高排片也换不来高
票房，完全无法和同期国产电影《紧急救援》
相抗衡，随后的动画电影《疯狂原始人 2》和
《心灵奇旅》虽然口碑逆天，但票房也只能用
惨淡来形容。
与好莱坞大片的惨淡不同，国产电影频
频发力。2021 年春节档更是被国产片牢牢
把持，截至昨日记者发稿时，
《你好，李焕英》
和《唐人街探案 3》的总票房都已冲破 40 亿元
大关，而且都有望超越《复仇者联盟 4》
（42.5
亿元），如此一来，内地影史票房榜前 5 位将
全部是国产片。
其中，
《你好，
李焕英》市场最新预测的总
票房将达到 51.71 亿元，超过《哪吒之魔童降
世》
（50.3 亿），名列中国票房总榜第二，仅次
于《战狼 2》。
我们甚至可以预期，未来的年度票房前
10 的影片，甚至总票房榜前 10 都将会被国产
片牢牢把控。
欧美大片时代已经结束了吗？对此，业
内人士说，
“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作
为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档缺乏欧美大片的
参与，成色需要进一步检验。今年春节档，
光是《唐人街探案 3》
《你好，李焕英》就分走
了 80 亿元票房，排名第三的《刺杀小说家》
同期票房仅勉强突破 5 亿元，其他影片更是
惨不忍睹。
其次，爆款国产电影基本上都集中在春
节档和暑期档，越来越多的片方意识到，
盲目
“迷信”春节档需要改改了。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