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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电影院线银幕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电影院

线银幕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电影院线银幕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电影院线银幕行业的现

状、中国电影院线银幕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电影院线银幕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及中国电影院线银幕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电影院线银幕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

或者想投资电影院线银幕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9年前四个月, 中国内地票房共计233亿，同比去年同期的241亿出现了微跌。比票房更纠

结人心的是观影人次。2019年前四个月的观影人次为5.9亿次，同比去年少了超过8000万人次

，降幅超过了11%，远高于3.3%的票房降幅。

     一方面，2019年到现在为止没有爆款电影，观望下半年也没有太多能成为爆款电影的基础

；另一方面还是中美贸易战的关系，春节过后电影市场的活跃度完全是靠《复联4》带动起来

的。截止目前，《复联4》位居内地总票房排名第三，北美票房排名第.一。所以，接下来就

是中美电影之间的交易。

    据博思数据发表的《2021-2027年中国电影院线银幕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表明：    

2012年至2015年我国电影产业规模保持高速增长，2016年受政策监管和行业调整的影响，同比

增速明显下降，但总体仍保持较快增长，2019 年到  984.1 亿元，同比增长 13.28%。 从电影产

业的收入构成来看，主要可以分为票房收入和非票业务收入两块，目前我国电影票房  收入占

比接近七成，是主要收入来源。         时间   中国电影产业规模及预测(亿元)   增速（%）      

2012年   211.13   　       2013年   278.59   31.95       2014年   387.79   39.20       2015年   568.69   46.65      

2016年   622.62   9.48       2017年   760.91   22.21       2018年   868.76   14.17       2019年   974.37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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