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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电影行业综合收入约160亿元，增幅48%。票房收入目前仍是主

要的收入来源，是电影行业增长的核心推动力。2011年上半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

约57亿。

在电影制片领域，影片内容制作的70%由民营制片机构完成或参与投资。2010

年中国故事影片产量达到526部，位列世界第三； 2011年电影产量预计较上年增长

70%。但在影片制作在质量上未有大幅提高，加上中国电影银屏数量有限（当前不

足9000块），电影放映数量仅占产量的1/3。

在电影发行领域，内地发行公司约300家，民营企业占90%，外资目前仍不被允

许参与电影发行环节。中影集团、上影集团、华谊兄弟等排名前10位的公司占据了

发行市场80%以上的份额发行市场80%以上的份额。

在电影放映领域，万达影院、中影星美、上海联合等10家院线排名前十位，且

近三年排名基本无变化 中国已经成为IMAX全球业务增长最快的地区 2011年中期近三年排名基本无变化。中国已经成为IMAX全球业务增长最快的地区，2011年中期

已经建成48家IMAX影院，预计2015年将建成181家。全国银幕数量2011年预计超过

8900块，3D屏幕超过2500块。



图：2004-2011年中国电影行业营业收入构成（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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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谊兄弟是中国最有名气的综合性娱乐集团，也是最著名的电影出品单位。2011年上半年收入3.3亿元，净利

润0.63亿元，其中电影收入为1.41亿元。为进一步推高票房收入，公司推行H计划，在2012年计划上映8部电影，票

房总收入将超20亿元。

保利博纳是中国当前最大的专业性电影发行公司，201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601万美元，净利润为135万美元。

2010年10月在纳斯达克上市，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收购影院和购买电影发行权。

光线影业是中国三大民营电影公司之一，每年投资和发行15部以上的主流电影。2010年发行电影的票房收入为

3 14亿元 约占国产电影票房收入的5%3.14亿元，约占国产电影票房收入的5%。

按票房收入排名，万达影院是中国最大的电影院线公司，约占整个中国电影市场16%的票房份额。2012年影城

计划扩张至120家，银屏数量增加至1100块，票房市场份额有望攀升至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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