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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想避开景

区人海，舒舒服服地看一场电影可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打开各大在线购票平台，

总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这场被称为“史上最热闹”的春节

档，不负众望再创中国电影票房纪录，在

线购票平台猫眼数据显示，截至 2月 9日

（大年初五），春节6天假期总票房突破50
亿元，超过去年春节 6天假期的 49.76亿

元。此前，娱乐产业研究机构艺恩数据

分析，2019年春节档票房有望超过 60亿

元。

8部新片同日上映

2019年春节档电影大战在大年初一

正式打响，《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

《新喜剧之王》《流浪地球》《神探蒲松龄》

《熊出没·原始时代》《小猪佩奇过大年》等

8部不同题材的新片同日上映。当天，宁

浩导演的《疯狂的外星人》作为预售票房

冠军，以超过28%的综合票房占比无悬念

问鼎春节档首日票房冠军，收获超4亿元

票房，《飞驰人生》和《新喜剧之王》位列第

二、三位。猫眼数据显示，大年初一单日

总票房达到 14.39亿元，刷新全国单日最

高票房纪录。

但随着上映后口碑发酵，单日票房排

名发生了不小的变动。《疯狂的外星人》《飞

驰人生》《新喜剧之王》等影片的日票房、上

座率、排片占比均有所下降，截至记者发

稿，其中豆瓣评分最高的《飞驰人生》为7.0
分。

儿童电影市场方面，上映前靠着宣

传片《啥是佩奇》强势刷屏各大社交平台

的《小猪佩奇过大年》遭遇口碑滑铁卢，

真人与动画相结合的形式被不少观众评

价为“欺骗感情”，上映次日票房较首日

下跌超 60%。而连续第 6 年加入春节档

的《熊出没》系列电影，观众群逐步稳固，

今年春节上映的第六部《熊出没·原始时

代》截至昨天15时，累计票房达4.5亿元。

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开启

在大部分电影略显后劲不足的同

时，科幻题材影片《流浪地球》却凭借良

好口碑，排片和票房一路逆袭上扬。这

部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讲

述了在太阳急速衰老膨胀，地球面临绝

境之际，人类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

阳系，寻找新家园的故事。在此之前，科

幻元素通常只是中国电影中的“调味

剂”，而《流浪地球》对标好莱坞一线工业

水准，整部电影对太空、航天、机械等有

着丰富的表现，有媒体认为，该片有望开

辟国产科幻片元年，打破科幻电影由好

莱坞垄断的局面。

猫眼数据显示，大年初一上映首日，

该片综合票房占比仅有 13%，不足第一

名《疯狂的外星人》一半。然而，上映第

二日起，该片各项成绩接连反超，大年初

五（2月 9日）当天，该片收获 4.13亿元票

房，超过《疯狂的外星人》成为今年春节

档单日票房最高的影片。截至昨天 15
时，《流浪地球》累计票房已超 18 亿元，

综合票房占比和排片占比分别为 54.3%、

35.5%，猫眼专业版对其最终预测票房为

51.47亿元。

票价上涨 观众流失

今年春节档看似一片红火，但另一

份数据却道出了电影市场的另一面——

变相下滑。根据艺恩数据和长江证券

研究所发布的数据，大年初一至初三，全

国电影票房 32.7亿元，同比增长 0.5%；但

观影人次和平均上座率与去年同期相比

均有所下降，分别为 7078.6万人和 41%，

春节档前四天累计观影人次比去年同期

大幅缩水千万以上。看电影的人少了，

电影票房怎么还高了？答案是“电影票

涨价了。”

数据显示，受票补逐渐取消的影

响 ，2019 年 大 年 初 一 全 国 平 均 票 为

45.15元，同比去年 39.1元的平均票价上

涨 6.1 元，涨幅为 15.6%。今年票房贡献

较大的《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新

喜剧之王》《流浪地球》4 部影片平均票

价在 44 元以上，热度最高的《流浪地

球》票价则为 50元。

让观众流失的不仅有越来越高的票

价，还有势头同样越来越猛烈的盗版。

大年初三（2月 7日）起，就有贺岁档电影

的盗版链接集中流传，记者查看发现，这

些链接里的影片内容较为完整，画质也

较为清晰。

今年春节档电影票房已超50亿元
多部电影同日上映吸金《流浪地球》票房破18亿元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记者昨天获

悉，本市春节返程从 2月 8日开始。据统

计，当天通过铁路、民航、长途汽车、水运

等交通方式的到沪客流量在春节假期里

首次超过了发送量，其中到达量为 50.13
万人次，发送量 49.29万人次。随着返程

客流的持续增多，各相关交通部门积极

应对雨雪天气，多措施服务返程客流高

峰。

为应对雨雪天气对铁路运输带来的

影响，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大干部

职工放弃春节假期休息，以雪为令，坚守

岗位，落实安全、运输、服务各项举措。上

海动车段针对近 400组存放在雨雪天气

中的动车组，严格落实升弓打温等防寒要

求，确保动车组状态良好、正点出库运行；

各火车站安排人员 24小时巡查空调、供

水等设施，确保旅客候乘环境舒适。

航空公司的飞行、机务、地服、运控、

市场部等部门密切配合，积极调配，全力

以赴做好春运保障。春秋航空为应对雨

雪天气，地服部提前一天做好预警，赶在

早上第一个航班出港前，完成浦东机场和

虹桥机场的飞机除雪。同时，提早开放柜

台，为早到旅客第一时间办理手续，国内

国际互相调配人力，充分利用国内国际高

峰差，有效提升高峰旅客办票效率。

全市各区道路管理机构也及时启动

了雨雪冰冻天气应急预案，4100 余名道

路养护人员集结备战，对管养范围内的设

施展开巡查，重点包括高（快）速路、干线

公路、大型立交、匝道、桥梁、人行天桥等

区域；对下立交及桥梁预先疏通泄水孔及

进水口垃圾，如有积雪、积冰等情况，及时

对机动车道实施撒盐，对人行阶梯及人行

道铺设草包并撒盐等，全力保障道路通行

的顺畅以及春运返程高峰的安全有序。

同时，在市交通委的调配指挥下，本

市的地铁、公交、出租车等多种交通工具

延长运营时间，保障夜间到达旅客出行需

求。

浦东机场在正常班次结束后，在 22
点15分和22点40分安排两趟加班车次，

机场巴士开设守航夜宵线，春运期间常态

化增加备车，备车数量由平时 22辆增加

至30辆，并额外设置10辆备车，备车总数

为 40辆。运营时间从 23：00持续至最后

一班航班结束后45分钟。

浦东机场出租车 24 小时运营，目前

已可以利用陆侧交通智能管理平台对出

租车服务进行全流程智能化管理，在智

能系统的支持下，出租车蓄车场全力保

障供车，出租车站点为旅客提供全天候

服务。

2月 9日（初五）起，本市公交行业在

三大火车站、两大机场等交通枢纽开设了

28条春运专线及8条临时专线，为返程旅

客提供“最后一公里”保障，确保春运期间

地面公交与机场、火车站、码头、轨道交通

的有效衔接，缓解春运返程期间的密集客

流疏运压力。

2 月 9 日起，上海地铁 1、2、3、4 号线

实施“多头班车”方案，即1、3、4号线上海

火车站站，1、3号线上海南站站，以及2号

线虹桥火车站站将在首班车前后，视情投

放列车，及时疏运出铁路站守候地铁首班

车的返程大客流，同时避免滞留乘客与日

常通勤流叠加的拥挤现象。同时，晚上轨

交 2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定点加班车延长

至次日 1 点 30 分，10 号线虹桥火车站站

定点加班车延长至次日0时15分。

春运返程高峰期间，本市出租汽车行

业也加强了对各大枢纽站点的服务供应

保障。各骨干企业投入3000辆应急保障

车辆，各电调中心储备近 2 万辆电调用

车，重点以疏导“二场三站”（浦东机场、虹

桥机场、铁路上海站、铁路上海南站、铁路

虹桥站）客流为主线，着重应对节后返程

客流。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许文

峰）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获悉，昨

日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返程客流

持续攀升，预计长三角铁路当天发送旅客

202万人次，同比增长7.3%。铁路部门积

极应对雨雪天气和返程客流高峰，持续提升

运力，加强乘降组织，做好站车服务，努力为

旅客返程创造良好的出行和乘车环境。

2月9日，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179.9
万人次，同比增加 13.9 万，同比增长

8.36%，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春运以

来，长三角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 3682万

人次，同比增加315万，同比增长9.36%。

2 月 10 日，长三角铁路继续加大运

力投放，加开去往北京、广州、成都、南

昌、西安、郑州等长途方向，以及合肥、安

庆、阜阳、徐州等去往上海、杭州、南京等

短途方向的旅客列车356列，较上日增加

106列，对 167列动车组列车进行重联运

行、较上日增加20列，努力满足旅客返程

运输需求。其中，安徽合肥、阜阳，江苏

徐州是节后春运返程客流重点地区。

铁路部门表示，受“三六九，朝外走”

传统习俗的影响，许多回家过节的旅客

要返回到工作的地方，加之公路、航空受

雨雪天气影响，铁路客流较集中，长三角

铁路今后几天将持续增开多趟返程旅客

列车，持续采取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

组重联等措提升客运运力，努力满足返

程旅客出行需求。

本报讯（记者 欧莉）商务部日前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 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38.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消

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76.2%，比上年

提高 18.6个百分点，连续 5年成为经济增

长第一驱动力。

国内贸易增加值达 11.7万亿元，国民

经济大产业地位进一步巩固。2018年，国

内贸易主要行业（包括批发零售业，住宿餐

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实现

增加值 11.7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约

13%，占比仅次于制造业，占第三产业增加

值约25%。其中，批发零售业增加值8.4万

亿元，增长 6.2%；住宿餐饮业增加值 1.6万

亿元，增长6.5%。

市场主体突破7000万户，创业创新活

力竞相迸发。2018年，国内贸易新设市场

主体 1412 万户，平均每天新设 3.9 万户。

2018年末，国内贸易实有市场主体7343万

户，比上年增长10%，占全国市场主体总数

68%，高居各行业首位。其中，批发零售业

市场主体 5484万户，增长 8.6%；住宿餐饮

业市场主体1039万户，增长19%。

根据初步测算，2018年末国内贸易就

业人数达 2.08 亿人，比上年增长 8.5%，首

次突破 2亿人大关；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

超过四分之一，占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超过一半。其中，批发零售业就业人员

1.53亿人，增长8.6%；住宿餐饮业就业人员

0.32亿人，增长8.6%。

公路铁路机场等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交通部门多措施应对返程客流高峰

铁路昨日返程客流持续攀升
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202万 增开旅客列车356列

去年我国社零总额
超38万亿元

科幻题材影片《流浪地球》凭借良好口碑，排片和票房一路逆袭上扬。 □徐网林 摄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记者昨天获

悉，春节7天长假期间（2月4日-10日），东

航安排执行航班19500班次，保障超过260
万人次旅客的出行。其中东航于去年下半

年引进的空客 A350-900 和波音 787-9 两

款新一代宽体客机，也完成了首个春节长

假保障任务。

据介绍，今年，为了缓解春运出行压

力，为旅客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东航积极

响应民航局的夜航试点计划，在10个夜航

试点机场共增加 1789班航班。航线主要

集中在浦东往返哈尔滨、沈阳、长春、重庆、

昆明、乌鲁木齐、西安、汕头、福州、郑州、合

肥等。东航去年引进的全新A350、B787机

型在节日期间直飞上海至成都、北京等热

门国内航线外，旅客也在上海飞法兰克福、

墨尔本、新加坡等国际航线上体验到全球

最领先配置客舱服务系统带来的舒适乘机

体验。

东航预计，大年初七（2月 11日）将出

现春运返程最高峰，初十（2月 14日）之后

逐渐回落，元宵节又将上升至一个小高

峰。旅客可根据出行计划，考虑避峰出行。

东航2万班次航班
保障春节旅客出行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

素菲）在刚落幕的电影春节档，科幻作家刘

慈欣的名字获得了极高关注度。一边，以

他的作品《乡村教师》作为灵感来源的电影

《疯狂的外星人》，在春节档打响开门红；另

一边，根据他的短篇小说《流浪地球》改编

的同名电影《流浪地球》，逆袭迎来票房和

口碑双丰收。两部电影的超高影响力，也

带动了一场图书销售热潮。

在当当网的近 24 小时图书畅销榜

上，刘慈欣最广为人知的科幻小说《三体》

位列第二，电影《流浪地球》原著小说《流

浪地球》的 2 个版本图书分列第三、四

位。刘慈欣主编的《银火箭少年科幻系

列》的销售量也迅速上升。而在近 30 天

图书畅销榜上，刘慈欣作品中销量相对最

高的《三体》排名仅为第 21 位，电影的带

动力可见一斑。

作为亚洲首位“雨果奖”获得者，刘慈

欣的小说一直备受广大科幻爱好者喜爱，

电影的热映将会带动更多作品热销。

刘慈欣科幻作品
销量激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