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争年底前登陆新三板

开心麻花借话剧知识产权做大电影生意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欧阳春香

因《夏洛特烦恼》在国庆电影档期间的一炮而红而广为人知的开心麻花，在电影上映的前一天公布了公司股票公开转让说明书，力争年底前登陆新三板市场。

作为新三板未来的“话剧第一股”，开心麻花做起电影生意来毫不含糊。 继超越《港囧》拿下国庆档电影票房冠军后，《夏洛特烦恼》10月13日已逼近10亿元票房大关。 在“拼 IP（知识产权）、拼营销、拼口碑”的国内电影市场上，《夏洛特烦恼》成功逆袭靠的是超强的口碑和观众“自来水”的力量。

在话剧市场一直稳步成长的开心麻花，手握22部原创话剧 IP，凭借《夏洛特烦恼》的成功，其成长空间一下子被打开了。 有分析认为，在国内电影IP热潮下，话剧改编电影前景广阔，登陆资本市场后，开心麻花的话剧影业双引擎互动的商业模式值得期待。

一场口碑的胜利

走进北京车公庄新华1949园区，曲径通幽，终于找到北京开心麻花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在的18栋楼。 总经理刘洪涛指着竖在门厅处的《夏洛特烦恼》海报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现在电影市场终于认识我们了！ ”

作为电影市场的新军，开心麻花小试牛刀原本只期望赚点“印象分”。 “10月2日票房突破1亿元大关后我就不在乎了，因为在电影市场上我们的品牌立起来了，口碑也赚到了，以后我们再出电影就会更顺利了。 ”刘洪涛兴奋地说道。 但开心麻花赚到的还是远超想象，截至10月13日，《夏洛特烦恼》票房达到9.77亿元。

不同于在电影市场上只是初次崭露头角，开心麻花在话剧市场上早已博得大名。根据开心麻花公布的公开转让说明书，自2003年4年有限公司设立以来，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共完成创编话剧20部，累计演出场次超过3000场，累计观众人数超过150万人。 凭借此，开心麻花积累起巨大的话剧IP资源，也得以在筹备多年后进军电影市场，《夏洛特烦恼》便是根据同名话剧改编而来。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培敏在2013年投资了开心麻花，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自己最看重的就是开心麻花的话剧IP，“在此之前，我投资了长城影视，发现影视剧很赚钱。 然后，就开始寻找同类的影视剧公司，包括海润影视、慈文影视我都接触过，但都太贵了。 后来我想，影视公司最核心的就是IP，为什么不转而寻找相对便宜的话剧IP呢？ 最后找到了开心麻花。 ”

在郑培敏投资之时，开心麻花已经开始筹备拍摄电影。 2012年，开心麻花曾尝试将话剧《乌龙山伯爵》改编的电影剧本送审，结果没有通过。 《泰囧》上映后的大红大紫真正刺激到了开心麻花，2012年底，开心麻花成立了影业公司，并在2013年尝试推出原创剧本，最后还是无疾而终。 2013年底，开心麻花决定将已经上演一年的话剧《夏洛特烦恼》改编成电影，并得以在今年国庆档与《港囧》一决高下。

《夏洛特烦恼》的成功也源于当下的 IP热潮。 在热门小说、热门网络剧、热门电视剧，甚至一首歌都被改编成电影的当下，质量上乘又与电影有着天然联系的话剧有望成为电影改编的下一个洼地，除了《夏洛特烦恼》，一大波话剧正走在改编成电影的路上。 华泰证券指出，今年国庆档的影片表现，集中体现了娱乐内容产业的几大趋势，其中之一便是 IP正成为市场的敲门砖，国庆档排名前三的《夏洛特烦恼》、《港囧》、《九层妖塔》均带有IP光环。

在眼下国内拼IP、拼营销、拼口碑的“三拼”电影市场上，除了原创IP之外，让《夏洛特烦恼》成为黑马一路逆袭的更重要原因还在于口碑。

与已有《人在囧途》和《泰囧》打阵的《港囧》，以及号称“《鬼吹灯》10亿读者”的《九层妖塔》相比，《夏洛特烦恼》的IP光环要稍显暗淡，在话剧这一小众市场上，开心麻花多年积累的观众人数也不过150万。 在营销上，《夏洛特烦恼》的表现更是堪称“灾难”。 刘洪涛透露，“我们第一款预告片出来的时候，腾讯全网推，可24小时候后只有70万的点击，这让我们非常难受，很灰心。 如果我们能有一个知名演员出演的话，可能就有几千万的点击了。 ”

上映之前，开心麻花内部进行了多次讨论，大家普遍对宣传上的不给力有意见。 刘洪涛最后鼓励大家：“我们这样的电影，你就是把它放到新浪首页，都不一定有人关注！ 但今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有一个很好的现象，那就是中国观众没有错过任何一部好电影！ 我们为什么不对自己的电影有点信心呢？ ”

刘洪涛的信心来自于自媒体时代的口碑效应，这在今年的电影市场上已经愈发显著。“《夏洛特烦恼》在话剧方面已经非常成功，改编成电影后也经过了长时间的筹备，从2014年1月拿出梗概，3月份拿出剧本一稿，5月份主创到位，再到8月8日开机，10月15日完成，后面又补拍4次，并多次杀青。”刘洪涛表示，在传统的宣传渠道走不通后，开心麻花转而以全国路演的方式发动粉丝的力量，力图通过口碑传播让电影的票房起来。

自9月30日上映以来，《夏洛特烦恼》票房一路飙升，单日票房从首日2300万元，一路升至10月6日最高点11158万元，最后以832万元的轻微优势超越《港囧》，将国庆档票房冠军收入囊中。 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口碑的胜利，也是中国电影在自媒体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中金公司的报告指出，无论从IP背景、导演与演员阵容以及制作投入上来看，《夏洛特烦恼》都难与《港囧》和《九层妖塔》媲美，其逆袭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口碑，尤其是观众“自来水”的力量，这点与暑期热映的《大圣归来》有一定相似之处。

22部原创话剧IP在手

在电影的初创期，当刘洪涛向《夏洛特烦恼》的演员们讲电影上映后票房如何分成时，还没有几个人会在乎，但当票房不断飙涨的眼下，没有人再淡定。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本次电影出品方开心麻花、新丽影业、腾讯视频、万达影视的投资比例为4:4:1:1，以10亿元票房计算的话，开心麻花将至少分得1.3亿元的票房收入。 而开心麻花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2013年、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18亿元、1.5亿元和0.83亿元。 也就是说，仅《夏洛特烦恼》一部电影的收入已经相当于开心麻花此前年份一年的全部营收。

在《夏洛特烦恼》的成功还在继续之时，资本市场已经迫不及待地为开心麻花算起了账。 开心麻花手握23部话剧，除《疯狂的石头》之外，其余22部话剧均为原创话剧，如果《夏洛特烦恼》的成功能够复制，开心麻花未来业绩的想象空间必然十分巨大。 “我觉得开心麻花未来的主要利润来源肯定会来自电影，三年之内，开心麻花有望成为与光线传媒、华谊兄弟比肩的影视公司。 ”郑培敏表示，自己对开心麻花的前景十分乐观。

不过，某不愿具名的大型券商研究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话剧和电影的表现形式毕竟是不一样的，对于话剧改编成电影，我觉得口碑是能够保障的，但是否也能复制《夏洛特烦恼》的票房奇迹，我觉得是有疑问的。 ”

以今年5月上映的《十二公民》为例，其原始IP来自于好莱坞经典电影《十二怒汉》，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曾将其改编成话剧《十二个人》。 《十二公民》自称“华语影坛首部戏剧电影”，导演徐昂是话剧导演，一众主演均具有话剧背景，虽赢得了不错的口碑，但在票房上却是惨败。

刘洪涛回应称，“话剧和话剧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每一部话剧都适合改编成电影，还要看它是不是大众化的产品。我们的话剧一开始就是面向大众的，做的是商业话剧。同时，我们的话剧一演就是几百场甚至上千场，是真正经过市场考验的，有市场的基础在这里，改编成电影的风险是很低的。”

当然，有好的IP，还要把IP用好。 华泰证券指出，IP具备的粉丝基础，使单片在上映初期可以获得关注，但最终的票房还是取决于对IP的运营能力。 《九层妖塔》就成为了IP运营的一个反面教材，该片只借《鬼吹灯》的噱头，故事改编薄弱，把盗墓片拍成了怪兽片，使得前期聚拢的人气快速流失，票房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刘洪涛也认为将话剧改编成电影要慎之又慎。 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电影方面，我们想做有品质的电影，宁缺毋滥。 也许一年做一部，或两年做三部，肯定很慢很慢。 但是，每一部做出来，都力求不同凡响。 ”

在进入电影领域后，开心麻花的营收结构正在发生质的转变。 刘洪涛介绍，为了将旗下的话剧演员包装成网络红人，2012年，公司开始涉足网络剧领域，并与乐视网联合推出了国内首部周播网络情景喜剧《开心麻花剧场》。 随着网络剧在公司营收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公司一直以来仅靠话剧一条腿走路的局面得到一定改观。 不过，从今年上半年情况来看，公司舞台剧及衍生收入占比虽然较上一年度降低了2.03%，但仍然达到了95.4%。

“去年下半年之前，我们公司的主营业务是话剧演出。 之后，我们确定了把公司未来业务做成两大板块，一个板块是演出，一个板块是影业。 剧本来源方面，一方面，我们会改编原来的舞台剧；另一方面，我们有很多才华横溢的编剧，他们也在做原创剧本。 另外，比较好的版权，我们也可以对外购买。 这三个方向都是可以做的。 ”刘洪涛表示，开心麻花未来要打造演出和影业的双引擎。

话剧和电影的相互促进，也将形成开心麻花独特的商业模式，“未来开心麻花的盈利虽然主要来自于电影，但没有话剧为基础，它的电影一定是撑不住的。 我觉得，话剧挣的是‘名’，电影挣的是‘利’。 这是它独特的商业模式。 ”郑培敏表示。

关于未来话剧和电影如何互相促进的问题，刘洪涛举例说，原来《夏洛特烦恼》瞄准的是今年春节档，但因为拍摄进度的原因排到了五一档，后来又排到了暑期档，最后定在了8月27日。 不过，《夏洛特烦恼》在8月10日才拿到“龙标”，仓促上映对电影的宣传很不利。 于是，作为电影发行方的五洲提出将电影放到国庆档。 “国庆档是一个非常好的档期，但竞争非常激烈，如果排片达不到20%的话，很可能就没戏了。 所以，一开始，我们也很犹豫。 ”刘洪涛介绍，“后来打动我们的理由是，如果放到国庆档，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到各地路演，把开心麻花粉丝的力量调动起来。 ”

登陆资本市场进行时

2010年，刘洪涛从工作了20年的中新社辞职加盟开心麻花。 当时，开心麻花还偏安于北京一隅，公司只有22个人，没有任何签约艺人，年收入也只有1000万元左右。

该年年底的一天，刘洪涛与公司的创始人张晨、遇凯坐一块儿闲聊，三个人商量道：“既然我们未来想登陆资本市场，那在上海和深圳得有演出吧，这样才能引起资本市场的注意。 ”于是，两年之后的2012年，开心麻花开始前往上海和深圳进行演出，迈出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就在公司于话剧和影业两方面同时大展拳脚之际，公司终于要登陆资本市场了。 就在《夏洛特烦恼》上映的前一天，开心麻花在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官网公布了公开转让说明书。 刘洪涛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公司争取年底之前挂牌新三板。

对于登陆新三板的目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指出，公司从2014年底开始涉足影视制作领域，相对于传统的舞台剧制作来说，单一电影作品制作投入规模大、周期长、投资回报不确定且行业竞争充分，这些因素对于公司的资金使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不能保证融资成本降低、融资渠道畅通，将对公司在新业务领域的发展形成制约……通过登录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引入投资者，实现低成本融资的目标，带动新业务的开展，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体现公司的社会价值。

不过，开心麻花眼下并不差钱。 一个佐证是，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2013年对开心麻花投资2400万元，刘洪涛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这笔钱开心麻花到现在都还没动。 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2013年、2014年以及2015年上半年，公司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05.23万元、3916.26万元和1707.06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4518.97万元、5167.45万元和1611.78万元。

“登陆新三板，从短期来看，能让开心麻花成为一家公众公司，不光是资本市场关注，老百姓也会关注，这对公司的品牌提升会有很大的作用。 同时，从长期来看，进入资本市场后，开心麻花的业务扩张和未来成长也有了更好的保证。 ”郑培敏表示。

电影《夏洛特烦恼》总投资5000万元，制作成本2000多万元，用的是话剧原班人马，既保证了电影的高品质，也实现了“小制作，大产出”。 至于以后会不会复制这一模式，刘洪涛表示，以后做电影不一定原班人马，“合适就好”。 《夏洛特烦恼》也将导演闫非、彭大魔，以及沈腾、马丽等一众演员捧红，对于未来电影片酬上升的可能，刘洪涛亦表示，“随行就市”。 在成为一家“正常”的电影公司后，登陆资本市场无疑将保证开心麻花的持续发展。

登陆新三板后，开心麻花在话剧方面的扩张也有望加快。 2010年，开心麻花的全年演出还只有区区210场，到2014年已经1000场，5年增长近5倍。 多地域的扩张，无疑对公司的业绩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 公开招股说明书显示，北京地区的内部收入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公司正从北京地区的“地区品牌”走向全国，业务发展呈现良好的上升态势。

对于一线城市话剧市场已经饱和的说法，刘洪涛表示，“还早得很，以我们市场占比最大的北京来说，北京常住人口2000多万，但常年看我们话剧的才20万，渗透比率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而北京有愿望和消费能力看我们话剧的又何止百分之一。 再比如著名的日本四季剧团，他们2012年的演出是3702场，而我们现在也才1000场左右，中国的市场空间各方面都不比日本差，我觉得我们的成长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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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度

Investigation

专做重度垂直喜剧公司

———访开心麻花总经理刘洪涛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欧阳春香

北京开心麻花娱乐文化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涛日前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 公司未来将形成演艺和影业

两大业务板块， 开心麻花将被打

造成一家重度垂直的喜剧公司，

在娱乐行业专做喜剧。

已有下一部电影计划

中国证券报记者： 开心麻花

做电影的初衷是什么？

刘洪涛：我2010年来开心麻

花的时候， 公司的品牌影响力没

有现在这么大， 平时公司还是有

些戏剧票卖不出去。 所以我们就

想能不能做一些别的产品， 把我

们的演员打造成明星， 再做线下

演出时，票能好卖一点，把自己的

资源打通。 但那时候电影市场还

不是特别景气，我们实力也不够。

而电视剧基本看明星阵容， 我们

做电视剧在商业上很难成立。 但

那年“老男孩”在网上特别火，我

们就想做一些网络剧， 把我们的

演员推出来。 那时候的眼光局限

于舞台剧， 为了舞台剧卖得更好

想到了网络剧。 经过两年筹划，

2012年1月网络剧在乐视网推出。

而且， 公司此前就有一个想

法， 把每年的贺岁剧第二年改编

成贺岁电影。 2012年底《泰囧》

上映后的大红大紫， 真正刺激到

了开心麻花， 公司高管从那天开

始真正下决心做电影。 2012年，

开心麻花成立了影业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 之前公司

有想到《夏洛特烦恼》能有这么高

的票房嘛？

刘洪涛： 其实我们对这部电

影内心期待很高， 相信它会走得

更远。 这是一个团队花了两三年

的时间打磨的东西， 可以厚积薄

发。相对于票房，开心麻花更看重

的是电影的口碑。 如果第一部电

影口碑好，自然会有第二部。目前

公司下一部电影计划已经有了。

中国证券报记者： 今年很多

网络喜剧转向大电影， 如 《煎饼

侠》、《万万没想到》， 这会是个短

期热潮还是长期趋势？

刘洪涛：这将成为一个长期趋

势。电影市场未来会比现在更繁荣。

2005年电影票房一年才10亿左

右， 现在一个国庆档期就近20亿。

未来市场还会更大，要不了几年就

可能出现千亿市场。这个市场这么

繁荣， 就会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

来。一个行业如果想繁荣就应该多

样化，我们对未来是很有信心的。

话剧市场空间广阔

中国证券报记者： 介绍一下

开心麻花成长过程。

刘洪涛：2010年开心麻花已

经在民营舞台剧上领先， 但和其

他家差距不大。 那时候“第一集

团”有两三家，但我们属于“第一

集团”领军的。我是来到公司的第

22个人， 那时候公司没有任何签

约艺人，年收入仅1000万左右。

一开始公司只在北京、 天津

有演出。天津一场收入几千块钱，

效果并不好。

2010年底，张晨、遇凯和我，

我们仨一块讨论， 就说既然未来

公司想上资本市场， 我们应该在

上海和深圳有演出， 引起这两个

地方的关注。 这才考虑开始往外

地扩张，2012年去深圳、 上海演

出。一开始各地接北京的演出，然

后开始做本地化运营。 2010年公

司全年演出210场，2014年接近

1000多场，已经是2010年的5倍。

公司如今在舞台剧领域已经

全国遥遥领先， 我们把第二第三

甩得很远。 然后， 我们开始做电

影。 最重要的是公司形成了一个

好的内部环境， 我们有百十号的

签约艺人，包括编剧、导演、演员，

这些人都在潜心研究喜剧， 有很

强的创作能力。

中国证券报记者： 一线城市

话剧市场饱和了嘛？

刘洪涛：这还早着呢。拿北京

来说，北京人口2000多万，常年

看我们话剧的就20万， 占比只有

1%，而北京有欲望和能力消费话

剧的人口何止1%。在上海2000万

人口中， 常年看我们话剧的只有

10万。 其他二线城市话剧演出量

更少。 我们觉得话剧未来的市场

空间很大。 我们就想几年内在中

国形成一年三五千场的演出量。

去年开心麻花的小品《扶不

扶》在各种评比都是第一，它的

风格和我们话剧风格是一样的。

央视春晚的收视人群是6-7亿，

如果其中有1亿人喜欢这个小品

呢？ 我们一年话剧的直接观影人

群就100万人次左右，和1亿人相

比，空间非常大。很多人看我们的

话剧是来寻开心的， 这样的人群

要远大于话剧人群。

做重度垂直的喜剧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 公司登陆

新三板的目的何在？ 有人说是为

了拍电影融资？

刘洪涛：这么多年，开心麻花

在财务上一直是比较稳健的。包括

公司第一次融资，中文投进来的时

候，公司也不缺钱。 当时融资的目

的，一是让公司在市场上有一个定

价，投资人对公司形成认识；另一

方面，我们也想引进一些对公司未

来发展有好处的资源。而中文投是

唯一一家具有国有背景的基金，它

的尽调是最严苛的。引入中文投相

当于给我们做了一个背书。

现在开心麻花准备登陆新三

板， 我们有一个想法是希望把开

心麻花做成公众公司。 但现在快

速登陆主板市场也不太现实，所

以我们选择了新三板。 做成公众

公司对公司各方面发展会有好

处，不光投资领域关注，普通老百

姓也会关注。 这一点就相当于给

公司做了一个大广告。而且，上市

之后， 公司可以通过各种资本手

段做一些之前做不了的事情，比

如买下畅销书版权。

中国证券报记者： 以后公司

的业务格局会怎样？

刘洪涛： 公司以后主要有两

大业务板块：演艺和影业。演艺主

要做话剧、音乐剧、儿童剧。 影业

主要做电影和网络剧， 电视剧方

面看机会。 我们希望将开心麻花

打造成一家重度垂直的喜剧公

司，在娱乐行业专做喜剧。无论是

演艺和影业都做透， 使开心麻花

的品牌更具影响力， 汇聚更多的

喜剧人才，就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今年公司又在孵化一个小板

块，即兴喜剧培训。对于普通人来

说可以提高他的幽默值， 对于专

业人士可以让他更自如地表演。

这个板块孵化成功后也许会形成

一个新的小产业。 但我们更在意

的是， 这里面会出现很多优秀喜

剧人才， 对我们演艺和影业两大

板块有输血功能。

中国证券报记者： 喜剧这一

块，相对于万合天宜、大鹏工作室

等来说，公司的优势是什么？

刘洪涛： 开心麻花最大的优

势是在喜剧舞台积累的优势，这是

我们最独特的。我们通过几千场演

出和观众面对面打交道，知道什么

样的包袱观众喜欢，什么样的他们

不喜欢。而万合天宜等网络喜剧的

优势是利用互联网的碎片化，比较

符合现在的传播趋势。

开心麻花是做戏剧的， 拿到

互联网上就有点吃亏。 比如开心

麻花的网络剧还是太多话剧的影

子，传播热度就比较弱。 下一步，

开心麻花希望做出更有互联网特

点，适合碎片化传播的视频内容。

还有的优势是我们的喜剧理

念、打磨这么久的团队、长久以来

形成的粉丝人群。

中国证券报记者： 公司如何

应对喜剧人才流失？

刘洪涛：目前来看，人才流失

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我们的团队

在一起很多年形成艺术上的默

契，除非整个团队被搬走，如果走

出去两三个，影响不大。还有就是

我们也给予演员一些期权， 这些

因素一起会让我们团队更稳定。

后期公司喜剧人才培养肯定是金

字塔式的培养方向， 公司也正在

做喜剧人才储备。

因《夏洛特烦恼》在国庆电影档期间的一炮而红而广

为人知的开心麻花， 在电影上映的前一天公布了公司股票

公开转让说明书，力争年底前登陆新三板市场。

作为新三板未来的“话剧第一股” ，开心麻花做起电影

生意来毫不含糊。 继超越《港囧》拿下国庆档电影票房冠军

后，《夏洛特烦恼》10月13日已逼近10亿元票房大关。 在

“拼IP（知识产权）、拼营销、拼口碑” 的国内电影市场上，

《夏洛特烦恼》 成功逆袭靠的是超强的口碑和观众 “自来

水”的力量。

在话剧市场一直稳步成长的开心麻花， 手握22部原创

话剧IP，凭借《夏洛特烦恼》的成功，其成长空间一下子被

打开了。 有分析认为，在国内电影IP热潮下，话剧改编电影

前景广阔，登陆资本市场后，开心麻花的话剧影业双引擎互

动的商业模式值得期待。

力争年底前登陆新三板

开心麻花借话剧知识产权做大电影生意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欧阳春香

登陆资本市场进行时

2010年，刘洪涛从工作了20年的中新

社辞职加盟开心麻花。当时，开心麻花还偏

安于北京一隅，公司只有22个人，没有任何

签约艺人，年收入也只有1000万元左右。

该年年底的一天，刘洪涛与公司的创

始人张晨、遇凯坐一块儿闲聊，三个人商

量道：“既然我们未来想登陆资本市场，那

在上海和深圳得有演出吧，这样才能引起

资本市场的注意。 ” 于是， 两年之后的

2012年，开心麻花开始前往上海和深圳进

行演出，迈出了对外扩张的步伐。

就在公司于话剧和影业两方面同时大

展拳脚之际，公司终于要登陆资本市场了。

就在《夏洛特烦恼》上映的前一天，开心麻

花在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官网公布

了公开转让说明书。 刘洪涛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公司争取年底之前挂牌新三板。

对于登陆新三板的目的， 公开转让说

明书指出，公司从2014年底开始涉足影视

制作领域，相对于传统的舞台剧制作来说，

单一电影作品制作投入规模大、 周期长、投

资回报不确定且行业竞争充分，这些因素对

于公司的资金使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

不能保证融资成本降低、 融资渠道畅通，将

对公司在新业务领域的发展形成制约……

通过登录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 引入投

资者，实现低成本融资的目标，带动新业务

的开展，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体

现公司的社会价值。

不过，开心麻花眼下并不差钱。 一个

佐证是，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2013年对

开心麻花投资2400万元，刘洪涛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这笔钱开心麻花到现在都还

没动。 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2013年、

2014年以及2015年上半年， 公司分别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05.23万

元、3916.26万元和1707.06万元， 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4518.97万

元、5167.45万元和1611.78万元。

“登陆新三板，从短期来看，能让开心

麻花成为一家公众公司， 不光是资本市场

关注，老百姓也会关注，这对公司的品牌提

升会有很大的作用。 同时，从长期来看，进

入资本市场后， 开心麻花的业务扩张和未

来成长也有了更好的保证。 ”郑培敏表示。

电影《夏洛特烦恼》 总投资5000万

元，制作成本2000多万元，用的是话剧原

班人马，既保证了电影的高品质，也实现了

“小制作，大产出” 。 至于以后会不会复制

这一模式，刘洪涛表示，以后做电影不一定

原班人马，“合适就好” 。《夏洛特烦恼》也

将导演闫非、彭大魔，以及沈腾、马丽等一

众演员捧红， 对于未来电影片酬上升的可

能，刘洪涛亦表示，“随行就市” 。在成为一

家“正常” 的电影公司后，登陆资本市场无

疑将保证开心麻花的持续发展。

登陆新三板后，开心麻花在话剧方面

的扩张也有望加快。 2010年，开心麻花的

全年演出还只有区区210场，到2014年已

经1000场，5年增长近5倍。 多地域的扩

张，无疑对公司的业绩起到了极大地促进

作用。 公开招股说明书显示，北京地区的

内部收入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公司正

从北京地区的“地区品牌” 走向全国，业

务发展呈现良好的上升态势。

对于一线城市话剧市场已经饱和的

说法，刘洪涛表示，“还早得很，以我们市

场占比最大的北京来说， 北京常住人口

2000多万，但常年看我们话剧的才20万，

渗透比率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而北京有愿

望和消费能力看我们话剧的又何止百分

之一。 再比如著名的日本四季剧团，他们

2012年的演出是3702场， 而我们现在也

才1000场左右，中国的市场空间各方面都

不比日本差，我觉得我们的成长空间还是

非常巨大的。 ”

22部原创话剧IP在手

在电影的初创期，当刘洪涛向《夏洛

特烦恼》的演员们讲电影上映后票房如何

分成时，还没有几个人会在乎，但当票房

不断飙涨的眼下，没有人再淡定。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本次电影出

品方开心麻花、新丽影业、腾讯视频、万达

影视的投资比例为4:4:1:1，以10亿元票

房计算的话，开心麻花将至少分得1.3亿元

的票房收入。 而开心麻花的公开转让说明

书显示，2013年、2014年和2015年上半

年，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18亿元、1.5

亿元和0.83亿元。也就是说，仅《夏洛特烦

恼》一部电影的收入已经相当于开心麻花

此前年份一年的全部营收。

在《夏洛特烦恼》的成功还在继续之

时，资本市场已经迫不及待地为开心麻花

算起了账。 开心麻花手握23部话剧，除

《疯狂的石头》之外，其余22部话剧均为

原创话剧，如果《夏洛特烦恼》的成功能

够复制，开心麻花未来业绩的想象空间必

然十分巨大。 “我觉得开心麻花未来的主

要利润来源肯定会来自电影， 三年之内，

开心麻花有望成为与光线传媒、华谊兄弟

比肩的影视公司。”郑培敏表示，自己对开

心麻花的前景十分乐观。

不过，某不愿具名的大型券商研究员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话剧和电影的表

现形式毕竟是不一样的，对于话剧改编成

电影，我觉得口碑是能够保障的，但是否

也能复制《夏洛特烦恼》的票房奇迹，我

觉得是有疑问的。 ”

以今年5月上映的《十二公民》为例，

其原始IP来自于好莱坞经典电影《十二怒

汉》，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曾将其改编成话

剧《十二个人》。《十二公民》自称“华语

影坛首部戏剧电影” ， 导演徐昂是话剧导

演，一众主演均具有话剧背景，虽赢得了

不错的口碑，但在票房上却是惨败。

刘洪涛回应称，“话剧和话剧是不一样

的， 并不是每一部话剧都适合改编成电影，

还要看它是不是大众化的产品。我们的话剧

一开始就是面向大众的， 做的是商业话剧。

同时，我们的话剧一演就是几百场甚至上千

场，是真正经过市场考验的，有市场的基础

在这里，改编成电影的风险是很低的。 ”

当然，有好的IP，还要把IP用好。 华泰

证券指出，IP具备的粉丝基础， 使单片在

上映初期可以获得关注，但最终的票房还

是取决于对IP的运营能力。 《九层妖塔》

就成为了IP运营的一个反面教材，该片只

借《鬼吹灯》的噱头，故事改编薄弱，把盗

墓片拍成了怪兽片，使得前期聚拢的人气

快速流失，票房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刘洪涛也认为将话剧改编成电影要

慎之又慎。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电

影方面，我们想做有品质的电影，宁缺毋

滥。 也许一年做一部，或两年做三部，肯定

很慢很慢。 但是，每一部做出来，都力求不

同凡响。 ”

在进入电影领域后，开心麻花的营收

结构正在发生质的转变。 刘洪涛介绍，为

了将旗下的话剧演员包装成网络红人，

2012年，公司开始涉足网络剧领域，并与

乐视网联合推出了国内首部周播网络情

景喜剧《开心麻花剧场》。 随着网络剧在

公司营收中的占比不断提升，公司一直以

来仅靠话剧一条腿走路的局面得到一定

改观。 不过，从今年上半年情况来看，公司

舞台剧及衍生收入占比虽然较上一年度

降低了2.03%，但仍然达到了95.4%。

“去年下半年之前， 我们公司的主营

业务是话剧演出。 之后，我们确定了把公

司未来业务做成两大板块，一个板块是演

出，一个板块是影业。剧本来源方面，一方

面，我们会改编原来的舞台剧；另一方面，

我们有很多才华横溢的编剧，他们也在做

原创剧本。 另外，比较好的版权，我们也可

以对外购买。这三个方向都是可以做的。”

刘洪涛表示，开心麻花未来要打造演出和

影业的双引擎。

话剧和电影的相互促进，也将形成开

心麻花独特的商业模式，“未来开心麻花

的盈利虽然主要来自于电影，但没有话剧

为基础，它的电影一定是撑不住的。 我觉

得，话剧挣的是‘名’ ，电影挣的是‘利’ 。

这是它独特的商业模式。 ”郑培敏表示。

关于未来话剧和电影如何互相促进的

问题，刘洪涛举例说，原来《夏洛特烦恼》

瞄准的是今年春节档， 但因为拍摄进度的

原因排到了五一档，后来又排到了暑期档，

最后定在了8月27日。不过，《夏洛特烦恼》

在8月10日才拿到“龙标” ，仓促上映对电

影的宣传很不利。于是，作为电影发行方的

五洲提出将电影放到国庆档。“国庆档是

一个非常好的档期，但竞争非常激烈，如果

排片达不到20%的话，很可能就没戏了。所

以，一开始，我们也很犹豫。 ” 刘洪涛介绍，

“后来打动我们的理由是， 如果放到国庆

档，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到各地路演，把开

心麻花粉丝的力量调动起来。 ”

一场口碑的胜利

走进北京车公庄新华1949园区， 曲径

通幽，终于找到北京开心麻花娱乐文化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所在的18栋楼。 总经理刘洪

涛指着竖在门厅处的《夏洛特烦恼》海报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现在电影市场终于认

识我们了！ ”

作为电影市场的新军，开心麻花小试牛

刀原本只期望赚点“印象分” 。“10月2日票

房突破1亿元大关后我就不在乎了，因为在

电影市场上我们的品牌立起来了，口碑也赚

到了，以后我们再出电影就会更顺利了。 ”

刘洪涛兴奋地说道。但开心麻花赚到的还是

远超想象， 截至10月13日，《夏洛特烦恼》

票房达到9.77亿元。

不同于在电影市场上只是初次崭露头

角，开心麻花在话剧市场上早已博得大名。 根

据开心麻花公布的公开转让说明书， 自2003

年4年有限公司设立以来，截至2015年6月30

日，公司共完成创编话剧20部，累计演出场次

超过3000场，累计观众人数超过150万人。凭

借此，开心麻花积累起巨大的话剧IP资源，也

得以在筹备多年后进军电影市场，《夏洛特

烦恼》便是根据同名话剧改编而来。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

培敏在2013年投资了开心麻花， 他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自己最看重的就是开心麻花

的话剧IP，“在此之前，我投资了长城影视，

发现影视剧很赚钱。 然后，就开始寻找同类

的影视剧公司，包括海润影视、慈文影视我

都接触过，但都太贵了。后来我想，影视公司

最核心的就是IP，为什么不转而寻找相对便

宜的话剧IP呢？ 最后找到了开心麻花。 ”

在郑培敏投资之时，开心麻花已经开始

筹备拍摄电影。 2012年，开心麻花曾尝试将

话剧《乌龙山伯爵》改编的电影剧本送审，

结果没有通过。《泰囧》上映后的大红大紫

真正刺激到了开心麻花，2012年底，开心麻

花成立了影业公司， 并在2013年尝试推出

原创剧本，最后还是无疾而终。 2013年底，

开心麻花决定将已经上演一年的话剧 《夏

洛特烦恼》改编成电影，并得以在今年国庆

档与《港囧》一决高下。

《夏洛特烦恼》的成功也源于当下的IP

热潮。 在热门小说、热门网络剧、热门电视

剧， 甚至一首歌都被改编成电影的当下，质

量上乘又与电影有着天然联系的话剧有望

成为电影改编的下一个洼地，除了《夏洛特

烦恼》，一大波话剧正走在改编成电影的路

上。华泰证券指出，今年国庆档的影片表现，

集中体现了娱乐内容产业的几大趋势，其中

之一便是IP正成为市场的敲门砖，国庆档排

名前三的 《夏洛特烦恼》、《港囧》、《九层

妖塔》均带有IP光环。

在眼下国内拼IP、 拼营销、 拼口碑的

“三拼” 电影市场上， 除了原创IP之外，让

《夏洛特烦恼》成为黑马一路逆袭的更重要

原因还在于口碑。

与已有《人在囧途》和《泰囧》打阵的

《港囧》，以及号称“《鬼吹灯》10亿读者”

的《九层妖塔》相比，《夏洛特烦恼》的IP光

环要稍显暗淡， 在话剧这一小众市场上，开

心麻花多年积累的观众人数也不过150万。

在营销上，《夏洛特烦恼》 的表现更是堪称

“灾难” 。 刘洪涛透露，“我们第一款预告片

出来的时候，腾讯全网推，可24小时候后只

有70万的点击， 这让我们非常难受， 很灰

心。 如果我们能有一个知名演员出演的话，

可能就有几千万的点击了。 ”

上映之前，开心麻花内部进行了多次讨

论，大家普遍对宣传上的不给力有意见。 刘

洪涛最后鼓励大家：“我们这样的电影，你就

是把它放到新浪首页， 都不一定有人关注！

但今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有一个很好的现象，

那就是中国观众没有错过任何一部好电影！

我们为什么不对自己的电影有点信心呢？ ”

刘洪涛的信心来自于自媒体时代的口碑

效应，这在今年的电影市场上已经愈发显著。

“《夏洛特烦恼》 在话剧方面已经非常成功，

改编成电影后也经过了长时间的筹备，从

2014年1月拿出梗概，3月份拿出剧本一稿，5

月份主创到位，再到8月8日开机，10月15日完

成，后面又补拍4次，并多次杀青。 ”刘洪涛表

示，在传统的宣传渠道走不通后，开心麻花转

而以全国路演的方式发动粉丝的力量， 力图

通过口碑传播让电影的票房起来。

自9月30日上映以来，《夏洛特烦恼》

票房一路飙升，单日票房从首日2300万元，

一路升至10月6日最高点11158万元， 最后

以832万元的轻微优势超越《港囧》，将国

庆档票房冠军收入囊中。这不能不说是一场

口碑的胜利，也是中国电影在自媒体时代发

展的大趋势。

中金公司的报告指出， 无论从IP背景、

导演与演员阵容以及制作投入上来看，《夏

洛特烦恼》都难与《港囧》和《九层妖塔》

媲美，其逆袭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口碑，尤其

是观众“自来水” 的力量，这点与暑期热映

的《大圣归来》有一定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