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地影院上座率限制放宽至50%

大片或加快入场

□本报记者 于蒙蒙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全国部分省市电影院上座率限制将由30%放宽至50%。 北京、成都、上海、广州等地的影院已经接到通知：8月14日起影院上座率限制将放宽到50%，取消120分钟片长电影中间休息的规定。

业内人士指出，这将促进更多优质影片上映，助推国内电影市场回暖。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包括《八佰》在内的影片将受益本次政策，部分券商认为，若上映时间得到延长，《八佰》票房有望突破20亿元。

上座率限制放宽至50%

全国影院自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但30%的上座率限制让众多影院和片方犯愁，部分影院担心票房难以覆盖成本，而选择延迟复工，有的片方采取“持片观望”的态度。

上述状况将得到改善。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部分省市的电影局下发通知，从8月14日起调整为影城单场上座率不超过50%，超过2小时的影片可连续正常播放，但需适当延长场间间隔，影城可售卖品，但不得在厅内食用。 影院疫情防控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在

当地防疫部门指导下常态化、常规化操作。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多部即将上映的电影片长超过2小时。 譬如全新修复4K+3D版《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片长152分钟。 8月14日晚将开始提前点映的《八佰》片长147分钟。 此前规定影院如果播放超过2小时片长的电影，必须安排中间休息。

业内人士指出，放宽上座率限制等新规对电影行业无疑是重大利好，将促进更多优质影片进入市场，助推国内电影票房回暖。

大片开始入场

作为上座率限制放宽后的首部大片，《八佰》的票房表现成为市场焦点。 该片8月14日在全国部分影院点映，8月21日起进行全国公映。

资深电影行业观察者“电影票房”指出，《八佰》点映目前排映已超过4500场，由于符合标准的影院只有1700家左右，所以平均每家影院排映接近三场。 在本周才确定并通知点映影院的情况下，短时间决定拿出三个厅于周五晚黄金时间排映，足见市场对该片的

重视。

“《八佰》是疫情后第一部定档的国产大片，值得期待。 ”上海某券商传媒分析师叶韬（化名）表示，目前影院复工率在七成以上，票房相对低位，主要还是缺好的新片，《八佰》的吸引力很大。

不少机构对《八佰》的表现给予高度预期。 叶韬预计，该片票房在20亿元-30亿元。 北京某券商传媒分析师林琳（化名）同样认为票房有望突破20亿元，前提是放映时间足够长。 灯塔专业版显示，截至8月13日，想看《八佰》的人数达72.34万人，首映日预排片场次

达到3.4万场，三家机构分别给出了11.5亿元、14亿元、17亿元的票房预测。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八佰》的主要投资方为华谊兄弟，联合出品方包括阿里影业、光线传媒、腾讯影业等公司。分析人士指出，华谊兄弟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大亏，今年一季度净利亏损1.43亿元。 因此，《八佰》对于华谊兄弟意义重大，希望通过该片大幅

改善业绩。

有的机构测算了《八佰》上映可能给华谊兄弟带来的收益。 国内某家中型券商传媒分析师称，假设《八佰》总票房为14亿元-22亿元，制作方分成比例占净票房的36%，假设华谊兄弟出品占比为45%-60%，预估《八佰》可为华谊兄弟带来2.08亿元-4.36亿元的制片

分账收入；假设发行方分成比例占净票房的6%-8%，华谊兄弟发行占比100%，其预估《八佰》可为华谊兄弟带来0.84亿元-1.76亿元的发行分账收入。 总计《八佰》可为华谊兄弟带来2.92亿元-6.12亿元的分账收入。

“内容为王”逻辑不变

全国影院复工已经过去三周。 业内人士指出，院线上市公司恢复尚需时日，明年一季度或是拐点。

华安证券研报指出，需求端方面，大众观影积极性受到打压；供给端方面，电影院上座率限制以及优质影片缺席。 受上述因素影响，8-9月份国内整体票房将为历史同期的20%-30%。 10月份随着国庆档的开启，如果届时电影院的常态化防控成果得到验证，预计

上座率将回升到往年同期水平。 同时，上半年积压的优质电影将扎堆上映，电影板块有望迎来迟到的“报复性消费” 。

国信证券研报预计，今年票房同比减少2/3以上。 该研报指出，影院复工推动院线恢复，但部分影院面临员工招聘、现金流紧缺等问题。 影院的经营杠杆效应明显，具体表现为利润变动幅度大于收入变动幅度，即便复工但固定成本使得院线公司今年二三季度续

亏；根据测算，在悲观/中性/乐观场景下，预计今年下半年平均票价分别为30.08元/31.67元/33.25元，基于下半年上座率6.5%-7.5%的假设（2019年上座率为11%），预计总观影人次分别为4.09亿人次/4.40亿人次/4.72亿人次，预计今年票房为145亿元-168亿元。

国信证券研报进一步指出，长期票房恢复看上座率，“内容为王”逻辑不变。从盈利能力看，预计明年一季度影院上市公司迎来拐点。 长期看，决定票房的核心变量是票价、银幕数和上座率。 其中，票价围绕37元上下波动，银幕数短期目标为恢复至8万块，上座率

取决于内容和疫情防控情况，按照长期上座率12.5%-13%的乐观预期，国内票房明年有望突破7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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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

上半年营收3899亿元

□本报记者 杨洁

8月13日，中国移动披露2020年半年报，上半年

实现营收3899亿元，同比微升0.1%。 其中，通信服务

收入3582亿元，同比增长1.9%。EBITDA（税息折旧

及摊销前利润）为1457亿元，同比下降3.6%；股东应

占净利润558亿元，同比下降0.5%。 同时，政企市场

业务增长明显，5G助力其个人市场移动业务ARPU

（单用户平均收入）有所改善。 上半年，中国移动在

超过50个城市累计开通了18.8万个5G基站，发展了

7020万户5G套餐用户。

相对而言，中国联通的业绩改善更加明显。受超

预期半年报业绩影响，中国联通港股8月13日大涨，

截至收盘涨幅达25.60%。

政企市场业务增长明显

政企市场被中国移动视为“蓝海” 。中国移动介

绍，聚焦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

域，持续推进“网+云+DICT”信息服务。 上半年，中

国移动的移动云收入达到44.6亿元， 同比增长

556.4%；政企客户数达到1129万家，较2019年底净

增101万家；DICT（IDC、ICT、移动云及其他政企应

用及信息服务）收入达到209亿元，同比增长55.3%。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指出， 努力推动业务发展

从通信服务向信息服务拓展延伸，从个人、家庭、政

企、新兴“四轮” 市场全向发力，从资源要素驱动向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财报显示，中国移动战略转型成效明显，发展动

能不断增强。 2020年上半年，公司非个人市场业务

收入（家庭、政企、新兴市场）同比提高15%，在整个

通信服务业务收入的占比由25.9%提升至29.2%。 非

传统通信业务（传统通信业务指的是语音、短彩信、

无线上网、有线宽带业务）同比提高11%，在整个通

信服务收入占比由14.8%提升至16.2%。

中国联通超预期的半年报业绩同样与向非个人

市场、产业互联网方向转型有关。 上半年，中国联通

产业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大增36%， 达到227亿元，

占整体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提高到16%。 具体看，ICT

业务收入75亿元，同比增长39%；IDC及云计算业务

收入达到121亿元，同比增长29%；物联网业务及大

数据业务收入分别达到22亿元和9亿元， 同比分别

增长55%和67%。

5G价值提升值得期待

受益于5G商用，运营商移动业务方面有明显改善。

中国移动加速客户向5G迁转。 截至2020年6月

底，移动客户达到9.47亿户。 其中，4G客户达到7.60

亿户，5G套餐客户达到7020万户；截至2019年底公

司5G套餐客户仅255万户。上半年，中国移动的移动

用户ARPU为50.3元，同比下降3.7%，降幅进一步收

窄；手机上网DOU（单用户平均每月上网流量）提

升39.7%，达到8.6GB。

中国移动表示， 与迁移前相比，5G用户的

ARPU实现5.9%的增长， 上网DOU增长28%，5G价

值提升值得期待。

而得益于第二季度移动用户ARPU和移动服务

收入双双环比止跌回升， 上半年中国联通的移动服

务收入同比下降2.8%， 降幅较去年全年显著收窄；

移动出账用户总数达到3.1亿户，移动用户ARPU达

40.9元， 同比提升0.2%， 改变下滑趋势； 移动用户

DOU达9.4GB，同比提升27%。

其中， 中国联通二季度移动用户ARPU为41.8

元，同比提升4.2%，环比提升4.5%。 中信建投证券研

报认为，公司移动用户ARPU提升与5G套餐用户数

增加有关，5G用户ARPU值较4G提升约10%。此外，

公司低价值用户减少。

新兴业务方面， 中国移动持续探索内容服务和

互联网金融，培育优质互联网产品，不断形成市场影

响力。 上半年， 咪咕视频月活跃用户同比增长

114.8%，视频彩铃用户超1亿，和包月活跃用户同比

增长92.2%。

上半年资本开支1010亿元

5G网络建设方面，截至2020年6月底，中国移动

在国内超过50个城市累计开通了18.8万个5G基站，

提供商用服务。 公司全力推进5G� SA核心网建设，

为实现年内SA规模商用奠定了基础。 上半年，中国

移动母公司与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签订了

5G共建共享合作框架协议。

上半年， 中国移动的资本开支为1010亿元，全

年资本开支计划1798亿元。 上半年，中国移动5G相

关资本开支为552亿元，全年计划约1050亿元。 由此

推算，下半年中国移动资本开支计划约为788亿元，

用于5G的投资约498亿元。

中国移动计划全年新建30万个5G基站，在全

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提供商用服务，推动SA核心

网年内实现商用。 除了5G建网投资，中国移动表

示， 要加快推进移动云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完

善IT云资源布局；优化形成“3(热点区域中心)+3

(跨省中心 )+X(省级中心+业务节点 )” 数据中心

布局。

上半年，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新增共建共享5G

基站约15万站。 截至目前，中国联通可用5G基站累

计达到约21万站。 其中，公司自建超过10万站，在超

过50个重点城市实现连续覆盖。

下半年，中国联通资本开支力度有望加大，中

国联通介绍， 目标三季度末提前完成全年新增共

建共享5G基站25万站，全年公司可用5G基站数超

过30万站。 中国联通上半年资本开支258亿元。 其

中，5G开支126亿元，计划全年资本开支700亿元，

5G资本开支350亿元。 按照该计划，中国联通下半

年资本开支预算为442亿元。 其中， 用于5G达到

224亿元。

上海建工首次进入世界500强

董事长徐征：今年有望实现两位数增长

□本报记者 李岚君

8月12日，上海建工董事长徐征接受中国

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进入世界500强是上

海建工再攀高峰的新起点。公司将加快从工程

承包商向建筑服务商的转型升级，建设国际一

流的“建筑全生命周期服务商” 。

上海建工此次以2054.97亿元营业收入首

次进入《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排名第

423位， 并继续位列全球最大250家工程承包

商第9位。

盈利有望大幅增长

2019年， 上海建工营业收入为2054 . 97

亿元，同比增长20 . 49%；新签合同额3608. 47

亿元， 同比增长18. 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39. 3亿元，同比增长41. 38%。 值

得注意的是，净利润增速比此前公司业绩快

报高出5. 8个百分点，2019年的盈利业绩超

出市场预期。

徐征直言：“今年疫情对公司的影响比较

直接， 但我们有信心把损失的时间追回来，尽

快消化不利因素。 2020年公司仍将实现两位

数的增长。 ”

截至2019年末， 上海建工的总资产达

2572.81亿元， 归属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为

330.54亿元，每股净资产2.97元，基本每股收

益0.41元，同比增长41.38%。

上海建工于1998年上市， 是中国建筑行

业先行者和排头兵。 徐征介绍，作为竞争类国

企，上海建工积极投入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

增强企业经营活力，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经营业绩多年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新兴业务成新增长点

徐征指出，上海建工五大新兴业务的效益

逐渐显现。 近年来，上海建工着力发展城市更

新、水利水务、环境工程、数字化工业化建造和

建筑服务业五项新兴业务，有利于上海建工抗

衡周期风险，打造新的业务增长点。

谈到公司今后的发展规划，徐征希望，上海

建工未来的增长既有规模，又有质量。“不满足

于作为单一的‘工程承包商’ 。 上海建工不再是

一家传统的施工企业，而是不断涉足新的产业，

产业链越来越广。 ”徐征表示，“近年来更是积

极投入创新转型， 将自身打造为 ‘建筑服务

商’ ，为客户提供从投资、策划、设计到建造、运

维、更新等一体的建筑全生命周期服务。 ”

要成为建筑全生命周期服务商，需要营造

良好创新环境，激发科创人才活力。徐征指出，

今年上海建工再推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拟在

2020年至2022年分期实施。具体来看，核心员

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包括集团职业经理人

和集团所属单位主要经营者等不超过100人，

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或二级市场直接购买。首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不超过1500万元。 其中，集

团董事、高管9人认购550万元，所属单位主要

经营者40人认购880万元。

对于上海建工拟将全资子公司上海建工

建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建材科技

集团” ）分拆至上交所主板上市的考虑，徐征

指出，通过本次分拆上市，母公司与子公司可

发挥各自优势。建材科技集团聚焦发展预拌混

凝土业务，并拓展其他新兴、绿色环保材料业

务，进而有利于改善上海建工资产质量，增强

上海建工整体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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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率限制放宽至50%

全国影院自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

但30%的上座率限制让众多影院和片方犯愁，

部分影院担心票房难以覆盖成本，而选择延迟

复工，有的片方采取“持片观望”的态度。

上述状况将得到改善。中国证券报记者了

解到，部分省市的电影局下发通知，从8月14

日起调整为影城单场上座率不超过50%，超过

2小时的影片可连续正常播放，但需适当延长

场间间隔，影城可售卖品，但不得在厅内食用。

影院疫情防控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在当地防疫

部门指导下常态化、常规化操作。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多部即将上映的电影

片长超过2小时。 譬如全新修复4K+3D版《哈

利·波特与魔法石》，片长152分钟。8月14日晚

将开始提前点映的《八佰》片长147分钟。 此

前规定影院如果播放超过2小时片长的电影，

必须安排中间休息。

业内人士指出，放宽上座率限制等新规对

电影行业无疑是重大利好，将促进更多优质影

片进入市场，助推国内电影票房回暖。

大片开始入场

作为上座率限制放宽后的首部大片，

《八佰》的票房表现成为市场焦点。该片8月

14日在全国部分影院点映，8月21日起进行

全国公映。

资深电影行业观察者“电影票房” 指出，

《八佰》点映目前排映已超过4500场，由于

符合标准的影院只有1700家左右，所以平均

每家影院排映接近三场。 在本周才确定并通

知点映影院的情况下， 短时间决定拿出三个

厅于周五晚黄金时间排映， 足见市场对该片

的重视。

“《八佰》是疫情后第一部定档的国产大

片，值得期待。 ” 上海某券商传媒分析师叶韬

（化名）表示，目前影院复工率在七成以上，票

房相对低位，主要还是缺好的新片，《八佰》的

吸引力很大。

不少机构对《八佰》 的表现给予高度预

期。叶韬预计，该片票房在20亿元-30亿元。北

京某券商传媒分析师林琳（化名）同样认为票

房有望突破20亿元，前提是放映时间足够长。

灯塔专业版显示，截至8月13日，想看《八佰》

的人数达72.34万人， 首映日预排片场次达到

3.4万场，三家机构分别给出了11.5亿元、14亿

元、17亿元的票房预测。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八佰》 的主要

投资方为华谊兄弟， 联合出品方包括阿里影

业、光线传媒、腾讯影业等公司。 分析人士指

出， 华谊兄弟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大亏，

今年一季度净利亏损1.43亿元。因此，《八佰》

对于华谊兄弟意义重大，希望通过该片大幅改

善业绩。

有的机构测算了《八佰》上映可能给华谊

兄弟带来的收益。国内某家中型券商传媒分析

师称，假设《八佰》总票房为14亿元-22亿元，

制作方分成比例占净票房的36%，假设华谊兄

弟出品占比为45%-60%，预估《八佰》可为

华谊兄弟带来2.08亿元-4.36亿元的制片分账

收入； 假设发行方分成比例占净票房的6%

-8%，华谊兄弟发行占比100%，其预估《八

佰》可为华谊兄弟带来0.84亿元-1.76亿元的

发行分账收入。 总计《八佰》可为华谊兄弟带

来2.92亿元-6.12亿元的分账收入。

“内容为王”逻辑不变

全国影院复工已经过去三周。业内人士指

出，院线上市公司恢复尚需时日，明年一季度

或是拐点。

华安证券研报指出，需求端方面，大众观

影积极性受到打压；供给端方面，电影院上座

率限制以及优质影片缺席。 受上述因素影响，

8-9月份国内整体票房将为历史同期的20%

-30%。 10月份随着国庆档的开启，如果届时

电影院的常态化防控成果得到验证，预计上座

率将回升到往年同期水平。 同时，上半年积压

的优质电影将扎堆上映，电影板块有望迎来迟

到的“报复性消费” 。

国信证券研报预计， 今年票房同比减少

2/3以上。 该研报指出， 影院复工推动院线恢

复，但部分影院面临员工招聘、现金流紧缺等

问题。 影院的经营杠杆效应明显，具体表现为

利润变动幅度大于收入变动幅度，即便复工但

固定成本使得院线公司今年二三季度续亏；根

据测算，在悲观/中性/乐观场景下，预计今年

下半年平均票价分别为30.08元/31.67元/33.

25元， 基于下半年上座率6.5%-7.5%的假设

（2019年上座率为11%），预计总观影人次分

别为4.09亿人次/4.40亿人次/4.72亿人次，预

计今年票房为145亿元-168亿元。

国信证券研报进一步指出，长期票房恢复

看上座率，“内容为王”逻辑不变。从盈利能力

看， 预计明年一季度影院上市公司迎来拐点。

长期看，决定票房的核心变量是票价、银幕数

和上座率。 其中，票价围绕37元上下波动，银

幕数短期目标为恢复至8万块，上座率取决于

内容和疫情防控情况，按照长期上座率12.5%

-13%的乐观预期， 国内票房明年有望突破

700亿元。

多地影院上座率限制放宽至50%

大片或加快入场

□本报记者 于蒙蒙

消费电子产业链19家A股公司上半年盈利

□本报记者 张兴旺

Wind数据显示， 截至8月13日记者发稿

时，消费电子产业链21家A股公司发布了半年

报，19家公司实现盈利。 券商分析称，下半年

起在5G换机和AIoT创新的叠加影响下，消费

电子板块将迎来创新与成长动能恢复。

业绩增长

在披露了半年报的21家消费电子产业链

公司中，工业富联、海康威视、生益科技、鹏鼎控

股、领益智造等19家公司上半年实现盈利。 13家

公司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增长，同比增长率超过20%的公司有9家。

欧菲光主营业务为光学影像核心业务和

微电子业务，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智能汽车等领域。上半年，欧菲光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2亿元，同比

增长2290.28%。欧菲光表示，报告期内部分大

客户订单增加， 光学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摄像头模组和光学镜头出货提升。 同时，受益

于大客户平板电脑销量增长和触控业务结构

优化，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晶方科技主要专注于传感器领域的封装

测试业务， 封装产品主要包括影像传感器芯

片、生物身份识别芯片等，产品广泛应用在手

机、安防监控、身份识别、汽车电子、3D传感等

电子领域。 上半年，晶方科技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亿元， 同比增长

623.97%。

国信证券指出，5G时代加速到来，看好苹

果产业链等消费电子景气旺季。 5G换机周期

进度超预期，产业整体向上。

重视研发

11家公司研发支出超过1亿元。 其中，工

业富联上半年研发支出37.17亿元。

工业富联表示，电子产品行业技术及产品

存在更新迭代速度快的特征，为适应电子产品

行业的波动性特征，主要参与者必须加大研发

力度，保持持续创新的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

以满足市场需求。

海康威视上半年研发投入30.63亿元。 海

康威视表示，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强调底层技

术积累，提升系统设计能力，升级产品与解决

方案，打造公司业务综合竞争力。

欧菲光上半年研发投入达到9.04亿元。欧

菲光表示，布局领域涉及摄像头模组、潜望式

摄像头、光学变焦、光学镜头、指纹识别模组、

3D� Sensing、智能汽车以及显示交互等。

欣旺达主要产品为锂离子电池模组，上半

年研发投入6.90亿元。 欣旺达称，上半年紧贴

客户需求，积极扩大市场份额，与国际化大客

户合作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加强，在国内手机数

码类锂离子电池模组主要供应商的地位得到

进一步巩固，形成稳定的大客户群体，成为公

司业绩增长的保障。 公司积极加大研发力度，

加强品质管理，提高单位产品的附加值。

渤海证券认为，随着5G手机价格逐渐向

千元靠拢，5G手机的渗透率将提升，消费电

子景气度将重回高点。 中金公司指出，创新

与成长是电子行业永恒的主题。2020年下半

年起，在5G换机和AIoT创新周期叠加下，消

费电子板块创新与成长动能将迎来恢复，

2020年下半年-2021年有望迎来行业景气

加速上行机会。

电影与娱乐指数近期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