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档电影票房有望摸高至50亿元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国庆档是今年以来院线复工后首个重要档期。 此次国庆和中秋假期叠加共计8天，国庆档电影票房备受市场期待。 多部影片参与角逐。 其中，去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祖国》姊妹篇《我和我的家乡》呼声较高，业内预计该片票房有望超过25亿元。

同时，影院上座率上限上调至75%给国庆档带来乐观预期，业内预计今年国庆档票房有望增至45亿元-50亿元。

上座率限制逐步放宽

自7月20日影院复工以来，电影市场已重启两个月。灯塔专业版联合淘票票发布的报告显示，影院复工60天以来，共1.5亿人次走进影院，实现54亿元票房。票房贡献排名前两位的是《八佰》（28.8亿元）、《我在时间尽头等你》（5亿元）两部国产影片。两部国产片的优异表现强势拉动了电影市场。

《八佰》表现尤为抢眼，上映五周以来强势蝉联周票房冠军，目前票房超过28亿元，跻身中国电影历史票房榜前十，并登顶今年以来票房全球冠军。 《八佰》由华谊兄弟、北京七印象出品，阿里影业联合出品、发行。 该片密钥将延期至10月21日。

业内人士认为，《八佰》表现说明需求端已经基本恢复。近期分账片《信条》、《花木兰》票房不佳，更多是因为影片本身问题。

9月15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发布《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南》（第三版），提出全部采取网络实名预约、无接触方式售票，原则上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75%。 值得注意的是，上座率限制从7月底的不超过30%，到8月中旬的不超过50%，上座率限制逐步放宽。

银河证券传媒分析师杨晓彤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目前的上座率基本能满足观影需求，上座率限制对于票房整体表现的影响已经不大，可以认为电影市场基本恢复常态。

多部影片参与角逐

从目前情况看，国庆档定档首映影片包括《夺冠》《急先锋》《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木兰：横空出世》和《一点就到家》。其中，《夺冠》由9月30日提档至9月25日上映，《木兰：横空出世》和《一点就到家》由10月1日分别延后至10月3日和10月4日。

对于部分影片的调档，杨晓彤认为主要是为了分散竞争。 “上映影片数量不多，稍微分散些可能效果会更好。 从《八佰》的表现看，电影行业景气度还可以。 ”

影片《我和我的家乡》被广泛看好。 作为去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篇，《我和我的家乡》延续集体创作的方式。 该片讲述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域的家乡故事。 灯塔专业版显示，四家媒体机构给予的票房预期区间为24亿元-30亿元。 《我和我的家乡》背后多家上市公司有望获益。 资料显示，该片出品方包括北京文化、中国电影，联合出品方包括阿里影业、猫眼娱乐、万达电影、文投控股、上海电影。

光线传媒出品的《姜子牙》热度较高。 中金公司指出，凭借业界领先的动画电影制作水准和较高的IP口碑，该片有望通过差异化竞争冲击高票房。 但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姜子牙》等七部影片1月23日宣布撤出春节档，直到8月16日才定档于国庆上映。 灯塔专业版和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想看《姜子牙》的人数累计达322万人。

不过，上海某基金公司传媒研究员张骏（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姜子牙》不算合家欢类型影片。 “感觉票房不会特别高，10亿元差不多。 ”一位北京券商传媒分析师则表示，保守预计10亿元票房，后续要看口碑发酵情况。

电影市场加快复苏

从历年情况看，国庆档票房表现对全年票房成绩影响较大。

数据显示，2015年-2019年国庆档票房（不含服务费）分别占全年的4.22%、3.50%、4.32%、3.12%、6.99%。 过往国庆档出现过《羞羞的铁拳》《湄公河行动》《夏洛特烦恼》《中国机长》等高票房电影。 在多部大片带动下，2019年国庆档七天累计票房达到43.71亿元（含服务费），同比增长148%，创造国庆档票房新纪录。

业内人士指出，作为今年以来院线复工后首个重要档期，且国庆和中秋假期叠加共有8天，国庆档有望进一步推动人们观影热情。 张骏表示，国庆期间线下娱乐的选择面相对较窄，观影或成为重要娱乐方式，将带来观影人群增量。 同时，9月25日起影院上座率上限上调至75%，有望进一步带来增量。 杨晓彤则认为，今年国庆档重量级影片不多，累计票房估计难以超过去年。

在国庆档的助推下，电影市场有望加快复苏。中金公司判断，优质内容拉动观影人次提升，电影市场有望从国庆档起逐步恢复常态。中性预估今年票房或达150亿元，下半年票房将恢复至上年同期的42.5%。

□本报记者 于蒙蒙

上座率限制逐步放宽

自7月20日影院复工以来， 电影市场已

重启两个月。灯塔专业版联合淘票票发布的

报告显示，影院复工60天以来，共1.5亿人次

走进影院，实现54亿元票房。 票房贡献排名

前两位的是《八佰》（28.8亿元）、《我在时

间尽头等你》（5亿元）两部国产影片。 两部

国产片的优异表现强势拉动了电影市场。

《八佰》表现尤为抢眼，上映五周以来

强势蝉联周票房冠军，目前票房超过28亿

元，跻身中国电影历史票房榜前十，并登顶

今年以来票房全球冠军。《八佰》由华谊兄

弟、北京七印象出品，阿里影业联合出品、

发行。 该片密钥将延期至10月21日。

业内人士认为，《八佰》 表现说明需求

端已经基本恢复。 近期分账片《信条》、《花

木兰》票房不佳，更多是因为影片本身问题。

9月15日，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发

布 《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

南》（第三版），提出全部采取网络实名预

约、无接触方式售票，原则上每场上座率不

得超过75%。值得注意的是，上座率限制从

7月底的不超过30%，到8月中旬的不超过

50%，上座率限制逐步放宽。

银河证券传媒分析师杨晓彤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目前的上座率基本能满足观影

需求，上座率限制对于票房整体表现的影响

已经不大，可以认为电影市场基本恢复常态。

多部影片参与角逐

从目前情况看，国庆档定档首映影片包

括《夺冠》《急先锋》《我和我的家乡》《姜

子牙》《木兰：横空出世》和《一点就到家》。

其中，《夺冠》 由9月30日提档至9月25日上

映，《木兰：横空出世》和《一点就到家》由

10月1日分别延后至10月3日和10月4日。

对于部分影片的调档， 杨晓彤认为主

要是为了分散竞争。“上映影片数量不多，

稍微分散些可能效果会更好。从《八佰》的

表现看，电影行业景气度还可以。 ”

影片《我和我的家乡》被广泛看好。作

为去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祖国》

的姊妹篇，《我和我的家乡》延续集体创作

的方式。 该片讲述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

五大地域的家乡故事。灯塔专业版显示，四

家媒体机构给予的票房预期区间为24亿

元-30亿元。《我和我的家乡》背后多家上

市公司有望获益。资料显示，该片出品方包

括北京文化、中国电影，联合出品方包括阿

里影业、猫眼娱乐、万达电影、文投控股、上

海电影。

光线传媒出品的《姜子牙》热度较高。

中金公司指出， 凭借业界领先的动画电影

制作水准和较高的IP口碑， 该片有望通过

差异化竞争冲击高票房。 但受疫情等因素

影响，《姜子牙》等七部影片1月23日宣布

撤出春节档， 直到8月16日才定档于国庆

上映。灯塔专业版和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

想看《姜子牙》的人数累计达322万人。

不过， 上海某基金公司传媒研究员张

骏 （化名）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姜子

牙》不算合家欢类型影片。“感觉票房不会

特别高，10亿元差不多。 ” 一位北京券商传

媒分析师则表示， 保守预计10亿元票房，

后续要看口碑发酵情况。

电影市场加快复苏

从历年情况看， 国庆档票房表现对全

年票房成绩影响较大。

数据显示，2015年-2019年国庆档票

房 （不含服务费） 分别占全年的4.22%、

3.50%、4.32%、3.12%、6.99%。 过往国庆档

出现过《羞羞的铁拳》《湄公河行动》《夏

洛特烦恼》《中国机长》等高票房电影。在

多部大片带动下，2019年国庆档七天累计

票房达到43.71亿元（含服务费），同比增

长148%，创造国庆档票房新纪录。

业内人士指出， 作为今年以来院线复

工后首个重要档期， 且国庆和中秋假期叠

加共有8天，国庆档有望进一步推动人们观

影热情。张骏表示，国庆期间线下娱乐的选

择面相对较窄，观影或成为重要娱乐方式，

将带来观影人群增量。 同时，9月25日起影

院上座率上限上调至75%， 有望进一步带

来增量。杨晓彤则认为，今年国庆档重量级

影片不多，累计票房估计难以超过去年。

在国庆档的助推下，电影市场有望加快

复苏。 中金公司判断，优质内容拉动观影人

次提升，电影市场有望从国庆档起逐步恢复

常态。中性预估今年票房或达150亿元，下半

年票房将恢复至上年同期的42.5%。

■ 价值引领投资·2020沪市公司质量行

菲林格尔刘敦银：

坚守品质 做一家“憨憨的” 企业

□本报记者 徐金忠

“菲林格尔是低调的， 甚至是憨憨的。

公司所处行业门槛不高，主要壁垒体现在品

牌的美誉度及渠道的完整性。 菲林格尔没

有单一依赖地产行业的大宗业务，而是希望

有更多消费者直接享受到菲林格尔的高品

质产品和服务……” 在由上交所和各地证

监局联合主办的“价值引领投资·2020沪市

公司质量行” 调研活动中，菲林格尔总经理

刘敦银将企业“性格” 定位为“憨憨的” 。

低调的菲林格尔

在房地产行业飞速发展及家居家装兴起

的风潮中，身处木地板、建材家居行业的菲林

格尔，花费在包装自己上的功夫并不多。

“很多人可能对菲林格尔不太了解。菲

林格尔一直在做自己的事情，不怎么宣传，

低调甚至是‘憨憨的’ 。 这是菲林格尔自己

的选择。 ” 刘敦银称，菲林格尔传承德系企

业文化，以专业专注获得认同。

经过多年积累， 公司在中国木地板中高

端消费市场已形成良好品牌形象与较高市场

美誉度，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康

居示范工程选用部品与产品”“上海市著名

商标”“上海市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等荣

誉，成为木地板国家标准起草单位，并拥有经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评

审通过的国家认证实验室。2018年，荣获首批

“上海品牌”国际联盟认证、中国林产工业协

会30周年颁发的突出贡献奖及创新奖； 上海

市区专利工作试点企业称号等荣誉。

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菲林格尔的营

业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净利润则明显高于营

收增速，取得了良好的业绩表现。“菲林格尔

追求稳健成长， 传承稳健和理性的财务回报

原则。 菲林格尔不盲目冒进追求规模快速扩

张。 对公司来说，年度营收保持10%左右的增

长，净利润有两位数的增速，将是比较好的发

展状态。 ”刘敦银表示。

守护环保生命线

“公司所处的行业没有太高的科技壁

垒，企业和品牌之间的差异体现在企业的价

值观、对社会对消费者的责任心。 ” 刘敦银

指出，具体在菲林格尔身上，便是对高标准

产品的严苛守护。“菲林格尔最大的优势就

是产品。 菲林格尔传承德系精工，在研发能

力、产品品质和质量标准、环保标准上，严格

要求，甚至要做到领先于人。 ”刘敦银称。

菲林格尔的品牌责任文化，即“通过业务

改善人们的生活。公司以负责任的态度开展业

务，只有当一家公司能始终关注世界、承担社

会责任，人们才会乐于购买它的产品。 ”

对于走进千家万户的地板、家具，菲林

格尔品牌责任着墨最多的是环保。菲林格尔

将木制品质量精益求精， 更将环境友好、环

保绿色作为企业的责任。 为此，菲林格尔全

力以赴追求木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贯穿从

原材料、生产工艺，直到产品甲醛含量和工

厂废气排放等环节。 更绿色、更严苛的“菲

林格尔式” 企业标准，是菲林格尔品牌对环

保、对品质的承诺与追求。

走进菲林格尔的加工车间，全然没有想象

中那种粉尘飞舞、碎屑满地的景象，取而代之的

是井然有序的车间、工序和紧张忙碌的生产作

业。“菲林格尔最为注重的是环保，希望产品进

入越来越多的用户家中。 ”刘敦银表示。

憨憨之中的精进

在调研采访中， 刘敦银重点介绍了菲林

格尔商业模式的定位。 作为房地产产业链企

业，通常会积极拥抱地产企业，抱住地产商的

“大腿” ，这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 但菲林

格尔并不这样认为。“菲林格尔会积极与产业

链企业合作， 但不会单纯依赖与地产行业企

业合作， 而是希望有更多消费者直接享受到

菲林格尔的高品质产品和服务。 ” 刘敦银表

示， 菲林格尔希望与地产领域优秀企业保持

长期合作，但合作必须建立在共同的追求上。

“共同为用户创造价值，实现共同成长” 。

菲林格尔这家“憨憨的” 企业，在寻求

对外合作的同时，正在打造更适合自己的业

务模式。 资料显示，菲林格尔坚持差异化战

略及资源聚焦，加大家居板块投入，抓住家

居行业将逐步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

定制家居市场逐步向行业优势品牌企业集

中的机遇，逐步加大家居板块的投入，由单

一产品提供商向住宅空间整体解决方案转

变，完善产品及渠道，进一步提升家居板块

业务的收入及利润增长。

“消费者永远是推动商业变化的力量。

随着家具家装行业的发展，菲林格尔正在创

新业务，希望成为‘全屋解决方案的系统提

供者’ 。 这也是未来消费者最大的需求。 菲

林格尔拥有深厚的行业积淀，拥有切入这一

领域的好产品和好服务。 ”刘敦银说。

脱贫攻坚 西藏上市公司在行动

□本报记者 康曦

西藏集高海拔、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于一体，扶贫成本大、脱贫

难度大、扶贫任务重。 西藏证监局带领当地

上市公司，通过结对帮扶、选派驻村工作队、

捐资扶贫等多种途径，积极开展扶贫工作。

“造血式”扶贫

西藏脱贫攻坚由“输血式” 向“造血

式” 转变，不仅要解决贫困对象的吃穿住行

等问题，还要搞好发展配套、搭建平台，使贫

困对象获得更多就业机会。

华钰矿业秉持“开发一矿、惠及一片、造

福一方”的理念，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提高

当地农牧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为己任，主动投身

扶贫公益事业。 今年上半年，西藏山南市隆子

县日当镇农牧民运输队，负责华钰矿业矿山至

选厂的原矿运输工作，实现装运收入907.58万

元。现今，日当镇农牧民的年收入已超过8000

元。 同时，华钰矿业根据农牧民贫困户的实际

需求，提供地膜、化肥、种子、种苗和养殖方法

以及疾病防治等种植养殖技术指导。

西藏天路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吸纳农牧

民群众参与施工建设。 上半年，公司预计吸

收农牧民工580人次参与施工建设，为农牧

民工创收281.84万元，租赁和购买当地农牧

民群众的机械车辆和砂石等物资，为农牧民

群众创收1538.24万元。同时，公司投入自有

资金159.48万元， 派驻第九批驻村工作队，

结合实际帮助四个驻村点实现脱贫。

华宝股份采取产业帮扶和教育帮扶相结

合的精准扶贫方式，热心参与捐资助学、爱心

助农等公益事业。 一方面，公司在西藏投资设

立子公司，持续支持当地农业、食品工业发展，

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转型；另一方面，

公司通过对贫困户进行职业培训、 科学指导，

鼓励贫困户提升就业能力、掌握致富技术。

西藏旅游结合自身产业特征，务实开展

各项扶贫工作，切实帮助景区所在地贫困人

口，通过旅游就业、自主创业、就业帮扶、工

程劳务等形式实现脱贫；并持续对建档立卡

户、贫困学生等开展帮扶。

注重产业帮扶

西藏上市公司注重产业帮扶，由“授之以

鱼”变为“授之以渔” 。

西藏药业在林芝市开展藏药材种植工

作，建设藏药材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牧民

参加公司基地种植工作，切实增加了当地农

牧民收入， 促进了当地农牧民种植技术提

升，为改变当地农业种植单一局面做出了贡

献。 上半年，公司在林芝市丹娘乡开展米林

县“4+1” 模式产业扶贫波棱瓜种植建设，

共投入资金33.97万元。 帮助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脱贫共11户60人。

2019年， 华林证券用于精准扶贫方面

的支出累计513.71万元。 其中，通过“一司

一县” 对口帮扶国家级贫困县（区）3个，累

计在三地推进扶贫建设项目9个；通过自主

开展及与慈善权威机构联合开展的 “双线

模式” ，积极推进多领域扶贫工作，其中涉

及教育扶贫项目2个、消费扶贫项目1个、产

业扶贫项目1个、精准帮扶项目1个。

今年6月，华林证券与西藏那曲市色尼区

续签“一司一县”帮扶协议，结合当地实际进

一步提升脱贫能力。 未来，公司将在色尼地区

整合各方资源， 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发展特色

产业，持续推动金融扶贫再深入，以更大力度

向色尼地区项目投入更多资源， 利用资本市

场为色尼区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019年， 高争民爆向南木乡江村提供

100万元用于人居环境提升工程 （道路硬

化、停车场建设等），主要为了加强南木乡

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人居环境的舒适性、美

观性和宜居性。 今年下半年，公司计划为西

藏拉萨市南木乡江村继续提供70万元扶贫

投资，具体用途由江村村委会计划后决定。

■ A股公司现金分红系列报道

上市公司多措并举

持续提升回报投资者能力

□本报记者 昝秀丽

上市公司用“真金白银”回报投资者的力度逐年提升，重

回报的市场氛围逐步形成。

根据上市公司2019年年报，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规模合计

约1.36万亿元，同比增长约10.7%，实施分红的上市公司数量

占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约66%。云南白药、回天新材、宇通客车、

华能国际等上市公司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 坚持分红政策的

持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投资者保护意识逐步增强，回报

投资者能力显著提升。

云南白药

多举措提高投资者回报

云南白药始终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宗旨， 持续深耕

药品、健康品、中药资源、医药商业四大业务板块，不断开拓创

新，实现了产品立体化、产业跨界化、消费多元化的全新布局，确

保了公司各项经营指标的持续稳健发展， 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

逐步提升。 2019年， 公司分红总金额占归母净利润比例高达

91.60%，创历年之最。 自1993年上市以来，公司连续27年实现对

股东分红。不考虑差异化退税等因素的影响，云南白药累计分红

金额达到110.74亿元，是A股股东回报最高的上市公司之一。

云南白药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合规性。 2020年9月，深交所

公布2019年度信披考核结果，云南白药再次获得A类评价。至

此，公司连续14年获得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A类评价，是深市

逾2000家上市公司中信息披露工作多年持续保持高水准运

作的佼佼者之一。

云南白药有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将继续做好投资者回报

工作， 不断完善治理架构和管理制度， 持续强化信息披露管

理、提升相关领域专业水平，结合经营情况努力延续稳健的分

红机制，提高投资者回报，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公司发展的支

撑作用，让公司在资本市场的竞技中获得更加长远、广阔的发

展空间，为推动云南白药市值成长、实现企业价值和股东利益

最大化加倍努力。

回天新材

创新发展履责回报社会

回天新材自上市以来，保持了稳健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财

务状况。 根据行业现状及特点、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

战略，并兼顾股东利益和投资者诉求，公司合理制定权益分派

方案，坚持每年给股东分红，踏实回报投资者，上市以来累计现

金分红59449万元，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9.61%。

在进行法定信息披露的同时， 回天新材在年度报告披露

后及时组织召开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在历次股东大会中邀

请投资者代表参会、投票，并就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状况等进

行深入交流； 积极参加湖北省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

日活动，在线回复投资者所有提问；日常工作中通过及时接听

热线电话、回复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投资者提问，接待机构投资

者、研究员分析师及媒体现场调研；组织路演、网络会议、参加

券商策略会等，与投资者进行全面、深入的沟通，在公平合规

的前提下保障投资者对公司享有充分的知情权， 以传播公司

投资价值，树立和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

宇通客车

积极回报股东

自1997年上市以来， 宇通客车坚持以持续丰厚的分红积

极回馈股东。 截至2019年，除1999年和2002年因大规模资本

开支未进行现金分红外，23年间共现金分红21次，累计实现归

母净利润255.93亿元，累计分红派现149.30亿元，分红金额远

超募集资金（29.56亿元，含发行费用），累计分红率58.33%，

远超市场平均水平。 公司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政策，创造了良

好的社会价值和股东回报，也是宇通客车践行投资者保护、积

极回报股东的重要方式，是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核心。

宇通客车始终重视技术发展，维持充足的研发投入，专注

于客车领域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历经十余年技术攻关，在节

能与新能源客车高效动力系统、动力电池集成与管理、整车控

制与节能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资本市场和股东的支持下，

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宇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已发展

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客车生产企业之一。

华能国际

坚持积极、平衡、稳定的派息政策

自上市以来，华能国际坚守为股东创造长期、稳定、增长回

报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股东回报工作，通过制定积极、平衡、

稳定的派息政策，最终实现公司整体利益及股东利益最大化。

为体现分红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充分保障

股东权益，华能国际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了现金分红政策。

华能国际自1998年开始每年向股东派发股息，多年来派息从

未中断， 截至2019年底累计派息金额达到人民币577亿元。

2008年，公司出现历史上首次年度亏损，按照公司章程规定

的分红政策可以不派发股息。 但为回报股东对公司的长期关

注和支持，公司董事会决定依然进行年度分红，每股派息0.1

元。此举使华能国际更加巩固了其在资本市场上的良好形象。

华能国际高度重视股东和投资者对分红的不同需求。

2018年，为让全体股东更好地分享公司的发展成果，经综合

考虑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发展目标、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华能

国际决定在未来三年进一步提高对投资者的现金分红比例，

制定了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8年至

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即：在当年盈利及累计未分配利润

为正， 且现金流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情况

下，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原则上不少于当年实现

的合并报表可分配利润的70%，且每股派息不低于0.1元人民

币。 更高分红比例的政策体现了华能国际一直以来致力于为

股东创造长期、稳定、增长回报的发展理念。

华能国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公司仍将继续坚持积

极、平衡、稳定的派息政策，不断提高盈利能力，努力实现股东

回报的不断提升。

国庆档是今年以来院

线复工后首个重要档期。

此次国庆和中秋假期叠加

共计8天，国庆档电影票房

备受市场期待。 多部影片

参与角逐。 其中，去年国庆

档票房冠军 《我和我的祖

国》姊妹篇《我和我的家

乡》呼声较高，业内预计该

片票房有望超过25亿元。

同时， 影院上座率上

限上调至75%给国庆档带

来乐观预期， 业内预计今

年国庆档票房有望增至45

亿元-50亿元。

新华社图片

国庆档电影票房有望摸高至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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