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恢复 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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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档对于国内 电影市 场作用特殊。
灯塔专业版显示 ，截至10月 8日，今年以来全国电影累 计票房 突破120亿元 ，总观影人次3.27亿，累计场次达2840万。 《八佰》《我和 我的家 乡》和《姜子牙》分列目前年度上映新片票房排名前三。
在75%的上座 率限制 之下，内 地电影市场单日 票房依 然突破7.4亿元。 国庆 假期第 三日票 房守住6亿 关口，前三天总 票房已 突破20亿元 ，相比去 年同期低2.7亿元 左右，但仍 远高于 其他年 份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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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已 经不大，可以认为电影市 场基本 恢复常 态。
业内人士指出，目 前内地 年票房仅 落后全 球最大 票仓北 美地区不 足10亿元 ，最快有 望在本月内实现 赶超，成为今年 全球最大电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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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国庆档票房超39亿 “家乡” 笑到最后
□本报记者 于蒙蒙

为期8天的电影市
场国庆档落下帷幕。 截
至 10 月 8 日 晚 记 者 发
稿时，国庆档电影总票
房超过39亿元。 尽管
不 及 去 年 同 期 的
44.66亿元，但仍是国
庆档史上第二高的票
房成绩，这在院线复苏
的背景下殊为不易。
两部重磅电影表
现抢眼。其中，《我和我
的家乡》上映第三天单
日 票 房 超 越 《姜 子
牙》， 上映第四天总票
房超越对手。 预计《我
和我的家乡》 票房在
25亿元左右。
国庆档影片对国
内电影市场恢复起到
重要作用。 今年以来，
全国电影累计票房已
突 破 120 亿 元 ，《八
佰》《我和我的家乡》
和《姜子牙》分列年度
上映新片目前票房排
名前三。

依靠口碑发力
国庆档定档影片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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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上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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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始上映。
电影国庆档启动后，就形成了两强
PK 格局。 依靠预售票房的优异成绩，
《姜子牙》 国庆档上映首日票房就达
3.62亿元。 《我和我的家乡》宣发声量

“一票难求” 重现
旅游市场加快恢复
□本报记者 于蒙蒙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10 月 8 日 披
露，经测算，国庆长假期间全国共
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 按可
比口径同比恢复79.0%； 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4665.6亿元， 按可比
口径同比恢复69.9%。
今年出现中秋与国庆“双节
同庆” 的情况，进一步推高了假
期出行需求，热门线路火车票、机
票“一票难求” 及酒店“一房难
求” 现象回归，成为国内旅游市
场加速复苏的直观体现。
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长假期间， 机票订单量比9月增
长超过100%，火车票订单量环比
增长超过300%，汽车票环比增长
超过200%。
新华社图片
弱于《姜子牙》，该片上映首日票房达
2.74亿元。 上映第二日，《姜子牙》票房
继续领先。票房变化亦影响影院排片占
比。 《姜子牙》由上映首日的36.4%上
升至41.1%，《我和我的家乡》 同期则
由33.6%下滑至32%。
不过， 上映第三日，《我和我的家
乡》单日票房超过《姜子牙》。 上映第
四日，《我和我的家乡》 总票房超越
《姜子牙》。 同时，《我和我的家乡》以
33.3% 排 片 占 比 领 先 《姜 子 牙 》 的
30.1% ，且观影人次、上座率等指标领
先对手。
对于影片《我和我的家乡》受到热
捧，有影评人士指出，以沈腾为代表的
喜剧团队的吸引力以及国庆假期节日
氛围是该片逆袭的重要基石。尽管预售
和宣发层面弱于《姜子牙》，但自上映
以来，《我和我的家乡》口碑较好，在淘
票票、 猫眼、 豆瓣电影的评分分别为
9.3、9.3、7.4。 《姜子牙》的评分则略显
不同， 猫眼平台10月1日评分为8.7，10
月4日则降至8.4。 同期在灯塔专业版其
评分由7.5升至7.6。
灯塔研究院指出，宣传方面《我和
我的家乡》针对多个影片单元，推出了
不同的预告片，宣发上拥有充足的“弹
药” 。 灯塔数据显示，从预告片的播放
量、 完播率及转化率等多个维度看，
《我和我的家乡》多个预告片包揽了各
维度榜单前三位置。

灯塔专业版显示， 截至10 月8 日
晚，《我和我的家乡》总票房达18.35亿
元，《姜子牙》票房为13.69亿元。 其余
几部影片票房差距较大。 《夺冠》票房
为6.34亿元，《急先锋》 票房为2.18亿
元，上映5天的《一点就到家》 目前票
房不足亿元。
在激烈的竞争中，有的影片选择退
出。 影片《木兰·横空出世》10月4日宣
布将于10月6日零点起撤档待映，撤档
原因未 知 。 该 片 上 映 两 天 票 房 不 足
10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电影
国庆档两强“虹吸效应” 明显，其余多
部影片票房表现乏善可陈。

多家上市公司获益
影片《我和我的家乡》此前就被广
泛看好。作为去年电影国庆档票房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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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亿元-25亿元。
猫眼专业版预计票房将达到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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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万达电影、文投控股。
《姜子牙》 票房预期则出现下滑。

猫眼专业版显示，10月1日，其对《姜子
牙》 给出的票房预期为17.16亿元，目
前降至15.52亿元。《姜子牙》出品方中
涉及上市公司光线传媒。国庆档票房第
三名的《夺冠》出品方包括中国电影、
文投控股。

基本恢复常态
国庆档对于国内电影市场作用
特殊。
灯塔专业版显示， 截至10月8日，
今年以来全国电影累计票房突破120
亿元，总观影人次3.27亿，累计场次达
2840万。 《八佰》《我和我的家乡》和
《姜子牙》分列目前年度上映新片票房
排名前三。
在75%的上座率限制之下，内地电
影市场单日票房依然突破7.4亿元。 国
庆假期第三日票房守住6亿关口，前三
天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 相比去年同
期低2.7亿元左右， 但仍远高于其他年
份的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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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整体表现影响已经不大，可以认为电
影市场基本恢复常态。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内地年票房仅
落后全球最大票仓北美地区不足10亿
元，最快有望在本月内实现赶超，成为
今年全球最大电影市场。

预订量大增
来自同程艺龙的数据显示，
国内主要城市的火车站、 机场的
客流量在节前更为集中， 主要城
市自9月26日起客流量开始快速
增加， 至9月30日达到节前客流
量峰值。 9月30日当天，同程艺龙
国内大交通（含机票、火车票、车
船票）出行人次单日突破410万，
总出行人次同比增长22%。 住宿
预订方面， 受益于假期出行及出
游需求的大规模集中释放，10月
1日至10月4日，同程艺龙平台国
内酒店的预订量接连突破历史新
高，较去年同期增长40%。
在携程平台，机票、火车票、
汽车票、 用车等各类出行方式全
面实现增长。其中，机票订单量比
9月增长超过100% ，火车票订单
量环比增长超过300%，汽车票环
比增长超过200%。
值得注意的是，10月1日至4
日， 同程艺龙平台来自三线及以
下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过50%。 三线及以下城市旅游市
场强势复苏， 成为今年国庆黄金
周全国旅游市场复苏的重要动力
源。 另外，高铁路网不断延伸，对
激发节假日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
的出行及出游需求作用显著，高
铁旅行成为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
值得关注的细分市场之一。

主题游受追捧

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

携程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

数字化驱动加速向科技型企业转型
□本报记者 万宇

的油耗。 广汽新能源发布了首创的高性
能两挡双电机“四合一” 集成电驱，通过
“双电机+控制器+两挡减速器” 的深度
集成， 功率提升13%的同时， 体积减小
30%，重量减轻25% ，并拥有多种驱动模
式和OTA智能进化等技术优势， 获得专
利70余项。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 广汽集团发
布了广汽数字化加速器GDA项目， 将通
过打造大数据平台和运营平台， 实现营
销个性化、大供应链智能化、产品开发协
同化、管控透明化，建成全价值链的智能
运营体系， 成为中国车企践行数字化业
务驱动的引领者。
广汽集团此前已提出要转型科技型
企业。 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介绍，数字
化是广汽集团向科技型企业转型的驱动
力。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广汽
集团有信心实现全年产销量增长。

明确目标和实施路径
广汽集团此次发布了广汽数字化加
速器GDA项目， 明确了数字化三年转型
目标和实施路径。
“数字化在汽车产业‘新四化’ 中是
基础， 但数字化转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 ” 冯兴亚表示，广汽集团很早就开始
了数字化转型探索。 比如，在集团层面成
立了信息数据本部， 去年开始发布了不
少数字化相关内容， 但要真正实现数字
化转型需要思想转变、组织变革，并选择
合适的路径。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 广汽集团总结
出“两平台和四化” 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广汽集团通过打造大数据平台和运营
平台， 实现营销个性化、 大供应链智能
化、产品开发协同化、管控透明化，建成
全价值链的智能运营体系， 成为中国车
企践行数字化业务驱动的引领者。” 冯兴
亚说。
“两平台” 是指打造大数据平台和
运营平台， 作为广汽数字化转型的核心
基本盘。 大数据平台在保证信息安全的

确保全年产销量增长

广汽电动敞篷概念跑车影动
前提下，对顾客、质量、采购、智能网联等
大数据进行专业分析， 赋能前端业务部
门， 确保广汽集团更快地针对顾客需求
不断改善服务，实现数据变现。 运营平台
致力于打造数字化运营模式， 基于数字
化预算管理， 明确体系化的项目投资组
合管理，以组织、机制、标准三大抓手建
立数据治理模式； 搭建广汽数字化人才
金字塔，打造敏捷文化、建构协作能力、
完善培训体系等。
在两大平台的强力支撑下， 广汽集
团以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市场导向的
原则，推进“新四化” 转型，生产、供应
链、产品等各环节均围绕“新四化” 目
标切入。

以科技创造体验
广汽集团提出， 要以数字化驱动科
技转型。 “这是自主品牌发展到一定阶
段必须要做的事情。 自主品牌可以更好
地把握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做到先人一

步。 随着市场的发展，仅靠对市场的先
知先觉已经不够， 科技水平要领先，否
则自主品牌向上拓展只是空话。 ” 冯兴
亚说。
冯兴亚表示， 基于这样的背景，广
汽集团去年发布了e-TIME行动计划。
“e代表顾客体验，T代表科技， 以科技
创造体验。 这是广汽集团对科技化转型
的思考。 ”
研发方面， 广汽集团自主品牌每年
实际净投入超过50亿元， 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接近10%， 而全球平均水
平为5% ；人才方面，广汽集团从全球不
拘一格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体制机制方
面， 广汽集团正在建立和完善让科技人
才发挥才能的奖励和激励机制。
在本次车展上， 广汽集团两大自主
品牌都发布了颇具科技感的成果。 广汽
传祺发布了全新动力总成平台 “钜浪动
力” 技术品牌，基于钜浪动力打造的动力
总成产品，全面满足“国六b” 排放标准，
带来更强劲的动力、更敏捷的响应、更低

今年上半年， 汽车行业生产和销售
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 严 重 影
响，产销同比大幅下滑。冯兴亚直言，“今
年上半年， 特别是一季度， 挑战真的很
大，2月份各家销售店几乎没有什么销售
量。 应该说今年汽车市场少干了一两个
月， 要实现全年汽车市场增长 压 力 较
大。 ” 从二季度以来情况看，汽车行业恢
复不错。 1-8月全国产销量降幅持续收
缩，8月全国汽车市场更是实现增长，“预
计全年情况比较乐观” 。
冯兴亚透露， 广汽集团总体情况和
全国汽车行业的大势基本吻合。 考虑到
今年以来细分市场的增长特点，即商用
车增幅较高， 乘用车增幅不及商用车，
而广汽集团的产品以乘用车为主，商用
车占比较小，可以说广汽集团略微跑赢
大势。
广汽集团8月产销快报显示，公司8
月汽车产量和销量分别同比增长7. 82%
和11. 64%； 今年1-8月， 广汽集团累计
生产汽车116. 59万辆， 销售汽车118. 91
万辆。 累计产销量同比仍有所下降。 不
过，冯兴亚预计，到下个月广汽集团的
累计销售量可能实现增长。 “今年年初
定下的基本目标是增长3%，挑战目标是
增长8% ， 现在看来实现增长8% 的目标
不太可能，但我们还是想挑战增长3% 的
基本目标，起码要保证产销量增长。 ”

携程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00%，
创历史新高。
10 月2 日至5 日是全国主要
旅游景区的客流高峰时段， 其中
以10 月3日当天的客流量最大。
由于假期较去年增加了一天，今
年国庆黄金周的景区客流高峰时
段相应地拉长到4天。
从热门线路看，北京、上海、
深圳、成都、杭州、西安、广州、长
沙等地居民出行热度高。 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黄鹤楼、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上海野生动物园、
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 上海海昌
海洋公园、 武汉海昌极地海洋公
园、北京野生动物园、长隆野生动
物世界、圆明园，成为十大线上预
订人气景区。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在
“双节同庆” 这一因素的推动
下， 与中秋佳节相关的传统文
化活动深受消费者欢迎。 各地
在旅游度假区举办的各类中秋
主题演艺、主题灯会、游园会等
吸引了本地居民及外地游客的
积极参与， 由此带动了周边的
住宿、餐饮等消费。 例如，西安
大唐不夜城成为黄金周期间游
客的热门“打卡地” ，大唐不夜
城成为预订平台搜索量最高的
地标之一。

多项指标加速恢复
去哪儿数据显示，此次国庆
假 期 相 比 去 年 平 均 出 游 多 0. 6
天，达到4. 82 天，相当于每个人
国庆假期出游住了5 晚酒店；人
均消费同比增了近200元， 达到
1809元； 更多人选择更加高效、
快捷的交通方式，假期乘飞机出
行同比增长近一成。 其中，通过
去哪儿平台预订的机票量同比
增长超过15%。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旅游业
加速恢复。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
湖北地区各项旅游产品预订恢复
至去年同期的七成以上， 山东青
岛恢复至八成， 云南多个城市预
订量超过去年同期三成以上。 全
国15个省、直辖市旅游产品预订
量超过去年。
旅行停留的天数增加， 平均
消费也在增加。 今年国庆节前各
地政府颁布了门票免费或减免等
多项旅游优惠政策， 国庆旅游人
均消费仍超去年。

双节假期日均发送旅客
6211.5万人次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实习记者 金一丹
10月8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
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中秋假
期期间，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运行
总体平稳有序。 10月1日至8日，
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发送
旅客平均为6211.5万人次。

公路网交通流量持续高位
道路交通方面， 交通运输部
数据显示，10月1日至8日， 全国
公路网交通流量持续高位， 总体
平稳有序。 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日
平 均 流 量 4766.62 万 辆 ， 相 比
2019年同时段下降4.69%。 全国
道路预计发送旅客3.79亿人次，
日均客运量4737万人次，较去年
国庆假期日均客运量（6858万人
次）下降30.93%。
水路运输方面，10月1日至8
日，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736.3
万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92 万人
次， 较去年长假日均下降
53.28%。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国庆长
假最后一天，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
客流高峰。 10月8日，全国铁路预
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加开旅
客列车1234列。

国内航线恢复至去年
同期水平
国庆长假期间， 民航国内航

班量、客运量稳步上升，逐步恢复
至去年同期水平。
据大兴机场消息，10 月1 日
至7日，机场共计迎送旅客64.6万
余人次， 保障航班4639架次，日
均客流量超9.2万人次，日均航班
量达662架次。 大兴机场表示，节
后返程客流高峰将持续至10 月
10日。
据上海机场集团消息，今年
国庆中秋长假，上海机场的国内
航班量、 客运量创历史同期新
高。 9月30日至10月7日，虹桥和
浦东机场共计保障国内航班起
降13797架次，同比增长22.03%；
国内进出港旅客204.95万人次，
同比增长17.28% 。 上海机场表
示，长假期间，集团制定了将短
期客运航线发展重点转向国内
市场的复苏计划，将闲置国际航
班时刻转用于国内航班，同时配
合航空公司加密热门航线、改换
大机型。
据白云机场消息， 本次长假
单日运输旅客量创下了疫情以来
新高。 10月1日至8日，白云机场
预计进出港航班超1 万架次、日
均起降航班超1250架次；运送旅
客近138万人次， 日均运送旅客
约17.25万人次。
海南成为今年国庆长 假 期
间旅游消费热门地区。 据美兰机
场消息，10月1日至4日， 机场共
计保障进出港航班1784架次，同
比 增 长 5. 06% ， 输 送 旅 客 人 数
25. 14 万人次， 货邮行吞吐量为
2323. 1吨， 每日客流量均超过6
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