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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线上票房补贴”新政实行 低价电影票时代终结了吗？

记者调查:已经看不到 19.9 元的票价
影院：
暂时未收到取消票补的通知，今后线下活动会更丰富

9 月中旬，一则“停止一切线上票房补贴”的电影新政将从 10 月 1 日起实施的传闻引起市民关注。这意味着，近年来依靠票补带动的大量 19.9 元的低价票将
不能出现在所有线上售票渠道。猫眼、淘票票等线上平台或将失去优势，
院线格局将被改写。第三方、影院不能收取服务费，
经营业绩中将损失一块净利润来源。
据猫眼电影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国庆七天时间，
全国电影票房 19.02 亿元，
相比去年同期下降 21.1%。
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余杭各大院线都暂未收到取消票补的通知。
记者 杨荣

曾因低价票走进影院 观众今后会有选择地看

顾名思义，票补就是观众购买电影票
时所获的补贴，专业来讲就是观众实际支
付价格和影院结算价格的差额。这部分
“补贴”和“差额”，就是票补，一般都是由网
络售票平台和电影制片方来支付。
举例来说，2D 电影根据城市不同，最
低限价一般在 25-35 元，而在网络购票平
台经常能买到 19.9 元低价电影票，这个价
格和最低限价的差额，就会由网络购票平
台和电影制片方作为票补来支付给影院。
昨天，记者打开“淘票票”发现，本周排
在第一位最热的电影是《无双》，其在各家
影院的价格从 26.3 元至 46.7 元不等，19.9
元的电影票价已经看不到。

据了解，目前低票价一般出现在影片
预售期间，因为时间比较短，以往的票补
“轰炸”景象已经不复存在。
记者在影院随机采访了几位观众，他
们都表示，取消票补不会影响他们进影院
观影。王女士自称是“逢影必看”，她表示，
以前即便是线上买票，她也几乎没买到过
19.9 元的电影票。
“进入影院，起初就是因为票价便宜。”
陶菁说，
“ 将来票补取消的话，我们可能进
影院的次数就少了。我注册了多个在线视
频网站的会员，这些网站更新影片的速度
很快，只是缺少了在影院的震撼效果。所
以，今后大片还是会去影院看。”

短期内会有票房影响 长远看有利于行业发展
记者采访了余杭多家影院的负责人，
他们都认为取消票补，短时间是会有些影
响，但从长远看还是有利的。
某影院负责人表示，目前票补并未真
正取消，消费者在线上购买电影票依旧享
受优惠，只是力度有大小。新规实行以后，
电影票的价格提高了，总体看电影的人数
会减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影院负责人表
示，电影票是有最低的发行票价，杭州是二
线城市，总体来说，电影票价在 25 元以上，
价格有些偏高，加上第三方收取的 3-4 元
服务费，一张电影票的价格在 28 元左右，
比票补前多花 10 元。
中影铂金影院的经理霍阳告诉记者，
目前该影院有 85%以上的消费者是通过线
上买票，他们都是踩着点来影院观影的。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新规没有限制线下的

票补，影院会根据自身实际想出各种办法
来进行价格战，比如买一张电影票送一杯
可乐、一盒爆米花等购票优惠。
“ 线下买票
可以增加消费者在影院逗留的时间，如果
真的取消了票补的话，影城大部分的线下
活动会丰富，会员也会多起来，包括阵地的
收入也会多起来。”霍经理说，影院还要加
强自身的宣传，完善自身的购票渠道和会
员体系。
“取消票补会让影院对于电影票的定
价更为合理，以往有的影院可能会因为‘吃
票补’，故意把票价定高，形成行业的恶性
竞争。霍经理分析，票补取消甚至会影响
到影院的生存状况。
“票补取消对于盈利的
大型影院影响较小，而对于新加入的影院
和中小影院，影响则非常大。观众们肯定
会选择品牌好、硬件好的电影院，这也会加
速影院的优胜劣汰。”

延伸阅读
一直以来，消费者想退
掉手里的一张小小电影票，
并不容易。电影票“不退不
改”
“只改不退”等现象广泛
存在，饱受消费者诟病。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
会发布的新规就对此发声，
要求电影票“退改签”优化
流程、简化手续。那么，电
影票“不退不改”是否侵害
了消费者权益？
“退改签”新
规在哪些方面有所改进？

问：
为什么电影院不愿意“退改签”？
答：一场电影只要有一人买票，就无
法更改电影的排期。如果遇到恶意退票
的情况，不仅别的电影失去更多排片机
会，这部电影票房也会降低，直接影响影
城收入。
问：电影票“不退不改”是否侵害消
费者权益？

业内人士说——
陈先生：从短期看，低价票的减少，会对票房造成冲击，造成预售下降；但从长期来
看，低价票的减少，使人们观影频率下降，
就相当于对影片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罗经理：目前，影院 85%的电影票都在线上销售，线上票房补贴的减少，势必放缓
电影票房的增长速度，但长远来看却是利大于弊，电影行业将因此回归内容质量和平
台产品竞争。

本报讯 （记者 胡彦斐 通讯员 吴勇
平 姜明菁） 日前，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
会落下帷幕，余杭籍运动员经过顽强拼
搏，共获得 42 枚金牌、36 枚银牌、32 枚铜
牌。四年一度的浙江省运动会是浙江省内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本
届省运会设 26 个大项、32 个分项、769 个
小项，共举行了 38 项次的比赛，有 7400 多
名运动员参赛。
在游泳、自行车、摔跤、田径等项目比赛
中，余杭运动员共获得 11 枚金牌、4 枚银牌、
3 枚铜牌的好成绩。游泳项目一直以来都是
余杭的弱势项目，在湖州市奥体中心游泳馆
举行的为期 6 天的省运会游泳比赛中，余杭
籍运动员为杭州市代表队贡献了 7 枚金
牌。在公路自行车项目上，余杭籍运动员冒
雨勇夺金牌，为杭州市代表队贡献了 3 枚金
牌。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梁洁） 未
来科技城城发支部近日发起了“今天我为环
卫工人服务”的倡议，在爱心驿站开展爱心
志愿者服务活动。
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健康义诊、理发、提
供茶水点心、五水共治宣传、垃圾分类咨询
等五方面。同时，为推进党建、群建一体化
融合发展，城发支部特地邀请了路桥市政设
施管养有限公司党支部的党员志愿者，为科
技城核心区养护单位的环卫工人提供点心
和水果。
当日，环卫工人们来到爱心驿站“享受
服务”，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志愿者们仔细
地为工人们测量血压，向他们宣传如何通过
改善饮食习惯来提高身体素质，建议他们采
取低盐少油的生活方式。此外，志愿者们还
对工人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受到
了大家的欢迎。

王先生：
票补取消，一场电影多花 10 块钱，
相信大家看电影的积极性会减少。

葛女士：
看电影也要花时间成本，烂片送钱也不看，
好片再贵也要看。

余杭健儿省运会上
狂揽 42 金

未来科技城开展
爱心公益志愿者服务

消费者说——

张倩：以前有些电影可看可不看，因票价便宜也会跑进影院。如果取消票补票价
上扬，那么只有大片、口碑片才会吸引我掏钱进影院，
烂片直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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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专家认为，电影院对售票数与座
位数等设置属于正常的市场风险范围，
不能把这种市场风险通过“不退不换”的
强制规定转嫁给消费者。依据合同法及
其司法解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定，
经 营 者 单 方 规 定“ 电 影 票 售 出 概 不 退
换”，属于以格式条款做出的对消费者不
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属于“霸王条款”，应
予以纠正。

星桥街道新增
一家开心茶馆
问：
“退改签”新规包含哪些内容？
答：
《通知》明确指出，各大电影院制
定的关于已售电影票的“退改签”规定，
要进一步简化程序，优化流程，充分体现
公平、合理、亲民便民的原则。并且为了
方便大众了解关于电影票的“退改签”规
则，电影院需要在影院大厅最醒目的位
置张贴一张关于购票“退改签”须知的公
示，保证每一位观众都可以看到，提前了
解“退改签”的相关规定。
《通知》还指出，无论是第三方售票
平台还是影院，或是其他购票 APP，在制
定电影票“退改签”规定时，都要明确一
点，那就是“是否同意改签，或什么样的
情况下允许电影票退改签”，对这些同意
“退改签”的情况，还需要在相关规定中，
明确相关的“服务流程”
和“服务电话”。

本报讯 （通讯员 林德宝 记者 陈坚）
日前，星桥街道安乐社区新建的开心茶馆热
闹开张，社区老人又多一个休闲娱乐好去
处。
为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安乐社
区对老年活动室进行提升改造，新建了开心
茶馆以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开张当天，
茶馆推出了越剧节目，社区老年人边喝茶边
看戏，还品尝着社区志愿者现做的新鲜月
饼，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