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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鲁信、深港、世茂影院纷纷入驻烟台

烟台影院市场进入战国时代
本报记者 吴永功

12月份里，《大笑江湖》、

《赵氏孤儿》、《让子弹飞》、

《非诚勿扰2》四部贺岁片，让

全国各地的电影院一火再

火，人气居高不下。咱烟台本
地的影院格局，在2010年也
悄然发生着改变，1年内竟有

4家新影院入驻
烟台，烟台影院

市场正悄悄走
进战国时代。

国内电影市

场走进新时代

来自媒体消息，截至12

月25日，中国电影2010年的

可统计票房大概为96亿元，

离100亿元这个整数还差4亿
元。在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

里，电影业将全力冲刺，力争

通过这个关口。票房的“百亿
梦”，就在眼前。

红红火火的电影市场，

也引发了影院的投资热潮。

据12月28日央视财经频道报
道，在浙江民营经济较为发
达的地区，一个县级市一年

间就能新开四五家新影院，

甚至在一个十字路口，就密

集排列了3家电影院。

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岁

末消费已经成为习惯。这个

时候，一些城市影院建设不

足，电影资源无法满足人们

需求等问题显露无疑。业内

人士介绍，电影资源城市间

分配不均衡，电影院线两极

分化严重已经是不争的事

实，“在全国300多个地市级

城市，很多地方的电影院还

是一片空白。”相比于西部一
些地级市，烟台市的情况似

乎要好一些，从2007年新世

纪院线入驻烟台以来，烟台

市民似乎已经渐渐开始适应

了到影院看大

片的娱乐消费
习惯。

1年时间

4家新影院烟台落地

2007年，山东新世纪院线
进驻烟台繁华的市中心，开办

了第一家新模式运营的影城。

当时，烟台的艺都影院、大光

明影院都是上个世纪流传下
来的老式影院，采用大厅制运

营，几经市场变迁，渐渐有些

青黄不接。新开办的新世纪影

城，在运营模式上完全打破了

老影院的运作模式，采用小厅

制，7个小厅里可以分别放映

不同的电影。加之崭新的硬件

设备、舒适的座椅设计，以及

灵活的售票方式，3年时间，位
于百盛的这家新世纪影院，已

经在烟台培育了1万多名会

员。“市场培育来之不易啊。”说

起当年闯市场，百盛新世纪主

管端木苏欣颇有感慨。

而今年5月份，新世纪在

同样处于繁华区的阳光100

写字楼开了分店，“这家店采

用了最先进的设施，有10个

厅，可以容纳一千多观众。”

10月份，位于南大街的深港

影城开始试营业，11月份，总
部位于济南的鲁信影城进驻
烟台，12月24日，世茂影城开

始营业。

“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了，大家的硬件设施都差不

多，我们能做的就是做足服务
了。”端木苏欣表示，有危机感

是肯定的。而对于当前已经布

局的5家影院，与烟台消费需

求的比例，深港影城的苏经理

表示“很正常。”

去
电影院可以做什么？很多

人可能觉得这个问题问得有
些奇怪，电影院当然是看电
影了，可是刚刚登陆烟台的
世茂时尚欢乐影城却给出了
不 一 样 的 答

案，在这里不
仅 可 以 看 电

影，还可以带上自己
珍藏的电影、自拍的DV影
片，举办属于自己电影的“首
映式”，可以和朋友一起打高
清游戏并联网进行比赛，甚
至还可以在高清大银幕上欢

唱卡拉OK。

据介绍，烟台世茂
时尚欢乐影城以“爱
琴海”为设计主题，唯
美浪漫，融合着海滨

城市的优雅与惬意。影城拥
有8个豪华专业影厅、2个多
功能影厅及全国首个世博会
4D技术运用于商业影院的专
业4D厅，共有1200座位。4D影
厅是由上海世博会石油馆首
席技术顾问带领的团队精心
打造，其超越3D的生动体验
和多样的五感体验效果，通
过尖端的科技力量能更真实
的展现电影剧情，刮风、喷香、

喷水、座椅震动、灯光等特殊
效果能让观众完全陶醉在电

影世界中。

影城的多功能厅具有
互动电影点播模式，顾客
可以去影城点播自己喜欢
的影片，不用再迁就电影
院的排片表，也可以带上
自己珍藏的电影、自拍的
DV影片，举办属于自己的
电影“首映式”。除此之外，

还能够打高清游戏并联网
进行比赛，高清大银幕的
卡拉OK欢唱，收看体育赛
事及人文表演等。

影城经理推荐
鞠平整理

除了《纳尼亚传奇3》、《创：战
纪》，1月还有那些值得期待的新片上
映，一起来看看影城经理的推荐吧！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兔年顶呱呱

老夫子之小水虎传奇

公映日期：2011年1月27日

电影简介：

水立方嬉水乐园，是世界上唯一一座
全方面将所有跟水有关的娱乐集结而成

的梦幻乐园，园内除了各项娱乐设施之

外，旅馆、餐厅、电影院、商店、银行等日常

所需的各项机构应有尽有，俨然是一个以

‘水’为中心的大型社区。

公映日期：2011年1月18日

烟台世茂时尚欢乐影城

首映日期：2011年1月17日

电影简介：

骁勇善战横征暴敛的军阀少帅侯杰
(刘德华 饰)被视为兄弟的副官曹蛮(谢

霆锋 饰)出卖，以致妻颜夕(范冰冰 饰)

离去，女儿身亡，仇恨令他痛不欲生，其间

认识了久居少林厨房、对佛学领悟甚高的

煮饭僧悟道(成龙 饰)终于启发侯杰参

透禅理……

公映日期：2011年1月21日

电影简介：

新的一年再度降临，红太狼怀上了小

宝宝，本该其乐融融的狼堡却因灰太狼的

“抓羊无能”而开起了“声讨大会”。不甘失败

的灰太狼为了重振自己在狼族中的地位，

决定带上老婆孩子再战羊族。 而此时的

青青草原上空，一个巨型的“糖果飞船”从

天而降，一位来自月球的不速之客——— 兔

小弟缓步而出

新少林寺

■ ■ ■

新局面
■ ■ ■

3D大片《纳尼亚传奇3》登陆港城

写出最爱对白就有机会

本报记者 鞠平

对于 1

月的电影市

场来说，7 日

将公映的《纳

尼亚传奇 3：黎

明踏浪号》，是1

月电影的开场重

磅。而刚刚登陆烟

台的世茂时尚欢乐

影城拥有着首映的

优势，可以让市民提

早一天欣赏到这部科

幻3D大片。即日起，本
报与世茂时尚欢乐影城

联合举办“征集最爱对白

赠送免费首映”活动，

只要写出您心中最喜欢的

热映电影对白，您就有机会

得到免费观看《纳尼亚传奇
3：黎明踏浪号》机会，快快动

笔，无论是通过电子邮件、QQ

留言还是手机短信，您都可以

参加我们的活动。

1月7日，《纳尼亚传奇3》将

登陆内地。纳尼亚传奇系列以

其精彩绝伦的画面、奇幻跌宕

的情节在北美掀起了票房高

潮，此次即将上映的《纳尼亚传

奇3：黎明踏浪号》，更是延续了

这一系列的特色，更增加许多

新的高科技元素。在纳尼亚3

中，凯斯宾王子成为了纳尼亚

的国王，为了纳尼亚人民的生

活和幸福，凯斯宾不得不踏上

寻找自己的七个郡主的旅程，

并打造了一艘巨轮，这是几个

世纪以来，出现在纳尼亚的第

一艘船：黎明踏浪号。

这部备受关注和影迷喜爱

的科幻大片此次还融入了3D特

效，绝对是中小学学生的最爱。

本报与世茂时尚欢乐影城举办

的“征集最爱对白赠送免费首

映”会将部分名额留给中小学

生。本报将刊登读者提供的对

白，经过广泛评选，选拔出部分
市民，组成“世茂电影首映观影

团”，享有烟台世茂时尚欢乐影

城提供的首映式免费观影机会。

另外，为了能让更多电影发
烧友分享烟台世茂时尚欢乐影城

的首映观影机会，本报还将开展

“热映电影优秀影评征集活动”，

参与本次活动的影评既可以是对

整部电影的有感而发，也可是对

其中某段经典对白的所思所感。

无论您的影评是长篇大论或者是
短小精悍、三言两语，只要是您对

热映电影(如《让子弹飞》、《非诚

勿扰2》等)发表的真情实感，真知

灼见即可。本报将从中甄选部分
发表优秀影评的网友，共同参加

首映式，在烟台市范围内最先观

看《纳尼亚3》、《创：战纪》、《新少

林寺》。为了公平起见，参与活动

影评谢绝转载，非原创影评一经

发现将取消资格。

最喜欢对白或影评投稿方
式：电子邮件请发送 jup2007@

1 2 6 . c o m ；Q Q 留 言 请 加

649982212，注明活动名称；短信

请发至13791175122。

免费看首映

■ ■ ■ ■ ■ ■ ■ ■ ■

自己办“首映式”,打游戏唱卡拉OK

电影院

给力的地方还很多

本报记者 鞠平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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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炫酷机车过把主角瘾

《创：战纪》

首映当日活动多多

本报记者 鞠平

■ ■ ■ ■ ■ ■ ■

■ ■ ■

大背景
■ ■ ■

1月10日，烟台世
茂时尚欢乐影城将举办

《创：战纪》首映
式。电影里主角所
穿的服装、骑乘

的摩托车，现在你
也有机会享受一把。

据了解，电影上映期
间，凡到烟台世茂时尚欢

乐影城观影的市民，皆可
现场报名，通过登记QQ、

邮箱及手机号码资料等方
式，获得参加活动的资格。

获得资格的市民可在现场
试穿《创：战纪》主角风格
服装，骑炫酷摩托车拍照

留念，影院将电子版照片
发送给观众。

据了解，《创：战纪》投
资3亿美元。在烟台世茂时
尚欢乐影城观看本部大片，

您将体会感受杜比7 . 1声道
环绕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