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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 英 国 品 牌 评 估 机 构
Brand Finance发布“2021全球银
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信银行
列第16位，较上年上升5位；品牌
价值达 145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0.2%。在上榜的71家中资银行机
构中，列第8位。

“全球银行品牌500强”榜单由
英国《银行家》杂志联合Brand Fi-
nance共同打造，每年定期公布，至

今已连续开展15年，是全球银行界
公认的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品牌价值
排行榜，其专业性和独立性受到广
泛认可。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挑战和压力，中信银行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监管要
求，沉着应对风险挑战，主动服务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推进各项业
务 转 型 ， 全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947.31亿元，比上年增长3.81%；
归属于银行股东的净利润489.80亿
元，比上年增长2.01%。

2020年是中信银行上一个三年
战略规划期的收官之年。过去三

年，该行保持战略定力，有效应对内
外部环境变化，迎难而上、扎实工
作，沿着规划蓝图坚定前行，建设

“四有”最佳综合金融服务企业取得
阶段性成就。2021年，中信银行表
示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
国家和集团“十四五”规划，坚持稳
中求进总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坚持改革创新推动，以高科技
驱动为引擎，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高价值创造为主线，加强党建引领
发展，加强协同融合发展，加强轻型
集约发展，成为“有担当、有温度、
有特色、有价值”的最佳综合金融服
务提供者。 （中信）

“全球银行品牌500强”排名揭晓

中信银行升至第16位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新
春到了，浦发银行送你系列新春
满减福利。

即日起至2月28日，在云
闪付APP领券后，使用云闪付
APP绑定浦发银行62开头借记
卡，在沃尔玛、家乐福、世纪联
华、永辉超市等商户进行银联二
维码支付，可享5折、封顶20
元的优惠。

即日起至2月28日，在云闪
付APP领券后，使用云闪付APP
绑定浦发银行62开头借记卡，在

全家超市进行银联二维码支付，
可享5折、封顶5元的优惠。

即日起至2月28日，在云
闪付APP领取满 300 元减 100
元优惠券后，使用云闪付APP
绑定浦发银行62开头借记卡，
在海底捞进行银联二维码支付，
可享优惠。

即日起至3月31日，通过
云闪付APP、必胜客APP神钱
包，在活动餐厅使用浦发银行
62开头借记卡支付，可享受全
场满100元立减15元优惠。

浦发送上新春满减福利

本报讯 （融媒记者徐驰）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携手中国
银联精选央视系列文化节目
《国家宝藏》1~3季内容，推出
国家宝藏主题信用卡。即日起
至2021年 12月 31日，农行银
联国家宝藏主题信用卡新户持
卡人自核卡后次两个自然月
内，使用该卡通过银联及农行
指定渠道交易满6笔，每笔消
费满18元，即有机会获得纪念
周边礼包。礼包内含山月陶瓷
杯、江山指路变色马克杯、解
谜虎符徽章、上古神兽马克杯-

鲲鹏/凤凰、三星堆古蜀双耳
杯、听见国家宝藏、上阳台帖
不倒杯的一种或几种。

同时，持卡人可尊享机场贵
宾（包含机场停车、快速安检及
休息室）、高铁贵宾、星级酒店
餐饮、住宿等礼遇。活动期间，
持卡人登录农行信用卡商城，即
有机会以优惠价格享爱奇艺、腾
讯视频、优酷、蜻蜓FM、芒果
视频会员，更有饿了么超级VIP
大牌红包天天领等精彩活动，还
可使用信用卡积分抵扣30%现
金。

农行银联国家宝藏信用卡上市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即日
起至3月31日，苏州银行信用卡账
单分期和灵活分期费率低至5折。

活动期间，苏州银行受邀客

户办理账单分期和灵活分期业
务，可享受分期手续费5折优
惠。账单分期和灵活分期最低可
分期金额为500元。

苏行分期手续费低至5折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如果有一个“新
年神秘宝箱”放在你面前，猜猜里面会是什么
呢？拆开它，感受未知的神秘，体验在线拆

“盲盒”的快乐。华夏银行最新推出“新年神秘
宝箱”福利活动。

即日起至2月23日，登录华夏银行手机银
行，通过首页广告图进入活动页面，点击“开
宝箱”即可参与活动，100元京东电子卡、爱
奇艺视频月卡等多重好礼等你来领取。

获奖客户可通过手机银行“我的—我的奖
品—已领取”菜单查询奖品信息。活动期间，
每日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位客户每日
有一次开宝箱机会，活动期间仅限获得一次奖
品，不可重复获奖。

华夏神秘宝箱
开启新年好运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 2
月18日至3月31日，农行为私
家车主送上专属优惠。

活动期间，农行信用卡或借
记卡签约ETC，均可免费获赠
ETC电子标签（OBU设备）及
安装服务。

活动期间，农行信用卡或
借记卡签约ETC，均可免费领
取通行月票，享受通行费5折
优惠，每卡每月优惠 30 元封
顶。

活动期间，首次使用农行信

用卡，通过指定渠道签约ETC
的客户，可免费获赠50元通行
费抵用金。

活动期间，农行信用卡（单
月消费满2000元）、驾驶无忧
卡、水韵江苏卡客户，当月使用
江苏中石化加油卡充值，次月自
动返还5%金额。每人每月最高
返还50元。

活动期间，农行信用卡单月
消费满2000元，次月可领取1
张1元洗车优惠券；单月消费满
5000元，次月可领取2张。

私家车主享农行专属优惠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驰）开
学啦，农行掌银喊你来缴学费！
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大中小学、
幼儿园、培训机构，农行掌银一键
缴费，还可参加积分抽奖。

缴费时，登录农行掌银，选择
“城市专区”，然后直接缴费即可。
不光是学费，水电煤气费、手机充
值、交通罚没款、培训费等都可以
通过农行掌银进行缴纳。

农行掌银喊你缴学费啦
还可参加积分抽奖

2月21日，《你好，李焕英》票
房已经超过了40亿元。而单凭这一
部电影，喜剧演员贾玲就成为了目前
中国票房最高的女导演。让贾玲成为

“第一”的这部电影，又能让她赚多
少钱？

《唐人街探案3》和《你好，李
焕英》两部电影都已经双双闯入了中
国票房影史前十，那它们背后的人又
能赚多少？

贾玲能赚多少钱？

说贾玲是这个春节热度最高的名
字，不足为过。仅仅是凭借《你好，
李焕英》这部电影，贾玲已经是目前
中国票房最高的女导演。

除了高票房，贾玲的这部处女作
也赢得了高口碑。截至2月 20日，
《你好，李焕英》在豆瓣的电影评分
为8.1分，在猫眼购票的评分更是高
达9.5分。

作为目前“中国票房最高的女导
演”，贾玲能在这部电影身上赚多少
钱？应该看到，要从《你好，李焕
英》上“分钱”的公司并不少。其出
品方行列聚集了多家明星公司，出品
单位有7家，联合出品单位还有17
家。

北京文化、上海儒意影视制作公
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腾讯阅文集团旗下新丽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阿里影业旗下子公司都位
列其中。贾玲持股65%的北京大碗
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在出品方行
列。此外，中国电影、横店影业、华
谊兄弟等公司也都出现在联合出品人
的名单之中。

排在出品方名单第一位的北京文
化在2月18日晚披露了得益于《你
好，李焕英》的相关营收。根据其公
告，截至2月17日24时，《你好，李
焕英》 累计票房收入约为人民币
27.25亿元。而北京文化来源于该影
片票房的营业收入为 6000 万元~
6500万元。若以此比例来测算，北
京文化票房收入占比在 2.20% ~
2.39%。

按照惯例，出品排名在第6位的大
碗娱乐，分账少于北京文化。也就是
说，如果预估《你好，李焕英》的总票
房达到50亿元，贾玲公司的收入不超
过1.2亿元。

万达电影成大赢家

今年春节档的另一大热门电影《唐
人街探案3》，21日的票房也已超过40
亿元。比起《你好，李焕英》，《唐人街
探案3》背后的出品方则要少得多。

出品方主要是万达电影与中国电
影，联合出品方还包括阿里影业、猫眼
电影、金逸影视、欢瑞世纪等。

2019年，万达电影在合并万达影
视时曾披露过投资电影的资料。彼时，
万达电影对公告中的“电影7”投资总
成本为4.38亿元，处于主投、主控的
地位，投资比例为34.5%，定位是喜剧
推理片，预计2020年上映。相关信息
的匹配，外界皆认为“电影7”即《唐
人街探案3》。

除了是 《唐人街探案 3》 的出品
方，万达电影也位于电影的发行方行列
之中。除此以外，万达电影旗下还有影
院，院线也将进行分账。

根据猫眼数据专业版，截至2月
20日下午4点，《唐人街探案3》在万
达电影院线的票房总计5.09亿元，占
总票房13%左右。而根据院线52.27%
的分账比例计算，万达电影单单从《唐
人街探案3》上的院线分账收入，都将
达到2.66亿元。

出品、发行、院线“通吃”，万达
电影将成为《唐人街探案3》背后当之
无愧的大赢家。

不过，2020年疫情致影院停摆，
万达电影的财务数据进一步恶化。不久
前万达电影披露2020年业绩预告，堪
称影视行业爆出的一颗巨雷。公司营业
收入在59亿元~67亿元之间，预计归
母净利润亏损超过61.5 亿元。其中，
主营业务本身净亏损就超过21.5亿元。

此外，开年后的2个交易日，万达
电影的股价也接连下跌。从年前的22.6
元/股跌至21.2元/股，市值蒸发31亿
元。

头部电影与其他电影“八二”分的
电影市场格局，使得爆款电影背后的相
关方盆满钵满，但腰部电影却处于失意
中。

“保底发行方”闷声发大财

在这几年的春节档中，北京文化除
了押中“黑马”《你好，李焕英》，还押
中过2019年的春节档票房冠军《流浪
地球》。此外，非春节档上映的《战狼
2》《我和我的祖国》《无名之辈》《我
不是药神》等爆款电影，背后都有北京
文化的身影。

北京文化带来的不仅是“爆款”，
更有“保底发行”的模式。

2014 年，北京文化联合中国电
影，以5亿元的规模参与了《心花怒
放》的保底发行，这也是国内第一部保
底发行的电影；2016年，北京文化又
联合聚合影联对《战狼2》进行8亿元
票房的规格保底。

什么叫做“保底发行”？简单地来
说，即电影上映前，发行方对电影出品
方进行票房承诺。如果不能达到，则将
按照约定向出品方进行赔付；如果超过
约定票房，发行方将在票房分账上更具
话语权。

从2014年《心花怒放》后，同是
春节档的《西游降魔篇》、2016年的
《美人鱼》 都出现了保底发行方。而
2019年，《疯狂的外星人》被王宝强
28亿元保底发行，虽然该片拿下2019
年春节档的第二名，但最终票房仍只有
22亿元。

虽然仍“押中”爆款，不过这一
次，北京文化却没能搭上“保底发行”
的福利。在今年，早有传言儒意影视、
猫眼电影参与了《你好，李焕英》的保
底发行。2月18日北京文化的公告更
是印证了“保底发行”的传言。

2月19日，中国电影还在互动平
台表示，公司参与了电影《你好，李焕
英》的出品、发行，未参与保底发行。

根据公告，“该影片已委托第三方
公司进行保底发行，保底票房收入为
15亿元”。根据《疯狂的外星人》主要
出品方欢喜传媒在2018年7月公布的

保底方案，票房超过保底票房收入28
亿元和最低发行收入7亿元以后，投资
方和保底方的净收入分成比例为37。

如果按照《你好，李焕英》50亿
元的票房收入预估：超出15亿元的票
房为 35 亿元，其中片方分账 13.7 亿
元，再按比例除去3.75亿元的最低发
行收入，10亿元收入的7成将由保底
发行方收入囊中。

也就是说，在《你好，李焕英》里
赚得盆满钵满的不是北京文化和贾玲，
而极有可能是闷声发大财的保底发行
方。

“最强春节档”背后也有失意者

随着2月 17日春节假期的结束，
严格意义上的电影“最强春节档”也至
此结束。

国家电影局18日中午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1年2月11日除夕至17日正
月初六，全国电影票房达78.22亿元。
继2019年 59.05亿元后，再次刷新春
节档全国电影票房纪录，增长32.47%。

此外，今年的春节档还同时创造了
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全球单一市场
周末票房等多项世界纪录。

在这7天内，《唐人街探案3》以
35.62亿元的票房，成为今年7日春节
档的“票房王”；《你好，李焕英》以
27.22亿元票房排第二；《刺杀小说家》
票房5.39亿元。

头部电影与其他电影“八二”分的
电影市场格局，使得爆款电影背后的相
关方盆满钵满，但腰部电影却处于失意
中。《无名之辈》的导演饶晓志今年春
节档也有电影《人潮汹涌》上映。《人
潮汹涌》累计票房仅次于《刺杀小说
家》居票房第4位，但占比不足春节总
票房的3%。

饶晓志还曾在 2 月 13 日发布微
博，“发声求排片”。彼时《人潮汹涌》
上映三天，电影豆瓣评分在春节档7部
电影仅次于《你好，李焕英》，累计票
房仅7840万元。

《人潮汹涌》背后，受电影票房不
达预期影响，出品方光线传媒股价至今
一蹶不振。 （综合）

春节档票房超78亿元

爆款电影背后的人能赚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