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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影视制作企业大致可分三个梯队，第一类是以中影集团、上影集团为代表的国有企业
；第二类便是以华谊兄弟为代表的大型民企；第三类便是数量众多的中小制作公司。无论是
哪一类企业，在影视行业，现金liu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对于前两者而言，资金不是问题。大
型制作公司手头宽绰，而且不断会有资金争先恐后主动靠近，而绝大多数民营中小影视制作
企业，不仅囊中羞涩，而且不少还陷入了rong资难和制作难的"死循环".大型国有集团凭借雄
厚的积累和多元化的营销，财力比较雄厚，同时积ji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中小企业手头比
较紧，但诸多中小影视制作公司，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它们往往纠结于
"资金少、低成本、播映率低、收益率低、rong资难"的死循环。

对于影视制作企业而言，目前资本利润zui大化的资本并不是好的剧本和创意，目前国
内影视市场尚不成熟，"眼球经济"是市场主liu。据统计，全国每年有1.5万小时的电shi剧下
线，其中80%为民营中小制作公司的产品。而每年真正能够播出的只有5000小时左右。这
一问题带来的直接后果结果便是市场风险高，企业收益率不确定性大。与此同时，作为播出
平台的诸多电shi台，在产品销售渠道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主导着议价走向。自"十二五"规划
开始，国家就积ji倡导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发展。2014年中国的电影业的票房成绩斐然，虽然
没有达到300亿元，但是也达到了296亿元的喜人成绩；而2014年的电shi剧也有134亿元，2
014年影视后期制作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了88.6亿元，增长率达到了10%,预计到2020年影视
后期制作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超过150亿元。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影视后期制作市场产销调研及十三五投资商机研
究报告》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
向、市场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
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
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
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
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
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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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16-2022年中国影视后期制作行业市场供给规模及增长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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