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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影院《复联4》票价高达680元 平价影院票价仅28元

火爆《复联 4》 票价为何相差 24 倍？
是切成片的西瓜和猕猴桃。
有 网 友 算 了 一 笔 账 ，在 电 商 平 台 ，某 冰 淇 淋
100ml 售价为每盒 38 元，某有机酸奶 205ml 款，售价
为 5.4 元一盒；在水果店，西瓜 4 元一斤、猕猴桃 36.8
元一斤。在百货店，一次性拖鞋 2 元一双。据估算，
高端影院所提供的每一套小食的总价格超不过 100
元。而与 680 元的电影票价相比，这些附加服务的费
用比重偏高了。
公开资料显示，华谊兄弟电影汇是融合电影放
映、高端餐饮、私人定制服务于一身的全新奢享式影
院，于 2016 年开业，因票价奇高，所以当时就曾引起
过市场关注。据悉，华谊兄弟电影汇是华谊兄弟旗下
高端影院品牌“电影汇”的首家落地影院。华谊兄弟
副董事长兼 CEO 王中磊曾公开表示：华谊兄弟要布
局的是高质量的院线。
文/本报记者 赵新培 统筹/余美英 图片源自网络

美国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目前正在北京各大影院
热映，
很多漫威影迷争相观看。不过有细心市民发现，
《复联 4》票价差
距大得令人咋舌：
在有的电影院看一场《复联 4》只需花 28 元，
而在有的
电影院票价竟然高达 680 元一张，是前者的 24 倍。同样一部电影票价
缘何相差几十倍？北京青年报记者发现，在
高端价位
680 元一张票的影院，观众不仅可以享受顶级
视听效果，还可以随便享用冰淇淋、果盘等。
耀莱私影（华贸店）
500元起
对此有观众认为是体验到了高端服务，但是
华谊兄弟电影汇
680元
也有网友质疑观影之外的费用偏高。

中档价位
调查
各家影院票价高低不一
北青报记者在大众点评、淘票票等第三方购票平
台上看到，
4 月 25 日，
《复联 4》均排在各大影院热门影
片之首。但是票价各不相同。最贵的当属华谊兄弟
电影汇，票价高达 680 元。据观察，华谊兄弟电影汇
昨天从上午 10 点 30 分到 19 点，共安排了 6 个时段放
映《复联 4》，每张票价为 680 元。尽管该影院正在参
加某团购平台最高立减 40 元的活动，但仍是通州区
电影院票价的几十倍多。
在调查中北青报记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同一品牌的影院价格差距也非常大。以耀莱为例，耀
莱成龙国际影城（丽泽桥店），昨天上午 11:00 的票价
为 34 元；
耀莱成龙影城（王府井店），
激光厅票价为 45
元起；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慈云寺店），票价为 109 元
起；而耀莱私影（华贸店）杜比全景声厅，票价为 500
元起。
而同一影院不同时段的价格也不相同。以耀莱
成龙国际影城（慈云寺店）为例，昨天 13:20 的票价最
贵，为 188 元，而 13 点开场的《复联 4》，票价即为每张
129 元，相差 20 分钟便宜了 59 元。再看华谊兄弟影
院（望京店），昨天上午 10:50 的票价为 304 元，而
11:00 的票价就降到了 74 元。据了解，这场 304 元
一张的电影票是在影院的 VIP 厅，而愿意掏钱买票的
观众非常少。上午 10：45，距离开场还有 15 分钟时
间，第三方购票平台显示，该场次已被购买的座位只
有一个。这意味，这位观众花了 304 元“包场”看了
《复联 4》。
据了解，北京地区电影院硬件规格有 12 种之多，
包括 IMAX、CGS、MX4D、4DX、SCREENX、杜比影
院、DTS 临境、StarMAX、艺术影厅、巨幕厅、杜比全
景、realD 厅、激光厅、4D 厅、4K 厅、双机 3D 厅等。每
一种规格的影厅影音效果不同，观影体验不同，票价
价位也有所区别。

首都电影院（西单店）

84元起

卢米埃影城（芳草地店）

99元起

金逸影城（朝阳大悦城IMAX店）

113元起

CGV星星影城（颐堤港店）

155元起

卢米埃影城（长楹天街IMAX店）

185元起

海淀工人文化宫

28元起

中影CFR国际影城（望京商业中心店）

29.9元起

东宫影剧院

38元起

横店电影城（王府井店）

39元起

天幕新彩云国际影城

43元起

地质礼堂

48元起

通州区电影院

21元（会员卡首单购票）

对比
28 元和 680 元差在哪
同样一部电影，28 元的和 680 元的差别究竟在
哪里呢？据调查，主要差别就是，一个是普通影厅，
一个是 VIP 厅，就如同飞机上的头等舱和经济舱，观
众观影体验大不相同。据一位曾在华谊兄弟电影汇
看过《大黄蜂》的观众介绍，这是贵宾级别的电影院，
纯巨幕、音效非常棒，看电影时每个人配备了一双拖
鞋，果盘、爆米花、酸奶、冰淇淋、气泡水随便吃。吃
完了，附近有工作人员随时续上。在吧台还可以点
咖啡喝红酒，真皮沙发可以电动调节角度，观众可以
躺着看电影。
据了解，该影院主要接待会员，会员卡为 1 万元
起充，分 1 万元、2 万元、5 万元和 10 万元四档，1 万的
会员平均票价约 300 元，可看 30 次，5 万与 10 万是终
身会员，可享受约 260 元的单次票价，非会员则是固

户数量较上一期有所上升；产品发行 AMI 为 47.6，较
上期明显回升；产品创新 AMI 为 51.4，较上期略有下
降，
但依然在荣枯线之上。
投资管理 AMI 录得 46.1，
在第七期短暂回落后有
所回升，
但连续 8 期处于荣枯线以下，
表明银行资管在
投资管理方面景气度依然较弱。其所涵盖的四项指标
中，
新增资产收益率指标回落至 34.9，
与银行资管主要
配置资产——债券收益率在 2019 年一季度持续下行
相吻合；员工数量 AMI 为 55.7，显示银行资管从业人
员规模持续增长，
各家机构持续为资管业务转型做人
力储备；
中收完成 AMI 为 41.0，
较上一期明显回升，
但
连续 8 期处于景气度以下，显示中收实现情况依然不
容乐观；配置速度 AMI 回升至为 52.8，较上一期大幅
回升，
表明银行资管加快了资产配置速度。
随着银行理财子公司陆续获批筹建，
银行资管转
型发展迎来新时代。转型阵痛期正逐渐消退，
转型红
利正逐步显现，银行资管人面临的行业发展环境改
善，
从业人员信心明显增强，
转型发展道路前景光明。
AMI指数由中信银行资管中心研发，
主要采用问卷
调查的方式进行，
调查范围限定在理财业务规模排名前
150的银行，
按季在
“中信银行资管”微
信公众号发布。

中信银行海南自由贸易账户系统通过验收
为海南自贸区（港）建设贡献力量
4 月 12 日，中信银行海南自由贸易账户（FT 账
户）系统顺利通过人民银行现场验收，待人民银行正
式批准后，
中信银行即可为海南全岛客户及境外客户
提供自由贸易账户服务。
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发源于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政
策，
是上海自贸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
为自贸区内、
境外客户提供集资金汇兑、
贸易结算、
跨境
投融资在内的一体化创新金融服务。经过近五年的运行
发展，
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已有58家金融机构加入，
包括
商业银行、
证券公司、
财务公司、
交易所等主体，
极大丰富
了自贸区内各类实体企业、
交易主体的金融产品应用。
作为“可复制、可推广”的重要金融政策，自由贸
易账户体系在海南自贸区首个复制，
将作为未来建设

最高开放水平自由贸易港的金融基础设施之一发挥
重大作用。
中信银行作为 2014 年上海自贸区首批获准接入
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的商业银行之一，
在中国人民银行
的指导下，
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外汇交易、租赁融资、跨
境保理、银团贷款、并购融资、跨境资金池、自贸理财
等产品，为服务自贸区实体经济、促进企业跨境投融
资提供了多项创新实践并取得良好的规模效应。
未来，
中信银行将围绕海南本地特色以及国家产
业导向，依托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在“存、贷、汇、兑、
投”
五个领域为海南全岛和境外客户提供贸易便利化
及跨境投融资全方位服务，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区
（港）贡献力量。

复盘诺安高端制造股票基金制胜逻辑
银河证券今年以来截至 4 月 12 日的统计数据显
示，在 183 只标准股票型基金中，诺安高端制造股票
基金以 60.73%的净值增长率位列第一，同期标准股
基的平均收益率为 30.13%。不仅如此，该基金过去
一个月、过去三个月、过去半年、过去一年各个时间维
度净值增长率均位列同类型排名榜首。

“老赖”
名单和复联4同时首映

低档价位

中信银行发布第8期
“资管经理人景气指数（AMI）”
首次站荣枯线以上
中信银行近日发布第 8 期“资管经理人景气指数
（AMI）”
。该指数以50作为银行资管行业景气度的分界
点，
AMI高于50时，
反映银行资管行业景气度较高；
低
于50，
则反映银行资管行业景气度较差。第8期的综合
指数AMI为52.5，
首次站在荣枯线之上，
反映目前银行
资管行业景气度持续改善，
行业整体呈现复苏。
第8期AMI继续使用分类指数对银行资管行业进
行全面刻画。三大区域的AMI在第8期全部位于50以
上。中部区域的AMI维持在55.8，
与第7期一样；
西部
地区的第8期AMI延续之前上升的趋势并首次突破50，
为55，
较第7期上升5.5个百分点；
银行资管业务最为发
达的东部地区在第7期短暂回落后再次上升至50.9。
在 三 大 扩 散 指 数 中 ，第 8 期 市 场 条 件 AMI 为
63.1，较上期大幅提高。其中行业环境 AMI 上升为
59.0；市场信心 AMI 提升至 63.7，国有五大银行的理
财子公司获批筹建，
明确了未来银行资管发展的方向，
坚定了银行资管行业的发展信心；产品成本 AMI 为
66.5，
连续四期在荣枯线以上，
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
各行理财产品成本较年初明显下降。
客户需求 AMI 为 50.3，
近四期首次站在荣枯线之
上，
权益市场的回暖和债券类净值型产品良好业绩表
现使得银行理财产品的客户需求有所提升。其涵盖的
三项指标中，客户数量 AMI 为 51.9，显示银行理财客

相关新闻

作为中短期业绩冠军，
诺安高端制造股票基金主
要投资于高端制造主题相关上市公司，
在控制投资风
险的同时，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增值。2018 年年报
显示，基金经理史高飞判断，在一系列提振经济政策
作用下，投资者对可持续增长的担忧缓解，同时酝酿
出市场结构性机会。

华谊兄弟
电影汇内
部装饰

定票价，680 元一张。据介绍，1 万与 2 万级别的会员
可以在影院内边看电影边免费享受冰淇淋、坚果、爆
米花以及无酒精饮品，
而 5 万与 10 万级别的会员还可
免费享用一定的酒品。观众在影厅内还可以全程享
受
“半跪式服务”
。
在票价每张 500 元的耀莱私影官网显示，耀莱私
影是高端品牌影城，包括情侣厅、儿童厅、商务厅、合
家厅、杜比全景声影厅，提供 2 人、4 人、5 人、7 人包场
定制影厅。观影还赠送精美小食、免费提供毛毯等。

质疑
高端影院服务费是否偏高
在观众晒出的照片上可以看到，高端影院的座椅
宽大，每排座椅之间距离也很宽，观众坐着可以伸直
双腿。座椅下方摆着一次性拖鞋，座椅前的小桌上摆
着酸奶、爆米花、气泡水、冰淇淋，白色盘子里的水果

本报讯（记者 郭琳琳）4 月 24 日凌晨，在《复仇
者联盟 4》首映前，
浙江丽水市一家电影院内的观众们
却看到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一段特殊的
“彩蛋”
，
即
丽水莲都区法院关于
“欠债未履行后果”
的快闪视频。
据莲都区法院介绍，
这是莲都法院继全省首推在
影院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公益广告后，又一项新举措
——映前以快闪形式告知未如实申报和未依法履行
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可能需承担的法律后果，
该影片
之后将在市区范围内多家影院进行映前播放，
最终达
到每日 38 场 2000 余人次的播放量。
北青报记者从莲都区法院了解到，当晚，电影还
没播放前 10 分钟，整个影厅已经座无虚席。大银幕
上几个广告结束后，
突然出现
“告知不履行义务”
的快
闪短片和
“莲都区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
，
名
单上每一页曝光 12 名失信被执行人，一次共曝光了
60 名。曝光内容有被执行人姓名、
照片和涉案金额等
相关信息。
莲都法院执行局负责人说，
通过快闪是让大家简
洁直接明了地记住不依法履行义务的后果，
对有能力
而拒不执行，拒绝或者虚假申报财产的被执行人，法
院将进一步强化强制措施力度，冻结、查封、拘传、拘
留、
罚款甚至是追究刑事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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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商银行打造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践行普惠金融
“现在出门已经没有带现金的习惯了，带个手机
就够了！”李女士告诉笔者，自己是 1 个月前在北京农
商银行营业厅扫码下载的云闪付 APP，并绑定了北
京农商银行信用卡，现在购物、查询、转账、还款，一
部手机全部搞定。
近年来，北京农商银行积极践行普惠金融理念，
大力发展便民支付业务，着力改善京郊农村地区支
付环境。自去年 5 月份以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
推动下，该行全力推进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建设，
并借助其营业网点覆盖首都城乡的渠道优势，在移
动便民支付领域形成了自身特色。
截至目前，北京农商银行商户总数 3.23 万户，已
全部支持手机 PAY 及非接及免密免签功能，并利用
科技手段在便利客户的同时，还加强了防盗刷等风
险防控措施，圆满完成了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建
设的各项指标任务。2019 年一季度，商户交易近
500 万笔，交易金额超过 120 亿元，在银联系统 POS
商户跨行清算交易笔数列金融机构前列。
北京农商银行通过拓展支付圈建设，为首都城
乡居民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2018 年，该行已完成

昌平国泰示范商圈、怀柔虹鳟鱼一条沟、延庆柳沟
示范街区等 20 个生活圈及 23 家连锁药店的建设、
改造工作。
截 至 2019 年 一 季 度 ，该 行 累 计 拓 展 支 付 圈
61 个 ，其 中 农 村 地 区 占 比 2/3 ，切 实 改 善 了 农 村
地 区 的 移 动 支 付 环 境 ，改 变 了 市 民 百 姓 的 生 活
习惯。
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建设为商户及消费者搭
建了更安全、便捷的支付环境，提升了消费者的支付
体验，统一管理也为商户带来了更贴心的服务。
在朝外地区便民早市，一个商户告诉笔者，
“云
闪付”平台和银行的活动比较多，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用二维码支付买菜，自己的收款也能直接转入
银行账户，再也不用为存取现金而烦恼了。前来买
鱼的谢女士说：
“以前买生鲜，最麻烦的就是找钱，经
常碰到粘上污渍的钱币，总怕有细菌。现在扫码支
付再也不用找零了，还能参加优惠活动，每天连买菜
做饭都成为了一件开心事儿。”
未来，北京农商银行将继续立足首都城乡，服
务民生，将便捷的金融服务送到百姓身边。

浦发银行北京分行送金融知识进山区
强化青少年金融安全意识
4 月 12 日，房山区大安山中心小学“浦发梦想中
心”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大安山中心校位于房山区
西北部，生源来自大安山乡内 8 个自然村和一个社
区，是一所寄宿制学校，现有学生多数为留守儿童。
来自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的工作人员针对山区孩子们
接触网络机会越来越多，但接受金融知识教育的机
会甚少的现象，特意为孩子们编制了一堂金融知识
普及课程，新教师里的第一堂课给孩子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为了促进孩子们对基础金融知识的了解，从小
培养在金融消费领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意识，
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工作人员从人民币发展认知、如
何鉴别人民币、如何守住“钱袋子”等几个环节做了
详细的讲解和展示。
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工作人员用生动的语言向山
村的孩子和老师介绍了人民币的基础知识，并且将

书本知识与现实案例相结合，讲课内容生动详实、讲
解过程幽默风趣，分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康凡和李
海亲自上阵，与小同学们就假币的识别进行互动，朴
素的语言和亲切的笑容充满了梦想课堂，分享课程
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纷纷举手
提问互动。活动准备充分、内容丰富多样又具备知
识性，激发起了孩子们对金融知识了解的兴趣和学
习的热情，得到了孩子及老师们的认可。
本次浦发银行北京分行送金融知识进山区校园
活动，不仅使大安山中心小学的学生进一步了解了反
假货币的相关法规政策和基础金融知识，也强化了学
生们的货币反假意识和防范假币能力。
接下来，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将定期组织工作人员
为山区的孩子们普及金融知识，通过持续化、常态化
的银校合作，宣教消保权益，通过孩子带动家庭，为金
融教育事业、消费者保护工作贡献力量。

港股投资专家张峰再出
“基”
富国民裕进取沪港深备受关注
伴随着国内 A 股市场的不断放开，A 股 H 股互联
互通机制不断加深，两市的联动效应愈发明显。在今
年 A 股急速上涨的背景下，H 股“滞涨”带来的补涨机
会也被深谙两市运行规律的机构投资者所关注。
据了解，作为国内较早投资港股市场，旗下“沪
港深”基金整体业绩优良的富国基金于 4 月 17 日正

式发行了一只沪港深主题基金——富国民裕进取沪
港深成长精选混合基金，该基金投资于港股通标的
股票的比例将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为投
资者布局港股市场，提供了有利的抓手。目前投资
者可通过民生银行等各大银行、券商和富国基金官
网进行认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