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 2011 年 1 月 3 日
致 : 娛樂版編輯先生
由 : 香港影業協會
編輯先生：
2010 年香港電影市道整體情況
您好 ! 香港影業協會綜合 2010 年香港電影市道整體情況(截至 12 月 31
日)，顯示本港電影消費市道繼續趨升，中西票房總收入達到港幣
$1,538,847,555，與 2009 年同期的港幣$1,177,511,548 比較，上升幅度達 30.6%。
首輪上映的電影整體數量為 286 部，香港電影佔 54 部，非香港電影佔 232
部。以下是十大最高票房的電影列表，敬請查閱。(有關數據資料
有關數據資料，
有關數據資料，只供參考；
只供參考；
如須轉載，
謝謝。)
如須轉載，謹請注明出處，
謹請注明出處，謝謝。
由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最高票房的十部香港電影資料：
影片名稱
上映日期
累積票房 (HK$)
葉問 2

29/04/2010

-- 16/06/2010

$43,313,345.

72 家租客

11/02/2010

-- 31/03/2010

$34,447,831.

歲月神偷

11/03/2010

-- 24/05/2010

$23,111,759.

花田囍事 2010

11/02/2010

-- 17/03/2010

$15,544,970.

精武風雲‧陳真

23/09/2010

-- 30/10/2010

$13,688,567.

人

26/08/2010

-- 06/10/2010

$12,653,103.

狄仁傑之通天帝國

30/09/2010

-- 24/11/2010

$11,257,097.

分手說愛你

16/06/2010

-- 04/08/2010

$10,333,691.

童眼

14/10/2010

-- 24/11/2010

$8,651,506.

錦衣衛
11/02/2010 -- 24/03/2010
$7,614,124.
由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最高票房的十部非港電影資料：
影片名稱
上映日期
累積票房 (HK$)
反斗奇兵 3

15/07/2010

-- 24/11/2010

$89,364,118.

潛行凶間

29/07/2010

-- 10/11/2010

$58,380,823.

愛麗絲夢遊仙境

04/03/2010

-- 15/05/2010

$44,105,776.

哈利波特 - 死神的聖物 1

16/12/2010

--

上映中

$39,280,811.

鐵甲奇俠 2

30/04/2010

-- 30/06/2010

$29,297,437.

史力加萬歲萬萬歲

01/07/2010

-- 27/08/2010

$27,205,332.

魔幻王國:黎明行者號

09/12/2010

--

上映中

$25,763,399.

小人國大歷險

23/12/2010

--

上映中

$24,464,097.

人‧神‧魔戰

01/04/2010

-- 12/05/2010

$21,565,418.

舞出真我 3D

12/08/2010

-- 29/09/2010

$19,31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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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電影的定義，
有關香港電影的定義，請參考本會的
請參考本會的最新
本會的最新設定
最新設定。
設定。
影片必須符合下列甲或乙項要求，本會方視之為香港電影。
甲：所有出品公司均是香港注冊公司，有關影片即屬香港電影；
（如非所有出品公司均是香港注冊公司，須參看乙項要求。）
乙：影片必須同時符合下列兩項要求：
1. 出品公司中起碼有一間為香港注冊公司；及
2. 以下 5 個有效崗位其中，50% 或以上的崗位有香港永久居民擔任：
a) 監製（或出品人）；
b) 導演；
c) 編劇；
d) 男主角；
e) 女主角；
所謂有效崗位即有人擔任的崗位，例如一部講述動物的紀錄片中，男女主角並非
有效崗位，如果同時並無編劇的話，50%或以上的崗位即導演或監製（或出品人）
其中一方是香港永久居民即可。一般 5 個崗位均為有效的情況下，須有 3 個崗位
有香港永久居民擔任。
另外，有關影片長度必須是六十分鐘或以上，而影片須在香港戲院正式上映(開
畫日子不計算午夜場或優先場)，並作公開售票。
以上的數據和資料，
以上的數據和資料，只作參考；
只作參考；如須轉載，
如須轉載，謹請注明出處，
謹請注明出處，謝謝。
謝謝。若有其他查詢，
若有其他查詢，
歡迎致電本會秘書處 23112311-2692。
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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