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

2019年湖北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
乡镇影院建设类

序号 项目 申报单位
1 乡镇影院建设 湖北省黄石市中影时代影城（还地桥店）
2 乡镇影院建设 中影元素巨幕影城
3 乡镇影院建设 阳光国际影城
4 乡镇影院建设 星河国际影城
5 乡镇影院建设 飓森国际影城
6 乡镇影院建设 湖北省石首市萤火虫乡镇影院调关店
7 乡镇影院建设 淯溪镇文化服务中心电影院
8 乡镇影院建设 蕲春百家影城
9 乡镇影院建设 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八方银兴影院
10 乡镇影院建设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弥市江南影城
11 乡镇影院建设 荆州市监利县朱河镇天銮影城
12 乡镇影院建设 鄂州市中影凤凰国际影城
13 乡镇影院建设 湖北省仙桃市广佳影城

人民院线类

1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武汉市万达影城汉商店
2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武汉市万达影城春树里店
3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武汉市万达影城江夏店
4 人民院线放映 武汉市华夏世纪影城蔡甸店
5 人民院线放映 荆门银兴国际电影城
6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荆门市博纳国际影城
7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万达国际影城
8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钟祥市华夏国际影城
9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华夏影城
10 人民院线放映 黄岗奥康兴汇影城
11 人民院线放映 武汉金逸影城南国北都店
12 人民院线放映 武汉西园电影城
13 人民院线放映 江汉环球电影城
14 人民院线放映 武昌横店电影城
15 人民院线放映 武汉金逸影城南湖店
16 人民院线放映 武汉银兴菲林国际影城群星城店
17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武汉大地影院宜佳店
18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武汉市飞尚影城
19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潇湘国际影城
20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宜昌市天逸国际影城
21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宜昌市平湖国际影城
22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宜昌市金逸珠江国际影城远安店
23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宜昌秭归影剧院
24 人民院线放映 襄阳银兴天下国际电影城
25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襄阳市中影星美国际影城民发广场店
26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鄂州银兴国际影城
27 人民院线放映 荆门华夏巨幕影城
28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巴东县华纳数字影院
29 人民院线放映 宣恩县美嘉欢乐影城
30 人民院线放映 剧角映画国际影城仙桃时尚广场店
31 人民院线放映 武汉金逸影城吴家山店



32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武汉市中影国际影城（经开永旺店）
33 人民院线放映 江苏蓝海-武汉雄楚影城
34 人民院线放映 武汉泛海国际影城
35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武汉市莱纳万隆影城
36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武汉市金逸影城江夏店
37 人民院线放映 黄石华夏国际影城
38 人民院线放映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大冶店）
39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比高电影城
40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十堰永盛电影院
41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十堰亚新影城武当山店
42 人民院线放映 公安天橙影都
43 人民院线放映 宜昌金逸影城
44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襄阳市金逸影城
45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襄阳春天佰艺天盛影城
46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襄阳市中影星美悦动国际影城
47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襄阳市华夏国际影城时代天街店
48 人民院线放映 枣阳汉城国际影城
49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鄂州市芒果国际影城
50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荆门市万达影城荆门万达广场店
51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孝感市大地影院银泰城店
52 人民院线放映 黄冈耀莱成龙国际影城（黄州店）
53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黄冈市麻城中影国际影城
54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万象国际影城
55 人民院线放映 咸宁中影赤壁电影城
56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华夏国际影城三合广场店
57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恩施市高德巨幕影城
58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恩施市利川中影国际影城
59 人民院线放映 随州天河影城
60 人民院线放映 湖北省广水市金都国际影城

高新技术设备类

1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UME国际影城
2 高新技术设备 维佳银兴国际影城
3 高新技术设备 江汉环球电影城
4 高新技术设备 孝感星汇国际影城
5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恒大嘉凯影城管理有限公司鄂州首府分公司
6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赤壁市中影星鑫国际影城
7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状元国际影城
8 高新技术设备 银兴国际影城同兴店
9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省武汉市大汉口电影院
10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武汉市星汇影城嘉园店
11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武汉市新天汇影城
12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耀莱成龙国际影城（吉庆街店）
13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百方汇影院
14 高新技术设备 广东自由人影城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15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武汉市德信影城HO街店
16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纽宾凯环球 影城
17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武汉市唐阁影城（武汉黄陂店）
18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荆州市开发区横店电影城
19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横店电影城
20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襄阳市华夏国际影城华洋堂店



21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横店电影城
22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孝感云梦国际影城
23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咸宁横店电影城
24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天门横店电影城
25 高新技术设备 潜江金逸院线巨幕影城
26 高新技术设备 潜江银兴国际电影城金桥广场店
27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摩尔影城
28 高新技术设备 石首市城市广场巨幕影城
29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宜昌市银兴国际影城
30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钟祥郢中镇影瑞影城
31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神仙桃市广佳影城
32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横店影视电影城
33 高新技术设备 黄冈奥康兴汇影城
34 高新技术设备 雅图银兴影院浠水店
35 高新技术设备 春天国际影城武汉未来城店
36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武汉市华夏影城江夏店
37 高新技术设备 大冶市聚星影城发展有限公司
38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弥市江南影城
39 高新技术设备 襄阳中影天河影城
40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星耀影城
41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随州市MC影城
42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光美金逸电影城有限公司
43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金逸影城有限公司南国北都分公司
44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金逸影城有限公司王家湾店
45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金逸影城有限公司
46 高新技术设备 CGV影城武汉金银潭店
47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武汉璇宫影城
48 高新技术设备 武昌横店电影城
49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泛海影城一期店
50 高新技术设备 汉阳天河影城
51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CGV星聚汇光谷店
52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汇和横店电影城
53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金逸影城有限公司武胜路分公司
54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武汉市金逸影城江夏店
55 高新技术设备 十堰市环球电影院
56 高新技术设备 襄阳横店电影城
57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襄阳市襄阳摩尔电影城
58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金逸影城有限公司汉川分公司
59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横店电影城
60 高新技术设备 武穴华夏国际影城
61 高新技术设备 通城华夏国际影城
62 高新技术设备 广东大地影院建设有限公司天门分公司
63 高新技术设备 CGV武汉奥山店
64 高新技术设备 江苏蓝海-武汉雄楚影城
65 高新技术设备 巨幕影城（武汉光谷广场资本大厦店）
66 高新技术设备 宜昌金逸影城
67 高新技术设备 宜都市中一实业有限公司厚德影城
68 高新技术设备 广东大地影院建设有限公司黄冈第一分公司
69 高新技术设备 广东大地影院建设有限公司温泉分公司
70 高新技术设备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通山分公司
71 高新技术设备 武汉西园电影城



72 高新技术设备 江苏蓝海宜昌影城
73 高新技术设备 鄂州广电银兴影城
74 高新技术设备 雅图银兴影院安陆店
75 高新技术设备 雅图银兴影院咸安店
76 高新技术设备 CGV星星影城武汉天地店
77 高新技术设备 黄石市磁湖梦文化娱乐城
78 高新技术设备 雅图银兴影院黄州店
79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横店电影城
80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蕲春万和影城
81 高新技术设备 CGV影城武汉永旺金桥店
82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明星时代影城
83 高新技术设备 卢米埃武汉凯德1818影城
84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武汉市金逸影城蔡甸店
85 高新技术设备 湖北省松滋市新江口横店电影城

票房类
1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武商摩尔国际电影城
2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武汉市万达影城汉街店
3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巨幕影城（武汉光谷广场资本大厦店）
4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武商众圆摩尔国际电影城
5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中影天河影城
6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金逸影城
7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城市广场摩尔国际电影城
8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武汉市万达影城江汉路店
9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武汉市万达影城经开店
10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武汉市万达影城菱角湖店
11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CGV星聚汇影城武汉奥山店
12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CGV星聚汇影城金银潭店
13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金逸影城（王家湾店）
14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美逸影城荟聚店
15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百丽宫影城
16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横店电影城（王府井店）
17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华谊兄弟武汉光谷天地影院
18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中影国际影城（经开永旺店）
19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华夏国际影城鲁广店
20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荆州市万达影城武德路店
21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宜昌市万达影城夷陵大道店
22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银兴乐天影城南湖店
23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新唐万科摩尔电影城
24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璇宫电影城
25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江汉环球电影城
26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西园电影城
27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银兴菲林国际影城群星城店
28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武汉市万达影城汉商店
29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洪山天河国际影城
30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CGV星聚汇影城凯德西城店
31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UA新民众乐园电影城
32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百瑞景天河国际影城
33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CGV影城武汉江腾店
34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天河影城
35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CGV影城永旺金桥店
36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CGV星聚汇影城光谷店



37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金逸影城南湖店
38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金逸影城吴家山店
39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金逸影城武胜路店
40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百方汇影城
41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百老汇影城人信汇店
42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昌横店电影城
43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橙天嘉禾M+激光影城
44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武汉市高德国际影城
45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卢米埃武汉凯德1818影城
46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莱纳万隆影城
47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银兴东融国际影城
48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江苏蓝海-武汉雄楚影城
49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恒业国际影城武汉关山店
50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泛海国际影城
51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UME国际影城
52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摩尔影城
53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武汉市天纵城环球影城
54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华谊兄弟影院武汉黄陂店
55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黄石市万达影城广场店
56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黄石华夏国际影城
57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大冶店）
58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汉武商十堰摩尔电影城
59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十堰市万达影城十堰万达广场店
60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荆州市江汉银兴影都
61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荆州市万达影城人信汇店
62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荆州新华天河影城
63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宜昌天河国际影城
64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江苏蓝海宜昌影城
65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太平洋国际影城
66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襄阳市襄阳摩尔电影城
67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襄阳银兴天下国际电影城
68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襄阳市万达影城长虹路店
69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襄阳中影天河影城
70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襄阳市金逸影城
71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襄阳市欧秀国际影城（襄阳四季城店）
72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襄阳市中影星美国际影城民发广场店
73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荆门市万达影城荆门万达广场店
74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孝感华夏影城
75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孝感市大地影院银泰城店
76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金逸影城
77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万象国际影城
78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华谊兄弟咸宁影院
79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省恩施市高德巨幕影城
80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湖北随州大地影院大润发店
81 票房突出贡献影院 武商仙桃摩尔电影城

重点电影项目类
1 《我为你牺牲》 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音乐家》 湖北长江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我的父亲焦裕禄》 明德万国影业湖北有限公司

优秀电影剧本类
1 《对﹒决》 武汉春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村路弯弯》 湖北知音影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