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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2004 年上海電影院與電影城基本概況 
所在區 影院名稱 地址 建築 

年月 
備註 

虹口 國際電影院 海寧路 330號 1930  
虹口 大名電影院 東大名路 1110

號 
1930  

虹口 東海電影院 海門路 144號 1931 停業 

虹口 永安電影院 四川北路 1800
號 

1932 停業 

虹口 勝利藝術電影院 乍浦路 408號 1928 停業 

虹口 長治電影院 東長治路 310
號 

1932 停業 

虹口 江灣電影院 新市南路 595
號 

1952 停業 

總計：7家電影院（5家停業），影城 0家

徐匯 永華電影城 虹橋路 1號 2000 港匯商城 6F 

徐匯 柯達超級電影世界 徐家匯美羅城

5F 
2003 美羅城 5F 

徐匯 世紀海興影城 瑞金南路一號

4F 
1997 海興廣場 4F 

全國第一家外資參與和管

理的全新影城 

徐匯 衡山電影院 衡山路 838號 1952  
徐匯 日暉電影院 大木橋路 461

號 
1979  

徐匯 永樂宮 安福路 322號 1987  
徐匯 徐匯劇場 田林東路 588

號 
─  

徐匯 東湖電影院 東湖路 9號 1956 停業 

徐匯 漕涇河電影院 冠生圓路 15號 1959 停業 

徐匯 上海電影院 復興中路 1186
號 

1941  

總計：7家電影院（2家停業），影城 3家

靜安 平安動感電影院 南京西路 1193
號 

1995 三星級 

靜安 新華電影院 南京西路 742 ─ 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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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靜安 西海電影院 新閘路 701號 1931  
靜安 江寧電影院 膠州路 709號 1994 停業 

總計：4家電影院（2家停業），影城 0家

黃浦 環藝影城 南京西路 1038號 1999 梅龍鎮廣場 10F 

黃浦 和平影都 西藏中路 290號 1939 來福士廣場 
大光明院線有 15家，其中

上海有 7家 

黃浦 大光明電影院 南京西路 216號 1933  
黃浦 皇冠永樂電影廳 浙江中路 379號 1995  
黃浦 新光影藝苑 寧波路 586號 1994 電影局直屬 

黃浦 浙江電影院 浙江中路 123號 1929  
黃浦 大上海電影院 西藏中路 500號 1933 停業 

黃浦 滬光電影院 延安東路 725號 1938 停業 

黃浦 紅旗電影院 ─ ─ 停業 

總計：7家電影院（3家停業），影城 2家

盧灣 新天地國際影城 上海興業路 123 弄

5F 
2002 新天地南裏 6號 5F（新天

地廣場） 

盧灣 萬裕國際影城 淮海中路 99號大 2003 上海時代廣場 6F 

盧灣 蘭生影劇院 淮海中路 8號 4F 2003 蘭生大廈 4F 

盧灣 國泰電影院 淮海中路 550號 1930  
盧灣 時代(淮海)電影

院 
淮海中路 550號 1994 停業 

盧灣 長城電影院 復興中路 323號 1933 停業 

盧灣 建國電影院 建國東路 11號 1933 停業 

盧灣 嵩山電影院 淮海中路 85號 ─ 停業 

盧灣 盧灣電影院 斜土路 710號 1985  
總計：7家電影院（4家停業），影城 2家

長寧 虹橋世紀影城 遵義路 100號 5F 2003  
長寧 上海影城 新華路 160號 1990 電影局直屬 

長寧 天山電影院（城） 天山路 888號 1979 1990改建．1996 年更新為

多廳．2001 年設備升級(四
星級影院) 

長寧 長寧電影院 愚圓路 1418號 1952 停業 

總計：3家電影院（1家停業），影城 1家

閩行 世紀友誼影城 滬閩路 7388號 2000 友誼商城 5F 

閩行 莘莊電影院 莘松路 3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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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2家電影院，影城 1家

浦東 星美正大影城 陸家嘴西路 168號 2004 正大廣場 8F 

浦東 新世纪影城 張揚路 501號 2003 八佰伴新世紀商廈 10F 

浦東 東昌電影院 嶗山西路 150號 1954 停業 

浦東 浦東 KK電影廳 浦東大道 143號 1994 停業 

浦東 蘭馨電影院 楊家渡路 400號 1986 停業 

浦東 銀河電影院 南碼頭路 400號 1986  
浦東 洋涇電影院 洋涇鎮 1953  

總計：5家電影院（3家停業），影城 2家

閘北 星火電影院 芷江西路 1號 1959  
閘北 滬北電影院 洛川東路 500號 1995  
閘北 永泰電影院 東新民路 115號 1940  

閘北 山西電影院 山西北路 470號 1930 停業 

總計：4家電影院（1家停業），影城 0家

普陀 鑫樂普陀影劇院 本市武甯路 205
號 

─  

普陀 新上海影都 宜川路 300號 1989  
普陀 滬西電影院 ─ ─ 停業 

普陀 燎原電影院 長壽路 600號 1984  
普陀 光新電影院 光新路 358號 1953 停業 

總計：5家電影院（2家停業），影城 0家

揚浦 滬東電影院 平涼路 525號 1942  
揚浦 揚浦電影院 平涼路 1730號 ─ 停業 

揚浦 長白電影院 控江路 435號 1984  
揚浦 四平電影院 四平路 901號 1986  
揚浦 翔鷹電影院 翔殷路 1111號 1983  

總計：5家電影院（4家停業），影城 0家

全部總計：55家電影院（29家停業），影城 11家
 

資料來原：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