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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电影 大事记
2月

2019年春节档，《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

人》等影片共同产出票房59.03亿，刷新春节档

票房纪录。2月5日大年初一，全国电影票房产

出 14.43 亿元，打破了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

纪录。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2019
年春节档满意度得分83.9分，是自2015年开展

调查以来的春节档最高分。

2月12日

2019 年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宣传思想战线开展增

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教育实践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宣传思想战线队伍建设的重要

论述，扎实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践，以提高

政治能力为根本，以增强专业本领为关键，以

锐意创新创造为紧要，以培养优良作风为基

础，推动队伍整体素质实现大提升。

2月20日

2019 年 2 月 20 日，国家电影局召开《流浪

地球》研讨会，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

局长王晓晖出席会议并致辞。他指出，影片开

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新征程，填补了中国

“硬科幻”电影类型的空白，推动了中国电影工

业化水平的进步，对探索国产类型电影创作、

推动中国电影创新升级做出了重要贡献。

2月27日-28日

2019年 2月 27日-28日，全国电影工作座

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

影局局长王晓晖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晓晖强

调，电影实力直观反映综合国力，是彰显文化

自信的重要载体，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化

方式，在文化产业中具有引领作用，这就要求

我们将电影的发展同国家发展目标相对接，坚

定不移推进电影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国梦提供

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2月

2019 年 2 月，中国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

111.61亿元，不仅刷新了中国内地市场单月票

房纪录，也创造了全球单月单市场票房纪录。

2 月 5 日上映的《流浪地球》在 2 月收获票房

44.5亿元，最终累计票房46.81亿。

3月4日

2019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

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

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在座谈

会上，习近平对文艺社科工作者提出“坚持与

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

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的四个要求。

4月13日

2019年4月13日，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开幕，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席慎海雄，国家电影

局常务副局长孟祥林等出席开闭幕式。中国

影片《流浪地球》斩获了最佳视觉效果奖；《第

十一回》摘得最佳编剧奖，演员窦靖童获得最

佳女配角奖。

4月16日

2019年4月，为严格规范市场秩序，提高综

合版权收益，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中国电影

发行放映协会全体会员共同制定签署《关于影

片进入点播影院、点播院线发行窗口期的公

约》。公约自4月16日公布之日起生效。

4月28日

2019年4月28日，第二十六届北京大学生

电影节闭幕暨颁奖典礼在京举办，现场揭晓了

“大学生特别荣誉单元”与“大学生注目单元”

共 15项奖项。《李保国》、《出山》获选组委会特

别推荐影片。

4月29日

2019年4月29日，公安部在江苏扬州召开

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部部署开展打击春节档

电影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成功侦办“2·15”
系列专案工作情况。各地公安机关共侦破影

视侵权盗版案件25起，涉案金额2.3亿元。

4月

2019年 4月，博纳电影院线揭牌仪式在南

昌举行。作为首批申请者和受益者，博纳影业

率先拿到了《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 促进电影市

场繁荣发展的意见》出台后的第一张院线牌

照。华人文化随后也宣布已获得国家电影局

颁发的跨省电影院线牌照。

5月16日

2019年5月16日，亚洲影视周启动仪式在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作为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影视周开展了

电影大师对话、2019亚洲电影展、亚洲优秀电

视节目展映互播等主题活动。

5月22日

2019年 5月 22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国产优秀电影全国农村院线推介会”在

贵州贵阳市举行。全国约5万支放映队携带《流

浪地球》、《红海行动》、《十八洞村》、《最后一公

里》、《我和我的祖国》等一大批国产优秀电影到

农村、到校园、到社区、到厂矿开展主题放映。

5月23日

2019年5月23日，“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启动

仪式举行。该活动以电影的形式，为祖国的建

设者、奋斗者讴歌，诠释建设者、奋斗者对党、

对祖国、对人民无比忠诚的赤子情怀，同时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递社会正能量。

6月6日

2019年6月6日至14日，俄罗斯2019中国

电影节先后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举办。本次

电影节展映了《流浪地球》、《长城》、《功夫瑜

伽》、《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非凡任务》共五部

近年来出品的优秀中国影片。中宣部常务副

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出席了电影节开

幕式。

6月11日

2019年 6 月 11日，在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与塔吉克斯坦文化部

副部长达夫拉特佐达女士的见证下，中国与塔

吉克斯坦签署了政府间合拍协议。

6月15日

2019年6月15日，“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

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自 23 国家的 26 位电影节

代表共同宣布启动新一轮合作。

6月14日-23日

2019年6月，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圆满

举行。电影节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2555部作

品报名参加本届金爵奖四个单元的角逐，其中

15 部作品成功入围主竞赛单元的最终评选。

中国影片《春潮》荣获“金爵奖”最佳摄影奖，

《活着唱着》摘得“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奖及

最佳女演员奖。

7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导广大党

员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019年7月，电影界各

单位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活动。

7月

2019年7月10日-10月31日，“百花放映·
情系基层”大型公益电影惠民系列活动在全国

19省60市325县文化广场、行政村放映惠民电

影 16000余场，同时组织电影艺术家随放映队

进行互动慰问演出。

7月11日

2019年7月11日，国家电影局在横店召开

调研座谈会，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

局长王晓晖出席并讲话。王晓晖指出，电影从

本质上讲是内容产品，电影的质量最终要体现

在内容的厚度、思想的深度和情感的浓度上。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现实主义

的创作方向，提升原创力，提倡多样化，要发扬

工匠精神，推动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市场。

7月

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配合“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2019年7月，国家电影局向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电影主管部门，各电影院线公司，各制片

单位，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中国电影制片

人协会下发《国家电影局关于开展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优秀电影展映展播活动

的通知》。

8月19日

2019 年 8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并讲话，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文艺工作

系列重要论述，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正确方向，

聚焦文艺精品创作，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更好发

挥文艺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上的积极作用。

8月23日

8月 23日，国家电影局组织召开动画电影

《哪吒》研讨会，旨在从个案中总结成功经验和

创作规律，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鼓励创作者推出更多更好弘

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的优秀电影。该片

最终票房突破50亿元。

8月

2019年8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重点献礼影片推介活动启动仪式在京举

行。《攀登者》、《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

《决胜时刻》、《古田军号》、《红星照耀中国》、

《烈火英雄》等七部重点影片进行了精彩的推

介。

8月-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党中央

决定，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

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

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著名电影表

演艺术家秦怡成为 28名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

选之一。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为隆重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广泛开展先进模范学

习宣传活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

统战部等共同组织开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

传活动。于蓝、李雪健、秦怡、谢晋等四位电

影艺术家入选“最美奋斗者”（个人）278 名建

议名单。

9月5日

2019 年 9 月 5 日，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评

选结果揭晓，有43年基层农村电影工作经验的

河南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

郭建华当选“全国诚实守信模范”。

10月-11月

北京时间2019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影片《我和我的祖

国》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个国家十个主

要城市成功举办电影首映礼活动。纽约、洛杉

矶、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温尼伯、埃德蒙

顿、悉尼、墨尔本和堪培拉的当地华人华侨共

聚影院，一起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精彩瞬

间。

国产影片《攀登者》发行至美国、加拿大、

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南

非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北美和英国与

国内同步上映，北美、英国、新加坡开画总银幕

数为近年华语影片之最。

10月

2019年国庆节期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频”出品、我国首部进入电影院线的“直

播大片”《此时此刻——共庆新中国70华诞》于

“十一”国庆节在全国70家影院同步播出。

10月1日-7日

2019 年国庆档，《攀登者》、《中国机长》、

《我和我的祖国》三部影片集体上映为国庆献

礼。据统计，2019 年国庆档累计票房 44.66
亿。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 2019年调查结

果显示，国庆档档期满意度 88.6 分，创造了此

项调查开始以来的档期满意度最高分。

10月15日-20日

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10 月 15
日-20日在福州举行。经过评委会讨论，最终

《白蛇：缘起》荣获“金丝路”传媒荣誉单元2019
年度动画片，《内心风景》荣获年度纪录片，《流

浪地球》等三部影片共同获得了年度故事片荣

誉。

10月28日起

2019年10月28日-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胜利举行。

会议闭幕后，电影界掀起了学习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的热潮。电影人认为，在中国日益

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刻，电影人应该加倍努

力，用电影这个为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

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体现好中

国精神，表达出中国文化自信与创造。

11月16日

2019年11月16日，上影集团5号棚举行庆

祝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 70周年座谈会。据统

计，70 年间上影拍摄了820多部故事片，800多

部电视剧，并获得数百计的国家与国际的重要

奖项。

11月16日

2019年 11月 16日，2019年“夏衍杯”优秀

电影剧本征集活动证书颁授仪式暨电影编剧

论坛杭州举行。《生生不息》等5部作品荣获“优

秀电影剧本”；《我是大师兄》等 9 部作品获得

“创意电影剧本”；《阳光照进戈壁滩》等20部作

品获“潜力电影剧本”。

11月17日

2019 年 11 月 17 日，第五届中国电影新力

量论坛在杭州举行。来自国家电影局、部分省

市区电影主管部门的代表，以及70余位近年来

在电影创作中卓有成就的出品人、制片人、编

剧、导演、演员和专家学者一起，深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就中国电影的各个环节进行

深入有效的交流与沟通，总结问题、交换意见、

畅想未来、凝聚共识，共同推动中国电影持续

健康发展。

11月19日-23日

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2019年11月

19日在厦门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宣布从2019
年起金鸡奖将每年评选一次。

经过评选，电影《流浪地球》获第32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红海行动》导演林

超贤获最佳导演奖，为杨在葆、王铁成、许还山

三位老艺术家获得终身成就奖。

12月1日-8日

2019年12月1日-8日，第二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在三亚举行。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

电影局局长王晓晖出席闭幕式。中国影片《气

球》荣获“金椰奖”最佳影片奖，中国导演王丽

娜凭借电影《第一次的离别》获得最佳导演奖，

《白蛇传·情》获得最佳技术奖，《此时此刻——

共庆新中国70华诞》获组委会特别奖。

12月

2019年12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文

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联

合印发《关于 2020 年元旦春节期间广泛开展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的通

知》，定于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在全国范围内

广泛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

动。

12月

2019年12月，“蒙古国电影周”活动在内蒙

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落幕。《火热的心》等四部

优秀蒙古国电影以原声中文字幕版的形式在

北京、呼和浩特市两地进行为期六天的展映活

动。“蒙古国电影周”在中国共展映12场，北京、

呼和浩特两地共计观影人数接近2000 人次，影

院上座率达98%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