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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隆重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广泛组织开展“我

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的通知》，按照中央领导同志“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要热在基层，热在

群众”的重要指示精神，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之际，通过组织举办主题放映活动、

精选公益影片、开辟网站专题及活动

展示专区、推介优秀影片等多种方式

号召广大公益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者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革命精

神，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深入

乡村社区、军营校园、建设一线、老少

边穷地区，为人民群众奉上主题鲜明、

基调昂扬、高艺术水准的电影文化主

食，用电影语言生动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光荣历程和伟大成就，引导

人们“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

中国是怎么建起来的”，引导人们“倍

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爱党爱国的巨

大热情，调动起广大群众共创美好生

活的强大力量。主题放映活动主要呈

现如下特点：

一是主题放映活动“热在基层、热

在群众”。主题放映活动作为引导、调

控农村电影放映的有效手段，在弘扬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升农村电影放

映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 2019
年 1 月起，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在广

西百色、江西瑞金、内蒙古乌兰察布和

四子王旗、福建闽侯县、山东莘县、河

北保定、北京、新疆、青岛等地区陆续

举办了主题鲜明、丰富多彩、“热在基

层、热在群众”的主题放映活动。主题

放映活动通过农村电影市场首映式、

主创人员见面会等方式拉近了电影人

和农村观众的距离，活动把《红星照耀

中国》、《建国大业》、《李保国》、《十八

洞村》等一系列反映党史国史、宣传脱

贫攻坚的优秀国产影片更精准地送到

乡村、社区，送到农民朋友身边。

各地区电影主管部门对于主题放

映活动十分重视，各地放映单位纷纷

响应。广西百色主题放映活动当天，

广西壮族自治区活动现场 800 余名观

众观看了电影《红星照耀中国》；内蒙

古自治区通过融合“公益电影+乌兰牧

骑文艺演出”的方式下基层、进草原，

百部主旋律精品电影展映历时 5 个

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要求主

题放映活动要通过电影将党的声音和

关怀传递到百姓心间；山东青岛通过

将主题放映活动和国产优秀电影海报

展相结合的方式搭建起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群众性参与互动平台。山东省委

宣传部电影局强调要多维度地展现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各项事业特别是电影

事业的发展成就，以喜庆祥和的氛围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此外，江西

遂川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为辖区内

敬老院放映电影，并为老人们讲解了

重阳节有关的民俗习惯和趣味典故；

四川三台县深入乡村、社区、敬老院和

文化广场、重点建设工地等基层一线，

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参与互动，共同

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安徽合肥举办

爱国主义电影展映暨“走进新时代 开

启新征程”主题电影观后感征文大赛，

让爱国主义电影走进校园。

全国公益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者通

过创新主题放映活动形式，将农村电

影放映的被动式服务提升为主动服

务，不断探索新的时代条件下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的有效途径，切实打通基

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到达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据统计，截止到国庆节

前，除港澳台外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多个城市、旗县、乡村均举办了多种多

样、接地气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公益

电影让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红火起来，

让父老乡亲们乐起来。全国人大代表

郭建华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主题放映活动是农村电影放

映工作者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体现。希望更多

的农村电影放映工作者举办更多丰富

多彩的主题放映活动，更多“新片、大

片”早日走进农村走近农民。

二是精选优秀影片吸引广大农村

观众。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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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影 发

〔2019〕1 号）通知精神，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精选了《建国大业》、《港珠澳

大桥》、《血战湘江》等 21 部优秀国产影

片供广大农村、社区、校园院线在“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国

产影片展映”活动中放映。并制作了

推荐影片片花集锦的网络版和流动放

映版本供院线、放映队等单位在放映

活动宣传时放映。据统计，截止到

2019 年国庆节前夕，推荐影片《建国大

业》、《流浪地球》、《战狼 2》、《红海行

动》、《血战湘江》、《港珠澳大桥》均超

过 50 条院线订购，21 部推荐影片累计

订购超过 20 万场。本次面向全国推出

的“合口味”、“对路子”的优秀影片能

够吸引广大基层群众，有效推动了公

益电影放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热烈氛围，在提升人民群众

精气神和幸福感、获得感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

光表示，农村电影放映对于传播党的

声音、丰富农民兄弟的文化生活、团结

人民、教育人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在互联网时代，农村、社区、校园

的年轻人更需要通过正能量的优秀电

影得到更好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享受，

同时农村电影放映对于我国基层农村

青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塑造新一代的爱

国青年具有特殊重要作用。

三是立体化宣传加强组织引导。

为了让广大观众和放映员更加了解推

介影片，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在网

站（www.dmcc.org.cn）和 微 信 公 众 号

（DMCC-JMGLZX）推出了《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公益影片推

介专题》，对精选的 21 部优秀国产影片

进行了详细介绍，专题也对全国各地

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的情况进行集

中宣传报道。同时协调“学习强国”学

习平台、CCTV6 的《中国电影报道》、

《中国电影报》等国内主流和行业媒体

进行深度报道，推动地方媒体及时报

道，形成网络、电视、报纸全方位立体

化宣传格局，引导了各地公益电影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放映

工作。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门户网

站和微信公众号设立了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 70 周年活动展示专区，面向全

国公益放映单位、放映员、观众开展了

文章稿件和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各地

踊跃投稿，文章和摄影作品体现了观

众在观影过程中的良好精神面貌和放

映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同时反映了公

益电影放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周

年的热烈氛围，我们选取了部分作品

在门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了刊

登，收到了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这

种方式对于体现公益电影放映工作起

到了重要作用。

一些院线负责人说，电影数字节

目管理中心提供了一个宣传展示宣传

公益电影放映工作的平台，鼓励我们

进一步做好公益放映工作。

2019年农村电影市场盘点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

在中宣部电影局指导下，全国广大公益电

影放映单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和全国电影工作座谈会精

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进

一步做好我国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工作。农

村电影市场新片、大片更丰富、订购更多

元，补“影片陈旧”短板取得一定成效；院线

“少量多次多品种”的订购模式落实力度有

所增强，促进好片、新片更快到达农村观

众；“热在基层、热在群众”的主题放映活动

营造大庆氛围，成为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

有效途径。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已经成为我

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一面旗帜，以“听

得到、看得见”的方式，极大丰富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及时传递了党和

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广受基层群众的欢迎

和赞誉。

据统计，自开展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2006-2019年）以来，全国农村数字院线

由27条增至333条（注：其中2019年活跃

院线265条），数字播放服务器由2407套

增至近50000套，地面卫星接收中心站由

15个增至270个；共有近6500部影片被

订购，为版权方带去收益总计超过6亿元，

观影超200亿人次，农村电影历年订购总

数超过1亿场。影片订购连续三年突破

1000万场，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了农

村电影发展的成果。

2019年初，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

电影局局长王晓晖同志在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调研时强调，要注意跟踪新技

术、新应用，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和水平，

农村、城市电影市场都要靠技术手段来

管理，管理平台和技术手段一定要跟

上。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作为农村电

影发行放映核心运营单位，不断强化农

村电影放映是基层宣传文化阵地、意识

形态阵地的认识，通过专题会议组织党

员干部和行业专家深入调研和学习讨论

等方式，针对农村电影放映体量大、流动

性强、数据分散、覆盖面广等特点，持续

从管理、培训、监管、服务等方面着手，创

新机制，积极推动农村电影放映服务提

质增效。

一是建立征集机制，促进影片供

给。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领导靠前指

挥，组建影片征集工作小组，任务落实到

人，签订“岗位目标责任书”，实施个人绩

效与工作业绩挂钩的奖惩机制，充分调

动同志们的积极性。同时，征集小组积

极参加影片推介交流会，关注电影市场，

跟踪影片信息，了解版权方需求，提供精

准服务，加大影片供应主体的培育，保障

“新片、大片”第一时间登陆农村电影市

场。据统计，2019年参与供片的版权方

共计247家，较上年增加45家。

二是增强业务管理，监管与培训结

合。在日常工作中，电影数字节目管理

中心把提升基层院线、放映员的业务能

力作为目标，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和使命

意识。2019年，中心在湖北宜昌举办了

农村公益放映业务培训班，对全国 31个

省市区的农村放映院线进行了业务培

训，同时参加了四川、浙江、西藏等多个

省市区电影管理部门组织的公益电影

放映培训班。通过解读订片放映管理

规范、解答放映问题结合日常的数据监

管、电话提醒等方式，把少量多次、多订

新片好片、拒绝人情片、及时回传数据

等工作要求融入到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的方方面面。

三是开展“时钟维护”，保障放映数

据准确。农村电影放映数据是管理部门

了解放映情况、准确结算的有效依据，而

数据回传是监控放映质量和情况的重要

技术手段，放映设备的时钟则决定了回

传数据是否能够真实有效。2019年，中

心召开“解决农村数字电影播放器时钟

紊乱问题座谈会”，组织播放器厂商分析

研判播放器时钟紊乱的主要原因，并深

入四川乐山城区、犍为县、峨边彝族自治

县等地区校验数字播放器 108台。同时

通过督促农村院线提高放映数据回传频

率，建立定期回传放映数据的工作机制，

保障农村电影放映质量。

四是利用大数据，强化市场管理。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深刻认识到农村

电影放映是重要的宣传思想阵地，按照

“互联网+监管”的模式建成工业级运营

与监管服务平台，将技术手段与管理机

制有效结合，通过对电影放映实时业务

数据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经营

所需的数据集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基

础指标体系，为跨平台、业务的数据分析

和监测打下基础。定期呈报电影大数据

月报和年报，为管理部门决策提供理性

视角、为监管提供重要依据，有效提升了

公共文化服务监管水平，达到规范农村

电影放映秩序的目的。

◎多措并举规范农村电影放映管理提升服务效能

◎主题放映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