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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上海电影”文化品牌
加快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建设

创作生产取得重大成绩，

作品影响力显著提升

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上海全市共有影

视制作机构 2800 家，上海影视各项指标位

居全国前列。电影方面，立项备案电影

156 部，约占全国总数的 7.7%，共有 30 部上

海出品的影片进入院线上映，总票房 42.81
亿元，占国产影片票房的 11.45%，其中亭

东影业《飞驰人生》17.17 亿元、上影集团

《攀登者》10.84 亿元。上海全市影院票房

35.86 亿元，比 2018 年同期增长 6.44%，共

有影院 396 家，银幕数 2440 个，上海的城市

票房、影院数量和银幕数继续位列全国城

市第一位。

电视剧方面，截至三季度末，上海完成

国产电视剧 26 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16%，

居全国第二。截至 11 月底，共有 37 部沪产

电视剧首轮播出，其中，《特赦 1959》、《老中

医》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国家孩子》

等 4 部电视剧在央视八套晚间黄金时段播

出，主要视频网站首播 17 部。12 部沪产电

视剧占全国一线卫视黄金时段首轮播出电

视剧 26.7%，居全国第二。

上海影视作品获奖含金量高,数量创

历史之最。2019 年，上海电影已取得包括

“五个一工程”、“中国金鸡奖”等在内的国

内外重要奖项的“大满贯”，创上海影史之

最。《我不是药神》获得中宣部第十五届

“五个一工程”优秀电影奖；《地久天长》获

第 69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和

最佳女主角奖；《明月几时有》获得第 17 届

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地久天

长》、《我不是药神》、《挑山女人、》《送我上

青云》4 部电影获得第 32 届中国金鸡奖 6
项大奖。电视剧《大江大河》获得中宣部第

十五届“五个一工程”优秀电视剧奖，《大

江大河》、《爱情的边疆》、《小别离》、《天盛

长歌》等多部沪产电视剧在第 25 届上海电

视节上获得重要奖项。

重要时间节点推出上海出品的“扛鼎之

作”。2019 年，上海电影在国庆期间推出了

献礼影片《攀登者》，影片在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都获得广泛赞誉，位列国庆档票

房前三，该片与《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

长》成为当下“中国式大片”的典范，为主旋

律电影建立了成功的美学范式和市场标杆，

掀起全民性的爱国观影热潮，为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营造良好氛围。

8 部沪产电视剧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电视剧展播片

单，占总剧目数的 9.3%。在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展播期间，《特赦 1959》、《小欢

喜》、《激荡》、《国家孩子》多部沪产剧先后

登陆央视和主要省级卫视等主流平台，获

得主流媒体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建设取得重要

进展，产业竞争力稳步增强

上海科技影都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深化上海科技影都总体规划，形成“双核驱

动、四片联动、八点带动”的发展格局。紧

抓重点影视产业项目落户，加速影视产业要

素集聚。推动上海（车墩）高科技影视基地

建设启动，中视儒意影视基地、昊浦影视基

地建设稳步推进，引进华策长三角国际影视

中心、松江星空综艺影视制作研发基地、

1905国际数娱影视产业园等重要项目。

依托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艺术电影

联盟等平台推动产业发展。2019 年，第 22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围绕“亚洲、华语、新

人”的办节定位，不断提升电影节的国际

性、专业性和惠民性，影片征集、报名达到

历史最高，覆盖 112 个国家和地区共 3964
部。展映的 511 部中外影片中，世界首映、

国际首映、亚洲首映、中国首映片达 304
部，占展映片总数的 59.49%；在上海全市

16 个区的 47 家电影院展映 1745 场，观众达

46 万多人次，总票房超过 2900 万元。“一带

一路”电影节联盟成员达到 33 个国家的 38
个电影节和电影机构，中国与巴基斯坦、多

米尼加、澳大利亚、希腊合作的四部中外合

拍影片从“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获得了支

持和协助。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文化合作

发展的平台、创作创新发展的源头的效应

逐渐突显。

据统计，2019年上海各类机构全年举办

英伦电影大师展等 15 个海外影展，已做到

“月月有影展”，推动《飞驰人生》、《老兽》等

多部国产片赴奥地利、西班牙、英国、德国、

比利时等18个国家交流放映，上海艺术电影

联盟共放映国内外影片 139 部，放映场次

1761场，观影人次近9万，为上海营造了良好

的城市观影文化氛围，满足了观众多样化的

观影需求。

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行业吸引力逐步提升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优化营商

环境。2019 年，上海影视缩短审批时限，管

理关口前移，由“底线”向“高线”转变，由确

保内容“无害”向引导“有益”转变，由审查把

关向促进服务转变，影片过审率不断提高。

在确保影视剧体现正确的政治方向、审美取

向、价值导向之外，加大项目前期介入力度，

通过选题研讨、立项辅导、先期预判等方式，

及时给予前期指导，引领正确的创作方向，

同时加大力度扶持优秀原创作品，培育青年

影视人才。

为全球来沪拍摄的影视企业提供优质、

免费、高效的拍摄服务。指导上海影视摄制

服务机构做好影视摄制服务。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机构共受理政策、信息咨询和协调

服务 1305 件次，项目受理达标率为 100％。

接受咨询服务的单位共 886家，接受协调服

务的影视剧组共41个。

打造好影视精品创作的

组织推进机制

2020年，上海影视将继续聚焦创作源头

建设，做好影视创作规划。紧扣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建党10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聚焦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加强布局规

划和项目储备，推出一批具有时代特征、中

国特色、上海特质的主旋律精品力作。电影

方面，纪念建党100周年的重点题材有：重点

献礼片《上海1921》、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档案

风云的《一号密档》。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点题材有：展现义乌改革开放题材的

《摇响世界的拨浪鼓》、展现中国新一代青年

通过互联网科技、通过医疗等手段致力扶贫

的《中国扶贫人》、《乡村医生》等。重大历史

人物题材有讲述钱学森在新中国成立后，冲

破美国方面阻拦毅然归国报效祖国的《逃离

美利坚》、讲述“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主持制

造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故事《深潜》、《宋庆

龄》等。其他的重点题材还有讲述60年代来

自上海等地的孤儿被送入内蒙古草原抚养

的《三千孤儿》、我国大型工程项目射电望远

镜建设的《天之眼》等。

电视剧方面，纪念建党 100 周年的重点

题材有集中表现上海解放一年间社会全领

域面貌的《战上海》、以陕甘宁地区农民土地

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谷鼓齐鸣》。围绕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题材有：沿用第一部原

班主创团队继续关注新时代改革浪潮中不

断奋进的弄潮儿们的《大江大河 2》、讲述中

关村科技精英们的创业之路的《大时代》、讲

述改革开放后国企转型发展的艰辛历程的

《人民的财产》、讲述海归留学生围绕芯片自

主研发开展科技创业的故事的《芯海沉浮》、

通过大飞机项目展现新中国建设取得的巨

大成就和几代航空科研人的奉献的《国之

翼》、讲述退伍军人带领地方农村创业扶贫

的故事的《参花红》等。

打造好影视发展环境的服务机制

加强影视产业推进服务能力。夯实影

视内容基础服务，加强创作引导、题材孵化

等源头工作，打通创作的痛点、难点、堵点，

把政府服务不断“前置”。严格落实意识形

态责任制，紧抓导向不放松，确保影视剧内

容体现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

向。强化政策供给，实现精准扶持，继续改

进完善政府资助体系，坚持“对接国际、聚焦

基地、技术到位、集聚要素”，针对影视产业

发展薄弱环节，制定更具针对性、科学性、实

效性的扶持政策，使产业政策更好契合发展

需求，充分激发活力。

搭建影视版权交易服务平台。依托上

海市影视版权服务机构打造好影视版权开

发与金融服务平台，通过对上海影视企业在

影视版权的价值评估和开发指导、交易撮合

和投融资指导、国际传播和海外市场合作、

普及培训和专业人才培养等领域的精准化

服务，加快优质版权资源进一步集聚上海，

加快推进实质性版权交易落地。

完善影视创作生产评价体系。组织开

展影视剧评论工作，充分发挥文艺评论对影

视创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发挥上海影视高

校在影视评论方面的优势，拓展评论阵地。

大力提升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

一的精品力作的宣传力度，尤其要围绕重要

时间节点，对重要献礼作品多层次地组织好

影视评论工作，通过影视评论来吸引、教育

观众，引导、推动影视创作生产，营造良好的

影视剧创作环境。

打造好“全球影视创制中心”

建设的协同机制

积极推动松江上海科技影都建设。继

续做好上海科技影都重点项目推进工作，加

快上海（车墩）高科技影视基地、中视儒意影

视基地、昊浦影视基地、华策“长三角”国际

影视中心等重点项目的推进力度。继续加

强面向影视产业龙头和标杆企业的政策推

介、项目引进，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松

江。继续推进环上大影视产业园区、上海国

际旅游度假区、金沙江路互联网影视产业集

聚带建设，加强科技影都与上海其他电影资

源的区域联动。

加强影视人才培养，与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大学电影学院等 12所电影高校建立密

切的信息联络机制，成立上海电影人才培养

联盟，通过联盟的建立，做好电影人才培养

统筹，打造多样化影视人才培养平台。

做强做优三大电影品牌，推动上海国际

电影节综合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成为全球电

影人来上海拍电影的重要源动力，为上海打

造成为中国电影面向世界的“主场”创造了

良好的生态环境。依托上海艺术电影联盟

做强上海艺术电影品牌，将上海打造成为

“周周有影展”的城市，满足上海观众日益多

样化、差异化的观影需求，打造分众化、精细

化的观影体系。推动上海影视拍摄服务机

构继续做好影视拍摄服务工作，进一步扩大

影视拍摄服务的覆盖面。发挥长三角发行

放映联盟的作用，做大做强长三角发行放映

市场。

（上海市委宣传部电影处供稿）

2019年, 上海影视战线紧紧围绕加快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建设这项重点任务，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推进力度，以创

作生产为引领，促进影视产业升级、加快影视人才培养、推动优质企业落户，促进上海影视的影响力、竞争力、吸引力

显著提升。2020年，上海影视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抓住“出好片子”这个中心任

务，打造好三个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快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建设步伐，擦亮“上海电影”文化品牌。

影院抗疫纾困基金的设立引起业内

的高度关注，位于上海、苏州、温州等地

的多家影院均对基金的成立作出了积极

反应。上海联和院线总经理沈玥说：“联

和院线在三省一市的加盟影院数为 334
家，抗疫纾困基金的快速启动，能够促进

院线从加盟型院线向资产联结型院线转

变，实现渠道延伸的运营新形态，扩大规

模优势。”部分先期得到消息的长三角影

院也反馈，除了资金在现金流上的支持

之外，更希望通过合作，全方位共享上影

在政策、管理、营销方面的支持。

“先行者，在市场恐惧中出手。”王健

儿坦言，非常时刻出手，能精准执行或将

成为上影集团在发展道路上的“关键一

手”，在上影提升区域市场占有率和影响

力，加固上影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电影终

端市场中心企业、枢纽企业、平台企业的

地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抗疫纾困基金虽是应时而生，却是

上影战略性布局的必然一步。上影正依

托上海国有文化企业的产业优势、资源

优势与品牌优势，实现优质资源与电影

产业资本化的有机融合；致力于推动公

司与区域内外更多企业通过股权连接，

发挥更强劲的协同效应，推进影院终端

产业的优化整合，提升上海电影在全国

电影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上影正进

入新一轮战略布局和品牌塑造阶段，剑

指未来，区域发行中心、首映首发品牌、

生活社交经济都是上影新的发展目标。

这些目标，也是上影在‘上海文化’品牌

建设中作出的努力。”

薄冰起舞速则达，向阳花木易为

春。“中国电影产业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

改变，我们将陪伴中国影院行业共克时

艰、共渡难关，相信疫情过后，行业内的

优质企业将体现出更具竞争力的优势。”

王健儿表示，在“暂停键”与“快进键”同

时按下的特殊时期，上影的作为与担当，

将为产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木夕）

（上接第1版）

成立仪式现场 摄影/新华社 任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