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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

辑部统计，截至 8 月 28 日，数字电

影交易服务平台可供订购影片

4100 余部，2019 年以来出品的影

片 240 余部。上周（8 月 22 日至 8
月 28 日）新增 6 部影片，其中包括

1部城市票房过亿影片。

上周 28 个省区市的 166 条农

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1686 部，总

计 45万余场。14条院线订购超百

部，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

公司超过 500 部；9 条院线订购超

万场，黑龙江龙脉新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超过 20000场；北京

奔小康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

传放映卡次数最多，超过 600 次；

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

公司回传放映场次居首，超过

15000场。

公益电影走进基层

满足更多群众需求

上周各地持续扩大电影公

共文化服务范围，推动社区、广

场、工地、军营、企事业单位开展

公益电影放映，满足更多基层群

众文化需求和观影愿望。

8 月 24 日，“决胜小康·奋斗

有我”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山

东行启动仪式在山东潍坊安丘

市凌河镇五环文化广场举行。

本次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由

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

中心、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

东省电影局等单位主办。活动

将持续到 2021 年 3 月，山东省公

益电影放映服务队将在 2200 余

个具备放映条件的福利机构、部

分社区广场、第一书记帮包村、

残疾人文化从业创业示范基地

等场所，为广大群众放映 2.5 万

余场公益电影。

同时，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

心调研组对山东省公益电影放

映工作进行了调研。在安丘公

益电影放映座谈会上，调研组听

取了关于安丘新时代文明实践

电影志愿服务队的工作汇报。

在山东新农村院线，调研组对山

东政府购买公益电影放映服务

情况、“送电影进福利机构”公益

电影放映活动、山东省院线自制

影片情况进行了了解，随后参观

了山东省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

工程服务监管平台，调研了平台

功能、运行维护、作用发挥等方

面情况。

8 月 26 日 ，河 北 唐 山 启 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廉政主题

电影放映活动。唐山市电影发

行放映公司精心选购了《生死抉

择》、《第一大案》、《反贪风暴 3》
等一批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性和教育性于一体的影片，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在享受健康“精神

大餐”的同时，又能受到廉洁教

育，让纪律规矩意识入眼入耳、

入脑入心。活动计划持续到 12
月 31 日，期间唐山全市的大中

型企业、机关、社区、广场预计放

映公益电影 100 场。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在 8-9 月以“庆祝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为主题开

展农村电影放映活动。放映《我

和我的祖国》、《古田军号》、《烈

火英雄》等主旋律影片的同时，

结合农村生产生活，放映疾病预

防、安全防火、建设美丽乡村等

影片，提高农民群众安全、环保、

节能意识。

山东青岛 2020 沙滩电影月

放映活动渐入佳境，观影已达

20000 余人次。吹着海风看露天

电影已悄然成为岛城市民休闲

娱乐的新风尚，成为今年暑假青

岛沙滩最靓丽的风景线。

四川省乐山市惠民电影公

司 积 极 组 织 流 动 放 映 队 开 展

“百场电影进社区、工地”活动，

助力“双创”工作。展映活动持

续到 12 月，将覆盖市中区和高

新区 20 多个社区和 3 个大型建

筑工地。

“过亿”影片《受益人》

登陆农村市场

新片方面，上周“过亿”影片

《受益人》登陆数字电影交易服务

平台。该片取景重庆，是一部全方

言电影，讲述了代驾司机吴海为了

给患有哮喘的 6岁儿子治病，在好

友钟振江的怂恿下，酝酿了一场别

有用心的婚姻来骗保的故事。影

片借助社会小人物视角反映出人

性在命运困境下对善与恶的抉择。

为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特别是关于民法典的重要指示精

神，深入学习宣传实施民法典的重

大意义，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

走进群众心里，上周，由司法部授

权的《民法典宣传片》通过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这一渠道，对全国基层

农村、社区、校园开展《民法典》普

法宣传教育。

故事片方面，军旅题材影片仍

然是近期的订购热点。因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临近，《地

雷战》、《豁出去了》、《炮楼》等抗战

影片关注度显著上升。

科教片方面，《扫黄打非警示

录》实现周订购五连冠，上周有近

40 条院线订购，共计 10000 余场。

《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心脏病

患者的五大处方》、《女性防癌》等

多部疾病防治题材影片也均在排

行榜前列。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

部每周推出《农村电影市场周盘

点》，欢迎各省区市电影管理部门、

农村院线、影片发行方将近期影片

订购放映情况、设备巡检运维工

作、技术服务培训工作等信息及照

片发给我们。《农村电影市场周盘

点》将在《中国电影报》、电影数字

节目管理中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刊发，并选出优秀稿件推荐主流权

威 媒 体 刊 发 。（ 投 稿 邮 箱 ：

dmccnews@dmcc.org.cn，来稿请注

明作者、联系方式及单位。）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丁荫楠领衔“金鹿奖”专业评委会

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

奖”评委会由著名导演丁荫楠担任评

审主席，导演丁晟、编剧汪海林、演员

咏梅、音乐制作人董冬冬、摄影师黄岳

泰、影评人谭飞共同担任专业评委。

本届评委会主席导演丁荫楠，曾担

任第九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席。今年再

度回归中国长春电影节评委会，他寄语

本届电影节：“光，折射智慧。影，挥洒传

奇。光影筑梦，不改初心。在中国电影

摇篮汲取力量，清扬青春，追逐梦想。”

丁荫楠是中国“第四代”电影导演

代表人物之一，有“伟人传记电影导演”

的美誉。无论是成名之作《春雨潇潇》，

还是再现伟人精神风采的《孙中山》、

《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后来的《鲁

迅》、《启功》，始终不忘在艺术追求中坚

持真善美的表达。丁荫楠及作品曾获

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7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故事片奖、第

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及

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金鸡奖特别奖

等。2005年，丁荫楠被国家人事部、国

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予“国家有突出

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五大单元主体活动精彩纷呈

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以“新

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将通过

一系列创新理念传递“新中国电影摇

篮城市”长春对电影的热爱与追求。

本届电影节与以往相比有很多创

新和突破。除五大单元主体活动之

外，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还将迎来长

春“影都”板块的集体亮相，以及长春

国际影都发展战略规划、5G数字产业

基地建设、千亿投资的影视文创重大

项目等的公布，并举办一系列经贸活

动，以影为媒，促进长春国际汽车城、

长春国家区域创新中心、长春国际影

都、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四大

板块”，融合发展，加快推动长春全面

振兴、全方位振兴。 （杜思梦）

杨玉飞在致辞中回顾了农村公益

放映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他表示，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面向我国基层农村社

区，有效覆盖全国60余万个行政村，连

续三年订购场次超过 1000万场，放映

场次超过860万，今年可供交易订购的

影片 4000 多部，每年服务农民群众 6
亿多人次，已经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中最活跃最受欢迎的公益文化服务

项目，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

有效渠道。

杨玉飞指出，2020 年是决胜全面

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全面小康不

仅是物质和经济的小康，也是精神和

文化的小康。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重要思

想，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要着力在补齐

精神短板、提供文化支撑上下功夫。

全国广大公益电影工作者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面向基层、服务群众，以丰富多彩的放

映活动和电影节目，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

潍坊市委宣传部长初宝杰表示,潍
坊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农村电影放

映工程实施以来, 潍坊将其作为推动

全面小康、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
列入全市重大民生工程,坚持“市场运

作、企业经营、政府购买、群众受惠”,较
早实现农村公益电影数字化放映全覆

盖。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总结经

验、创新方法、改进工作,持续推动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工作更高质量发展,不断

丰富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为新时代

新农村建设再添新彩、再立新功。

启动仪式现场，中央宣传部电影

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向山东省公益电影

放映队捐赠了数字电影放映设备。

按照中宣部领导同志关于“农村

农民看上电影、看好电影是我们实现

全面小康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重要

指示精神，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和

山东省电影局联合精选了《樵夫廖俊

波》、《三变山变》、《汤米贵的大事业》、

《幸福俏冤家》等 100部精品影片在活

动期间集中放映。影片涵盖了弘扬主

旋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移风易俗、

人居环境整治、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

康饮食生活等多种题材。

活动现场 300 余名观众共同观看

了宣传教育短片《脱贫攻坚系列公益影

片推荐》和喜剧故事片《幸福俏冤家》。

启动仪式开始前，杨玉飞、程守田、

初宝杰等参加了山东公益电影放映座

谈会，听取关于安丘新时代文明实践电

影志愿服务队的工作汇报。

“决胜小康·奋斗有我”公益电影

主题放映活动山东行将一直持续到

2021年3月，山东省公益电影放映服务

队将在2200余个具备放映条件的福利

机构、部分社区广场、第一书记帮包

村、残疾人文化从业创业示范基地等

场所，为广大群众放映 2.5万余场公益

电影，进一步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报讯 8 月 26 日，由中共唐山市

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国

资委、市纪委监委驻市文旅局纪检监

察组共同主办，唐山市电影发行放映

公司承办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廉政

主题电影放映活动，在唐山文化旅游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拉开帷幕。

此次活动是2020年千场惠民电影

走基层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将

持续到 12月31日，期间将深入到唐山

市的大中型企业、机关、社区、广场，预

计放映 100场次。唐山市电影发行放

映公司精心选购的《交锋24小时》、《决

不饶恕》、《反贪风暴 3》《生死抉择》、

《第一大案》、《守梦者》等一批弘扬清

风正气，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和

教育性于一体的优秀影片，将使广大

党员干部和群众在享受健康“精神大

餐”的同时，又能受到廉洁教育，让纪

律规矩意识入眼入耳、入脑入心。

近年来,唐山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充分发挥自身职能,把电影文化与廉政

文化有机结合，用光影艺术传播崇洁

尚廉的理念，用积极健康的思想占领

文化阵地，以廉政文化助推反腐倡廉

工作，既满足了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

也使廉政建设向基层延伸。 （影子）

（上接第1版）

第十五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公布入围影片名单

“决胜小康·奋斗有我”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山东举行

河北唐山启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廉政电影走基层

本报讯 杜比实验室（纽交所代码：

DLB）与高端影院品牌“万象影城”的

主体公司——万影影业（深圳）有限公

司近日共同宣布，双方将进一步加强

合作，计划在中国再增开超过十个杜

比影院（Dolby Cinema），为国内更多电

影观众带来令人叹为观止的杜比影

院体验。万影影业是商业地产领军

企业——华润置地的全资子公司。

杜比实验室电影事业部全球高级

副总裁 Doug Darrow 表示：“万影影业

在中国院线行业的实力与潜力在业

内受到高度认可。我们和万影共同

在中国拓展具有变革意义和创新性

的杜比影院体验，合作非常愉快。现

在，我们很高兴能够进一步加强合

作，和万影继续增开杜比影院，这是

杜比影院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我们希望与万影的合作也能

够帮助提振业界信心，同时为那些希

望来感受杜比影院神奇魅力的众多

影迷们增强信心。”

万影影业总经理陈华表示：“杜比

影院代表一流的观影体验，正如我们

向顾客承诺的，这种体验也与我们的

高端影院品牌‘万象影城’完美契合。

我们始终相信，技术能够拓展画面和

声音呈现的边界。我们致力于展现每

部电影的真实感和美感，是杜比影院

的尖端技术助力我们实现这一终极追

求。自从我们在深圳湾的万象影城旗

舰店开设首个杜比影院以来，杜比影

院已经成为了我们各影院中最受欢迎

的影厅之一。我们很高兴能够在未来

将广受赞誉的杜比影院体验带到更多

地方，让更多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完

全沉浸到影片故事之中。”

杜比影院能够带来完整的杜比观

影体验。杜比视界（Dolby Vision）激光

放映系统和杜比全景声（Dolby Atmos）

沉浸式音频，加上匠心独蕴的细致设

计，能够从影厅入口到电影放映结束

为观众带来终极的观影体验。

截至目前，全球已有超过250个杜

比影院，还有 200 个杜比影院在规划

中。在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以及全球

各地越来越多内容创作者的支持下，

已经上映或计划中的杜比视界和杜比

全景声格式的院线电影数量超过 315
部，其中包括 2019年全球票房排名前

十位的影片。有 11 部荣获第 92 届奥

斯卡金像奖的影片采用了杜比的声音

和影像技术。 （木夕）

杜比实验室和万影影业计划再增开超过十个杜比影院

（上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