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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淳

安县下姜村的绿水青山间，由中央宣传

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中共浙江省

委宣传部、浙江省电影局等单位共同举

办的“决胜小康奋斗有我”公益电影主

题放映活动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

之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关

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

围，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号召

全国广大公益电影工作者深入基层广

泛开展惠民、为民、乐民的电影放映活

动，激发决胜小康的雄心、坚定必胜的

信心、一鼓作气的决心，凝聚团结进取、

奋发图强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

心副主任杨玉飞，浙江省文化产业促进

会副会长吴熔，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部

务会议成员郝志毅，浙江省委宣传部电

影处处长蒋余鹰，浙江省淳安县委书记

黄海峰，淳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汤燕

君，以及杭州市和淳安县相关单位代表

出席启动仪式，与下姜村的乡亲们一起

庆祝秋日的丰收，喜迎收获的节日。

吴熔在致辞中表示，浙江农村电影

发行放映机制日益完善，公共服务质量和

社会满意度得到大幅提高。今年浙江全

省各地农村放映公司、1700多支农村电

影放映队积极作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

础上，截至目前完成电影放映 11 万场

次。在全面建成小康之年的国庆前夕，在

下姜村这个“梦开始的地方”启动主题放

映活动，预示着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始。

杨玉飞在致辞中表示，2020年是脱

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全国广大公益电

影工作者要以此为契机，紧紧围绕“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配合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

百姓需求，精心挑选有筋骨、有道德、有

温度的电影，以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

故事，把“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好日子

都是干出来的”叫响在群众中，激发亿

万群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豪情，

尽情展现奋斗价值、精彩人生，既跑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公里”，又乘

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吹响冲锋号。

主题放映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200
余名观众观看了展现新时代新农村建

设题材影片《春天的马拉松》。本次主

题放映活动的启动仪式由 CCTV17 在

央视频、微博、抖音、头条、视界千岛湖

等新媒体同步进行直播，全网累计近30
万人在线观看了启动仪式。

此次主题放映活动将持续至 2020
年 12 月，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和浙

江省电影局精选了《我和我的祖国》、

《樵夫廖俊波》、《中国机长》等一系列记

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

优秀国产影片集中放映。期间 1700余

支放映队将在浙江省所有行政村的

1000多家农村文化礼堂开展“万场电影

进千村文化礼堂百天放映活动”，放映

优秀国产影片3万多场。

主题放映活动启动仪式前，由杨玉

飞带队的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调研

组与浙江省电影处及浙江省 11家农村

院线的负责人进行交流座谈，调研了解

浙江省公益电影放映工作。 （影子）

焦宏奋表示，美丽家乡·科普环保

公益电影万里行活动是践行习近平总

书记对生态保护指示的具体实践，把环

保政策、科技政策、农业政策通过电影

的载体传达给百姓。2020年是党和国

家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

之年，美丽家乡·科普环保公益电影万

里行活动八年来所走过的地方，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焦宏奋表示，近年来，中影集团始

终坚持科教片的创作生产，拍摄老百姓

身边的故事，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

政策通过电影的形式送入千家万户，既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大众化、普及化的具体实践，也是电

影人的初心与使命。

当天，石马峪村的百姓不仅观看了

环保科教片《保护绿水青山、留住金山

银山——农村饮用水源保护》，还欣赏

到了国产大片《中国机长》。焦宏奋表

示，除了科教片，我们还会为百姓放映

近年来既有观赏性，又有故事性的优秀

国产影片，让百姓感受到中国电影的发

展成果。

焦宏奋代表中影集团向北京市密云

区赠送高配激光流动数字放映设备1套，

闫世东代表生态环境部向密云区赠送环

保光盘200张、科教片放映场次1000场，

支持当地公益电影放映活动的开展。

中华志愿者协会副会长袁媛为美

丽家乡·科普环保公益电影万里行活动

七年来始终致力于公益事业的主办单

位、承办单位人员颁发志愿者证书，何

丕洁、边旭光、焦宏奋、闫世东、张长宏

等上台领取证书。

活动最后，何丕洁宣布第八届美丽

家乡·科普环保公益电影万里行活动正

式启动。

据介绍，美丽家乡·科普环保公益

电影万里行活动自 2013 年开创以来，

已经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重庆市

武隆县、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河北省

承德市兴隆县、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

山东省新泰市、北京市门头沟区等地成

功举办了七届，是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

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生态环境部宣教

中心等联袂发起和打造的大型公益惠

农品牌活动。

李建军表示，美丽家乡·科普环保

公益电影万里行活动旨在普及农村科

普知识，提高农民环保意识，丰富农村

文化生活，推动农村科技、文化、社会事

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八年来，由电

影搭建平台，汇集了各部委的惠农、助

农政策，比单一的电影走进农村更具有

价值，不仅丰富了农村观众的文化生

活，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建军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

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让我们对

“万里行”活动更加充满信心。生态环

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在学习总书

记回信精神的同时，我们也要做好电影

下乡的相关工作，让农民的文化生活更

加丰富多彩。 （李霆钧）

本报讯 9月25日，中共苏州市委宣

传部主办的“喜迎国庆——9.9 元苏州

惠民观影活动”正式启动。此次活动推

出 15万张通兑电影票，市民实付 9.9元

即可获得一张2D或3D电影票，在大市

范围内 160 家影院使用。活动受到了

市民们的热烈欢迎，3小时便全部售罄，

“苏州发布”公众号相关推文阅读量超

10万，为即将到来的国庆档营造了浓厚

的观影氛围。

据悉，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后，苏州举

办的第二次惠民观影活动。在影院复业

初期，苏州就及时推出15万张通兑电影

票，有效加速了苏州电影市场回暖，刺激

消费回补，推动影院的复工复业。（影子）

本报讯 日前，以“科创科普、两翼

齐飞，创新智慧、全民释放”为主题的首

届中国（南充）科普微电影大赛落幕。

期间，四川南充市电影微电影协会举办

了“后疫情时代下影视与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研讨会”。

知名文化学者，文化和旅游部正局

级领导徐世丕，资深华人编剧、导演、监

制、制片人曾皓文，中央电视台《大风

车》栏目组总导演刘丽娜，中央新影国

际传媒董事长总编辑、大型纪录片《嘉

陵江》总导演杨书华，约旦国际电影节

常任评委、金鸡百花电影节国外影展影

片推荐人、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短片选

片人何钦等作为论坛嘉宾，分别从专家

的角度为后疫情时代下影视和文旅产

业如何有机的结合献计献策。南充市

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杨明、南充市文化

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四级调研员邓明荣、

中共阆中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玭

等共计120余名嘉宾参加论坛。

论坛上发言嘉宾指出，受疫情影

响，影视行业与文旅产业受到重创。在

后疫情时代重整旗鼓，乃至乘风破浪，

要抓住 5G 时代带来的新思路和新机

遇，在疫情寒冬中抱团取暖，共同克服

最艰难的阶段，迎接行业复苏与回暖时

刻。

论坛结束后，南充市电影微电影协

会还举办了全国微电影协会会长会议，

演员韩三明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会议。

会议推选南充市电影微电影协会会长

何朝礼担任中国微电影会长联盟轮值

主席。会议由中国微电影会长联盟常

务副主席、辽宁省微电影协会主席张奉

宝主持。 （影子）

“决胜小康·奋斗有我”
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浙江启动

（上接第1版）

专家共话“后疫情时代”影视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喜迎国庆——9.9元苏州惠民观影活动”启动

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

部统计，截至9月25日，数字电影交

易服务平台可供订购影片4196部，

其中 2019 年以来出品的影片 256
部。上周（9月19日至9月25日）平

台新增了《罗非是条鱼》、《金凤湾的

笑声》（戏曲豫剧）、《十三猎杀》、《从

民工到明星》等14部影片。

上周 30 个省区市的 193 条农

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1681部，总计

61万余场。15条院线订购超百部，

其中宁波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270部）和合肥市金穗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110部）

表现突出，订购“多次少量”，平均

每部影片订购十场左右；15条院线

订购超万场，山东新农村院线订购

超40000场。北京奔小康数字电影

院线回传放映卡次数相对较多，超

500 次；山东新农村院线回传放映

场次相对较多，达23000余场。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浙江

“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

口”的新定位，不断丰富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9月23日，由中央宣

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浙江

省委宣传部、浙江省电影局联合举

办的“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公益电

影主题放映活动在杭州市淳安县

枫树岭镇下姜村启动。启动仪式

现场放映了展现新时代新农村建

设题材的影片《春天的马拉松》。

活动启动仪式由CCTV17在央

视频、微博、抖音、头条、视界千岛

湖等新媒体同步进行直播，全网累

计近 30 万人在线观看。同时央视

新闻中心从全国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情况、浙江省公益电影放映情

况、放映员的工作等角度，制作成

《浙江 农村电影放映队 光影点亮

乡村夜》和《万场电影进千村 公益

电 影 主 题 放 映 启 动》节 目 ，在

CCTV13频道的《新闻直播间》栏目

进行了专题报道。

本次主题放映活动期间浙江

省将组织 1700余支放映队，9月至

12 月集中在全省 1000 多个村（社

区）开展“万场电影进千村百天放

映活动”，放映《我和我的祖国》、

《樵夫廖俊波》、《中国机长》等 100
多部国产优秀影片。

为进一步满足全国观众感受

军民风采、时代风貌，电影数字节

目管理中心在国庆节期间组织全

国农村电影院线开展“学时代法典

庆盛世华章”万场农村电影公益电

影放映活动，活动期间将放映《此

时此刻·2019大阅兵》，并通过公益

电影放映宣传民法典。截至上周，

《此时此刻·2019大阅兵》共有87条

院线订购累计 30000 余场，近百条

农村院线选择了超过 17 万场民法

典宣传片，计划在正式影片放映前

宣传。四川广安、广西贺州等地第

一时间响应号召，举办了“学时代

法典 庆盛世华章”放映活动。

9 月中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正式启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全市 60 多个电影放映小分队深入

到 1260 个行政村开展优秀电影惠

民、为民、乐民展映。齐齐哈尔超

凡院线为配合“庆祝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胜利75周年”、“纪念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和“决战

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等主题

活动，选择了《红海行动》、《中国机

长》、《脱贫路上好支书》等一批优

秀影片，要求全体农村电影工作者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做好宣

传放映工作。截止到 9月 25日，齐

齐哈尔超凡院线订购影片20000余

场，将于 12 月 15 日前完成 2020 年

度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计划。

9月 20日晚，江西省农村放映

单位同时放映了经典爱情电影《庐

山恋》。今年是电影《庐山恋》首映

四十周年，在江西省委宣传部、江

西省电影局的部署安排下，全省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单位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了“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

爱情主题电影流动放映活动。活

动精选《庐山恋》、《阿诗玛》、《云水

谣》、《无问西东》等 20部爱情主题

电影，并在放映前播放了庐山国际

爱情电影周的宣传片，为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营造浓厚观影氛围。

此外，上周四川省、内蒙古自

治区、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

省区市的院线均开展了各类丰富

多彩的公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

部每周推出《农村电影市场周点

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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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影市场周点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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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斌）

焦宏奋（右）代表中影集团赠送放映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