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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电影服务先进集体”
专栏

据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编辑部

统计，截至12月18日，电影数字交易平

台可供订购影片约 4300 部，其中 2019
年以来出品的影片近 340部。上周（12
月12日至12月18日）新增7部影片，全

部为故事片。

上周共有24个省区市的85条农村

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745部，总计 7万余

场。广州广阔天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表现突出，订购影片部数和场

次均为第一。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公司在回传放映卡次数和回传

放映场次方面周度表现最佳。

广东省启动“决胜小康奋斗有我”

主题放映活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12 月 16
日，由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

中心、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电

影局、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等单位

共同举办的“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公

益电影主题放映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

省韶关市新丰县马头镇大陂村隆重举

行。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和广东省

委宣传部共同精选了《南哥》、《焦裕

禄》、《十八洞村》、《放映路上》、《第一

书记》等一系列优秀国产影片，在广东

省广大农村地区、社区广场开展公益

电影放映，计划放映 75000 多场，满足

人民群众对优秀影片和美好生活的新

期待。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到

2021年 6月。

截至目前，2020 年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先后在福建、山东、浙江、广

东等地区以“决胜小康 奋斗有我”为

主题，举办了基调昂扬、各具特色的主

题放映活动，有效提升了农村电影文

化服务质量。

此外，近期四川省多地也组织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放映活动。会东县充

分发挥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在脱贫攻坚

中“扶贫、扶志、扶智”的独特作用，在

全县 19 个乡镇（街道）的 37 个贫困村

认真开展“助力脱贫攻坚”优秀国产电

影主题放映活动。雅安市金熊猫院线

在全市各类学校开展“看爱国影片，迎

建党百年”主题观影活动，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肯定。阿

坝州茂县开展送文化、送科技、送法律

下乡活动，同时鼓励支持公益放映向

社区、中小学校、厂矿、农民工居住区

延伸拓展。

《夺冠》、《第一次的离别》

登陆农村电影市场

临近年底，佳片不断。上周又有 2
部重量级影片登陆农村电影市场，分

别为城市票房过亿影片《夺冠》和《第

一次的离别》，其中《第一次的离别》入

选了教育部《第 39 批向全国中小学生

推荐优秀影片片目》。

《夺冠》以中国女排传奇人物郎平

为主线，再现了中国女排从 20 世纪 80
年代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到 2016年里约

奥运会夺冠期间，几代女排人不同阶

段的状态与精神风貌。该片日前包揽

了第 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

等多个奖项，在城市影院上映时收获

了约 8.3亿票房，这次登陆农村电影市

场将为公益电影冬季放映掀起一股观

影热潮。

《第一次的离别》以新疆男孩艾萨

的生活为线索，讲述了他和青梅竹马

的好朋友凯丽之间的童年故事，以及

他对母亲的感情。该片由新疆本土导

演拍摄，影片呈现更加真实、接地气，

展现了原汁原味的新疆图景，大大地

提升了新疆的美誉度。

故事片订购方面，部分院线开始

为元旦假期放映储备片源，《叶问 4：完
结篇》、《天火》、《诛仙Ⅰ》等一批城市

票房过亿影片关注度有所上升。科教

片方面，《勿让小摩托引发大事故》、

《儿童步行交通安全》等交通安全题材

的影片上周订购排名较为靠前。此

外，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将组织专

家从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中精选百

余部党史类题材影片进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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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雪莹）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

东南部。全州总面积 3.03万平方公里，

辖16个市县和10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总

人口460余万，有苗、侗、汉等33个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81.87%，

其中苗族人口187.12万人，占42.09%，侗

族人口 l41.63万人，占31.86%，是全国苗

族侗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全国少

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州。

黔东南州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

公司2009年成立，管理和运营全州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工作，同时提供业务培

训、技术指导和设备维护等服务；全州

共有135套数字流动放映设备，共有102
个放映队，由当地党委宣传部管理。

2014-2015年院线公司利用折旧费对所

有设备进行了更新。根据一村一月放

映一场电影的要求，黔东南州 16 个县

（市）2192 个行政村，每年放映任务

26304场。

公益电影方面取得的成效

宣传党政方针强阵地，架起文化惠

民连心桥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是党和国

家实施文化惠民系列工程之一，每年观

影人次达280余万。黔东南州的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队伍将讴歌新时代、宣传新

政策的优秀电影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心

落实国家惠民政策、用力守牢农村宣传

阵地、用情架起文化惠民连心桥。特别

是在助力农村意识形态安全方面起到

积极促进作用，更好的助力农村基层党

建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

题材丰富的放映模式，提升农村群

众获得感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价值关键在

于农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基本文

化权益得到保障。在实施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中，针对农村观众的观影需求，

对影片题材精心筛选用心搭配，让广大

群众足不出村即可在家门口享受到题

材丰富的观影盛宴，切实提升幸福感与

获得感。根据黔东南州农村电影放映

影片统计，战争片、农村喜剧片、适应本

地需求的科教片比较受农村欢迎，农村

群众最喜欢看的是适合当地少数民族

的民族语影片。

激活农村发展新思路，增添脱贫攻

坚新动力

黔东南州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文

化比较落后，贫困群众脱贫攻坚的内生

动力不足、脱贫的思路单一固化、农村产

业发展缺乏科学规划，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将《十八洞村》、

《天渠》、《三变山变》、《最后一公里》等一

批精准脱贫的优秀影片送到贫困群众的

心上，引起贫困群众饱受贫困疾苦的共

鸣、振奋众志成城战胜贫困的斗志、激发

摆脱贫困改变命运的渴望、送去脱贫致

富新思路新希望，是黔东南州农村文化

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

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注入新的

动力。

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具体事项和做法及成效

在国家全面实施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工程的背景下，贵州省黔东南州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除做好管理和

运营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程的公共文

化服务外，还参与到县级数字影院建设

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后期维护工作中。

保2131工程政治底线，把准惠民

政策正确导向

为更好将国家的惠民政策落地落

实，黔东南州坚守 2131工程政治底线，

把准惠民政策正确的政治导向，根据国

家出台的相关文件精神，结合黔东南州

实际，经州人民政府同意，配合州财政

局、州文广新局制定并印发了《黔东南

州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程实施管理办

法》。对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程的总体

要求及目标任务、创建新型电影发行放

映运营机制、建立健全放映队伍及培训

机制、建立完善政府资助设备管护运行

机制、运用市场机制引导配置数字电影

放映设备、严格公益场次补贴的使用管

理、加强对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监督管

理等作出明确要求，坚持社会效益第一

的原则，按照“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

府购买、群众受惠”的思路，深化农村电

影改革，探索建立统一供片、统一管理

多种放映主体的新模式，从根本上解决

黔东南州广大农民群众看电影难的问

题，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2018年经州文广新局批准，在全州16个

县（市）农村移民新区建设 54个农村室

外标准固定放映点，一座农村室内简易

固定放映点和一家农村室内固定数字

影院（公益）。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农村

文化,培育农村电影二级市场，不断满足

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

供了基础。

保2131工程民生底线，践行文化

服务惠民宗旨

民生工程最重要的就是要赢得民

心，赢得民心最关键的就是要惠及民

生。黔东南州在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原则保2131工程民生底线。十年来，黔

东南州农村数字院线有限公司在保质

保量完成2131工程的前提下，以服务群

众为目的，保障安全播出为宗旨，增强

农村院线公司的生存空间，主动参与到

全州其他的公共文化服务中，自2015年

12月开始，全州14个县数字影院如期建

成开始运营，实现县级城市数字影院全

覆盖，有效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

建，文化产业发展，切实将文化惠民服

务落到实处。

保2131工程发展底线，传承创新

提升文化自信

助力社会经济发展带动创业就业

是文化惠民工程得以有效落实的重要

体现，借助 2131工程的有力平台，黔东

南州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新路

径，坚守为民发展助力传承带动就业的

底线，走出一条黔东南的特色文化服务

路，深受苗乡侗寨乡亲的好评。全州每

年放映苗、侗语译制影片 6000余场，如

译制中心完成的《建国大业》、《建党伟

业》、《十八洞村》、《厉害了！我的国》等

优秀的苗、侗语译制影片，为保障少数

民族群众的基本文化权利，增强少数民

族文化传承发展的自信心，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兴盛提供了坚强保障。

公共文化服务要符合新时代新要

求，要立足群众的文化需求，要丰富文

化体制、文化内容、文化形式的供给。

在 2131 工程的有力探索实践及取得一

定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做好基层群众文

化的服务工作。

坚定政治立场，争取各级党委政府

的有力支持

始终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重要的

政治任务全力推进，做好民生工程、办

好民生实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政治立

场，把准政治方向，积极争取各级党委

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与支

持，建强农村基层战斗堡垒，守好农村

意识形态舆论宣传阵地。

完善体制机制，建强工程推动落实

的组织保障

建立健全更加科学完善的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明确具体职能职

责，细化各项作战方案。在推动落实具

体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中严格依

法依规推进，认真按制度办事，既要做

到科学谋划、靠前指挥，又要做到统筹

得当、及时总结，形成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强有力组织保障。

提升队伍素质，打造公共文化服务

的精兵强将

在保障公共文化服务队伍技术全面

过硬的同时，更加注重队伍综合素质的

全面提升，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员“一岗

多能”方面不断探索实践，将零散的文化

服务队伍进行壮大，建设一支服务方式

灵活多样、服务内容聚焦需求、服务范围

逐步扩大，在不断提高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员收入的同时也提升他们的个人价

值，从而更好的为群众提供“专业化”、

“特色化”、“人文化”、“精准化”、“高效

化”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打造公共文

化服务精兵强将，完善队伍考核机制，用

好激励机制，严格奖惩制度，增强公共文

化服务工作者的获得感与归属感，激发

他们为民服务和爱岗敬业的干劲。

积极探索创新，激活农村公共文化

服务新动能

在实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中，

注重文化输入与输出的思考。在文化共

享和乡村发展有机融合高效链接上积极

探索创新。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模式上

由流动转固定，在放映场所上由室外逐

步转入室内，试探性建设电影公益+乡镇

数字影院，以公益带动商业来培育农村

电影二级市场，消除原来“土坝子”露天

电影放映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升观影体

验的舒适度，建立农村室内观影场所，不

断激活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新动能。

勇担社会责任，树立公共文化服务

的民生品牌

以品牌战略理念实施好每一项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以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贯彻落实好惠民政策，以为民服务

无小事的工作态度当好公共文化服务

的参与者、实践者、见证者，用心用情用

力赢得群众满意的点赞、真干实干勤干

实现群众美好的期盼，树立公共文化服

务的民生品牌。

（作者单位：贵州省黔东南州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保2131工程底线
谱文化服务项目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