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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北京市广播电视

局主办，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

会、众观科技承办，首制协产业发展促

进委员会、凡影咨询联合协办的第 28
届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影视金融发展

论坛”在京举行。

一直以来，影视行业对资本的态度

都微妙而复杂。行业的发展离不开资

本的大力扶持，但是纵观影视行业资本

来源的发展历程，民间资本、海外资本、

地产资本、互联网资本等陆续出现，虽

然给行业提供了很多探索的机会，也给

行业带来了诸多问题。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王鹏举在致辞中表示：“我们

需要资本，但资本要按照影视的节奏

走，而不是行业跟着资本的节奏起舞，

这就是我们要探索的健康、良性的资本

与影视行业结合之路。”

“中国影视行业正处在最好的时

候。”众观科技CEO兼凡影咨询创始人

王义之直言，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提

出，影视行业正面临着一轮新的发展契

机，资本的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他分析称纵观中国影视投融资发展变

化历程，以央企、国企、地方政府主导的

产业资本将会成为本轮影视行业最核

心的资金来源。

他分析提出了产业资本的三大特

点：第一是更偏长期，注重地方发展。

“产业资本不纠结一城一池的得失，而

是追求长期效益和整体地方经济的盘

活”。第二是更专业，更注重风控体

系。“这轮产业资本是基于5G技术和互

联网技术的大环境下，对科技金融的要

求更高”。第三是专注整个产业链的建

设。“因为以上两个特点，产业资本的入

场将对产业链起到重塑的作用，并且更

有利于影视行业实现工业化。”

文投控股常务副总经理兼文投剧

制董事长蔡敏也表示，在震荡期之后，

作为有政府背景的文投，今年不仅要加

大投资力度，更要主控主投。这代表了

更专业的产业资本，真正走入影视行

业，更多的参与到行业发展中来。

正因为产业资本的入场，影视和金

融行业的融合和风控管理，就成了行业

重点关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论坛上，

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从自身的经验和业

务出发，分享了在各自领域中遇到的问

题和对“影金融合”的实践。

文投控股的蔡敏则分享了文投控

股在投资和评估项目过程中对风险管控

的方法——“看清路、找对人、挑好本、用

准钱”。他指出：“我们目前的市场投资

趋于理智，相关的资源匹配度比较精准，

需要一系列衡量项目的标准体系。”

王义之则表示，对于影视金融中两

大关键点“项目”和“钱”，行业已经实现

了“风险评估”和“资金管理”的标准化

服务体系。

他以凡影和众观为例，“我们现在

已经形成了 3大评估维度、5类评分项

目和96项数据指标来为影视项目提供

早期的投资风险评估意见，帮助投资方

规避项目风险。同时，在资金管理方

面，我们的剧组管理工具‘创意管家’，

实现了智能结算、智能财税监管等功

能，保证项目资金支出实时监控。目前

这两项服务已经通过市场多方的检验

和认可，正逐渐成为影视行业管理中不

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但同时他也坦言，虽然在关键点的

标准化服务已经建成，但是如何把两者

打通使其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还需要整

个行业来探索和实践。

在针对影视和金融衔接和融合的

探讨上，嘉宾们更是集思广益。耀客传

媒的孙昊认为，投项目某种程度上就是

投人，“这个行业人是关键因素，如何在

人的价值和金融体系之间建立起某种

连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青崧影业兼凡影咨询合伙人的叶

宁则另辟蹊径，从内容和产品的维度来

看待影视和金融的融合，“内容类型化

就代表着容易形成判断标准，就可以通

过数据进行衡量和判断，从而和高度依

赖数据的金融体系更有效的结合”。他

透露，正是为了推动产业资本和行业更

好的连接，他才选择加入凡影兼任合伙

人，共同深入到行业服务中去寻找解决

方案。“当下中国影视行业的市场非常

好，我们可以施展的空间很大。”

王义之也表示，众观科技其实已经

在打通影视行业和金融行业的融合做

了很多工作，帮助行业解决财税管理的

问题，同时帮助金融行业更好的进行投

资决策。“随着更多产业资本的入场，对

数字化、透明化的诉求更迫切，也为我

们创造了更好的机会。我们正在和横

店、上海松江、北文投等基地和机构深

度合作，共同打造影视金融服务平

台。” （影子）

本报讯 5月6日，北京市“5·6民族

团结日”主题活动暨北京市民族团结进

步促进中心（北京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促进中

心”）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大会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为主题。国家民委副主任赵勇，北京市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梅君，北京市副

市长王红等参加。会上，王红宣读北京

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并宣布促进

中心成立。

据悉，促进中心是在北京市民族宗

教委的领导下，由原北京市民族文化交

流中心等四家委属事业单位合并组建

而成。作为围绕促进中心全新职能定

位开展的两大项目——“跟我学国家通

用语言微课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系

列微型情景剧《百花深处》巡演在大会

上宣布启动，它们是促进中心将乘势而

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的生动实践。

会上，与会人员通过观看推广视频

《同语同心 共圆中国梦》，对“跟我学国

家通用语言微课堂”系列推广普及公益

视频有了更加详实的了解：该项目是经

北京市民族宗教委批准，中国民族语文

翻译局提供专业支持，由北京市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和北京市

民族教育培训学校联合出品。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系列微型情景

剧《百花深处》以现场展演的形式，拉开

了巡演首站走进东城的序幕，同时也标

志着东城区“民族团结宣传月”系列活

动正式启动。该剧由北京市民族团结

进步促进中心策划推出，取材于真实故

事案例，经艺术提炼，生动再现了各族

群众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

居、结得成美满姻缘。后续计划以“进

社区”、“进乡村”、“进机关”等“九进”线

下巡演，结合在各线上平台播放的形式

进行宣传展示。

此外，由促进中心主办的“石榴花

开美京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北京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展、

“纪念建党百年民族电影回顾图文展”

也于当天正式开展。“石榴花开美京

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北京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展采用历史长

轴画卷的形式，回顾了建党百年来围绕

北京发生的重大历史节点，以及民族工

作的发展脉络，引导首都各族党员干部

群众增强“绝对忠诚、紧跟党走”的坚定

信念。“纪念建党百年民族电影回顾图

文展”则图文并茂地呈现了建党百年来

民族电影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出的突

出贡献。

促进中心负责人表示，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促进中心将继续坚持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深化中

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的研究，助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

广，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

深度交融为己任，细致扎实推进首都民

族团结工作，努力打造成为首都民族团

结进步工作的新典范。 （林琳）

本报讯“有阳光的地方，就有我

们的笑脸。”4 月 29 日，以爱和阳光

为主题的儿童公益电影《向日葵中

队》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正式开

机。

该片邀请陈应歧、陈聚之执导，

根据作家刷刷同名小说改编，由陈应

歧、薛梅、杨晓蒙担任编剧，著名演员

侯勇、赵子琪、郭广平、蔡伟、曹俊、魏

小欢、肖明、高菲、何达携优秀小演员

杨锦辰、田雨琳、李紫溪、曹益乐、贾

梓洺等加盟出演。影片聚焦新时代

少年儿童的生活和成长，表现孩子们

面对“来自星星的孩子”时那种从不

解、困惑到包容、接纳的心境，以及老

师、身边人的倾情关爱和无私奉献，

让观众在光影中感受丰富深刻的生

命内涵，引导孩子们用爱去拥抱世

界，真正领悟成长真谛。是一部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青少年健

康心理的影片。

该片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

苏省文明办指导，由中共南通市委宣

传部、南通市文明办、中共南通市通

州区委宣传部摄制，由南通君悦文化

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童声里的中国”

少儿艺术创研活动基地、江苏省电影

家协会出品。影片从策划到开机历

时五年，剧本八易其稿，体现出主创

团队和各方制作单位的浓浓情怀和

社会担当。

开机仪式上，陈应歧带领主创人

员与观众见面，南通籍著名导演江

平，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原院长、

教授、江苏省少年儿童文化艺术促进

会会长钱态，江苏省电影家协会常务

副主席郭晓伟，江苏省电影家协会副

秘书长严阵，影片编剧薛梅、杨晓蒙，

原著作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刷刷等

应邀参加。

活动现场，嘉宾和演员们每人手

持一束金灿灿的向日葵，徜徉在温

暖、阳光的氛围里，刷刷老师向演员

代表赠送了《向日葵中队》原著图书，

帮助孩子们更好理解影片中人物的

善良性格与准确形象。

据悉，《向日葵中队》将在南通市

通州区南山湖小学、通州区实验小

学、南通洲际绿博园、南通鲜花小镇

等地进行近一个月的集中拍摄，拟于

今年底正式上映。

（影子）

本报讯 4月27日，由中国文联电

影艺术中心主办，中国电影基金会钟

惦棐电影评论发展专项基金、吴天明

青年电影基金等联合承办，聚影汇

（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承办的《阳

光劫匪》超前观影暨专家研讨交流会

在京举行。影片编剧、监制、制片人

方励与现场各位专家围绕影片的类

型探索创新，情感主题表达、女性议

题、喜剧元素等方面展开激烈讨论。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

书记、秘书长闫少非与来自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

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学术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对影片

进行了研讨和交流。中国电影基金

会理事长张丕民、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会长饶曙光等远程发来祝福。

据方励透露，《阳光劫匪》在创作

时非常自由，没有套用任何现有的类

型标签，而是从创作者的角度，去思

考在故事情节和感情方面与观众的

分享互动，所以在最终的呈现效果上

充满了想象力。结合影片本身的创

作经历和对好莱坞类型化电影的思

考，方励提出，是否能够在现有类型

框架下，鼓励年轻人自由创作，探索

开辟出具有中国文化特点和类型特

点的新类型，丰富电影的供给。

闫少非从电影创作和发展的角

度，对影片的创新性探索给予了高度

的肯定，“如果在作者和作品上没有

创新，就很难支撑起电影强国的建

设。像《阳光劫匪》这样不囿于现有

类型片框架，努力追求创新，是中国

电影真正繁荣，长远发展的重要基

础”。中国电影评论学会荣誉会长章

柏青表示，影片在犯罪喜剧的主基调

上，加入了更多童话和情感方面的内

容，赋予很多新的特质。

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胡建

礼看来，影片打破了类型片和文艺

片的边界和惯有经验，大胆融入了

更多类型片的表现形式，带给观众

持续的多重冲击。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艺术研究

所所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丁

亚平盛赞“影片主题重大、拍摄认真、

演员表演真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

影视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秘书长赵卫防看来，本片讲述

的是女性故事，突出的是女性情感的

表达。影评人谭飞也认为李玉导演

这次尝试比较吻合这两年女性主义

思潮，体现了现代女性的独立与性别

崛起，这也是本片潜在的热点话题之

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一

川直指片尾曲《别把我丢了》最让人

印象深刻，认为它准确地表达了影片

的核心议题：对社会情感的需求，对

爱与自由的追求与渴望。北京大学

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陈旭光认为，影片最大的亮点

和贡献在于设置了一个假定性的、寓

言化的结构，在情节上充满了丰富的

想象，但又不脱离现实，人物情感充

满真实性，突出强调的是人皆有情，

从而实现了现实性与假定性的结合。

部分专家还对影片的后续宣发

策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中国文

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智勤

看来，《阳光劫匪》将奇幻冒险元素嫁

接到现代都市，用喜剧幽默的形式，

实现了义气与匪气的交织、阳光与忧

虑的交替、正派与反派的交锋、喜剧

与悲剧的交融，是一部非常好看、魔

幻又现实的童话故事及情感喜剧。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认为

影片既带有明显的导演作者印记，又

融合了多重元素，其背后是导演和制

片人开拓样式、试水市场的勇敢探

索，更是对电影的深切情怀，这本身

就值得赞同与肯定，而影片多重元素

的融合，也为接下来的市场表现提供

了无限的可能。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理

论研究处处长王纯表示：“影片最独

特的是老虎的形象，以爱宠的视角，

作为影片宣发的主基调之一，我觉得

有机会实现圈层的突破、情感的释

放。”中国电影基金会电影投融资发

展专项基金主任、聚影汇创始人朱玉

卿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为影片提炼

出了“情感喜剧”的准确定位，他还建

议结合当下的东北虎事件和女性议

题，借势事件营销，让影片走向更多

的观众。 （姬政鹏）

“影视金融发展论坛”在京举行

北京市“5·6民族团结日”主题活动启动
北京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中心成立大会举行

儿童公益电影《向日葵中队》
在江苏南通开机

电影《阳光劫匪》
观影暨专家研讨会北京举行

本报讯 5月4日，由人民日报社新媒

体中心、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青

春之歌·五四歌会》在北京音乐产业园燃

情开唱。三小时不间断的青春旋律，也透

过包括人民日报新媒体、电影频道融媒

体中心矩阵在内的全网平台全程直播。

歌会现场由电影频道主持人蓝羽、

郭玮、金泽、巧筠联合主持。伴着《我们

都是追梦人》的旋律，他们与“青春音乐

人”常石磊、丁爽、李琪、刘胡轶、王矜

霖、徐乐同、宇儿、周品、邓伊伦、曹洋、

何佳乐一并出场，以“拉歌”比拼互动方

式燃动全场昂扬的青春氛围。

带着不同样貌的青春解读，歌唱家

邓玉华，武汉民谣创作人冯翔，青年钢琴

演奏家吴牧野，青年歌手白举纲、李昕

融、刘宇宁、梦然、朱主爱，青年演员曹

骏、陈都灵、丁冠森、冯聪、胡先煦、蒋梦

婕、蓝盈莹、李易峰、邱天、王嘉、王源、叶

青、曾梦雪、张海宇，携手丁真等超过

2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线上

线下接力发出青春之声，唱颂时代风貌。

永恒的青春进前而勿顾后

黑暗而向光明

105年前，27岁的李大钊以《青春》

为题写下近万字长文，为近代中国青年

之理想吹响冲锋号角。三年后的 1919
年，五四运动中慷慨激昂的爱国青年所

秉持的，也正是李大钊先生“进前而勿

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

为人类造幸福”的青春宣言。

跨越百年，青春不朽。以致敬之名

的《青春之歌·五四歌会》，其主视觉中

“青春之歌”四字均取自李大钊先生手

札原稿。歌会之上，李大钊教唱孩子的

第一支歌《国际歌》也被嘹亮唱响。“这

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革命

先辈的力量，透过当代青年的创新演绎

被始终铭记并传扬。

带着不老的声音，79 岁的歌唱家

邓玉华再度唱起电影《闪闪的红星》插

曲《映山红》，歌词中企盼的“天明”与

“春风”，也早已成为新时代的“标配”。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别好看的映山

红。”望着场下的青年后辈，她满怀欣喜

与祝福，“经过你们的奋斗，我们的祖国

和生活都会建设得更加美好。”

滚烫的青春未来中国蓝图

由我们绘制

“滚烫的青春，骄傲的我们。”青年

演员王源的清唱词句，侧面展示出这批

时代之子的拳拳之心。作为广受喜爱

的青年榜样，他通过连线传递感恩，“很

幸运可以生活在这个让我们自由发展

的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创造属于自己

的未来。”

不同的青春，各异的色彩，正合力为

时代勾勒出灿烂光泽。前不久令全球瞩

目的三星堆“上新”发现，其背后便有着一

众“90后”青年考古人的坚实付出。不

过，在歌会连线镜头里对于文物发现侃

侃而谈的他们，却选择用一首《平凡之路》

定义青春的样貌。“我们其实更想以平凡

扎实的心态，来从事文博工作。”

作为四川人，青年演员李易峰对这

群在家乡默默耕耘的年轻人感佩不已，

连赞“雄起”。“当我们正在享受高科技的

同时，有这么一批人用着毛刷、铲子揭开

历史的面纱，他们就是三星堆考古人，一

代又一代的考古人薪火相传，从来没有

停止过对三星堆的探索。”

（猫叔）

《青春之歌·五四歌会》在京“开唱”

影视金融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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