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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15 日，由中国电影基金

会主办，中国电影基金会电影投融资发

展专项基金、融创文化集团、青岛海发文

化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和聚影汇（北京）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共同承办，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提供学术指导的东方影都电

影创投会在京启动。

据悉，本次电影创投会是 2021青岛

影视博览会市场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电影基金会副理事长姜涛、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与中共青岛市委

宣传部、青岛西海岸新区影视产业发展

中心等部门有关代表以及部分电影编

剧、导演、制片人、影视企业、投资企业代

表共参加发布会。

姜涛在致辞中表示，我国正从电影

大国迈向电影强国，急需一批既懂创作

和制作，又懂观众和市场的新一代电影

创作者和操盘手。东方影都电影创投会

旨在打造国内乃至国际知名的影视项目

创投平台、人才孵化平台和资本汇聚平

台，发掘更多优秀电影创投项目，推举更

多新人新作，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发展储

备新生力量，助推中国影视强国的发展。

青岛西海岸新区影视产业发展中

心主任密德生也表示，东方影都电影

创投会将依托优异的区位条件、领先

的硬件设施、贴心的优惠政策、良好的

营商环境和广阔的市场前景，进一步

提升青岛影视博览会的专业性、权威

性，进一步彰显东方影都作为世界级

影视工业化产业基地和山东省“1+N”

影视基地布局核心园区的优势地位。

据东方影都融创影视产业园总裁孙

恒勤介绍，该产业园以内景拍摄、后期制

作为主，拥有 40 个国际标准摄影棚，32
个置景车间，更有占地 1500 亩、总投资

50亿元的藏马山影视外景地与之配套互

补。截至目前，已集聚影视产业企业近

600家，项目总投资超过 3000亿元，接拍

《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刺杀小

说家》、《封神》三部曲等头部影视作品

200余部。

据青岛西海岸新区影视产业发展中

心副主任赵芳介绍，青岛从鼓励优秀项

目生产、支持影视企业入驻、吸引影视人

才落户等三个层面予以政策优惠，西海

岸新区给予项目补贴、办公用地支持、人

才引进扶持等多项支持。截至目前，已

连续为影视企业和剧组兑现补贴资金超

过1.3亿元人民币。

发布会现场，主办方公布了由中国

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导演丁晟、路阳、曹

保平，华夏电影第一副总经理黄群飞，聚

合影联总裁讲武生等组成的评审主席团

阵容，为优秀电影创投项目保驾护航。

据介绍，本次东方影都电影创投会

将面向全国征集优秀电影创投项目，并

优选出 50 强在青岛东方影都全程参加

“制片工坊”，由专家评审团给予全面指

导，对电影项目进行全面提升，最终产生

优秀创投项目20强参加青岛影视博览会

期间举行的路演推介大会，前五强将获

颁优秀创投项目奖，同时还将获得由青

岛当地提供的各种奖励和扶持。

本次创投会报名时间为2021年7月

15日起至8月5日结束，8月20日前将公

布入围 50强名单，凡具有影院上映或互

联网渠道播映潜质的故事影片项目，均

可登录青岛影视博览会官方网站按要求

提交报名材料，参与创投评选。（姬政鹏）

本报讯从3月起，四川宜宾多个区县

相继启动庆建党百年看红色电影学党史

主题展映活动，观众人数比往年成倍增

加。“公益电影+流动书屋”、“看红色电影、

读党史读本”已成为宜宾市庆祝建党百年

暨党史学习教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紧跟形势，

红色电影展映活动启动迅速

兴文县、屏山县把农村公益电影作为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工程，

把电影作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主食。

党史学习教育刚启动，兴文县委宣传

部、县文广旅局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立即作

出响应，专题研究规划，3月初，在全市率先

启动“千场电影下基层初心如磐跟党走”主

题展映活动。屏山县抓主题展映活动启动

早，县委宣传部把农村公益电影作为抓农村

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及时启动面向基层、

面向群众、面向农村的“看电影学党史‘百千

万’文化工程庆建党百年”主题展映。

两地宣传部为“红色电影轻骑兵”放

映队伍配置了主题标语横幅、刀旗、马甲

背心、帽子等宣传物品。同时，兴文、屏

山两县还分别增加面向县城乡镇街道社

区群众放映120场和190场。

创新形式，

“流动书屋”为公益电影增容

高县宣传部从4月底启动“百年党史

悟初心红色电影进基层”主题展映活动，把

“流动农家书屋”与“一村一月一场电影”工

程相结合，通过放映红色电影、提供党史读

本、宣讲党史故事等形式，打通了毛细血

管，将党史知识输送到每一个细胞，解决了

学习党史的“最后一米”问题，使党史学习

教育做到最广泛、最深入、最常态。

自去年试点以来，“流动农家书屋”

工程已在全市展开，映三江院线已为全

市百多支放映队伍配备折叠书架，推动

公益电影不断优化升级。

资源整合，

公益电影融入公共文化服务

7月 6日晚，江安县在县城文化市集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红色电影‘七进’

活动”，不少市民闻讯前来，红色电影《建

党伟业》让观众重温那段峥嵘岁月。县

委宣传部规划每周二晚上放映让“红色

电影周周看”成为党史学习教育常态，为

江安县文化市集多项活动开展和品牌工

程打造注入更多元素。

江安县通过流动电影“七进”深入农

村、社区、机关、学校、企业、军营和福利

机构，教育引导群众知党史、感党恩、跟

党走，营造共庆百年华诞、共创历史伟业

的浓厚氛围，激励群众满怀信心迈进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组织引领，

推进看电影学党史走深走实

“党史学习教育的总体要求是：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现场音箱传来悦耳的女声，这是市县两

级人大代表、市优秀巾帼志愿者、放映员

练仕菊于 6 月 5 日在硐底镇三合村村委

会院坝给大家宣讲《宜宾市党史学习教

育应知应会读本》。

长宁县在宜宾市率先以县委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制发“观看

电影学党史 服务群众办实事”活动文件，

制定实施方案，提出活动要求，明确责任

主体，规划阶段主题。要求全县各乡镇

依托每村每月一场公益电影放映开展观

影活动，每场观影活动不少于在家党员

人数的四分之三；组织党员谈观后感；学

史践行办实事；活动信息每月不低于 2
条。通过组织引领，有效推动“看电影学

党史”活动在全县的深入开展。

学史践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见实效

南溪区文广旅局从 4月下旬启动面

向城区街道社区群众的“党史学习教育

红色电影展映”活动，以此作为“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重要举措。

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了“宜宾市百部

红色电影进万家志愿服务活动”。7月 8
日，放映活动来到叙州区高场镇高新村七

井放映点，近百名当地村民前来观看电影

《建军大业》。“今天的红色电影展映，让村

民们更加感受到了老一辈共产党员的艰

辛与不易，希望这样的活动多开展一些，

让红色基因、红色文化在我们村传承下

去。”高新村党委副书记刘茂兰说。

发挥特点，

红色电影走遍三江大地

为抓好看电影学党史活动，根据中

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在农村地区

发行影片目录，宜宾映三江院线整理出

“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

“惊天动地”四个篇章上百部影片供群众

选择，印制各种主题标语、横幅等 200多

幅，组织遍布在全市各乡镇的上百名放

映员投身到红色电影轻骑兵志愿服务活

动中，同时带去“流动农家书屋”。

截至目前，宜宾市开展庆建党百年

暨看电影学党史展映活动 5000余场，服

务群众25万余人次。一直持续到年底将

开展主题展映活动两万余场。 （曾健）

十一项活动创意多元

塑造崭新的国际电影节形象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主体活

动由天坛奖、开幕式及红毯仪式、北京展

映、注目未来单元、北京策划·主题论坛、

电影大师班、北京市场、电影嘉年华、闭

幕式暨颁奖典礼、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和

“电影+”等十一项活动构成。

据余俊生介绍，本届北影节开幕红毯

仪式将增加时尚大片拍摄、创意短视频、

“星光时刻”拍摄、KOL直播、“品牌助力中

国电影”公益直播等环节，邀请重点剧组、

老艺术家、业内嘉宾、京剧电影剧组、冬奥

题材剧组、怀柔影都重点项目代表、影业

负责人等，以各种特色组合出场。

本届电影节的“注目未来”单元将目

标锁定在具有潜力的新人新作，邀请国

内外重量级电影人组成“注目未来”单元

国际评审团，评选出“最受注目影片”、

“最受注目导演”等七个荣誉。

而“北京市场”将举办招商展会、项

目创投、市场放映、行业对话、特约活动、

签约仪式等六大板块，创投训练营、学院

日为今年首次重磅推出，闭幕式也将发

布市场创投优秀项目。

在“北京策划·主题论坛”板块，今年

将举办6场主题论坛，除庆祝建党百年论

坛外，根据近两年行业动向、前沿趋势，

设置了内容创作、影都发展、海外发行、

虚拟制片、动画创作等方向。本次北影

节还将发布有关电影投融资、电影营销、

艺术电影放映等一系列备受关注的研究

成果和产业报告。而电影大师班也将举

办四场活动，邀请知名电影人分享电影

创作者的从业经验与前沿理念。

本届电影节海报主题命名为“合力生

光”，设计主体沿用了上一届海报的核心

元素——风车放映机。叶片转动，灯光亮

起，眼前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风车之

上，一队电影工作者正在那里工作，导演、

摄像、灯光、录音、场记、化妆……而拉开

的大幕后浮现出的是长城、北大红楼和

盘旋天上的北京雨燕。

“北京展映”首次走出北京

影展主题多元，丰富观众选择

作为电影节和观众结合最为紧密的

部分，本届“北京展映”不仅恢复既往的

影院放映规模，更首次走出北京，在天津

和张家口设立展映影院。

据张小光介绍，2021年“北京展映”将

精选近250余部中外优秀电影作品，在32
家合作影院进行集中放映。在展映节目

策划方面，“北京展映”立足庆祝中国共产

党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和首都北京即将举

办 2022年冬季奥运会等重要时间节点，

在恢复“北京展映”各个经典单元的基础

上，延续去年创立的突破性主题单元。

在本届“北京展映”中，“天坛奖”入

围影片和“注目未来”所有参选影片将会

在展映中全部对公众开放。

此外，“特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单元将放映 15 部记录了中国

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的国产影片；“特

展：冰雪冬奥”单元将放映展示冰上运动

魅力的国产体育题材影片；“评委会主

席”单元将放映本届天坛奖评委会主席

巩俐从影生涯的代表作；“修复经典”单

元将放映《倒扣的王牌》、《秋天的童话》、

《镜子》等不朽名作；“致敬影人”单元将

放映伊夫·蒙当《恐惧的代价》、西蒙·西

涅莱《恶魔》等作品；“大师回顾”单元为

影迷提供系统性回顾查理·卓别林、克日

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等国际电影大

师作品的机会；“焦点影人”单元向大家

推荐陈力、瑟琳·席安玛、苗月、陈翠梅等

中外影人的代表性作品；“系列饕餮”单

元集中放映影史经典系列影片。

今年，多个“北京展映”的经典单元

也将重磅回归：“动画即电影”单元将放

映吉卜力工作室、东映动画出品的经典

作品；“真实至上”单元则有《巴赫曼先生

和他的学生》、《古巴街头》等全球纪录佳

作；“舞台映像”云集了全球最新的舞台

实况，通过大银幕展现多元艺术形式。

着力展示优秀华语力作的“华语力量”

单元、汇集全球优秀电影新作的“环球视

野”单元、2020年新晋设立的“女性之声”和

“镜界”单元，以及备受影迷追捧的“VR北

京”版块，也都将继续呈现全球佳作。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北京展映”还

将有线上影展，将与云上北影节独家合

作伙伴——爱奇艺联合推出约60部境内

外佳片，设置包含“聚焦俄罗斯”、“惊喜

首映”、“网络电影”等单元。

东方影都电影创投会在京启动

宜宾“百部红色电影进万家”走遍三江大地

（上接第1版）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安徽省网信

办、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安徽省电影

局、六安市人民政府和安徽广电传媒

产业集团主办，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

金安区人民政府、安徽电影集团承办，

金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兴茂·六安蓝溪

皋陶文旅小镇协办的第四届中国红色

微电影盛典推优典礼，将于 7 月 29
日-30日在安徽六安举行。

本届微电影盛典以“百年风华，光

影有你”为主题，自今年4月拉开帷幕

以来，先后开展了“印象大别山”创作

采风活动、“看红色电影、学百年党史”

公益电影放映等一系列线下文化活

动。推优典礼期间，组委会还将精心

打造线上线下”红色电影展馆”，组织

打卡六安红色旅游精品路线、非遗文

化体验等多个独具六安特色的亮点板

块，为推优典礼营造良好氛围。

传承红色基因，献礼建党百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讲好红

色故事，传承红色根脉，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力量”。在“红

色基因”的传承下，在“红色文化”的引

领下，一代代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奋勇拼搏、永往直前，涌现出众

多激励世人、催人奋进的历史事件与

代表人物，书写下可歌可泣的“中国故

事”。

安徽省六安市是红色文化的“富

矿区”，蕴藏着丰富的迷人风光、动人

故事、感人情怀，是旅游开发、文化呈

现、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

泉。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以六安为活

动举办地，通过微电影的艺术传播形

式，开展系列艺术创作、作品评审展

映，对红色革命历史进行再翻阅、对红

色文化资源深度挖掘，诠释向上向善

的正能量，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活动各主办方共同携手，努力将

“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打造成为传承

红色文化的盛事、弘扬大别山精神的

盛会，从而助推六安文化繁荣、旅游兴

旺、经济振兴！

本届微电影盛典重点围绕重温党

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展现

新时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貌为主

旨，走进以中国六安为代表的革命老

区,引导影视创作者聚焦老区，传递红

色精神、继承光荣传统，创作、生产更

多取材新颖、制作精良、广泛流传的优

质影视作品,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融合“电影元素”与“六安

红”，传播红色正能量

第四届红色微电影盛典精选一批

讴歌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的

主旋律影片，为六安市民提供惠民、乐

民的展映文化服务，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组委会同步搭建了线上和线下

“红色电影展馆”两个板块。线上展播

馆由组委会联合快手平台共同搭建，

精选本届获奖影片面向全国用户推送

展播；线下展馆在悠然蓝溪皋陶文旅

小镇搭建，以“电影元素”与“六安红”

为主基调，集合喜闻乐见的互动体验

等形式面向社会开放。

六安民俗文化历史悠久，门类丰

富、特色鲜明，民歌、民舞、曲艺、剪纸、

灯会和民间剧目种类繁多，折射出大

别山区劳动人民勤劳与智慧。为了让

全国参赛者深度感受到六安本土味

道，组委会还倾情打造了非遗文化体

验街，将六安红色元素与当地非遗文

化完美融合，精心挑选六安瓜片、大红

袍油纸伞、葫芦烙画、六安黄大茶、舒

席、翁墩剪纸、先徽挂面等多个市级以

上非遗文化产品，打造一条集聚非遗

文化、人文情怀、特色美食和打卡互动

的非遗文化街区，让来自全国的影视

爱好者们亲身体验、与传承人面对面

交流，提高整体活动的丰富性和趣

味性。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活动组委会

一直秉承“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的光荣使命，通过丰富多彩的赛事

活动和颁奖盛典，以及优秀的文艺创

作和内容资源，让“中国红色微电影盛

典”成为六安的文化名片，助力革命老

区发展振兴，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储备

更多的青年创作人才，促进大家继承

和发扬红色传统，在光影中寻找红色

脉络，铭记红色历史。

全国共征集2249部作品

50余个奖项即将揭晓

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至今已举办

四届，活动意义深刻、影响深远，己在

全国微电影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

第四届红色微电影盛典分为线上线下

两大竞赛单元，线下向全国电影创作

者征集主竞赛单元作品，线上推出快

手话题挑战赛单元。与活动承办方共

同联动全国红色相关地区的政务、媒

体号，各大高校，主持人、影视机构、行

业协会等，大力推广征集活动并邀请

大赛。

作品征集期间，活动组委会分别

走进安徽艺术学院和安徽广播影视

职业技术学院等进行高校推介，依托

红色微电影盛典品牌优势，凝聚创作

人才，扶持新鲜力量，在传承红色基

因的同时，为该活动注入更多的青春

活力。

历经 3 个月的全国征集，本届盛

典共收到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份报送

作品共计 2249部，包括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浙江省国家安全厅、新华网、安

徽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山东省昌邑

市委组织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人

民法院等各行各业，以及北京电影学

院、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等各大

高等院校等。其中活动征集主竞赛单

元作品530部，线上平台作品1719部，

线上话题播放量已达 4亿人次。本届

大赛设置最佳微电影、最佳短视频、最

佳导演、最佳演员等 50 多个项奖，设

置优秀影片奖100部。

据介绍，推优晚会拟由安徽广播

电视台余声担任主持，安徽卫视春晚

导演耿小强执导，中国电影家协会将

邀请多位知名艺术家出席活动。推优

晚会将由“安徽卫视”官方快手号、微

博号，“安徽发布”快手号、六安新闻网

等地方媒体全程直播。

百年风华 光影有你

第四届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推优典礼
将于7月29日-30日在中国六安举行

第三届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推优晚会现场

电视剧《国家情怀》剧组出席活动

第四届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启动仪式

六安非遗“翁墩剪纸” 六安茶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