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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

再投1611台数字电影播放器
多维度服务北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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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经典国产故事片

登陆农村市场

日前，多部经典国产故事片登陆

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涵盖战争、剧

情、喜剧等多个题材，如《霓虹灯下的

哨兵》、《人鬼情》、《二嫫》、《七十二家

房客》、《平原游击队》等耳熟能详的影

片，能够满足众多老电影爱好者的观

影需求。

故事片订购方面，豫剧电影《三拂

袖》走势依然强劲，有 11 家院线订购

共计约 3600 场，连续三周位列前三。

城市票房过亿影片《扫黑·决战》订购

名次稳步提升，以 3500余场的成绩排

名第三。

科教片订购方面，为了增加暑假

期间中小学生的公共安全知识，提高

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儿童步行交

通安全》、《可可小爱之公共意识》、

《我能做的事儿》、《青少年暑假安全

常识》等影片得到较多关注。其中新

近登陆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的《我

能做的事儿》表现较为突出，该片以

“康多多学整理、憨多多保护食物和

米多多勤思考”三个小故事，聚焦儿

童优良习惯的养成，通过自我管理提

高生活素养。

多地组织开展

公益电影放映培训和调研

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质量，规范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操作，

提高人民群众对农村公益电影的满意

度，近期浙江、四川、重庆、陕西等地组

织开展了公益电影放映培训和调研工

作。

7月29日-30日，浙江省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工作培训班开课。来自中央

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中国

电影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专家

学者，分别就理论知识、政策解析、实

操经验、技术攻略等内容进行授课。

金华市婺城区、湖州市安吉县、宁波

市、丽水市、温州市永嘉县、衢州市龙

游县等地农村电影放映单位在会上交

流分享了公益电影放映工作经验和体

会。

四川省绵阳市新世纪院线三台

工作站举办了 2021 年放映工作业

务培训会，会上学习了《农村电影

公益放映管理制度》、《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目标量化考核实施办法》，

对放映设备的规范使用和放映过程

中容易出现的故障进行了具体分

析，并对放映员现场提出的问题进

行互动答疑。

此外，重庆市电影局召开渝东北

三峡库区城镇群惠民电影工作调研座

谈会，以问题为导向深入各区县，走近

放映员，接下来还将在渝东南武陵山

区城镇群、主城都市区开展调研。西

安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组前往陕西

世纪长安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开展调研，就如何进一步加快公益电

影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推进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更新换代、提升群众

观影舒适度、满意度等方面进行了探

讨交流。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今年 6 月，随着 1611 台数字电

影播放器注册投放北京市场，北京

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以下简称

世纪东方院线）在北京市场运营的

设备总量达到 3215 台、市场占比

86.31% 。世纪东方院线是首批 32
家获得国家电影局正式批文组建全

国性数字电影院线的公司。除数字

电影设备的研发生产外，世纪东方

的业务还包括电影发行、院线运营、

媒体传播及广告营销等多个领域。

此次北京市场份额提升至 86.31%，

也标志着世纪东方从设备入手、贯

通全产业链的公益电影放映优化升

级新模式已然初具规模。

今年上半年，北京农村电影放

映工程电影服务项目招标需求公

布，拿到项目招标需求，世纪东方院

线总经理庄茵在心里盘点了一下公

司的库存，2020 年底已经完成生产

准备外销的设备有 1000 台，另有

1500 台正在排产过程中，世纪东方

院线完全可以满足项目的招标需

求。彼时的市场状况是：受新冠疫

情影响全球芯片市场普遍涨价且一

货难求，但是公司 2020 年的应急芯

片储备可以支撑未来一段时间的生

产需求……简单梳理后，世纪东方

院线决定集公司全部优势资源投入

到北京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电影服务

项目。

问题从生产端传递到投放端。

根据投放流程，放映设备须经国家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平台注册后

方能进入市场。按照以往的进度，

单日最多能完成 200 台设备的注

册，1611 台设备仅注册一项工作就

需耗时 8 个工作日。为了及时保障

市场需求，世纪东方院线第一时间

跟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联系，由

节目中心派专人到院线安排设备注

册，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仅用 4 天

时间就完成了 1611 台设备的注册，

并在项目要求时间内全部及时投放

到北京市场。

回溯世纪东方院线的发展轨

迹，从 2006 年成立至今，用 15 年的

时间实现了全国 30 余个省市、8000
余套设备的市场布局，院线的放映

点也从北京扩展到山东济宁、辽宁

大连等地区，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

和服务体系。深耕行业 15 年，世纪

东方的企业定位是从设备研发生产

和院线运营管理两端发力，举产业

链之力持续推进公益电影放映的优

化升级。作为设备提供商，世纪东

方院线目前投放的 M600 播放器能

够实现在硬盘损坏、电源损坏、菜单

控制小屏损坏等极端情况下继续使

用，从设计和设备的源头保障了公

益电影的放映周期和放映任务。

作为院线运营商，世纪东方院

线在立足公益、立足北京的基础上，

通过校园放映、社区放映等形式不

断延伸公益电影放映的内涵和覆盖

范围。如贯彻教育部、中宣部《关于

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

的要求，为史家小学捐赠电影放映

设备，协助门头沟妙峰山民族学校

开办红色电影教育基地，在顺义区

东风小学等 26 家中小学开展形式

多样的电影进校园教育活动，保证

中、小学生每学期至少免费观看两

部优秀影片；配合石景山文化馆等

文化单位和社区放映点开展社区放

映，努力实现北京城六区的社区放

映全覆盖。

北京市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一

大特点是从流动放映转向固定放映

的起步早、基础好，固定放映点占比

92%左右。据统计，截止到 2021 年，

世纪东方院线通过 2962 个农村数字

影厅服务了北京 16 个区县，并在

253 个乡镇、街道设立流动放映队。

为了更好地保障各区县数字电

影节目的存储和拷贝分发，世纪东

方院线还为 16 个区县配备了码流

站和移动硬盘作为数字电影节目定

期向各区县电影管理中心传递的存

储介质。影片供应实行观众选片、

基层申报、院线按需供片的方式，各

区电影管理部门根据群众需求，推

行“少量多次”的供片机制、原则上

每月供片一次。预计截至 2021 年，

世纪东方院线在京所辖区域的放映

场次总计将超过 90 万场。

本报讯 动画电影《直立象传说》正

在上映，不仅口碑票房双丰收，也被众

多家庭观众所推荐。近日，影片曝光

“口碑特辑”，特辑中，三位配音主创正

向观众分享自己对电影的理解，而观

影过程中更是因剧情逗趣频频传出笑

声，观影过后，小观众们纷纷力荐该

片。作为暑期档为数不多的合家欢电

影，《直立象传说》一经上映就备受父

母和小朋友的喜爱，很多父母都在片

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小朋友也通过

电影收获了许多知识，“信仰、感动、梦

想、勇敢、亲情、坚持、温暖、励志……”

观众们的评价足见影片背后深意。

《直立象传说》讲述了“桃栗象”木

子李在儿子乐儿好奇心的驱使下，发

现家族的秘密，奋起反抗，为家人带来

自由和解放的故事。

电影集冒险、成长、励志、喜剧、亲

情于一身，此次曝光的“口碑特辑”中，

小观众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观影感受，力

荐大家一起观看。“有信仰就会一直寻

找希望”、“每个人都应该像木子李一样

有自己的追求，给孩子做个榜样”、“很

励志的故事，让人激情澎湃”、“木子李

很勇敢，为了家人，有亲情感”、“很喜欢

他们变成直立象的部分”、“影片可以学

到很多知识”、“父爱非常伟大，为了孩

子可以牺牲自己”、“电影特别温暖、特

别励志、感人”……目前，电影口碑正在

持续发酵中，不少未看过的观众也跃跃

欲试，想带着全家一起感受这份暑期档

的礼物。不少家长看过电影后表示“这

部电影打动我的是木子李为解放自己

和家人所做的努力，就算到最后没有军

队支援，他也靠自己的勇敢去实现了自

己的愿望！心有希望，只要不放弃，希

望就在前方！”

《直立象传说》由中影股份、中影

动画、Huhu 工作室出品，已于 7 月 30
日正式登陆全国影院。 （杜思梦）

本报讯 8月3日，由李玉、方励监

制，申瑜执导的电影《兔子暴力》发布

了“青春兔子帮”版海报。海报中的

“青春兔子帮”的四位成员引人注目，

除了之前公布过的万茜与李庚希，另

外两位成员——柴烨与周子越的角

色形象也在本次海报中首度出现，影

片将于8月27日全国公映。

该片不仅展现了柔软而明亮的

女性情谊与青春故事，还聚焦于现

实，表现了原生家庭对于青少年成长

的影响，引发人们对于青少年保护的

反思。导演申瑜谈到，“电影里的人

物对于我们来说，就像一面镜子，我

也想去做一面镜子，然后通过作品引

发反思。” （影子）

■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动画电影《直立象传说》温暖励志获观众力荐

本报讯 近日，正在热映中的电影

《盛夏未来》释出一组口碑图。“青春需

要勇气”，“学会勇敢地接受现实”，“把

普通青春片的主题完全升华了”……

在网友们对于影片的评价中，“勇敢”

和“青春”成为高频关键词。片中，张

子枫、吴磊生动诠释了“勇敢”这堂青

春必修课，引发观众共鸣。

该片由陈正道执导，讲述了张子

枫饰演的陈辰因一个谎言与吴磊饰演

的郑宇星相识，两人在未解的青春里，

携手面对成长的种种难题，勇敢地面

对真实的自己，亦在这个夏天过去后，

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和蜕变。

（影子）

《盛夏未来》口碑出炉“勇敢”“青春”成关键词

《兔子暴力》发全新海报

据统计，截至7月30日，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

（www.dfcc.org.cn）可供订购影片 4400 余部，其中

2020年以来出品的影片约150部。上周（7月24日至

7月30日）新增26部影片，全部为故事片。

上周有31个省区市的176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

1295部影片，共计24万余场。8条院线订购影片超百

部，其中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超200

部；3条院线订购影片过万场，其中运城新影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近15000场。放映方面，北京

世纪东方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卡次数最

多，超700次；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

传放映场次最多，超20000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