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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

堂隆重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

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

告。报告全面总结过去 5 年工作和新

时代 10 年的伟大变革，深刻阐释新时

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科

学谋划未来 5 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

深刻回答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前进方

向，充分体现了百年大党对共产党执

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认识的新飞跃，是一篇充满

真理力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

文献，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篇章、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

利的行动指南。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

会。湖北长江电影集团第一时间组织

全体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开幕盛

况，集中学习二十大报告精神。大家

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总揽

全局、高屋建瓴，内容丰富、深邃精辟，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国家

强。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处于

重要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

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

义文化新辉煌”，擘画了新时代文化工

作的蓝图，对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寄予

厚望，极大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信心

和决心。长江电影集团全体干部职工

将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的

二十大报告的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

以赶考的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加快推进电影强国建设，为湖北建

设构建全国新发展格局先行区贡献长

江电影人的力量。

一、肩负时代重任，创作无愧于

伟大时代的电影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

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

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

品”。我们要紧跟时代变化，把握时代脉

搏，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创

作生产更多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

新创造的精品力作，用优秀电影作品反

映新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新时代的精

神图谱。

影视精品生产亮点频出。近年来，

长江电影集团主动担当“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始终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围绕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庆祝建

党 100 周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

主题，加强选题策划，着力抓好现实题

材、革命历史题材、爱国主义题材精品创

作，努力讲好中国故事、湖北故事,推出

了一批大情怀、正能量、高品质的优秀作

品，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

新上实现新作为。独立或参与制作《中

国医生》、《海棠依旧》、《血战湘江》、《穿

越时空的呼唤》、《我为你牺牲》、《外交风

云》、《音乐家》、《古田军号》等影视作品

40 余部，获得多项国内外大奖，为巩固

和壮大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贡献了湖北

电影的力量。联合出品的重大革命历史

题材电视剧《海棠依旧》，电影《血战湘

江》、《古田军号》分别荣获全国第 14、15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奖和特别奖。领衔出品的《中国医生》、

《我的父亲焦裕禄》、《一起走过》获得第

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等8项

提名，《中国医生》荣获最佳音乐奖，并获

得“2021 东京·中国电影周”最佳导演、

最佳女演员奖，第十六届中国长春电影

节评委会大奖。《中国医生》、《伴我远

行》、《一起走过》在 2021年第 17届中美

电影节上获得“金天使”奖，《伴我远行》

和《一起走过》分别荣获“金天使”奖年度

最佳公益贡献电影和年度最佳纪录电影

奖。联合出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

剧《外交风云》获第 32 届中国电视剧飞

天奖“优秀电视剧奖”、“优秀编剧奖”，第

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奖”、

“最佳编剧奖”。电影《穿越时空的呼唤》

荣获第 17 届平壤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特

别奖,被作为第 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

幕影片，入围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

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长江电影集团第

一出品的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影

片《我为你牺牲》全国总票房达 2.48 亿

元，创“湖北造”单部电影票房新纪录；与

博纳影业公司等单位领衔出品的抗疫史

诗大片《中国医生》实现票房13.28亿元。

影视创作生产蹄疾步稳。目前，长

江电影集团共有近 30 部影视项目正在

稳步推进。主导生产的乡村振兴题材电

视剧《葡萄熟了》已立项，完成了前期勘

景和空镜头拍摄，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

推进筹拍、融资、建组等相关工作。与保

利影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打造的向二

十大献礼影片《我为你牺牲 2》于 3 月公

示备案立项，现已完成剧本创作，正在进

行前期筹备工作。第一出品立项的军事

题材电视剧《丛林兵王》目前正备案审

查。第一出品的爱情故事电影《艾晴的

爱情》已立项，电视剧《铁鹰》于2月公示

备案立项。电影《寻证》、《一个人的外

交》等正在修改剧本。电视纪录片《这是

我的家》已进入拍摄阶段。电视纪录片

《成衣江湖》、《寻谣荆楚》、《南北不懂》正

在进行前期筹备工作。另有《梅岭一

号》、《海战》、《天行使者》、《朱英国》、《鹰

猎长空》、《双枪春姐》、《激战汀泗桥》等

影视项目正在推进中。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弘

扬。湖北长江电影集团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以地方戏曲影像精品展示中华文明

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2020年，湖北

电影制片有限责任公司“像音像”工程武

汉基地拍摄了由武汉汉剧院出演的汉剧

《王昭君》和湖北地方戏曲艺术剧院的黄

梅戏《双下山》，2021 年完成秦腔《火焰

驹》、荆州花鼓戏《双玉蝉》的拍摄，2022
年上半年，完成《天仙配》、《三打金枝》、

《双玉蝉》等11部剧目的前期录音、拍摄

工作，现正在进行后期制作。

二、壮大主流阵地，广泛宣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

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湖北长江电影集

团始终围绕人民群众的观影需求，努力

实现观影服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

推动集团发展从规模数量扩张向质量效

益提升转变，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

展转变，不断做大做强电影主流阵地，以

电影为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社会发展、百姓日常生活。

加快建设中高端影院提升观影体

验。2020 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反复的影

响，电影产业的发展遇了极大的困难。

特别是今年3月以来，影院大范围关停，

多部影片撤档，使尚未恢复元气的电影

产业再遭重创。湖北长江电影集团始终

保持战略定力，加快终端影院建设和提

档升级，全力做优做大做强电影发行放

映主业。2022年 1-9月，新增影院 8家，

银幕 45块。截至 9月底，银兴院线所属

影城151家，银幕数990块，座位数13万

2289个。

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彰显国企担当。

长江电影集团坚持举办优秀国产影片主

题展映活动，生动展现新时代伟大成就，

大力奏响新时代光影颂歌，取得良好社

会效益。近年来，先后举办了“喜迎十九

大 开启新征程”、“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湖北电影展映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国产影片展映”、“与军运同

行”、“致敬最美逆行者”、“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优秀影片展映”等公益电

影活动，电影《血战湘江》湖北巡映、《音

乐家》和《古田军号》湖北首映、《我为你

牺牲》主创武汉见面会等活动，营造良好

社会文化氛围。长江电影集团18支“红

色文艺轻骑兵”电影放映小分队，常年开

展送电影“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

业、进机关、进军营”电影惠民活动，努力

让更多群众共享电影发展成果。旗下农

村数字院线每年放映公益电影 57000场

以上。旗下银兴校园院线在汉阳、武昌、

青山江滩广场设立了四个红色经典影片

观影点，每年坚持为市民放映优秀国产

影片 300 场以上。“优秀电影进校园”、

“全民国防教育月优秀电影展映活动”、

“电影圆梦”、“牵手银幕 传承非遗——

优秀传统文化进影院”等电影公益活动

影响广泛，深受群众喜爱。在湖北省国

有影视企业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点工作

中，湖北长江电影集团多次被评为优秀

等次。

三、坚持改革创新，打造完整

产业链条壮大湖北电影产业

“十四五”期间，长江电影集团将以影

视制作为龙头，以电影发行放映为主体，

以影视文化传播和相关产业为两翼，以电

影产业园建设为依托，以科技创新为动

力，加快打造影视制作和电影发行放映

“双轮驱动”，影视文化传播和相关产业

“两翼齐飞”的现代电影产业体系和全产

业链发展新格局，更好发挥集团在湖北电

影产业中的示范、引领和龙头带动作用。

做大做强电影发行放映主业。积极

顺应电影市场新变化新趋势，聚焦主责

主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

动电影主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

银兴院线力争年票房收入突破15亿元，

进入全国院线 15 强。采取独资、合资、

加盟、兼并重组等多种形式，加快优质影

院建设步伐，优化银兴院线影院布局，不

断扩大市场份额，努力构建覆盖全国各

大城市和全省各地市州的发行放映网

络，力争院线成员影院达200家，银幕数

1400 块，进一步壮大银兴院线实力，提

升银兴院线的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

启动“湖北电影产业园”建设。积极

争取政府支持，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参与，

做好“湖北电影产业园”项目的规划建

设、运营管理。“湖北影视综合性产业园”

具体包括影视城、摄影棚、影视后期制作

基地、湖北电影博物馆等。

推动相关产业优化重组。有效配置

资源，延伸产业链条，补齐发展短板，培

育发展新动能，加快培育有较强实力和

市场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着力构建更加

完备的产业体系，进一步增强集团整体

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整合票务、器材、广

告、文化媒体资源，对银兴院线和影院经

营形成有益补充，提升影院非票收入占

比。到“十四五”末，影院非票收入不低

于35%。

运用科技创新为电影产业赋能增

效。以湖北电影制片厂、湖北电影剧中

心主导，推进电影与5G、大数据、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等高新技术的结合，推动影

像技术创新。以银兴院线主导，探索院

线电影网络播出，大力发展网络电影、在

线选座售票、数字化影院、区块链发行等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做好互联网新

技术、电影新科技在银兴影院中的推广

使用。以银兴影视技术公司主导，推动

银兴院线老旧影院的升级改造。以银兴

网络公司主导，围绕长江电影集团业务

开发新媒体平台，并为各网络平台提供

专业运维服务。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

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党用伟大奋斗

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

奋斗创造新的伟业。湖北长江电影集团

将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动担当、砥砺奋

斗，以实干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新时代的新业绩，为加快建设电

影强国，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湖北长江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敦亮：

用光影凝聚奋进力量用奋斗谱写时代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