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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胜利召开。这是党领

导人民在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

的工作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十年的伟

大变革，科学谋划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

党的使命任务，对党和国家未来发展具有十

分深远的意义。

10 月 16 日，中影集团党委组织全体党

员干部职工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党

委班子成员和直属党组织书记集中收看学

习，重点收看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十

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作为党领导下的国有电影企业，中影将认真

学习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首要的政治任务，用党的最新理论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一、坚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

引领，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最

新成果，深刻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什么、怎样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等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

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指导新形势下党

的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作为中宣部领

导下的国有电影企业，中影全体干部职工要

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上走在前、

做表率，走好“第一方阵”。

一方面，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强

化政治引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掀起学习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要注重学通弄懂做

实，坚持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

学、联系实际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要发挥党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的示范带动作用，各级领导干

部要带头学，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学思用结

合、知信行统一，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另一方面，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与电影业务相结合，融入贯穿到电影创

作、发行、放映、科技、服务、创新等工作的全

过程、各环节，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用电影这一深

入人心、凝聚力量的视听艺术，更好地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为党和人民的电影事业作

出新的贡献。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用光影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

于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增强，人民期待有

更好的电影作品。同时，电影创作生产也

离不开人民。人民创造历史的火热篇章，

为中影创作生产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影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用鲜活生动的电影语言，

把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

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奋斗历

程呈现在大银幕上，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

程上的恢宏气象。其中，有群像式呈现中

国精神的电影巨制《建军大业》、《我和我的

父辈》，有展现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电影

《金刚川》，有讲述抗战无名英雄的电影《悬

崖之上》，有体现中国式救援的电影《峰

爆》，有讲述团结抗疫的影片《穿过寒冬拥

抱你》，也有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兼

具宏大气象与丰富内涵的科幻电影《流浪

地球》，以及《关于我妈的一切》、《送你一朵

小红花》这样聚焦人民情感世界的温情

之作。

接下来，中影将坚守源于人民、为了人

民、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根本立场，抒

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

果，推动多类型、多题材、多样化电影的创

作生产，组织创作好全景展现抗美援朝伟

大历程的影片《伟大的战争·抗美援朝》，反

映“两弹一星”科研精神及中国科学家精神

传承的影片《群星闪耀时》，讲述实况转播

“开国大典”幕后电台故事的影片《直播开

国大典》，系列化品牌化的科幻影片《流浪

地球 2》，展现新时代中国人自强不息奋斗

故事的影片《天才翻译家》等，进一步发挥

电影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筑同心的作

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汇聚起亿

万人民的磅礴伟力。

三、坚持发挥国有企业引领作用，

进一步繁荣电影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繁荣发展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

力量的优秀作品”。伴随着电影市场化改

革，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不断

涌现的“硬核”成绩，无不让人感受到中国电

影产业强大的发展潜力。面对疫情冲击和

产业变革的双重挑战，中影充分发挥国有企

业的使命担当，坚定不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

首要任务，携手各兄弟单位、上下游企业共

度时艰，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国电影事业产业

繁荣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影完成改制上市、

登陆A股市场，成为首家全产业链上市的国

有电影企业；创作出品并投放市场各类影片

共200部，累计实现票房近850亿元；以高效

精准快捷的业务理念，为近4500部国产和进

口影片提供了电影发行服务，占全国市场上

映影片数量的76%；中影基地共为5100余部

影视作品提供制作服务，其中电影作品近

3200部；中影巴可累计销售数字放映机超过

4万台，每年新增银幕中半数的放映设备均

由中影巴可供应；中影CINITY将高帧率、高

亮度、高动态范围等七大电影技术融为一

体，为观众提供更具差异化、更极致的观影

体验。

未来，中影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持续发挥好国有电影企业引领作用，

按照《“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锚定

2035年电影强国目标，走好电影的“第一方

阵”，在繁荣市场、创新科技、建设网络以及

做好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中影作为“国家队”

和排头兵的引领示范作用。中影将贯彻新

发展理念和科技创新战略，进一步推进推动

电影科技发展、技术革新，研发与推广高格

式电影技术，大幅度提升银幕放映质量和观

影体验，推动电影产业升级发展；进一步推

进电影工业化建设，研发LED全数字虚拟摄

影、高逼真孪生数字人制作系统，打造高精

度道具数字化制作系统，搭建电影云制作平

台，提升电影生产与管理效率；进一步拓宽

电影消费场景，构建多层次电影市场，为繁

荣电影产业、建设电影强国贡献力量。

四、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落实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电影是兼具意识形态属性和公共文化

属性的产品。中影要持续落实好国有企业

社会责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

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围绕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目标，贯彻商

务部等27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国家电影局指导下，

有序扩大优秀影片进口，引进更多高质量、

多国别、多元化的优秀电影。

重视青年电影人才的培养，鼓励青年电

影人投身创作，在实践中成长成才成就。通

过“中影青年电影人计划”、“海浪电影节周”

等培育计划，中影全面培育电影创作人才、

制作人才、宣发人才、技术人才，建立挖掘、

孵化、培养新生代青年电影人的长效机制，

加强人才的道德品质修养，以资源培育人

才、用事业激励人才。

积极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农村

电影发行放映的“主力军”作用，围绕采购、

发行、放映更多适合农民口味的优质电影，

深入农村地区举办重大主题及公益电影放

映活动，发挥中影农村电影国家队的社会责

任。要积极打造中影红色教育影院、公益电

影固定放映点，探索建立“红色教育院线”，

共建乡镇文化宣传阵地。要运营好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配套影院“红色主题影厅”，

实施“红色主题放映”计划，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水平。

积极打造中国电影“国家名片”，加强与

海外媒体平台合作、拓展出口渠道，努力实

现在海外多地与国内同步发行影片，向海外

观众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和伟大、光

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

鉴。积极配合国家外交战略，持续推动中国

电影制片及内容创作、中国电影放映设备技

术、电影发行和放映协同“走出去”。

五、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提升企业治理能力

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最大优势和鲜明

特征。中影要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和

政治核心作用，不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推进党的建设，强化党对各项工作的政治引

领。切实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落

实”的领导作用，董事会“定战略、做决策、防

风险”的战略作用，激发经营班子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持续提升企业法人治理水

平。要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进一步

健全激励机制、提高运营效率、优化资源配

置，切实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

和抗风险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持之以恒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中影要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强化党风廉政建

设，全面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管理，扎紧制度

的笼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

制机制。要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

切实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做好人才选育培养

留用工作，进一步加大中青年后备干部培养

锻炼力度，实施好“领航计划”、“兰台计划”、

“远航计划”、“启航计划”、“中影大讲堂”等

人才培训项目，着力打造一支信念坚定、懂

经营会管理、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人才

队伍。

“时代呼唤着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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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影将以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引领，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牢

记“三个务必”，牢记“五个必由之路”，坚定

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

宣部、国家电影局坚强领导下，踔厉奋发、勇

毅前行，奋力谱写无愧于新时代新征程的辉

煌篇章，为 2035 年建成电影强国作出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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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旗帜鲜

明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理

论和重要举措，体现了巨大的政治勇

气和政治智慧，是依据时代特征与历

史方位作出的战略擘画，开辟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指明了

我们未来前进的方向。

以红色为魂，铸造精品内容

报告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不断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

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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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报告指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

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

于上影而言，意味着要坚持以红色为

魂，始终发扬党的初心始发地和中国

电影初心始发地的光荣传统，与党同

心，为人民而创作。上海是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电影发祥地。

在党的领导下，上影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都创作出了一批与时代相呼应的优

秀作品，在中国电影历史上树立起了

一块金字招牌。上影的光荣传统在时

光岁月里日益积淀、砥砺至今，逐步构

筑出“以初心担使命、以匠心求卓越、

以开放促合作、以创新谋未来”的上影

精神。新征程上，上影将在党的二十

大精神指引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

色血脉，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凝聚

“创造更好更多文艺精品”的强劲动

能，把“为人民而创作、为时代而创作”

作为立身之本、责任所在。

“精品内容”是上影“十四五”期间

的首要核心战略。我们已经在永福路

52 号这个承载了上海电影光辉历史、

见证了无数优秀影视作品诞生的厂文

学部旧址重新挂牌“上海电影制片

厂”，恢复上影厂实体化运作，擦亮金

字招牌，传承上影优秀传统，重启了以

上影厂为重心、联合其他制片板块的

制片生产体系建设，以此作为集团推

动精品内容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

们又在传承中创新，迭代升级“剧本孵

化遴选、主控主创出品、主控合作出

品、新人新作出品、参与投资出品”等

五大创作机制，夯实新时期上影内容

创新体系的“基础工程”。

我们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坚持“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加大原创作品创

作力度，努力推出抒写伟大时代、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电影作

品。今年11月，由上影出品的电影《望

道》即将上映，影片讲述《共产党宣言》

首位中文翻译者陈望道的故事，在大

银幕展现老一辈的共产党人望真理、

守大道的故事和精神，进一步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铭记党的奋斗历程，向党

的二十大致敬。下一步，上影将按照

“十四五”重点创作选题，继续聚焦精

品内容，围绕重点题材和重大时间节

点加大原创力度，创作更多讲述红色

故事、宣传红色文化的影视作品，更鲜

活地讲好党的故事，更生动地诠释伟

大建党精神。

以创新为要，激发产业活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激发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这对我们文化

文艺从业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紧抓

内容生产不放松的前提下，上影坚持

创新为要，聚焦“大 IP开发”和“数字化

转型”战略，探索文化国企转型发展新

路。目前，上影整合资源、集中力量，

以两大重点项目作为文化产业创新的

重要抓手。

首先是在车墩影视基地“扩容升

级”，收购昊浦影视基地，建立上影科

创中心，将车墩影视基地建设成为上

海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和科技影都的核

心承载地之一；同时不断“丰富场景”，

大力投入包括《1921》、《繁花》片场在

内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永久外景

地。依托车墩影视基地丰富的电影实

景，目前多个大型沉浸式互动影视文

旅项目已经在影视乐园启动，“影视+
文旅”产业生态正逐步形成。

上影产业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抓

手，是依托上海影城更新项目，建设

“影院+”产业生态圈。焕新上海影城，

既是致敬历史，更是面向未来打响“上

海文化”品牌的实际行动。上海影城

焕新升级为上海国际电影艺术中心，

将最大程度地延续上海影城承载的文

脉，通过整合周边邻近空间，以影院业

态为核心，发挥品牌 IP的文化影响力，

形成多业态融合、多功能复合的沉浸

式电影文化空间。以此为创新试点，

我们将依托线下引流、线上运营和创

作者共享经济管理模式，打造 Web3.0
时代的数字经济新范式，让上海国际

电影艺术中心成为上海最有特色的文

化生活新地标之一。

在聚焦两大重点项目的同时，上

影集团上下正着力推进落实“IP+”、

“声音+”、“物业+”、“展陈+”、“酒店+”、
“博物馆+”等多维度创新产业计划，全

面激活文化创新活力，夯实上影产业

创新项目矩阵，拓宽发展赛道。

以人才为基，扩大文化传播力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需

要我们持续创新，进一步扩大文化传

播力。人才则是创新创造最根本的源

泉，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第一资源。

近年来，通过聚焦“电影+”，上影

充分发挥出红色文化优势，让红色文

化用实力“圈粉”，尤其受到年轻受众

的欢迎。比如在影视乐园，上影“量

体裁衣”式打造出沉浸式红色文化体

验路线，依托拍摄场景、建筑实景，采

用红色巴士创新形式，以史为实、多

维互动，打造党史教育品牌路线，讲

述革命先辈故事，让红色故事历久弥

新，让红色文化年轻化。又比如，在

“云端”，上影联合学习强国平台举办

红色短视频大赛，以生动活泼的微视

频等“红色影像”，吸引青年人关注经

典、致敬经典。

扩大文化传播力，离不开新鲜血

液的参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

出，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

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

伍。作为上影“十四五”战略“铸造精

品内容”的一个重要抓手，从去年开始,
上影启动了“新人新作计划”，通过持

续不断挖掘行业新人、不断为内容创

新注入新鲜血液，加速培养上影的新

一代主创力量，为更多精品的诞生积

蓄力量。首批三部入选“新人新作计

划”项目，《逍遥游》、《同学好》已进入

后期制作中，《好愿在人间》正在拍摄

中。与此同时，上影秉持以开放促合

作，以合作促发展，搭建平台，将永福

路52号打造成上海电影创作中心暨国

际电影人俱乐部，希望聚天下英才，吸

引头部“编、导、制、演”以及各种优秀

影视资源与上影合作，积极鼓励有潜

力、热爱创作的青年人加盟上影，为共

同做大、做实、做精内容创作赋能。

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文

艺工作者强起来，我们的文艺事业才

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

与共和国同龄的上影，拥有一大批德

艺双馨、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近年

来，秦怡、谢晋、吕其明等又先后被党

和国家授予至高荣誉。这些有信仰、

有情怀、有担当的艺术家们是上影的

骄傲和宝贵财富，更是年轻一代的榜

样。上影老一辈艺术家精神，不断激

励着青年一代文艺工作者不断努力奋

进。在“十四五”期间，上影以“名导大

作”、“英才佳作”、“新人新作”、“上影

学馆”和“产业新锐”等“五项人才计

划”为载体，完善“育引结合、灵活务

实、注重创造、激励创新”的企业人才

制度，将形成名家引领、英才汇聚、导

师带徒、新人辈出的良好局面。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文化

国企，上影将坚决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刻理解新时代新要求，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牢牢把握党的各项文

艺工作方针，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发挥好上影在上海文化领域排头兵

的作用，扎实履行“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出精品、出人才，积极弘扬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努力践行自身在电影

强国建设中的使命，推出更多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为不断提升

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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