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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6 日，上影集团

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收

听收看了党的二十大开幕现场直

播。连日来，大家认真学习党的

二十大报告，一致认为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

来，要坚持把对党忠诚、为国奉献

体现在实际行动中，为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

辉煌贡献力量。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健儿表示，报告指出，要坚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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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将继续秉承“为人民而

创作”的初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扎

实推进“打造精品内容”这一核心

战略，抓大制作，出大作品，努力

推出抒写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华文化的精品力作。

他说：“作为文化国企，上影将坚

决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深

刻理解新时代新要求，牢牢把握

党的各项文艺工作方针，进一步

坚定文化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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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而奋斗。”

“七一勋章”获得者、上影著

名电影作曲家吕其明表示，聆听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会上所作

的重要报告后，自己内心激情澎

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这是我们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我们不断

前进的根本动力。”吕其明说，“自

1945 年入党至今，我在党的怀抱

里成长，红旗照耀我前进的道路，

没有党对我的培养就没有我今天

的一切。我要在新时代继续创作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

歌英雄的音乐作品，把党和人民

赋予我的职责和使命，毫无保留

地回报给党和人民。”

肩负光荣使命，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总结了

过去五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新

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科学谋划

了未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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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导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献。上影

的党员干部群众认真聆听学习报

告后，都表示自己深受鼓舞，心潮

澎湃。

全国政协委员、上影著名编

剧王丽萍说：“我们是奋战在创作

一线文化工作者，只有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捕捉时代

脉动，展现时代风采，才能创作更

多引领时代风尚的优秀作品。而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我们以

饱满的热情，真诚的创作态度，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用真情实感表现

人民朴素善良、积极奋斗的精气

神，讴歌新时代，讴歌平凡劳动

者，抒写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将认真学习会议精神，‘时代呼

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用

心学习、用功创作，用情至深，创

作出不愧于时代的作品。”

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

说：“这十年，剧团跟随国家发展，

影视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秦

怡获得了‘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

称号，耄耋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牛犇收到了总书记来信，剧团

获得了国家广电系统先进集体。

而我个人的艺术创作道路，在这

十年也发生着变化，触摸泥土的

机会多了，走进大好河山的机会

多了，从黄土高坡上的乡村教师

到毛主席，每一个角色的塑造过

程都在我内心留下深深的烙印，

因为是用心血在创作。我们要遵

循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

的重要讲话精神，矢志不渝，不断

前行，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

更大贡献。”

国家一级导演、上影集团创代

中心梁山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

虽是报告文体，却有一股强大的檄

文气势。想起 22 年前我随李歇浦

老师在河北平山的七届二中全会

会场原址里一起导演电影《走出西

柏坡》的情景，今天习总书记又提

‘三个务必’，又提‘进京赶考’，很多

‘初心’记忆马上萦绕心间。报告

里要求在全社会弘扬奉献精神、

奋斗精神、劳动精神、创造精神、

勤俭节约精神，我真的是百感交

集。民族复兴，真是靠你我共产

党员带头干出来的。”

“正如总书记所说，在我们党

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信心满

满、气贯长虹踏上矢志复兴之

路。这十年，我在工作中深刻体

会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宣传系统优秀

党务工作者、上影集团创作代理

中心党总支书记、一级剪辑师陈

晓红说，“我参加的京剧电影《贞

观盛事》、《锁麟囊》等，运用了

8K、3D、全景声等技术，使传统戏

曲艺术更具现代魅力。我们电影

人发扬深耕创作之精神，银幕上

涌现越来越多有温度有文化的主

流精品佳作，用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

铸魂、启智润心，反映时代精神，

吹响时代号角。我们的责任无比

巨大，使命无上光荣。”

宣传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上

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

总支副书记沈弘说：“党的二十大

的胜利召开，为我们今后发展指

明了方向。上海是党的诞生地，

近年来，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有幸承担了以‘一馆五址’项目为

代表的一大批红色经典展陈任

务，用陈展艺术传播和弘扬红色

文化。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立足本职、埋头苦干，心怀梦

想、稳健前行。”

作为上海市第十一、十二次

党代会代表，上海电影制片厂党

委委员、纪委书记陈果表示，党的

二十大报告既是对过去五年工作

的全面总结，更是对未来五年中

国发展所做的系统的谋划和详尽

的部署。她说：“我作为一名在纪

检战线工作的基层党员，一定要

认真学习二十大报告，深刻领会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忠诚拥护‘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立足本职，自觉负重前行，切实将

大会精神落到实处。”

迎接未来挑战，

以青春书写时代华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上影年

轻的党员、团员当中引起了热烈

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从自身做

起，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

出更大贡献。

身为全国青联委员，上影集

团著名编剧甘世佳对于习近平总

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就文化领域

指出的“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社会主义文化”感受极深，他说：

“这对于我们文艺创作工作者而

言，是新的要求和新的使命。我

们要在文艺创作中，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争

取‘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

界。”

上影制作公司电影技术厂音

频编辑、团总支书记黄飞龙聆听

报告的感受是“倍感振奋，更觉使

命光荣”。他说：“我作为一名电

影青年，一定要谨记党的艰辛，弘

扬党的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以行

动践初心，在党的领导和鼓励下

勇敢的担当，以更强的历史责任

感和使命感，立足本专业，为电影

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

量。”

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策划

设计师李婧认为“奋斗是青春最靓

丽的底色”，“我将恪守党员职责，

践行初心使命，维护党的方针政

策，听党指挥，做党的忠诚卫士。

在工作中，发挥专业精神，提升专

业能力，强化专业素质，时刻保持

时不待我，策马扬鞭的昂扬姿态来

迎接新的机遇，新的挑战。”

上影股份院管公司直营资产

品控岗、上影股份直属二支部副

书记张龄元，由报告中的“必须坚

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

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想到了

上影的创新转型：“面对疫情冲

击，我们上影传统电影行业也在

力求转型。2020 年以来，上影不

断尝试将线下售票转为线上线下

双渠道并行，通过直播带货、异业

合作等方式大大提升了上影兑换

券销售额，通过多元消费力延伸

电影产业链。当前，面对时代之

变，电影行业在未来的路上挑战

依然很多，作为青年党员，我将不

忘初心、敢于斗争，继续投入上影

创新发展战略，在风雨中同上影

共发展共奋斗。”

迈向伟大复兴，

新征程不忘初心

上影的离退休干部和老干部工

作者们认真收听收看了开幕直播。

上影集团原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程坚军发出了“这是百年大党

振兴中华的再出发，是新时代建设

伟大工程的进军号”的感叹。他

说：“作为一个宣传文化战线的老

党员，我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老当益

壮，将余热融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的事业，以实际行动为党的二

十大宣示的‘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时代发展战略目标而努力

奋斗！”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退休支

部书记华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使

之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打铁

还需自身硬，党的肌体健康是保持

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领导力的根

本所在。我党纠错能力确保党长

期执政不偏航，坚持自我革命，消

除隐患，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

不变味。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亿万

人民坚强自信，新时代新征程，中

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脚步势不

可挡！”

本报讯 10月16日上午，长影集团

党委组织集团及子公司全体党员干部

130余人，在长影音乐厅集中收看党的

二十大开幕会盛况，认真聆听习近平

总书记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

所作的报告，并在会后交流了学习感

悟体会。长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庄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鲍盛

华，集团监事会主席王亮、党委副书记

张光临、纪委书记冷国红、副总经理吕

美艳参加集中收看、学习活动。大家

纷纷表示，报告高瞻远瞩、总揽大局，

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将认真学习践行

二十大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国有

电影企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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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大会明

确宣示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

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

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对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

行宏观展望，科学谋划未来五年乃至

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

务和大政方针。报告对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

重要部署，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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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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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有电影企业和电影工作

者，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进一步

坚定了电影强国、文化强国建设的信

心和决心。

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把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把

握报告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神实

质、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推动长影电影主业创作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动力，传承发扬“坚守艺术理想，

攀登电影高峰，服务人民大众，引领时

代风尚”的长影精神，按照“作品立影、

产业助影、人才兴影、技术强影、开放

办影、党建管影”的工作思路，创作出

更多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

灵、启迪心智的优秀电影作品，不辜负

党和国家之望、人民之盼、时代之约，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蓬勃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 10 月 16 日上午 10 时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

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二十

大作报告。按照中宣部机关党委统一

部署，中影集团党委认真组织全体党

员收看党的二十大实况直播。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中影领导党委班

子成员和各直属党组织书记、党群工

作部、集团办公室、股份综合办有关同

志，40余人集中收看实况直播；中影广

大党员、职工通过电视、网络频道等渠

道收看大会开幕盛况。会后大家积极

开展学习讨论，深刻学习领会党的二

十大报告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坚决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切实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中影高质量发

展的工作成效。

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一致认为，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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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和国家政治

生活中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高屋建瓴、思想深邃、统揽全局、催

人奋进，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是举旗

领航、走向复兴、兴党强国的马克思主

义光辉文献，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在新时代继续奋勇前进的政治宣

言和行动指南。

聚焦报告第八部分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党

委班子纷纷表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为未来中影电影创作生

产及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确立了目

标和方向，中影人备受鼓舞。作为电

影国企排头兵，过去的十年是中影在

时代发展的大潮下，在生产创作、产业

发展等领域取得重要成绩的十年。特

别是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影每年都会

推出受人民喜爱的精品力作。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中影集团党委必须把

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

二十大精神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的热潮。要自

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

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

奋斗，更加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站稳人民立

场，推出更多增强人民力量的优秀作

品，在重要时间节点陆续推出《伟大的

战争》、《流浪地球 2》、《天才翻译家》、

《少年合唱团》等一系列重点影片，繁

荣我国电影事业产业，为加快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新的贡献。

中影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纷纷表

示，在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报告后深

感振奋、备受鼓舞，今后要在各自的工

作岗位上扎实工作，甘于奉献，敢于担

当，为了中国电影事业更加美好的明

天努力拼搏奋斗。

◎ 中影集团 ◎ 上影集团

◎ 长影集团

电影界积极组织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