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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深入

学习大会精神，我们注意到二十

大报告中有关“文化”这一关键词

高频出现 50 余次，习近平总书记

在报告中特别指出文化发展必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

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如何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对如何繁

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

了系统性阐述，为新时期文化事

业发展的伟大征程指明了方向。

成长于这十年间，作为文艺

战线上的从业者，猫眼将持续深

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坚

持“人民至上”的创作、宣发理念，

与业界同仁一起，推出更多凝聚

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

品，并积极投身重大文化产业项

目实践，为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和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付

出不懈努力。

铭记初心之源，

坚定文化自信自强信念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

艺是时代的号角。党的十八大以

来，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电影行业蓬勃发展。我们看

到，过去十年里，我国电影总票房

累计高达 4070.9 亿元，城市院线

总观影人次累计约 113.2 亿；在过

去五年里，我国内地银幕总数连

续保持世界第一；2020 年及 2021
年，中国电影全年总票房连续获

得全球电影市场第一。

与此同时，作为国产电影的

投资及发行方，猫眼备受鼓舞地

看到国产电影的表现越发亮眼。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自 2018 年

以来，国产电影票房先后两年达

到 400 亿元体量高点、对全年总票

房的贡献逐年攀升，由 60%提升

至 85%（2018 年-2021 年）。国产

电影评分也逐年升高，猫眼购票

评分 9 分及以上国产电影在 2021
年提升至 35 部，其中 22 部票房破

亿，两项数据均为历年新高，取得

了叫好又叫座的市场表现。

这些成绩是中国文化自信的

一个切面，也是广大从业者与人

民同向同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秉持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信念，猫眼将与行业共

同迎接机遇，面对挑战。

胸怀时代理想，

站稳人民立场讲好中国故事

猫眼深知，源于人民、为了人

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

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

发展的动力所在。人民需要艺术，

艺术更需要人民。影视业作为社

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大

众文艺的代表行业，其本质就是

“人民文艺”，对于国产影视而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就是要紧跟时代步伐，从新时代的

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从人民群

众的生产实践中汲取“源头活水”。

过往的实践证明，我们近年

参与出品或负责宣发的具有较高

艺术价值和热烈市场反响的影视

作品几乎无一不是坚持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其中，

《1921》作为庆祝建党百年重点影

片之一成为历史片票房月冠；出

品和发行的《你好，李焕英》票房

超过人民币 54 亿元、位列中国影

史第三；《怒火·重案》总票房突破

13 亿元、系年度华语动作片票房

冠军；《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总票

房突破 26 亿，成为 2022 年喜剧片

内地票房亚军；出品及发行的首

部华语机甲科幻电影《明日战记》

夺得香港地区影史票房最高亚洲

电影的殊荣。我们还参与了《我

和我的祖国》、《红海行动》、《万里

归途》等多部热门影片的宣传、发

行服务。未来，我们也会更多、更

深入地参与到彰显时代之变、中

国之进、人民之呼的优质电影项

目中去，推动中国电影与广大人

民群众在情感上同频共振。

不仅如此，为了让更多优秀

的电影作品与观众相遇，带动文

化消费活力，我们还积极参与各

类文化惠民活动。就在今年，猫

眼第一时间上线了“爱电影·爱生

活”2022 年电影惠民消费季专区，

以配合国家电影局发起的 2022 年

电影惠民消费季活动。2020 年以

来，我们助力北京、上海、山东、浙

江等 20 多个省、市政府的惠民活

动，助力惠民资金超 4000 万元，总

计助力产生活动票房约 2.5 亿元。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

期，作为影视行业的积极建设者

和文娱生态的创新实践者，猫眼

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和宣

发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

力量的优秀作品，不断用优秀的

内容和服务满足人民对于高品质

精神文化生活的多元化需求；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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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强文

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

历史主动精神不断增强中华文明

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

好走向世界。

坚持守正创新，

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

族强。我们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新时

代为我国电影行业发展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广阔舞台，不断提升国家

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

电影行业从业者义不容辞的历史

使命和工作准则。

作为电影行业的一分子，猫眼

将遵循“科技+全文娱”的核心战

略持续深耕，进一步加强行业基础

设施能力和服务建设，挖掘和释放

自身在全文娱领域的聚合价值服

务于行业。通过猫眼的票务、产

品、数据、营销与供应链五大服务

能力，与投资、制作、宣传、发行、

放映各环节的行业合作伙伴形成

合力。同时，在技术服务方面，采

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手段与文

娱内容相结合，持续寻找新突破，

帮助每一部好作品找到适合的观

众，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群众及行

业企业。

2015 年，猫眼推出了行业首个

专业服务平台猫眼专业版；2016
年，我们上线了秒级实时票房工

具，中国也成为了全球首个实时呈

现票房情况的国家。此后，猫眼不

断推出更多维度的文娱市场数据，

不仅覆盖院线电影，还包含了网播

内容，“实时想看”、“实时预售”等

指数，已经成为行业共识性指标。

同时，猫眼持续推动实时数据公开

透明化，并通过把握市场趋势，挖

掘实际需求，设计开发了各类精细

化数据产品，不仅帮助本行业从业

者更高效决策，也为关注、关心文

娱产业发展的各行各业人士以及

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观察行业的

窗口。2022 年，猫眼率先提出“实

时宣发”概念，希望通过不断地创

新，在产业各环节为电影市场的发

展与进步贡献力量。

我们坚信，党的二十大报告为

中国文化艺术事业产业，为中国电

影行业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开拓

了更大发展空间。广大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为改变命

运的不屈奋斗是中国电影从业者

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我们将矢

志不渝、笃行不怠，为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而奋勇向前。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

量、团结奋进的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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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二十

大报告，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高

屋建瓴、催人奋进，指明了我们

未来前进的方向。二十大报告

第八部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

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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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流网络

视听平台，作为电影行业的同行

者，腾讯视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充分的文化

自信锻造优质内容，以创新的方

式方法突出网络视听特色，助力

网络电影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共

建电影行业健康、稳定、繁荣的

新生态。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以精品回应时代命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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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新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电影

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

式，网络电影则是在互联网与电

影艺术的深度融合中应运而生的

新力量。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和

扶持，网络电影在创作者、机构和

平台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告别了早

期的蛮荒生长，迈入了高质量发

展的轨道，培养了一批稳固受众

和水准日益精进的创作团队。网

络电影诞生八年来，腾讯视频正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

念，通过自制、定制、分账等不同

方式，汇集、排播了一系列优质的

网络电影。

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

的 2022 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共筑中国梦”主题原创网络

视听节目征集推选和展播活动

中，腾讯视频正在热播的网络电

影《重启地球》、《幸存者 1937》、

《雷霆行动》、《我们的新生活》、

《中国救援·绝境 36 天》、《逆流而

上》获评“优秀网络电影”。其

中，《幸存者 1937》以平型关大捷

为背景，表现家国情怀、山河之

美；《中国救援·绝境 36 天》是国

内首部矿难救援题材网络电影，

改编自真实事件、展现生命至上

的理念；《雷霆行动》聚焦公安特

警，向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

英雄致敬……这些多样的作品，

深入人民、书写人民、赞颂人民，

也用光影展现出人民的风采、国

家的力量。

作为电影市场的新生力量，

网络电影同样承担着把主流价值

传递给人民大众的责任，肩负着

为人民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精神食

粮的使命。未来，腾讯视频将以

党的二十大精神为行动纲领和基

本遵循，以人民的火热生活作为

创作源泉，拓展更多反映人民心

声、观照人民生活的题材，以持续

的精品输出，为时代立碑画像，共

同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

伟征程。

二、助推网络电影高质量发

展，多管齐下谋求创新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助推网络电影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中，腾讯视频始终保持对

创新性发展的思考，不仅对优质

内容持续关注、投入，鼓励新题材

的开发，也探索不同的合作和发

行模式。在合作模式方面，腾讯

视频推出了“网络电影内容激励

计划”，以题材评估、类型定位引

导、制作资源整合、用户画像反

哺、深入营销及资源保障等方式

给予内容支持，守好底线、把握质

量，引导网络电影形成更良性的

生态。在排播发行方面，腾讯视

频积极探索网络电影的“档期效

应”，以“云首发”品牌为引领，汇

聚好内容、聚焦强关注，助力高品

质网络电影走向更多的观众，实

现网络电影与院线电影之间的彼

此促进，共同为中国电影市场做

大做强贡献力量。

在党和国家重大事件的宣传

上，腾讯视频已经构建了长效的

主旋律宣传机制，网络电影也在

其中发挥着鲜明的作用。以迎接

党的二十大的特别编排为例，腾

讯视频精选了《勇士连》、《特级

英雄黄继光》、《黑鹰少年》、《暖

暖的微笑》、《排爆手》等网络电

影新片，满足人民群众表达爱国

情怀、歌颂英雄人物、把握美好生

活的愿望，也传递出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国庆当天首播

的《特级英雄黄继光》，以抗美援

朝特级英雄黄继光的视角切入，

讲述了黄继光壮烈牺牲的故事。

富有感染力的影视语言，充分展

现了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士们艰苦

奋斗、保家卫国的高尚情怀，一经

上线就引发了观众的共鸣和热

议。与此同时，腾讯视频还组合

编排了《中国救援·绝境 36 天》、

《逆流而上》、《雷霆行动》等优质

版权项目，并精选了《我和我的祖

国》、《中国机长》、《红海行动》、

《流浪地球》等长尾效应的院线佳

片，共同营造出庆祝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的良好氛围，传递社会

正能量。

三、坚守使命担当，充分发

挥主流网络视听平台优势

人才是第一资源。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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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跨入

高质量发展正轨的网络电影而

言，这样的要求不仅是当下必须

持之以恒地践行的，也是行业未

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作为主流网络视频平台，腾

讯视频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在重点布局网络电影赛道时，

不仅坚持锻造精品内容，做好主

流舆论阵地的宣传工作，同样也

着眼于优秀人才与优质案例的扶

持和培养。比如，通过定期发布

的“腾讯在线视频金鹅荣誉”，腾

讯视频主动参与到网络电影工业

化人才队伍的建设，提升全行业

对优质人才、项目以及网络电影

工作者的价值认同，传递出网络

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协同精进

的必要性。又如，腾讯视频投入

大量的资源，从选题分析、播后效

应评估等多个角度，赋能创作，减

少同质化的创作、挖掘优秀电影

人才、降低资源损耗，实现正向内

容的有效输出。

2022 年 5 月，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正式为网络电影发放“网络

剧片发行许可证”，这意味着网络

电影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

代特征的文艺新样式，得到了主

管部门、全行业以及人民群众的

认可，也意味着网络电影未来发

展 有 了 更 重 的 责 任 、更 高 的 目

标。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引领

下，腾讯视频将持续发挥网络视

听平台的优势，增强使命感、责任

感和荣誉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创新方式方法，突出

网络视听特色，昂扬奋进，勇毅前

行，努力创造网络电影在新时代

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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