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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0 日-12 日，河南奥斯卡电

影院线以“共励、共享、共荣”为主

题，成功在郑州举办了院线第二届

总裁培训暨奥斯卡经营管理论坛。

河南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梁莉出

席开班仪式并致辞，河南文化影视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河

南奥斯卡电影院线总经理刘健作了

主题发言。

梁莉代表河南省电影局对培训

班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她说，在

电影工作划归省委宣传部管理的第

一年，奥斯卡院线举办此次培训班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必将对增强

奥斯卡影院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升

奥斯卡院线乃至全省的电影票房，

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梁莉重点介

绍了近年来河南电影市场发展情

况，并对电影产业政策相关问题进

行了详细讲解。

梁莉指出，电影管理部门担负

着管理和服务双重责任，电影市场

的繁荣发展既离不开党委管理部门

的主导、监管和服务，也离不开每位

影院经营管理者的辛勤耕耘与付

出，希望奥斯卡影院进一步优化管

理，提高运营效率；完善硬件设施，

提升观影感受；优化影院营收结构

及会员服务，探索新的增量，为满足

全省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影需求、提

升全省电影票房作出积极贡献。

刘健以《不怨“大环境”，改变

“小生态”》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他

说，中国电影市场这个大环境不会

因为某人抱怨而改变，影院经营者

与其抱怨大环境，不如先做到因时

而变，奋发有为，后谋发展。回顾

1996 年，当时全年票房仅有 8.6 亿

元，今年初一当日票房就达 14.4 亿

元，因此所谓“寒冬”，不过是印证了

电影市场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

中国电影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旧的

规则打破，新的希望孕育。

刘健强调，此次培训要达到两

个效果：一是在分享中学习别人的

经验，充实提高自己；二是坚定信

心，不要把当前的困难当成寒冬。

影院要从三个方面入手改变当前的

生态：一是经营者需付出超出常人

的心血。在网络销售成为主流时，

发掘影院的竞争优势，开发新的观

影群体，亟需经营者提升经营水平

和 经 营 能 力 ，付 出 更 大 努 力 和 心

血。二是提高持续增长的能力，这

也是经营者的核心任务。在电影市

场需求发生变化、影片供应出现瓶

颈的情况下，影院应该打造新的功

能、新的服务。三是经营者要学会

与影院经营和结构的“不确定性”共

处共赢。要先改变自己的观念，脑

子清零，保持空杯心态，打破业务平

衡，打造经营新优势，形成新的盈利

模式。

本次总裁培训邀请了中影南方

新干线、四川太平洋、万达、浙江时

代、江苏幸福等院线多位有着丰富

工作经验的影院负责人，以及奥斯

卡院线旗下 5 家优秀的影院经理一

起进行现场授课，围绕特色影片运

作、市场营销、客户开发、会员开发

及维护等方面深入讲解交流。奥斯

卡院线旗下 274 家影城近 320 名代

表参加了培训。

今后，奥斯卡院线将持续开展

此类培训活动，搭建影院经营管理

交流平台，为旗下影院提供专业优

质的服务，进一步提升影院经营者

的经营管理水平，助力中国电影市

场蓬勃发展。

本报讯 近期，全党正在认真贯彻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5 月 31 日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开展党员

动员大会，落实部署主题教育行动方

案。

在这个大背景下，一次别开生面

接地气的深入乡村，走进山区，精准扶

助赣南老区的“守初心担使命，革命老

区相伴行”——中影集团公司帮扶寻

乌县公益电影放映物资捐赠活动在江

西寻乌县文峰乡长岭村举办。

寻乌县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

的红色革命老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都曾在这

里从事过伟大的革命实践。1930 年，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寻

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篇

章。

6月 14日这天是寻乌县一个难得

的晴天，晚上 8 点，清风吹拂，月上枝

头，灯火初亮，长岭村活动广场上人头

攒动，几百名乡亲聚集在一起，参加由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与中共寻乌县委、

县政府共同主办，中影新农村数字电

影放映有限责任公司、江西欣荣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和寻乌县广播

电影电视新闻中心共同承办的捐赠活

动仪式，观看优秀国产影片《战狼 2》。

现场放映影片的崭新银幕是当地村民

从未见过的7米金属大银幕，放映设备

则是全新的高配置激光流动放映机，

立体声的电影音响、高质量的银幕效

果，精彩的电影情节……这一切都深

深吸引住了村民观众。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纪委书记袁临

敏，中影新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放映公

司总经理、支部书记李建军，中共寻乌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副县长张海，寻乌

县委副书记韩相云，江西欣荣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学雷，

寻乌县广播电影电视新闻中心主任陈

洪林等出席“守初心担使命，革命老区

相伴行”——中影集团公司帮扶寻乌

县公益电影放映物资捐赠活动仪式。

张海主持捐赠仪式，韩相云受县

委柯岩松书记和县政府杨永飞县长委

托致辞，袁临敏代表中影集团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焦宏奋讲话，并向寻乌

县捐赠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物资，陈洪

林接受捐赠。

张海首先代表寻乌县委、县政府

感谢中影集团的倾情捐赠。他介绍

说，今年3月中影集团综合调研组来寻

乌开展了为期 3天的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工作专题调研，通过座谈交流和实

地考察等形式，详细了解了县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困

难，并结合寻乌实际，决定为寻乌捐赠

价值 15万余元的电影放映设备，改善

寻乌放映设备陈旧老化问题，这充分

体现了中影集团对寻乌老区的关怀。

韩相云在致辞中表示，此次中影

集团捐赠的电影物资大力推动了县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设备老旧、设施简陋

等问题的解决，必将让县农民群众享

受更高质量的观影效果。县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工作管理部门将以此次捐赠

仪式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管理办法，加

强放映人员业务技能培训,提高管理水

平，进一步发挥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工作的桥梁纽带作用，满足人民群众

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确保全

县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再上新台

阶。

袁临敏介绍，此次中影集团向寻

乌捐赠物资项目是落实中宣部机关党

委要求，学习贯彻“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的具体实践。捐赠

的物资包括 1套高配版流动激光数字

电影放映设备；20 组 3 米金属银幕；

1500个农村观影凳子，以及 10个投影

机专用灯泡，总价值 15万余元。这些

捐赠物资均已运到本地投入使用。袁

临敏希望农村电影帮扶行动可以落地

生根，能够帮助促进寻乌当地农民观

众“看好电影”，并让农民观众从中获

得幸福感！

为保障中影集团捐赠寻乌电影物

资项目顺利开展，具体负责落实工作

的中影新农村放映公司，在总经理李

建军带领下，急当地农村电影放映所

需之急，认真调研、精心筹备。李建军

表示，此次定点精准帮扶活动的开展，

是中影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践行十二字总要求

的具体体现,农村电影工作者只有深入

基层，到农村第一线服务好农村观众

才能守得初心，担负起使命，找出工作

差距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另外，不论

从落实中宣部机关党委要求，还是从

农村电影公共文化建设上，开展有效

帮扶工作也是我们国有电影企业义不

容辞的责任。中影新农村党、团员组

成放映小分队来到革命老区，通过开

展基层帮扶活动，既能带动年轻人投

入农村电影工作的激情，又能使“四

力”得到实实在在的提升，锻炼了队

伍。李建军说，我们将始终守初心担

使命，与革命老区相伴行。

捐赠仪式活动外，与会人员分别

到寻乌调查专题陈列馆和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用服中心考察学习。同期，

中影新农村放映公司与江西欣荣农

村院线公司、寻乌县广播电影电视新

闻中心还就创新寻乌农村电影放映

工作举办了专题调研会，分别对农村

电影面临的问题、挑战和新机遇进行

了研讨。 （支乡）

本报讯 6 月 16 日，第十一届海峡

论坛·海峡影视季在厦门成功举办。

本届海峡影视季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台湾中华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公会、台湾

中华演艺总工会、台北影音节目制作

商业同业公会、台湾东森电视公司、台

湾中天电视公司参与主办，福建省广

播电视局会同福建省电影局、福建省

广播影视集团、厦门市人民政府承

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范卫

平，国台办副主任龙明彪，福建省委常

委、组织部长、副省长杨贤金，台湾文

化创意产业联盟协会荣誉理事长李永

萍等出席活动。

本届海峡影视季以“弘扬中华优

秀文化 促进两岸影视交流”为主题, 由

“一会、一展、一赛”组成，即第十一届

海峡影视季颁奖晚会、第四届海峡两

岸青年微电影展和海峡两岸电子竞技

邀请赛启动仪式，将两岸影视的展示、

表彰、论坛、洽商等融为一体,进一步推

动了海峡两岸影视精品宣传展示与影

视产业交流合作。同时，本届海峡影

视季回望两岸影视交流交往历程，触

发两岸影视人共同的文化记忆，传承

“光影航程”精髓，着力打造两岸影视

交流品牌。海峡影视季颁奖晚会对最

受大陆观众欢迎的台湾电影、电视剧，

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大陆电影、电视

剧，最受两岸观众欢迎的合拍电影、电

视剧和综艺节目等 7项两岸优秀影视

作品进行表彰，融入台湾演艺元素，体

现了“两岸一家亲”的家国情怀。

第十一届海峡影视季颁奖晚会

——“2019光影航程”于6月16日晚在

厦门集美嘉庚剧院举行。中国电视剧

制作产业协会会长、著名导演尤小刚，

国家一级演员句号，台湾电影文创产

业协会理事长陈志宽等嘉宾先后揭晓

并颁发奖项。

2018 年度台湾最卖座华语电影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获颁“最受大

陆观众欢迎的台湾电影”，改编自东野

圭吾的同名小说，由王俊凯、迪丽热

巴、董子健领衔主演的《解忧杂货店》

获颁“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大陆电

影”，《闺蜜2》获颁“最受两岸观众欢迎

的合拍电影”。

作为本届海峡影视季的系列活动

之一，第四届海峡两岸青年微电影展

用新媒体形态搭建了展示海峡两岸青

年思想感情和艺术创意的传播平台，

增进两岸青年的互动交流，为海峡两

岸影视交流合作注入新鲜血液。该活

动于今年 3 月 15 日启动作品征集，共

征 集 作 品 657 部 ，比 上 一 届 增 长

33.3%，其中大陆作品 535 部、台湾作

品 122 部，作品数量创历史新高。颁

奖晚会上，记录“香港最美搬运工”朱

芊珮励志故事的《疾走劳拉》、讲述台

湾布袋戏巨擘李天禄与弟子几十年跨

国师徒情谊的《八法过海》，以及《角

儿》、《时光胶囊》、《托拉海》、《抵抗

者》、《幸福卡车》、《防蚊贴片》、《母

亲》、《猪血糕》等10部两岸微电影作品

获得表彰。 （影子）

第十一届海峡论坛·海峡影视季厦门举行

《闺蜜2》获最受两岸观众欢迎的合拍电影

守初心担使命 革命老区相伴行

中影集团帮扶江西寻乌县公益电影放映

河南奥斯卡院线举办第二届总裁培训班
助力旗下奥斯卡影院创新创意砥砺前行

梁莉 刘健

中影集团向寻乌县捐赠公益电影放映物资

当下，“寒冬”成为中国电影产业的热频词，作为行业终端的影院如何

才能穿越寒冬，迎来春天？近日，河南奥斯卡院线邀请河南省电影局领

导、兄弟院线资深影院经理齐聚郑州，聚焦影院经营管理，为影院在新形

势下提升创新创意水平，做好经营管理讲实情、出实招、求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