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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之夜——
迎接新中国七十华诞光影呈现

本报讯 仲夏时节，风清气爽，影人荟萃，

云集沪上。适值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举办之际，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

周年，展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创作、发行

实绩，答谢和回馈长期以来对中影股份各项

工作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各界友人，6 月 16 日

晚，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影之

夜——迎接新中国七十华诞光影呈现”主题

活动在上海举行。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电

影局局长胡劲军，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葛学斌，上海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上海国

际电影节副主席任仲伦及各大电影企业负责

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及业界翘楚八百余人

出席活动。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喇培康发

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喇培康指出：“中影股

份举办‘中影之夜’，是为了答谢和回馈各位

来宾长期以来对中影股份各项工作的支持！”

“在各位来宾及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怀和大力

支持下，中影股份近年来实现了较快的发

展。中影股份的制片、发行、放映和影视服务

四大业务板块齐头并进，与大家的合作成效

显著。特别是今年春节档期热映的《流浪地

球》和现在正在热映的《最好的我们》，都实现

了两个效益的双丰收，也实现了中影股份跟

合作伙伴之间的互利和双赢。”

喇培康表示：“今天，特别利用这个机会

向各位来宾推介一批中影股份即将发行的和

正在研发、筹备、拍摄中的重点影片，跟大家

一起分享。这些影片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正

能量、接地气。”喇培康强调：中影股份近年来

取得的每一项进步都得益于大家的支持和合

作，中影股份未来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大家的

支持和合作。中影股份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坚持“两效统一”和“三精统一”

的创作方针，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坚持高质

量发展。中影股份是一家全产业链电影公

司，但同时也是一家平台公司。我们愿意为

所有有意在电影产业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制片

领域发展的公司和个人提供合作机遇、提供

合作平台，共同研发、共同创作、共同投资、共

同拍摄、共同宣发，最终实现互利双赢。一花

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中国电影产

业的繁荣，要靠众多的电影人和电影公司的

共同努力，要走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中影

股份愿意敞开胸怀、敞开大门，欢迎并且拥抱

各路电影豪杰，与大家一道，共商影事、共谋

发展、共创未来、共享繁荣。

已经拍摄完成和正在制作、筹划中的二

十八部新片《百万雄师》、《龙牌之谜》、《中国

缉毒秘密战》、《爱你，星期天》、《魔象传说》、

《上海堡垒》、《疯狂斗牛场》、《桂香街》、《火山

地狱》、《一切如你》、《宠物联盟》、《寄居者》、

《海龙号》、《亲密旅行》、《记忆切割》、《伟大的

愿望》、《急先锋》、《希望岛》、《中国汽车人》、

《34天》、《反击》、《红色的起点》、《功夫茶茶》、

《家有儿女之最佳拍档》、《妈妈的神奇小子》、

《明日战记》、《沦波舟》、《太阳升起的时刻》齐

齐亮相；影片的部分创作人员唐季礼、鲍德

熹、田沁鑫、叶永烈、果靖霖、石凉、沙溢、姚星

彤、王为民、艾伦、母其弥雅、朱正廷、彭顺、启

星、章笛沙、董培雯、杨轶、于越、淳于珊珊、洪

天照、贺宽、姬晓飞、阿列克谢、李萌萌、翁子

光、沉石、曹志纶、楚卡、李思宸、王琛、高以

翔、王森、王宫良、孙嘉灵、石磊、史雷永、安

吉、关小红、陈辉、傅绍杰、宋宪强、姚骐、宋兆

桓、金茂、曲璇、丁小洋、王志勇、王程泽、李

倩、刘志广、加里·汉密尔顿、叶英、刘旭峰、李

宏瑞、张林书、尹志文、林伟斌、史蒂芬·卡斯

特、何笑梅、罗露菲、吴明哲、周丽华、陈威良、

卓建荣、孙孟惠、赵红、陈英闻、路晨、梵凡、蓝

飞洋、张伟、马子洛、杨俊生等电影人盛装出

席。这二十八部优秀电影作品，是由中影股

份倾力打造的精品佳作，相信一定能够得到

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支持。

本次“中影之夜——迎接新中国七十华

诞光影呈现”活动所推介的影片题材广泛，内

容丰富，类型多样，充分彰显了中影股份恪守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两效统一”、

“三精统一”，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宣传文化工

作大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凸显出中影股

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觉承担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还

展现了中影股份在新时代电影创作方面的新

担当、新作为。

活动最后，中影股份董事长喇培康与九

十高龄的著名作曲家吕其明老师共同切开寿

桃，为新中国 70华诞倾情庆祝。在场的老中

青三代文艺工作者于慧、叶永烈、田沁鑫、刘

国华、吴云芳、吴海燕、严永瑄、佟蔓薇、佟瑞

欣、居文沛、郑毓芝、赵静、徐才根、夏菁等集

体登台共同唱响《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将晚

会推向高潮。全场群情激荡，气氛极为热烈，

近千名电影人在歌声中共祝祖国美好，生日

快乐。

主持活动的中影股份总经理江平表示：

“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以人民

为中心，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的优秀作品，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

歌英雄，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献上一份真诚的

贺礼。”

“中影之夜——迎接新中国七十华诞光

影呈现”主题活动在雄壮的《红旗颂》旋律中

圆满结束。 （影子）

本报讯 由上海唯喜影业有限公司、太阳

娱乐文化有限公司出品，公安部金盾影视文

化中心、联联看娱乐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

品，上影股份发行的电影《第八个嫌疑人》

近日在上海举行“天地人心”发布会。主演

大鹏、孙阳、张颂文到场分享拍摄心得。

电影《第八个嫌疑人》根据 24 年前震惊全

国的武装劫钞案改编。1995 年，一伙悍匪武

装抢劫运钞车，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开枪残杀

三人，劫走 1500 万。案件发生后，公安干警雷

霆出击，迅速侦破案件并追回大部分赃款赃

物，但主犯却消失在茫茫人海。

主创认为，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当你

选择了犯罪，即便能够飞天遁地，逃得再远再

久，也逃不出内心的监狱。主创们全力打造的

剧本精彩纷呈，也得到了金盾文化影视中心相

关负责人的首肯。

发布会上，监制郑保瑞表示，《第八个嫌疑

人》的故事非常精彩，会让观众耳目一新。而为

了拍出 1995年的感觉，剧组一比一还原了上世

纪的原貌，很多当地百姓对于电影的还原度表

示惊叹。

主演大鹏为了拍摄影片增肥20斤，片中角色

年龄跨度也达到20岁。大鹏表示，“不逼一下自

己，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我喜欢挑战

各种不同的角色，喜欢为了角色‘脱胎换骨’。”

该片由李子俊执导，郑保瑞、谢国豪监制，

目前正在佛山热拍，预计 2020 年上半年全国

公映。 （杜思梦 李霆钧）

本报讯 6 月 17 日，宫崎骏巅峰之作《千与

千寻》在上海举办千人首映礼。首映礼上，光线

传媒总裁王长田表示，这部动画史上最伟大的

作品之一，对中国是第一次放映，对全球可能是

最后一次大规模放映。电影制作方吉卜力也对

中国观众高度重视，制作人铃木敏夫表示“这部

片子是吉卜力最倾尽全力的作品，很期待中国

观众看后的反应”。

首映礼上，吉卜力社长星野康二，电影中文

配音演员井柏然、彭昱畅、田壮壮、王琳等主创

首度合体亮相。在红毯上，井柏然和彭昱畅用

剧中角色名签下自己的名字“井白龙”、“彭无

脸”。井柏然现场用《千与千寻》经典台词喊话

“千寻”周冬雨——“不要吃了，会变成猪”。彭

昱畅则现场化身“无脸男”。黄渤惊喜现身红

毯，现场配音经典台词，更温暖表白电影“我们

小时候都在千寻这个梦里呆过”。当日，尽管导

演宫崎骏先生未能到场，但他特别为中国观众

准备了拜托版手写信“千与千寻，请多关照”，收

获大批眼泪和戳心好评。

电影《千与千寻》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

口、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国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译制，将于6月21日上映。

（木夕 姬政鹏）

本报讯（记者 林琳）6月17日，主题为“与

时·筑梦”的2019腾讯影业年度发布会在上海举

办。腾讯影业发布了《我和我的祖国》、《紧急救

援》、《我们的西南联大》、《亲爱的，你在哪里》、

《奔腾年代》、《急先锋》等共计34个影视项目进

展，还包括由故宫博物院担任监制、向故宫 600
年献礼的《故宫如梦》等自制剧；同时宣布与猫眼

娱乐、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大白小黑、华录百纳、

江苏广电集团幸福蓝海等5家行业伙伴达成战

略合作；并启动了新文创新人计划，与亦星文化、

同人星光开启创新选角合作。

腾讯影业宣布未来将继续加大在影视内容上

的投入，希望能打造出更多中国故事，打造出更多

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文化符号。

持续加大影视投入

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影视行业

在经历十年高速发展后，行业也开始回归理性，

回归内容为王，开启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赛

道。作为基于腾讯新文创生态，专注于优质影视

作品打造的开放内容平台，腾讯影业从2015年

成立伊始，就以 IP内容核心，希望为用户创造出

更多丰富生活、温暖人心和感动人性的作品。由

于前置布局长线孵化，进入2019年，《我和我的

祖国》、《紧急救援》、《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正

青春》、《第一次的离别》、《吹哨人》、《南方车站的

聚会》、《上海堡垒》等腾讯影业主投或深度参与

的逾10部首批作品也将集中上映，为新中国成

立70年献礼。

“这几年来，我们在影视领域的投入不断加

码，并基于新文创思路，持续推动影视与动漫、游

戏、文学等数字内容的联动。”腾讯集团首席运营

官任宇昕表示，腾讯影业未来将继续加大在影视

内容上的投入，希望能打造出更多“中国故事”。

在他看来，影视是数字内容生态的“压舱

石”。在腾讯的数字内容生态中，影视将扮演重

要角色。“非常高的大众触达和非常强的情感投

射，以及影视的衍生能力，决定了影视在内容生

态当中的核心价值。”

在任宇昕心中，影视还是构建文化影响力的

“硬通货”。“影视是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

载体。未来，文化传播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腾

讯影业今年的片单里，拥有鲜明中国文化内核的

东方故事，以及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题材影片比

重占到约75%。”

专注内容，

打造美好时代故事的“三个坚持”

“最近电影行业内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是面

对未来是否有信心。几年前，我们刚进入这个领

域的时候我说的是‘相信’。今天我的答案依然

是‘相信’。”这是腾讯集团副总裁兼腾讯影业首

席执行官程武的开场白，也是他作为一名影视行

业从业者的态度。

程武认为关键还是要回到内容上，打造出好

的作品，这是一切信心的根基。他表示，腾讯影

业的核心是心无旁骛地打造好故事、好内容。因

此，他给自己和腾讯影业立下了“三个坚持”。

第一个坚持是在内容布局上做垂直深耕。

内容产业虽然很重创意，但长线成长，关键还是

要基于用户需求，去挖掘、培育和深耕各个垂直

赛道，构建出系统的内容组织能力。

第二个坚持是关注有正向意义的现实题

材。无论是出于创作的需要，还是时代的使命，

现实题材往往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和情

感共鸣。

第三个坚持是关注影视作品的文化内核。

过去几年，腾讯影业参与出品的《影》等作品在海

内外获得了不少认可和赞誉。未来，“东方故事”

系列还将推出更多具有中国文化内核的作品。

发布《我和我的祖国》等

六大文化产品系列34个影视项目

本次发布会,根据腾讯影业六大文化产品

系列布局，依次发布了时代旋律、国际探索、东

方故事、青春能量、次元破壁等系列共计 34 个

影视项目。

在时代旋律系列共计 15 部影视作品。取

材自新中国成立 70 年里多个历史性瞬间，管

虎、张一白、徐峥、薛晓路、宁浩、文牧野、陈凯歌

七位导演联合执导，讲述普通人与祖国息息相

关的动人故事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将在国庆

档上映。影片出品人华夏电影董事长傅若清、

联合出品人程武、总制片人黄建新、导演代表薛

晓路上台共同发布。黄建新表示：“每位导演都

选择了自己最感兴趣的历史瞬间进行创作，这

将会是一部饱含深情的有诚意的作品。”

林超贤执导的电影《紧急救援》同样引人关

注。这部聚焦海上救援题材的电影定档 2020
年春节。影片出品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

冬表示，《紧急救援》中的主人公是一群“把生的

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英雄。

此外，时代旋律系列还包括在柏林国际电影

节、东京国际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收获多个奖

项的电影《第一次的离别》，以及《我们的西南联

大》、《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正青春》等剧集。

腾讯影业除了助力和联合国内影视公司外，

另一大目标就是让中国电影“走出去”。因此在

今年公布的国际探索系列中，中外金牌团队联手

打造的《许愿神龙》格外显眼。该片是一个有普

遍价值观且幽默的故事，也是一个会让全世界的

观众喜欢的中国故事，其中的神龙角色由著名演

员成龙配音。除此之外，腾讯影业公布了《吹哨

人》、《急先锋》、《怪物猎人》、《终结者：黑暗命

运》、《邻里美好的一天》等国际合作项目。

与此同时，在东方故事、青春能量、次元破壁

等系列中，依旧有不少值得业内外关注的影片。

如滕华涛执导，鹿晗、舒淇等主演的科幻片《上海

堡垒》已定档8月9日；刁亦男执导，胡歌、桂纶镁

等主演的《南方车站的聚会》；改编自作家饶雪漫

小说，故事围绕“一首歌，两代人，三座城”展开，

讲述少女与母亲在巨大隔阂中如何一步步揭开

两代人成长经历和爱情故事的《大约在冬季》；陈

建斌执导并主演的《第十一回》；以及展现坚韧不

服输的工匠精神、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电视剧

《故宫如梦》等。

发布《我和我的祖国》《紧急救援》等六大系列34部作品

腾讯影业将打造更多“中国故事”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第八个嫌疑人》2020年上映

《千与千寻》千人首映礼
宫崎骏致中国拜托版手写信“请多关照”

本报讯 第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论坛暨展览会

（CinemaS2019）主题论坛 6 月 18 日在上海拉开

帷幕。本届论坛以“中国电影业深化改革与创

新发展”为主题，与会嘉宾就当前电影产业面临

的形势，怎样实现创新发展等共同关注的问题

进行深入探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副会长

梁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

精尖创新中心主任侯光明出席论坛。谈及行业

未来变革，与会嘉宾认为，随着银幕数的飞速增

长，实现电影分线分众发行指日可待。

梁戈在致辞中分析了当前我国电影产业在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电影产业发展的积极因

素，梁戈希望，业界要对有利中国电影发展的积

极因素有清醒认识，希望大家坚定信心，稳定预

期，攻坚克难，不负使命，在科技创新、产业升

级、优化管理、提质增效、规范经营等方面争创

一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电影市场环境和产业

生态中做最好的自己，共同开创中国电影高质

量发展的新局面。

当天，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于丽做了题为“流年笑掷，未来可期——迈向

电影强国进程中电影院线未来发展的几点思

考”的演讲。于丽认为，中国的院线制改革正进

入深水区，政府主管部门应以保持市场稳定为

目标，以调动行业各方主观能动性为目的。博

纳影业集团高级副总裁蒋德富以“讲好中国故

事、歌颂时代英雄、创作文化精品”为主题发表

演讲，他现场分享了博纳在做内容产品的经验

与方法：讲好中国故事；结合时代发展，尝试更

多类型化电影的创作生产。凤凰卫视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CTO王宏波在“5G时代-电影产业的机

遇和挑战”的演讲中分析了5G对于社会的影响，

认为5G将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5G或

能助中国电影强国建设一臂之力。

博纳影业集团副总裁黄巍，新城发展集团

助理总裁、上海星轶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政，大地院线创始人、董事方斌，新丽电影总

裁、新丽传媒集团高级副总裁李宁，上海联和院

线总经理沈玥，卢米埃影业CEO胡其鸣，北京聚

合影联副总裁焦靖共同参与了圆桌讨论，分别

从政策、发展和商业模式及产业链参与各方的

角度深入探讨了“院线制改革”、“分线/分众发

行”、“分账模式的进化”议题。嘉宾们认为，随

着中国银幕数量的快速增长，分线、分众发行将

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本次论坛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北京

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共同主办，

北京汇联天地传媒有限公司承办。 （杜思梦）

CinemaS2019上海国际电影论坛暨展览会开幕主题论坛举办

实现电影分线分众发行指日可待

左起：程武、傅若清、黄建新、薛晓璐

“中影之夜”特邀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共庆共和国七十华诞

大鹏（左）率主创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