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动画电影《我们

的冬奥》发布“小光头强挑战滑雪”

片段。在片段中，看着身边的小伙

伴纷纷开始滑雪，小光头强也跃跃

欲试，在小伙伴怂恿之下决定挑战

滑雪，却出了洋相。看到又高又陡

的滑倒，小光头强紧张不已，却不

料自己摔倒同时也拽倒了身边的

小伙伴。

动画《我们的冬奥》讲述了冬

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

祥物雪容融因去参加冬奥村开村

仪式时途中遇到了众多中国动画

经典角色的故事，共有 50 多个中

国动画角色英雄集结。影片已于 2
月 19 日 正 式 上 映 ，累 计 票 房 近

6000 万元。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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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贯彻新发展理念，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改革创新，打造主业

突出、技术先进、服务优质、特色鲜

明的影视基地项目，带动影视产业

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正确方向。把握影视

创作生产的意识形态属性，加强对

影视基地内拍摄制作业务的把关和

管理，确保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

——坚持因地制宜。立足我

国影视产业发展阶段和各地区资

源要素禀赋，遵循影视基地建设发

展规律，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控制

总量、提高质量，形成健康、有序、

可持续的发展格局，防止一哄而

上、跟风雷同。

——坚持突出主业。准确把

握影视基地的产业定位，以服务

影视创作生产为核心，打造影视

精品力作。合理控制影视基地配

套产业规模，防止变形走样，严

防借影视基地之名行房地产开发

之实。

——坚持典型引领。把握好发

展与规范的关系，实行正面激励与

负面纠偏“两手抓”。充分发挥先进

影视基地的榜样示范作用，树立标

杆、推广经验、加强引导。

本报讯 近日，纪录电影《大国粮

仓》在北京大学首映。影片导演熊

延江及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刘

春明、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所副

院长张红宇、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卫、

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刘录

祥等科学家代表主创参加活动。《大

国粮仓》特别核心主创袁隆平院士

团队代表袁隆湘也到场为影片助

阵。

《大国粮仓》以纪实拍摄手法，融

入历史资料，生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从解决温饱问题到迈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展现

了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广大农业科技工

作者在农业科技攻关征程中矢志创

新、勇攀高峰，同时带领观众更加清

晰、深入了解了我国农业一段时期以

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影片放映后，北京大学原校长、

现代农学院名誉院长许智宏分享了

自己观影后的感受。他认为，《大国

粮仓》不仅为大众整理和讲述了我国

农业成就背后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

一批科学家的辛勤耕耘与付出，也成

为了广大农业专业学子一堂最好的

公开实践课。

这样的肯定，让导演熊延江非常

感动。他透露，影片前后筹备历时四

年，创作团队分成 6 个摄制组走遍中

国各地，采访了 60 余位专家、一线工

作者和普通百姓。这个过程中，他也

得到了包括袁隆平院士团队在内众多

科学家的鼎力支持。

现场，熊延江特别拿出了一张授

权书，他激动地说，过去自己也曾与一

些明星商讨过肖像权使用，对方都会

要求支付一定费用，但袁隆平院士却

是分文不取，这让人更加敬佩老一辈

的奉献精神。

（政鹏）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冬奥首金

获得者杨扬及她的教练辛庆山共同

担任顾问，徐峥监制，王放放执导，

孟美岐、夏雨领衔主演，裴魁山、萨

日娜、焦刚、张国强主演，王浙滨、刘

瑞芳担任总制片人，王放放、王浙滨

担任编剧的北京冬奥组委特许授权

电影故事片《我心飞扬》在上海举行

路演活动。

活动现场，徐峥表示：“以前我不

了解短道速滑，没有想到滑得那么

快，整个比赛几乎就是一瞬间结束

了，所以要把这里面惊心动魄的场面

拍出来其实不亚于一个动作片。整

个拍摄团队和导演投入非常大的精

力、花了大量的心思呈现这些运动的

镜头，力争给观众呈现最佳效果。”

王放放坦言：“今年我们冬奥会

的成绩非常好，我也希望通过这部

电影让体育精神更多地传递、走入

每一个家庭，希望孩子们可以更多

地接触到这种体育精神。这是体育

电影在当下这个时代的巨大意义和

使命，让体育电影很好地把体育精

神推广下去。”影片领衔主演夏雨则

表示：“我可以非常深切地体会到运

动员的不容易，可能大家更多看到

的是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的闪光时

刻，但是却无法看到这背后持久的训

练与付出，这种拼搏精神及坚持更加

令人尊敬。”

现场的观众也纷纷表示，这部电

影不仅仅把杨扬实现了中国冬奥金

牌“零的突破”的故事讲出来，也突显

了中国短道速滑取得优异成绩背后

的艰辛和运动健儿们付出的努力，更

是展现出中国体育健儿们对奥运精

神的追求，也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能鼓

舞更多的人去奋斗、去追求自己更高

的梦想。 （影子）

国家电影局等印发
《关于促进影视基地规范
健康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国影发〔202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影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生态环境厅

（局）、住房城乡建设厅（委、管委）、广播电视局：

现将《关于促进影视基地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电影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22年2月21日

关于促进影视基地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

近年来，各地先后投资建设了一批影视基地，对于影视行业

提高创作生产水平、完善工业体系、壮大产业实力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在影视基地建设发展中也出现了盲目发展、低水平重

复建设等问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借机搞房地产开发的情

况。为促进影视基地规范健康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十二）压实属地责任。各地区

要充分论证、统筹规划，严格控制新

批新建影视基地，进一步强化管理，

确保影视基地真正为影视创作服务、

为影视企业服务。要严肃查处违反

土地用途和建设方案要求、利用影视

基地土地开发房地产的行为。

（十三）加强部门监管。影视主

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影视基地相关标

准和规范，加强内容监管、行业指

导、示范引领和宣传引导。发展改

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

建设等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能加强对

影视基地项目的监管，在审批之前

征求省级以上影视主管部门的意

见，对未依法依规办理审批手续的

及时予以纠正。影视主管部门要协

助有关部门及时将批准同意设立的

影视基地边界线等空间信息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相关信息系统。对于拓

展经营主题公园等业务的影视基

地，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能按照有关

规定加强规范管理。

（十四）强化行业自律。培育和

支持影视基地行业社会组织发展，

鼓励和指导行业协会参与制定影视

基地相关技术与服务标准和规范。

行业协会要加强行业研究和统计分

析，及时掌握行业发展动态，促进行

业交流，宣介政策法规，强化会员监

管，维护行业权益，营造良好环境。

国家电影局

2022年2月21日

（三）准确界定范围。本意见中

所称的影视基地，是指采取市场化、

企业化方式建设运营，实行封闭或

半封闭管理，以人工实景、摄影棚等

为主要内容，拥有音视频编辑机房、

器材装置库等设施设备，为电影、电

视剧、网络电影、网络剧等提供拍

摄、制作等专业化服务的园区。

（四）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各影视基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确

保基地内拍摄制作影视作品合法合

规。对于未经影视主管部门许可或

者备案的电影、电视剧、网络电影、

网络剧等摄制活动，各影视基地一

律不予接待，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相

关剧组提供拍摄制作服务。影视基

地如发现剧组违规拍摄制作影视作

品等情况，应及时向当地影视主管

部门报告。

（五）合理规划布局。建设影视

基地要严格履行法定审批程序。各

地区要根据本地区影视产业发展水

平和比较优势，严格科学论证，统筹

研究影视基地项目的数量规模和选

址布局。在影视基地周边，合理规

划酒店、餐饮、交通等服务设施建

设，控制与影视基地无关的住宅、办

公楼等项目。在影视基地内部，配

套商业设施应主要用于服务影视拍

摄制作相关人员。

（六）聚力发展主业。紧密围绕

影视拍摄制作业务需求，集聚行业

资源要素，优化服务流程和机制，及

时更新设施设备、改造场地环境，加

强专业人才培养，不断提高影视基

地建设水平和质量效益，切实增强

主业核心竞争力。创新影视基地发

展业态和经营模式，合理延伸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加强影视基地品

牌建设，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内涵

式发展。

（七）提高科技含量。准确把握

影视工业发展趋势，积极推动影视

基地企业科技创新。大力支持虚拟

数字拍摄、云计算、云存储、人工智

能、5G 协同制作等新技术推广应

用，充分利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建设成果，切实提高影视特效制作

水平。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

健全创新激励机制。

（八）加强示范引领。鼓励影视

基地做优做强。确定一批国家级重

点影视产业基地（园区），从资金、政

策、业务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更好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九）严控房地产开发。严控影

视基地建设和管理运营主体在基地

周边捆绑开发建设住宅、办公楼等

房地产项目，不得通过调整规划为

影视基地项目配套房地产开发用

地。对拟新增立项的影视基地项目

要严格把关，防范“假影视基地真地

产”现象。

（十）严格用地管理。落实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

度，影视基地选址须位于城镇开发

边界内，合理确定用地规模。影视

基地用地要优先利用存量和低效建

设用地，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禁

止占用耕地、I级保护林地、天然林

地、国家级公益林地和城镇公园绿

地，禁止违规填海建设影视基地。

（十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落

实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

禁在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

文化自然遗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选址建设影视基地，严格落实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要求。

三、组织实施

二、主要任务

一、总体要求

《大国粮仓》主创走进北大

《我心飞扬》上海路演

徐峥：拍摄难度不亚于一部动作片

《我们的冬奥》发布“小光头强挑战滑雪”片段

本报讯 3 月 7 日，亲情电影《春

歌》正式更名《妈妈！》，并发布一张

“母女相伴”定档海报，宣布影片将

于 2022 年 5 月 8 日母亲节全国上映，

5 月 3 日、4 日、7 日超前点映。

影片由杨荔钠自编自导，尹露监

制，两位国家一级演员吴彦姝、奚美

娟领衔主演，讲述 85 岁母亲照顾 65
岁患阿尔茨海默病女儿的故事。海

报上，两位老人坐在浴缸中，灿烂开

怀的笑容洋溢脸上，温暖童真的画

面背后，潜藏着与遗忘对抗的艰辛

和无奈。

影片聚焦国内银幕十分鲜见的

老年题材，更将关注的视线给予阿

尔茨海默病相关人群，颇具社会意

义和探讨价值。影片中，两位老人

同为退休大学教授，因阿尔茨海默

病，生活遇到极大挑战，而对彼此的

深爱，让她们紧紧拥抱，用力依偎，

生命焕发动人的光彩。85 岁的母亲

更一力承担起照顾之任，这一特殊

情境下的母女关系，更显亲情的深

刻和强大。影片原名《春歌》，最新

片名则选用了重要台词，一声“妈

妈！”是母亲最渴望听见的呼唤，是

女儿心中最深的记忆，也是母亲节

之际，影片给世间所有妈妈送去的

问候。

（影子）

吴彦姝奚美娟合作《春歌》正式更名《妈妈！》

熊延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