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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行政市级层面，至少有包括苏

州、烟台、无锡、淄博、昆明、温州、金华

等在内的十余个重点城市出台退税减

税、房租减免、财政补贴、金融支持等政

策来“救急救穷”。

3 月 5 日，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

难着力稳定经济增长若干政策措施的

通知》，其中提到，对批发零售、住宿餐

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重点行业领

域，地方法人银行机构发放的中小微企

业贷款利率低于同期 LPR的、银行机构

办理票据贴现利率明显低于市场平均

水平的，给予全额再贷款、再贴现支

持。并要求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中小微

企业的担保支持力度，鼓励取消反担保

要求，延续国有融资担保公司担保费率

下降 20%政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担

保费率不高于 1%。

同时还表示，苏州市级安排不低于

25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支持文旅行业

消费复苏及重点企业纾困。提前组织

开展 2022 年度苏州市文化产业发展专

项扶持经费项目申报工作，加快发放扶

持资金。鼓励各级文化产业园区减免

园区内中小微文化企业房租。鼓励和

支持酒店、景区、民宿、旅行社、文娱企

业等开展各种促销活动。

减负能解决生存问题，是短期目

标，扶持则能解决发展问题，是长期目

标。在山东烟台、江苏无锡、山东淄博、

云南昆明等地政府的相关政策中，都包

含了减税降费的措施，也提出了刺激消

费的相关条款，希望能通过发放消费

券、举办线下活动等方式，引导消费需

求释放，在两方面同时发力，既应对疫情

带来的风险，同时也在积累发展后劲，让

企业能够喘口气活下来，并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大背景下能更好地发展。

3 月 24 日，烟台市委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印

发《关于纾困解难稳中求进的若干政策

措施》，其中提到，发放 300 万元文旅消

费券，加快“烟台文旅云”迭代升级，健

全“一中心四平台”智慧文旅公共服务

体系。

同日，无锡市发布《关于加大力度

助企纾困推动经济稳定健康运行的若

干政策措施》，其中提出，提前开展年度

市级服务业提质增效专项项目申报评

审，及早下达 3000万元项目资金。鼓励

酒店、景区、民宿、旅行社、文娱企业等

开展各种促销活动。对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商贸服务等行业，企业 2022年申报

扶持资金项目，暂不考虑地方经济贡

献，适当调整部分业绩项目申报门槛。

并组织举办“太湖购物节”系列主

题购物节，发动线下商户、线上平台深

度参与，推出各层级千场促消费活动，

对纳入“太湖购物节”重点消费促进活

动的，统筹商务发展资金给予支持。通

过鼓励商家、平台、企业发放消费券，免

费开放场馆设施等方式，引导消费需求

释放。并表示对因疫情防控强制性要

求或临时限制措施而关闭的演出场所、

影院、书店，鼓励各地区给予适当支持。

3 月 30 日，淄博市人民政府网站发

布《关于印发淄博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帮助市场主体纾难解困若干政策的通

知》。 在减税降费的同时，还在激发文

化和旅游消费活力中专门提到：组织举

办 2022 年淄博市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

季活动，采取政府补贴的方式发放文化

和旅游惠民消费券 300万元。积极动员

文旅企业参加第六届山东省文化和旅

游惠民消费季。

4 月 8 日，昆明影院解封复工。当

天，昆明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发

布会，发布《关于 2022 年稳增长的若干

政策措施》，其中提到，设立规模 10 亿

元的文旅产业发展基金，支持重大文旅

项目建设。出台文旅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对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给予贷款

贴息、以奖代补等方式扶持。还表示支

持大型商业综合体、商圈商街、品牌企

业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对具有

较大影响力的大型促消费活动予以经

费支持。发放总金额不低于 5000 万元

的彩云昆明电子消费券，鼓励各类商家

发放消费券，带动消费增长。

相比之下，浙江温州、浙江金华、江

苏常州、浙江嘉兴等地政府采取了“真

金白银”补助影院的措施。

3 月 30 日温州推出《温州市关于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

纾困解难 30 条措施》，率先对影院行业

开展专项帮扶补助，直接对影院按座位

数予以每个座位每月 25 元，共一、二季

度 6个月的专项补助。

温州市委宣传部在“30 条措施”一

出台即马上主动会同市府办、市“两个

健康”办公室、市财政局等单位，对政策

执行流程实行优化重塑，并大胆探索突

破原有办理方式，在温州市惠企政策

“直通车”系统上以“免申即享”方式，为

所有影院实现“免申报”、“跑零次”全程

代办。在帮扶补助措施发布后，仅用 5
个工作日就完成从实施细则制定、各属

地宣传部现场核查和审批、资金审核等

流程，为温州市区所有影院发放帮扶补

助资金共 472.41万元。

温州影业协会会长郑日介绍，租金

是影院最大的成本，也是压在企业身上

最重的负担，“之前租金减免的政策，因

为大部分影院租的都不是国有物业，所

以享受不到，我们协会把会员单位的诉

求反馈上来后，市委宣传部很快反应，

最终出台的‘30 条措施’直接按座位数

予以影院每个座位每月 25 元的补助。”

5、6月份正是大部分影院缴纳租金的时

间，政策赶在这之前到来，让影院吃下

“定心丸”，解决了影院“燃眉之急”。

4 月 7 日，金华市减轻企业负担领

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支持市场主体

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出台 30 条

政策举措，支持市场主体平稳健康发

展。

其中对住宿餐饮、旅游、影院等服

务业，金华出台加大服务业企业“个转

企”、“下升上”、“小升规”支持力度，给

予旅游业困难补助、支持旅行社按规定

提供相关委托服务、实施餐饮业纾困举

措、减免征收网络服务收费、给予影院

补助 6条专项政策进行针对性纾困。给

予影院补助，影院按座位数给予 6 个月

补助，每个座位每月 25元。

疫情发生后，政府面向市场主体的

各种补助措施并不少，而像温州、金华这

样针对座位数的补助却是领行业之先。

对于影院来说，座位数的多少更直观地

反映出影院的运营成本与面临的压力，

这样针对性的补助显得更“解渴”。

常州市委宣传部也通过常州市电

影放映协会对常州 71 家影院（含溧阳

市）发放共计 60.5万元的补贴资金。根

据分配方案，每家影院发放防疫补贴

5000 元，合计 35.5 万元，以鼓励各影城

在疫情防控方面继续保持严谨的工作

作风。此外，还向防疫工作中表现突

出，社会责任感较强，受到市委宣传部

和协会表彰的常州武进万达广场店、亚

细亚影视城等 5 家影院，另追加 50000
元的奖励资金，合计 25万元。

亚细亚影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常州电影放映协会会长杨

志庆表示，影城目前职工总人数 85 人，

停业期间，人力成本是影城最大的压

力。“今年的专项补助在亚细亚影城最

需要帮助的时候送来了温暖，送来了希

望，送来了疫情恢复后影院的信心，感

谢政府对电影行业的支持与信赖。”

此外，浙江嘉兴市拟出台《嘉兴市

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

展的政策意见》，精准实施影院专项扶

持措施，对嘉兴市区承租非国有物业的

电影院，按座位数予以 6 个月（一、二季

度）补助，每个座位每月 25 元。此外，

嘉兴县市区也纷纷准备出台帮扶政

策。如平湖市对因疫情影响暂停营业

的电影放映单位，按照 1 个月实缴租金

及物业费用的 50%给予补助。南湖区

在完成影院排摸的基础上，指导影院完

成《疫情防控“四方责任”责任书》签订

工作，为影院复工打好基础。

嘉兴市委宣传部文化艺术处处长钟

晓燕表示，目前对影院的补助资金已筹

措到位，将于近日发放。其中嘉兴市本

级影院补助约288万，平湖影院约35万，

另计划就国家、省级电影专资基础上进

行配套50%奖励。

◎多个城市减负扶持齐发力 为发展积累后劲

部分省市电影企业相关纾困政策信息

时间

3月5日

3月24日

3月24日

3月30日

4月8日

4月7日

3月30日

主体部门

苏州市政府

烟台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无锡市政府

淄博市政府

昆明市政府

金华市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

温州市政府

文件名

关于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着力稳定经济增长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关于纾困解难稳中求进的若干政策措施

关于加大力度助企纾困推动经济稳定健康运行的若干政策措施

关于印发淄博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帮助市场主体纾难解困若干政策的通知

关于2022年稳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

关于支持市场主体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

温州市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30条措施

（上接第3版）

希望留下一个

实实在在的焦裕禄形象

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根据焦

裕禄女儿焦守云口述回忆改编，焦

守云担任总监制，范元执导，高满

堂、李唯担任编剧，郭晓东、丁柳元

领衔主演。影片以真挚细腻的方式

将焦裕禄书记的光辉一生娓娓道

来，以其子女的视角描绘了他与家

人相处时的温情点滴，再现了一位

言传身教的好父亲、温柔体贴的好

丈夫、至孝至诚的好儿子。

2021 年影片上映后，获得了业

界专家与广大观众的好评，同时获

得金鸡奖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

佳女配角、最佳音乐 4 项提名。

焦守云表示，自己的父亲已经

去世 58 年了，但如今人们却都还记

得他，这证明群众对他的感情很

深。“作为父亲的后人，我有责任也

有义务让更多的人了解父亲的一

生。”她说，自己抱着对父亲焦裕禄

的形象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实

事求是地参与了电影《我的父亲焦

裕禄》的创作，与范元、高满堂、郭晓

冬等主创共同努力创作、高度还原，

希望为后人留下一个实实在在的焦

裕禄形象。

2022 年 适 逢 焦 裕 禄 同 志 诞 辰

100 周年。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

心主任徐粤春表示，以创作座谈会

的形式纪念焦裕禄诞辰 100 周年，

既是对焦裕禄同志的告慰，也是学

习、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的好方

法，还是梳理、总结英模片创作方法

的好机会。“创作‘焦裕禄题材’，就

是要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来唤

醒中国记忆、传承中国精神。”徐粤

春说。

将英雄还原到生活之中

1990 年，由王冀邢导演，李雪健

领衔主演的首部焦裕禄传记电影

《焦裕禄》上映，在全国掀起观影热

潮。30 年后，再拍“焦裕禄”，导演

范元坦言，压力不小。

范元透露，通过大量阅读有关

书籍，以及与其家人深入沟通后，

焦裕禄的银幕形象才慢慢清晰起

来。拍摄过程中，范元对焦裕禄

的认识越来越深，焦裕禄的精神

时时刻刻感染着他，“焦裕禄最打

动我的点是他超强的共情能力，

他每次出门身上不能带钱，因为

出去后看见谁苦给谁，大冬天回

来穿着单衣，因为厚实的衣服都

给有困难的群众了。”

谈及影片，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会长饶曙光认为该片成功塑造了一

个可信可亲可爱的主人公形象，“影

片能够得到广泛好评的根本原因是

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功 ，影片大胆写

出了焦裕禄人物内心的痛苦和挣

扎，他在病床上那段戏份真实可信，

令人感动。”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李舫

表示，焦裕禄同志是干部的典范、人

民的公仆、时代的楷模和英雄的榜

样，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将一位

英雄还原到生活之中，他既是模范人

物，也是平凡的父亲、丈夫和儿子；

同时将“焦裕禄精神”还原到他所植

根的伟大时代之中，深刻表现了这种

精神的形成原因与过程。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编剧

王兴东借用焦裕禄的名言“吃别人

嚼过的馍没味道”，表示只有深入生

活、深入群众，才能创作出好作品。

他认为《我的父亲焦裕禄》是一部渗

透着创作者真情实感的作品，影片

艺术风格细腻、人物塑造真实，很多

场景都十分感人，堪称新时代英模

题材电影的创新之作。

本次座谈会由中国影协、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共湖北省委宣

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河

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

部主办，《电影艺术》杂志社承办。

本报讯 以感恩母亲、弘扬孝道、

传递爱与正能量的院线电影《感恩

号·大篷车》新闻发布会近日在京举

行。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胡振民，中国电影家协会分

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孙崇磊，北京齐

鲁文化促进会会长、中房集团理事长

孟晓苏，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

厂厂长俞剑红等参加了活动。

电影《感恩好·大篷车》取材于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由国家一

级编剧、导演马岱山创作编剧。马岱

山、马子晶父女二人对剧本进行了反

复修改，对原生活事件作了重要的加

工、补充和丰富，使情节更加生动，人

物更加鲜活，更深层次地表达了感恩

母亲、弘扬孝道的时代内容。

据介绍，《感恩好·大篷车》有三

个特点：一是取材于真实的生活，通

过电影语言的阐释，未来影片更加生

动感人；二是影片拍摄重走王氏兄弟

当年路，将在大庆、长春、山海关、北

京、湖北、湖南、深圳、横店等多地取

景，完全采用实景拍摄，在镜头语言

上更加电影化；三是组成了专业的创

作团队和较强的演员阵容：由国家一

级导演、原长影集团总导演、长春电

影制片厂副厂长宋江波担任艺术总

监；人物原型王凯、王锐担任本片顾

问；电影《叶问》的制片人罗刚担任执

行制片人；拍摄过华表奖获奖影片

《小巷总理》、《七品知县卖红薯》和电

影《铁人王进喜》的国家一级摄影师

于长江任摄影指导；美术设计是原八

一电影制片厂优秀美术师任浩林，他

曾担任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电视

剧的美术设计；作曲是武警文工团作

曲家郭晓天，词作者是武警文工团将

军张吉义。影片男主角由姚刚担纲，

张光北、倪大红、许文广、秋淇和徐雷

智以及多名青年演员都将有精彩演

出。

该片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黑龙江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共大庆

市委宣传部、大庆市归国华侨联合

会、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影时

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亞太衛視控股

有限公司、北京齐鲁文化促进会、齐

鲁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

电影公司、大庆市文体旅集团、北京

奥华亚飞国际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

司和大庆市天地人合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联合摄制。

（影子）

感恩母亲，弘扬孝道

《感恩号·大篷车》在京发布

影片主创亮相活动

纪念焦裕禄诞辰100周年

《我的父亲焦裕禄》创作总结座谈会举办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4月8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等主办，纪念焦

裕禄诞辰100周年暨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创作总结座谈会在京举

行。王一川、李舫、王兴东、胡智锋、饶曙光、康伟、宋智勤、张卫、李道

新、皇甫宜川、谭政等专家学者参加座谈会，对影片给予高度评价。

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程守田，河南省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曾德亚，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出品人、四川

省影协主席、峨眉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韩梅分别通过线上视频的

形式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