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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当前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org.

cn）可供订购影片4650余部，其中2020年以来出品的影

片约380余部。2022年第21周（5月21日-5月27日）全

国共有26个省区市的156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1377

部，共计59万余场。

订购方面，全国有9条院线订购影片过百部，其中浙

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和山东

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订购影片超200部；有8条院线订购

超万场，其中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订购场次最多，以

2.8万场领跑。放映方面，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回传

放映卡次数较多，达277次；江西欣荣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回传放映场次最多，超1万场。

本周陕西、云南、四川等地的2022年度农村观众观影

满意度调查问卷参与度较高，共回收调查问卷超两千份，

目前全国总体观影满意度达95.97%。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基层群

众的文化服务工作，四川省成都金

沙院线积极探索“公益电影+”服务

工作，在成都市双流区宣传部和区

文旅局的支持下，推出了“流动公益

电影+流动图书”的服务模式，将喜

闻乐见的“流动电影”和“流动书屋”

相结合，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文化服务。

5月 11日，在成都市双流区公益

电影固定点位东升街道五洞桥社区

法治广场，开来了首辆流动图书车。

“看电影还早，走，我们先去看

书，等电影开始了再来看......”居民赵

晓梅对同伴何敏说。

当天傍晚，前来观影的居民早早

来到现场，小朋友趁着电影还没开

始，争先恐后登上流动图书车，在清

凉的空调、明亮的灯光、舒适的环境

下进行阅读，等候观看即将放映的公

益电影。

晚 8 时，公益电影准时开始，放

映了科教片《交通安全小故事》和战

争题材影片《红色芋场》、《十三猎

杀》。现场群众纷纷表示，活动形式

非常新颖，大家走出家门就能看到自

己喜欢的书本和电影。

结合双流区开展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公益电影志愿服务活动，成都金

沙院线将进一步探索“公益电影放

映”+“农家书屋”的服务模式，多维

发力吸引广大群众参与，以满足人民

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

文化需求，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双

流模式”(流动电影+流动书屋)，下一

步将以点带面，大力推广“流动电

影+流动书屋”的服务模式。

（稿件来源：成都金沙院线、电影

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临沂市兰

山区、罗庄区、河东区、平邑县召开

2021 年农村电影工作总结暨 2022
年标准化均等化放映培训工作网络

会议，总结了 2021 年农村电影工作

情况，并对 2022 年的农村电影工作

进行了部署。

培训会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蓝牙

模块的安装及使用。使用蓝牙模

块，放映员在放映现场利用手机采

集照片，放映数据可实时监看，实现

自主化、可视化、主动化操作，将对

农村电影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

助力。

会上，各县区文旅局农村电影

主管科室负责人均对临沂银汉电影

有限公司去年的农村电影工作表示

了肯定，并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

下 2022 年的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

求；宣读了《关于对 2021 年度农村

电影先进放映员等进行表彰的决

定》，公布了 23 名荣获工作标兵、特

殊贡献奖、先进放映员、先进工作者

的人员名单；学习了《山东省农村电

影标准化均等化放映工作实施细

则》、公司有关文件、岗位职业道德、

安全应急处置、监管平台操作、订片

流程、报计划流程等重点内容。

同时还召开了以“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不断提升思想水平、放映技

能、服务本领，争做综合素质过硬的

新时代优秀放映员”为主题的线上

座谈会，参会人员集思广益，为做好

2022 年的农村电影工作提供了新思

路、新方法，贡献了集体智慧。公司

组织全体放映员进行了线上限时考

试，放映员们根据所学内容以及日

常掌握的工作经验，圆满完成了答

卷。

过去的一年，在省院线公司和

上级主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临沂

银汉电影有限公司紧紧围绕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工作主线，

积极开展主题放映和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不断提升放映服务水平和

创新工作能力，努力拓展农村电影

社会及文化服务功能，全年共放映

农村电影 13041 场，圆满完成放映任

务，取得显著成效。

公司先后荣获“第九届全国服

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

体”、“2021 年度全省农村公益电影

工作先进单位”、“2021 年度平邑县

文化和旅游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

称号。公司将继续推行放映全程管

理数字化、重点工作流程化工作，不

断提升放映服务水平，扎实做好

2022 年农村电影放映工作。

（稿件来源：山东新农村院线，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2022 年是“十四五”时

期中国电影发展关键年，四川省乐

山市农村电影以提升服务效能、增

强群众获得感为工作思路，坚持公

益性、均等性、便利性，优化电影节

目供给，提升放映服务质量。精心

组织开展“喜迎二十大 谱写新篇

章”“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主题

电影放映活动，“时代楷模”“新时

代 新跨越”主题作品展映活动，为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社会

氛围。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

上，探索“公益电影+全民阅读”、“公

益电影+文艺表演”、“公益电影+理

论宣讲”等形式，充分发挥宣传文化

作用，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高效、

便捷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第一是全员培训为探索创新放

映工作提供保障。2022 年初，组织

全市 120 多名放映员参加了中央宣

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全国农

村公益放映业务线上培训班，进一步

明确了全国农村电影的形势和任务，

此外还深入学习了电影数字节目交

易平台 APP (DMCC APP)使用方法。

随后，放映主体惠民院线公司

组织专人分赴全市 11 个县 (市、区)
进行“点对点”培训，确保院线工作

人员和全体放映员了解 DMCC APP
的各种功能并熟练掌握运用。

第二是组织开展“喜迎二十大

谱写新篇章”主题放映活动。精心

策划组织开展“喜迎二十大 谱写新

篇章”主题放映活动，精选《金刚

川》、《我和我的家乡》、《十八洞村》、

《第一书记》等 60 部反映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以及新时代人民幸福生活的优秀国

产影片。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旋

律题材影片放映，占放映场次总量

的三分之一以上，弘扬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第三是守正创新探索“公益电

影+”模式。峨边彝族自治县和井研

县探索开展“公益电影+全民阅读”

活动和“公益电影+理论宣讲”活动，

有政策、有故事、有彝族谚语，大家

喜欢看喜欢听、记得牢用得上，受到

当地群众普遍好评。开展“公益电

影+环保宣传”活动，拍摄制作 4 部

视频短片，利用“坝坝电影”进村入

组覆盖全市农村宣传的优势在电影

放映前播放，以农村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

据悉，乐山市还将在全市陆续

开展“公益电影+文艺演出”、“公益

电影+商业宣传”、“公益电影+六进

活动”等，不断赋能公益电影新使

命，奋力创造新作为。

（稿件来源：乐山市惠民电影公

司、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为保障 2022年河北省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顺利开展，保定

市锦秀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采购并更新18套激光放映机，并根据

河北省工作部署新购进加入“河北省

农村电影公益放映监管服务平台”所

需监控GPS定位设备124套。院线公

司克服疫情影响，攻克技术难题，全

部成功安装调试到位，并配发到各基

层工作站投入使用，确保了年度放映

工作的有效开展。

2014年起，保定锦秀院线一直使

用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研

发的“蓝牙读卡器+手机”回传的定位

监控系统。2021 年河北省电影管理

部门建立“河北省农村电影公益放映

监管服务平台“体系，要求所有服务

器统一安装GPS监管模块。

新监管体系的构建将与原有的

“蓝牙读卡器+手机·移动监控管理平

台”双管齐下，实现便利授权与科学

监管的有机结合，锦秀院线成为河北

省唯一拥有“双服务监管系统”的院

线公司。

2021年，保定锦秀院线更新激光

放映设备39套，声光俱佳的效果得到

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和广泛认可。为

不断推进农村公益电影优化升级，院

线于2022年继续采购更新设备，并计

划在两年内把旗下所有放映设备全

部更换为激光放映设备，全方位提升

百姓观影体验。

在保证所有放映设备到位和“监

管平台”对所有放映设备实施有效监

管的情况下，锦秀院线安排专门人员

于 5 月 17 日至 20 日携带安装好的放

映设备和院线统一配发的防疫物品，

行走1100多公里，全部配送到各基层

工作站，圆满完成了映前准备工作。

院线公司的真情服务得到了各基层

工作站的热烈欢迎。日前，各放映队

已陆续展开放映工作。

（稿件来源：保定市锦秀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电影数字节目管理

中心）

近期 ,全国疫情整体呈现稳定

下降态势，本周宁夏、湖南、江西全

面 启 动 了 2022 年 农 村 电 影 公 益

放映。

5 月 25 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

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全区农村公益

电影主题放映活动”在中宁县石空

镇丰安屯文化广场启动，活动现场

放映了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今年

宁夏将继续按照“一村一月一场数

字电影”的放映标准，开展“我最喜

爱影片”群众选片、“百部红色电影

进基层”等一系列活动，甄选订购了

一批观众喜爱的大片、好片，推动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提质增效，完成 4
万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任务。

5 月 26 日，2022 年湖南农村电

影公益放映全面启动仪式在长沙

市望城区乌山街道文化广场顺利

举行。今年湖南省农村电影公益

放映工作将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提升服务效益效能，强化监督

管理，探索创新发展，切实提高农

村群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获得

感、幸福感。

5 月 26 日，江西省“红色经典进

万村”电影公益放映活动正式启

动，活动精选了《我和我的祖国》、

《悬崖之上》、《信仰者》、《1921》等

一批传播正能量、唱响主旋律的影

片，将组织 1400 余支流动电影放映

队深入农村、扎根基层，把电影带

到寻常百姓家，为广大人民群众送

去丰富的“电影文化大餐”。

◎宁夏、湖南、江西全面启动
2022年农村电影公益放映

故事片订购方面，《血战狙击

岭》、《血战许昌》、《同合村的“孝”

声》占据排行榜前三。此外，近期

新上平台的豫剧影片《龙腾伏羲

山》、《三娘教子》、《家逢喜事》也有

不俗的表现，跻身故事片排行榜前

20 名。

科教片方面，《可可小爱之卫生

与健康》、《儿童成长健康习惯》《健

康中国行动之健康生活方式》、《儿

童用眼健康常识》等关注保健意

识、倡导健康生活的健康题材类科

教片订购排名靠前。

新片方面，5 月 21 日-5 月 27 日

新上《误杀 2》、《安家》、《二八时

代》等 10 部故事片。其中最值得关

注的是城市票房过亿影片《误杀

II》，该片讲述了被逼至绝境的父亲

林日朗为了救孩子，开启了一场惊

心动魄的营救行动。影片在延续

父爱主题、传递守护家庭的爱与感

动的同时，展现极端条件下的个人

的选择，引发对人性的深度思考。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李斌）

◎过亿大片《误杀2》登陆农村电影市场

成都时兴“流动公益电影+流动书屋”

河北保定锦秀院线推出双服务监管系统

四川乐山农村电影创新赋能探索“电影+”

山东临沂召开
2022年标准化均等化放映工作网络培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