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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党的二十大优秀影片

展映专区设立

日前，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在中心网站（www.dmcc.org.cn）、电

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www.dfcc.
org.cn）设立迎接党的二十大优秀

影片展映专区，推介宣传《红海行

动》、《一点就到家》、《我和我的父

辈》、《中国医生》、《守岛人》等展映

影片。院线可登录电影数字节目

交易平台和DMCC APP进行订购，

并积极组织开展迎接党的二十大

优秀影片展映活动。

为保障全国农村、城市社区、

校园等第一时间收到电影节目，电

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通过卫星和

硬盘方式优先传输展映活动影片，

同时进一步做好影片订购、授权等

相关服务工作，为各地活动开展提

供有力支持。

公安题材系列电影《猎心》

登陆市场

新片订购方面，公安题材系列

影片《猎心》目前登陆农村电影市

场，讲述了“读心神探”穆清在探案

过程中惊心动魄的故事。影片原

型人物林燕是青岛市公安局刑事

警察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她

利用心理测试技术测试各类案件

700余起 1300余人次，多次协助省

内外公安、检察及部队保卫部门

侦办案件，直接破获重大疑难案件

210余起。

《猎心》系列电影共有三部，目

前《猎心之骨证》、《猎心之血亲》可

在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www.
dfcc.org.cn）和DMCC APP订购。

故事片订购方面，《同合村的

“孝”声》、《家逢喜事》、《村里来了

个洋媳妇》、《金凤湾的笑声》等一

批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题材

的喜剧电影受到广泛关注。科教

片订购方面，《强身健体太极拳》、

《黄帝内经与四季养生》、《茶文化

与养生》、《八段锦宣传小故事》等

讲述中华传统养生方式的影片受

到更多青睐。

多地积极探索公益放映新模式

为进一步推动农村电影放映

高质量发展,切实打通电影公共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广东、浙江、

陕西、山东等地公益电影放映单

位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公益放映

新模式。

广东广阔天地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采取多种措施，积极

推广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和

DMCC APP的使用，并进一步落实

好农村电影选片下基层和放映公

示计划填报工作，更好实现了放映

高效管理和有序发展。

浙江省义乌市新农村数字电

影院线公司实施农村电影放映“一

机一码”的场所管理，做到了放映

与疫情全面管控、全面覆盖，既有

利于把疫情防控做实做细做到位，

又进一步推动完善了现场观众人

数的实时数据管理。

陕西省延安志丹服务站探索

“银幕+教育”文明实践与公益电影

相结合的模式，先后引进爱国主

义、移风易俗、民俗传统、产业技

能、科普知识、普法宣传等九大类

电影、微视频等 200余部，以“电影

点餐”的模式，在全县 109个村、10
个社区巡回播放。

山东省潍坊、利津等地坚持

“自下而上、以需定供”的“互动

式”、“菜单式”服务方式，开展线

下走访调研、线上推介选片工作，

在影片的丰富性、多样性上下功

夫，在观影人群的差异性上动脑

筋，最大程度满足群众观影需求。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车雪莹）

本报讯 按照四川省委宣传

部和雅安市委宣传部关于做好

2022 年放映工作的通知精神，雅

安市金熊猫电影院线公司高度

重视，赓即进行了安排和部署，

制定下发了《关于做好 2022 年公

益电影放映工作的通知》，着重

强调全市六县两区的所有放映

员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充分

认识做好公益性电影放映工作

的重要性，以我为群众放电影、

让群众看好电影为己任，运用好

电影宣传工具，把党和政府的温

暖关怀及政策方针，送到农村、

社区、校园、厂矿、工地、部队和

敬老院，让老百姓受益，从而保

质保量的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

全面完成。

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6.1 级地

震后，院线公司第一时间开始安

排灾区安置点防震减灾科普知

识、电影宣传、放映活动及电影

院的安全排查相关工作。放映

队分别在宝兴县体育馆、新中

学、灵关镇新时代广场、五龙乡

四个安置点；在芦山县隆兴村、大

川镇和部分村民聚集村播放《狙

击手》、《最可爱的人》、《勇士》、

《彭大将军》、《地面塌陷危害与

防治》、《地质灾害的预防》等多

部地震减灾科普知识和爱国主

义教育电影共放映 46 场次。

（洪永平）

本报讯 农村电影放映场所具

有流动性、开放性等特点，随之带

来了观众多、人员杂等问题。按

照地方管理部门“疫情要管住、经

济要发展、安全要稳住”的防控精

神以及“因地制宜、属地管理”的

总体要求，根据“公共场所强化疫

情防控措施，压实责任，共同筑牢

疫情防控防线，守护美好家园”的

工作部署，从 2022 年 4 月 20 日开

始，浙江省义乌市委宣传部把农

村电影放映纳入农村公共场所电

影放映管理范围，实行“一机一

码”的管理模式，从源头上堵住防

疫漏洞，不留防疫死角，筑牢防疫

屏障。

义乌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公司根据市委宣传部的防疫总体

要求，结合场所与人员的基本特

点，在疫情防控部门的支持下对

所有放映服务器进行流动场所码

分配并申领。

场所码集扫码人员码的情

况、核酸检测、人员流动、观影人

员统计、数据管理等多种信息功

能于一体。

为压实防疫责任，院线公司

确定每一位电影放映员为“一机

一码”的主体责任人，负责落实好

扫码管理工作。放映员在映前要

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并把场

所码摆放在显要位置，提醒前来

观影的群众按规定扫码。

将场所大型码与小型码相结

合、主动扫码与被动扫码相结合，

必要时放映员还可佩戴小型码深

入到观众中，进一步引导观众扫

码，提示观众以后自觉扫码、主动

扫码，不漏一人。在做到疫情防

控要求的同时对现场人数进行高

效统计。

实施农村电影放映“一机一

码”的场所管理，开启了义乌市新

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观众动态

管理的新模式，真正做到了放映

与疫情全面管控、全面覆盖。既

有利于把疫情防控做实做细做到

位，又进一步推动健全了现场观

众人数的实时数据管理，对推动

大数据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可持

续发展都是积极的探索。

（稿件来源：义乌市新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公司，电影数字节目

管理中心编辑部整理）

四川雅安市金熊猫院线：

及时为地震灾区群众送温暖送电影

浙江义乌市探索疫情防控和观影人数统计相结合

“一机一码”，安全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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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余部，其中2020年以来出品的影片

约400部。2022年第23周（6月4日-6月10日）全国有28

个省区市的153条农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1416部，共计36

万余场。

订购方面，全国有10条院线订购影片过百部，有6条院

线订购影片过万场，其中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

司、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院线、浙江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3条院线表现最为突出。放映方面，上海东方永乐农

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卡次数较多，近900次；

甘肃飞天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回传放映场次最多，超

16000场。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丽水市

第五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丰

富广大老龄人群的精神文化生

活，一项名为“暖在光影汇 情系老

人心”的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在莲

都区各养老机构拉开序幕。

本次活动由中共丽水市委宣

传部、丽水市民政局主办，丽水市

电影有限公司、丽水市鱼跃酿造

食品有限公司承办，活动在莲都

区范围内的怡福家园、佰仁颐养

院等多家养老机构开展。

怡福家园活动现场，为300多

位老人放映了《毛泽东和他的儿

子》，并为园区食堂赠送了酱油、

料酒等一批调味品。

丽水市电影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丽琴表示，此项活动是电影公

司和当地民营企业影企联姻，共

助公益事业发展的一次探索和实

践，希望让更多老年观众通过公

益电影放映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

们的关心。

目前“暖在光影汇 情系老人

心”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已放映 10
余场，下半年还将结合一些重大

节庆时间点，有针对性地为老年

观众放映30多场公益电影。

（稿件来源：丽水市电影有限

公司、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自 2020 年开始，为了

更好实现公益电影标准化均等

化放映目标，山东利津县电影公

司每月开展线下走访调研、线上

推介选片工作。

一是走进基层，挑选群众喜

欢的影片，邀请群众主动参与选

定自己心仪的影片；二是定期组

织放映员及群众代表集中观看、

选定优秀影片；三是根据中宣部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和山东

新农村电影院线公司推荐影片

目录，积极订购优秀国产影片，

提高放映服务质量，提升群众满

意度。

此次选片活动还开设了网

络选片通道，依据广大市民群众

的观影意愿，在全县 512 个行政

村庄开展放映工作。观众在利

津县电影公司公众号选择自己

喜爱的影片，进行不记名投票。

据了解，网络选片将每月一

期，持续开展 5 期，推荐目录包

括影片名称、时长和影片简介等

内容，简洁高效定位观众喜好。

目前，第一期推荐了 10 部科教

影片、10 部故事影片供广大群众

选择。

（稿件来源：山东新农村院

线、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山东利津县电影公司开展2022年放映员选片活动

浙江丽水开展
“暖在光影汇情系老人心”公益电影放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