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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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余部，其中2020年

以来出品的影片 400余部。2022
年第 24 周（6 月 11 日-6 月 17 日）

全国共有28个省区市的163条农

村电影院线订购影片 1416部，共

计近40万场。

订购方面，全国共有 13条院

线订购影片过百部，其中江苏新

希望农村数字院线、浙江新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宁波市

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

购超 200 部；有 10 条院线订购影

片过万场，其中宁夏新天地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订购超两

万场。放映方面，甘肃飞天农村

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表现最为

突出，回传放映卡 400余次，回传

放映场次约17000场。

随着全国疫情呈现稳定下降

态势，各地陆续启动公益电影放

映工作，全国农村院线积极填写

放映公示计划，2022 年 6 月以来

日均填报已超10000场。

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的

“放映公示”板块，充分利用数据

平台服务农村院线和观影群众，

为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实现科学监

管提供了有力支撑。观众可快速

了解当地放映排期情况，放映单

位填报工作的地点与时间更加灵

活，更好实现了农村电影市场高

效管理、公平竞争、有序发展。

四部“过亿”影片

登陆农村市场

日前，《奇迹·笨小孩》、《四

海》、《古董局中局》、《喜羊羊与灰

太狼之筐出未来》等四部城市票

房过亿影片登陆农村电影市场。

其中《奇迹·笨小孩》为迎接党的

二十大优秀影片展映活动推介影

片，该片聚焦 2013 年的深圳“中

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讲述

了一群普通人奋力拼搏的传奇

故事。

新片方面还可关注《如果有

一天我将会离开你》、《摇滚藏獒：

蓝色光芒》等城市影院上映影片，

以及普及无偿献血相关知识的科

教片《总想把爱献给你》。上述影

片可登录电影数字节目交易平台

（www.dfcc.org.cn）和 DMCC APP
进行了解和订购。

故事片订购方面，随着各地

相继启动迎接党的二十大优秀影

片展映活动，《中国医生》、《悬崖

之上》、《峰爆》、《我和我的父辈》

等展映影片订购量明显上涨；科

教片订购方面，湖北、四川等地近

期加大防范诈骗电影宣传力度，

《防范接触性诈骗》、《防范电话诈

骗》、《网络诈骗防范常识》等相关

影片关注度相对较高。

多地开展迎接党的二十

大优秀影片展映活动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多地公益电影放映单位陆续

开展相关主题展映活动，广泛组

织动员干部群众参与观影，更好

厚植爱国情怀、增强精神力量。

江苏淮安通过公益电影放映

平台，组织开展“电影党课进直属

机关”“电影党课进基层党支部”

等系列公益放映活动，淮安区融

媒体中心组织支部党员干部观看

了迎接党的二十大展映影片《悬

崖之上》，观影活动在唱响主旋

律、讲好中国故事、筑牢廉洁思想

防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方面成效显著。

广西贺州全面覆盖校园、社

区、工矿企业，广场、易地扶贫安

置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观影形

式宣传党的二十大，同时对接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文化中心，把

“喜迎党的二十大”展映活动结合

其中，在喜庆氛围中接受党和国

家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以及发展

思路目标的熏陶。

西藏墨竹工卡深入虫草采挖

点开展“喜迎党的二十大优秀电

影展映活动”，充分利用虫草采挖

期群众较集中的时机，在全县门

巴乡、日多乡等 6 个虫草采挖点

进行爱国主义电影巡回展映。

此外，云南西双版纳、湖北远

安、四川雷波、河南商丘、浙江绍

兴、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地也根据

辖区具体宣传要求，组织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展映活动，将营造喜

迎党的二十大浓厚氛围同群众的

观影需求完美结合，让群众乐而

有获。

（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车雪莹）

本报讯 为织密织牢疫情防控

网，按照上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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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义乌市委宣传部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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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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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颖管理模

式，从源头上堵住防疫漏洞，不留防

疫死角，筑牢防疫屏障。

农村电影是社会主义新时期农

村、农民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内容，

是传递党的文化惠民政策的重要载

体。由于农村电影放映场所具有开

放性、广泛性的特点，随之带来是观

众多、人员杂、流动性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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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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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等各种信息等多种功能于一

体。扫码观影对推动大数据建设、

电影放映数字化改革都是积极的探

索和有力的推动。

为压实防疫责任，在具体操作

中，明确每一位电影放映员是“一机

一码”的主体责任人。放映员负责

落实好“一机一码”的扫码管理，在

映前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要求

参与观影的老百姓按规定扫码观

影，用科技方法全面落实疫防控情

期间观影流动人员的管控工作。

与此同时，在实际运作中，做到

场所大型码与小型码相结合、主动

扫码与被动扫码相结合、要求扫码

与引导扫码相结合。放映员作为扫

码观影的第一责任人，在映前首先

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把场所码摆放

在显要位置，友情提醒观众扫码观

影，把其他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模式

引入农村电影放映管理，真正做到

与疫情全面管控相一致、相协调、全

覆盖，保持疫情防控的连续性和一

贯性。

为提高扫码率，放映员还佩戴

小型码深入到观众人群中，积极引

导观众扫码，为以后的自觉扫码、主

动扫码起到引领作用和导向作用，

为电影放映数字化改革做好铺垫，

打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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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利于把疫情防控做实

做细做到位，相当于新建了一道疫

情“防火墙”，堵住了疫情防控漏洞，

又进一步健全农村电影院线公司内

部管理，实时监测了农村院线观众

人数的数据管理，为今后农村电影

放映继续发展提供了数字化支撑。

（齐英）

本报讯 6 月 19 日晚，四川省宜

宾市三江口，翠屏区大观楼街道冠

英古街迎来了一场公益电影放映，

映前放映了《新闻联播》关于习近平

总书记来川来宜视察相关报道，现

场百余名群众认真观看，大家表示

倍受鼓舞、倍感振奋、倍增信心。

“露天电影很接地气，既出来玩

耍了，又看了电影，丰富了文化生

活，还掌握了不少知识，我们都很喜

欢。”市民易春铨说：“特别是在这三

江口，在习总书记来过的地方，通过

大银幕再次重温了习总书记来宜宾

视察的新闻报道，更觉得亲切，将不

负上游担当，把总书记的祝福变为

现实。”

为在全社会迅速掀起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来宜视察重要指

示精神热潮，创新宣讲方式和内容，

在基层入脑入心，按照宜宾市委宣

传部要求，宜宾市文广传媒集团映

三江农村电影院线组织全市放映队

伍，通过公益电影放映形式，在全市

城乡开展宣传活动。

根据翠屏区委宣传部的安排，

大观楼街道冠英社区对此次活动专

门安排人员，发出观影通知、准备座

椅、组织观众、维护现场秩序、疫情

防控等工作逐一落实。现场开展的

群众性参与“学习强国”答题活动，

双人对战赛答题界面在大银幕上投

影出来，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当晚

放映的经典红色电影《建党伟业》让

观众重温党的光辉历程。

观众中，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

在家人的陪伴下津津有味的观看电

影。他叫丁正民，1922年 9月出生，

今年刚好整 100岁。老人家耳聪目

明，语言流畅。他说：“听说今天晚

上在习总书记来宜宾视察的三江口

放电影，特意坐着轮椅来到这儿。

宜宾作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工作

抓得好，绿水青山，你看，我就活到

100岁了。”丁正民老人越说越激动，

感染着身边的观众。

作为一家市属国有文化企业，

宜宾市文广传媒集团把宣传好习近

平总书记来川来宜重要指示精神作

为学习贯彻重要举措，高度重视，精

心组织，充分发挥集团旗下映三江

农村电影院线上百支活跃在全市城

乡的放映队伍作用，结合常态化开

展的公益电影放映，通过映前宣传

片放映、“流动农家书屋”展示、群众

性参与“学习强国”答题活动等，多

形式、多举措、立体式、全方位开展

宣传，切实将总书记来川来宜视察

重要指示精神送到农村、送进社区、

送到基层。

珙县劳动模范、放映员肖兴君

是全市率先启动宣传重要指示精神

的放映队之一，这些天，他马不停蹄

的每天坚持放映，把习总书记对宜

宾的关怀传达到珙县孝儿镇的每个

行政村。南溪区大观镇胜家村综合

专干刘声权看了《新闻联播》后写下

如下文字：看到习总书记到宜宾考

察调研，心里特别高兴、特别兴奋，

说明我们“万里长江第一城”今后不

管是经济还是发展方向，都有很好

的前途，作为一名宜宾人，感到特别

骄傲、特别自豪！

总书记来川来宜视察重要指示

精神通过公益电影宣传贯彻已先后

在南溪、珙县、兴文、屏山、长宁等县

（区）农村和城镇开展放映上百场。

南溪区委宣传部还专门印制了主题

标语横幅分发到各放映队。

宜宾市文广传媒集团映三江农

村电影院线将发挥国有文化企业的

主责主业作用，通过公益电影把习

近平总书记来川来宜视察重要指示

精神宣传覆盖到全市两千余个行政

村和社区，预计观影群众 10 万余

人次。

（曾健）

本报讯 为了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进一步弘扬中国精神，根据

国家 2022年惠民工作事项部署，在

河北省电影局、保定市委宣传部电

影处、雄安新区宣传中心、保定市文

联统一领导下，在保障乡村公益电

影正常放映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保

定市东兴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将另组

放映队，于 2022年 7月 1日始，在保

定市、雄安新区全面开展红色励志

电影进校园、进军营、进工地、进社

区、进广场、进干休所电影主题放映

活动。

本次活动主题为“喜迎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积极开展红色励志

主题公益电影放映“六进”活动，活

动将捍卫“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欢

乐祥和的人文环境、国泰民安的社

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活动将通过红色励志主题电影

进校园、进军营、进工地、进社区、进

广场、进干休所（养老院）等方式，为

“讲好保定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形

成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营造良好氛围。

据悉，活动将在保定市及雄安

新区各县工作站有序开展，在不影

响公益电影放映的前提下，按照当

地政府的要求实施放映。活动时间

从7月1日延续至12月31日。

主办方精选了励志爱国主义教

育和近期优秀的国产电影主题系

列，以及革命历史题材和爱国主义

教育题材影片，结合不同观影群体

特点放映。

（保定市东兴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供稿）

浙江义乌新农村数字院线：

同心抗“疫”筑牢农村院线防疫屏障

宜宾公益电影推动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基层

保定市东兴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红色电影“六进”
主题放映活动即将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