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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9 月 22 日，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

电影投融资峰会”在京举行。北京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第十一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王杰群，中国电影

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等，以及来自国内影视投

资机构、制片机构、影视企业的代表参会。

本次峰会以“影视投融资与文化强国建设”

为主题，邀请国内金融、投资、电影界人士，就影

视投融资与文化强国的关系、实现路径及当前

遇到的困境与破局方法等进行交流探讨。

峰会嘉宾认为，中国电影要打造有竞争力的

市场主体，金融资本赋能必不可少。与此同时，

电影投融资机构要尊重行业规律，将优质内容

作为投资导向。

《北京国际电影节蓝皮书（第十届）》、《中国

电影投融资发展报告（2021）》当日同时发布。

北京银行现场推出“电影+”版权质押贷融资

产品。

北京推出多款特色金融产品

为文创行业“输血”

电影的繁荣发展，对建设文化强国，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张丕民表

示，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电影主管部门非

常重视电影事业产业的健康发展，从管理体制

和政策扶持等方面，做出了整体布局。在文化

产业被提升至国民经济重要支撑的政策引导

下，金融、资本领域与以电影为代表的影视文化

产业之间的互动和协同越来越紧密，已经迈进

提质增效、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中国

电影，需要更多资本，特别是专业资本和金融资

本的大力支持。

近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多项举措，减轻

影视企业各方面的压力。王杰群介绍，北京市

委市政府动员金融机构简化相关流程，推出特

色金融产品，主动为文创行业输血助力，加强首

都文化中心建设力度，为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

贡献力量。

以北京银行为例，该行已探索出了一条金融

机构助推文化中心建设的新路子，并为《送你一

朵小红花》、《你好，李焕英》、《长津湖》等影片提

供了资金支持。北京银行行长助理、公司业务

总监戴炜表示，未来北京银行还将在影视融合

发展、优秀影视人才支持、推动影视资源聚集地

等方面持续发力。

作为首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重要的投融资

平台，北京文投近年探索开创了无形资产融资

租赁先河，累计向 2000 余家文化科技企业投放

超过 370亿元的金融支持。

将加大主旋律题材影片投入

近期，北京环球影城开园受到消费者热捧，

一票难求。峰会嘉宾认为，“火爆”的环球影城

成为社会舆论热点，从侧面证明了电影作为综

合艺术，是百姓心中最具影响力、最喜闻乐见的

文化娱乐形式。而不断提升中国电影在观众中

的影响力，正是不少影视公司当下努力探索的

方向。

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尹香今介绍，

万达影视深耕电影领域几十年，一直致力于打

造讲好中国故事，推出了如《唐人街探案》系列

等优秀影片。未来万达将加大科幻电影、主旋

律题材影片投入，加大优质内容生产。

新丽传媒高级副总裁兼新丽电影 CEO 李宁

表示，新丽传媒与腾讯影业、阅文影视在内容开

发、项目研发、电影发行等方面优势互补，“三驾

马车”形成的合力正以更多元的方式参与到不

同类型题材的电影项目中。李宁认为，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电影行业更需要提振信心，

在这个过程中，新丽希望通过打造弘扬主流价

值观的主旋律作品，以及注重贴近生活、能够和

观众形成情感共鸣的喜剧，从而吸引更多人进

入影院，为产业复苏以及文化强国战略做出

贡献。

金融资本看重政策依托，重视“可控性”

“文化强国”之路，少不了有竞争力的中国电

影和市场主体。在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俞剑红

看来，中国电影要打造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金

融资本赋能必不可少。

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黄群飞持相同观点，认为中国电影要快速发展，

只靠自身造血远远不够，需要金融行业更有力

的支持和助推，进而扩大电影产业规模、建立完

善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这一过程也将会推动

电影投融资规范化进程。

那么如何实现与金融资本的和谐共舞？嘉

宾们“坐而论道”。“文化事业要发展，首先要依

托好的政策。”北京银行普惠金融部（文创金融

事业总部）总经理段红立说，北京出台了一系列

支持文化企业投融资的政策，有效保障了文化

事业的快速发展。

数据显示，在北京市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北

京银行迄今已为 9700余家文化企业提供信贷资

金逾 3600 亿元，其中为 1000 多家影视企业提供

信贷资金超过 240 亿元，参与了《战狼 2》、《夺

冠》、《你好，李焕英》等优秀影片的投融资工作。

北京文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北京文化

产业投融资协会会长周茂非认为，电影投融资

机构要尊重行业规律，将优质内容作为投资导

向，助力完善投融资服务体系；推动金融创新，

让电影行业关键资源发挥价值；做好资源对接，

打通电影投融资的“最后一公里”。

谈及金融资本与电影项目的具体合作，身为

资本方的厚德前海基金董事长、合伙人陈宇键

坦言，他更重视影视项目是否“收得回”。为了

提升这一环节的确定性，他的基金会通过自己

旗下的宣发公司和广告公司来掌控其投资的电

影项目的宣发工作，“这样一方面能够让创作者

安心创作，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把控宣发策略

及渠道资源。”

爱奇艺影业总裁亚宁介绍，相较过去的参

投、跟投方式参与电影投资，爱奇艺现在对电影

进行投融资时，也会更重视“项目的可控性”，全

额投资的方式运营电影项目是爱奇艺近来在电

影项目上投融资上的较大转变。据他透露，到

2023 年预计会有 20 部由爱奇艺出品的电影

上映。

“电影+”版权质押贷发布

为促进金融投资界与电影界的深度合作交

流、实现合作共赢，峰会现场，北京银行正式推

出“电影+”版权质押贷融资产品，并与部分影

视企业签约。该产品以电影优质版权为核心，

围绕电影及电影延伸产业链，升级电影金融融

合服务供给，为电影企业融资注入新活力。此

外，北京文化产业投融资协会电影投融资专业

委员会也于当日宣布成立，黄群飞当选为首届

会长。

本次峰会上还发布了《北京国际电影节蓝

皮书（第十届）》及《中国电影投融资发展报告

（2021）》。前者通过严谨的资料梳理，将史料、

文献、数据等资源进行创新融合，对北京国际

电影节的文化意义、社会价值、国际影响力等

指标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和分析，总结并提炼了

北京国际电影节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

作出的探索和贡献。后者旨在通过对年度电影

投融资领域的全面追踪、梳理与分析，剖析电

影投融资领域的新现象、新变化、新趋势，寻找

双方的合作契合点。

中国电影投融资峰会举行：

尊重行业规律，
将优质内容作为投资导向

本报讯 近日，中国电影资料馆与华为签署合

作协议，共同推动经典影片的数字化存储和智能

化修复。

据悉，中国电影资料馆安溪数字资源中心的

整体机房建设将与华为进行合作，采用华为智能

微模块高度集成化设计所提供的极简、绿色、智

能、安全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将显著提升资料

馆数据中心的可靠性、可用性和运维效率。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北京总部的电影修复业

务中，将采用华为融合、智能、开放的存储计算产

品，通过应用融合云、AI、IoT、大数据等领域的新

技术，助力经典电影修复的数字化、智能化，显著

提高修复效率，提升修复质量。

此外，中国电影资料馆将采用华为沉浸式智

真会议系统，实现北京、西安、安溪异地协同数字

化修复、培训和运营，提高生产效率。

这项合作是 2020 年 9 月中国电影资料馆馆

长孙向辉带队参观了华为北研所，对华为公司进

行全面考察，并深入了解华为 5G、AI、云、大数据

等领域的先进技术之后，经双方紧密协商所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

（赵丽 影子）

中国电影资料馆携手华为共同推动
经典影片数字化存储和智能化修复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论坛举行

全国艺联分线发行探索受一致认可

9月27日，以“关心故事，关心人——艺术

电影的初心与使命”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北京国

际电影节艺术电影论坛在京举行。

中宣部电影局市场处四级调研员董力；北

京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总编辑，第十一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李秀磊；中国

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

任，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主席孙

向辉；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

研究中心副主任，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

委会副秘书长张小光；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

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思玮等参

加了论坛。

李秀磊在致辞中表示，长期以来，北京国

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一直致力于推荐选取

大量优秀的中外艺术佳片进行展映，北京国际

电影节也逐渐成长为艺术电影发声的一面旗

帜、一块高地。历时四年的发展，艺术电影论

坛经历了从分论坛到主论坛的一个发展进步

和成长，这个过程也彰显了北京国际电影节对

艺术电影的尊重与推广的初衷。

她说：“本届艺术电影论坛邀请到了众多

优秀的创作者和经验丰富的业内专家，希望大

家能够集思广益，共同探讨在中国电影进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的当下，新一代电影人如何发扬

艺术电影传统的重要价值，把握时代的机遇，

助力中国艺术电影实现更好的发展，为中国走

向电影强国点燃新的引擎、注入新的动力。”

孙向辉在主题发布环节中回顾了全国艺

联成立五年来的发展运营情况，并对即将在全

国艺联上映的中外佳片进行了重点推介。

其中，首部黑白转彩色4K修复故事片《永

不消逝的电波》即将进行院线重映，该片由中

国电影资料馆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5G
新媒体平台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和 4K修复技

术，在 7个月时间里，对 16.5万帧画面进行了

修复和上色。

此外，《漫漫寻子路》《荣耀时刻》《房间里

的客人》《医者仁心》等多部参与“2021年中东

欧国家优秀影片播映活动”的佳作都将在全国

艺联公映，本届北影节天坛奖入围影片《云霄

之上》，也有望通过全国艺联和观众见面。

孙向辉说：“在电影与城市的爱情故事中，

艺术电影拥有最长情的观众，奉献艺术电影之

美是我们与艺术电影观众永恒的约定！”

2021 年 10 月 15 日是全国艺联的五周岁

生日，各位嘉宾在论坛现场共同祝贺全国艺联

生日快乐。

在论坛上，《我和我的祖国》《夺冠》编剧张

冀、《云霄之上》导演刘智海分别以“如何用类

型化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诗性电影

美学”为题进行了主旨发言。来自斯洛伐克、

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五国的7
位艺术电影创作者也录制了视频，向参加论坛

的各位嘉宾分享创作理念并介绍了各自国家

的影片。

在主题沙龙环节，《珍珠》编剧、导演李云

波，《拉姆与嘎贝》制片人廖希，索尼影业中国

区董事总经理廖旭翎以及和观映像创始人白

凌雁围绕“做细做精——分众思维助力电影高

质量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对谈。对谈由中国

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

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左衡主持。

五年不忘初心、坚持探索

已成艺术电影放映中坚力量

孙向辉在主题发布环节中回顾了全国艺

联成立五年来的发展运营情况。五年来，全国

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放映影片共 33部，其

中15部国产片、18部进口影片，参与发行的艺

术电影超过 100部，共举办 10个影展，加盟影

院从启动时的 100家发展到目前的 2800家影

院，覆盖3371块银幕。

她从四方面总结了全国艺联连接艺术电

影与观众的相关工作：一是将国外获奖影片、

高分电影引入国内，满足观众日益多元的观影

需求；二是给缺乏宣发力量、较为小众的国产

影片提供进入院线的可能；三是给新人导演提

供放映平台和试水池；四是以“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和

“2021年中东欧国家优秀影片播映活动”等重

大项目为契机，帮助影院拓展放映边界。

孙向辉还表示，五年时间里，全国艺联在

片源供给、市场环境、品牌认知等方面，克服了

国产电影创作与观众需求脱节、专线发行理念

尚未形成共识、行业信心有待提振等困局，不

忘初心，始终践行着《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共同宣言》。

“五年时间里，全国艺联始终坚持把最具

艺术创意的电影带给观众；为电影市场提供更

多元、更稳定的放映渠道；为影迷提供稳定的

艺术电影放映时间和空间；通过巩固影迷群、

建设‘爱艺之城’社区、建设‘专家库’、跨圈

‘找观众’等方式探索精准发现观众的途径，增

加观众黏性；坚持分线发行，不断提升发行效

率。”她说，“经过五年的培育发展，全国艺联加

盟影院已逐渐成为艺术电影放映的中坚力

量。”

经过五年的分线发行实践，全国艺联也总

结了不少经验，孙向辉在全国艺联对分线发行

的不断探索中发现，在当下的电影市场环境

下，坚持专线发行，更有利于国产艺术电影的

放映成绩，也更有利于培养观众的观影习惯。

“专线发行能够通过精准招募的方式找到

对的观众，并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和营销，从

而确保一定的上座率，支持影院继续排片。”孙

向辉认为，专线发行搭配的长线放映是小众文

艺片的生存策略，既延长了影片的院线生命，

又提高了影院的上座率，对于盘活市场存量具

有重要意义。

她还表示，在未来，全国艺联将继续通过

头部艺术电影供给不断巩固粉丝群体，以更加

开放包容的姿态为国产文艺电影提供更多放

映空间，努力通过“冬暖”影展等方式拉近中国

电影新力量与观众的距离，让更过经典影片通

过修复重回观众视野，利用相关项目，全方位

地为各地影院提供影片保障和宣传支持。

张冀、刘智海现场聊“干货”

中东欧五国电影人远程分享

张冀在主旨发言中表示，想要讲好中国故

事，就要求创作者既要有中国的灵魂，也要有

世界的眼光。

他说：“讲中国故事，是中国电影人的优

势，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讲中国故事，首

先我们必须了解中国，触摸时代的温度，找到

中国人真实的时代面貌和内心渴求，才能决定

故事的正确方向。与此同时，还要有世界的眼

光，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向外学习，去借鉴国外

好的、新的创作经验，兼容并蓄，多元化拓展，

才能保证不拘囿于身份和视野的限制，拍出更

好的电影；还要保持创新，要自觉地破除，技法

的套路化和陈词滥调，情感的固步自封和自我

迷恋，主动适应观众的变化。”

张冀拿火锅作比，他表示类型化就像火锅

的汤，强情节类型好似麻辣锅底，剧情片、爱情

片是清汤锅底，汤是基础、是规矩、是底子，再

好的菜也离不开汤。但入火锅的肉和菜就像

本土化叙事，比的是食材新鲜、量足样多。

张冀认为，追求类型化和注重本土化并不

冲突，都要提供最接近中国观众口味的故事，

都要兼具本土性和当下性，“我们必须根据目

前中国观众的条件和内心渴望去提供故事，来

回应他们。如果对他们不做真正的观照，只是

从一个复制品里生出另一个复制品，那就不可

能做出真正的本土化创作。”

张冀还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方式和创作节

奏，他坦言，不管是《夺冠》《我和我的祖国》，还

是《一点就到家》，创作方式基本都是一致的，

“首先是去采访真实人物或原型人物，去看现

场，然后再读大量的资料，等这一阶段结束之

后，内心有感受了，就开始做大纲。大纲阶段

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类型、结构和人物，在结构

和主题切入上不能保守，要守成创新、寻求突

破。在人物上，则结合采访和阅读过程中找到

的真实细节，去模拟和发展，最终结合有新意

的主题去创造真实、丰富、立体的人物，这几个

主要内容基本确定了以后，就可以开始剧本写

作。经过不同阶段，每一稿解决每一稿的问

题，最终形成成熟的剧本。”

刘智海结合影片《云霄之上》的创作实践，

从苏联诗电影的美学传统，欧洲电影思潮的影

响，中国文化的文脉、民族志与诗词传统，先锋

前卫的诗影像书写等方面出发，解读了诗性与

电影之间的关系，并对电影语法与修辞系统、

有限与无尽的时空观、影像的留白、神秘感与

祛魅问题从电影与形式的层面进行了相应

阐释。

在本次论坛上，《小小港湾》导演伊韦塔·
格罗福娃，《漫漫寻子路》导演斯尔丹·戈卢博

维奇，《医者仁心》导演卡塔林·罗塔鲁、加比·
维吉尼亚·萨尔加，《房间里的客人》导演米凯

利斯·康斯坦塔托斯，《荣耀时刻》导演佩塔尔·
瓦查诺夫、克里斯蒂娜·格罗佐娃等来自斯洛

伐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五

国的7位艺术电影创作者也录制了视频，向参

加论坛的各位嘉宾分享创作理念并介绍了各

自国家的影片。

青年导演、发行人士畅谈

分线发行探索受一致认可

在主题沙龙环节，《珍珠》编剧、导演李云

波，《拉姆与嘎贝》制片人廖希，索尼影业中国

区董事总经理廖旭翎以及和观映像创始人白

凌雁围绕“做细做精——分众思维助力电影高

质量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对谈。对谈由中国

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

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左衡主持。

在对谈中，四位嘉宾都对全国艺联坚持的

分线发行探索表示了认可。李云波导演的《珍

珠》目前正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中，他表示，分

线发行帮助这部影片得到了更长的放映周期，

接触到了更多喜爱这部影片的观众：“全国艺

联的分线发行让比较小众的艺术电影有机会

能在全国范围内上映，就《珍珠》而言，不光是

一、二线城市，也有一些三、四线城市的观众通

过全国艺联看到了这部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珍贵的机会，感谢全国艺联。”

廖希从制片人的角度发言，表示对于艺术

影片来说，精准找到目标受众更加重要，“全线

上映不等于高票房，文艺片创作者们应该树立

分线思维，锁定那些喜爱影片的观众就行，刻

意追求全线上映我觉得是很不现实。”

廖旭翎坦言，所有的电影的推广从本质来

说是一样的，“都是找到影片比较明确的受众，

然后通过这些受众能接受的方式、喜欢的点来

引导他们完成购票”。

但他也认为在宣发的操作上，不同的影片

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不同的选择和发行方

式。商业电影往往面向比较大的观众数量，所

以在宣传和发行上基本都追求“大而全”，做到

高举高打，宣传的调性也会比较偏娱乐，而艺

术电影的宣发则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深耕细

作”，往往是“小而美”，“因为艺术电影的观众

相对较少，就要求宣发要找到精准找到喜欢看

这个影片的受众群，在营销方式的选择上对精

准度的要求也更高。”

白凌雁坦言，不管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

内，艺术影片发行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她

和全国艺联一样，有着一颗助力国产艺术电影

发展的“初心”。

“当我在各大电影节发现很多优秀的艺术

电影时，就非常希望能把这些电影介绍到中国

来，跟国内的观众去见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工

作后，我更加觉得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如果

说刚开始是‘一念冲动’的话，那么我觉得现在

应该是‘真情无悔’了。”白凌雁如是说。

嘉宾们在论坛现场共同祝贺全国艺联五周岁生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