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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合影

传承电影文化 恭贺建党百年

——第三届中国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暨第二届亚洲华语电影节落幕
2021 年 11 月 17 日-18 日，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协会主办，为期两天的第三届
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暨第二届亚洲华语电影节在澳门特区落幕。本届电影节主题
为“传承电影文化，恭贺建党百年”，主要活动包括星光红毯、荣誉嘉宾致辞、致敬影
人、颁奖典礼、专场论坛、项目推介、签约发布、影人交流晚宴等环节，活动全程从环
节设置到现场布置都紧扣主题。本届活动的成功举办，促进了行业交流，提升了业
界信心，助力影视产业复苏，持续推动青年及华语电影事业发展。同时，电影节活动
再次在澳门特区举办，促进了澳门影视产业发展并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做出贡献。

平台。本届活动共收到来自全球各地影

影节最佳公益纪录片奖；
中共三亚市委宣

特区政府影视主管部门的关注、指导与

片 1200 余部，
经过评审专家的层层筛选，

传部和海南三亚星军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支持。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为本届电影

最终入围影片近 200 部。活动较之上届，

公司联合摄制电影《爱她就带她到三亚》

节发来贺辞，希望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

突出
“主题展示和社交互动”
，
增设纪念中

获得第二届亚洲华语电影节影视文旅主

为中国电影事业助力加油并务必坚持

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作品特别单元、
抗

题城市单元最佳影片奖，
影片以独特的视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国策方针；河南

击疫情作品单元、新媒体短视频单元、她

角展现三亚风光，让国内外观众了解三

电影电视制作集团、广东省影视行业协

力量单元、
影视文旅主题城市单元等。中

亚，
极大提升了三亚的知名度；
影片《非常

会、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四川省微电影艺

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和云南润视荣光影

交易》获得第二届亚洲华语电影节长片单

术协会、南京电影协会、承德市微电影协

业制作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电影《九零

元最佳影片奖，该片是由联合映像等出

会、沈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厦门影视文

后》应邀作为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

品、青年导演黄健执导的喜剧电影，小沈

化产业协会等发来贺辞并对本届活动给

阳、
姜武等领衔主演。

与了大力支持；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澳

致敬电影人罗家英
影视、文化及政商各界嘉宾
齐聚星光红毯
17 日上午，第三届香港国际青年电

本届电影节特别设置致敬影人环节，

多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罗家英是香港著名粤剧表演技术家、
香港
铜紫荆勋章获得者，
罗先生自协会创办之

本届电影节共设六场论坛，
内容丰富、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
积极融入国家电影产业发展大局

初一直关心、
支持协会发展，
并受邀担任电

观点鲜明、
紧扣电影节主题。青年导演论坛

影节终身荣誉顾问、
荣誉导师。该环节感

共议疫情之后的电影变革与机遇；
粤港澳大

谢罗家英对协会以及青年电影人活动的支

湾区电影融合发展论坛，
紧跟国家政策助

年成立，立足香港、背靠祖国内地、面向

宾走上红毯。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协会

持与鼓励，
并致敬他对中国演艺事业所做

推融合发展；
纪录片《娜十年》专场论坛体

全球，以“赋能青年，点亮未来”为主旨，

创办人易成（张卫东）陪同多位嘉宾率先

出的贡献。现场播放罗家英的寄语视频，

现民族团结、
新时代、
新青年与新责任；
电

始终致力于为全球青年电影人提供国际

走上红毯，包括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高

他对电影节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表示

影艺术与新媒体融合发展论坛讨论当下新

影视交流、学习、合作与展示的平台，推

天赐、亚洲及大洋洲区葡侨委员会主席

中国的电影现在是最好的一个时间，
希望

媒体与影视热点；
青年电影制片人论坛分

动和促进全球范围内青年电影人才的艺

姗桃丝，导演王星军、江小鱼，演员郭铁

大家继续努力，
在场嘉宾倍受鼓舞。

享交流各展所长；
女性电影人论坛关注女

术创作与发展。协会主办的香港国际青

性在电影产业中的成长与发展机遇。

年电影节和亚洲华语电影节经过三年来

影节暨第二届亚洲华语电影节星光红毯

开幕，影视、文化及政商各界近 200 位嘉

城以及澳门世邦家俬建材城董事长侯沐
天、艺术策展人陈庆生等。随后，包括
《非常交易》、
《内地港人·百人百事》、
《娜
十年》、
《我的体育老师》、
《爱她就带她到
主办方致辞——创办人易成致辞

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在签注便利申请等诸

观点鲜明、紧扣主题
论坛环节内容丰富

三亚》、
《白月光下》、
《无翅飞翔》、
《怒海

颁奖礼环节新人辈出
主旋律影片受青睐

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协会于 2018

的培育发展，逐渐成为全球青年电影人

项目推介、签约发布
凸显
“主题展示和社交互动”
特色

电影节颁奖礼环节现场电影人情绪

和华语电影界一年一度的国际电影盛
事，下届活动计划增加影视展览及亚洲
版权交易会等活动内容，为电影人提供

营救》等在内近 50 部影片及创投项目主

激昂，
奖项花落各家。中央党校大有影视

《怒海营救》、
《生财有道》两个项目现

创人员，包括导演张维军、徐海、王魏冬

中心等联合出品的电影《九零后》摘得纪

场进行推介，与投资人交流互动；签约发

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协会全体成员

至、周勇、林燕芬，制片人喻鹏驰，编剧蔺

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特别单元最

布环节，
电影节主办方与湖南六步溪康旅

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佳影片奖桂冠，该影片由杨振宁、杨苡等

集团现场举行康旅合作伙伴授牌仪式，
电

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

16 位平均年龄 96 岁的“九零后”联袂“出

影节国际青年才艺大赛官方合作伙伴现

神，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积极

演”，呈现了烽火岁月与和平建设年代的

场发布；影人交流晚宴气氛活跃，多名电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强与主管部门沟

家国情怀；
河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等公司

影节荣誉顾问及评审专家聘书现场颁发，

通交流、扩大深化与业内影视机构和企

联合出品影片《娜十年》获得第三届香港

为下一届电影节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开端。

业合作，为青年电影人寻求更多资源与

子健等逐一走上红毯，现场星光闪耀、气
氛热烈，
走出了电影人的自信与风采。

把握新发展阶段
引领华语电影高质量发展

国际青年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该片记录
电影节荣誉嘉宾中国香港（地区)商
会会长萧惠君在开幕致辞视频中表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历史

了河南姑娘王燕娜捐肾救人的动人事迹；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出品的纪录片《内地
港人·百人百事》通过内地港人代表的独

时刻，
“传承电影文化，恭贺建党百年”这

特视角，
讲述承载着正能量以及思考的中

个电影节主题本身就是属于大家的荣

国故事，
该片获得第三届香港国际青年电

全产业链服务与支持。

支持，为他们的成长提供良好环境；结合

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关注
社会各界鼓励支持

影视产业园区建设，影视文旅主题城市
建设，以不懈努力打造精品影视节展品
牌及国际影视文化交流活动，为国家建

在本届电影节筹备历时 10 个月，筹

设电影强国、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备过程中感谢国家电影主管部门及香港

耀，用电影艺术的视角，真实展示百年来
高天赐姗桃丝等走上红毯

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程，将在华语电
影史上留下更为特别与深远的光辉。在
国家“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本届国际
电影节将充分体现新发展阶段的特点，
引领华语电影高质量发展。
亚洲及大洋洲区葡侨委员会主席姗
桃丝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本届电影节活动
再次在澳门特区举办，必将对澳门本地
影视产业发展及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有促
进作用，期待未来葡语国家影视作品能
够有机会来到电影节平台进行交流互动
并预祝本届电影节活动圆满成功。
协会创办人易成代表主办方做
“传承
电影文化，
恭贺建党百年”
的主题发言，
易
成表示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协会及电影
节组委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电影艺术与新媒体论坛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 第三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最佳奖项名单

▶ 第二届亚洲华语电影节最佳奖项名单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特别单元最佳影片：
《九零后》

长片单元/最佳影片：
《非常交易》

长片单元/最佳导演：
黄健《非常交易》

长片单元/最佳男主角：
郭铁城《白月光下》

长片单元/最佳女演员：
常丝丝《爱她就带她到三亚》

长片单元/最佳男配角：
李建忠《起初》

长片单元/最佳编剧：
苏芸盟《无翅飞翔》

长片单元/最佳音乐：依刘《爱的富硒泉》

首部长片单元/最佳导演：徐海《白月光下》

纪录片单元/最佳导演：
熊延江《娜十年》

纪录片单元/最佳纪录片：
《娜十年》

网络电影单元/最佳影片：
《猎毒之闪狙行动》

纪录片单元/最佳公益纪录片：
《内地港人·百人百事》

影视文旅主题城市单元/最佳影片：
《爱她就带她到三亚》

儿童片单元/最佳儿童影片：
《我的体育老师》

创投项目单元/最佳创投项目：
《怒海营救》

网络电影单元/最佳导演：
王牧潮、
王方敏《真爱实验室》
广告片单元/最佳广告片：
《云南咖啡故事》

▶ 特别鸣谢

公益短片单元/最佳公益短片：
《花季花开》

康旅合作伙伴：湖南六步溪康旅文化集团

创投项目单元/最佳创投项目：
《战友》

海外展映平台：移动电影院
场地合作方：澳门新濠影汇酒店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以国家电影局近期发
布的《
“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为指
导，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使命担当，
在把握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中找准定位、
抓住机遇、
乘势而上，
积极融入国家电影产业发展大局，
以粤港
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为契机，
助力香港电影
人融入内地电影产业；
善用港澳特区区位
优势，做国际化的影视交流平台，为中国
优秀影视文化走出去搭建桥梁，
以一届成
功的电影盛会为建党百年献礼。
河南电影电视制作集团总裁助理、
国
家一级导演熊延江，
移动电影院创始人高
群耀以视频方式为本届电影节送来祝福。
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和亚洲华语电
合作伙伴授牌仪式

影节活动为全球青年电影人和优秀华语
电影提供交流、学习、展示与合作的优质

获奖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