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宋 弢 薄克国

“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带。我
们要积极落实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等文
件，继续办好青年交流营等品牌项目，扎
实推进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
减灾、媒体等各领域合作。”6月10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提出各方要继续在“上海精
神”指引下，齐心协力构建上合组织命运
共同体。

从青岛出发，上合组织再次扬帆起
航；以电影为媒，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进
入“青岛时刻”。

作为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配合活动，
由国家电影局、山东省政府主办，由青岛市
政府承办的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将于6月
13日至17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拉开帷幕。

本届电影节将遵循“互信、互利、平
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

“上海精神”，推动上合国家电影合作交流。
电影节将邀请上合组织8个成员国和4个观
察员国的电影代表团、电影艺术家、电影企
业代表参加，由开幕式、电影论坛、影片
评奖、聚焦单元、电影市场、电影展映、
上合之夜、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八大活动板
块构成，约30余场活动。将有近60部上合
国家的优秀影片参加展映和评奖。

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为何落户青岛？
其背后是青岛抢占文化高地、打造文化软
实力的不懈努力，是青岛影视文化产业蓬
勃发展的必然结果，充分印证了青岛电影
产业发展的“实至名归”和“水到渠成”。

与电影的百年不解之缘

青岛的城市气质中从来就不缺少影视
基因，20多个国家风格各异的建筑，使这
里成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四季咸宜的
气候条件，也让青岛有了“天然摄影棚”
的美誉。

青岛是一座美丽、浪漫、时尚的城
市。这一特质，塑造了青岛时尚浪漫的人
文气息，也让青岛与电影结下了百年的不
解之缘。青岛的水兵俱乐部是中国现存的
第一家商业电影院，青岛著名剧作家洪深
编制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
丹》，中国的第一部有声故事片《到自然

去》、第一部音乐故事片《海上升明
月》、第一部唱响国歌的影片《风云儿
女》，都是在青岛拍摄制作。

青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中国
首个“电影之都”，每年中国内地近三分
之一的影片在此拍摄。青岛还是一座盛产
明星的城市，黄晓明、黄渤、夏雨等演员
都会自豪地说起自己的家乡青岛。

在青岛，有所神奇的明星学校——— 青
岛第39中学，唐国强、倪萍、陈好等无数
的青岛籍明星从这所学校走向大舞台。据
统计，青岛第39中学培养出了1500多名一
线电影人才，被誉为“青岛39中现象”。

青岛还积极发掘“档案、博物馆等形
式存在的电影遗产”，启动电影博物馆建
设，并通过多种方式鼓励社会机构保护开
发青岛电影遗产。2016年4月，青岛蝴蝶
楼电影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2017年5月
20日，中国现存最早的商业影院——— 水兵
俱乐部旧址，经过改造华丽变身为1907电
影博物馆，正式建成开馆。同年9月20
日，由青岛市政府主导建设的一座融电
影、科技于一体的新型博物馆——— 青岛电
影博物馆在西海岸新区灵山湾影视文化产
业区建成启用。青岛拥有了3座风格迥异
的电影博物馆，它们共同成为向世界展示
青岛电影底蕴和发展未来的新平台。

打造世界顶级

影视产业链生态圈

青岛把与电影的“不解之缘”，当作
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良好机遇，制订了高端
影视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了国际最优惠的
拍摄补贴政策，规划了灵山湾影视文化产
业区，建设了全球最大的影视制作基地，
着力构建世界一流的软硬件服务体系，吸
引国内外高端电影资源聚集，打造世界顶
级的影视产业链生态圈。

随着《青岛市“十三五”时期文化发
展改革规划纲要》《关于促进影视产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青岛市影视产业发展基
金管理使用办法》等促进政策的相继实
施，青岛布局的影视产业发展十大重点领
域，覆盖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包括影
视后期制作、影视版权交易与开发、影视
拍摄基地建设、互联网影视产业等内容。
不管是给力的政策扶持力度、创新的服务
机制还是合理的业态分布，都为青岛打造
世界级影视高地不断注入能量。

比如，《关于促进影视产业发展的若
干意见》提出，设立连续5年、每年10亿
元的影视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对在影视文

化产业区内完成主要拍摄制作的优秀影视
作品，最高给予制作成本40%的补贴。

目前青岛面向全国启动了“影视剧本
孵化计划”，征集优秀剧本和创意并给予
资金扶持；对在青岛注册的影视公司，也
有非常优厚的税收连续返还政策。从出台
全国首个与国际接轨的影视产业政策，到
组建青岛市影视产业发展基金，再到在国
内创新推出影视制片成本补贴等政策措
施，青岛构建了良好的产业生态，充分彰
显了政策的后发优势。

以电影之名拥抱世界

组织举办中法电影展映活动，举办
2017华语电影展，连续举办亚洲影视文化
论坛、第16届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金凤
凰奖”颁奖典礼、青岛电影交博会暨第十
五届全国院线国产电影推介会，启动青岛
市民文化艺术节；1907光影俱乐部、青岛
文学馆等社会机构定期举办电影赏析等沙
龙活动……各类电影活动连续不断，精彩
纷呈，真正使电影文化融入了青岛这座城
市的血脉，融入了岛城市民的生活。

青岛既有悠久的电影文化底蕴，又不
断发展与嬗变。以电影之名拥抱世界，开
启青岛影视发展新纪元，是所有青岛人共
同的梦想。

在新的全球格局和视野指引下，青岛
正积极探索电影与城市建设、文化、科
技、教育、旅游等融合发展的全新模式，
将文创产业作为城市功能提升的战略支
点，把影视产业作为文创产业勇立世界潮
头的突破口，建设全球区域性影视产业总
控基地（中心），建设国际影视文化交流
与合作平台，世界级影视文化创新基地、
世界知名影视文化旅游胜地、国家级影视
产业实验区，打造成为“东方好莱坞”。

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家新表示，作
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中国首个“电
影之都”，青岛将以电影为纽带，把上合组
织国家电影节打造成为一届国际影视盛
会，提升上合组织国家的文化交融与共识。

业内人士表示，秉承上合组织青岛峰
会宣言，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必将在体现
“上海精神”、促进人文交流、加强电影
领域合作、促进世界电影发展等方面作出
积极贡献。

□ 本报记者 赵 琳

《琅琊榜》《伪装者》等影视作品在国外引起的收视热
潮说明，影视剧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中，正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和观众影视消费
习惯的逐渐养成，山东影视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影视产业快
速发展，在全国形成了较强影响力，隆起了影视剧制作的山
东“高原”。

县级影院全覆盖

全省电影票房连年上涨

记者从省新闻出版局电影管理处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
全省489家城市影院放映场次235万场，观影人次3608万人，票
房12 . 28亿元，场次、人次、票房指标分别比去年增长11 . 4%、
26 . 1%、32 . 6%。其中，青岛68家影院放映场次37 . 5万场，观影人
次736 . 4万人，票房2 . 47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9%。

近年来，山东影视产业快速发展，影视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2017年，全省广播影视产业总收入172 . 90亿元，较上年
增加13 . 11亿元，增长8 . 20%。

“我省观影人次、电影票房等近年来呈现连年上涨的趋
势。”省新闻出版局电影管理处有关负责人介绍。2015年，
我省城市影院放映场次314多万场，观众人次5500多万人，
总票房17 . 27亿元；201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429万场、5804万
人次、17 . 5亿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我省城市数字影院建设增
长较快。高档次多厅电影城建设占比不断提高，全省影院达
到360家、银幕1945块。县级城市影院建设热度不减，新增
的59家影院中，34家为县城数字影院；新增的346块银幕
中，县级银幕有175块。也是在这一年，我省实现了县级影
院全覆盖。

2017年，随着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
法》正式实施，中国电影进入“电影质量促进年”和“市场
规范年”。在政策引领和产业发展的双重驱动下，山东电影
保持良好态势发展，电影产业稳健增长，电影事业取得突破
性进展，各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2017年，我省城市电影院线达到29条，其中包括新世
纪、鲁信两家省内电影院线。全省城市影院放映场次387万场，
观影人次7189万人，票房22 . 92亿元（含服务费1 . 34亿元），场
次、人次、票房指标分别比去年增长20 . 2%、23 . 8%、22 . 2%。

影视剧创作人才辈出

影视基地蓬勃发展

在第十届作家榜子榜单“编剧作家榜”上，来自山东的
著名编剧赵冬苓的编剧稿酬收入居第一位，她也成为编剧作
家榜上第一位女性编剧“状元”。

赵冬苓已经是连续三届上榜，是总揽中国电影华表奖优
秀编剧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优秀编剧奖的大满贯获得者。

我省影视剧创作优秀人才辈出。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山东影视剧在第一个创作高峰
时期就培养和锻炼了一支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全国一流的创
作团队。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山东影视创作人才济济，制作
班底强大，整体实力在国内省级影视制作单位中名列前茅。

山影集团及山东广电传媒集团、鲁信集团、齐鲁交通集
团等大型国有企业的文化传媒公司积极投资影视创作，发挥
较强带动作用。许多民营企业涉足投资影视产业，民营影视
机构创作热情高涨。2017年，全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经营机
构达到451个。

为促进影视剧编拍及后期制作“一条龙”产业化发展，
我省大力促进影视基地（园区）建设。今年4月28日，历时4
年零7个月建设，总投资500亿元的青岛东方影都在青岛西海
岸新区落成。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介绍，青岛东方影都影
视产业园占地166公顷，制作区规划52个高科技摄影棚，包
括世界最大的1万平方米的摄影棚、世界唯一室内外合一的
水下摄影棚、影视服装道具加工厂及世界先进的影视后期制
作工厂等。影视产业园外景地占地60公顷，配套建设欧陆风
情和老上海风韵的取景街，可以满足不同类型影视作品的拍
摄需求。

此外，青岛市打造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山影集团高
标准建设“山影·影世界”文化产业谷，推进“星工坊”影
视培训教育特色园区建设；临沂突出红色基因，打造马牧池
影视拍摄基地；潍坊、济宁、淄博、枣庄、威海、日照等
地，也积极打造各具特色的影视小镇及园区。

根植齐鲁沃土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向

很多优秀的影视剧创作根植齐鲁沃土，坚持现实主义创
作方向。

近年来，我省推出了《大法官》《誓言无声》《大染
坊》《闯关东》《沂蒙》《南下》《钢铁年代》《琅琊榜》
《伪装者》等一批享誉全国的电视剧作品，以及《沂蒙六姐
妹》《北川重生》《小小飞虎队》等一批电影佳作。

2017年，全省申报备案影片242部，同比增长37 . 7%，拍
摄完成电影59部。其中故事电影《党员登记表》被中宣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优秀
影视剧展映展播推介”的七部影片之一；故事电影《烈火
车》入选2017年度电影精品专项资金扶持项目，成为“优秀
国产电影摄制扶持”十个项目之一；长纪录电影《乡村里的
儒学》和《梨园明珠——— 吕剧》列为省委宣传部“齐鲁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重点项目；故事电影《我的老兵爷
爷》入围第2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国产电影展映新片奖；
故事电影《香珀》获第41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单
元金奖。

为鼓励影视剧创作，今年上半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联合实施2017—2018年度电影剧本孵化计划，面
向全省征集原创优秀剧本。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财政厅联
合下发了《关于申报2018年度山东省影视精品推进计划专项
资金项目的通知》，扶持奖励省内影视精品。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全国影响力逐渐增强

影视剧制作

隆起山东“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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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悠久的电影文化底蕴，又有不断发展嬗变的全球格局———

上合电影节为何落户青岛

□ 本报记者 张忠德 宋 弢

6月13日，首届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
将在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东方影都影视
产业园拉开帷幕。电影节将邀请上合组织
8个成员国和4个观察员国的电影代表团、
艺术家和企业代表参加，近60部来自上合
国家的影片将集中亮相。

就在一个多月前，青岛东方影都正式
落成。落成仪式的举办地正是位于青岛东
方影都星光岛上的大剧院，而这里也将成
为首届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的“起点”。

“碧海银螺”

造型设计独具匠心

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湾影视文化
产业区内的青岛东方影都大剧院，采用独
特的“碧海银螺”造型，是国内首个采用
杜比全景声系统的大剧院，也是世界上首
个采用杜比全景声和可变混响声学系统结
合的大剧院。

自青岛市区，过海底隧道，沿滨海大
道西向而行，到万达茂转向星光岛，驶过
已成为青岛新地标建筑的珊瑚贝桥，大剧
院就在眼前。这座海螺形状的建筑位于东
方影都星光岛西北角，设1970座席，总建
筑面积2 . 4万平方米，地下二层，地上四
层，建筑高度37 . 5米。

大剧院整体设计风格结合青岛当地独
特的海洋文化，以富有动感的整体造型、
仿生立面肌理和简洁材质运用，创造出与
海天融为一体的独特气质。建筑设计概念
选取“碧海银螺”意象，源于剧院临海而
立，形似耸立海岸边的银色海螺，具有
“时尚”和“文化”的特征，呈现地域特
点及中国文化元素。

大剧院内部景观设计更是匠心独具，
弧形前厅空间开阔灵动，自然光和室内灯
光交相辉映，营造出富于变化的光线和生
动的建筑韵律。

大剧院工程人员介绍：“前厅的墙壁
贴的是银箔，幕墙上安装了金色玻璃，室
外光线照射进来，前厅墙面呈现极富变
化的金色，特别是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前
厅光线会根据室外光线变化，特别震
撼。”

大剧院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杜比全景
声（DOLBY ATMOS）和可变混响声学
系统，主要功能是作为电影节（季）活动

的主会场，可放映影片、举办电影节开幕
式、明星红毯秀及闭幕式颁奖典礼，兼顾
综合文艺演出及音乐会演出。

对大剧院舞台音响系统进行评测的专
家们一致认为：大剧院的音响系统能很好
满足各类演出的需求，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特别是电影全景声、可变混响声学系
统是全球范围内在剧场中效果最好的应
用。

开启中国

“重工业电影”时代

在“软环境”上，东方影都按照电影
工业体系要求，聚集全球影视行业资源，
为进驻影视企业提供国际标准的专业服
务；由政府部门提供国际化影视企业所需
的海关、签证、人才、金融、物流等一站
式服务。

此前，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和万达、
融创各出资50%设立总额50亿元的影视产
业发展专项基金，对进驻东方影都拍摄的
影视作品给予制作费用20%—40%的补

贴。青岛市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对在东方
影都注册经营的影视企业，给予最高不超
过营业收入10%的补贴。

今年3月23日，青岛西海岸新区成立
省内首家影视局——— 青岛灵山湾影视局，
将在规划设计、公共服务、产业支持、资
源对接等方面发力。青岛灵山湾影视局副
局长苑梅琳介绍，去年11月，青岛获评世
界“电影之都”，东方影都功不可没。东
方影都各项硬件设施陆续投入使用，开启
了中国“重工业电影”时代，吸引了大批
影视文化企业和相关行业人才的进驻。从
影视拍摄、后期制作，到推广发行，再到
演员、道具、服装，到专业人才汇聚于
此。目前在此注册的影视企业超过150
家，依托东方影都的实体平台，一条覆盖
影视产业上下游的千亿级全产业链正在逐
步形成。

众多电影节会齐聚

截至目前，东方影都已经吸引了包括
《长城》《环太平洋2》《疯狂的外星
人》《英雄本色2018》等好莱坞大片和多

部国内电影大片、著名品牌广告片进驻拍
摄。总投资30亿元、拍摄长达两年的《封
神三部曲》，目前正在园区内拍摄。根据
科幻作家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科幻电影
《流浪地球》，也在此开机。随着东方影
都正式开业，预计3年内区域进驻影视企
业将超过500家，每年拍摄制作影视剧约
100部。

2017年开始，众多电影节会也将目光
投向青岛，尤其是东方影都。2017年9月3
日，第十六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
奖——— “金凤凰奖”颁奖典礼在东方影都
举行，葛优、唐国强、于洋、田华等国内
著名表演艺术家齐聚西海岸。

2017年9月18日—22日，“迎接党的十
九大重点国产影片推介活动暨第十五届全
国院线国产影片推介会”，在青岛西海岸
新区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举行。这是青
岛历史上首次举办电影交博会，60多部国
产影片集体亮相。上映期间实现口碑票房
双丰收的《红海行动》在本届推介会上成
功亮相，导演贾樟柯、吴宇森、李晨，演
员范冰冰、黄渤、王学圻、张译、海清等
都对东方影都的软硬件建设赞不绝口。

设计独具匠心，软硬件建设齐头并进，青岛东方影都探营———

这里将是上合电影节的“起点”

□刘海龙 报道
位于青岛东方

影都星光岛上的大剧
院，将成为首届上合
组织国家电影节的

“起点”。图为青岛东
方影都大剧院剧场。

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外景。（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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