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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0日，第二届中国
（白沙）影视工业电影周活动
发布会暨“重庆影视城·成都
影视城”双城联盟行动推介
会在重庆雾都宾馆举行。这
标志着以“传承影视技艺、致
敬幕后英雄”为主题的第二
届中国（白沙）影视工业电影
周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聚焦传承创新影视工业 助力成渝影视产业发展

第二届中国（白沙）影视工业电影周拉开帷幕

首开亚洲影视工业类
电影节先河

中国（白沙）影视工业电影周是
中国首个专注推动中国影视工业化
进程、聚焦影视工业全流程幕后英雄
的电影活动。

2019年11月7日至13日，首届
中国（白沙）影视工业电影周在江津
白沙成功举办，以“影视工业·幕后英
雄·欢聚时光”为题，举行了参选影片
招募、开幕式、幕后英雄推选、影视工
业论坛、电影拍摄全流程互动体验、
入围电影展映六大活动及重庆影视
城（江津白沙）授牌暨项目签约仪式。

首届电影周的成功举办，在全国
乃至整个亚洲开创了影视工业类电

影节活动的先河，推出了 17 项荣
誉。活动后，重庆市电影局与江津区
共同商定，每两年固定在江津举办一
次，努力把影视电影工业周打造成为
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影视品
牌活动。

本届电影周分三个阶段
呈现四大亮点

第二届中国（白沙）影视工业电
影周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基
金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作为指导单
位，由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主
办，由国内各大电影专业学会、协会
联合支持，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影视数
字产业发展专项基金、重庆白沙文化
旅游发展管理有限公司、江津区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影视工业网·白沙影
业共同承办，由上海温哥华电影学
院、重庆电影集团、重庆市电影家协
会、重庆电视艺术家协会、重庆市电
影制片行业协会共同协办。

据介绍，本届电影周活动将分为
预热活动、电影周核心活动、延伸活
动3个阶段举行。

预热活动阶段，将延续上半年举
办的建党100周年主题影片展播活

动；即日起至10月上旬举行通过网
络向全国征集电影周主题曲的宣传
预热活动。同时，开启作品推选工
作，10月中旬于北京举行入围影片提
名发布会。核心活动阶段，包括3项
内容：一是2021年10月31日举办中
国影视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二是
11月1日举办影视产业项目、企业入
驻重庆影视城（江津白沙）签约仪式
暨成渝双城影视产业发展论坛。三
是11月1日举行幕后英雄红毯仪式
和幕后英雄发布盛典。延伸活动阶
段，将在11月举办本地拍摄影视作
品剧组主创分享沙龙和相关培训活
动。

从具体内容上看，本届电影周将
呈现四大亮点——

延续首届新颖题材。以“传承影
视技艺、致敬幕后英雄”为主题，持续
专注推动中国影视工业化进程，聚焦
影视工业全流程幕后英雄，聚焦更加
基层的影视制作幕后岗位。

互动更加多元。活动期间，将加
入观众及影视产业从业人员的互动
环节，加入影视技艺传承讲堂等新形
态、新模块，通过多元化的宣传互动
激发关注和参与热情。

针对性更加突出。借助“互联
网+”等创新服务形式大力推广，以线

上线下联动方式渲染，让更多企业和
从业人员感受幕后英雄在电影制作
幕后所付出的匠心，促使更多的企业
投入影视工业全产业链，更多青年学
子继承前辈衣钵，传承影视技艺。

时事性更强。结合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开展了建
党100周年主题影片展播活动；为构
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电影发展新
格局，推进重庆影视城·成都影视城
合作走深走实，新增成渝双城影视产
业发展论坛。

值得一提的是，在担任首届电影
周形象大使后，著名演员、导演、编
剧、监制徐峥将再次担纲第二届电影
周的荣誉大使，助推传承影视记忆、
致敬幕后英雄。

双城联盟携手打造
“成渝影视双引擎”

去年以来，为共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电影发展新格局，重庆市电影
局与四川省电影局共同致力于打造

“巴蜀电影联盟”，实施“巴山蜀水情”
电影培育工程，打造品牌电影活动。

在此框架下，去年9月16日，重
庆影视城与成都影视城签署“巴蜀电
影联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致力于

共同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电影产
业双城合作样板项目，构建成渝影视

“双引擎”。
在此次活动上，重庆影视城、成

都影视城又共同签订了“重庆影视
城·成都影视城”影视服务双城联盟
行动计划。根据计划内容，成渝双方
将在加强“十四五”期间的规划协同、
共推产业发展、共建服务平台、延伸
项目阵地、凝聚人才资源、共商共建
机制等方面推动深入合作。

在规划协同方面，双方共同商定
影视产业规划协同重点合作项目，明
确具体推动事宜。双方将每年举行1
次以上的联合招商推介、每年协同组
织两次以上的影视产业活动。

同时，搭建双方的线上线下展示
窗口，通过利用双方各自的线上线
下资源进行成渝双引擎展示区域；
建立成渝互通一站式服务机制，实
现成渝双方影视剧组无缝服务；共
同参与“中国电影基金会钟惦棐电
影评论发展专项基金”，助力成渝影
视产业发展。

江津影视产业发展
风生水起

中国（白沙）影视工业电影周的
举办地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江
津区白沙镇，这也是重庆影视城所在
地。

发展重庆影视城是江津顺势而为
的结果。2018年，重庆实施以白沙为
起点、巫山为终点的“沿江影视产业
带”规划，并将白沙命名为“重庆影视
城”，使江津影视产业发展迎来了新的
重要机遇。2019年11月，江津区正
式获得“重庆影视城（江津白沙）”牌
子。重庆市电影局把重庆影视城纳入
全市“十四五”电影业规划布局，打造
全国首个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
技术的智慧型影视城。重庆影视城还
入选中影协影视基地会员单位，与上
海温哥华电影学院达成战略合作。

目前，重庆影视城已建成60余
亩的影视城总部园区，吸引30余家

影视企业入驻园区，同时建设了重庆
市唯一的影视规划体验馆；1个2万
余平方米的综合性摄影棚、实景棚将
于今年底建成投用；已先后吸引200
余部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拍摄。

越来越多影视选择取景重庆影
视城，这与江津影视产业的蓬勃发展
密不可分。近年来，江津区高度重视
电影工作，按照“1221”影视产业发展
思路，践行“电影强国”使命，持续擦
亮重庆影视城“金字招牌”，积极构建
影视全产业链。

其中，“1”即一块牌子——持续
擦亮重庆影视城这块金字招牌。“2”
即两个办法——制定出台“影视产业
扶持”和“影视剧组接待”两个办法。

“2”即两大活动——定期举办“中国
影视工业电影周”和“中国电影评论
高峰论坛”两个国家级电影文化活
动。“1”即一个链条——积极构建影
视产业全链条。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办法”：一是
区政府出台《江津区影视产业发展扶
持试行办法》，设立2000万元影视产
业发展扶持专项资金，从影视剧本创
作、拍摄影视作品，播出、参赛，影视
企业落户等方面给予资金政策扶持，
引导社会力量到江津发展影视产
业。二是区委宣传部出台《影视剧组
接待办法》，通过保障影视剧组在选
景、服化道服务、群众演员招募、开机
仪式等，打造重庆影视拍摄一站式服
务平台，吸引了贾樟柯导演作品《忘
了去懂你》《有家小店叫童年》，冯小
刚主演电影《忠犬八公》、黄晓明监制
主演电影《最后的真相》，以及《雾都》
《母亲母亲》《开罗宣言》等众多影视
作品前来拍摄。

江津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始终
坚持按照“以节促产、以节促城、全域
影城”方向，围绕剧本创作，影视拍
摄、制作、金融、交易，电影文化活动、
综合摄影棚、实景棚、数字摄影棚等
影视产业要素，把重庆影视城建成影
视产业全链条的现代化影视城。

黄柏添 唐楸签订“重庆影视城·成都影视城”影视服务双城联盟行动计划 摄/贺奎

第一届中国（白沙）影视工业电影周幕后英雄盛典 摄/袁孝椿

据新华社济南 9 月 12 日电 （记
者 邵琨）粮食丰收后，如何再增产？
记者从日前在山东济南举行的国际粮
食减损大会上了解到，与会各方认为通
过开源与节流并重，增产与减损并举，
将“节粮减损等同于粮食增产”的理念
贯穿到生产、收获、储存等多个环节，可
以增加粮食有效供给的“无形良田”。

当前，全球粮食需求刚性增长，淡
水等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粮食增面
积、提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与会各方
代表认识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
更加重视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调查统计，山
东省建成的高标准农田粮食亩产量可
提高10%-20%，平均每亩可增产100
公斤以上。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亩

均节水节电率分别可达 24.3%和
30.8%，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之
前的0.5提高到了0.64以上，水土资源
利用效率大幅提升。

在此次会议发布的《国际粮食减损
大会济南倡议》中，来自世界40多个国
家、国际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共150
名代表，倡议提升农业基础设施水平，
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需要全方位
全链条发力。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
在国际粮食减损大会上表示，我国小
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机收率分别达
到97.49%、93.73%和78.67%。今年夏
粮机收损失率若降低一个百分点，就意
味着增加粮食产量125万吨。

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挑战，

使得全球粮食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
力。2020年全球共有7.2亿到8.11亿
人口面临饥饿威胁，全球近1/3人口无
法获得充足的食物与营养，同时全球近
1/3的食物被损失或浪费，为世界敲响
了警钟。

在济南举行的国际粮食减损大会
上，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视
频致辞中呼吁，各国群策群力、协调行
动，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与会各方倡议，运用新技术、新设
备、新工艺，加强集约、可持续、低碳的
现代化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产
后全过程、系统化节粮减损，建设“无形
良田”，实现“无地增产”。

在中储粮济南直属库，矗立着一个
个体积庞大的粮仓。人们即便不进入
粮仓，通过高清摄像头，也能清晰看到
粮仓中的颗颗麦粒。中储粮济南直属
库仓储管理处副处长安西友说：“粮仓
自带中央空调，还有智能通风等绿色储
粮技术。粮仓平均温度常年保持在15
摄氏度及以下，最高粮温不超过25摄
氏度，有效延缓粮食品质变化。”

目前，山东中储粮系统共安装
4500个高清摄像头，28万个温度传感

器，实时对粮情进行预警预测。中央储
备粮综合损耗率从2%降至1%以下。
以济南库为例，一个储存周期，粮食损
耗减少1600多吨，相当于3000亩良田
一季的粮食产量。

除了“大粮仓”，适合千家万户使用
的“小粮囤”对节粮减损也很重要。会
后发布的《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济南倡议》
中专门提出，为农户提供科学储粮的技
术培训和服务，重点加强小农户储粮新
装具的推广和使用，提升粮食品质。

在实践中，“小粮囤”的作用已经发
挥出来。自2007年以来，山东省累计
投资3.71亿元，为农户发放科学储粮
仓98.8万个。据测算，这些储粮仓全
部投入使用后，比传统方式储粮损失率
降低5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粮食产后
损失4.9万吨。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粮食损失
率降低 1 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增产
2700 多万吨粮食，够 7000 万人吃 1
年。面对粮食损失和浪费这一全球共
同的挑战，各个国家为此都采取了一
些积极措施，有的国家出台了专门的
法律打击食品浪费，有的国家加大了资
金投入。

综合新华社福州9月12日电 福
建省卫健委12日通报称，9月11日0-
24时，福建省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20例（泉州市报告1例，莆田市报告19
例），其中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1例。
报告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8例（泉
州市报告1例、莆田市报告17例）。

通报称，上述泉州报告2例感染者
的工作地和感染地均为莆田市，现住地
为泉州市，两者地域相邻。

12日，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
控最新情况。据介绍，截至12日 16
时，福建省莆田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
酸阳性64例，其中确诊病例32例、无
症状感染者32例。

记者从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了解
到，12日仙游县枫亭镇（全镇）疫情风
险等级调整为高风险地区。福建省莆
田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工作指挥部同日发布通告，要求在莆人
员原则上非必要不离开本市。

通告要求，在莆人员原则上非必要

不离开本市，如因就医、特定公务等确
需出入的，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对运输生产生活、医疗防护物
资以及从事道路运输“点对点”转运的
车辆和人员，在严格落实消毒、封闭管
理等防控措施的基础上，保障其通行顺
畅。

通告还要求，严格限制人员聚集，
严格落实进入室内公共场所预约错峰、
测温、扫（亮）码、戴口罩以及搭乘公共
交通工具时测温、扫（亮）码、戴口罩等
措施。

同时，暂停棋牌室、影剧院、网吧、
台球厅、歌厅、酒吧、博物馆、图书馆、健
身场所、培训机构等有关室内公共场所
的运营活动。控制餐馆、公共食堂经营
规模和营业时间。

福建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12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秋季
学期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
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原则上在9月19日
前组织全体师生员工完成新一轮核酸
检测工作。

莆田已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64例
福建全省师生19日前完成新一轮核酸检测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9·11”事件二十
周年之际，多国专家学者和政界人士指
出，20年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
恐战争”并未给世界带来安全稳定。打
击恐怖主义需要各国凝聚共识，加强合
作，综合施策，而不应成为个别国家谋
求私利、维护霸权的借口。

埃及《鲁兹·优素福》周刊专栏作家
穆斯塔法·阿明说，美国以“9·11”事件
为由发动阿富汗战争，间接造成了过
去 20年中东地区混乱不堪的状况。

“9·11”事件还成了美国干预地区事务
的借口。

英国白金汉大学国防安全与情报
学教授安东尼·格里斯说，20年来，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阿富汗的军事
行动并不成功，恐怖主义仍然是西方国
家面临的极大威胁。

瑞士日内瓦“和平与和解研究中

心”研究员穆罕默德·居泽尔说，20年
来，美国没有打赢反恐战争，事实上其
很多做法恰恰在助长恐怖主义。

比利时作家、“调查行动”网站创始
人米歇尔·科隆表示，美国发动反恐战
争只是它试图阻止自身衰落的一种方
式，是为了维护其霸权。

英国前国会议员乔治·加洛韦说，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方的反恐战争都
是“灾难性的失败”。西方必须吸取教
训，不要再到处扶持极端分子，也不要
穷兵黩武。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系主
任朱志群说，美国及其盟国在阿富汗

“经营”20年后匆匆撤出，阿富汗反恐
局势的不确定性更高了。美国乃至整
个国际社会需要深刻思考，国际和一些
地区冲突仅仅通过单边军事干预和战
争无法解决，根本出路还是多边谈判和
协商解决。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胡里
奥·里奥斯说，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各国
长期合作，而且要建立在达成共识的基
础上，反恐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恣意妄为
的借口。

肯尼亚执政党朱比利党总书记拉
斐尔·图朱说，面对恐怖主义，没有一个
国家能够“免疫”。世界所有国家需要

相互合作，联合打击恐怖主义。解决贫
困问题是全球反恐的出路之一，生活富
裕会减少恐怖主义滋生。

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研究》杂志社
主编、社会学博士阿扎马特·谢伊托夫
表示，当前，国际恐怖分子在互联网上
日渐活跃，要遏制和防止恐怖袭击，就
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特别是世界各国
需要在坚持多边主义和拒绝“双重标
准”的基础上强化国际合作。

（参与记者：郑思远、施洋、陈俊侠、
徐驰、潘革平、蔡国栋、林晶、吴丹妮、冯
俊伟、张代蕾、郑扬子、白林、孙晓玲、杨
士龙、许缘）

美国不应以反恐之名谋求私利
多国人士反思美国“反恐战争”20年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 （记
者 温竞华 张泉）以“百年再出发，迈
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的
2021年全国科普日活动11日在全国
各地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 17日。
今年全国科普日立足面向基层、服务发
展、惠及群众，打造多级联动、广泛参
与、“永不落幕”的系列科普活动。

2021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
由中国科技馆区活动和北京科学中心
区活动组成。中国科技馆主场活动包括

“自立自强建新功”“科普科创立伟业”
“生态文明创未来”3大板块的展览展

示和“与公众面对面”科技志愿活动等。
全国范围内还将组织开展碳达峰

碳中和科普联合行动、青少年科技教育
联合行动、科技资源科普化联合行动、
核科普联合行动、水利科普联合行动、
乡村振兴科普联合行动、卫生健康科普
联合行动、应急科普联合行动、企业科
普联合行动等系列科普活动。

此外，创新升级后的全国科普日线
上活动平台（https://www.kepuri.
cn/）也将通过现场直播、打卡互动、云
游场馆、知识竞赛、科普课堂等多种形
式，丰富公众的科普体验。

2021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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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近1/3人口“不够吃”
全球近1/3的食物被浪费

节粮减损 粮食增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