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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高峰论坛
暨“ 金 海 棠 奖 ”优 秀 作 品 颁 奖 典 礼 举 行
本报讯 （记者 王 燕） 又是一
年岁月花香，又是一轮微影星光。11
月 7 日上午，
第六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
高峰论坛暨第六届亚洲微电影“金海
棠奖”
优秀作品颁奖典礼，
在临沧亚洲
微电影院隆重举行。
亚洲微电影艺术节评委会名誉主
席、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原台长李丹；
亚
洲微电影艺术节组委会常务副主席、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
秘书长高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
巡视员冯怀中；亚洲微电影艺术节组
委会副主席、中央新影集团副总裁赵
捷；亚洲微电影艺术节组委会常务副
主席、
中共临沧市委常委、
市委宣传部
部长杨安兴；亚洲微电影艺术节组委
会副主席、中华五千年文化促进会副
主席、
中组部原干教局副局长董万章；
亚洲微电影艺术节组委会副主席、香
港成龙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陈远；亚
洲微电影艺术节组委会执行主席、中

央新影集团影视项目组总负责人兼微
电影发展中心主任郑子；云南省社会
科学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王国忠；
云南
省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
总经理杨雯；
临沧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胡德扬；临沧市政府副市长牟洪
操；
亚洲微电影艺术节评委会副主席、
著名表演艺术家斯琴高娃等亚洲微电
影艺术节组委会、
评委会领导，
云南省
直部门领导和临沧市领导，嘉宾和有
关单位领导出席颁奖典礼。
杨安兴、
赵捷、
冯怀中在颁奖典礼
上致辞。
临沧微电影协会会长周仕杰，最
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
子文，北京台导演严霞，评委代表、全
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曹剑在第
六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高峰论坛上发
言。回顾 6 年来亚洲微电影艺术节的
发展历程，畅谈微电影创作的经历和
感受，展望亚洲微电影艺术节的未来

共筑光影世界

发展。
著名表演艺术家斯琴高娃、臧金
生宣读第六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高峰
论坛宣言。
杨安兴在致辞中说，正值全国上
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庆祝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决战脱贫攻坚、
决
胜全面小康，奋力推进“美丽临沧”建
设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微影工作者
相聚在亚洲微电影艺术节永久举办地
临沧，共同见证第六届亚洲微电影艺
术节“金海棠奖”颁奖盛典，分享微电
影界的丰收和喜悦。临沧人民勤劳善
良，
临沧干部务实担当，
临沧文化多姿
多彩，临沧跨越发展势不可挡。一首
《阿佤人民唱新歌》，唱遍了中国大江
南北，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一棵
坚果之树，
开启了临沧迈上国际联合、
产业协作、全球携手的新征程。一条
铁路，
将圆临沧百年梦想，
开辟中国通

向 印 度 洋 最 捷 径 、最 快 捷 的 出 口 通
道。一项微电影“金海棠奖”，联袂国
家、地区、民间交流有了新纽带，架起
了彼此间心灵之桥、
开放之桥、
友谊之
桥。
6 年来，有 9000 多名嘉宾云集美
丽临沧；
有 400 多位艺术家和影视明星
登上
“金海棠奖”
的颁奖盛典；
有 18000
多部优秀作品应征参评，每年荣获最
佳作品奖的获奖率仅占全部作品的
0.9%，亚洲微电影“金海棠奖”被誉为
权威性、
影响力、
美誉度俱佳的电影盛
典，深受专家好评和微电影人喜爱。
今年的评奖工作于 10 月 17 日至 19 日
在北京举办，由著名编剧、著名导演、
著名演员和著名专家学者与主办方负
责人、
观众评审、
大学生代表共同组建
的评委会，从征集到的 4612 部作品中
推选出了 40 部最佳作品奖和 80 部优
秀作品奖、
140 部好作品奖与相关单项
奖。

共圆光荣梦想

——走进“金海棠奖”获奖影视明星媒体见面会
本报记者

佤歌悠扬，情醉边地风光；金色
海棠，扮靓大美临沧。11 月 7 日晚，
“新时代之梦”第六届亚洲微电影艺
术节“金海棠奖”颁奖典礼红毯仪式
在临沧体育运动中心举行。当晚，所
有 微 电 影 人 从 这 里 走 入 会 场 ，接 受
“金海棠奖杯”的加冕、触摸“金海棠
奖杯”
的荣耀。
在广大市民瞩目期待和掌声喝彩
中，
入围本届
“金海棠奖”
的演员们伴随
着佤族木鼓舞、拉祜族芦笙打歌、傣族
象脚鼓舞等少数民族歌舞表演走上红
毯，拉开了影视明星媒体见面会的序
幕。他们中间，既有展露荧屏的表演
者、也有扎根幕后的工作者，
既有推动
制作的出品方、也有助力梦想的嘉宾
们。他们都在期待着
“金海棠”
的盛放。
著名演员斯琴高娃、臧金生、刘
威、牛莉、高亚麟、姜超、于月仙、李伟
建、姜宏波、许文广、王海燕、董勇等
一一走进红地毯并在签名墙上留下
名字。第四次来参加微电影节的于
月仙情不自禁地表示：
“ 再次来到大
美临沧，感觉依旧很激动很温暖，就
如同回家一样。
”
无论是老戏骨斯琴高娃、刘威，
备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家有儿女》
中夏东海的扮演者高亚麟，亦或是在
热播的电视剧《如懿传》中饰演颖妃
的青年演员张佳宁，现场的观众都抑

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热情，情不自禁
地雀跃着、呼喊着，拿出手机、相机连
连拍照，
只为留下美好的瞬间。
陆续踏上红毯的嘉宾，他们所带
来的影片除了影片本身制作精良之

彰显特色

外，还承载着特别的意义。或热衷公
益，或助力旅游产业发展，或展现品
牌效应，也有歌颂保卫人民安全、社
会稳定的平安卫士的作品，也有国外
友人带来的影视佳作。它们的身上，

都有着闪耀的标签。
当夜，嘉宾们将共同走进金海棠
盛开的光影世界，共同分享亚洲微电
影节庄严而神圣的时刻，共圆亚洲微
电影节的光荣与梦想。

年服饰、小孩服饰以及 2017 年赛装节
金银铜奖服饰的专业模特们进行了风
情浓郁的民族服饰走秀，为观众献上
了一场时尚绚丽的民族服饰视觉盛
宴。
此次展演展出服装 152 套，其中
佤族服饰 30 套、德昂族服饰 20 套、布

弘 扬文化

朗族服饰 20 套、拉祜族服饰 20 套、傣
族服饰 30 套，彝族俐侎人服饰 10 套及
2017 年赛装节金、银、铜奖服饰 11 套，
11 个世居民族盛装 11 套。
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之根之魂，
内
涵极其丰富，
每个民族的服饰文化都体
现了本民族的价值观、民族图腾，与广

共签约项目 32 个 协议资金 346.8 亿元
本 报 讯 （记 者 段 珊 珊
杨
维） 11 月 7 日，在第六届亚洲微电
影艺术节暨第八届临沧边境经济贸
易交易会举办之际，临沧市招商引资
项目推介暨签约仪式在市会议中心
举行。通过举行招商引资项目推介、
签约、洽谈等活动，充分展示临沧形
象、扩大临沧影响，达到“宣传推介一
批招商引资项目、结交认识一批企业
朋友、初步达成一批合作意向、签订
一批合作协议”的目的，为下一步深
化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在推介会上，省投资促进局副局
长程永流出席并致辞；市政府副市长
路治华讲话并介绍临沧相关情况；缅
甸国家工商联合会常委、北掸邦工商
业联合会会长杨立光作专题发言；市
招商合作局相关负责人就重点包装
项目作推介；临沧边合区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作招商引资项目推介。
此次推介会签约成果丰硕，项目
开发成效明显。共签约项目 32 个，
协 议 资 金 346.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11%。其中：
“三张牌”项目 18 个、
协议资金 167.3 亿元。这些项目的签
约和顺利实施，将对加快临沧产业结
构调整，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高
质量跨越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次签约，立足临沧实际，围绕
“绿色能源”
“绿色食品”
“健康生活目
的地”
“三张牌”，按照“好项目找对好
企业、好企业找对好项目”的目标要
求，与中商智库、北京励泉顾问有限
公司等专业机构合作，精心策划开发
包装了近 130 个重点产业招商项目，
每个项目都做到项目建议书以上的
深度，达到了“可推介、可洽谈、可落
地、可持续”的精准招商要求，并编印
成了《临沧投资指南》
《临沧市绿色食
品重点招商项目》，在活动期间推出；
各县（区）、园区根据自身特点，精心
制作了宣传推介材料和项目。这些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临沧发
展规划和现实优势，市场前景广阔、
发展潜力巨大，为提高招商工作的精
准性和有效性打牢坚实基础。

参观美丽临沧 品味城市魅力
第六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暨第
八届临沧边境经济贸易交易会举办
期间，市商务局分别陪同商务系统及
非商务系统嘉宾先后深入临沧城市
规划馆、立景阁、中山竹艺馆进行实
地参观考察，让嘉宾们通过参观临
沧，近距离多角度感受和品味这座正
处于发展中城市的独特魅力。
以“ 我 的 临 沧 WORLD LIN⁃
CANG”为主题的临沧城市规划馆作
为参观的第一站，它以跨越发展为主
线，以临沧人、临沧情、临沧梦、临沧
印象为主要内容，以未来引领过去，
通过“凤舞九州栖临沧”
“茶尊佤山临
沧情”
“ 临沧速度展效率”
“ 体验互动
留印象”四大篇章，向嘉宾们全面展
示临沧的城市名片、自然生态、历史
人文、优势潜力、发展趋势、城乡规划
及未来蓝图。
规划馆内采用高科技手段还原
历史和规划未来这一方式让前来参
观的嘉宾备受震撼和赞誉不已，通过
参观，他们对临沧市的整体自然资
源、五网建设、民族风情、未来城市规
划建设等方面有了一定了解，也对临
沧市的未来建设充满了期许。
在前往中山竹艺馆的中途，嘉宾
们被高耸入云的立景阁所吸引，顺着
台阶，一步步登上了立景阁的最高

层。站在临沧最高点，俯瞰整个城
市，美景尽收眼底，这令嘉宾兴奋不
已，纷纷取出相机拍下最美的画面。
随后，来到了位于临翔区凤翔街
道的中山村，中山村立足百年竹编文
化优势，以用好村内能人，发挥最优
势资源，干出群众最满意的事为抓
手，着力打造竹编非遗传承旅游特色
小镇，实现脱贫攻坚与易地搬迁、人
居环境提升、打造乡村旅游、助推乡
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
在中山竹艺馆内，纯手工的竹
篮、竹筐、竹背篓、竹茶筒、竹灯罩、竹
簸箕、竹杯、竹饰品……陈列展示在
架子上的各种竹编品或者竹制品，以
其精美的花纹、精致的外形、精巧的
技艺令嘉宾们惊叹，竹编师傅们在现
场展示的竹编技艺也吸引了大家的
目光，
让他们忍不住啧啧称赞。
各种手工小竹器颇受来自普洱
的何萍喜欢，她挑选了好多样，满意
地说道：
“这些小东西真漂亮，我要带
回去几件送给朋友们。”同时，打造竹
编非遗传承旅游特色小镇与实现中
山村脱贫攻坚结合这一做法也得到
了嘉宾们的肯定，他们表示，这样的
方式很新颖，而且对于老百姓来说又
很实际，通过挖掘和利用现有资源，
用自己的双手去实现脱贫致富，非常
有意义，也将把这一好经验带回去进
行宣传和学习。

在更开放舞台上实现更大作为
——从进博会窗口看中国民营经济新图景

临沧少数民族服饰展放异彩
本报讯 （记者 张之译） 11 月
7 日至 8 日，第六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
暨第八届临沧边境经济贸易交易会临
沧少数民族服饰展在临沧文化中心广
场举行。展演现场，身着佤族、德昂
族、布朗族、拉祜族、傣族、彝族俐侎人
6 种临沧世居民族青年男女服饰、老

临沧举行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暨签约仪式

本报记者 杨 维 段珊珊

毕 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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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紧密相联。
20名模特身着一件件色彩艳丽、
刺绣精
美的民族服饰走上 T 台，
向国内外来宾
集中展示与宣传了临沧少数民族服饰
文化的特点与特色，
让观众了解临沧少
数民族服饰的发展变化和临沧丰富多
彩的民族文化特色。

新华社上海 11 月 7 日电 (记
者 季 明 周 琳 周 蕊) 这两天，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主会
场“四叶草”，一群熟悉的身影穿
梭在展馆、论坛、发布会上：马云、
郭广昌、张近东、丁磊、雷军等民
营企业家代表，成为博览会的“主
角”之一。四十年栉风沐雨，伴随
着中国经济发展壮大的民营经
济，正承载着“四叶草”的幸运，通
过这扇开放的大门，飞向更广阔
的舞台。
在世界 500 强企业中，我国民
营 企 业 由 2010 年 的 1 家 增 加 到
2018 年的 28 家。这 28 家不少都
是此次博览会的“主角”，他们用
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活的案例，诠
释着全球贸易的魅力。
从成立到成为全球市值前十
的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只用了
不到 20 年。在博览会“贸易与创
新”平行论坛上，阿里巴巴集团董
事局主席马云说：
“要用技术让贸
易更包容。
”
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
民营经济功不可没。2700 万家民
营企业、
6500万户个体工商户，
贡献
了我国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
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
新成果，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90%以上的企业数量。
进口博览会是国际市场开
拓、世界舞台竞技的良机。中国
民营企业不仅参与，甚至开始担
纲“主角”，把最尖端、最酷炫的技

术带入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独
有的商业模式带到全球，配置全
球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加。
跨境电商是创新型贸易形
态，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中，不断
发展壮大。
“ 在这样的创新里，网
易深深受益。”网易董事局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丁磊说，全球消费品
加速流动，一些境外企业甚至还
针对中国消费者专门增加新的生
产线，大家共同分享贸易全球化
的成果。
作为跨境电商的代表，苏宁
的买手团队也早就入驻了进博
会，展示了中国进口市场扩大所
带来的经济增长态势。
“在进口博
览会上，我们感受到中国从世界
工厂向全球超市的转变。”苏宁控
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说，苏宁从
小到大、从区域到全国再到国际
化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有过竞
争对手的围追堵截、转型的迷茫
阵痛，也有后发制人的弯道超越，
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苏宁
持续找到新的市场机遇。
不仅受益，更不断推动。此
次博览会上，既有阿里巴巴、京东
这些“老大哥”，也有洋码头等“后
起之秀”。站在改革创新最前沿
的他们，正用其最敏锐的嗅觉，拓
展新一轮的开放空间。
经济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