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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
22届香港国际影视展3月19日
在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序幕，并将
持续到3月22日。本届香港国
际影视展期间将举行40多场专
题研讨会、新片发布会等交流活
动，300多场试映会也将于同期
亮相，其中约有100场为世界或
亚洲首映。

作为亚洲较具规模的影视业
旗舰活动，香港国际影视展今年
共吸引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
850家公司参展，其中包括哈萨
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柬埔寨
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哥伦比
亚、蒙古国、尼日利亚及乌克兰为
首次参展。据香港贸易发展局介
绍，今年中国内地省市的参展商
数目打破纪录，北京、上海、福建、
广东、湖南等地的参展商首次设
立展馆，向全球买家介绍内地电
视市场的规模和潜力。

提高国产剧卖到海外的售
价，成为不少内地影视机构关心
的话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2016 年中国电视剧市场规模
882亿元，出口总额为5.1亿元人
民币，比2015年的3.8亿元增长
了三分之一，“出海”的国产剧体
量在不断增长。

事实上，中国电视剧早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便开始走出国门，
不少电视剧在新加坡、泰国、韩国
等多个国家播出。但长期以来，
中国影视剧的国际贸易处于“逆
差”状态，整体价格低下，与韩国、
欧美的电视剧“天价”剧集相比，
差距很大。

针对内地大多国产电视剧在
海外卖“白菜价”的现状，内地业
界人士3月19日在香港表示，希
望业界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合作，
提高国产电视剧出海售价。3月
19日晚，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
际合作实验区和中国电视剧（网
络剧）出口联盟首次亮相香港
——去年12月，华策影视、华谊
兄弟、爱奇艺等10家中国影视企
业在杭州举行的2017年中国影
视艺术创新峰会上，宣布成立中
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

北京京都世纪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尤小刚认为，内地大
多国产电视剧在海外卖“白菜价”
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原因在于
我们目前影视出口规模小、力量
分散，各自为政没有形成一股合
力，没有建立起专业化的渠道和
营销模式。”华策影视集团总裁赵
依芳表示，国产剧海外售价一直
偏低，主要原因是从业者“各自为
政”，造成了产品折扣率过高。“抱

团出海后，将带来叠加效应、增
量效应、聚合效应，希望剧集的
售价至少可以实现10倍的增
长。”赵依芳说。

据悉，2013年在海外落地
的华策“华语联播体”，已与10
余家海外媒体共同建设覆盖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语节
目播出平台，目前已经累计将

10000余小时的影视作品授权
发行至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
区。去年成立的出口联盟，发
起单位囊括内地行业龙头企
业，这些龙头企业的抱团合作，
将大大提升文化产品出口的规
模、品牌、专业性和议价能力，
避免国际买家“各个击破”从而
压价的情况。 （新华网）

香港影视娱乐大使黎明亮相第22届香港国际影视
展启动仪式。

第22届香港国际影视展张贴的部分海报。

佟大为（中）携新作《圣荷西谋杀案》亮相影视展。

新华社香港3月21日电
香港演艺界内地发展协进会
21日举行启动礼，标志着这一
由香港演艺界人士自发发起、
致力于协助香港演艺人员北
上发展的组织正式成立。

启动礼在香港国际影视
展展厅内举行，众多香港演艺
界人士、多个内地广播电视机
构代表等出席。

担任香港演艺界内地发展
协进会会长的成龙在仪式上表

示，内地影视市场过去10年来
越做越大，机会越来越多。香
港演艺界内地发展协进会希望
加强香港与内地演艺界的合作
沟通，让香港台前幕后的演艺
人员有更多机会到内地发展，
实地学习和体验。

分别担任香港演艺界内地
发展协进会副会长和执行会长
的汪明荃和曾志伟介绍，国家
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也提
出要出台更多便利港澳居民赴

内地发展的措施，因此香港演
艺界人士赴内地发展面临不少
机遇。香港演艺界内地发展协
进会将以“团结、帮助、跟进”为
目标，在内地多地设立办事处，
协助在那里发展的香港演艺人
员，也将抓住粤港澳大湾区规
划带来的机遇，开发大湾区内
的粤语市场。

启动礼现场播放了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预先
录制的视频。林郑月娥在视

频中表示，香港是东西文化交
流的重要窗口，演艺界人才辈
出。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近年
香港演艺界人士北上发展，很
多合拍片成绩理想。

林郑月娥表示，本届特区
政府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深化
香港与内地合作，抓住国家进
一步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和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其中当然也包含
香港演艺事业的机遇。

香港演艺界内地发展协进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胡钰衎报道：
2018年第八届北山音乐节将
于 5 月 4 日至 5 日在南屏举
行。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今
年北山音乐节首次开启三城联
动模式，即从4月底开始至5
月初在厦门、保定、珠海三城连
续举办，作为走出去的珠海文
化品牌，扩大在国内的影响力。

经历8年的沉淀与打磨，
北山音乐节作为在珠海成长起
来的音乐品牌，2016年尝试走
出珠海输出文化品牌，在河北
保定举办当地音乐节。除此之
外，北山音乐节团队去年还促
成了国内乐队马帮与图利古尔
乐队在欧洲演出，将我国音乐
带到了大洋彼岸。

今年北山音乐节将邀请来
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位

乐手到珠海联袂演出。音乐节主
打乐队为来自印度尼西亚和澳大
利亚的 Saharadja，其音乐类型
结合了亚洲、欧洲、拉丁美洲、非

洲以及印尼群岛的传统民族音
乐和现代音乐，演奏的乐器多
达十余种。三届格莱美得主
Ricardo Vogt领衔全新的四

人乐队，也将参与本届北山音
乐节。

两支澳门乐队——由4名
女生组成的Water Singers ，
以及土生葡国人组成的Tuna
Macanese均将参与演出。记
者了解到，Tuna Macanese是
历史较为悠久的乐队，创立于
1935年，用曼陀铃、班雀琴、葡
国吉他、手风琴等乐器来演奏
葡式土生土语的传统音乐。

同时，本届音乐节将邀请
来自泰国清迈街头的音乐霸
王 Tuku didgeridoo 乐队助
兴出演，并通过快闪的形式在
珠海各大高校进行 Live 表
演。本次音乐节还设立慈善
单元，由自闭症孩子和家庭组
成的蓝色星空艺术团将登台
亮相。

珠海音乐节走出珠海
第八届北山音乐节将开启三城联动模式

发布会
上，艺术家们
现场表演。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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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伦敦3月20日电
新近加盟中超球队河北华夏幸福
的马斯切拉诺20日表示，虽然在
今年1月告别了在欧洲顶级俱乐
部巴萨7年半的生涯，但他并不
后悔，因为转会中超后可以保证
首发位置，并且能踢上他最喜欢
的中场位置。

这名33岁的阿根廷球星近
日获得国家队征召，抵达曼彻斯
特的训练营，以备战世界杯。他
在新赛季加盟河北华夏幸福后，
主教练佩莱格里尼让他改打中
场，而不是在巴萨的中后卫位置，
这让他感到愉快。

绰号“小马哥”的他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他对前东家巴萨的这
次交易没有任何不满情绪，因为
转会也是出于他的意愿，为的也
是能保证出场次数。

“这次改变是出于我的决定，
所以我并不难过或是失望，”马斯
切拉诺说。“我选择离开巴萨，是因
为我感觉在队里无法起到前些年
的作用。如果没有比赛的延续性，
对生涯而言没什么意义。”

“我那时有了去中国踢球的
可能。当然中超是完全不同的联
赛，但我在那里可以更频繁地出
场比赛，而且还可以踢中场位置，
这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我生涯开
始时的位置。”马斯切拉诺说。

告别巴萨来中超是“我的决定”

“小马哥”：多踢比赛，重回中场

21 日 ，浙 江
广厦队球员福特
森（左三）在比赛
中运球。当日，在
CBA 季 后 赛 1/4
决赛第四场比赛
中，深圳马可波罗
队主场迎战浙江
广厦控股队。

新华社发

CBA季后赛

深圳马可波罗迎战浙江广厦控股

3月19日，在
葡萄牙里斯本，效
力于皇马的葡萄
牙球员克·罗纳尔
多领取奖杯。

当日，克·罗
纳尔多获得葡萄
牙 足 协 颁 发 的
2017 年度葡萄牙
最佳男足运动员
奖项。

新华社发

罗纳尔多蝉联葡萄牙足球先生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 胡钰衎
报道：中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
回赛（下简称“女子中巡赛”）2018
赛季首战将于22日在珠海东方
高尔夫球场开赛，来自中国、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
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名运
动员将参加为期3天的比赛。

记者从21日举行的发布会
获悉，作为女子中巡赛2018赛季
面向全体巡回赛球员的首战赛
事，“2018横琴梧桐树东方高尔
夫国际女子挑战赛”由中国高尔
夫球协会主办，总奖金50万元人
民币。据介绍，该挑战赛吸引了
不少明星球员，乐卡克北京女子
精英赛冠军石昱婷、前中国高尔
夫球队队长黎佳韵、2018女子中
巡赛资格考试冠军塔妮亚以及职
业新秀杜墨含等都将亮相。

据悉，中国女子职业高尔夫
球巡回赛于2008年在北京正式
组建，是中国境内唯一官方认可
的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由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批准和主办。

该赛事于2013年正式加入世界
女子高尔夫球积分排名组织，目
前已拥有近300名国际化球员，
是继美巡、日巡、欧巡、韩巡之后
的世界第五大巡回赛。

高尔夫女子中巡赛将在横琴开赛
120名国际高手角逐50万元奖金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为
了进一步推动市青少年足球运动
的发展，近日，市足协组织本土几
家具有代表性的青训机构负责人
召开座谈会。珠海发友会足球俱
乐部、横琴光海足球俱乐部、高新
星光足球俱乐部、珠海星启点足球
俱乐部、尤文图斯足球学校（珠海
分校）、珠海黑豹拉丁足球俱乐部
的负责人，以及各青训机构的其他
教练员数十人参会。

座谈会以珠海市青训发展及
长远规划作为议题，邀请各青训机

构代表发表意见及建议。据悉，市
足协计划在今年正式组建代表珠
海市的青少年足球梯队，以备战日
后广东省以及全国的大型比赛。
提议得到了各青训机构代表的支
持和赞同，并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市
足协梯队的组建工作。

为了组建2007年、2008年、
2009年 3个年龄段的青少年足
球梯队，市足协发文召集3个年
龄段梯队的第一期集训，集训将
于3月24日晚在体育中心副场
开始。

市足协召开青训机构代表座谈会

拟组建珠海青少年足球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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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在练习中。
本报记者 宋一诺 胡钰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