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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背
景

深圳（国际）科技影视周（以下简称“科影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深圳

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深圳市文体旅游局、

深圳市教育局承办的大型国家级公益性活动，是《深圳文化创新发展 2020（实施方

案）》的重点活动。科影周已成功举办两届，吸引了近百万专业人士、主流媒体、市

民朋友等参与。

第三届科影周于2018年9月15日-21日举行。本届影视周依托深圳创新优势，

对标国际电影节，接轨世界科技影视前沿，促进“科技 +文化 +影视”深度融合，

组织一批国内外优秀的科技影视作品来深圳参加展映交流，培育城市创新文化，展示

城市文化风采。

2018 第三届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是科影周的重要活动之一，于

2018 年 9月 17-21 日在深圳举行。

深圳（国际）科技影视周
SHENZHEN(INTERNATIONAL)SCIENCE FILM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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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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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在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中国气象局科

技与气候变化司、深圳市委市政府支持下，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

中心、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技术指导，中国科普研究

所、中国科教影视协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工作委员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深圳市社会组织总

会学术指导，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央新影集团、华风气象传媒集团、深圳市气象

台主办，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深圳市航都文化公司承办。

作为中国首个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公益影视活动，首届大会于 2015 年

在深圳成功举办。前两届大会共征集全球 12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743 部作品，得到

了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作为“公众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案例”，列

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 2017》白皮书。大会组委会评选出的优秀作品，

连续参加 2015、2016 年及 2017 年三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受到联合国秘书处

好评。

第三届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将于2018年 9月 17-21日在深圳举行，

主题为：气候传播与公众参与，共设影视作品评优、主题论坛、公益影展三个板块。

大会组委会代表将参加于 12月初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第二十四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并推荐大会优秀作品在中国角进行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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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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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 单 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深圳市人民政府

指 导 单 位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
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

技术指导单位：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科普研究所
中国科教影视协会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工作委员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

主 办 单 位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中央新影集团
华风气象传媒集团
深圳市气象台

承 办 单 位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
执 行 单 位 ：深圳市航都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协 办 单 位 ： （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

深圳大学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教育电视台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

中国（澳门）综合发展研究中心

世青创新中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

美国环保协会

深圳市新媒体文化传播协会

深圳市版权协会

深圳市文化创意行业协会

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

深圳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深圳潮汕商会

北京神舟航天文化创意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保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二更文化传媒（深圳）有限公司

支 持 媒 体 ： （排名不分先后）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 										

广东卫视

深圳卫视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中国改革报

中国气象报

南方日报

深圳特区报

深圳商报

深圳晚报

晶报

羊城晚报

大公报

文汇报

香港商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深圳新闻频率

人民网

新华网

中国新闻网 	

深圳新闻网

凤凰网

搜狐网

新浪网

腾讯新闻

今日头条

网易新闻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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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三届深圳（国际）科技影视周
第三届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论坛议程

（实际流程以论坛现场为准）

2018 年 9月 17 日，星期一，深圳中洲圣廷苑酒店锦绣厅

8:00-9:00																			嘉宾签到

开幕式暨气候传播与公众参与论坛

9:00-9:15 主持人介绍大会情况及介绍到场嘉宾
主持人：王春婵

9:15-9:20 深圳市领导宣布大会开幕
——李小甘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9:20-9:25

9:25-9:30

9:30-10:00

10:00-10:20

10:20-10:35

10:35-10:40

10:40-10:45

10:45-10:50

10:50-10:55

10:55-10:58

10:58-11:00

11:00-12:00

深圳市领导致欢迎辞
——蒋宇扬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深圳市科协主席

视频致辞
——刘振民		联合国副秘书长

主旨演讲：《气候变化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秦大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原局长

气候与影视：国际“生态文明 "影视推优
——刘建中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评委会主席、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

嘉宾致辞		《应对气候变化从改变思维方式开始》
——Rajendra	Shende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核心专家

嘉宾致辞
——张凡		中宣部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

嘉宾致辞
——孙桢		国家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

嘉宾致辞
——雷小途		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长

视频致辞
——杜祥琬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

视频致辞
——Kaia	Rose		世界银行气候影视项目官员

对 话一：气候变化与公众参与

主		持		人：张志强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综合部副主任

对话嘉宾：周晋峰		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副主席

																		彭莹辉		中国气象报社总编辑

																		周国模		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

																		陈鹤平		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团秘书长、

深圳市文化创意行业协会秘书长

																		吴				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环资所副主任

12:00-14:00 午餐

嘉宾致辞
——陈春怀		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版权局）党组成员、省版权局专职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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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3rd Shenzhen (International) Science Film Week and the 3rd China (Shenzhen)

 Handle Climate Change Film Festival 2018
（The	proces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

17th	Sep	9:00	am-17:05	pm																									The	Pavilion	Hotel

8:00-9:00																		Guests	Registration
Opening Address

9:00-9:15 Guests	Introduction

9:15-9:20 Xiaogan Li  											Openning Announcement 
Standing	Committee	of	Shenzhe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Head	of	CCPPD	Shenzhen

9:20-9:25

9:25-9:30

9:30-10:00

10:00-10:20

10:20-10:35

10:35-10:40

10:40-10:45

10:45-10:50

10:50-10:55

10:55-10:58

10:58-11:00

11:00-12:00

Yuyang Jiang  															Welcome Speech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Shenzhen	Municipal	People's	Congress，China

Zhenmin Liu	(Video	Message)
Under-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Dahe Qin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Former	Director	of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Jianzhong	Liu				
National	Chief	Science	Communication	Expert	of	Science	TV	and	Film,	Former	Director	of	SARFT	
Film	Bureau

Rajendra Shende						   Adressing Climate Change by Mind-Change
Former	Director	of	UNEP(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Chairman	of	TERRE	Policy	
Centre;	Coordinating	Lead	Author	of	the	Special	Report	of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of	United	Nations)

Fan Zhang
Director	of	the	Press	and	Publication	Bureau	of	the	CCPPD,	China

Zhen Sun				
Deputy	Director,	Department	of	Climate	Chang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Xiaotu Lei
Deputy	Director,	Meteor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reau		of	China	and	Climate	Change	
Department

Xiangwan Du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opic 1: Climate Chang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Moderator：Zhiqiang Zhang
Deputy	Director	of	Integrated	Department	of	National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infeng Zhou
Secretary-General,	China	Biodi+A16:B24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Yinghui Peng
Chief	Editor	and	Deputy	Director	of	Meteorological	News	of	China
Guomo Zhou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of	Zheji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Heping Chen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ina	Productivity	Promotion	
Association,	Secretary	General	of	Shenzhe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ssociation
Ping wu
Deputy	Direct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stitut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12:00-14:00 Formal	Lunch

Kaia Rose	(Video	Message)
Director	of	FilmforClimate	of	the	World	Bank

Chunhuai Chen
Member	of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Adi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and	Televis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Provincial	Copyright	Bureau),	full-time	deputy	director	of	Administration	of	
Copyright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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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传播与公众参与论坛

14:05-14:25 《公众参与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的理念及行动路径》
——郑保卫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

14:25-14:45 《全球气候联合行动》
——王振耀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14:45-15:00 《在地关怀的的方式》
——南兆旭		纪录片监制、出版人

15:00-15:30 应对气候变化	政府在行动
——段旭阳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毛				夏		深圳市气象局副局长
							段红雷		深圳市水务局副局长

15:30-16:20 对  话  二：中国企业的绿色之路
主		持		人：吕良东		二更传媒深圳公司总经理
对话嘉宾：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盐田港集团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6:20-17:00 对  话  三：NGO 绿色传播的实践
主		持		人：刘晓婷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副理事长
对话嘉宾：李				弘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谢晓惠		万科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刘馥尔		深圳市绿色低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冯				晓		亚洲环保创新论坛秘书长
																		孟祥伟		深圳市华会所生态环保基金会副秘书长

14:00-14:05 嘉宾致辞
——张			莉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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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ression of Shenzhen

14:00-14:05 Li Zhang 													
Party	Secretary	of	Shenzhen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4:05-14:25 Baowei Zheng
Director	of	China	Climate	Communication	Project	Center

14:25-14:45

14:45-15:00

Zhenyao Wang
President	of	China	Global	Philanthropy	Institute

Zhaoxu Nan
Publisher,	documentary	producer

15:00-15:30 Handle Climate Change, the Action of Government 

Deputy	Director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Environment	Commission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Deputy	Director	of	Shenzhen	Meteorological	Bureau

Deputy	director	of	Water	Resources	Bureau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15:30-16:20 Topic 2: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and Business participation 
Moderator:	Liangdong	Lv
General	Manager	of	Ergeng	N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Shenzhen

China	Merchants	Shekou	Industrial	Zone	Holdings	Co.,	Ltd.
Yantiangang	Group
Water	Affair	Group

16:20-17:00 Topic 3: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and NGO participation
Moderator：Xiaoting Liu
General	Manager	of	Shenzhen	Handle	Capital	Cultural	Investment	Co.Ltd
Hong Li
Secretary	General	of	Shenzhen	One	Foundation	Charity	Fund		
Xiaohui Xie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Vanke	Foundation
Fuer Liu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Shenzhen	Green&	Low	Carbo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Xiao Feng 
Secretary	General,	Asia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Forum
Xiangwei Meng
President	of	OCT	Wetland	Natur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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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民

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

长 ( 主管亚洲地区、条约法律、边界与海洋事务 )。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外交部部长助理和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代表、特

命全权大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刘振民不仅是一位在双边外交和多边

外交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外交家。他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国际海洋治理及可持

续发展方面都很有建树。

Rajendra Madhavrao Shend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前任主任，他曾担任 IPCC 2000 年技术转让

特别报告的审查编辑，并且是 2005 年 IPCC / TEAP 关于保护臭氧层和全球气

候系统的特别报告的协调主要作者。美国 EPA 气候保护奖获得者，目前担任非

营利性组织 TERRE 政策中心主席，从事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制定和基于项目的

可持续发展宣传。他曾是是巴黎技术，工业和经济司（UNEP DTIE）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臭氧行动处的负责人。

作为总部位于巴黎的环境署臭氧行动计划负责人，他与 146 个发展中国家的

政府合作，制定了国家管理计划，以消除臭氧消耗物质的使用，并为减缓气候变

化作出贡献。他通过环境署在世界各地的五个办事处（巴黎，曼谷，内罗毕，巴

林和巴拿马城）领导的专业人员和专家团队领导了多边臭氧基金和全球环境基金

（GEF）下的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计划。该方案通过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遵守“蒙

特利尔议定书”，为稳定平流层臭氧层和防止全球灾难做出了贡献。到目前为止，“蒙

特利尔议定书”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多边环境协定，已将臭氧层置于复苏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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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河

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气象局局长、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现任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中国冰冻圈服务功能形成机理与综合区划研究》首席科学家等。

秦大河院士长期从事气候变化和冰冻圈科学及可持续发展研究，率先开展中

国冰冻圈变化及其影响、适应研究，以及冰冻圈服务功能研究，构筑了冰冻圈科

学理论框架。领导创建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冰冻圈科学学会、编著冰冻

圈科学系列教材等，发展了冰冻圈科学。

秦大河院士参与和领导 IPCC 第三、第四和第五次评估报告，领衔中国西部

和中国气候与环境、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灾害风险管理等评估报告，为深刻

认识气候变化科学做出重要贡献。主持《中国气象事业发展战略研究》，率先启

动中国科学数据共享。获国际气象组织奖、沃尔沃环境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二

等奖等。发表论文 400 余篇，著作 26 部。

刘建中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

员，国家一级编导，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曾任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摄影、编导、

副厂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华夏电影发

行公司董事长。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多次担任中国电影“华表奖”、电影“金

鸡奖“评委，国家广电总局艺术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被中国科协聘为中

国科教影视协会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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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
科技影视周

杜祥琬

应用物理、强激光技术和能源战略专家。1964 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工程物

理学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

曾主持我国核试验诊断理论和核武器中子学的精确化研究；曾任国家 863 计

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是我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推动我国新型

高能激光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2001 年后任 863 计划先进防御技术领域专家

委员会主任。

主持了中国工程院“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

2050）发展战略研究”、“我国核能发展的再研究”等我国能源发展战略重大咨

询研究项目，现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主持研究了中国工程院“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问题研究”等重大咨询研

究项目，参与了国家 2020、2030 低碳发展战略目标的论证，现任第三届国家气

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作为中国代表团高级顾问先后参加了哥本哈根至巴

黎等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国际交流，宣讲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务

实行动和艰苦努力。

1997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 年当选为俄罗斯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

院士，2002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

二等奖两项，部委级一、二等奖十多项。2000 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郑保卫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

科学委员会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全

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7 年受聘广西大学新

闻传播学院院长。

2010 年创建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开始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理论与实践

研究。先后主编《气候传播理论与实践》《论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绿色发展

与气候传播》等书；组织开展“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查”和

“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农村”活动；举办国内国际

气候传播研讨会。自 2010 年起连续参加坎昆、德班、多哈、华沙、利马、巴黎、

马拉喀什、波恩联合国气候大会，并举办气候传播边会，阐述中国立场，传播中

国声音，在国内外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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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凡

中宣部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中国廉政行为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央党校研究

生班毕业。北大经济学博士、国际领导力博士学历。1969 年入伍，在解放军北

京军区服役，1982 年转业后，先后在党校、中宣部工作：主要著作：《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领导学研究》、《反腐倡廉警示录》等。

孙    桢

国家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硕士研究生学历，参与开展气候变

化立法、培训、国际合作、南南合作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等工作。  

1987 年至 2009 年，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发展计划委、国家计委）地

区经济司（国土规划与地区经济司、国土司、国土局）工作。历任环境整治处（区

域规划处、专项规划处）科员、副调研员、处长，综合处处长，区域政策处（区

域合作处）处长。参与《全国国土规划纲要》、《黄河水量调度条例》、《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首都生态圈规划等工作。

参与编著《可持续发展战略读本》。

1992 年 10 月至 1993 年 9 月，参加国家计委赴河北灵寿县扶贫锻炼队，任

副队长。2001 年 2 月至 2002 年 2 月，在河北省怀来县挂职工作，任县长助理。 

1979 年 9 月至 2007 年 7 月，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水资源专业学习，获得学

士和硕士学位。1994 年 10 月至 1995 年 9 月，公派赴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环境

与发展专业学习，获得硕士学位。

雷小途

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二级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93

年毕业于南京气象学院并获硕士学位，同年分配至上海台风研究所工作，先后任

台风研究室主任和副所长，2004 年从事中国气象事业发展战略研究，2006 年任

上海市气候中心主任，2008 年任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所长，现任上海市

气象局党组成员、总工、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长（挂职），兼任中

国气象学会台风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台风海洋专家工作组组长和台风小组组长、

亚太经社会（ESCAP）/ 世界气象组织（WMO）台风委员会气象工作组主席。

长期从事台风理论、台风外场观测、台风短期气候预测及台风气候变化评估

等研究工作，共主持完成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20 余项（国际合作示范项目 2 项、

国家级 9 项），发表论文 100 余篇，获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 7 次（国家科技进步

奖 1 次、亚太台风委员会“金塔纳 - 防灾减灾奖”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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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
科技影视周

李海岩

现 从 事 气 候 变 化 全 球 行 动 筹 备 工 作。 曾 任 国 家 发 改 委 国 际 司 巡 视 员

（2011 ～ 2015），负责美大和国际组织相关事务，参与了 UNFCCC 框架下各

类多双边气候变化谈判（COP17 ～ COP21）。 

此前还曾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济参赞（2006 ～ 2011），负责中美宏

观经济政策，能源政策和气候变化等方面交流合作。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司长

（2003 ～ 2006），国务院体改办公室副司长，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处长等。 

教育背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曾在美国密执安大学作访问学者。

陈春怀

1985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处副主任科员、音像管

理处副主任科员、调研科科长、版权处副处长，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副社长，广

东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处助理调研员、版权法规处调研员、出版物市场管理处处长、

反非法和违禁出版物处处长兼广东省“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广东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反非法与违禁出版物处（省 " 扫黄打非 " 领导小组办公室）处长。

2014 年 5 月任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版权局）党组成员、省版权局专职副

局长至今。

王振耀

教授，国际公益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肯

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法学博士。

2015 年 11 月，王振耀教授受邀出任国际公益学院院长。该学院由比尔·盖

茨、瑞·达利欧、牛根生、何巧女、叶庆均五位中美慈善家联合倡议成立。学院

致力于善知识体系的建设，努力提升中国公益教育专业化水平，促进公益慈善领

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并推动全球慈善事业改革创新。

2010 年 6 月，北京师范大学聘任王振耀教授为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该研

究院致力于公益慈善、儿童福利和养老服务研究，在慈善立法、公益政策改革、

儿童福利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咨询方面完成了许多重要的项目，已经成为相当

有影响力的中国公益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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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祥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执行院长，高级编辑，知名媒体人。现任中国城市新

闻网站联盟（联席会）会长、深圳市网络媒体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城

市舆情研究院院长、多所大学特聘教授（教师）。曾任河北科技报副总编辑、深

圳特区报总编室副主任、晶报副总编辑、深圳新闻网副总编辑、《深圳特区科技》

杂志社执行社长兼总编辑、《深圳特区文化》执行主编。是晶报和深圳新闻网的

主要创办人，曾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第二韬奋新闻提名奖、河北省十大杰出

青年、首届和第二届茅以升科技传播奖等荣誉奖励。五十余次获全国和省级新闻奖、

论文奖、科普作品奖。对新闻传播、网络媒体、网络舆情、科学普及、社会组织

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实践经验，主要成果有：报纸特色论、读者意识论、科普对

象论、社区新媒体研究、深圳市网络舆情应对统一指挥平台设计、个性化资讯服

务系统设计等。

石曙卫

2012.2 至 2018.7  华风气象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2007 年至 2012.4  兼任中国气象局人才交流中心 主任

2004 年至 2012.4  中国气象局人事司 副司长

1988.8-2004.3  国家气象中心  高级工程师

期间曾任国家气象中心数控室工程师、科长、主任助理兼业务系统科科长、

国家气象中心数控室副主任、国家气象中心人事教育处处长。

1983.2-1988.7  电子部十五所  工程师

张志强

副研究员，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综合部副主任，多次主

持和参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社科基金、中国科协、亚洲开发银行及

地方等委托课题 50 多项。近年来承担过的项目主要包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和“十二五”循环经济规划等研究和起

草工作，并负责开展了《应对气候变化“十三五”能力建设方案研究》、《中国

低碳发展公众参与战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培训战略和方案项目》和《应

对气候变化宣传教育和培训战略研究》等研究课题。受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委托，

自 2013 年以来连续四年组织承办 “全国低碳日”活动，并自 2012 年开始承担

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角组织工作。张志强主持出版了《中国气候传播战略研究》

等著作，并在《中华环境》和光明日报等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



论
坛
嘉
宾

17

深圳（国际）
科技影视周

彭莹辉

中国气象报社总编辑，高级记者。

从事新闻工作二十余年，具有丰富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经验，发表了大量新闻

作品和学术论文。

曾从事气象发展战略研究和相关领域政策研究，以及气象防灾减灾、应对气

候变化、气象传播等领域的软科学研究。

主持十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软科学研究项目。

周国模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特级专家。长期从事森林固碳机理与增汇

技术、碳汇监测与计量及森林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等方面的研究。现为中国林学会

森林经理分会副理事长，浙江省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亚热带森林培育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省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与固碳减排重点实验室主任、浙

江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林业碳汇与计量创新团队》带头人。曾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中国林业青年科技奖、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入选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浙江省农业科技突出贡献者。作为森林碳汇方面的专家，连续八年应邀出席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多年来，主持完成科研项目 30 多项，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3 项（分别排名第 1 位、第 2 位、第 4 位），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2 项（排

名第 1 位）。近十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重大项目课题，国家 973 项目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60 多篇，其中 SCI 收

录 130 多篇，出版科技专著 7 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0 项。

Kaia Rose

世界银行 Connet4Climate, 媒体顾问，纽约 Craft Film Society 联合创始人。 

Climate Countdown ( 气候的倒数计时）系列记录短片导演。

Kaia 是纽约市的自由电影制片人。系列网站《climate countdown》的创

作者和导演，climate countdown 描绘了气候解决方案的生态学并相信故事的力

量可以实现变革。 Kaia 是世界银行 Connect4Climate 的媒体顾问，负责拍摄

关注气候行动的高级别活动和视频编辑 ; 她曾为 Unreel Films，茱莉亚音乐学院

拍摄制作了数十个视频，编辑短片和纪录片。她是即将上映的 PBS 纪录片的档

案管理员 , 并为系列网站，戏剧表演，教育团体和组织创建内容，如容，如 350.

org，巴黎之，巴黎之路，联合国基金会和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在成为纽约

人之前，Kaia 在英国担任 BAFTA 以及 ArthurCox 的首席制片人兼工作室经理。

她曾为迪士尼，Aardman Animations，BBC，英国电影委员会和 20 世纪福克

斯电视等公司制作商业广告，短片，电视节目和故事片。 Kaia 同是也是非营利

性电影协会 Craft Film Society 的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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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晋峰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九届、十届中华职教社副理事长，世界

绿色设计组织副主席，IUCN 世界环境法委员会委员（WCEL），罗马俱乐部成员。

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获学士学位，北京大学第一名直读博士，第一名中

美联合培养博士，在美国普渡大学化学系完成博士，物理系博士后。“光彩事业”

发起人。

曾任全国工商联常委、全国工商联中小企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

会员、北京大学中小企业创业中心研究员等。

吴    平

2007 年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2015 年 10 月任资源与环境政策

研究所法律与治理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常务）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理事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学分会理事

研究领域

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荒漠化治理、海洋经济等资源与环境法律政策

（主持或参与过的）重要课题及重大项目

《我国低碳发展与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1 年

重点课题）

《中国排放权交易制度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心 2011 年招标课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水资源政策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1

年中心重点课题）

《绿色转型发展蓝皮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1 年中心重点课题）

洋口港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

陈鹤平

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团秘书长、深圳市文化创意行业协会秘

书长

社会职务 : 广东省产业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广东省青联委员、深圳市青联常委、

中南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并荣任长沙市、烟台市文化产业发

展高级顾问、咸宁市、山西省综合改革示范区、瑞金市、枣阳市等经济发展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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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
科技影视周

南兆旭

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纪录片监制，中国自然好书奖发起人，从事出版行业

近 20 年，主持策划《中国设计全集》《金石古文字典籍丛刊》《近代名家散佚

学术著作丛刊》等多个大型国家出版基金项目。1990 年代中期开始在深圳山野

行走，同时进行生态观察和纪录，主张“在地关怀”，记录、关注、保护居住地

的自然生态，发起和组织了系列本土自然保护活动。2012 年在《晶报》开设《南

寻深圳》自然发现专版，每周一出版，共写作 100 期。代表作品有《深圳自然笔

记》《南寻深圳》《深圳自然读本（学生版）》《深圳记忆》《解密深圳档案》等，

其中《深圳自然笔记》，获 2013 年“深港人文大奖”，被深港双城双年展列入“30

件最能代表深圳的东西”，获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永久收藏。

李    弘

深圳壹基金执行秘书长。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历任

国内首个企业家成立的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和非公募基金会资深项目官员，以及国

际救援与发展机构地震救灾与重建、环境与灾害管理项目官员。是国内首个民间

组织联合救灾规模化、标准化、网络化建设项目的行业发展推动者。在促进社会

力量参与灾害治理体系建设工作与灾害议题社会化方面有着资深的实践经验。

谢晓慧

万科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雪豹保护中心主任。曾任

职万科集团董事长业务助理、万科集团企业公民办公室环保项目总监，2013-

2017 年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企业项目主任。目前在万科公益基金会负责机构

战略执行及项目管理，慈善行业工作经验 4 年，主要关注和支持中国生物多样性、

滨海湿地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建筑等环境保护及城市社区公益领域。香港

中文大学硕士学位，主修遥感科学。

万科公益基金会是由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万科集团发起的一家资助性

基金会，经国家民政部、国务院审核批准于 2008 年成立，是由国家民政部主管

的全国性慈善组织，累计捐赠金额约 6 亿人民币，机构核心关注项目领域为中国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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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馥尔

深圳市绿色低碳发展联合创始人、秘书长，主要负责基金会战略发展与规划，

人员与项目的管理及运作。英国卡斯商学院精算学硕士，伦敦大学应用数学学士；

刘馥尔在创建基金会前曾就职于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伦敦总部、北京和香港

办公室的精算部与商业咨询部，服务于世界 500 强企业。

冯    晓

社会创新探索者，快乐公益倡导者。是非营利机构“小鸭嘎嘎”发起人，同

时担任亚洲环保创新论坛（AEIF）秘书长、华会所生态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和深圳

市龙华区社会组织总会会长等社会职务。有多年 IT 解决方案支持和咨询公司职业

背景，是首届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成员，曾获广东省“江河卫士”、深圳“福

田好公民”等荣誉称号，是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成员。

孟祥伟

现任深圳市华会所生态环保基金会副秘书长、深圳华侨城都市娱乐投资公司

湿地管理部总监，从事教育工作 16 年。参与湿地国际关于“加强中国湿地学校

网络发展项目”《湿地学校建设标准指南》制定、国家环保部关于“中国自然学

校标准化课程制订行动”《自然学校指南》制定、“中国滨海湿地标志性候鸟卫

星定位迁徙寻踪项目”（第一只佩戴卫星跟踪器的黑脸琵鹭）；主编《我的家在

红树林》出版连续 2015、2016 荣获深圳市教育局“深圳中小学好课程“奖；《小

学湿地》（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小学教育学本）顾问；发表论文入选《旅游规划与

设计》、《生态旅游与绿色发展——第九届旅游研究北京论坛成果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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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
科技影视周

王春婵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毕业，2011 年 4 月至 2014 年 10 月担任 CCTV6 电影

频道双语节目主持人。至今走访丹麦，法国，意大利，德国，新加坡，马尔代夫，

土耳其，美国等 20 多个国家，主持 200 多期专题节目。2012 年双语主持《画皮 2》

戛纳国际电影节发布会，多次报道欧洲三大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

柏林电影节），2013 年代表 CCTV 主持第 85 届奥斯卡红毯直播节目。多次主

持大型中外电影交流活动，包括法国电影展，德国电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北

京国际电影节等。因优秀的主持风格被收录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2013

中国当代主持人》，2015 年获得第二届中美电视节最佳年度电视主持人人奖。

吕良东

二更集团深圳公司总经理

资深广告人，近 20 年影视品牌策划经验，服务过数百家品牌客户，其团队

长期服务华为、腾讯、招商局、广东省公安厅等知名企业及政府事业单位。

大会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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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素平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理事长，深圳社会组织总会副会长，深圳市新媒体文

化传播协会会长，深圳市航都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星际影业董事。

曾参与出品电视剧《下海》、《奢香夫人》、电影《大闹天宫》、《幸福迷途》、

动画片《疯狂小糖》、纪录片《绿·道》等多部影视作品，长期致力于运用公益

+ 商业的模式开展科技传播和绿色传播工作，2014 年将中国科协的科教影视年会

及龙奖引入深圳；2015 年发起中国 ( 深圳 ) 国际气候影视大会；2016 主导参与

中国 ( 深圳 ) 科技影视周前期筹备；2015-2017 连续三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

员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相关活动。

创始人

刘晓婷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副理事长，深圳市文化创意行业协会副会长 , 投资人，

制片人。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企业文化与商誉管理硕士学位，2011

年参与创办深圳市航都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成功参与投资、运营多个影视及

演出项目，包括电视剧《下海》、《奢香夫人》、《咱家那些事》，动画片《疯

狂小糖》，电影《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等，成功引入“影视版权运营”概念，并

举办中华艺赏之高山流水古琴音乐会。

2014 年携团队将第八届中国国际科教影视展评暨制作人年会（中国龙奖）

引入深圳，2015 年参与发起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主导创办中国首个以“应

对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公益影视活动 --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并制

作纪录片《绿·道》、宣传片《醒来》、动画片《一滴水的旅行》等多部关于气候、

环保、生态主题的影视作品，2015-2017 连续三年受邀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在中国角系列边会做主旨演讲。2015 年底，提出创办“深圳（国际）科技影视节”

项目，项目被写入《深圳文化创新发展 2020（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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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中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

员，国家一级编导，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曾任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摄影、编导、

副厂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华夏电影发

行公司董事长。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多次担任中国电影“华表奖”、电影“金

鸡奖“评委，国家广电总局艺术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被中国科协聘为中

国科教影视协会首席专家。

评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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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
科技影视周

张志强

副研究员，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综合部副主任，多次主

持和参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社科基金、中国科协、亚洲开发银行及

地方等委托课题 50 多项。近年来承担过的项目主要包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和“十二五”循环经济规划等研究和起

草工作，并负责开展了《应对气候变化“十三五”能力建设方案研究》、《中国

低碳发展公众参与战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培训战略和方案项目》和《应

对气候变化宣传教育和培训战略研究》等研究课题。受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委托，

自 2013 年以来连续四年组织承办 “全国低碳日”活动，并自 2012 年开始承担

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角组织工作。张志强主持出版了《中国气候传播战略研究》

等著作，并在《中华环境》和光明日报等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

评委会委员

谢九如

国家一级导演，中央新影集团总裁助理、副总编辑、北京科影音像出版社社长，

中国科教影视协会副理事长。

作为创作者，执导两百多部集科教影视节目，曾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

影金鸡奖、伊朗国际电影节金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作为管理者，策划组织多个

科教影视重大项目，同样荣获金鸡奖、华表奖、政府出版奖等荣誉。

2004 年起被聘为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科教片初评组评委，2004 年起被聘为

新闻出版总署音像制品专家审读委员会委员。2006 年被授予全国新闻出版行业

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出版发行先进个人称号，2008 年被评为北京市新闻出版行

业先进个人，2010 年被授予北京市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2014 年被授予

全国优秀科普工作者。

评委会委员

张    健

北京科技声像工作者协会理事长，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副理事长。北京神

舟航天文化创意传媒公司首任总经理；现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档案专家委员

会委员，组织承担过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飞船、嫦娥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

航天器研制全过程的科技声像制作；同时进行航天科普影视、航天主题公园的开

发利用。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上海世博会先进集体”；3D 立体影片《太

空侠》被选入威尼斯电影节；影片《首星揭秘》获得金鸡奖最佳科教片奖。

张健为国家一级摄影师，担任摄影的电影《爱情麻辣烫》《洗澡》《没有音

乐照样跳舞》等十多部影片分别获得国内外影片大奖和最佳摄影奖。

评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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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chell Farkas（米切尔·法卡斯）

美国资深制片人、导演和编剧。Mitchell Farkas 的作品主要关注于亚洲的自

然、历史、科学发展以及新兴的文化生活。20 世纪 90 年代，他做为一名电视记

者被派驻中国，先后任职 CNN, 德国电视台，BBC 等，参与制作报道了众多的

亚洲重大事件。后来在 2004 年创建了 Farfilms 电视制作公司，专注制作双语纪

录片。十几年来 Farfilms 为各大平台制作了大量的电视节目：《山东，孔子之乡》( 国

家地理)；《内蒙古》(探索频道)；《中国金丝猴》(国家地理)；《东京故事》 (NHK); 《崛

起的中国》 ( 探索频道 )。目前 Mitchell Farkas 正在为探索频道的系列片《极限

中国》担任总导演，解读中国地质历史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惊人影响。出生于

香港的 Mitchell Farkas ，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年。熟练掌握英语、普通话和广东话。

评委会委员

郭劲锋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纪录片导演。现致力于将现代教育

技术的科学体系与传统电影导演教学进行有机融合，提高专业影视教育与当代传

播环境的结合度，满足电影产业、传媒产业的新需求。

评委会委员

罗伯特·詹姆斯·厄利

加拿大人。自 2008 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地区倡导可持续交通

项目的领导人，也是西诺加环保咨询 ( 北京 ) 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道兰环能负责

中国生物燃料的首席运营官。罗伯特致力于和非政府间组织、公司以及政府合作，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可持续交通，包括更清洁的汽车、更清洁的燃料，以及更好

的城市和国家基础设施规划。合作机构包括联合国环境署 , 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 ,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 美国能源基金会等。自 2005 年以来罗伯特一直居住在中国，

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在卡尔加里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 学习环境科

学，并在滑铁卢大学 (University of Waterloo) 获得城市与区域规划硕士学位。

评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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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奖项名称：“HCCFF 长片金奖”，获奖名额：1 位；

2、奖项名称：“HCCFF 长片银奖”，获奖名额：2 位；

3、奖项名称：“HCCFF 长片铜奖”，获奖名额：3 位；

4、奖项名称：“HCCFF 短片金奖”，获奖名额：1 位；

5、奖项名称：“HCCFF 短片银奖”，获奖名额：2 位；

6、奖项名称：“HCCFF 短片铜奖”，获奖名额：3 位；

2018 年，第三届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共

征集 90个国家和地区的 1113 部气候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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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Forest-Blind people are unable to perceive 

"forests" that are concealed behind their greed. 

Wide spectrum of forest value and importance 

is of no interest to forest-blind people. They 

have no knowledge, nor awareness of being 

forest-blind. The problem is they do not realize 

that they seriously destroying the environment

The film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for self 

contemplation by meeting the forest-blind 

around the world, seeing where they went 

wrong and how they escape.

简介：

森林盲人无法察觉隐藏在他们贪婪背后的

“森林”。森林盲人对广泛的森林价值和重要性

不感兴趣。他们没有知识，也没有森林盲的意识。

问题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严重地破坏了环境。

这部电影从金钱价值的角度探讨了森林的

概念，以治疗森林盲。它说明了个人利益如何牺

牲森林，从而导致更大的损失。它揭示了这样一

个事实 : 摧毁森林是全人类最无知的行为。

这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

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森林盲人，看到他们哪里

出了问题，以及他们如何逃离。

 

森林盲人（韩国）

Forest Blind (Korea)

时长：00:44:22

导演：薛京哲

Length:00:44:22

Directed by Kyeong-Cheol Seol

长片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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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蜂（中国）

A Red-Maniac Beijing Sawfly 
（China）

时长：00:27:22

导演：扈青萍

出品方：探索 - 北师大纪录片工作坊

               北京科影艺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Length: 00:27:22

Director: Hu Qingping

Producer :  Exp lorat ion -  Be i j ing Normal 

University Documentary Workshop

Beijing Keying Yiling Culture & Media Co., Ltd.

Synopsis:
The film tells the story of two bees that 

happened at the foot of the Badaling Great 

W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st protectors 

and beekeepers, the story tells the different 

liv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wo bees and 

humans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natural 

value of forest protectors and economic value 

of bees’ farmers. It is also a magical clue as to 

whether red can protect bees and pines.

The core message is how can we protect our 

life and species when it comes to different 

living priorities and how can we mediate the 

conflicts of various priorities?

简介：

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山林里，我们看到了

许许多多的红色，山里的村民说，红色可以保护

蜜蜂和松树，难道这是乡村的传言……

蜂农家的蜜蜂为何突然大量死去？蜂农们

与林业站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

林保员李建国曾发现了一种奇特的叶蜂，

它残食松树，松针是它的美味，它不用脚走路，

用粪便辛勤筑巢。林保员放烟喷药防治叶蜂，却

无意连累了蜜蜂。

两蜂难全！怎样解决林保站与蜂农的纠纷

呢？

蜂与人类不同，它几乎看不到红色，可为

什么说红色可以保护蜜蜂与松树呢？

长片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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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湖北与世界同行（中国）

Tackling Climate Change-Hubei 
peers with the World （China）

时长：00:51:29

导演：李必春

出品方：湖北省公众气象服务中心

Synopsis:
This fi lm reflects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oposition, policies and measures of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directly through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action of our province in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It closely follows the 

pulse of the chang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n our country and plays a guiding role 

of public opinion. From the reality of Hubei, it 

interprets the policies and actions of the state 

in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From the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cientif 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it makes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concrete 

actions taken by Hubei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which has strong policy and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简介：

本片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低碳试点、

湖北行动出发，着眼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全景展示湖北作

为首批低碳试点省份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探索

低碳发展模式上的新思维、新思路，全面反映具

有湖北特色的绿色、低碳、科学发展新模式上的

创新、探索和行动。通过新探索、新行动、新思

路等章节，用一系列鲜活、生动的故事，讲述湖

北应对气候变化中可圈可点的具体行动。

Length: 00:51:29

Director: Li Bichun

Producer: Hubei Public Meteorological Service 

C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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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河上被遗忘的人们（比利时）

The Forgotten People Of The 
Amazon  (Belgium) 

时长：00:50:27

导演：玛丽·玛蒂娜·邦金斯

Length:00:50:27

Directed by Marie-Martine Buckens

Synopsis:
In the name of fighting climate change, 

thousands of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heart of the 

Brazilian Amazon are offered to abandon their 

ancestral agriculture for a small nest egg of 

13€ per month and per family. What is hiding 

behind this new practice? The documentary 

does not provide ready-made answers but 

leads us to reflect on the impact that certain 

measures taken on behalf of the climate has on 

people, all peoples, and not just those of the 

remote Amazon.

简介：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名义下 , 成千上万生活在

巴西亚马逊的居民被迫放弃他们祖先农业。这种

新做法背后隐藏着什么 ?

亚马逊河流域被遗忘的人们在给这些人以

及亚马逊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机会发言的同时，

也展示了跨国公司如何在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

利用气候公约中的某些工具来盈利，并继续污染

却不受惩罚。

这部纪录片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却让

我们反思为气候采取的某些措施，对所有人类，

而不仅仅是偏远的亚马逊人的影响。

长片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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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湿地的生存智慧（中国）

The Survival Wisdom Of A 
Wetland （China）

时长：00:24:40

导演：陈歌

出品方：深圳市方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Length: 00:24:40

Director: Chen Ge

Producer: Oriented Cultural Development 

Company,Shenzhen

Synopsis:
The film selects the living behaviors of a variety 

of creatures such as Butcher Bird, squid and 

Periophthalmini, which shows the biodiversity 

of the 685,000-square-meter wetland in 

Shenzhen and the beautiful natural environment 

of Shenzhen. The nature and well-protected 

ecological system in this wetland were told by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ir wisdom of survival 

behind the calm life. For instance, the brown-

backed Shrike, known as the Butcher Bird, is a 

masked killer, solitary and ferocious. It will hang 

the spoils on the tree shrews when the threats 

approached.

简介：

良好的湿地孕育着良好的生命。在中国广

东的深圳，一片面积只有 68.5 万平方米的湿地

中，有着上百种鸟在这里栖息。平静的生活背后，

这里也是它们演示生存智慧的竞技场。被称为屠

夫鸟的棕背伯劳是一只蒙面杀手，独来独往、性

情凶猛。它会将战利品开肠破肚地挂在树杈上示

威。弹涂鱼竖起背鳍、鼓起两腮是为了强调力量，

占领土地；黑水鸡在筑巢时会建到 40 厘米左右

的高度，确保涨潮时依旧能为家人提供一个安全

的环境。本片选取了多种生物在这片湿地独特的

生存行为，以深圳这座城市的自然环境为舞台，

上演为了争逐生存资源而演变出的“十八般武艺”

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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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礁石（澳大利亚）

Murder on the Reef (Australia)

时长：00:51:18

Length:00:51:18

Directed by Allen Dobrovolsky

Synopsis:
Murder on the Reef follows the hotly debated 

issues surrounding the world’s largest living 

structure, the Great Barrier Reef. In 2016 a 

massive bleaching event rendered much of 

the coral in the northern end of the Great 

Barrier Reef lifeless and colourless but no-

one predicted another event would occur the 

following year. Once vibrant corals are turning 

white, and the reef is becoming an indicator for 

what will happen globally. 

简介：

影片围绕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结构——大堡

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为时已晚吗 ?许多科

学家现在相信，大堡礁多达 50%的珊瑚已经死

亡。通过当地人、科学家和土著发言人的不同声

音，这部纪录片追踪了许多罪魁祸首，包括水污

染、棘冠海星和疏浚。但不容无视的原因是气候

变化，一些科学家认为这场斗争是徒劳的。

2016 年，一场大规模的珊瑚白化事件使得

大堡礁北端的大部分珊瑚失去了生命，没有颜

色，但没有人预测明年还会发生另一场珊瑚白化

事件。曾经生机勃勃的珊瑚正在变白，而珊瑚礁

正成为全球变化的一个指标。

长片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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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胡杨树（中国）

The Father’s Poplar Tree （China）

时长：00:08:37

导演：赵明  王深

出品方：杭州二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ynopsis:
In the 40 years of the river's water cut, the 

81-year-old grandfather has been guarding 

Populus euphratica since 1984. In order to 

protect Populus euphratica, Grandpa Bandu 

dug 11 wells. He is determined to stay here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He said: "I will definitely die, 

but it doesn't matter. It is good to be able to 

even just support one more tree."

简介：

断水 40 多年，81 岁爷爷守护胡杨林】班

都爷爷 1984 年承包了这片胡杨林，但河道里已

经 40 多年没见水了。为了抢救胡杨树，他先后

挖了11口井，一生守护在这里不离不弃。他说：

“我肯定会死，但没关系，能多活一棵树都是好

的。”

Length: 00:08:37

Director: Zhao Ming   Wang Shen

P r o d u c e r :  H a n g z h o u  E r g e n g  N e t w o r k 

Technology Co., Ltd

短片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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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倒计时（美国）

Climate Countdown: Taking it to the Courts Post-it  (US)

时长：00:02:00

导演：卡亚·罗斯

Length:00:02:00

Directed by Kaia Rose

Synopsis:
Climate Countdown is a web-series that maps 

out the ecology of climate solutions. While 

Season 1 focused on what people were doing 

to make the Paris Agreement a success, Season 

2 explores what strategies are needed to keep 

climate action moving forward despite a US 

government that has decided to exit the Paris 

Agreement. One key strategy is taking it to the 

courts -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using the 

judicial system to tackle the climate challenge 

in unique and exciting ways.

简介：

气候倒计时是一个网络系列，描绘了气候解

决方案的生态。第一季关注的是人们为使巴黎协

议获得成功所做的努力，而第二季则探讨了在美

国政府决定退出巴黎协议的情况下，为保持气候

行动的继续进行，需要采取哪些战略。一项关键

战略是诉诸法庭——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使用司

法系统以独特而令人兴奋的方式应对气候挑战。

短片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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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加尔湖最后的人们（巴基斯坦）

Manchar The Last of the Lake People  (Pakistan)

时长：00:04:05

导演：阿夫塔·阿巴斯

Length:00:04:05

Directed by Aftab Abbasi

Synopsis:
Manchar Last of the Lake People is aimed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dire situation the 

ecology of Machar faces. Manchar is one of the 

biggest lakes of Asia that used to be home to 

thousands of fishermen, migratory birds from 

across the globe and a flourishing thriving flora 

sustaining wide varieties of fauna especially 

fish. It is a story of a paradise lost due to 

the pollution caused by an industrial drain 

which has all but destroyed the eco system of 

Manchar and along with it the livelihood of the 

lake people.

简介：

影片旨在提高人们对马查尔面临的严峻形

势的认识。曼加尔湖是亚洲最大的湖泊之一，曾

经是成千上万的渔民、候鸟和繁荣兴旺的植物群

的家园，这些动植物种类繁多，尤其是鱼类。这

是一个关于因工业排水沟造成的污染而失去天堂

的故事，这种污染几乎摧毁了曼加尔的生态系统，

也破坏了湖区人民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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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 - 为什么海龟幼崽需要大海

（德国）

Fragile-Why turtle hatchlings 
need the sea  (Germany)

时长：00:08:00

导演：昂德里克·斯密特

出品方：时差反应

Length:00:08:00

Directed by Hendrik S. Schmitt

Produced by The Jetlagged

Synopsis:
The life cycle of a marine turtle is complex. 

Nowadays, they are facing challenging changes 

to their habitats and encounter all kinds new 

dangers imposed upon them by modern 

humans. All sea turtle species are threatened 

with extinction. 

To help save sea turtles, marine conservation 

facilities around the world hatch sea turtle eggs 

and keep the hatchlings in tanks until they have 

grown stronger and more fit for a survival in 

the wild. The short film "Fragile" talks with sea 

turtle conservationist Siân Williams of the Gili 

Eco Trust, who explains why baby sea turtles 

need the sea immediately after they hatched 

out of their nests and why it is best to let nature 

take care of them

简介：

海龟的生命周期很复杂。如今，它们正面

临着栖息地的挑战变化，并面临着现代人类强加

给它们的各种新危险。所有海龟都濒临灭绝。为

了帮助拯救海龟，世界各地的海洋保护机构都会

孵化海龟蛋，并将孵化出来的海龟放在水箱里，

直到它们变得更强壮，更适合在野外生存。影片

与Gili 生态信托的海龟保育人士希恩·威廉姆斯

进行了对话。威廉姆斯解释了为什么小海龟在从

巢穴中孵化出来后马上就需要大海，以及为什么

最好让大自然来照顾它们。

短片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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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民间河长（中国）

Chives of the folk rivers in 
Shenzhen（China）

时长：00:04:55

导演：吴曼

出品方：杭州二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ynopsis:
As the first batch of chives of the folk rivers in 

Shenzhen, Zhiwei Deng got up at 5:30 every 

morning to visit the river. one person and 

one dog violently walked for more than ten 

kilometers every time. For him, the childhood 

of catching fish and shrimps that is his most 

memorable memory.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e was very saddened to see the water in 

Guanlan River in Shenzhen changing from clear 

to black. I hope to protect this river with my 

own meager strength, no matter how many 

doubts he faces, he always insists on doing his 

work on his initial heart.

简介：

邓志伟，是深圳首批民间河长，每天早上

五点半起床去巡河，对他来说，最难以忘怀的是

童年记忆中下河捉鱼捉虾的情节，来深圳 30 多

年看到观澜河的水从清变黑很是可惜，希望用自

己微薄的力量保护这条河流，面对质疑，他始终

用初心在坚持！

Length: 00:04:55

Director: Wu Man

P r o d u c e r :  H a n g z h o u  E r g e n g  N e t w o r k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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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鹭鸟（中国）

Dear Egret （China）

Synopsis:
Lao Lin is a retired civil servant who has been 

so obsessed with watching egrets that he 

buys himself a camera to record the daily life 

of egrets. One day in March this year, he met 

with one egret family and then recorded their 

life— three baby egrets growing up day by 

day with the coddling of the father and mother 

through his lens. One day, something he feared 

happened: mother egret disappeared! In order 

to give them a safe and free habitat, Lao Lin 

began his bird protection…

简介：

退休后已定居省城福州的老林喜爱摄影，每

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回到半山老家拍摄那里的自然

景致，希望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家乡一点一滴的

变化。在拍摄过程中，他无意间闯入了其中一家

白鹭的生活，通过自己的镜头，老林记录下了在

鹭爸爸和鹭妈妈的悉心呵护下，三只鹭宝宝一天

天成长的历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和感动。

一天，一件令他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鹭妈妈失踪

了！为了让鹭鸟们有个安全自由的栖息环境，老

林和半山村的居民们开始了他们的护鸟行动……

纪录片《我们的鹭鸟》通过一个村庄老百姓善待

保护鹭鸟的小视角，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揭示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大主题。

Length: 00:13:00

Director: Huang Jiandong

Producer: Fuzhou Radio and TV Station

短片铜奖

时长：00:13:00

导演：黄建东

出品方：福州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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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
科技影视周

入 围 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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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礁石的热爱

For the Love of the Reef

时长：00:07:00

导演：艾伦·弗兰克斯

Length:00:07:00

Directed by Alan E Franks

简介：

作家兼历史学家伊恩·麦卡尔曼分享了他对

大堡礁的热爱，希望他的热情能激励人们关心大

堡礁的保护问题。

Synopsis:
Author and historian Iain McCalman shares his 

love for the Great Barrier Reef in the hopes that 

his passion will spur people to care about the 

reef'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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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
科技影视周

当问题出现时

When Questions Arise

时长：00:09:05

导演：斯科特·阿瑟·艾伯特

Length:00:09:05

Directed by Scott Arthur Eberting

Synopsis:
Scientists continue their research and studies 

within Great Smoky National Park, and discuss 

what it takes to live harmoniously with the 

environment, how to raise awareness for the 

ecosystem, and why it is important for us all to 

connect with the outdoors.

简介：

科学家们继续在大烟山国家公园内进行研

究，并讨论如何与环境和谐相处，如何提高人们

对生态系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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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khad Valley

时长：00:20:00

导演：杰夫·科尔霍恩

Length:00:20:00

Directed by Jeff Colhoun

Synopsis:
Occupying over 6,000 square miles, the 

Darkhad Valley is one of the most pristine, 

inaccessible regions of Mongolia. Tumursukh 

and his team of rangers devote their lives to 

patrolling this remote wilderness to protect the 

native endangered species from extinction at 

the hands of poachers.

简介：

达尔哈特山谷占地超过 6000 平方英里，是

蒙古最原始、最难到达的地区之一。图穆苏克和

他的护林员团队毕生致力于在这片偏远的荒野上

巡逻，以保护本土濒危物种免遭偷猎者的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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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
科技影视周

我们和垃圾

Garbage

时长：00:15:00

导演：公保加

Length: 00:15:00

Director: Gong Baojia

Synopsis:
This is the story-tell ing fi lm in terms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system protection. The 

herdsmen spontaneously organize the rubbish, 

promoting the environment awareness that 

we should not throw garbage inappropriately, 

instead, we must do our best to keep the 

environment in a good condition.

简介：

保护环境，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牧民自发

组织捡垃圾，到处宣传保护环境，不要随地扔垃

圾，我们要为自己家乡的环境尽责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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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 Up Garbage at Mount Everest

时长：00:04:54

导演：黄卫

出品方：杭州二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ynopsis:
Da Lu, a 37-year-old mountain-claiming guide, 

has successfully reached the Everest for 9 

times since 2005. He participated the alp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undation in China 

called the Tibet Himalaya Alp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undation as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n April 30, 2018.

简介：

鲁达今年 37 岁，2005 年他作为登山向导

第一次登顶珠峰，至今已成功登顶珠峰 9次。

2018 年 4 月 30 日，鲁达作为理事长，参与了

我国首个高山环境保护基金会西藏喜马拉雅高山

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成立。

Length: 00:04:54

Director: Huang Wei

P r o d u c e r :  H a n g z h o u  E r g e n g  N e t w o r k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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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绿洲

An island Oasis

时长：00:05:35

导演：汪成峰

出品方：杭州二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ynopsis:
 This is the story of a man named Lin Beishui 

who planted crops on the deserted Crocodile 

Island.

简介：

1990年，一个男人，头顶烈日，手挥锄头，

在荒芜人烟的鳄鱼屿上开种庄稼。这个男人就是

林北水。

Length: 00:05:35

Director：Wang Chengfeng

P r o d u c e r :  H a n g z h o u  E r g e n g  N e t w o r k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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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保护印尼蝠鲼的海洋图案

The Patterns of the Ocean - 
Protecting Indonesia's Manta 
Rays

时长：00:45:00

导演：昂德里克·斯密特
出品方：时差反应
Length:00:45:00

Directed by Hendrik S. Schmitt

Produced by The Jetlagged

简介：

蝠鲼是海洋的标志性巨兽。由于蝠鲼的繁殖

率很低，它们极易受到环境变化和渔业压力的影

响。虽然蝠鲼对人类的消费来说没有真正的商业

利益，但却面临着另一种威胁 : 根据中医的一种

新趋势，据说蝠鲼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并在市场

上卖到高价。在短短几年内，这种需求就对这些

迷人生物的数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还有其他威胁吗 ?我们的影片还记录了塑

料污染，特别是在微观层面上，作为另一个影响

浮游生物的因素，如蝠鲼。在今年早些时候举行

的联合国世界海洋大会上，印度尼西亚承诺在

2025年前减少70%的海洋塑料问题。现如今，

被保护的蝠鲼已被用作抵御海洋塑料污染的保护

伞，不仅对印尼的海洋生态系统有利，对整个珊

瑚三角也有利。

Synopsis:
Manta rays are iconic giants of the sea. With 

very low reproductive rates, manta rays 

are extremely vulnerabl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pressure from fisheries.  During 

the World Ocean Conference earlier this year, 

Indonesia has pledged to curb its ocean plastic 

problem and reduce it by 70% until 2025.Using 

manta rays, a protected species now, as an 

umbrella species in the fight against marine 

plastic pollution will benefit the whole marine 

ecosystem, not only in Indonesia, but the entire 

Coral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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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和星星的湖

The Moon and the Lake of Stars 

时长：00:30:00

导演：劳伦斯·卢汉达

Length:00:30:00

Directed by Lawrence Luhanga

Synopsis:
A thematic story of Lake Malawi and the Cichlid 

fish species endemic to the lake, their ecology 

and peril in the face of over-exploitation, 

habitat degradation and possible extinction.

简介：

这是一个关于马拉维湖和该湖特有的刺鳐

鱼的专题故事，它们的生态和面临过度开发、栖

息地退化和可能灭绝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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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ght for The Arctic 

时长：00:26:20

导演：安德里亚斯·尤尔斯

Length:00:26:20

Directed by Andreas Ewels

Synopsis:
The Arctic ice is retreating due to climate 

change. The region’s once inaccessible raw 

materials have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major 

world powers.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has 

also discovered the Arctic for their interests. 

More and more further north, the cruise ships 

come to previously untouched regions.

简介：

由于气候变化，北极冰层正在消融。该地

区一度难以获得的原材料引起了世界主要大国的

注意。北极旅游业也因为他们的利益而受到关注。

在越来越远的北方，游船来到了以前从未涉足过

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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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生态多样性的中国

China Wild
时长：50 分钟 *5

导演：刘娜

出品方：五洲传播中心

Synopsis:
China has the most diversity ecosystems in the world, each ecosystem has its own unique 

ecological order.

“China Wild” will tell the story of people and species in different ecosystems. The programme 

shows the rich biodiversity in China's five largest ecosystem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t presents interested stories to audiences by diverse species and rare animal 

behaviors.

简介：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海洋、森林、草原、湿地、城市……每一种生态系统，

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秩序。

《家园	生态多样性的中国》将讲述发生在不同生态系统中物种的故事。五集分别展现了中国五

大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人与自然之间不断改善的关系，并借助多样化的物种形象、罕

见的动物行为以及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将有趣的故事呈献给观众。

众多中国特有的珍稀种属、还有那些起源古老的物种，将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而这一切都不

在人迹罕至的边远地带。它们就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湿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就在中国西南的喀

斯特地区、美丽的中国南海；就在东北的原始森林；就在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身边。

Length: 50min.*5

Director: Liu Na

Producer: China Intercontinental communic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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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and Pika

时长 : 00:23:22

导演：周杰

Synopsis:
The film focuses on the story of the pika and 

nature as well as humans. There are 6 different 

types of pika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pika 

has lived on the grasslands of the Qinghai-

Tibet Plateau for more than 10,000 years. If 

there are no pikas on this grassland, it will affect 

the survival of 32 species of rats that feed on 

pikas.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original pika is 

very fast, but due to the disaster of nature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natural enemies of the pika, 

the number of reproductions of the pika has 

become limited. In 1984 people began killing 

pikas with pesticides. For nature, whether this 

is good or bad should be worth considering.

简介：

主要是鼠兔和大自然，还有人类的故事。

在青藏高原有 6种不同类别的鼠兔。鼠兔在青藏

高原广阔绵延的草原上生活了一万多年。如果这

个草原上没有鼠兔的存在，这跟 32 种鼠兔为食

动物的生存有关。鼠兔的生殖是很快的，但是因

为大自然的灾难和鼠兔为敌的动物反多原因，鼠

兔的生殖是有限的。在 1984 年人们开始用农药

杀害鼠兔。对于大自然来说这是件好处还是坏处

是一个考虑的事。

Length: 00:23:22

Director: Zhou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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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豚

Finless Porpoise

时长：00:28:10

导演：杨帆

出品方：上海科技馆

Synopsis:
The documentar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etween 

man and animal, from an equal perspective.

It follows the scientist's investigation of the 

finless porpoise in the wild, showing the unique 

b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nless porpois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reveals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such 

as shipping, pollution and illegal fishing on 

the finless porpoise. Faced with the reality 

of endangered finless porpoise, humans 

have carried out various protection measures 

against finless porpoise. Through this process, 

we reflect on whether human beings can be 

immune to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简介：

《长江江豚》是一部以平等的视角探讨人

与自然、人与动物如何相处的纪录片。影片跟随

科学家在野外考察江豚的踪迹，通过水下、延时、

航拍等多种摄影技术，捕捉到了江豚所特有的生

物学和行为学特征。同时也揭示了人类的航运、

污染、非法捕鱼等人类活动对江豚造成的影响，

通过人类对江豚的保护行为，反思人类是否能够

在严峻的环境问题中独善其身。

Length: 00:28:10

Director: Yang Fan

Producer: Shanghai Science & Technolog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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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easant Home—Tree of 
Trust

时长：01:00:00

导演：覃彤、KOL PHANNA( 柬 )、 周溢祺 、KE 

SOCHEAT( 柬 ) 、宋明韬、刘菀莹、苏宇、YENG 

SEIHA( 柬 )

出品方：广西电视台

Synopsis:
 Listed in the 2017“Doc China” communication 

programs of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documentary “The Pleasant 

Home—Tree of Trust” is coproduced by China 

Guangxi Television and National Television of 

Cambodia to celeb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Cambodia and China.  

Guided by the conviction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The 

Pleasant Home—Tree of Trust” documents 

the stories of how China and Cambodia are 

committed to promo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k together 

to protect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s, deep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operation,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简介：

该片是中宣部 2017 年“纪录中国”传播

工程项目，由广西电视台与柬埔寨国家电视台共

同制作，被柬埔寨国家电视台定为庆祝柬中建交

60 周年的献礼片，于 7月 19 日两国建交纪念

日晚上在该台播出，广西电视台同步播出。

《家在青山绿水间 -信任如树》以“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创作核心，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纪录中国与柬埔寨

致力以经济发展推动扶贫减贫的同时，携手保护

世界文化遗产、深化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携手打造“中柬命运共同体”的真实故事。

Length: 01:00:00

Directors: Qin Tong、KOL PHANNA、Zhou 

Yiqi、KE SOCHEAT、Song Mingtao、Liu 

Wanying、Su Yu、YENG SEIHA

Producer: Guangxi Television



往
届
回
顾

55

深圳（国际）
科技影视周

往 届 回 顾



56

往
届
回
顾

往届回顾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是中国首个关于

应对气候变化的公益影视活动。大会在国家发改委应

对气候司和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的指导下，

由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及深圳市航都文化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联合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央新影集团、

华风气象传媒集团、深圳市气象台共同举办。大会致

力于给中国观众呈现来自全球关于气候变化题材的优

秀影视作品，同时，鼓励政府、企业、专家、媒体之

间相互探讨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引导公众参与绿色

行动。

在首届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上，共征

集到来自 93 个国家的 1245 部作品，共颁发 11 个

奖项，并邀请到来自 20多个国家的 500 多名代表参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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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刘建中演讲
Speech	by	Jianzhong	Liu,	Former	Director	of	SARFT	Film	
Bureau

深圳市航都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婷演讲
Speech	by	Xiaoting	Liu,	General	Manager	of	Shenzhen	
Handle	Capital	Cultural	Investment	Co.Ltd

气候影视大会组委会代表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
（左二）合影
Zhenhua	Xie，Representative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HCCFF	and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Climate	
issues	of	NDRC	(second	from	left)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理事长陈素平演讲
Speech	by	Suping	Chen,	Chairman	of	 Innovative	Research	
Institut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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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马拉喀什大会

2016	年	11	月 18 日 ,2017	第二届中国 ( 深圳 )

国际气候影视大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马拉喀什大会官

方新闻发布厅举行了全球新闻发布会 , 面向全球发布

绿色影片征集信息。

联合国气候变化马拉喀什大会新闻发布会
2017	HCCFF	Press	Conference	in	Marrakech

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刘晓婷
Catherine	Liu,	Co-Founder	of	HCCFF

2016 Marrakech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2017 HCCFF Organizing Committee held an 

official press conference in the Marrakech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n November 

18th, delivered call for entries from the world.

大会组委会在第一届大会上提出中国“绿色影视”

概念，并于第二届大会进行了深化。组委会集合了相

关领域的专家智慧，制定了中国第一份绿色影视倡议

书，共设有 8项准则。倡议书旨在提高影视从业者的

绿色低碳意识，提倡减少影视作品的碳足迹，鼓励影

视作品积极关注环境议题。未来我们将与主管影视的

政府部门、电视台、影视制作机构等绿色影视行动合

作伙伴，共同遵循并推动绿色影视的行动准则，使其

成为行业的标准。

HCCFF’S organizing committee ha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Green Film in the first session, 
and deepened the meaning in the 2017. By 
gathering the wisdom from experts in related 
fields, the No.1 Green Film Initiative in China 
has been created with 8 specific principles. 
It aims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low carbon lifestyles with 
film practitioners, reduce the carbon footprint 
in film production and promote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Meanwhile, encourage the 
film makers to pay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We will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V stations and film production 
companies to conduct the green film initiative 
and make it into a national standard.

发起绿色影视倡议书
Green Film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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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

2017 第二届中国国际气候影视大会于 9 月在

深圳举办。大会共征集到来自 10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98 部作品，最终评选出长片 6部、短片 6部获奖

作品，分别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印度、德国、伊朗、

古巴、新西兰。另外，今年新增设的针对大专院校和

中小学生的组别，评选出“绿色青锋奖”	3 部、“青

锋少年奖”3部。大会同期面向公众开展气候变化主

题的公益科普讲座，向社区、学校、军营传播生态文

明建设的理念和知识。

2017 Handle Climate Change Film Festival

The theme of 2017 HCCFF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ommunication. 

1698 films from 102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been received. 6 long films and 6 short films 

have won the HCCFF Award. Moreover, 6 films 

made from universities and middle schools 

students are awarded.

2017 National Low Carbon Day Education 

Activ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Climate Chang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P.R.China, Shenzhen 

HANDLE held Green Film Screening and the 

Green Teens Launching Ceremony in Shenzhen 

Industrial Museum in June 2017.

2017 年“全国低碳日”宣教活动

2017 年 6 月，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

候变化司的指导下，受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

航都文化承办了“2017年全国低碳日——气候影展”

系列活动，同时举办了 2017 深圳市中小学生气候短

片征集“青锋少年”启动仪式。

2017	深圳市中小学生气候短片征集“青锋少年”启动仪式
2017	Green	Teens	Launching	Ceremony

2017“青锋少年”成果发布会
2017	Green	Teen’s	De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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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第二届中国 (深圳 ) 国际气候影视大会开幕式
2017	HCCFF	Opening	Ceremony

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致辞
Zhenmin	Liu,	UN	Under-Secretary-General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沙祖康发表主旨演讲
Zukang	Sha,	Former	UN	Under-Secretary-General	

“青锋少年”颁奖现场
	Green	Teens	Award

影片终评评委
International	J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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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绿色影片
Green Films

《绿·道》系列纪录片
世界主题 / 中国故事 / 影
视表达
片长 :90	分钟
类型 : 电影纪录片

Documentary Series 
The Paths of Green
World’s Concern, China’s 
Story, Film Present
Length: 90 minutes
Genre: documentary

简介：电影纪录片《绿·道》由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深圳市航都文化共同出品，片名寓意深圳走的是一条绿
色发展道路。从绿色建筑、绿色城镇、绿色交通、绿色岛屿、绿色人物等不同的角度展开，通过小人物体现大
情怀，以国际化的叙事方式讲述一个城市的低碳故事。

《醒来》
片长 :7	分钟
类型 : 宣传片

Wake up
Length:7 minutes
Genre: propaganda film

简介：《醒来》是 2016 年第二届苏州国际能源变革论坛开幕影片，由国家能源局委托航都文化承制。影片针
对能源变革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场景的展现和数据的呈现，记录了国际能源变革进程的关键事件与时刻，
体现了论坛主题“能源转型中的协调与发展”。

《一滴水的旅行》
片长 :5	分钟
类型 : 科普动画

A Water Drop Travel 
Length: 5 minutes
Genre:popular science 
animation

简介 : 影片通过表现水精灵“蓝蓝”、“淡淡”和他们的孩子“皮皮”从	大自然诞生到进入人类家庭的过程 ,
科普了水的三态变化及自来水厂的工作原理。	影片通过诙谐生动的动画拟人形象向观众传达“节约水资源 , 从
你我做起”的环保理念。

Synopsis: China’s first green theme documentary series The Paths of Green present a low carbon image of the city of Shenzhen through 
ordinary people’s work and life.

Synopsis: Wake up is the opening film of 2016 International Forum on Energy Transitions. Key events and mo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transition have been collected to show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energy transition, reflecting the forum’s theme “Coordin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nergy Transition”.

Synopsis: The film shows how the water elves are born into the human family from nature, and the state of the water and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water works. The film aims to conve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 of water resources to the audience through 
the humorous an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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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

简介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成立于	2015 年，是深圳首家从事大众科技传播的非营利机构。研究院

致力于运用创新的科技传播方式，激发公众的科技兴趣，提高公众的科技意识和科学素养。

成立以来，先后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中国科学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国家级相关政府及科研机构的直属单位，以及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深圳大学等高等教

育机构建立了重要的合作关系。研究院拥有强大的跨界科普专家资源，下设战略咨询委员会，拥有

12名委员、1名艺术顾问及	51 名高级顾问。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的研究方向是：绿色传播理论与方法、公众科学素质提高途径与方式、

科技传播载体及平台建设，以绿色发展、低碳环保、气候变化方面的科技传播为重点。研究院不定

期开展各种中小型学术交流活动，举办科技传播互动年会活动。活动形式包括科技专家讲座、科教

影视展映、科技产品展示、科技传播人物评选等。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的主要成果有：参与编辑出版《2015 年科技声像论文集》、策划举办三

届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承办气候大讲堂——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深圳分享会、参

加首都博物馆	2016“全国低碳日”宣教活动、承办深圳市工业展览馆2017“全国低碳日”气候影展、

发起“青锋少年”——中小学生气候影视创作和成果发布会等活动，发布中国第一份《绿色影视倡

议书》，等等。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作为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代表，2015 年至 2017 年连续参加

三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国际性活动。

使命和愿景 

以提供公众科学素质为己任，以绿色传播研究为重点，普及、弘扬、传播、倡导绿色发展思想、

理念、知识、方法、技术，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立力量充分涌流。

目标

1.	科技与绿色影视的内容传播平台；

2.	科技与绿色教育的资源转化平台；

3.	科技与绿色金融的产业孵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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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航都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航都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航都”）是一家扎根深圳、放眼全国、走向国际的

文化产业投资运营公司。航都理解并认可文化市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最高准则是社会效益。

2011 至 2013 年，航都主要在电影、电视剧、动画片、音乐会等领域进行投资，其中多部电视

剧作品在央视实现播出，电影作品在院线放映，积累了丰富的版权运营经验。

自 2013 年起，聚焦于科技影视领域，致力于科普文化产业的内容运营和平台搭建，先后承办

第八届中国国际科教影视展评暨制作人年会（CICSEP），将被誉为科教影视作品“奥斯卡”奖的“中

国龙”奖引入深圳；

2015年成功策划并承办了中国首个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公益影视活动——中国（深圳）

国际气候影视大会，由航都出品的反映深圳绿色低碳发展的影片《绿·道》作为国内首部绿色主题

的系列纪录电影，在 2015 年 12 月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中国角实现首映，受到与会者的

关注。

2016年11月18日，在中国代表团的推荐下，于马拉喀什联合国新闻中心进行了2017中国（深

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的新闻发布会，正式面向国际征集环保、气候变化的影片。作为第一家在联

合国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的企业。

2017年10月，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作为“公众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案例”，列入《中

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 2017》白皮书。大会组委会评选出的优秀作品，连续参加 2015、2016

年及 2017 年三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受到联合国秘书处好评。

航都将始终以“诚”为经营核心，以“善”的科普内容和“绿”的环保理念为指引，不断地丰

富文化产业样态，在追求独具特色的科普文化产业发展道路上开拓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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