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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之后，第68届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年会

将会在春光明媚的北京召开！

可喜可贺的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接

收了两百多位中、外方代表的注册，能在北京招待

远道而来的贵宾，将是我们无限的荣幸。但对于举

办方中国电影资料馆而言，这不仅是个机遇也是一

个挑战。我们在过去三年多以来所做出的辛勤筹备

工作，终于到了要接受各方面检验的关键时刻。

在国资联秘书处，尤其是新上任的高级行政

长官克里斯托夫·迪潘的支持与帮助下，在活动

组织方中国电影资料馆和会务承办方中国广播电

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的紧密合作中，在过

去的四个月中，我们不仅完成了代表注册、酒店

预订、邀请函发放、开闭幕式活动筹划、旅游线

路考察、会议及影展手册制定、拷贝运输、影展

排片、字幕翻译等具体而又细致的筹备工作，而

且确保所有的后勤工作，如会议室、网吧室的安

排，餐饮安排、车辆调配以及志愿者的分工，都

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我们努力使本届年会可以

得到尽可能好的条件保障。

我们要感谢所有积极参与研讨会发言的24位代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

2012年4月

亲爱的同事和朋友们，

表，是他们的热情参与使得我们本届以“世界动画

电影”为主题的研讨会将丰富多彩。他们将会就动

画电影的收集、整理、保存、修复、利用的问题与

所有参会者分享他们的深刻见解和真诚建议。

我们希望所有与会代表可以每晚都来观看珍宝

级世界动画电影展映。在国资联各成员的协助和参

与下，此次动画影展将会展映来自15个国家、22个

资料馆的120部动画短片，以及中国的10部经典动

画片。

北京是个热情而友好的城市，我们除将为您安

排两条可供选择的参观路线外，还将让您有机会欣

赏地道的京剧表演。在注册代表领取的文件中，我

们还将奉送《北京城市地图》和《米其林旅游指

南》，以便您自行探索这座历史悠久又颇具现代气

息的都市魅力。

在会议简讯（3）中，您将会了解到更为详细的

活动安排。中国电影资料馆全体人员期待您的光临，

并将为您奉上最真诚的服务。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在此

获得宾至如归的感受，北京之行将让您难以忘怀。

请接受我们从北京发出的最美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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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届国资联大会将于2012年4月23日至28日

召开，执委会会议于4月21日至22日召开，研讨会

于4月23至24日召开。第二世纪论坛和专业委员会

会议时间定为4月25日。国资联大会定于4月27、28

日两天。

国资联研讨会、第二世纪论坛、专业委员会研

讨会、大会都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召开。

开、闭幕式晚宴时间分别定于4月22日和4月28

日晚间，分别在首都博物馆和北京饭店举行。首都

博物馆有着丰富的展陈资料，介绍中国历史以及北

京文化。北京饭店宴会厅曾是中国国宴第一厅，这

里还曾作为2008年奥林匹克大家庭总部饭店。晚宴

期间我们还将为大家送上精彩的演出。

4月26日的参观游览路线，我们为代表提供两条

参观路线：A线为慕田峪长城和故宫，B线为北京电

影资料库、中国电影博物馆、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

地。各位代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选择其中一条。

日期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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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日程安排

日  期 时  间 活动安排 地  点

第一天  20日
星期五

08:00-24:00 执委会委员抵京 机场、酒店

第二天  21日
星期六

09:00-17:00 第一天执委会会议 资料馆13层会议室

第三天  22日
星期日

09:00-17:00 第二天执委会会议 资料馆13层会议室

08:00-20:00 代表抵京、注册 机场、酒店

19:30-21:30 开幕晚宴 首都博物馆

第四天  23日
星期一

09:00-17:00 大会正式开幕 资料馆艺术影院

第一天研讨会 资料馆艺术影院

19:00-22:30 动画影展 资料馆艺术影院

第五天  24日
星期二

09:00-17:00 第二天研讨会 资料馆艺术影院

19:00-22:30 动画影展

19:30-21:00 京剧演出 梨园剧场

第六天  25日
星期三

09:00-12:00 第二世纪论坛 资料馆艺术影院

13:00-13:40
编目与编档
专业委员会讨论会

资料馆艺术影院

14:00-16:00
技术委员会、
策展与收藏利用委员会联合讨论会

资料馆艺术影院

14:00-18:00 动画影展 资料馆艺术影院（85座）

16:20-18:00 地区会议 会议室

19:00-22:30 动画影展 资料馆艺术影院

第七天  26日
星期四

08:30-18:00 参观游览（二选一）
A. 慕田峪长城、故宫
B. 北京电影资料库、中国电影
    博物馆、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

09:30-22:30 动画影展 资料馆艺术影院

第八天  27日
星期五

09:00-12:00 大会 资料馆艺术影院

14:00-17:00 大会 资料馆艺术影院

19:00-22:30 动画影展 资料馆艺术影院

第九天  28日
星期六

09:00-12:00 大会 资料馆艺术影院

14:00-17:00 公开论坛 资料馆艺术影院

大会闭幕式 资料馆艺术影院

执委会第二次会议 资料馆13层会议室

18:30-22:00 闭幕晚宴 北京饭店宴会厅

19:00-22:30 动画影展 资料馆艺术影院

第十天  29日
星期日

08:00-24:00 代表离京 酒店

14:00-22:00 动画影展 资料馆艺术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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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北京动画电影研讨会

时间段 第一轮  主题 报告人

9：00-9：10 研讨会开幕式 埃里克·勒鲁瓦（国资联主席，法国）

9：10-9：15 开幕致辞 童刚（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中国）

9：15-9：35
主旨发言：
动画电影——艺术，娱乐和一件小事

岗岛尚志（日本东京近代艺术美术馆电影中心，
日本）

主题1：资料收集 主持人：tbc

9：35-9：55
中国电影资料馆动画电影档案收集保存与整理
利用

孙向辉（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

9：55-10：20
法国电影资料馆手绘动画电影收藏：
赛璐珞片基的收藏

弗朗索瓦斯·勒梅希治和雅克·艾罗勒（法国电影
资料馆，法国）

10：20-10：40 茶歇

10：40-11：05 英国电影协会哈拉斯与巴彻勒公司出品影片收藏 耶斯·斯图尔特（英国电影协会，英国）

11：05-11：30 修复日本“有声录制”动画片 明俊树（日本东京近代艺术美术馆电影中心，日本）

11：30-11：55 魔法与魅力：洛特·赖尼格的剪影电影 贝恩德·德辛格（杜塞尔多夫电影博物馆，德国）

11：55-12：20 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收藏的弗朗凯尔兄弟的影片
埃里克·勒鲁瓦（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法国电影档
案馆，法国）

12：20-13：45 午餐

主题2：收集、复制与修复
主持人：丽丝·古斯塔夫森
（挪威电影协会，挪威）

13：45-14：10 馆藏早期中国电影的收集与整理 朱天玮（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

14：10-14：35 巴黎中国电影资料中心中国经典动画电影的收藏 纪可梅（巴黎中国电影资料中心，法国）

14：35-15：00
早期中国动画电影大师钱家骏艺术档案的收集与
保存

李镇（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

15：00-15：25 伊沃·卡普里诺：动画电影生涯 奥韦·索吕姆（挪威国家图书馆，挪威）

15：25-15：50 茶歇

15：50-16：15 一部前所未见的戈登·韦伯影片 马尔科·德·布鲁瓦（魁北克电影资料馆，加拿大）

16：15-17：00 圆桌会议：当日与会人员 主持人：tbc

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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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

时间段 第二轮  主题 报告人

主题2：收集、复制与修复  主持人：tbc

9：30-9：55
电影贫困：独立电影艺术家尤利安·安东尼斯和
他的手绘电影

维索茨卡·埃尔茨比塔（波兰国家电影资料馆，
波兰）

9：55-10：20 沃尔特·鲁特曼的肖像 斯特凡·德勒斯勒（慕尼黑电影博物馆，德国）

10：20-10：45
以《鼠与蛙》为例，谈中国早期动画电影的考证
和修复

黄德泉、左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
杨小康（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10：45-11：10 茶歇

11：10-11：35
携手合作保存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第一部动画长
片《铁扇公主》海外返乡故事

井迎瑞（台南艺术大学，中国台湾）

11：35-12：00 比利时动画电影
维克托·德沃克特（比利时皇家电影资料馆，比
利时）

12：00-12：25 埃米尔·雷诺：电影发明初期的独特收藏
让-巴普蒂斯特·加内罗 
（法国国家电影与动画影像中心资料馆，法国）

12：25-13：45 午餐

主题3：利用与放映 主持人：罗宾·贝克（英国电影协会，英国）

13：45-14：10 无声动画电影数字利用项目 马克·奎格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

14：10-14：35 斯洛文尼亚木偶动画电影展映
伊戈尔·普拉赛尔（斯洛文尼亚电影资料馆，斯
洛文尼亚）

14：35-15：00 不该被遗忘的动画电影人——大藤信郎
岗田秀则（日本东京近代艺术美术馆电影中心，日
本）

15：00-15：25
就影片《幽灵》谈如何管理福诺斯科普画片的公
共放映

朱利安·法罗（国家体育、专业鉴定、表演协会
影像图书馆，法国）

15：25-15：50 茶歇

15：50-16：30 问答时间 主持人：马尔科·德·布鲁瓦（加拿大）

16：30-17：00 研讨会总结发言 西尔维娅·弗兰克（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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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大会日程安排

草拟日程

第一节  2012年4月27日星期五上午9：00

1. 国资联大会开幕式

2. 确认出席或代出席的会员资格和投票权

3. 执行会议日程

4. 通过比勒陀利亚年会大会会议纪要

5. 主席代表执委会汇报工作

6. 入会

a. 秘书长汇报现有会员情况

b. 新入会申请

c. 会员身份更改申请

第二节  2012年4月27日星期五 下午14：00

7. 财务报告：2011年报告和2012-2013预算

a. 2011年财务记录公布和分析

b. 2012年预算修改

c. 讨论现有会员会费缴纳问题

d. 2013年预算

8. 执委会提议：新入会分类

9. 执委会提议：修改《国资联规章制度》 

a. 提议明确投票代理条件

b. 提议引入执委会选举电子投票制度

c. 提议阐明并改善国资联专业委员会的会员制度和提名

程序

第三节  2012年4月28日星期六上午9：00

10. 专业委员会和工作组

a. 编目与编档委员会

b. 策展与收藏利用委员会

c. 技术委员会

d. 非洲工作组

e. 其他

11. 出版和其他项目

a. 2013-2015 国资联颁奖

b. 10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世界视听遗产日

c. 《电影保存》杂志

d. 专业培训

- 2011年国资联夏季学校，比勒陀利亚

- 2012年国资联夏季学校，博洛尼亚

- 拉丁美洲——移动学校/ Ibermedia

- 非洲其他教学项目

e. 杂志索引项目 / 国资联网上数据库

f. 国资联网站、内网和社交媒体

g. 各电影资料馆珍藏和会员出版书目

h. 国资联口述历史

i. 其他

12.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听档案协会协调理事会 

(CCAAA) 和其他移动影像资料馆组织和地区组织的关系

13. 近期年会

a. 2013: 巴塞罗纳

b. 2014: 意向声明

c. 2014年之后

第四节   2012年4月28日星期六 下午14：00

14. 公开论坛

a. 公开论坛话题提议和公布

b. 举行公开论坛

15. 第68届国资联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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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我们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接待各位代表的

注册，注册时间从4月22日8点起，大会期间的主要活动也

将在这里举行。

满足下列条件的会员和准会员可免费参会，包括所

有活动，午餐及晚间活动：

a. 会员馆四名代表

b. 准会员馆两名代表

超出上述人数的代表将按照下述标准收费。

赞助商、参观者、学生经注册付费后可参加除年会

大会外的所有活动，午餐及晚间活动；与会者家属付费

后，可参加开、闭幕式，参观游览和看京剧活动。

为了大家方便起见，以额外代表、参观者、学生、

家属等身份出席年会或部分活动的人，可以选择以欧元、

美元、人民币等多种方式缴纳注册费，费用对照情况如

下。

身份 欧元 美元 人民币

参观者 300 2450

额外代表 200 1630

学生 500

家属 100 630

交通

北京国际机场四通八达，有多条国际航线。从机场

到酒店路程为27公里，乘出租车需50分钟左右，费用约为

100元；也可乘机场快轨到东直门，再转乘2号线到积水潭

下车后，再乘出租车抵达酒店；或乘坐机场大巴（机场－

公主坟），“北太平庄”站下车后，可乘坐出租车抵达，

交通十分便利。

后勤和餐饮

中国电影资料馆将专门安排上网中心，位于主楼一

层，上网中心将提供打印机、复印机。

大会场地内会有无线网络覆盖，提供信箱以供与会

代表使用。

中国电影资料馆将负责茶歇和午餐，午餐地点将安

排在主楼一层多功能厅。

为方便代表出行，我们将会安排早晚的摆渡车，往

返于假日酒店和中国电影资料馆期间。参加开、闭幕式晚

宴，观看京剧，参观游览的代表，也将统一乘车从假日酒

店前往目的地。

每日的活动将会有录音、录像，录像内容将会用于

制作年会纪录片之用。

同声传译

此次国资联年会将提供英、法、西、中文的同声传

译服务。

医疗服务

本届年会主办方还将为各位代表提供基本的医疗服

务。如果与会人员感到身体不适，可前往主楼二楼医务室

咨询看病。如若发生严重疾病，主办方将安排志愿者陪同

前往医院。

联系方式

中国电影资料馆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路3号，邮编：100082

电话：+86-10-8229-6142

传真：+86-10-6225-9315

电子邮箱：cfa.fiaf@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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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德胜门华宇假日酒店

2. 迈克之家

3. 和园国际青年旅舍

4. 如家快捷酒店积水潭桥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