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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企业文化微电影大赛 

组 委 会 
 

 

第三届深圳企业文化微电影大赛 

征集函 
 

实施时间：2018 年 11 月—2019 年 12 月 

 

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战略部署，认真落实深圳文化创新发展

2020 实施方案。深圳市委宣传部、市社会组织总会主办；深

圳微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深圳市企业联合会等商业协会

共同协办、深圳市报业集团、深圳市广电集团联合支持的深圳

企业文化微电影大赛，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思

路的指引下，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建设和发展

企业文化相结，用“企业文化+微电影+互联网”的新形式，构

建起一个展示当代企业文化精神、推动企业文化创新、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平台和城市文化新品牌。 

在前两届大赛的良好基础上，第三届大赛充分汲取经验，

更全面的完善机制，不断提高作品质量和赛事水平,努力打造

代表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形象的深圳文化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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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赛组织构架 

 

主办单位：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 

 

承办单位： 

深圳微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首席协办单位： 

深圳市企业联合会 

 

协办单位：  

深圳工业总会 

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 

深圳市银行业协会 

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 

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 

深圳市金融商会 

深圳市外商投资协会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 

深圳市印刷行业协会 

深圳市黄金玉石珠宝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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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计算机行业协会 

深圳市福州商会 

深圳市户内外拓展培训行业协会 

深圳市对外经贸科技促进合作会 

…… 

等四十余家商协会。(排名不分先后) 

支持单位： 

新华网 

中国电影报 

深圳报业集团 

深圳广电集团 

深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深圳新闻网 

腾讯视频 

 

二、 大赛组委会及办公室成员 

 

主  席：   

李小甘  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王  石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会长 

副主席： 

陈庆澜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葛  明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执行会长  

秘书长： 

曾映丽  深圳微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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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 

王伟艳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常务副秘书长 

王  蓝  深圳微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 

刘子菲  深圳微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 

主  任：深圳微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靳斯文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诺德中心 30D 

组委会为更好的运营大赛，将在第三届聘请全国知名的影

视专家、企业文化专家作为大赛的顾问。 

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思路的指引下，把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建设和发展企业文化相结合， 

 

 

    三、主办、承办、协办方的职责 

1.主办单位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职责 

负责大赛组委会的统筹领导、政治把关，审定大赛的整体

实施方案。 

负责大赛组织实施过程中与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新

闻媒体以及涉及与中央、广东省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工作。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职责 

负责落实市委宣传部对大赛的各项工作部署，承担大赛组

委会的日常组织协调工作组织发动相关的商协会及企业参与

赛事。 

负责组织发动相关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协办大赛，并通过行

业协会商会广泛发动会员企业踊跃报名、提交作品，组织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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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各阶段的组织协调工作。                                       

2.承办单位 

深圳微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负责全面落实大赛组委会审议通过的实施方案，制定各阶

段的具体执行计划，定期向组委会报告各阶段的执行情况。 

负责以务实、高效、专业的精神，协调足够的人、财、物

投入大赛的启动报名、作品征集、专家评审、颁奖典礼等各阶

段组织运营及执行工作，做好大赛品牌运营、招商执行和协办

单位、支持单位的合作和沟通工作。 

3.协办单位 

负责推荐本商协会企业参赛报名，每家商协会推荐所在行

业协会企业参与数量不少于会员单位数量的 10%。 

组委会与各协办单位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权

利和义务。在建立协办关系后，由组委会向协办单位颁发牌匾。 

商协会配合大赛组委会的启动报名、作品征集、颁奖典礼

等各阶段工作。 

4.支持单位 

各家特别支持单位将负责大赛的媒体宣传及展播工作，在

大赛启动报名、专家评审、大赛颁奖等各环节配合进行宣传报

道。 

特别支持单位领导配合大赛组委会出席本届大赛的新闻

发布会、颁奖典礼等系列活动。 

 

    四、大赛规则 

1.参赛对象 

在深圳注册登记的各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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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品要求 

   （1）所有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内容充实、生动、健

康向上，不得出现色情、暴力、侵犯他人隐私、以及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得有抄袭行为，所有参赛作品的素材如涉

及侵权行为均由参赛者负全责。 

   （2）要围绕“企业文化”这一命题做文章。故事题材不限、

风格不限。作品应适应微电影的“微特点”，具备微电影的艺

术价值，有一定的艺术性、故事性。包括画面、音乐、音效、

字幕等元素，做到内容新颖，格调高雅，思想健康，画质清晰，

音质达标，具有深圳特色等。 

   （3）参赛作品片时长：分为 5 分钟、15 分钟、30 分钟三

种；技术指标须达到电视播出标准（画面清晰，声音清楚，标

注中文字幕）。 

   （4）参赛作品须制作成两种格式，即：适合电视播出标准

的 MOV、MP4 格式的 1080P 高清摄像和适合网站播出的

ELV/WMV/MP4 格式 720P高清影像。 

   （5）参赛作品须统一添加“大赛”指定片头（向“大赛”

组委会索取或到“大赛”官网页面下载），有完整的片头片尾，

片尾字幕必须有演职人员表。 

   （6）参赛作品须附详细文字说明，包括：标注“第三届深

圳企业文化微电影大赛”参赛作品，参赛单位名称或作者姓名，

参赛作品名称、作品主创姓名（编剧、导演、主要演员、摄影

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五、大赛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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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1月 —第二届大赛颁奖典礼暨第三届启动仪式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8月 —— 企业报名参赛 

2019 年 3月——“深圳人的美好生活”新闻发布会 

2019 年 8月下旬 —— 作品初评 

2019 年 9月上旬—— 作品终评 

    2019年 10月 —— 第三届颁奖典礼暨第四届启动仪式 

    2019年 10月—12 月—— 作品展映 

 

六、大赛评审专家 

 

评审会主席： 

    赵葆华    著名剧作家、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  委员 

 

初评评委： 

刘  军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院长  

南  翔   著名作家，两岸三地作家协会理事长  

王  樽   著名作家、影评人 

 

终评评委 

赵葆华   著名剧作家   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  委员 

李建阳   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 

康  伟   文艺评论家《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张晋峰   中国电影报副总编辑 

赵海鸿   CCTV1《大国品牌》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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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怡   新华网炫闻客户端融媒体主编 

李  冯   著名编剧，张艺谋御用编剧 

林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李凤亮   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 

 

七、报名方式 

1.各参赛单位根据征集要求，在大赛官网注册并下载填写

参赛报名表（单位组织参赛请加盖公章，影视公司及工作室个

人参赛请加盖作品版权拥有方公章），然后将报名表发送至

qywhwdy@163.com。若同一企业报送多件作品，须填写《参赛

作品明细清单表》。   

     2.参赛作品需统一标明“参赛企业名称+作品名称”，用

快递邮寄至组委会或发送邮件至 qywhwdy@163.com。邮寄及发

送邮件时请注明“中国.深圳.企业文化微电影大赛”参赛作

品。 

     3.所有参赛企业提交的作品，组委会将不予退还，请参

赛者自留备份，邮寄费用由参赛企业自行承担。    

     4.组委会以收到快递和邮件的两种方式视为完成报名程

序。 

 

八、大赛奖项 

1.故事片类型 

特别奖 1名  

金  奖 2名        

银  奖 3名 

铜  奖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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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纪录宣传片类型 

特别奖 1名 

金  奖 2名     

银  奖 3名 

铜  奖 6名 

3.公益片类型 

金  奖 1名 

银  奖 2名 

铜  奖 3名 

4.单项奖 

最佳编剧奖   1名 

最佳导演奖  1名     

最佳男演员奖  1 名 

最佳女演员奖  1 名 

最佳新人奖  5名 

最佳剪辑奖 1名 

最佳摄影奖 1名 

最佳音效奖 1名 

 

5.优秀组织奖 5 名 

6.组委会特别奖 5 名 

 

九、评选方法 

本次“大赛”将通过初评、中评、定评等环节，在坚持“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基础上，评选出第三届深圳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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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大赛各个奖项。 

    为确保“大赛”的专业水准和评选质量，组委会已邀请部

分著名企业文化专家学者、中国电影家协会、北京电影学院、

等一批国家级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导演等组成评审委员会（评

审委员会名单将在“大赛”官网实时公布）。 

 

十、成果展示 

电视媒体展播： 

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 

深圳电视台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深圳新闻网 

深圳机场、深圳航空视频播放展示区 

深圳地铁视频播放展示区 

深圳巴士视频播放展示区 

各商协会杂志 

自媒体渠道展示 

出品光碟及印刷书籍展示 

 

十一、作品版权 

所有参赛企业须确认拥有作品版权，严禁侵权行为，参赛

作品如违反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凡

涉及法律责任的均由参赛者承担；如有违法行为，组委会有权

取消参赛者参赛及获奖资格。 

“大赛”组委会及其合作组织拥有对参赛作品在公共媒体



 

11 
 

进行展映、公开宣传及结集出版等权利（展映、展播均为免费）。 

 

十二、其它 

本大赛坚持“党委政府指导、社会力量组织、企业主体参

与、市场化规范运作”的原则，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或机构以为

大赛冠名、传播广告、赞助等形式为大赛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具体方案，另行制订。 

 为使大赛成为我市大型企业文化常态性的群众活动，保

证大赛各项活动和业务工作的开展，提高工作效率和大赛的权

威性，拟刻制“深圳企业文化微电影大赛组委会”和“深圳企

业文化微电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两枚公章并按规定管理使用。 

 

十三、联系方式 

    官方网站：www.企业文化微电影.com 

    报名咨询电话：0755—82841306 

    报名邮箱：qywhwdy@163.com 

    微博关注：深圳企业文化微电影大赛 

    微信关注：深圳企业文化微电影大赛 

    邮寄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 1006 号诺德中

心 3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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