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盐城市委宣传部 
盐城市文明办 
盐城广播电视总台 
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共青团盐城市委员会 

盐宣通〔2020〕30号 

关于开展“讲好脱贫故事记录小康征程”全市 
第三届微电影大赛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宣传部、文明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团委、 

融媒体中心、广播电视台，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盐南高新区党 

工委相关职能部门，市各有关单位，在盐各高职院校： 

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之年。为充分展示我市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崭新面貌，体现人们身边和眼中的民 

——  1  —— 



  

 
 
 

生变化以及广大人们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多角度反映全 

市干部群众与时俱进、奋力前行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在抗击疫情 

中挺身而出、无畏奉献的担当精神和在扶贫攻坚中勇挑重担、攻 

坚克难的典型事迹，着力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 

性，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盐城广播电视总台、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团市委决定联合举办“讲好脱贫故事 记录小康征程” 

全市第三届微电影大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契机，进一步 

做强正面声音、弘扬主旋律、贯穿暖色调、突出幸福感，繁荣我 

市原创网络视听节目创作生产能力，努力推出一批鲜活闪亮的精 

品力作，为实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决战决胜打赢脱 

贫攻坚战提供坚强思想保障和强大精神动力。 

二、大赛主题 

“讲好脱贫故事 记录小康征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 

三、大赛时间 

2020年  8月—2020年   12月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市委宣传部  市文明办  盐城广播电视总台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团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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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盐都区委宣传部  盐城广播电视总台户外媒体 

中心  盐都区郭猛镇人民政府  盐城市广播电 

影电视协会 

网络支持：盐城发布  盐城网  智慧盐城  网易盐城等各大 

网络媒体 

大赛设组委会，成员由主办、承办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组委 

会办公室设在盐城广播电视总台，负责大赛的日常工作。 

五、参赛对象 

爱好微电影、短视频等融媒体产品创作并具备相应创作能力 

的团体和个人均可参加。每个参赛者提交作品数量不受限制，同 

一参赛者可以提交不同类别的作品，参赛作者（团体或个人）地 

域不限。 

六、作品要求 

1．主题要求：需围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主题主线，服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大局， 

以“讲好脱贫故事 记录小康征程”为主题，着力展现盐城高水 

平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崭新形象，干部群众在抗击疫情中挺身而 

出的担当奉献精神，扶贫干部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的典型事迹和 

广大人民群众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2．作品类型：参赛作品为数字化视频作品，创意手法、表 

现形式不限。微电影、微视频、网络剧、动漫、Flash  等视频种 

类皆可，主题形式包括：①纪录片②故事片③动画面④MV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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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宣传片等。 

3．作品时长：微视频作品片长  15-180  秒；微电影作品片 

长 3-30分钟。 

4．参赛作品必须为首次参加公开比赛的影片。 

5．参赛作品必须由参赛单位或个人原创，无违反社会道德 

及国家法律法规的内容。 

七、大赛主题单元设置 

本次大赛共设“讲好脱贫故事 记录小康征程”优秀微电影、 

短视频竞赛单元和“小康美景手机拍”作品征集、“道德模范 盐 

城好人”先进典型事迹专题短片征集三个单元。 

1．“讲好脱贫故事记录小康征程”优秀微电影、短视频竞 

赛单元 

作品可以故事叙事形式，或以各地城乡面貌、自然风光、文 

化活动或市井生活为题材，以精彩的人物故事、鲜活的镜头语言， 

让身边人讲身边事，让身边事激励身边人，生动反映全面小康的 

建设成果、疫情之下的感人故事、脱贫路上的先进典型。要求立 

意新颖，主题鲜明，格调高雅，具有故事性、艺术性、观赏性。 

2．“小康美景手机拍”作品征集单元 

小康路上，无论是我们的小“家”，还是祖国的大“家”，都 

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样的美景，值得我们用情拍摄；这样的 

变化，更有值得传颂的感人故事用心记录。本单元将同时征集手 

机短视频作品（要求时长 15-180秒，抖音、快手、微视各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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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发布皆可，点赞量也将作为评比依据之一）和手机照片作品。 

3．“道德模范盐城好人”先进典型事迹专题短片征集单元 

近年来，我市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涌现出 

一大批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 

各类先进典型，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爱敬诚善”的价值理念。 

为进一步树立鲜明的时代价值取向，在全市上下营造崇尚好人、 

学做好人、争当好人的生动局面，促进形成重品行、讲文明、促 

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本届微电影大赛特设“道德模范 盐城好 

人”先进典型事迹专题短片征集单元（要求时长 15分钟以内）， 

宣传身边好人的感人事迹。 

八、奖项设置 

1．比赛设置一等奖 1名，奖金  10000元（或同等价值拍摄 

器材）；二等奖 3名，奖金各  5000元；三等奖  5名，奖金各   3000 

元；优秀奖 10名，奖金各  1000元，并授予奖杯、荣誉证书。 

2．单项奖。比赛设置六个单项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 

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最具人气奖各 1名，奖金 

各 1000元，并授予奖杯、荣誉证书。 

3．优秀组织工作奖。对微电影大赛组织工作成绩突出的地区 

和单位，授予“优秀组织工作奖”，奖金各 1000元并颁发奖牌。 

4．“小康美景手机拍”十大优秀作品奖。对征集到的作品根 

据点击量和专家评比，产生十大优秀作品奖，奖金各 1000元，并 

授予奖杯、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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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道德模范盐城好人”十大优秀专题短片作品奖。对征 

集到的作品根据点击量和专家评比，产生十大优秀作品奖，奖金 

各 1000元，并授予奖杯、荣誉证书。 

以上奖金为税前金额，按国家税务规定代扣个人所得税。 

九、实施步骤 

1．宣传发动（2020年  8月—9月）。在盐城网开设“讲好 

脱贫故事 记录小康征程”全市第三届微电影大赛活动专栏页面， 

各地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各自宣传阵地特别是网络、微博微信 

（群）、APP等新媒体组织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参赛者可于 

8月  1日后登陆《盐城网》下载《微电影大赛参赛报名表》（复 

印有效），并于 10月  31日前报送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2．发布环节（2020年  8月）在盐城举办大赛发布会。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盐城广播电视总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团市委相关领导出席，并且邀请各县（市、区）委宣传部、文明 

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团委、融媒体中心、广播电视台，盐城 

经济技术开发区、盐南高新区党（工）委相关职能部门，市各有 

关单位，在盐各高职院校、省内部分高校代表及新闻媒体参会。 

3．作品征集（2020年  8月  1日—10月   31日）。大赛组委 

会通过各类主题活动对参赛作品进行宣传、推广，扩大大赛的覆 

盖面、参与面和影响力。各地各单位要确保参赛作品的数量和质 

量，各县（市、区）至少组织推介 10  部相关主题微电影或短视 

频作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盐南高新区至少组织推介 5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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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微电影或短视频作品。全市文旅、教育、金融、住建、医疗卫 

生等重点行业至少组织推介 3-5部相关主题微电影或短视频作品。 

4．作品展播与网络投票（2020年  8月—11月）。在盐城网、 

智慧盐城、盐城广播电视总台户外媒体、盐城发布等微信公众平 

台以及盐城广播电视总台全国金牌栏目《情感树》等栏目开辟专 

栏，对初选作品进行展播。“盐城发布”等微信平台同期发布作 

品并开展投票评选。 

5．评选表彰（2020年   12月）。邀请知名作家、导演、演 

员、专家学者等组成评委会，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综合网络投 

票情况确定获奖作品，最终参加颁奖典礼。获奖作品将通过盐城 

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平台集中展映，对优秀作品进行宣传推广。 

十、有关事项说明 

参赛者请将以下资料寄送至盐城广播电视总台户外媒体中 

心，并在信封注明“盐城市第三届微电影大赛”字样，截止时间： 

2020年  11月 1日  24点之前（以当日邮戳为准）。寄送资料包括： 

（一）《“讲好脱贫故事 记录小康征程”全市第三届微电 

影大赛作品申报表》一份； 

（二）亲笔签署姓名的《版权及有关问题特别说明》告知书； 

（三）剪辑完成的 DVD作品光盘，封面请注明作品名称， 

同一部作品的视频格式各转为 MOV（H264）格式和 WMV格式， 

像素比例为高清（1920×1080）、标清（720×576）。 

另须报送以下电子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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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填写完整的《“讲好脱贫故事 记录小康征程”全市第三 

届微电影大赛作品申报表》； 

②参赛作品的海报一张（须体现片名、影片类别、出品单位、 

编剧、导演、演员等元素），可用于任何出版物的矢量图或高精 

度 JPG文件； 

③参赛作品剧照一张，用于参赛作品视频画面截图和任何出 

版物的高精度 JPG文件； 

④主创人员（编剧、导演、男女主角、摄影、剪辑等）彩色 

近照 1张（生活照或工作照均可），可用于任何出版物的高精度 

JPG文件； 

一旦提交参赛作品，参赛者即授权“讲好脱贫故事 记录小 

康征程”全市第三届微电影大赛活动组委会在报纸、电视、网络、 

手机等各类媒体、宣传印刷品、出版物及盐城网等媒体中公布短 

片简介、剧照、主创人员照片等信息，相关信息均以参赛者亲笔 

签名的申报表资料为准，作品一经刊出，相关信息不予更改。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人：盐城广播电视总台户外媒体中心、影视中心 

陈婧（13770065750）、李洁（15205108770） 

联系电话：0515-88436377；0515-88436046 

电子信箱：65011644@qq.com 

通讯地址：盐城市解放南路 176号  B2楼   209 

邮 编：2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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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讲好脱贫故事 记录小康征程”全市第三届微电影 

大赛作品申报表》 

中共盐城市委宣传部 

盐城广播电视总台 

盐城市文明办 

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共青团盐城市委 

2020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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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讲好脱贫故事，记录小康征程”全市第三届 
微电影大赛作品申报表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大赛单元 

片   长 _________  分 秒 

�故事片   �纪录片   □动画片   □MV  □公益宣传片    �照片 

□微电影、短视频 □ “小康美景手机拍”  □“盐城好人 ”专题短片 

制作单位 
地址 联系方式 

（或个人） 

拍摄时间 

拍摄机型 

是否已播出 □ 是 □ 否 

高清（1920×1080）   拍摄设备名称： 

标清（720×576） 

(150字以内) 

拍摄设备名称： 

作品简介 

职 务 姓  名 联 系 方 式 

手机： QQ号： 
编  剧 

E-mail： 身份证号： 

手机： QQ号： 
导  演 

摄  影 

剪  辑 

男演员 

女演员 

E-mail： 身份证号： 

手机： QQ号： 主创人员 
E-mail： 身份证号： 

手机： QQ号： 

E-mail： 身份证号： 

手机： QQ号： 

E-mail： 身份证号： 

手机： QQ号： 

E-mail： 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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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版权及有关问题特别说明 

1．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参赛者自行创作的原创作品，如改编他人作品，请出具原作者委托书。 

组委会不承担版权问题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其法律责任由参赛者本人承担。如参赛作品版权存 

在纠纷或争议，组委会保留取消其参赛资格及追回奖项的权利。 

2．入围初评的作品，大赛组委会将于“讲好脱贫故事 记录小康征程”全市第三届微电影大赛 

期间在电影院、高校、广场等公众场所展映，参赛者需积极配合组委会提供高视听质量的作品。 

若不同意参加展映或对展映有特别要求，请在版权特别申明中注明。除非参赛者在填写申报表 

时有版权特别申明，大赛组委会与合作组织有权无偿在媒体上展示、展播、结集出版或用于宣 

传、艺术教育、文化交流等相关的公益性活动。 

3．参赛者需授权允许组委会剪辑其参赛作品，作为“讲好脱贫故事 记录小康征程”全市第三 

届微电影大赛当前或未来宣传节目的一部分，在电影院、互联网、手机电视和公众场所展映， 

及采访或宣传片中使用。作品片段授权使用期限默认为 1年，期限到期时，如无特别声明，则 

视为作品片段使用期限自动延长 1年。 

4．组委会将以报名表中的填写情况作为获得版权的法律依据。由于报名表填写结果所产生的 

所有版权法律纠纷由参赛者自行负责解决。参赛者选送的参赛作品一旦进入大赛评选环节，即 

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参赛作品。 

5．大赛不承担参赛作品在邮寄过程中的丢失、毁损责任及其他由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任何参 

赛资料的遗失、错误或毁损责任。所有送选作品光盘及资料不予退还，请作者自留备份。 

6．参赛者须如实、完整填写申报表内各项内容，其提交的所有信息必须真实合法，否则组委 

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并追回奖项奖品；对于联络方式未注明或有误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参赛 

本人承担；获奖作品的证书、奖杯及奖品，以报名表和光盘所附信息为准。作品一经刊出，相 

关信息不予更改。 

7．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获奖选手参加颁奖典礼等一切活动，往返交通费等由参赛 

单位自理。 

8．所有类型的作品内容须健康向上，不得含有色情、暴力、血腥等不良内容，不能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相抵触。 

9．最终获奖名单以“讲好脱贫故事 记录小康征程”全市第三届微电影大赛组委会公布的结果 

为准，主办方将协助和支持获奖微电影作品的深度推广。 

10．凡递交作品并报名参赛的作者，即视为已了解、熟知并同意上述有关版权问题的说明和承 

诺。 

11．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属于“讲好脱贫故事 记录小康征程”全市第三届微电影大赛组 

委会所有。 

版权特别申明：是否同意上述说明： □同意 

年 

□不同意 

月 
参赛者签名： 日 

——  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