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大明星」
第一季•全国城市海选

华纳音悦携手华谊兄弟 强强联手
首次全国各省市县招商 千城海选
全国主流媒体关注报道 激情报道
最接地气艺术人才选拔 各种才艺
整合地方培训机构资源 打破瓶颈

项目地鸟瞰图

项目地鸟瞰图



☆华谊兄弟影视城☆华纳音悦专属舞台 ☆全国百城落地海选☆



在韩国，十个青少年就有一个是明星或练习生
在中国，明星及艺术人才缺口高达5000万以上…

【华纳音悦携手华谊兄弟 ◆打造线上线下明星梦工场】

华谊兄弟电影世界总投资35亿人民币、以自持电影知识产权为主题的世界级影视
文化娱乐体验项目。集实景电影、穿越式游览、沉浸式体验、明星化娱乐服务于
一身，包括「华纳音悦▪我是大明星」秀舞台等内容，超越了传统文化娱乐的体验。
是一个颠覆传统娱乐、传递感动和展示中国文化精髓的体验及展示基地！



声 台 形 表

海选形式：声、台、形、表，一个都不能少；综合、单项、专业、非专业均可参赛！
✔声乐 ✔舞蹈 ✔走秀 ✔表演 ✔器乐 ✔曲艺 ✔绘画 ✔戏曲 ✔杂技



华纳音悦 ▶ 全球唯一《我是大明星》选拔赛

• 第一季《我是大明星》青少年才艺大赛全国城市海选 ，由
华谊兄弟指定自行投资的影视基地「华纳音悦▪我是大明星」
舞台才艺展示，由华纳音悦全球唯一主办暨全国招商，各
省/市/县代理商由第一季《我是大明星》全国组委会(华纳
音悦)统一授权。每个县/市通过各类才艺选拔，各县/市最
终有30-50名各类才艺选手荣耀登上华谊兄弟《我是大明星》
舞台表演及参赛资格，所有选手将获得不同奖项，以资鼓
励。

• 全国总决赛前30强均有机会签约华纳音悦「偶像练习生」
国际明星班，并获得定期选送韩国集训，从此走上「星光
大道」 。

• 所有地方参赛选手不管是否晋级，均可获得个人资料上传
华纳音悦《我是大明星》APP平台展示，为选手获得各种出
道机会和代言、通告、影视、表演等机会。

我是大明星



赛事安排



赛事流程

地方赛区

选拔

•由组委会授权全国100家以上的城市海选，每个城市有20-50名
各类才艺选手参加《我是大明星》全国复赛，区域复赛前十强
参加全国半决赛及总决赛资格。不管复赛/半决赛/总决赛，所
有参赛选手均可获得全国组委会颁发不同奖项，以资鼓励。

中国区

总决赛

•全国总决赛30强选手均有机会获得华谊兄弟《我
是大明星》暨华纳音悦「偶像练习生」签约资格，
全国冠、亚、季军获得直接签约及C位出道。

我是大明星

签约仪式

•所有签约选手定期出席各类大
型通告，明星同台演出，原创
单曲/专辑或个人特长明星方
向包装打造。为个人配置助理、
经纪人、宣传等专职人员。所
有投资有公司负责。



我是大明星

全国选拔赛

跨越中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约300+地级市/1000+县级市

北京
BeiJing

江苏
JiangShu

上海
ShangHai

四川
SiChuan

浙江
ZheJiang

安徽
AnHui

云南
YunNan

贵州
GuiZhou



第一季《我是大明星》全国城市海选分赛区的运作

• 分赛区既可通过官网的全国报名平台：www.mxmfx.cn或华纳音悦微信公众号或华
纳音悦《我是大明星》小程序/APP平台。分赛区资源整合本区域内的参赛选手，
也可同时开通本地区报名平台，在将两方面报名选手统和后，初选筛选出100名，
并最终由区域海选+网络投票评选出本地区入围选手20-50名参加全国复赛。

• 分赛区招商+报名+海选可在2018年09月至2019年06月底截止，此期间招商/海选两
不误，可分艺术种类海选，亦可综合海选，每季度筛选出来的优质选手轮流直接
参加全国复赛（全国复赛每月2场固定场所：华谊兄弟影视城「华纳音悦▪我是大
明星」舞台轮流举行），复赛晋级选手于2019年7-8月统一参加全国总决赛。

• 分赛区承办方拥有「华纳音悦•我是大明星」全国城市海选在本地区的名称使用权、
商务开发权利、活动执行权、活动冠名权。分赛区与第一季《我是大明星》全国
组委会 “华纳音悦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主办/承办及地方唯一代理商协
议，在全国组委会指导下，推进分赛区的各项工作。



分赛区报名、甄选及奖项设置
1）报名及甄选：
• 登陆活动官网（活动官网网址： www.mxmfx.cn；或华纳音悦微信公众号/小程序/APP平台 ）
• 填写报名表内容，上传参赛者照片，年龄5--16周岁（部分地区需要成人组比赛另行申请）
• 网络及微博投票
• 舞台海选/评委会投票
• 通过投票甄选出分赛区候选人
• 活动直播指定平台：待定（华纳音悦指定）

2）奖项设置：
• 分赛区冠军1名；赛区亚军1名；赛区季军1名——直接进入中国区总决赛
• 分赛区优秀选手直接参加全国复赛，组委会颁发鼓励奖项（限50名额）：

– 最佳潜力之星
– 最佳声乐之星
– 最佳上镜之星
– 最佳舞蹈之星
– 最佳模特之星
– 最佳新秀之星
– 最佳明日之星
– 最佳表演之星



参赛及获奖者奖励设置

• 各分赛区冠、亚、季军直接参加全国总决赛且具有优先签约权；

• 全国总决赛前10强直接获得华纳音悦「明星班」签约资格，前
30强选手均有机会签约华纳音悦「偶像练习生」梦工场；未晋
级全国30强选手通过网络投票均有机会在华纳音悦「我是大明
星」APP首页推荐。

• 全国复赛/半决赛/总决赛优未能晋级选手均有机会获得组委会
推荐各类通告、明星同台、代言或影视试镜等机会。

• 各分赛区奖励，由分赛区自行确定。

• 报名有奖：各分赛区前100名参赛报名者均有机会获得「我是
大明星」全国总决赛暨华谊兄弟影视城入场券或复赛/半决赛/
颁奖晚会入场券机会。



演于心

形于体

声于情

• 模特

• 声乐

• 舞蹈

• 器乐

• 曲艺

• 表演

• 绘画

• 口才

• 其他

分赛区比赛内容



外景活动

• 组织参赛选手参观当地
慈善机构、旅游景点与
特色区域、生活体验等

试镜活动

• 组织参赛选手在指定地
点学校、地产、商场、
景区等进行试镜或花絮
拍摄

直播活动

• 组织参赛选手在活动中
进行组委会指定平台直
播，或地方电视台直播、
录播，吸引受众最广泛
关注

分赛区可组织的其他活动内容



历时12个月 横跨全国300分赛区1000多个县市

全球唯一「我是大明星」青少年才艺大赛城市海选

华谊兄弟&华纳音悦 两大国际品牌邀您共享



华谊兄弟影视城「我是大明星」典礼仪式
出席人员（排名不分先后）：成龙、冯小刚、徐克、王中军、王中磊、葛优等



华谊兄弟影视城「我是大明星」典礼仪式
出席人员（排名不分先后）：赵又廷、Angelababy （杨颖）、林更新、冯绍峰 、阮经天等



拟定报道媒体



拟定报道媒体名单

主要以有落地比赛城市的地区媒体为主



拟定报道媒体名单



关于华谊兄弟&华纳音悦「我是大明星」梦工场
★中国版的“迪士尼”☞带你领略电影/娱乐/艺术帝国
★总投资35亿 ☞让有梦想的人走上「我是大明星」舞台
★仿佛戛纳电影节 ☞除了红地毯，还有超豪华娱乐体验
★华纳音悦「我是大明星」专属舞台 ☞我们一直在等你



华谊兄弟& 华纳音悦「我是大明星」总决赛 项目地鸟瞰图



华谊兄弟影视城 ▶华纳音悦「 我是大明星」 ▶舞台/外景/广告牌实景图





所有参赛选手均有机会免费获得华谊兄弟电影学院科技电影体验入戏穿越



所有参赛选手均有机会免费获得华谊兄弟实景电影现场观摩及体验



所有参赛选手均有机会获得「我是大明星」舞台表演机会及荣誉奖项



所有参赛选手均有机会明星零距离 同台演出及合影机会



所有参赛选手均有机会免费观摩及入戏穿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电影重现



所有参赛选手均有机会免费观摩及入戏穿越《太极》系列电影重现



所有参赛选手均有机会免费观摩及入戏穿越《集结号》系列电影重现



我是大明星·全国组委会成员
总顾问：王中军 王中磊 华谊兄弟影视集团 董事长/创始人
主席/总导演：许兴刚 华纳音悦 董事长 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城市海选全国总决赛 导演
艺术总监：王健 上海秀未来艺术培训机构 创始人
副导演：许磊 华纳音悦 总经理 中国明星经纪行业协会 副会长
直播/录播导演：倪柯强 猛龙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创始人
主任：洪星柚 第二季《中国新歌声》首席评委 韩国知名娱乐导师
秘书长：马木易 第二季《中国新歌声》首席评委 知名音乐制作人

组委会成员：
1、全国总决赛拟邀评委及参演明星：

杨坤、赵雅芝、王杰、温碧霞、乌兰托娅、陈志朋、张洪量、许秋怡、安琥、汤镇业、刘锡明、李袁杰
王一鸣、许歌淳一、朱佳煜、司五六、王李腾子、璐嘉、徐艺菲、月亮姐姐、红果果、绿泡泡、董浩......

2、活动运营中心
总 策 划： 许兴刚 项目总监：杜梅 全国招商：孙红、倪柯强、干海波、徐嘉慧、杨

红、马金辉区域督导： 杨林 活动统筹：许磊 兰萍、陈向奎、王建......
声乐指导：马木易 舞台总监：洪星柚（韩国）
活动传播：安晚珍 艺术督导：陈承希
3、总决赛主持团队：（拟请央视、卫视主持）
央视《少儿频道》红果果+绿泡泡、央视《电影频道》王春婵、央视《少儿频道》董浩、央视《首映》吴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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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决赛拟定评委
杨坤/董浩/赵雅芝/王杰/温碧霞/乌兰托娅/陈志朋/张洪量/许秋怡/安琥/汤镇业/刘锡明等



全国独家承办机构•华纳音悦（简介）

华纳音悦董事长许兴刚先生擅长艺人包装、娱乐策划、大型活动导演、音
乐制作等。许兴刚先生现任“华纳音悦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中
国明星经纪行业协会会长、上海许氏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菲
音悦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曾担纲2017《中国新歌声》城市海选
全国总决赛导演，2018《孔雀之星》全国城市海选总导演……内地知名词
曲音乐人、娱乐策划人”。公司自1999年以来，承办、策划及导演各类大
型演出与赛事高达仅千场次，累计为全国300多家企业合作明星代言成功
案例，并成功包装及推广100多名知名艺人以及直线合作过1000多名各类
明星演出、代言、歌曲推广发布、艺人定位策划等；目前公司参与运营的
2019《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华纳音悦《童星梦工厂》全国连锁、
第一季《我是大明星》全国城市海选……正在全国有序进行中。



华纳音悦董事长/许兴刚 ▶中国好声音/总导演

华纳音悦董事长许兴
刚先生与叶茂中、王
中军、王中磊并称为
茅庐四杰。四人均擅
长谋略、策划、影视、
娱乐、营销。连续三
年担纲《中国新歌声》
即《中国好声音》全
国城市海选总决赛导
演及上海赛区首席评
委。



华纳音悦董事长许兴刚与明星好友合影留念



华纳音悦董事长许兴刚与明星好友合影留念



华纳音悦董事长许兴刚与明星好友合影留念



华纳音悦董事长许兴刚与明星好友合影留念



华纳音悦董事长许兴刚与明星好友合影留念

所有加盟机构，均可
申请“华纳音悦董事
长许兴刚或歌坛童星
许歌淳一”友情代言，
并定期亲临指导策划。

所有加盟机构，均可申
请“华纳音悦董事长许
兴刚”亲临现场免费演
讲《明星的怎样炼成的》
大师课。



每一位选手都是地方海选「我是大明星」的代言人



我是大明星

合作方式
Cooperation



分赛区承办方合作
Sponsorship



合作条件

• 分赛区承办方向第一季《我是大明星》全国城市海选组委会(华纳音悦)申请
授权后，经组委会考核同意，可获得本年度本地区唯一独家承办权益；

• 获得《我是大明星》全国组委会授权后，以“第一季《我是大明星》全国城
市海选XX站”名义在当地开展招商、选手招募、地面海选、地区选拔赛等各
项工作；

• 分赛区承办方在获得《我是大明星》全国组委会授权下，可授权当地的区域
赞助商为“第一季《我是大明星》全国城市海选XX站”总冠名、支持单位、
指定产品等招商权限；所有收益归区域代理商所有。

• 分赛区承办方可获得《我是大明星》全国组委会全球媒体平台对本赛区的大
力宣传和推动，包括但不限于：在官网开设分赛区专区、我是大明星PTT广告
位、华纳音悦官网链接等；国内报纸杂志报道；百度、今日头条、新浪、搜
狐、新华、中华演出网、全国地方及各大媒体的报道与宣传。



分赛区「我的大明星」总冠名合作
（仅供分赛区参考使用）

Title Sponsorship



1、晚宴合作

4、宣传配合

2、落地活动

3、公益活动

 品牌植入
 产品植入
 功能植入

 企业公益活动
 其他公益活动

 形象代言
 长期合作

 落地路演
 其他活动

合 作 模 式合 作 模 式



 主背板体现“地方冠名”品牌名称和logo标识
 “地方冠名”公司嘉宾以评委身份出席
 晚宴请柬、宣传品均体现“地方冠名”品牌标识
 “地方冠名”企业相关的环节植入（需共同设计）

 现场企业VIP座位专区
 媒体采访区背景带有“地方冠名”品牌标识
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现场报道及之前丰富的预热报道

晚宴合作——企业专属发布会晚宴合作——企业专属发布会



落地活动落地活动

 由组委会统一提供各类设计物料，地方运营机构负责活动落地，接受承办方全程督导及指导，统一布局
 以“第一季《我是大明星》全国城市海选”的形式，在活动开始前，进行当地的预热落地推广。
 由全国组委会授权使用LOGO及全国城市回响统一物料。



 选手在比赛前，会前往当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养老院、偏远山区等地区，参加公益活动及生活体验
 其他慈善活动（慈善捐助的对象为因家庭原因导致的弱势群体，如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离异家庭儿童心理辅导等）

公 益 活 动公 益 活 动



分赛区其它赞助商合作
Official Sponsorship



其它赞助商

• ▲赛事活动现场物料的LOGO体现：如邀请函、背景板、海
报等

• ▲“我是大明星” 官方微博进行企业相关内容的报道

• ▲公司领导作为贵宾出席慈善晚宴

• ▲活动现场不低于5%的贵宾赠票

• ▲“我是大明星”官方LOGO的使用权

• ▲活动宣传册及DVD，活动现场鸣谢等

其它赞助商
Offical 

Sponsorship



一、官网报名通道：华纳音悦官网/我是大明星APP/小程序平台。
二、地方报名通道：地方运营机构负责。
三、地方海选招商及落地方案：地方运营机构负责。
四、地方运营机构与全国组委会权利及义务：以双方合约为准。
五、项目启动及结束时间：以合约为准。
六、活动落地推进时间表：2018年10月—2019年06月31日为地方招商/海选；2019

年07月全国复赛/全国半决赛/循环运作。2019年08月全国总决赛。
七、分赛区海选运营及落地等费用：组委会有偿授权（具体另附或电话咨询）。分赛

区运营商通过市场冠名等招商获得回报，盈利部分全部归地方运营商所有。
八、全国复赛/半决赛/总决赛评委及落地费用：全国组委会•华纳音悦负责。
九、本次赛事最大亮点：

1.华谊兄弟+华纳音悦品牌使用权。
2.华谊兄弟影视城总投资35亿人民币暨华纳音悦《我是大明星》专属舞台，同
行业望尘莫及。

3.整合地方培训机构资源，让每个培训机构的孩子们有一个全面展示才艺的机
会 ，提高培训机构品牌度、美誉度、知名度；有效打破培训机构瓶颈。
4.每个赛区有20-50名选手参加全国复赛/总决赛机会。
5.地方代理商收益面广，零风险（具体另附）。

活动说明活动说明



地方海选物料设计（PSD图另附）



地方海选物料设计（PSD图另附）



结束语
• 不管你是艺术培训/教育机构，或者是文化传媒/广告公司，亦或是儿

童摄影/其他跨界行业，只要代理即可获得“华纳音悦&华谊兄弟「我
是大明星」战略合作品牌永久宣传及使用权”。这是花费几百万或几
千万元也望尘莫及的大品牌企业背书。

• 用几万或几十万元的投入，做几百万元项目，这就是「我是大明星」
全国城市海选最大的卖点。

• 未来最好做的生意，就是儿童艺术培训及教育机构，所以马云即将转
战教育行业。我们做的不仅仅是「大明星」，后续资源整合及更多与
“大明星”关联的延续项目将持续落地，且无需您二次投资。最赚钱
的其实是您抓住了“少年儿童培训资源”，只要拥有了资源，您就拥
有了行业内最大的发言权。

• 鉴于商业模式保密原则，后续赚钱模式另附。



谢谢观赏 期待合作
华纳音悦（上海）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第一季《我是大明星》全国城市海选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