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届好莱坞 2019.8.25

邀请函

诞生世界上第一位童星主席的电影节

GOLDEN  STATUETTE  INTENATIONAL  FILM FESTIVAL U.S.A



精彩回放11

破世界纪录

首届小金人国际电影艺术节在美国旧金山开幕

1.诞生世界第一位童星电影节主席

2.全球征片六位终生奖46部最佳奖

3.邀100名特型演员挥手视频祝贺

4.电影节公益大使单骑车横穿美国

5.副州长议员市长贺函领事馆支持

6.小金人春晚首播华人频道优酷网



第二届独家特色(美国好莱坞举办)

2

1. 北京饭店第二届电影节启动仪式！
2. 征片增项关注青少年影片的人才！
3. 好莱坞8月25日隆重红毯颁奖会！
4. 学习创业爸爸自己挣钱美国游学！
5. 电影学院小导演班拍片星光大道！
6. 小金人快闪星光迪士尼PK米老鼠！



美国小金人国际电影艺术节简介 首届小金人电影节是美国好莱坞3D电影集团
Hollywood 3D Film Croup、美国国际策划家协会的独
家创意策划、美国小金人集团等21家联合举办的首届
“美国小金人国际电影节” GOLDEN  STATUETTE  
INTENATIONAL  FILM FESTIVAL U.S.A ，2017在
美国旧金山开幕并在中国北京闭幕。首创电影节百年
历史：诞生世界上第一位电影节童星主席鲍天缘！好
莱坞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87版红楼梦编剧、影
视片头书画泰斗等6位获终身成就奖，41项影片与剧
本大奖，22名小主席、小副主席、小天使获奖。邀请
100名特型艺术家为电影节视频祝贺、电影节公益大
使单骑车横穿美国而轰动中美主流媒体的采访报道。

首届电影节开门红，获得世界汽奶金奖发明家蔺
建军董事长的独家冠名！二届启动仪式获赞助，成为
北京饭店第三家影视发布的单位！电影节授权31家公
司成为电影节才艺选拔赛的项目单位。因首创童星主
席打破电影节的世界纪录而一炮走红(将申请吉尼斯世
界纪录)！

来了

打破百年电影纪录：
孩子担任电影节主席！

星光大道上
小奥斯卡来了！



征片网络

旧金山组委会。

征片才艺

亚洲组委会艺术

征片才艺

香港组委会。

才艺征片

征片才艺

新加坡组委会。

海外征片

捷克组委会

小金人电影艺术节组委会简介

大中华组委会

好莱坞红毯
美国总部

电影节组委会



全球征片！好莱坞颁奖！

第二届小金人电影节特色是，电影节
的舞台上除了成人主席外，曾加童星
主席。汇集世界各国成人电影的评选
表彰，征集时代风向标的时尚片、反
映青少年影片、微电影、创意剧本、
才艺等活动，经过评专评、网评、童
评等，推出高质量、高水平、高视率
的影片表彰推广。为净化孩子们视频、
保护纯真的心灵、为回归自然生活而
努力！在世界顶级的好莱坞圣地，为
世界青少儿电影主席争得一席之地！。

北京饭店
启动

第二届国际电影艺术节北京饭店启动

本届电影节重在奖励创新影片、关注青
少年题材的电影公司、鼓励中青年导演的
影片、纪录片及剧本，电影节打破多项国
际纪录，增设各国大使馆推荐影片，突出
奖励电影的制片人、投资人、企业家赞助
和公益组织单位。

电影节同期还举办夏令营，鼓励学生自己
挣钱去美国参加电影节！美国小金人电影
学院为配合电影节，举办为期两周的【小
导演班】一路拍片获双奖，要在好莱坞星
光大道快闪，留下未来之星的梦！迪尼斯
乐园小金人表演PK米老鼠等系列活动！是
最物有所值的启迪励志梦想的机会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电影节和【小导演】夏令营将是
一次难得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活动。孩子们可以亲身体验好莱坞
“小奥斯卡”红毯颁奖！小金人来了！她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
造辉煌！本届电影节影片奖、剧本奖、组织奖超过40项，艺术节
童星奖和成人才艺奖将超过50项。获奖人将在奥斯卡的故乡——
好莱坞举行隆重的红毯盛典。让世界关爱小金人！让孩子们当主
席！站在世界舞台上！送上您的影视作品，送上您才艺大赛，小
金人国际金奖恭候您和孩子们走进好莱坞红毯！

中美建交40周年 巧遇小金人电影节华诞2周年

好莱坞“小奥斯卡”奖等您拿！



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
美国润通集团 美国硅谷时报
美国重炮娱乐公司 美国圣保罗大学
美国小金人电影学院 美国好莱坞3D电影集团
美国洛杉矶常青藤学院 电影节亚洲大中华组委会
中企资本联盟文化产业研究院 中企资本联盟文化产业研究院
北京智府影视文化交流中心 美国好莱坞国际影业有限公司
小金人电影(浙江自贸区)公司 小金人电影(浙江)公司北京分公司

特邀联合主办
北京航空旅游专修学院 北京影视研修学院

北京德普世纪国际广告公司 剧有料联盟国际影业

华人频道[华人影响力]栏目 北京哨韵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北京凡事成国际电影文化公司 北京天月明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唯美新画面影视制作公司 中懿兴[北京]国际文化传播公司

北京知行创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华夏之声栏目（中央广播电台）

主办、联办、协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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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名称
小主席

唐 贺

小副
主席

赵 斌

务名称小天使

于丽娜

总冠
名席

徐维维

电影节组委会创始人， 电影节主席、副主席、冠名、赞助等您拿！

主席主席
执行
主席
执行
主席

副主
席
副主
席

形象
大使
形象
大使

赞助
单位

联合
主办

您和孩子都有机会获得！ 机会难得！

会刊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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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好莱坞3D电影集团 电影节亚洲组委会
美国小金人国际电影节组委会 电影节大中华组委会
北京天月明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哨韵文化艺术公司
北京凡事成国际电影文化公司
剧有料联盟国际影业（北京）有限公司
小金人电影(浙江自贸区)股份有限公司
小金人电影(浙江自贸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



0202

0303 0404

0505

06060101独家让孩子们
自己挣钱游学

小导演班一路自
拍，当制片人！

可获电影学院
电影节2个奖 星光大道上PK

奥斯卡小金人

学习爸爸创业
人小立大志！

您给孩子什么
机会！就有什
么回报！

小导演
夏令营
小导演
夏令营

小金人电影节【小导演】班夏令营， 六大独家策划！限额50名！



一 电影节: 2019.8.24—8.25
（8.25日好莱坞颁奖盛典）

夏令营：8.14—8.27

一 举办地点：美国洛杉矶好莱坞
二 活动内容：

1.电影节评选揭晓好莱坞颁奖盛典！

2.小奥斯卡之夜给你梦想表白机会！

3.电影节影视公司导演制片交流会！

4.自己创业挣钱去美国游学看世界！

5.星光大道快闪明星梦PK米老鼠！

6.电影学院小导演班一路拍获双奖！

一 电影节: 2019.8.24—8.25
（8.25日好莱坞颁奖盛典）

夏令营：8.14—8.27

一 举办地点：美国洛杉矶好莱坞
二 活动内容：

1.电影节评选揭晓好莱坞颁奖盛典！

2.小奥斯卡之夜给你梦想表白机会！

3.电影节影视公司导演制片交流会！

4.自己创业挣钱去美国游学看世界！

5.星光大道快闪明星梦PK米老鼠！

6.电影学院小导演班一路拍获双奖！

美国组委会总部：(001)-408-667-3321  微信：ttt408 网址www.xjrfilm.com 邮箱 usa555888@163.com

电影节亚洲组委会总部：赵金明86-13601052491    魏旭桉榵86-15001313158  毛吉成13801150888

电影节大中华组委会总部：江歌86-13501362949夏令营报名：唐婉璐86-15901311792

电影节征片报名：魏潇霞86-15001313158   徐维维001-412-4252001  王昆：13051785751

电影节征片、艺术节选拔 报名时间

2019年4月25日至7月25日。
1. 原创、主题、新颖、创意、时尚、积极向上。
2. 参加作品：故事片，网大电影片、青少儿故事片、

纪录片/动画片/剧本/短片/儿童微电影/音乐/广告
片。

3. 作品规格：将影片正片、预告片花、电影海报、
主创团队资料打包上传至百度云盘，将链接和密
码发送至组委会指定邮箱。提交分辨率为
1920*1080的MOV或者MP4格式的影片文件，
须使用苹果ProRes 4:2:2 HQ编码。

4. 参评范围：不拘一格评选好作品、优秀艺术人才。
5. 初赛需填写报名表并提交作品，入围影片需要中

英文字幕版。详见附件。

电影节（夏令营）举办时间地点

注：电影节参赛作品免收报名费，仅收取专家评审劳务费。

http://www.xjrfilm.com/
mailto:usa555888@163.com


第二届美国小金人国际电影艺术节，2019年8月25日在好莱坞举办颁奖盛典！

小金人国际电影节征片报名办法

参评作品 评审费（$/部）海外地区折合本国汇率
6月25前 7月25前 备注

长片（90分钟） $100 $300 1奖品邮费自付
2宣传费用协商
3会议保险自理
4展映影片免责
5加场展映协商
6汇率当天为准

短片（40分以下） $80 S200

纪录片、剧本、广告 $60 $100

各种才艺大赛 $40-80 $80-150

少儿短片作品 $50 $100

其他作品 $50 $100-150

说

明

1. 未入围电影节的，总部不收费，由地区组织单位自定选拔报名费。
2. 选手报名可在各个组委会报名，也可以网上直接报名、提交作品。
3. 学校团体（10部作品）或5人以上团体报名优惠20%，特殊经济困难者可申请免费。
4. 赞助回报的小副主席、小天使、形象大使的作品免费报名。
5. 参加电影节夏令营的作品免报名费。
6. 成本收费作为管理、宣传，场地、评委及办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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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节才艺选拔赛项目 项目人 主办单位
1 《小厨神大赛》 蔡乐 中国统一教育网

2 小天才选拔赛 蔡乐 北京德普世纪国际传媒

3 《最佳女主角》影视演员选拔赛 魏潇霞 剧有料联盟国际影业（北京）有限公司

4 《小金人电影歌曲选拔赛》 赵薇 北京凡事成国际影视文化公司

5 《小品/主持人选拔赛》 赵薇 同上

6 旗袍车模/彩妆金奖选拔赛 李煜 北京唯美新画面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7 中华武林小金人冠军选拔赛 李煜 同上

8 新媒体电影征集选拔赛 赵金明 北京智府影视文化交流中心

9 小金人大明星电影征集选拔赛 李金龙 同上

10 童星演员小天使选拔赛 阎冠军 北京天月明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11 小导演金奖作品选拔赛 阎冠军 同上

12 《中国活力舞选拨赛》 王进江 香港旅游卫视全球知青俱乐部

13 《小金人飞天空姐空哥》
金奖选拔赛

江 歌 陈根生
贾月亮徐晓雪

大中华组委会、北京航空旅游专修学院、
哨韵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北京巨星艺术学校

14 千家院长筹建美国【古玩城】 李梦茹徐丰 中懿兴（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5 《校园青少年微电影》征片 秋怀英 北京祥合文化有限公司北京知行创思教育科技公司

16 《电影节小主席》选拔赛 唐贺毛集成 美国小金人电影学院中国校园健康行动网巨星艺校

17 好莱坞《小金人夏令营》 唐琬璐梅子 中企资本联盟文化旅游研究院北京电影研修学院

18 亚洲小金人青少年才艺选拔赛 范洪权齐春娥鲁艺 纵观奇闻栏目华夏之声栏目

19 电影节摄影师金奖选拔赛 顾潇潇炮海伦 美国小金人电影学院重炮娱乐好莱坞3D电影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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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美国小金人国际电影节【小导演】夏令营大陆收费办法报名热线

(一) 夏令营总费用为￥29500，含机票、小导演培训班、美国的吃住行、游览参观、免费参加电影节。但不
包含签证费及特殊要求的费用。 

(二) 报名费￥599元，预付款￥5000元，需提前1-2个月办理签证。签证拒签退费。非主办方的原因的不
退报名费。 

(三) 免费【小导演】夏令营： 
1. 为鼓励学生自己挣钱去美国，名额限前20名可参加【美国创业爸爸90位人物】的售书活动。电影节

补贴部分。可以免费参加电影节夏令营。 
2. 售书办法：推售600册*￥60元/册=￥36000元，即：￥29500-（￥36000-￥9600）=￥26400，

成本=￥16元/册（印刷/人工/包装/税收/运输等）600册成本为￥9600元。 
3. 销售要求：每销售100本/可省钱￥4400，以此类推。 即：￥29500-（￥6000-￥1600） 
4. 报名时间：2019.5.15-6.25报名条件：8-17岁学生。男女不限，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 

12岁以下需要有监护人，每16个学生安排1位领队。 
(四) 报名热线：小金人电影节【小导演】夏令营报名热线：璐15901311792 

1. 总部联系：蔡18611166209  魏15001313158 彭13311228792 马13801247522  柴
18600422995，尚13901181182、赵13601052491、江13501362949 

2. 美国001-408-6673321  彭18518072538  
3. 报名：官网：www.xjrfilm.com 邮箱usa555888@163.com 

说明：会拍摄的可不参加培训，赴美费用￥2.45万元



美国小金人电影学院举办电影节
【小导演】班活动独家：
1、参加电影节颁奖盛典！
2、星光大道许愿pk明星！
3、游览迪士尼游乐园！
4、学习好莱坞影视城！
5、参观世界名牌大学！
6、拉斯维加斯游乐园！
7、获得电影学院证书！
8、获电影节小奥斯卡奖！
9、学会自己挣钱去游学！

10、体验明星梦学拍微片！

“让孩子们超越父辈！”
——诺贝尔获奖“光纤之父”高锟

第二届小金人国际电影节【小导演】班行程

天 时间地点 电影学院【小
导演】班活动

备注

1 北京报名 4.25至7.15
2 北京8.14周三 网学 基础摄影知识
3 北京8.15周四 网学 策划方案、命题选择
4 北京8.16周五 网学 写作微剧本实操
5 北京8.17周六 实操 取景、光线、灯光
6 北京8.18周日 实操 自拍、实拍、选拍
7 北京8.19周一 实操 配音、小制作
8 北京8.20周二 实操 微电影剪辑制作
9 首都机场8.21周三 飞往好莱坞就近参观
10 洛杉矶8.22周四 影视城 星光大道
11 洛杉矶8.23周五 吉尼斯乐园
12 洛杉矶8.24周六 拉斯维加斯赌城游乐园
13 洛杉矶8.25周日 名校参观 电影节颁奖盛典

14 机场回8.26周一 机场回北京

总结上交作品、总结感想 颁发双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