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美国小金人国际电影【艺术】节 
GOLDEN  STATUETTE  INTENATIONAL  FILM FESTIVAL U.S.A  政府批号 C4068357 

 
 

电影节简介 
（可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电影节） 

 
美国小金人国际电影（艺术）节 GOLDEN  STATUETTE  

INTENATIONAL FILM FESTIVAL U.S.A ，2016 年成立，加州政

府注册（C4068357）。创办人：美国好莱坞 3D 电影集团董事长唐

春敏（唐贺）、美国小金人电影学院（美国国际策划家协会）。经过

三年多的努力，成功独家策划推出世界上第一个电影节主席由儿童担

任，打破电影节的百年历史记录，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品牌。（点击

各大网站搜索：小金人电影节） 

(一) 电影节宗旨：鼓励青少年健康的影视艺术，丰富校园生活，

激励豆蔻年华树人生目标！奖励为儿童影视做出贡献的杰出人

才。为青少年心灵健康抵制污染视频，促进世界影视的交流。 

(二) 电影节目标：让青少年影片走进世界影坛好莱坞，为孩子们

开启星光大道的明星舞台！ 

(三) 电影节特色：独家策划：诞生世界电影节历史上第一位童星

主席！让孩子们站在电影节的舞台上成为主人！ 

(四) 电影节规模：第二届电影节成立了亚洲组委会、大中华组委

会、香港组委会、捷克组委会、美国纽约组委会、好莱坞组委

会、美国总部。 
第一届电影节经典： 

2017.10.1 在美国旧金山举办首届开幕式，主办单位、协办单



位 70 多家，300 多人莅临开幕式，重大突破： 
 

 

 
 
 

 
 
 

 
第二届电影节经典： 

 

 
 

 

 
 

 

 
 

 

 

第二届小金人电影（艺术节）节将汇集国际成人电影的评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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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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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艺术节主要是各种才艺大赛：小金人电影歌曲选拔赛、金奖

空姐空哥选拔赛、最佳女主角选拔赛、童星模特、武术、书画等等。

第二届电影节： 
1. 冠名商继续支持接旗赞助仪式！ 
2. 北京饭店 500 人第二届启动！ 

3. 多项才艺赛获央视栏目参与！ 
4. 电影节开幕式星光大道快闪！ 
5. 小金人夏令营可免费去美国！ 

6. 2019.8.25 美国好莱坞颁奖！ 
 

首届电影节开门红： 
1. 诞生世界第一位童星电影节主席！ 
2. 全球征片6位终生奖46 部最佳奖！ 
3. 100 名名星演员为孩子视频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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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小金人春晚上华人频道优酷！ 

 



特别是电影节小主席、副主席、小天使的海选尤其受到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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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站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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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好莱坞 3D电影集团 Hollywood 3D Film Croup简介 

旗下有：电影节、电影学院、电影公司、电视台(筹建)。 
美国国际策划家协会的独家创意策划、美国小金人电影学院等，

联合多家举办的首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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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

凰卫视等多家现场报道。首届电影节开门红，获得世界汽奶金奖发明

家蔺建军先生的独家冠名！第二届启动仪式再获赞助，在北京饭店举

办，500 多人莅临，阵容强大，成为北京饭店第三家影视发布的单

位！电影节授权多家公司成为电影节才艺选拔赛的项目单位，获得

CCTV 栏目及多家地方电视台的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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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好莱坞 3D 电影集团，前身为“美国环球影视艺术中心”

（2009 年在旧金山硅谷成立），美国国际策划家协会策划创立，隶

属于美国华商华侨联合会主管。两年完成了 200 多人物的采访,已出



版 62 多万字的《美国硅谷 60 女性经典》（中国妇联出版社出

版）、《美国创业爸爸 90 位人物》著作。获得加州副议长的嘉奖

令、获得百家报业集团方李邦琴的支持赞助,美国国会议员赵美心为

著作题词,并为剧本《美国创业爸爸》《美国学生》的题词。唐贺担

任两届旧金山某电影节副主席和策划副总监。 

2014 年，在硅谷城市更名注册为“美国好莱坞 3D 电影公

司”，2016 年在加州联邦注册,更名为:美国好莱坞 3D 电影集团

Hollywood 3D Film Company Group U.S.A 

集团成功举办过著作发行、各种新书、影视美国发布会、小金人

国际电影节、中美侨缘国际婚庆相亲节及其美国旗袍节等。策划完成

《绿卡女人 1》剧本梗概、《绿卡女人 2》剧本获得美国旧金山电影

节编剧奖，完成 26 集《美国留学生》、《针恋》剧本梗概，策划

《聋哑女人闯美国》《美国 SPA 师》、《闪恋 200 攻略》、《一通

百通》、《嫁错郎》、《轮椅上的导演》等项目。公司先后与多家公

司签署合作协议，其中与奥斯卡获奖人举办的旧金山数码电影学院合

作招生、获得了中华瓷器艺术品展览馆的合作投资办学、多家签约影

视合作。与北京签约合作电影节等。 

2016 年成立美国小金人电影学院 Golden Statuette Film 

Institute（Child）U.S.A、美国小金人国际电影节（Golden 

Statuett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U.S.A（简称：GSIFF 网

站; www.LGM1TV1.com）、美国小金人电视台 Golden Statuette 

TV U.S.A (简称：GSTV)等。 

2016 年与美国在校生 400 多人的中华演艺学院、与最有影响

力的 26 年历史的非牟利组织（年客流量超过 20 万人）美国硅谷国

际艺术委员会、飞扬艺术中心合作等影视教育拍片的合作签约，将以

【轮椅导演】慈善公益活动启动。与中国大陆三家影视、文化公司签

约影视合作（德影、五人行、维格），授权多家海选演员指定培训单

位，与北京中海视线文化传媒中心联合拍摄【创二代 富二代】电视

剧等项目。电影公司老师辅导过的学生成为美国星岛小姐佳丽大赛的

冠军。 

著名女策划家唐贺（唐春敏）是公司的创始人，曾任职中国农行

所长、中国新闻社部门主任、国家统计局杂志社副社长、中国日报社

记者、北京市巨星艺校 20 年的老校长。家传中医绝技兼任过美国国



际医药大学校长助理、加州护士大学校长、美国加州学院院长等。 

2019 年 4 月与大陆电影公司签约 1200 万投资美国故事片【绿

卡女人 1——生命】。（各大网站搜索：小金人电影节） 

 

联系： 

美国总部：海伦 001-408-6673321  彭 18518072538 （北京） 

           

          邮箱：usa555888@163.com  

征片：唐 15910246871 魏 15001313158  陈 15228961203 

王 13051785751 瑞 13340999931 徐 001-412-4252001 

寄信地址：261 Molokai Cir Union City CA94587 

亚洲组委会：赵 13601052491  李 13810945253  

大中华组委会： 
江 13501362949  蔡 18611166209   魏 15001313158  
彭 13311228792  马 13801247522   赵 13601052491 
贾 18611621181  尚 13901181182   柴 18600422995 
阎 18401382341  李 18600282268  徐 13552412123  
凤 18644079872  张 13031121121  徐 18621566725 
刘 18137878198  唐 13381028678  怀 13901317573  
徐 13666666919  王 13901032046  王 13521507115   

3. 征片、才艺报名： 

官网：www.xjrfilm.com  邮箱 57397770@qq.com  

4．电影节夏令营：唐 15910246871 毛 1380115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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