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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电影家协会文件
鲁影协字【2022】2 号

关于举办第十五届
（中国）山东青年微电影大赛的通知

（中国）山东青年微电影大赛是山东省微电影艺术领域的专业

权威赛事，作为山东国际大众艺术节重要活动之一，该项大赛自

2008 年起每年举办一届，被广大青年誉为“青春的舞台，影像的盛

宴”。大赛旨在引领山东的文化潮流，传播向上的微电影作品，鼓

励青年的探索精神，挖掘优秀的青年人才，推动微电影艺术的繁荣

发展。

2022 年，第十五届（中国）山东青年微电影大赛将继续秉承办

赛宗旨，为省内乃至全国的电影艺术爱好者提供一个公平、公正、

具有影响力的平台，让更多优秀的作品展现在大众面前，丰富精神

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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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赛主题

太阳照在黄河边

二、组织机构及职能

指导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大众报业集团

承办单位：山东省电影家协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协办单位：时代影视杂志社

三、参赛资格

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国内各大专院校师生、专业影视文化公司、

微电影爱好者均可报名参加。

四、参赛要求

1、题材要求

作品须为原创，政治立场坚定，立意鲜明，积极向上；紧扣大

赛主题，讲好黄河故事；从不同侧面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

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

充分彰显广大人民群众追梦逐梦的时代风貌，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2、制作要求

①须有完整片头、片尾、主创人员名单及出品、拍摄单位、字

幕等信息；

②影片需制作两种格式，一种为 MP4 格式高清版（含 15 秒影

片片花），一种为大小不超过 100M 的完整影片 MP4 格式压缩版（用

于网络宣传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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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故事片、动画片时长 15 分钟以内，公益片 1 分钟以内。

五、作品分类与奖项设置

作品奖：

1、学生单元：故事片、动画片、公益片，各设立金奖、银奖

和铜奖及优秀奖；

2、社会单元：故事片、公益片，各设立金奖、银奖和铜奖及

优秀奖；

单项奖：

设立优秀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和指导教师各 1-2 名，其中

优秀指导教师仅限学生单元获得一等奖的作品；获得故事片一等奖

的剧本（含学生单元、社会单元）将在《时代影视》杂志上发表。

六、大赛日程

1、作品征集：2022 年 3 月 18 日—6 月 30 日

2、专家评审：2022 年 7 月

3、颁奖典礼：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七、作品报送

1、登录大赛官方网站——山东省电影家协会网站（网址：

http://www.shandongfa.org.cn/），或者齐鲁壹点（网址：

https://m.ql1d.com/new/thematic/18807492）下载报名表，复印

有效。

2、请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参赛者将签名后的纸质报名表

和作品 U 盘放入信封，信封封面注明作品名称、出品单位、参评单

元（即学生单元、社会单元等）。U 盘内附①电子报名表；②MP4

格式的参评作品，含高清版和大小不超过 100M 的压缩版；③15 秒

MP4 高清版的影片片花；④分辨率为 300JPG 文件的电子海报，海报

http://www.shandongf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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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体现片名、主创人员名单、出品、拍摄单位等文字信息；⑤电子

版剧本（仅限故事片，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⑥编剧、导演、

男女主角、摄影等主创人员的彩色近照各 1 张。

请将以上资料寄送至大赛组委会，以邮戳为准。

3、省外、省直、省内各高等院校和所属各地市未成立电影（影

视）家协会的参赛者，可直接将相关资料报送大赛组委会；

邮寄地址：（中国）山东青年微电影大赛办公室（山东省济南

市槐荫区威海路 1069 号 恒大财富中心 1 座 704 室，孙生杰

15689712837）

山东省境内参赛者，分别向所在地市电影（影视）家协会报送：

青岛市影视艺术家协会

邮寄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19 号政府四期

联系人：邹夕熙；联系电话：0532-85916732、13964869569

淄博市影视艺术家协会

邮寄地址：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 52 号 广电大厦 B226 室

联系人：吴峰；联系电话：13905332525

枣庄市影视艺术家协会

邮寄地址：枣庄市和谐路 2988 号 枣庄传媒大厦 822 室

联系人：翟永强；联系电话：0632-3350802，13581129566

东营市电影家协会

邮寄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东三路 258 号人防指挥中心大

楼 1708 房间

联系人：刘新亭；联系电话：13181973377

烟台市电影家协会

邮寄地址：烟台市莱山区观海路 333 号烟台广电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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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依玟；联系电话：15506582006

济宁市电影家协会

邮寄地址：济宁市任城区共青团路 43 号济宁电影有限公司

联系人：史敏；联系电话：13355171158

威海市电影家协会

邮寄地址：威海市环翠区少年路 4 号

联系人：卢常武；联系电话：13906301003

日照市电影家协会

邮寄地址：日照市威海路 33 号

联系人：李昕；联系电话：18866338065

临沂市影视艺术家协会

邮寄地址:临沂市兰山区金雀山路 32 号临沂广播电视报四楼

联系人:吴冠学；联系电话:15552954123

德州市电影家协会

邮寄地址：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董子文化街汇智街 27 号电

影博物馆

联系人：王玉心；联系电话：18905448881

聊城市电影艺术家协会

邮寄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黄山路与海河路交叉口西南

角华粹园 5 号楼商业 聊城市融媒体中心

联系人：孙旭；联系电话：18663500512

滨州市影视艺术家协会

邮寄地址：滨州市黄河十二路 770 号滨州市文化馆

联系人：吴延香；联系电话：13884868890

菏泽市影视艺术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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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地址：菏泽市牡丹区中华东路 1428 号菏泽市广播电视台

联系人：张凤梅；联系电话：13953007615

诸城市影视艺术家协会

邮寄地址：诸城市华都富林北区

联系人：于金诠；联系电话：13906460830

寿光市影视艺术家协会

邮寄地址：寿光市一中花园（圣城街道幸福路中段）

联系人：李雪芹；联系电话：13853600698

昌乐县电影家协会

邮寄地址：潍坊市昌乐县孤山街 231 号（孤山街文化路交叉口

西北角）

联系人：王珊珊；联系电话：18253695365

大赛组委会咨询电话：0531-68978562

附件：第十五届（中国）山东青年微电影大赛报名表.doc

山东省电影家协会

2022 年 3 月 15 日

http://file.sdwenlian.com/upload/file/20210304/637504679820527344525387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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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中国)山东青年微电影大赛
The 15

th
Shandong Youth Microfilm Contest of China

报 名 表
（此表可复印）

作品名称

申报单位

（加盖公章） 学生单元□ 社会单元□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中国)山东青年微电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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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资料

作品名称 片 长 _________ 分 秒

作品类型 □故事片 动画片 □公益宣传片

拍摄完成时间 是否已播出 □ 是 □ 否

是否参与

其他节、展

及获奖名称

作品简介 (200 字以内)

制作单位

全 称

地址：

邮编：

主创人员 姓 名 身份证号 联 系 方 式

编 剧
手机： QQ 号:

邮箱： 微信：

导 演
手机： QQ 号:

邮箱： 微信：

摄 影
手机： QQ 号:

邮箱： 微信：

男演员
实际姓名：

角色姓名：

手机： QQ 号:

邮箱： 微信：

女演员
实际姓名：

角色姓名：

手机： QQ 号:

邮箱： 微信：

指导教师

（仅限学生单元）

手机： QQ 号:

邮箱：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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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资料

推荐单位全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固定电话

联 系 人 姓名： 手机： QQ: 微信：

特别说明

1.山东影协将协助和支持获奖作品的深度推广，参加国内外电影节短片单元的展映或比赛；省内选手推荐参加两

年一度的山东省文艺界最高奖—“泰山文艺奖”电影类的初评。

2.所有获奖选手均由大赛组委会推荐在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山东电影制片厂影视剧组中，担任相应职务和

角色。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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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不承担包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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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参赛者需授权允许组委会剪辑其参赛作品，作为当前或未来宣传的一部分；入围作品，大赛组委会将在国内外

电视台、网络、多媒体、电影院、高校、广场等给予公益性的宣传及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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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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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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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属于（中国）山东青年微电影大赛组委会所有。

是否同意上述说明： 同意□ 不同意□

参赛者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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