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资料敬请保密



扫码回复 “福利” 一键获取全部资源！
(本资源由益闻网整理发布，仅作交流学习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第一部分：活动整体概况

详细说明活动情况及规则，全面讲解活动信息



活动简介

本年度汇聚明星与激情的经典顶级赛事——2011”星百纳搜星大行动”暨亚洲超级星秀国际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一场融合了流行与时尚的顶级赛事将落户中国北京！“搜星大行动”是亚洲最具权

威性的超级造星赛事之一,在国内设置东北、华中、西北、东南和西南五大选区，评选出各赛区最具

潜力的佼佼者参加总决赛。大赛设置学前、儿童、少年、青年、成年五个组别，比赛项目涉及声乐、

舞蹈、器乐、和综艺四个类别。每个项目分为团体和个人奖项，所有组别均设有金、银、铜、十强

和优秀奖。与其他大赛不同，参加我们的大赛不但能够得到权威部门颁发的获奖证书，还能够有机

会获得上央视晚会，进剧组，上专业杂志，去韩国文化交流，成为签约艺人等众多机会。我们将深

度挖掘亚洲各地的星秀和时尚资源，与社会各界联手将本次大赛打造成一次时尚界、文化界以及娱

乐界的顶级盛宴！



■活动宗旨：真正挖掘艺术新人，真实为新人做实事，事实打造新人！

■活动目的：为艺术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和更多机遇！

官方指导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主办单位：文化部中国大众音乐协会 亚洲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承办单位：北京星百纳国际演艺经纪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搜星》杂志社、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香港世纪华纳唱片、香

港皇家国际艺术学院、爽乐坊唱片

联合承办：各地方电视台、报社（视各赛区情况而定）

支持单位：各大唱片公司、各赛区文化传播公司、各赛区艺术培训学校

选区分布：东北选区、西北选区、华中选区、东南选区、西南选区

鸣谢媒体：

活动概况

活动主题：激情•梦想•感恩•公益



活动亮点

① 组织方实力雄厚曾经挖掘
出著名童星“阿尔法”

② 能够获得权威部门盖章的
荣誉证书及奖杯奖牌

⑥ 有机会成为活动代言人，
优秀者可以成为签约艺人

④ 有机会进剧组、当演员，
圆你一个上荧幕的梦想

⑤ 有机会上央视晚会、录制
个人单曲，拍摄个人MV

③ 可以上专业杂志、拥有个
人网页，免试上知名艺校

⑦ 有机会去韩国培训，进行
国际艺术文化交流活动

⑧ 所有参加总决赛选手均有
机会获得万元艺术基金



影视剧组

星百纳演艺经纪公司再次启动“新人造星计划”，借用多年来成功的艺人包装模式和强大的国际国内演艺

资源，由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纪人和造星团队选送大量选手直接进入剧组。真正为艺术人才创造多方位的发展机

遇以及成名机会。

部分签约剧组：《校园少年先锋队》、《天降宝贝》、《光翼战士》、《超级童星》等



电视晚会

星百纳国际演艺公司和众多电视文艺类栏目组长期合作。同时为“超级星秀”和“搜星大行动”综艺电视晚会储备

演艺人才,故面向全国所有超级星秀报名选手及社会各界艺术团队、组合、个人等公开征集节目、演员及主持人。

具备符合央视节目播出要求的成熟节目或原创类作品。表演内容及形式不限（独唱、合唱、舞蹈、主持、小品、武

术、魔术、乐器、戏剧等），4-45岁的团队及个人均可报名。 播出平台：中央电视台或其他卫视频道及门户网站。



国际艺术文化交流

韩国拥有世界领先的明星包装模式。一流的指导教师，顶级的整形美容和浓厚的演艺氛围。北京星百纳

国际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为满足国内演艺新人和明星的演艺培训及包装需求，在国内率先开拓了中韩联合培训

和艺人包装先河。将为广大国内的演艺爱好者提供赴韩国“短期造星体验”、“中期强化培训”、“长期留

学”等多种模式。赴韩国深造的演艺爱好者将在中韩联合的星百纳韩国培训基地由顶级专业团队进行培训和

包装。 只要你拥有明星的梦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明星！只要你拥有明星的梦想，

星百纳将为你创造迅速成长的条件，我们期待挖掘并打造出下一个巨星！

赴韩国星光之约——体验韩国文化，实现演艺之梦

 

韩国交流时间：2月中旬（12月31日截止报名）8月中旬（6月30日截止报名） 10.1期间（8月15日截止报名）



搜星大行动全国赛区分布

东北赛区
黑龙江、吉林、辽宁

内蒙古、天津、河北

赛区分布

东北选区

华中选区

西北选区

西南选区

东南选区

西北赛区
新疆、青海、甘肃

宁夏、山西、陕西

华中赛区
山东、江苏、河南

安徽、湖北、上海

西南赛区
西藏、四川、重庆

云南、贵州、广西

东南赛区
浙江、湖南、江西

广东、福建、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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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决赛

东北选区 西北选区 华中选区 东南选区 西南选区

注：各个升级赛区及地市赛区可独自举办比赛，最终汇总到五大选区

活动结构图



赛事流程

搜星大行动

启动

各分赛区成立洽谈赞

助及下一级赛区

各赛区新闻发布会 各赛区选手征集

各赛区海选

活动

各赛区复赛

培训及比赛

五大选区确定

进京人数

签约艺人代言人

统计，进京准备

全国总决赛及颁奖

晚会

注：以上流程为赛事官方指导流程，各赛区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



全国总决赛介绍

专业演播大厅

全国总决赛不但是一个比赛的环节，也是一个选手学习交流的
场所。全国总决赛共计五天四晚的时间，活动内容入下：

故宫博物院

日期 内容 备注

2月5日 全天报道 接待进京选手、分房

2月6日 全国总决赛 专业演播厅比赛

2月7日 星光之约 剧组、晚会选拔

2月8日 北京一日游 旅游+颁奖晚会

2月9日 离京返程 欢送选手

参加全国总决赛不但能够获得文化部盖章证书、在专业演播厅
录节目，看升国旗，游览北京名胜古迹，参观艺术院校。还能
够赢取进剧组、上晚会、去韩国交流的机会。

全国总决赛费用：2580元/人，包含在北京期间所有吃住行及
参赛、证书等费用，往返北京的交通费自行承担。



·整体时间规划：2010年9月10日-2010年2月10日。具体排期如下

赛事时间

9月 10月 1月12月11月 2月

活动时间：
9月15日 活动启动，各分选区成立
9月15日—10月25日 线上报名。五大分选区举办新闻发布会，进行招商。
9月15日—11月15日 各分赛区宣传，报名阶段。
11月1日—11月30日 各分赛区进行海选活动。
12月1日—1月5日 各分赛区进行复赛活动，举办五大选区颁奖晚会。
12月5日—1月10日 各赛区确认进京人数，落实签约艺人等。
1月10日—1月25日 北京总决赛筹备组织工作
2月5日—2月9日 北京总决赛

活动启动

五大选区
发布会

各分赛区
复赛

各分赛区
决赛

全国总决赛

五大选区
颁奖晚会



组织形式

1、报名办法：

a、到达大赛赛区组委会进行报名；

B、组委会设置特约报名点形式进行征集；

c、通过活动官方网站进行选手报名报名；

d、通过组委会官方报名电话进行报名；

2、组织内容：

a、参赛年龄在4-45岁之间，有一定才艺，想进一步得到发展的选手，参与报名人数不限；

b、报名时间从2010年9月15日至2010年12月1日截止（各赛区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c、参赛形式必需按照大赛设置的比赛类别进行填报。

d、全国统一收取每位选手建档费用50元人民币，每增加一个项目增加50元，各赛区不得私自更改。

e、海选待定及复赛待定选手参加评审需分别缴纳100和200元的评审费用，各赛区不得私自更改。

f、所有参加复赛的选手需要向赛区组委会缴纳100元的复赛证书奖杯制作费用。

g、五大赛区颁奖晚会需要按照赛区规定组织晋级人员参加区域颁奖晚会。



参赛要求

1.所有参赛选手必需签填写选手报名表，签订选手参赛协议；

2.参赛选手需自备伴奏带或其他伴奏载体（乐队自备乐器）；

3.凭参赛证在指定日期至指定地点参赛，不按时参赛者则作弃权处理；

4.参赛内容必须是健康的，否则取消其参赛资格；

5.本次活动的邀请函及相关DM宣传资料为非卖品；

6.参赛选手自行承担往返比赛地点的交通、食宿等费用 ；

7.大赛主办单位对于本次比赛享有以下权益：对参赛歌手的表演进行录音录像；并复制宣传；

8.以宣传大赛为目的合理使用参赛选手的肖像和姓名；其他与本次大赛有关的各项商业权益；

9.同时，星百纳公司有权将参赛选手的形象使用于本企业所有相关的广告宣传报道中；

10.赛期中，选手的照片及参赛曲目将被公布在相关活动网站，供广大网友投票、点评；

11.选手需根据主办方要求在每场比赛中准备相应数量的曲目；

12.选手在比赛中需严格按照主办方之要求参与为赛事进行的推广活动和免费的选手培训课程；

13.获胜选手在赛事后期其肖像、名字、原创比赛歌曲等，星百纳将有权进行商务开发，如：星百纳公司活动宣传的

使用、获胜选手出席星百纳的商业推广活动、赛事后期的炒作等。



赛程 曲目准备 参赛类型 评审形式 赛 制

海选

一个参赛节目，形式按
照组别进行分配。

常规赛

8分以上选手进级
现场比赛 评委打分制（10分）

附加赛

6分以上选手待定，参加
附加赛

组委会评审 评委打分制（10分）

复赛 一参赛节目（建议和海
选内容不同）

常规赛

9分以上选手进阶全国总
决赛

现场比赛 评委打分制（10分）

附加赛

7分以上选手待定，参加
附加赛

组委会评审
评委打分制（10分）

全国总决赛

两个参赛节目（总决赛

一个参赛节目，星光之

约一个参赛节目）

常规赛

90分以上选手有资格获奖
现场比赛 评委打分制（100分）

星光之约选拔

各栏目组进行选拔
栏目组评审 按实际需求选拔

晋级规则



评分规则

舞蹈类评分标准

舞蹈连贯性、完整性 2分

舞蹈新颖有创意 1分

舞蹈吻合旋律，有节奏感 1分

动作流畅技巧性 1分

舞蹈能够抒发感情展现风采 1分

表演者精神饱满有台风 1分

服装造型与舞蹈相结合 1分

现场观众互动及气氛 2分

器乐类评分标准

演奏内容 1分

演奏形式及创意 1分

音乐的理解及熟练程度 2分

节奏感，速度合适 1分

表现力和技巧性 2分

演奏中感情流露 1分

服装造型及舞台效果 1分

演奏中精神气质及姿态 1分

声乐类评分标准

作品内容 1分

作品难度 2分

作品的声音处理 2分

动作流畅技巧性 1分

音准节奏 1分

咬字吐字 1分

台风表演 1分

服装化妆 1分

综艺类评分标准

表演基本功 2分

动作连贯性 1分

表演难度 1分

表演独创性 2分

舞台台风 1分

现场观众互动及气氛 1分

表演中神态表情 1分

服装造型及舞台效果 1分



评委介绍

著名歌唱家李谷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多次担任日本、德国、南斯拉夫、哈萨克斯坦、香港等国

家和地区的流行乐坛的大赛和国内中央电视台、文化部等政府以及民间举办的各类音乐比赛的评选工

作。享有“通俗唱法第一人”美称。

经演唱的四十多首歌曲，在海内外成名，如《边疆泉水清又纯》、《妹妹找哥泪花流》、《洁白羽毛

寄深情》、《心中的玫瑰》《知音》、《乡恋》、《迎宾曲》、《绒花》、《我和我的祖国》等等，

这些歌曲多次在全国性歌曲评比中获奖，并获第三界电影“百花奖”特设的“最佳演唱奖”。录制的

个人专辑磁带十余版和唱片多张，销量曾居国内榜首。

1989年获广电部中国唱片社颁发的首届“金唱片奖”，1991年获文化部“优秀演员奖”、“新曲目

优秀奖”。曾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赞扬。

著名歌唱家——李谷一

注：以上为大赛官方评委，总决赛现场评委以评委实际档期为准；



中国大众音乐协会秘书长——王香珠
评委介绍

1960年调入黑龙江省赣剧团（后改为黑龙江省龙江剧院）工作，曾主演过《还魂

记》、《春草闯堂》、《桂芝写状告状》、《双下山》、《四郎探母》、《贵妃

醉酒》、《春灵庵》等剧目。1974年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并任化妆师，曾参加

了《黑三角》、《火红的年代》、《经理室的空座位》、《生死树》、《劫持》、

《椰城的故事》、《月牙儿》等影片的化妆工作。其中《月牙儿》荣获造型奖。

解放前就读于上海美专音乐系。1951年调到北京工作，曾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音

乐工作团、中央歌舞团和中央乐团从事声乐演唱工作30余年，是中央乐团（现中

国交响乐团）最早的一批女高音。1982年受文化部委派协助歌唱家李谷一筹建了

中国轻音乐团任业务部经理。1989年和作曲家王酩等人创办了中国轻音乐学会，

1992年又创办了《中国音乐生活报》，曾任常务副社长。1997年任爱乐女乐团

演出经理兼办公室主任。多年来参加策划组织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接待美国前

总统里根的演出；中央电视台94、95春节晚会节目；李娜大型交响演唱会；王酩

作品音乐会；李谷一独唱会等。

注：以上为大赛官方评委，总决赛现场评委以评委实际档期为准；



著名钢琴艺术家——魏东明
评委介绍

魏东明，著名音乐教授、钢琴家、作曲家。浙江绍兴人。中共党员。1934

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学习。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左联，在北

平主编《泡沫》、《浪花》、《北平新报每周文艺》等文学副刊，曾参加

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后历任武汉《通俗读物》、重庆《生活教育》、

《战时青年》文艺编辑。

魏东明先生从1970年开始创作、出版、发行了大量的音乐作品，曾被

北京艺术学校评为优秀教师，在与来华访问讲学的美国、加拿大、英国、

澳大利亚、日本、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专家的合作中，获得了极高的

评价。所教授过的钢琴学生有多人获得国家级钢琴比赛第一名，或进入专

业文艺院团工作学习以及出国深造。

注：以上为大赛官方评委，总决赛现场评委以评委实际档期为准；



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陈爱莲
评委介绍

中国舞蹈演员。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陈爱莲艺术团团长，陈爱莲舞蹈学校校长，

中国歌剧舞剧院舞蹈家兼编导、教员。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

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印尼经济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中国演出协会理事、

中国田汉基金会理事。2007年 "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候选人。

自1980年以来，陈爱莲曾在山东省、山西省、东北等地及上海舞校、广东舞校、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邮电学院、轻工业学院、天津南开大学等各省市舞协和大学

进行讲学和示范表演，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高度的评价。被聘为南开大

学和海南大学艺术系教授、王昆艺术学院教授。

注：以上为大赛官方评委，总决赛现场评委以评委实际档期为准；



海冰先生九六年涉足演艺界，从业十多年，是一位资深的经纪人、导演和策划

人，一手挖掘阿尔法等诸多国内明星，曾成功挖掘并包装打造出多名演艺界明

星，被行业誉为“幕后推新人高手”。

在影视、演出、唱片、艺人经纪、艺人包装、大型活动等领域取得了业界的一

致好评。并与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同行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海冰先生拥有国内及国际广泛的演艺资源，与张纪中、徐克等国际国内知

名导演多次合作，与张浩哲、刘德华、张信哲、张学友等众多明星合作。

97年创立北京星百纳国际演艺经纪有限公司，曾亲手创办“国际广告模特大

赛”“亚洲超级星秀国际才艺大赛”“搜星大行动”等知名赛事，为数千人演

艺爱好者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海冰先生现任北京星百纳国际演艺经纪有限公司总策划、香港世纪华纳国际唱

片中国区运营总监、香港皇家国际艺术学院名誉顾问、中国大众音乐协会理事。

资深经纪人策划人——海冰
评委介绍

注：以上为大赛官方评委，总决赛现场评委以评委实际档期为准；



预祝合作愉快！

如有任何疑问或建议请致电：010-87751258（王先生）

QQ：1308228773       E-mail： Daiy@gmail.com

注：其他未尽事宜请联系上一级赛区或联系全国组委会。



扫码回复 “福利” 一键获取全部资源！
(本资源由益闻网整理发布，仅作交流学习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