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是下一个M-ZONE达人

宁波高校赛区动感地带选秀活动策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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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主题

秀出风姿，展现魅力。
张扬青春，超越自我。



赛事目的

超女的成功，让更多的人对自己将会成为偶像有了信心。但如何成为偶像，

许多人依然觉得很神秘，因为那些都是幕后的故事。而我们就要将幕后的故

事演绎出来，实实在在的在观众面前制造出一个偶像。因为动感地带，我们

又多了许多达人



赛事梦想

本次活动获胜选手将成为浙江移动宁波分公司的形象代言，宁波移动对其进

行全面的包装、培训，参加该公司组织的各类演出，必会吸引众多怀有明星

梦的年轻人的参与；同时，亦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



选秀形式

选秀类型

选秀手段

表演选秀

AB情景剧

我们目睹着一个个巨大的“真人秀”

的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和蔓延，

它俨然已成为我们当下不容忽视的电

视文化新奇观。

AB情景剧是指，参赛选手在第一集情

景剧中分别出演戏份相同的角色，评

委根据选手的表现，决定淘汰哪些选

手和为哪些选手增加戏份，直至产生

出主角。整个情景剧的剧情有统一的

线索，但每一集都会因为选手的表现

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悬念迭生引

人入胜



宁波高校选秀活动阶段规划

海选 复选 决选

宁波高校范围
征集选手

校园拉票+卖场拉票 AB剧大比拼

20人 5人



活动时间进程

ID 时段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工作项目

1 10/8-10/15 10月8日 10月15日 报名

2 10/16-10/31 10月16日 10月31日 海选

3 11/1-11/14 11月1日 11月14日 复赛

4 11/15-11/21 11月1日 11月21日 赛区总决选

5 11/22-12/05 11月22日 12月5日 官网移动集结

6 12/06-12/19 12月6日 12月19日 移动试镜



海选执行细则

海选报名

报名时间：

10月8日—10月15日

报名准备资料：

2寸免冠头像照2张；5寸全身正面未

带妆彩色照片一张。其他生活照数

量不限或个人才能展示录像带

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报名资格：

1、年龄18－25周岁，女性，身高

160CM以上；男性，身高175CM以

上

2、除具有表演基础外，擅长音乐、

舞蹈等任何一项或多项才能；

3、整体形象青春、时尚；

报名办法：

通过各高校学生会联络处获取报名

表格，正确填写完毕后连同个人资

料在海选当天递交至现场报名处



海选执行细则

海选试镜

试镜场地：

高校活动室

亮点



海选执行细则

海选试镜

试镜评委组：

导演、造型师、时尚人士、编剧

导演—负责审评选手的演艺才能。

造型师—负责审评选手是否具有偶像潜质。

时尚人士—负责审评选手的时尚指数。

编剧—负责审评选手的编剧能力。

亮点



海选执行细则

海选试镜

试镜顺序：

选手根据现场递交报名资料的先后顺序领取入场编号，

工作人员会根据报名人数组织选手有秩序的进入试镜室接受

评委组面试



海选执行细则

海选试镜

互动点评：

选手进入试镜室，评委组的评委们并不是端坐在评委席

上，而是散坐在演播室里，现场气氛保持轻松。选手按要求

在评委前表演一分钟，其间，评委可能随时走到场地中间打

断选手对其表演进行指导。选手表演结束后，评委们在场地

内互动点评，根据个人意见分成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方面评

委各抒己见，最后分别打分。现场会因为这种激烈的评委互

动点评而变的生动，并且这种互动点评也将保持到决赛

亮点



海选执行细则

海选试镜

选拔规则：

海选结束后，评委组从试镜者中挑选出综合素质评分前

20名进入宁波复赛。入围名单在当地海选结束后两日公布在

M-ZONE官网上。



海选执行细则

海选试镜

效果设计：

海选作为任何一个选秀活动的第一步，都具有很强的观

看性，但由于海选时间过长，参与人数众多所以在电视上播

出的内容有限，为了将这种娱乐效果放大，在海选中适当安

排更具娱乐效果的试题，如即兴表演、才艺展示。评委在评

判上也要在保持专业的同时，兼顾娱乐性的评判，让整个海

选趣味横生幽默不断



海选执行细则

海选试镜

专题制作：

由于参与海选的人员众多，不免会出现很多精彩的瞬间

和大量具有娱乐效果的选手。将这些通通记录下来剪辑成两

期专题节目在海选结束后播出，同时，在专题里将着重展示

入围选手的一些比赛情况，让观众更加了解这些入围选手



海选执行细则

海选试镜

校园BBS新闻报道：

整合高校自身娱乐节目资源，在各档节目中适当的对本

次活动进行一些报道，同时也将会披露一些海选中的花絮，

让高校学生更加了解本次活动



海选执行细则

海选试镜

选手招募：

在大赛选手招募上，除计划广告和公关宣传外，还将组

织大量的线下活动，如进校园宣传推广，新闻发布会等。通

过一系列手段，将活动信息最大化进行告知，以便吸引更广

泛的人员参与



复赛执行细则

复赛进程

海选

20名

选手

集结

20名

选手

10名

选手

南北高校赛区40名选手执行复赛拉票，依

据票数每周淘汰一次，四周后南北高校

赛区各前5名选拔出5名选手进入决赛

ID 时段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工作项目

1 10/16-10/31 10月16日 10月31日 海选20人

2 11/1-11/14 11月1日 11月14日 20进10

3 11/15-11/21 11月15日 11月21日 10进3

4 11/22-12/05 11月22日 12月5日 官网移动集结

5 12/06-12/19 12月6日 12月19日 移动试镜

3名
选手



复赛执行细则

复赛安排

现场拉票

校内20强选择周末集中在校内广场拉

票，拉票形式为现场提供一定数量的选票，

由现场观众当场投票，投票原则为现场选

手才艺表演赢的，每位观众可获选票1张，

在所有选手表现完毕后，直接投放至支持

选手的票箱内

亮点



复赛执行细则

复赛安排

日常拉票：

制作投票X展架，将校20强选手基本

资料印在展架上，并制作小型票箱于20强

选手名下，在校内促销现场，日常餐厅门

口等派发选票，由过往学生现场投递

亮点



复赛执行细则

复赛安排

促销拉票

20强选手周末参与重点卖场“M-

ZONE体验”活动，角色扮演促销生，开

展推介竞赛及卖场拉票活动，依照每位选

手的销售业绩抵算选票。

亮点



复赛执行细则

复赛安排

BLOG

BLOG是每个学员向外界展示自己宣传自己的

重要平台，所以十分重要。我们在官网上开辟

活动专区，为学员提供网页设计帮助。每天，

选手将自己的参赛感受发布在BLOG上，并自

己进行维护，通过文字，获得更多的支持者

亮点



复赛执行细则

复赛安排

淘汰之夜

11.14依所有选手的票数总淘汰选手。评委组

对一周内各位选手的表现进行点评，并请所有

选手在一份名单上挑选认为该淘汰的选手。结

合选手获得的评分，评委组将最终淘汰结果在

第二天凌晨于网络上进行公布。淘汰选手参加

一个欢送仪式，各学校参加总决选的5强选手

由合作摄影机构协助进行一组外拍，照片提供

官网进行后续票选使用。



决赛执行细则

决赛安排

决赛共两场。分为才艺PK和产品表现两场。



决赛执行细则

决赛安排

决赛现场节目

从复赛脱颖而出的10名选手移师万里学院，

进入决赛录制现场。第一轮现场才艺竞赛两两

PK或三三PK

亮点



决赛执行细则

决赛安排

决赛现场节目

第二轮以产品表现力。10位选手选择角色开始

排练。决赛剧本所讲述的是一个青春偶像故事，

其中会有关于“M-ZONE”的情节设计



决赛执行细则

决赛安排

决赛现场节目

选手经过排练后，登上舞台出演AB情景剧，

舞台上充分利用了声光电和视频设备，把一个

简单舞台利用视频元素的穿插变成空间时间立

体化的舞台。选手就在这个空间里演绎自己所

代表的角色。每次表演二十分钟

亮点



决赛执行细则

决赛安排

现场评审

现场还是采用开放互动式评审，评委们在舞台

上对选手的表演做出点评，导演可以有自己支

持的选手，并且和选手共同拉选票，评委间的

针锋相对更让节目充满可看性



决赛执行细则

决赛安排

淘汰办法

评委现场评审结束后，选手的命运由现场的大

众评委来决定。大众评审团由复赛中被淘汰的

选手和热心观众组成，通过投票决定哪位选手

被淘汰。淘汰结果当期不公布，在第二轮情景

剧中，被淘汰的选手将变为配角或退出演出。



决赛执行细则

决赛安排

大结局

经过2轮的角逐，情景剧的主角被最终确定。大结

局中，其他被淘汰的选手也回到主角身边。这样，

一个新的M-ZONE达人就诞生了



决赛执行细则

决赛安排

颁奖典礼

奖项设置：冠军一名，亚军一名，季军一名

同时根据网友投票结果从落选的选手中选“M-

ZONE达人”10名

中国移动宁波分公司领导上场为获奖选手颁发奖杯

和证书。



公关传播策略

借势 造势

宣传热点依据事件进度而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前期借用明人效应，获得广泛关注；进而进行明星制造工程，依托活动取得
最佳品牌传播效果；

媒体搭配采用网络、平面、电波相结合的方式；构成立体化的传播网，扩大
活动影响。其中网络为媒体传播的重点介质。

针对各区域特有事件选择媒体进行活动的配合宣传；多样的文章组织方式，
全方位的跟踪报道，提升品牌形象。

借用明星效应
获得关注度

制造明星效应
取得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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