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Background

changes for the better!

三菱电机集团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跨国企业，运用先进的技术积极

推动世界改变，让世界更加美好。

2017年会的主旨为了再唤起三菱电机人对于美好的追求，同时与

去年年会主题相互应，本次年会主题定为“蜕变，绽放心格局”。

蜕变是一种变化，历经层层磨难，从本源获得质的变化，成长为更

成熟、更优秀的形态。

我们希望能把这种蜕变的理念贯穿在三菱电机2017年会，让企业

员工能再度认识三菱电机，重新焕发三菱精神。



年会特性
Point

P1.主题性
本次活动紧抓主题内容，深挖精神内涵，同时赋予配套的视觉

输出体系，无论从文本还是视觉直观上能带来完整、唯一的主

题内容

P2.持续性
拉长筹备战线，从筹备阶段即广发海报信息，让更多员工能参

与进来，而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人人都是这场戏的“主角”

P3.互动性
在传统年会框架基础上，增添更多的互动内容，让参与者能更

享受年会所带来的乐趣，也是传达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



蜕   变
主
题
元
素

elem
ent

在本次年会中大量运用孔雀的元素，通过视觉元素的传达和表现，

来展现蜕变的主题内涵，

包括在平面主KV视觉传达、签到环节、礼仪形象等内容



年会概述
Summary

蜕变·绽放 “心”格局

2017三菱电机集团年会
2017 MITSUBISHI ELECTRIC  Annual 

Meeting 

主题：

时间：

2017年1月27日（周五）

17:30-21：00
地点：

上海虹桥索菲特

规模：

约400人



年会亮点
Highlights

主题签到

年度人物合影墙

Miss champagne



年会亮点
Highlights

Boss出场秀

最佳节目评选

“新年上上签”团队游戏



年会亮点
Highlights

礼服张显孔雀风华

配饰及装饰细节

主题设计包装



会场布局
Venue layout

迎宾主KV

签
到
处

拍照墙

主舞台

Miss champagne



-序厅

17:30-18:00  签到留影，参与暖场互动

-宴会厅

· 开场篇

18:00-18:20  入场就座

18:20-18:23  开场节目-击缶而舞

18:23-18:25  开场VCR

18:25-18:30 主持人致开场词

18:30-18:33 员工风采秀-Boss出场

18:33-18:35 领导致辞

流程表
Rundown

蜕变·绽放 “心”格局

2017三菱电机集团年会

2017 MITSUBISHI ELECTRIC  Annual Meeting 



-宴会厅

·表彰仪式篇

18:35-18:37 优秀员工VCR

18:37-19:00 表彰仪式

19:00-19:02 祝酒宣布晚宴开席

·晚会篇 

19:02-20:50 表演节目、互动游戏、5轮抽奖穿插进

行

（第一个节目表演完毕后，表彰2016年优秀节目）

20:55-21:00  ENDING谢幕、年会结束语

流程表
Rundown

蜕变·绽放 “心”格局

2017三菱电机集团年会

2017 MITSUBISHI ELECTRIC  Annual Meeting 



预热阶段

一份来自三菱电机的年度邀请函

活动前期通过微信等方式，将年会预热内

容发送至每一位员工，内容包括：

1.年会主题信息

2.集团领导年度寄语

3.年会亮点预览

4.以邀请函的口吻进行传播



签到环节
•来宾分别在孔雀羽签上姓名

•并将孔雀羽贴到签到背板上，组合形成一幅孔雀开屏画面

•寓意员工是企业的核心，只有每一位员工亲身参与，才能迎来真正的蜕变



杂志留影墙

通过杂志留影墙让每一位员工成为年度封面
人物，极具纪念意义。



Miss champagne

在序厅等候的时间你可以从香槟小姐的裙摆上拿

取一杯香槟，与身边的伙伴共品醇香。



宴会厅大门将在18:00开放

开门迎宾，绽放惊喜

LED循环播出员工照集锦

主舞台舞美灯光效果

暖场音乐

宴会厅门口礼仪迎宾/接待人员协助入座



主舞台设计以“绽放
心格局”为创意源点。
以菱格图块营造绽放
的形态。并通过简约
硬朗的层次结构使舞
台整体显得尤为大气。



开场环节

开场前2分钟，主持人画外音播报活动即将开始通知..

开场前5秒，会场照明灯全暗

主舞台播放倒计时读秒特效视频

5.4.3.2.1…..

随着现场有节奏的倒计时，2017年三菱电机年会正式拉卡帷幕



开场节目  击缶而歌

1.开场运用气势、大气、隆重的节目表演，作为年会的揭幕秀

2.演出后，随即投放一段开场视频，传达三菱电机企业文化、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简短篇幅过后过渡到本次年会主KV



开场视频

开场视频大纲：

时长：约3分钟

Part1：大气恢弘素材开篇，结合企业宣传片素材

Part2：回顾今年大事件，所获奖项等

Part3：团建影像回顾

Part4：员年会主题文案模板，员工照笑脸集合汇集成logo

part5：孔雀开屏，定格年会主题

制作计划：

现有资料整理，脚本文案撰写3个工作日

视频剪辑制作7个工作日



员工风采秀-BOSS出场

由各部门组织的男女双人走秀
作为boos出场秀的前秀部分，
员工盛装出席，展示部门风采，
展现团队默契。在节目最后，
BOSS闪亮登场。

节目安排：
人数：6-8对男女员工+boss
时长：6分钟左右

前期准备：根据主题自行设
计安排各队的服装造型和道
具，结合主题和部门特点。
期间我们可以给予意见。

现场彩排：带服彩排，秀导
会现场安排出场顺序和走秀
路线，boss可无需参加彩排。

彩排时间：1小时



走秀主题参考-红人秀

以新年红为走秀主题，寓意来年大红大紫，大展红图。红色主题可中西结
合，穿插中式旗袍搭配羽毛扇，同样不失风韵。

走秀节目的服装亮点需走秀者自行根据主题创意搭配。



走秀主题参考-孔雀主题

绽放华丽乐章，以孔雀礼服或元素进行搭配。中西均可，无论在礼服，还是头饰或装饰上均
可采用孔雀元素。



BOSS登场

当晚为boss准备多款以孔

雀为元素的礼服用以更换，

表现出boss对年会以及员

工的尊重与重视。

Boss在员工秀后压轴出场，并发表年会致词，总结过往一年的成绩，对新年的展望。



年度表彰仪式

提前为本次获奖代表拍摄&剪辑短片，介绍获奖背后的故事

和付出，同时也请获奖代表登台发表感言对新一年的期许。



表彰仪式-优秀员工VCR

优秀员工拍摄大纲：
时长：5-6分钟
Part1：
优秀员工特写故事
选择3名优秀员工，分别以自述个人的工
作理念和日常工作场景的取景拍摄来诠释。

Part2：
优秀员工采访集锦
选择10名优秀员工，提问：你最想对自己
直属上司说的话？

拍摄计划：
脚本撰写3天，员工准备2天。拍摄时长2
天，制作周期10天。



员工节目

年会期间穿插员工节目，可以从创意、人气等

角度出发进行节目编排。

今年较为流行的节目有：

《ppap》《咋啦爸爸》《小鸡小鸡》



其他节目推荐

《雀之恋》

  双人舞



抽奖环节

采用电子照片抽奖系统
操作模式：
整理收集员工照片，抽奖环节通过
照片滚动喊停的方式进行抽奖，

同时，在获奖的同时也可以展示照
片背后的故事。

ps：以往滚动照片为明确获奖人，
基本都是按照头像照片为主，有故
事的照片又需存在获奖人。收集照
片的工作量会较大。



新年上上签 团队游戏

蓝队

红队

黄队

共400人，将分成10组，10个队伍颜色，每组40人。

每个游戏获胜都将送出40份小礼品以资鼓励。

为了促进各部门之间感情，也是为了更好的塑造年会

氛围。

活动开始前在每桌摆放一个“有求必应桶”，内置多

种颜色的签，主持人带动全场进行抽取分队，抽中蓝

色即是蓝队。

之后主持人即可要求全场进行分队游戏对抗，蓝VS红，

红VS黄……

获胜的颜色全队均可获得一份小礼物



新年上上签- 签设计

纯天然实木中国风书签，配以精致
雕刻图案，秉承传统工艺，融合现
代品味，时尚而不失典雅

材料：缅甸花梨木
工艺：单面印刷定制

年会现场抽签所用，也将附赠礼盒，
年会结束后，留作纪念品。



1、邀请每组2人参与游戏。共20人上台。男生代表5毛钱，女生代表1元钱。

2、主持人喊“爱的抱抱，爱的抱抱，爱的抱抱”一直喊，最后说一个钱数，如：6.5，

大家就要在最快的时间形成小团体，抽出这个钱数。

3、判断某人是否属于一个抱抱，必须看是否有其他人抱住了他，不能是只有他一个人抱

住了其他人，这样硬贴上去的人要被淘汰；

4、每轮没有和其他人组成一个抱团的人要被淘汰，当游戏剩余到最后两人时，两人进行

抢凳子游戏。最后获胜的一人，全员获得奖励。

游戏时长：5分钟，该游戏属于主持人可控制时间的游戏。一轮结束，效果佳可进行第二

轮。

爱的抱抱

规则：

游戏推荐



寻宝联盟

规则：

主持人要求每组先选出一名接收者，手持托盘站在舞台上。其它小组人员按

照主持人的要求提供物品放到托盘中。最先集齐物品的小组获胜。物品将是

一些相当有难度寻找的东西。例如：5米长的鞋带，一根白头发，一只8公分

以上的高跟鞋，国产手机3部，18.88元（真是几分钱难倒英雄），最搞笑的

是：老板身上物品1件等

游戏时长：10分钟  

游戏推荐



60秒不NG 团队游戏

规则：

主持人邀请3支队伍中的5个人上台挑战游戏。

5名选手将在60秒时间内完成一条任务线上的4个任务。任务以接力的形式进

行。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

第一个任务：完成人数1人，原地旋转10圈，将筷子夹在嘴唇上，投进瓶口

第二个任务：一口气喝完1一瓶啤酒

第三个任务：仰卧起坐运公仔。一人仰卧起坐，拿起身后的公仔，放进同伴

身上背的背篓中，公仔运输完即止。

第四个任务：筷子夹酸奶。用大筷子夹3罐酸奶。夹完即止。

游戏时长：15分钟

游戏推荐



新年上上签-团队游戏小礼品

现场准备多种小礼品、小礼券，用于年会互动、

活跃气氛



ENDDING

活动尾声，由BOSS带领所有参与年会筹备、节目表演的员工返台，向全公司谢幕

并揭晓表演团队各项最佳





感谢各位!

希望能成为您最真诚的公关服务合作伙伴。

我们也希望能为此次年会项目提供更完善的服务,也完善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