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中国国际钢琴大赛冠军许晨馨全国巡回音乐会

策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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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琴是“乐器之王”

钢琴，英文名称是Pinao.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它被第一次用于独奏乐

器是在1768年J.C.在英国的一次演出。 并因其独特的音响，88个琴键的全音域，

历来受到作曲家的钟爱。在流行、摇滚、爵士以及古典等几乎所有的音乐形式中

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被誉为“乐器之王”。

作为古典音乐的主要演奏乐器，它一度被誉为高雅生活的象征，伴随着在中

国20多年的发展，钢琴一方面成为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对许多家庭来说又是现

其希望的工具。在当今，弹钢琴被视为是发展素质所必须的。谁钢琴弹得好，谁

就能为家庭带来声誉和收入。无论是在广州、北京、上海，还是在新疆、西藏、

内蒙，随处听见琴声，随处可见学琴的人

钢琴在中国（1）



 近20年来，中国一跃成为世界钢琴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

钢琴的吸引力仍在稳步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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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在中国（2）



 在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更具有巨大的市场与吸引力

巨大市场的背后，不正蕴涵了无限的商机？

2003年中国钢琴区域份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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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在中国（3）



钢琴在中国（4）

 面对这场商机，部分企业已走在了前面!!!

呈献：第六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音乐会

呈献：德尼斯·马祖耶夫钢琴独奏音乐会
房地产类：

电器类：

在 北 京

乘着君威的翅膀，经典之爱奏响中华

“五月阳光经典之爱”别克君威公益音乐会

在 上 海



钢琴在中国（6）

 企业为什么会选择赞助高雅音乐会 ？？

钢琴

高雅

品位

智慧

财富

消费者

更高雅

更品位

更智慧

更财富

企业形象



更精彩的此次……

 本次巡回音乐会有什么不同？

 “此次回国参赛并没有过多的想法，只要能

够登台演奏就特别高兴，获得冠军自然就更

高兴。给我在台上的时间越长，我就越能够

发挥好。”

她叫“许晨馨”，第三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冠

军



许晨馨是谁？

 许晨馨出生于北京，3岁就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师从吴元、张晋教授。1996年开
始了她的留学美国生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著名的朱丽亚音乐学院，师从赫伯特.斯
坦桑，现师从于耶和威德.卡普林斯基和罗伯特.麦克唐纳教授。

 她已先后在Nakamichi钢琴协奏曲比赛获奖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青年音乐家比赛获奖

 在朱丽亚音乐学院钢琴协奏曲等比赛中获奖

 2000年夏阿斯本音乐夏令营首演拉威尔的G大调协奏曲

 2003年初，在卡内基大厅与Sir Roger Norrington 大师及朱丽亚交响乐团合作演
出贝多芬第三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

 2004年5月15日，一举获得第三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冠军，同时获得“中国作品优
秀演奏奖”

（李云迪在第二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中为第三名）

 在本次中国国际钢琴比赛中，她凭借自己娴熟的技巧和对作品的深刻理解，以激
情饱满、行云流水的表现征服了评委会的11位著名国际钢琴大师。

------------《音乐共和网》



这是一次怎样的音乐会？

这是一场高雅的艺术型音乐会。

这是一场被誉为“乐器之王”的艺术型的高雅音乐会。

这是一场在国际钢琴最高奖上获得最高荣誉选手的个人音乐会

我们有信心在未来的2个月中，以最精心的筹备，最高品质的

节目，吸引到来自国内外艺术家、钢琴爱好者，更为中国无数的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带来最优秀的老师，也为无数的

国

内外相关媒体带来最精彩的节目源。

同样,这也是一场提高全民艺术修养的教育型音乐会,具有深

刻的公益性意义.



这更是一场“该出手、就出手”的机遇

A、这是一块刚上市的特色蛋糕

80年代初，“钢琴热”开始在中国兴起，虽然已发展了20余年，但由于相对其他国家来说，

发

展时间确实还太短，因此真正高品质的音乐会不多，提供的商业机会也就不多，但随着人民精神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大，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此类音乐会必将越来越多，谁走在

了市场的前面，谁先品尝这块蛋糕，就会取得市场给你的相对巨大的回报。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B、这是一个投资的黄金期

本次音乐会初定于7月下旬到9月间进行，正逢暑假时期。而暑假对我们很多企业来讲意味着黄

金期，销售的业绩会比平时好上几倍。同样，暑假对于此类音乐会来讲，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首

先，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决定了高雅音乐的巨大市场，父母有更多的时间来让子女去去掌握一门音

乐技能，其次是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一片苦心，让他们舍得在此类音乐会上投资，紧接

着

在暑假空闲期，还会吸引到更多注重精神生活的高层次消费者有空闲时间来观看此类音乐会，最后

便是中国目前大力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必将促使此次音乐会成为一次全民精神食粮，成为大众与媒

体之间的焦点。自然，暑假黄金期赞助此类活动的效果也会比平时来的更加明显。



我们认为:

C、这是一支品牌亲和力提升的强心针

作为一次高雅艺术型的音乐会，首先是对中国钢琴教育的普及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特别是在

当前大力提倡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国，必将吸引到更多的父母关注此次音乐会，让更多有条件的小孩

投身到钢琴学习中来，让更多的媒介进行合理的宣传。因此，参与到此次活动的每一个人，都将被

“大力宣传高雅艺术”这种独特的光环所笼罩，而作为此次音乐会最关键的赞助商，更是重中之重，

家长会感谢你，学生会记得你，媒体会大力报道你，这一支强心针，将使我们的企业成为提升品牌

亲和力的最大赢家，而强大的品牌亲和力将会对你的产品销售起到无法估量的影响。



D、这是一把品牌知名度提高的扩音器

抛开公益性的角度不讲，从本次音乐会的品质和规模来说，第三届国际钢琴比赛冠军这一含金

量将直接提高本次音乐会的品质，对钢琴艺术有研究的人会鉴赏而来，其他大多数想进入钢琴之门

的人会暮名而来，不同的消费者，不同的消费层次，你的品牌将伴随着这些人在整个社会中不断传

播。而作为此次音乐会来讲，她也将是个巡回演出的行为，意味着赞助商家的品牌还将伴随着音乐

会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中宣传，这种宣传效果将会比一般商业性的广告更进入人心，更具性价比。毫

不夸张地说，你的品牌或许将会因此传遍全中国，你的品牌知名度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E、这是企业的一种国际化姿态

据我们大量的调查了解，在国外此类音乐会的举办会比较频繁，赞助回报的效果清晰，相关企
业的合理投资也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反观国内，虽然有部分的大型企业已认识到赞助此
类音乐会的独特效果，走在了赞助高雅音乐会的前面，但却以外资企业居多，国内企业较少，而国
内大多数企业仍然停留在赞助某某卡拉OK比赛的形态上，相比之下，赞助高雅音乐会，更多体现
的是企业的一种国际化的发展思路。



我们认为:

F、这是强强联手的一次机遇

企业认识到赞助的重要性，还需要有能力的队伍去执行此次赞助行为，减少活动中的赞助风

险。作为我们晟泽广告来讲，在整合自己独特的资源结构后，有幸邀请到许晨曦，并依靠我们多年

的成功运作经验，对企业的合理投资起到了较有效的保障作用。



综上所述：

我们确定，此次活动的推广时机已经成熟，活动三大优势已经清晰：

天时：选择在黄金消费期---暑假执行本次音乐会，颇具天时

地利：中国目前各大城市对精神粮食的强烈需求，形成地利

人和：更有幸邀请到了许晨馨的倾力演出，保证人和



许晨馨：

年轻、活力

贵族气质

个人魅力

钢琴：

优雅、品位

智慧

财富象征

晟泽广告：

多年大型活
动的运作经
验；

一批优良的
团队；

不断的创新
精神

？？？

即将引爆一次巨大的商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活动主题：

丽晶华庭.浪漫音乐之旅

活动主旨：

普及钢琴教育，宏扬钢琴艺术，共创美好明天

活动时间：

8月中旬至10月

活动地点：

北京、广州、上海、成都、长沙、杭州

——第三届中国国际钢琴大赛冠军许晨馨城市巡回音乐会



主办方：

文化部

第三届中国国际钢琴大赛组委会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

协办单位：

北京中演圣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晟泽广告传播集团

鸣谢支持：

待定……………………………



音乐会内容拟订A

音乐会时长：1个半小时至2小时之间

1、克莱门蒂 升F小调奏鸣曲 作品25之5

2、约翰.克里格里安诺 幻想练习曲

3、徐振民 唐人诗意《登幽州台歌》

4、舒曼 狂欢节 作品 9

1、M.Clementi                    Sonata in F-sharp minor Op.25 No.5

2、John corigliano              Etude Fantasy

3、Xu Zhenmin                  A poem Classics of the Tang Dynasty

“Upon Ascending the Parapet at Youzhou”

4、R.Schumann                 Carnaval   Op.9



音乐会内容拟订B

 音乐会将紧扣活动主题，将企业独特的文化理念与音乐会作有机

的融合，共创辉煌。

 本次巡回音乐会以许晨馨与乐团的演奏为主，其间穿插精彩的互

动性节目。

 根据企业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对节目进行适当的调整。



活动细化方案A

 此次影响力大，活动计划安排必须周密、有序；

 为了使活动圆满成功，必须从活动前、中、后作好细致的推进方

案，明确责任分工；

 活动总指挥：……….

副总指挥：……….

执行组长：………………

………………

组织实施：



活动细化方案B

活动整体工作安排：

 活动方案撰写、活动报批（市领导、公安、文化、消防、卫生等）

 场地落实（发函沟通、价格商讨、设备落实、签约、海报公布）

 媒体部分（电视广告制作发布、报纸广告设计发布、电台广告发布 、

网络预告广告设计发布、软性文章发布）

 物料制作（海报、门票、手提袋、节目宣传单设计、现场背版喷绘

设计、人物简介、企业简介、企业相关资料等）

 门票销售（各单位赠送、派分，售票点发售、185电话送票）

 接待（指定酒店落实，用餐、用车落实，交警协调，欢迎条

幅物料制作等）



活动细化方案C

活动整体工作安排：

 活动前媒体见面会（场地布置、领导邀请、媒体邀请、问题设计、

照片图片资料准备、物料准备等）

 现场部分（节目内容安排、主持人串词沟通、领导介绍、

活动背景介绍、活动流程设计灯光音响舞台布景沟通）

 相关单位录制、后期剪辑沟通、播放监控；

 媒体领导、演员采访，后期报道跟进；



活动费用预算

详:见另附“Word文档”



金额：人民币：60万元/地

参与门票利润分成

音乐会独家主办赞助单位冠名；



赞助单位利益回报

 前期电视、报纸、网络、电台等广告宣传中出现企业名称等；

 海报、门票等出现企业名称字样及广告独家发布权；

 前期新闻发布会现场放置企业物料；

 前期新闻发布会安排与政府领导、演员座谈、发言、接受采访等；



赞助单位利益回报

 音乐会当晚邀请企业领导作为嘉宾上台出席捐赠仪式并发言；

 音乐会现场大型背景版企业形象广告；

 音乐会当晚宣传资料、节目单、手摇扇面广告独家发布权；

 音乐会幕布出现企业LOGO；

 音乐会当晚大屏幕滚动播放企业广告；

 音乐会当晚荧光屏字幕鸣谢；

 音乐会现场观众席条幅、广告牌广告发布；

 音乐会现场地贴广告发布；

 音乐会当晚主持人数次鸣谢；

 音乐会当晚其他人数次鸣谢；



赞助单位利益回报

 电视转播节目片尾字幕鸣谢；

 音乐会观众方阵宣传；

 音乐会视频、音频、图片资料所有权、使用权

 赠送门票若干张；



物料----海报



物料----报纸



物料----网络广告



物料----灯箱



物料----户外



物料----易拉宝



物料----横幅



物料----空飘



物料----吊旗



物料----手提袋



物料----门票



物料----邀请函



物料----证件



物料----通行证



电视台、电台广告文案示例

丽晶华庭.浪漫音乐之旅
——第三届中国国际钢琴大赛冠军许晨馨城市巡回音乐会即将奏响；

抛开城市的宣泄

用心去聆听

一场独具气质的巡回音乐会

将唤起你的古典情怀

让我们相约

许晨馨巡回音乐会

音乐会定票热线：185、86868686

本次音乐会由…………….联合主办



软文题目示范

丽晶华庭.浪漫音乐之旅
——第三届中国国际钢琴大赛冠军许晨馨城市巡回音乐会即将奏响

 悠扬琴声，奏响神州大地

 “琴”到深处更传情——琴声悠扬 共创辉煌

 宏扬钢琴艺术，某某集团百万巨款献爱心

 钢琴之夜，不眠之城



活动现场条幅示例

丽晶华庭.浪漫音乐之旅
——第三届中国国际钢琴大赛冠军许晨馨城市巡回音乐会即将奏响；

 热烈欢迎许晨馨莅临深圳，某某集团预祝音乐会圆满举行

 琴声悠扬传神州，……耀中华

 宏扬钢琴艺术，某某集团百万巨款献爱心

 “琴”到深处更传情——琴声悠扬 共创辉煌

 某某集团祝愿……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暂避城市宣泄，唤醒古典情怀

 略



注意事项

 大型活动一定要策划周密、分工明确；

 前期电视广告、报纸广告、电台广告、网络广告设计一定精美，

并且能够吸引人参与，这是晚会成功的前提保证；

 音乐会现场布置精美，但又不能商业化气氛太浓，必须巧妙借势；

 音乐会组织严谨，主持人串词、演员串词、领导发言等安排有序；

 事前的新闻发布很重要，突出主题；

 活动组织、接待、安全等工作落实到位；

 音乐会录播跟进，充分与电视台协商，争取更多的品牌展露机会；

 后期跟进报道、炒做，为今后的工作开展奠定基础。



万事俱备，演出定会成功！

还有一些注意细节和技巧方法，具体操作时再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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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