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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代言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

搭建中日韩经济交互平台。

我们需要！有梦想…有勇气…        

充满娱乐精神新时代的优秀青年。

我们需要！有实力…有潜能…        

充满发展活力新时代的优秀企业。

我们将一颗颗天然原石，

雕琢打磨成璀璨之星。

我们将一个个本土企业，

宣扬推广成跨国集团。

中日韩明星同台劲歌热舞，

三国选秀起伏跌宕，惊艳炫目。

企业宣传捆绑美丽经济，

三国巡游，开创经济实体推广合作全新局面。

中国、日本、韩国，亚洲的中心，世界的金三角。

我们将见证亚洲德才兼备、型秀睿智的人才诞生现场。

我们将创造企业发展奇迹。



今年是中日韩三国友好交流年，温总理的“和平、友好、合作之旅”中

日韩发布《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三国就提升伙伴关系、实现共同繁荣

达成多项共识，将坚持不懈地推动三国关系朝着睦邻互信、全面合作、互

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三国将进一步加强在东盟－中日韩合作、

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各种地区框架内的合作，以促

进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本次活动意在为中日韩三国的各大企业提供展示、交流的平台。在这个

平台上，我们将秉着公平、平等的原则，巧妙运用各种手法淡化语言、文

化等差异，避开贸易壁垒的阻力，尽可能的将企业的真实实力展现在公众

面前，从而帮助企业提高公众形象、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增强合作纵深、

最终实现中日韩三国企业的共赢、多赢！为建亚洲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

一、活动背景：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是在中日韩文化交流年的大环境下，由

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主办，华和丽韩（北京）文化传播中心承办，中日韩三

国主流社团及主流媒体协办的三国政府鼎立支持的亚洲范围内的大型人才选

拔活动。此次活动将选出中日韩三国，德才兼备，文武双全，德智体美劳全

面人才，为中日韩三国的各领域而服务，是以促进三国的外交、文化、经济

交流合作为根本目的，把中日韩企业有效的链接起来，互通信息、互换技术、

互相合作，为让三国无国界而贡献，为未来打造亚洲自由贸易区而准备。

选才为亮点、探秘为线索，主办方力在将本次活动打造成真正受大众喜爱

的形式，并用实际行动推动中日韩三国民与民之间广泛交流合作，首次将中

日韩形象多维度、多形式的展现在公众面前，势必成为推动中日韩三国向世

界舞台进行积极展示的一次重要举措。

二、主题阐释：



三、活动名称：才智三国——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

四、英文名称：The First CJK Firm Image Ambassador Audition

五、活动主题：人才、健康、活泼、向上、和谐、合作

六、活动主题歌：我相信（I believe）

七、活动时间：2010年8月——12月



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是中国外交部主管的全

国一级非盈利社团组织，其前身是1993年

成立的中韩经济发展协会。为适应中日韩三

国建立伙伴关系后的新形势，中韩经济发展

协会理事会认真研究后，经代表大会通过，

提出更名申请，并获外交部和民政部批准，

于2009年8月27日由中韩经济发展协会更名

为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

宗旨：通过开展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增进

中日韩三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三国

伙伴关系的发展，服务于我国外交工作和经

济社会建设。

八、大赛组织单位和三国组委会成员与各国、

政府寄语 专家寄语 机构同意批件

（视频寄语见附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为大赛题词



杨振亚大使 为本大赛题词



唐家璇 原国务委员赵南起 全国政协原副
主席

罗豪才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李 蒙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李肇星 全国人大常委 外交部原部长

邹 瑜 司法部原部长

石广生 全国人大原常委、商务部原部长

李德洙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民委原主任

田增佩 外交部原常务副部长

张秀夫 司法部常务副部长、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原政委

郑鸿业 中国贸促会原会长

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
名誉顾问



高级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明达 国家教育委员会前副主任

王郁昭 安徽省原省长.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

左建昌 总后勤部原部长（中将）

孙文盛 国土资源部原部长

刘剑锋 国家民航总局原局长

刘海燕 北京市政府原副市长

刘明祖 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书记

伍绍祖 国家体委原主任

朱登山 国家煤炭部原副部长

吴基传 国家信息产业部原副部长

张昭若 天津市政府原副市长

张青林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原党组书记

张今强 国家电子工业部原副部长

邵奇慧 国家机械工业部原副部长



邹玉川 国家建设部原副部长、国土资源局局长

何振梁 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奥委

会名誉主席

李 元 国土资源部元副部长

李志民 国家技术监督局原副局长

李保国 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中国质量检验

协会会长

陈邦柱 国家经贸委原副主任

陈国书 解放军总后勤司令部参谋长（少将）

陈耀邦 农业部原部长

杨振亚 中国驻日前大使

杨贤足 信息产业部原副部长

林汉雄 建设部原部长

赵登举 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常务副检察长

周道炯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

罗 峰 公安部原副部长



郭春生 解放军总参管理保障部原政委（少将）

袁 木 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

高国柱 辽宁省原省长

钱树根 总参谋部原副总参谋长（上将）

程 路 全国工商联第九届副主席、中国西部开

发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程安东 陕西省原省长

韩德乾 中国科技部原副部长

谢安山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最高人民法院

原副院长

闫海旺 甘肃省原省委书记

谭庆琏 建设部原副部长

谭悦新 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原副部长）



大赛主席：

王泰平 协会会长、中国前驻日大使

副主席：

者永光 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权顺基 史大红 姚平定 协会常务副会长

郗照明 张震 分别为协会顾问委员会主

任和副主任

执行副主席：

张海勇 协会副会长

秘书长：

姜亨锡、张涵、赫恺、黄圭虎、吕根植、



韩国组委会和执委会成员（单位）：

姜亨锡、 黄桂虎、吕根植、梁承根 、李炳道、 朴相林、 權瑚、孫雲浩、

車榮準、 申亨燮 、曺鎭圭、 金鐘泳 、南廷勳

優真智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MBC文化传播集团 、 大真大学、高丽大学

日本组委会和执委会成员（单位）：

敦井荣一、 吉野浩行 、 井上裕之 、 小柴和正 、 池田彰孝 、本庄八

郎 、渡边佳英 、 渡边佳英、西村贞一、 石井卓尔 、 辻亨 、伊藤雅

人 、 田畑日出男 、 渡边顺彦 、 今野由梨

森泽文化传播集团 、佑一文化传播社 、早稻田大学



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

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信息交流部
华和丽韩（北京）文化传播中心

北京钧天广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制作单位：



智联招聘

优酷

大田武術協會

大韓民國 靑少年 映畵祭 組織委員

大成國際(中國)交流中心

高麗大學校

東北日報

(株) 韓新高麗

大眞大學校

(株) 洪明商街 商人聯合會

(株) OSUNG GLOBAL LOGISTICS

大田盛世医院
海東 日報 / KOREAN 雜誌
韓國靑年會議所 北大田 靑年 會
議所
鄭哲語學院
優真智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CHINARO學院
(社)NEW WAVE 國民運動中央會
眞德建設 (株)會長
(社) 韓國 水産 經營人 泗川市聯
合會

协办单位：



广播媒体

报纸媒体

电视媒体

九、支持媒体：



杂志媒体

网络媒体



主要宣传途径

2010首届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活动主媒体平台为：地方卫

视，中央电台为赛事活动总决赛、颁奖晚会的播出平台。

1、强势电视媒体宣传：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及部分省会频道全

程转播总决赛颁奖晚会

2、各省级报纸及时尚类或以青年人为受众群体的杂志跟踪报道

赛事热点信息

3、部分电视台、网络直播总决赛颁奖晚会

4、在大赛官方网站及合作网站媒体发布赛事动态信息

5、海报的张贴（主要在各大学校园内张贴宣传海报）

6、与冠名及赞助商商品性质相结合，举办相关群众普及活动

7、赛程启动时召开新闻发布会且每阶段都有新闻发布会。

十、媒体宣传：



二．前期宣传
1、公布大赛消息，召开2010首届中日韩形象大使启动仪式即新闻发布

会（时间、地点、媒体、核心内容、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支持媒体，
大赛介绍）。
2、发布广告：在主流杂志及报纸发布大赛举办消息；在部分电视台定

时定量滚动播出大赛开始的新闻（主办单位、大赛介绍）；在合作网络
媒体报道相关赛事开展信息，附加GIF格式动态图片广告点击链接；广
播宣传。
3、 2010首届中日韩形象大使选拔赛官方组委全面进行赛事介绍，GIF

格式动态图片推广等。



三．赛事进行过程中的宣传
（一）跟踪报道时间按阶段进行
1、主流电视台通过新闻报道各时段重点赛事信息，取得的社会关注
2、合作报刊杂志媒体全程跟踪报道赛事动态
3、官方网站权威细致报道赛事进程及动态
4、广播
5、与冠名单位产品结合举办相关活动
（二）初赛、复赛、决赛根据赛区及具体情况适度增减宣传力度



四．赛后宣传

（一）赛事盘点、在一段时间内报道赛事影响力

（二）形象大使出席活动的相关宣传



十一、活动流程：【2010年8月——2010年11月】

第一阶段 活动启动《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初选完成【2010.8——2010.10】

1、宣传片造势：

拍摄1-3分钟宣传片（包括中央领导、企业家、一线明星、社会名流写（讲）

致辞和寄语），用一个月的时间，在各大门户网站、电视台、楼宇电视传媒滚动

播出。广而告之活动的理念，解释策划意义，体现中日韩的特殊背景，活动的特

点所在。平面媒体与之相配合，邀请明星拍平面广告做宣传。

2、召开新闻发布会：

邀请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领导、协办单位代表、名人代表及媒体朋友光临发

布会现场，宣布活动正式启动。



3、同步进行2010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的网络报名：

选手可登陆智联招聘网站、大赛官网进行网络在线报名。（详见

官网发布的报名须知）

4、形象大使资格审查、人气投票、在线答题：

活动主办方将选手的报名信息进行严谨的资格综合审查，同步

进行网络、短信人气投票；人气较高的选手将有机会进入在线答题环

节。

5、初选推荐选手名单产生(所有题目根据智联招聘的考官库出题)

以上环节历时30天，30天期满，主办方将于网站公布最终确立的

初选名单，共计100人。此100名选手将进行第二个阶段的复赛环节。



第二阶段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复赛录制播出【2010.10】

1、播出方式：

周播，每周末的周六周日晚。

2、播出频道：

地方卫视

3、播出周期：

本阶段共制作播出8期节目，每周2期，历时1个月。

8期节目安排：100选手首次闪亮现身（初赛启动）、100进50（分上下）、

50进30、 30进20、 20进10、 10强排位赛、 挑战10强复活赛。



4、环节设置：

① 100选手闪现舞台：

本场为100选手第一次在电视荧幕前与观众见面。只有晋级没有淘汰，更

侧重于表演。也是让现场评委和观众有一个第一印象。

本场首秀分三个环节：

a青春的第一次闪耀。选手分为5组，用表演秀的方式在表演过程中进行自

我介绍。由现场专家即时评选出每组表现优异的选手，每组3位；

b我有我的才。15名第1环节优胜者进入到我有我的才，

进行1分钟才艺展示。由现场观众评选5名进入到最后环节。

c幸运大挑战。现场主持人将提前准备的问题放入信封，由选手抽取，计

时回答。而评审即是提出问题的神秘嘉宾，他（她）将为选手的回答进行点

评和打分。得分最高者将得到PASS卡，直接进入50强。

三环节进行完毕，本场首秀结束。



② 100进50（上下场 一场50人）

本场为正式比赛，分上下两场完成。第一场首秀获胜的选手也会参加
到其中，但不参与淘汰环节。

本场比赛分5个环节：
A智联问答。选手分为5组。只有淘汰没有晋级。由现场专家评选，每

组表现分数最低的2位选手被直接淘汰；（50——40）
b即兴产品秀。分成2组，选手转动轮盘进行产品秀的选择。计时1分钟，

产品展示开始。由企业代表方阵评选自己满意的选手号码，得分最高的2

位直接晋级。得分最低的5位直接淘汰。（40——30）
c日韩选手帮帮忙。此时，加之首秀一共产生5名晋级选手，剩下的30

名只能剩下20人。待定选手进入到日韩选手帮帮唱环节。30名选手由号码
排序小的开始分别选择自己的队友，共分15个组。随机选择帮帮忙的日韩
赛区晋级选手。3人一起完成挑战任务。表现较差的三组选手终极PK。

d终极大挑战。此时进入终极大挑战的6位选手只能留下1位。她们将进
行最后的50强争夺战。1分钟才艺展示，由已经晋级的24位选手选择表现
最优秀的那一位。

e到此，25位晋级选手已经全部产生，现场抽取50强编号，并进行一句
话拉票宣言。从50进30开始，网络及短信投票将计入到参考分数中，选票
较高的选手将亮相最终的挑战赛。

两场结束，50强选手诞生。



③ 50进30、30进20、20进10：
这三场比赛将参照100进50的比赛模式进行环节的设置。环节中将加入

专业形象代言的元素。由顶级广告公司总监进行现场命题考试，对选手的
综合素质及现场应变能力有更大的挑战。

④ 10强排位赛：
进入10强的选手，在本场比赛将进行名次排位赛。环节设置方面将加

入和企业代表的互动环节，如在既定时间内将产品推销给企业代表。根据
综合表现进行名次排位。

⑤ 挑战10强复活赛：
已经被淘汰的选手将有机会在本轮复活。资格是50强选手，经过网络、

短信票选诞生的10位人气复活选手。
10位复活选手将根据票选结果，得票高的选手将有优先选择权，选择

要挑战的10强选手。挑战成功，将面临名次换位。

守位成功的选手直接晋级。守位失败的选手将和挑战选手进入最后拯
救环节。拯救环节获胜者，为真正的10强选手。

5、初赛结果：
经历过8场比赛后，中国赛区最终诞生10位优胜者，他们将和日韩的各

10强选手，成为本次大赛的30强，进入到第三阶段——三国风采秀。

注：各环节中将有大部分考验选手真才实学的内容。以上宣传、赛事
和播出三国同步，各国播出本国赛事，播出中会穿插三国花絮，赛事进程。



第三阶段 企业形象大使三国巡游风采秀【2010.10——2010.11】

1、风采秀目的：

本阶段是各位30强选手们，第一次在企业、媒体和公众

面前进行个人及团队的风采展示。

风采展示，不仅是选手展示自我才艺的个性表现，更重要

的是，将自己的才艺特色，与大赛指定的展示地相结合，

以情予景、展才华秀知性，也考验了各位选手的前期知识

准备是否到位，同时证实了本大赛的选秀并非单纯选美。

2、景点采风：

本阶段将安排选手们到中日韩各大景点、企业进行风采展

示及写真拍摄。以旅游的休闲方式，给选手们营造比较

轻松的氛围。



3、环节设置：

①、选手们在拍摄景点指定范围内进行现场走秀；

②、选手们对所到景点、产品做60秒阐释。由现场专家直接打分，根据

各位选手们的现场表现，由神秘明星嘉宾及景点单位员工代表评定最佳表

现选手，最佳表现选手可直接进入安全区，并由景点领导及明星嘉宾为本

场最佳表现选手颁奖。

③、选手们按国籍分为三国组，进行团队挑战赛。获胜队可有一名选手

直接进入安全区。表现较弱的另外2组则有选手要进入危险区。

④、神秘明星嘉宾到场点评。并且担任明星解说员，带领选手们参观景

点、品尝特色小吃。

4、风采秀结果：

本阶段风采秀结束，30强选手20位惨遭淘汰，剩余10强选手，进入到

总决赛。最终排名及获奖结果将在总决赛中产生。



第四阶段 形象大使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录制播出【2010.11】

本场活动为形象大使的10强总决赛。决赛将会参考选手们在风采秀

时候的表现，以及整个比赛下来的网络、短信投票情况，直接宣布表现

相对优异的5强选手，进入到最终的冠军争夺赛中。

冠军争夺赛

智联问答

现场主持人将提前准备的问题放入信封，由选手抽取，计时60秒回

答。而评审即是提出问题的神秘嘉宾，他（她）将为选手的回答进行点

评，并由专业评审进行打分。分数决定三甲排位结果，结果将在最后时

刻宣布。

冠军争夺赛环节结束，其余10强选手将再次被请到舞台，进行颁奖。

揭晓最佳气质奖、最佳才艺奖、媒体最佳关注奖、最佳外语奖、最具人

气奖、最佳表现奖、最具亲和力奖。最后，揭晓上一轮的悬念，公布最

终的冠军、亚军、季军获得者，得分情况以及组委会寄语。

颁奖结束，本次大赛的优胜者将获得现场与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签约

的机会。

至此，首届中日韩形象大使选拔赛圆满结束！



十二、大赛章程：
2010首届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大赛名称：2010首届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
英文名称：The first CJK Firm Image Ambassador audition

大赛主题歌：我相信（I believe）
第二条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是由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主办，中日韩经
济发展协会信息交流部和华和丽韩（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国际性
大型文化活动。

第三条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宗旨是为了加强中日韩经济文化交流，推
进企业之间商贸往来，构建中日韩三国企业信息交流平台，推动中日韩三国
企业发展。展现新时代中日韩三国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青春活力。展
现中日韩三国企业文化理念、企业员工素养、企业完美工艺品牌等。

第四条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主要面向中日韩三国包括港澳台及海外各
界各行各业男女青年。



第二章 参赛报名
第五条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报名条件：
1、 年龄在16周岁以上男女青年
2、 身高160cm以上
3、 身体健康，五官端正。
4、 了解中日韩三国企业基本文化，具备一定文化艺术素养；
5、 国语流利，会简单英语口语；
6、 遵纪守法，无不良犯罪记录。
7、如有特别才能者，不受以上条件约束。
第六条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报名须知：

本次大赛报名方式为网络报名。选手可登陆大赛官方网站，或者智联招
聘网站，进行网络报名。在线填写报名表，上传相片、视频。
网络报名通道:www.zhaopin.com，2010.zrhtv.org

智联：www.zhaopin.com

大赛官方网站：2010.zrhtv.org,

选手在线填写报名表，上传相片、视频，必须保证网络填写及上传内容
的真实性、合法性。



第三章 比赛内容
第七条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比
赛内容包括礼仪仪态条件、文化艺术
基本素养、表现能力、职业意识和其
他发展潜力。

第八条

参赛选手“礼仪仪态”条件主要从
以下方面评价

1、 沉稳干练
2、 气质端庄
3、 自信大方
4、 神态仪表
5、 礼仪知识
第九条

参赛选手“文化和艺术基本素养”
条件主要从以下方面评价

1、 才艺展示
2、 外语水平
3、 智趣问答
4、 企业知识

5、营销知识
6、公关知识
7、信仰知识
8、道德观念
9、世界观
第十条

参赛选手“表现能力”主要
条件从以下方面评价
1、以表演诠释作品内涵
2、以舞台气质引领企业
3、以肢体展现企业产品
4、以独到见解阐述企业



第十一条
参赛选手“职业意识”主要条件从以下方面评价
1、 和善、友爱、诚信与智慧
2、 礼仪
3、 与参赛选手的配合意识
4、 赛事纪律意识
第四章 比赛程序
第十二条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由中国分赛区、日本分赛区和韩国分赛区组
成，选手参与方式为：网络在线报名。

第十三条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三国选拔形式为：初选、复选每个国家最终
选拔10—15名晋级选手，分别参加中国、韩国、日本节目录制、三国巡游、明
星企业访问等。

第十四条
大赛组委会将组织国内外明星企业高管、著名节目主持人、中日韩明星、

驻华大使官员、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领导等担任大赛各阶段评委。



第五章 奖项设立
第十五条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入围全国决赛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颁发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荣誉证书，组委会提供入围选手赴韩国、
日本比赛全部费用。

第十六条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设立如下奖项：
2010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冠军、亚军、季军、最佳气质奖、最佳

才艺奖、最佳外语奖、最具人气奖、最佳表现奖、最具亲和力奖。
第十七条

入围全国决赛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颁发“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
荣誉证书。

第十八条
入围全国决赛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组织赴日韩企业参观学习。
第十九条
入围全国决赛的选手由大赛组委签约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



第五章 奖项设立
第一名：奖价值十万元的奖金或奖品或中日韩企业百万年薪职位和称号；

第二名：奖价值陆万元的奖金或奖品或中日韩企业50万年薪职位和称号；

第三名：奖价值肆万元的奖金或奖品或中日韩企业30万年薪职位和称号；

第六章 形象大使奖励办法和职责：
1、通过组委会和各国对外交流有关部门签约，各国形象大使辅助本国

对外交流部门举办国际研讨会、国际交流会、国际公益活动各种国际交流
会。辅助协会对政治、文化、企业、科技、体育、农业等各个领域的对外
宣传工作，接待来本国各地政府投资的外商，学习好本国政策方针，掌握
各项知识要领，积极促进友好交流合作，为本国树立良好形象。

2、在组委会组织的各国主要电视媒体平台上担当专门展示各国企业风

采的专题节目做主持人，随摄制组深入企业，全面了解后，通过媒体展现
给中日韩三国。

3、由组委会授予“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称号并邀请参加各类国际活
动以“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的身份对外宣传推介。

4、若有企业需要此人才可通过组委会促进人才流入。



5、奖金奖励办法-三甲选手将获得高额奖金，并有机会获得知名企业工
作岗位。

6、物品奖励办法-冠军、亚军、季军分别获得水晶皇冠和水晶奖杯和大
赛证书，其他名次将可获得水晶首饰和大赛证书。

7、30强会得到中日韩各个领域方面专家的系统培训。
8、为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政府促进更多的合作，为未来亚洲自由贸

易区服务。

第七章 附则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组委会有权无偿使用入围选手肖像、影像等
进行大赛的各类宣传推广活动，出版和发行相关资料和刊物以及无偿参与
组委组织的各类演艺、公益和大赛组委会后续活动，同时获奖者要与大赛
组委会签订不少于两年的回报合作协议（见另协议）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组委会。



第五章 奖项设立
第十五条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入围全国决赛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颁发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荣誉证书，组委会提供入围选手赴韩国、
日本比赛全部费用。

第十六条
“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设立如下奖项：
2010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冠军、亚军、季军、最佳气质奖、最佳

才艺奖、最佳外语奖、最具人气奖、最佳表现奖、最具亲和力奖。
第十七条

入围全国决赛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颁发“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选拔赛”
荣誉证书。

第十八条
入围全国决赛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组织赴日韩企业参观学习。
第十九条
入围全国决赛的选手由大赛组委签约中日韩企业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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