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佳因隊旅游小姐芥聚三多

魅力三多擾影大賽方案

一、活劫名秣:十佳回陎旅游小姐芥聚三多一一魅力三多擾影大寨

二、時同地意 :

1、 吋 同 :2U1U年 1U月 28-29日 (U9:UU-17:3U)

2、 地魚:中 山市三多鎮

三、姐欽机构 :

1、 主亦單位:三 多鎮人民政府

2、 柲亦單位:戶 京省掇影家柲套、澳ㄇ掇影家柲套、中山市撮影家怭套、

三多商套

3、 支持媒体:中 山拫╨集困、PUCU撮影网、香港文洭拫、澳ㄇ日報、香港

商拫、中山戶播屯祝台

4、 姐欽策划:中 山市寀惠得商夯策划有限公司

四、泙委:由 中山市掇影家怭套委派 (由 中山市擾影家怭套委派待定 )

五、活劫 目的 :

利用回陎旅游小姐的社套影晌力及擾影芭木狙特的魅力,吸引大量游客及掇

影愛好者參与本次擾影活功及文化市各項活劫,增加本次活劫的氛園及特色,同

時展現古典家具的犯特芭木美感三多优美的人居坏境,菅造新同亮羔,拓寬宣伶

祝野,打大博兌套的影晌力。

六、活功幻則 :

1、 拍擾主題:反映本屆文化市的亮魚、特色,展現文化市現 i//● 氛園,展示

古典家具的狌特芝未美感,同 時反映三多鎮优美的人居坏境°

2、 拍援范園:三 多鎮、文化市各活劫現場。

3、 坪逸亦法:以寺並坪委及坪分力准°

4、 參賽肘象:戶 大游客,澳 ㄇ、中山、戶州及珠三角掇影愛好者

5、 參賽作品必須是在活劫期同,在三多鎮指定地魚及文化市活劫現切拍擾

的作品。

6、 姐委套在文化市期同邀靖十佳回陎旅游小姐戶京省前十名做力擾影模特

儿供參賽者拍援°

7、 參奏作品有夫規定 (兄 征稿店示作品要求項 )



8、 每位參賽者參賽作品不限,但須提交擾影作品的肢片或原件°

9、 參賽作品所涉及的肖像杈、著作杈、名替杈等由作者 白行久黃,拳亦方

不承捏任何黃任,且拳亦方有展示和使用參賽作品的板力°

1U、 本次活劫所有荻失作品主亦方有杈送行复制、展克、出版面卌、存稻

等,不再另付稿 HIJl((。 同時未絰同意,作 品不得作其他任何商╨之用,否則

茶亦方有杈按照回家相夫法律追究黃任,但可用參与公益、寺立、行立或

各炎姐欽机构所姐貁的竟賽坪比活劫及出版令人作品集之用°主亦單位享

有最終解釋板°

11、 凡投稿參加比賽者,祝 同承汏并遵守本比賽章程。

12、 截稿吋同:2U1U年 11月 9日

13、 奘項淡置 (兄店示第三奈 )。

七、玟程安排 :

吋同 活劫主題 具体內容 時同地意

責任單位

宣侍亦 市擾影家

捇套

央惠得

1U月 28日 U9:

3U-17: 3U

魅 力

三 多 撮 影

大寨

1、 組委套聘用十佳回坏旅游

小姐作力擾影模特儿 (古裝)

1U名 ,文化市套埸及套埸 5

介°

2、 展現古典家具的狌特芭木

美感。
3、 參褰肘象:戶 大游客及珠

三角地X援影愛好者。
4、 利用已布埸景及模特儿避

行擾影創作°

5、 根据指定擾影我路送行劍

作

三多鎮 (待 定 ) (待 定 )

1U月 29日 U9:

3U-17: 3U

魅 力

三 多 I.K影

大奏

1、 姐委套聘用十佳回坏旅游

小姐作力擾影模特儿 1U名 ,

文化市現場 5介°

2、 展現古典家具的狸特芭木

美感。
3、 參褰肘象:戶 大游客及珠

三角地Σ撮影愛好者。
4、 利用已布埸景及模特儿迸

行撮影創作。

三多鎮 (待 定) (待 定)



魅力三多掇影大賽征稿肩示

中山市撮影家切舍賽事現明:力配合第二屆中回 (三多)古典家具文化市暨家居收藏品

交易舍的隆重奉行,充分展示三多鎮优美的人居坏境,同時展現古典家具的狙特芭木美感 ,

菅造新同亮魚,折大文化市的影晌力°

一、作品主題和內容

反映本屆文化市的亮焦、特色,展現文化市的19mL埸氛園,通迪展舍I9mL埸 的炾猋和青╨模

特展示古典家具的狐特芭木美感以及三多鎮中家古典家具名鎮,生虍、銷售、※旺的埸景和

优美的人居坏境,當造新同亮魚,#大文化市的影晌力°

二、作品要求 :

1、 參賽作品注重真共性,村迪度淍整的作品坪委困有否決杈°送稿數量不限,姐照每

姐限 36幅 ,彩色、黑白均可 ;

2、 參賽作品規格力 SR(次方形K遨力 25cm,正 方形迪K力 2Ucm,面 幅K克 比例迖到

或超迪 2:1的 ,次遨可以力 3Ucm),不得裝裱,車幅原 TIFF文件須 15M以上 ;

3、 荻契作品統一淍屯子文件放大展出。如因作者元法及時提供,或屯子文件迗不到規

定輸出精度的,主亦車位將取消垓作品的荻契資格,由各逸作品遠*卜 :

4、 作品背面須注明作品柝題、拍撮地意、作者姓名、通汛地址、郎政編碼和眹系屯活。

5、 本次活劫所有荻失作品主亦方有杈避行复制、展克、出版面nl9、 存梢等,不再另付

稿酬。肖像杈、版杈由作者自負,同時未銓同意,作品不得作其他任何商╨之用,否則苹亦

方有杈按照回家相夫法律追究黃任,但可用參与公益、青╨、行╨或各炎姐貁机构所姐鋇的

竟賽坪比活劫及出版介人作品集之用。主亦車位享有最終解釋杈。

三、哭項投置 :

一等契:1名 ,契肋r,mU金 們UU元 ,契杯一座

二等哭:2名 ,各契肋現金 2UUU元 ,契杯一座

三等契t3名 ,各契肋現金 1UUU元 ,契杯一座

优秀契:1U名 ,各契肋現金 5UU元 ,頒友近串

入逸契:5U名 ,各英肋現金 1UU元 ,頒友汪串

各契項的火金稅收由荻契者自行到稅局皦納°

四、作品截稿日期:2U1U年 11月 9日

五、坪逸及頒契吋同:2U1U年 l1月 1U日

六、收稿地址:中 山市9(1文中路 196甹 (中 山市撮影家跡舍 )

朕系人 ;

屯 活 :



撮影大賽澳 i┐ 撮影爰好者及外籍模特行程

1U月 28日 行程

8: UU-8: 2U
到迖安排年倆 (模特需提前

化籹 )
拱北夫口上年

8: 2U-9: UU 羍程 拱北一巨尤

9: UU一 lU: UU 升幕式I,mL埸拍掇 巨尤古玩城

1U: UU-11 UU 巨尤各大展斤 巨尤古玩城

11: UU-11: 2U 車程 巨尤一精品倌

11: 2U-11: 3U 精品倌拍掇I9mL切整理 精品倌內

11: 3U-12: UU 精品倌拍掇 精品倌內

12: UU-14: 2U 午餐、休息吋同
模特安排午餐,撮影爰好

者 自理

14: 2U-14: 3U 精品倌拍撮 I9mL埸 整理 精品倌內

14: 3U-17: 3U 精品倌拍撮 精品倌內 (含休息吋同)

17:3U 結束行程 安排牟輛送回拱北夫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