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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教思函〔2017〕22号 

 

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坚持

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进一步提

升青年学生思想道德素养，引导、帮助广大学生熔铸和践行

人生理想价值观，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喜迎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由省教育厅、省高校工委主办，省电教

中心承办，兰州财经大学和中国移动集团甘肃公司承办甘肃

省第七届“中国移动 4G 杯”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大赛（原甘

肃省大学生 DV创作大赛）将于 5月中旬启动。 

本次大赛以“弘扬核心价值观 共筑中国梦”为主题，

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参赛组织工作，广泛动员、指导青年学生

踊跃参赛，创作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

秀微电影作品。要创设丰富多彩、独具特色、并与大赛有机 

结合的校本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使大赛在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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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生群体的文化追求和艺术创作水平的同时，成为全省高

校高校思政工作“1231 行动”、大学生暑期红色之旅、“三下

乡”、“万名大学生下基层”等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

的有力推手。要积极扶持相关活动组织部门和学生创作团

队，发现、培养和树立典型，为今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

可持续科学发展打好基础。请各高校认真组织，积极参加。 

 

附件：1.甘肃省第七届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大赛活动方案 

  2.甘肃省第七届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大赛报名表 

 

  

 

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高校工委 

                         2017年 5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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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次大赛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共筑中国梦”

为主题，立足甘肃，辐射全国，鼓励大学生用积极乐观的角

度观察、反映和思考社会生活，创作出优秀的微电影作品。 

一、主办单位：甘肃省教育厅、甘肃省高校工委 

二、承办单位:甘肃省电化教育中心  

三、协办单位:兰州财经大学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

限公司 

四、支持媒体: 

中新社甘肃分社； 

甘肃省广电总台“牛肉面”客户端； 

甘肃电视台公共频道《教育在线》栏目； 

甘肃省教育厅门户网站（www.gsedu.gov.cn）； 

甘肃省教育网（www.gsedu.cn）； 

甘肃省教育厅官方微信“甘肃教育”；、 

甘肃省教育厅官方微博“甘肃省教育厅” 

五、组委会机构： 

组委会主任： 

王海燕 甘肃省高校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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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副主任： 

  贾  宁   甘肃省高校工委副书记 

王亦达  兰州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 

组委会成员： 

  牛辉峰 省教育厅思政处处长 

梁 翔 甘肃省电化教育中心副主任 

刘正帅 兰州财经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杨晓峰 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院长 

  赵 展 兰州财经大学团委书记 

  陈方英 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学院传媒艺术实

验教学中心主任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 

办公室主任： 

张宏伟 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副院长 

办公室副主任： 

林 芃 省电化教育中心宣传制作部主任 

闫向忠  兰州财经大学团委副书记 

李效锋 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办公室主任 

六、作品征集 

（一）征集时间： 

2017 年 5月—2017 年 11月 

（二）征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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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在校大学生（含应届毕业生） 

（三）征集方式： 

作品采取网上征集的方式，“第七届甘肃省大学生微电

影创作大赛活动”专题网站为本次大赛唯一官方网站（网址：

http://DV7.gsedu.cn，以下简称“大赛官网”，网站将于 2017

年 6 月正式上线运营）。 

创作初期，创作者可登陆大赛往届网站进行学习参考，

也可加入本次大赛的 QQ群进行交流（群号：224864573）。 

七、活动安排 

（一）第一阶段：大赛启动(2017年 5月至 2015年 6月)。 

1、各高校确定本次活动的校内负责单位、联系人，并

将联系人报送至组委会办公室。 

2、各高校根据校内实际，确定本校大赛活动主题，并

报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备案。 

3、联系本次大赛的赞助企业，确定主要宣传媒体，包

括电视媒体、报刊杂志及网络媒体，开始连续报道赛事动态。 

4、征募大学生志愿者和大学生记者，分别承担大赛的

宣传和赛事动态播报工作。 

5、印制相关宣传材料、条幅、POP宣传画，在省内各高

校张贴宣传。 

（二）第二阶段：作品展播推广(2017 年 6月至 2017 年

10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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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展播平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甘肃电视台公共频道

《教育在线》栏目、“大赛官网”展播作品。 

2、展播作品：展播通过前期网络投票和评委会初审确

定的部分优秀作品。 

3、网络投票：在作品展播过程中，鼓励广大影视爱好

者通过网络投票的形式参与互动，为自己喜爱的作品投票。 

（三）第三阶段：评奖、颁奖(2017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大赛将组织评审委员会按作品评比办法评选作品，评选

专家由省内外相关专家教授担任。网络投票在总分中占一定

的比例。网上投票的平台为“大赛官网”和“甘肃教育”微

信公众号。 

八、奖项设置： 

（一）大赛设置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10

名，优秀奖若干。 

（二）单项奖 6个：最佳导演奖、最佳创意奖、最具人

气奖、最佳摄影奖、最佳剪辑奖、评委会特别奖。 

（三）指导教师奖：入围一、二、三等奖及单项奖的作

品指导教师将获得此奖项。每件作品对应一名指导教师。 

（四）高校实践主题奖若干，用以表彰杰出的高校社会

实践主题活动宣传作品。 

（五）优秀组织奖若干名，用以表彰在活动中组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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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集体。 

九、内容要求 

（一）作品不得含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

他法律法规的内容； 

（二）主题鲜明、导向正确。参赛作品以“践行核心价

值观、激发青春正能量”为主题，内容健康向上即可，拍摄

题材不限。可将题材同全省高校“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

干部”选拔、高校思政工作“1231 行动”、大学生暑期红色

之旅、“三下乡”、“万名大学生下基层”等思想政治教育和

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学研成果社会化等内容相结合。要紧紧围

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着力在以下方面

推出精品力作： 

1．突出展现各行业在改革发展中取得的新进展、新成

就，在全省大力推进“双创”过程中涌现出的模范人物和先

进典型； 

2．积极宣扬依法治国、崇尚廉洁的价值理念，营造人

人守法、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风尚； 

3．深入挖掘普通群众热爱国家、爱岗敬业、诚实守信、

友爱互助的感人事例，展现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生动实践。 

4．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展示优秀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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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丝绸之路文艺创作，传播丝绸之路文化精神。 

5．全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活动中涌现的典型人

物和事迹，深入基层挖掘故事源，传播好故事，激发正能量。 

6．全省教育系统的优秀教师、学生人物、校园生活、

教学实践、社会活动、科研成果，正能量与良好风气。 

（三）形式新颖，内涵丰富。参加大赛征选的节目应突

出网络特色，多采用广大网民喜闻乐见的、适于网络传播的

形式。要讲好故事、注重节目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

一，避免低俗化、空洞化、模式化、套路化。 

十、参赛报名 

（一）凡是 2016年 4月至 2017年 10月 31 日期间创作，

未曾在本大赛投过稿的作品均可参加。 

（二）参赛作品必须由参赛作者本人参与创作（合作作

者可联名参加），参赛者应确认拥有其参赛作品的著作权，

如因此引起任何相关法律纠纷，由参赛作者承担法律责任； 

（三）参赛作者应保证参赛作品不涉及肖像权、名誉权、

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法律纠纷，否则其法律责任由参

赛作者本人承担； 

（四）参赛作品提交时请务必表明作品属性（剧情片、

纪实片、动漫片、科教片、创作短片等）。 

（五）作品要经过编辑处理，情节完整，表达流畅，画

面稳定，字幕齐全，声音清晰，表现手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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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所有作品内容须经学校审核盖章后方可提交。 

十一、作品提交 

作品完成并通过审核后，参赛者须将视频作品（mpg、

avi、mp4 数据格式，DVD 介质）、纸质版报名表（盖章）邮

寄至组委会指定联系地址及邮箱。在收到作者的报名表和作

品后，组委会将通过邮箱进行反馈。（注：报名表在“大赛

官网”下载）。 

本次大赛不收任何形式的报名费、参赛费。大赛组委会

对本次大赛所有征集作品具有编辑并在网络、电视及其它载

体使用的权利，对大赛获奖作品具有版权及后续延伸开发

权；参赛作品及资料授权主办单位可用于大赛颁奖晚会、大

赛指定宣传媒体、网站及相关活动及媒体中公开播放或刊

登。 

十一、后期推广 

1、优秀微电影作品将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和甘肃电视台

公共频道选播，有条件时结集出版，优秀影评在报刊上刊载。 

2、优秀原创微电影作品将在省内高校及其它相关高校

进行展播。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收稿地址：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

院 

联系人：李效锋   邮箱：821399600@qq.com 

联系电话：0931-5252090  1363931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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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931-5252010 

大赛 QQ群：22486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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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名号  
作者 

（导演） 
 

学校  邮箱  

电话  QQ  

作品名  专业（年级）  

编剧  摄像  

导演  剪辑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联系方式 
 

作品简介  

作品推荐  

注：作品推荐由院系填写后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