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寺信友 (2018)36号

美子挙亦“外国寺家看中国 着 届全国撮影大奏"

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宣轄市及冨1省象城市外国寺家局,新彊生声

建没兵困タト国寺家局,各有美学校、単位 :

明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力深入貫御落実コ近平恙

ギ泥美子 “か張国陣人オ交流合作"“ 排好中国故事,侍播

好中国声音"等重要排活和指示精神,向世界展現新中国咸

主 70年末取得的輝達成就,沈世界同享美好中国。在科技

部外国寺家服弁司指早下,国家外国寺家局国外人オ信息研

究中ノい、《国休人オ交流》染志杵挙力、“外国寺家看中国・首

雷全国撮影大奏",Jヒ京蓮ノむ目文化有限公司負責承亦。

在已姪挙力ヽ了四届的“外教看中国"撮影展澤的基砧上 ,

“外国寺家看中国・首届全国撮影大募"拓克参考対象,更

|=衆焦主題,攻迎所有在準工作的外国寺家和外籍人士釈板

参均9羹杵咸力か張国際文化交流互功的品牌活劫。

清各地外寺局以及各学校、企事立単位盤数カロ張対大募



活功的俎須頷早,釈板倣好宣侍和友功工作。攻迎各省区市

没立省坂界区,井在所轄地市或有美学校単位没立分奏区或

界点。

附件: “タト国寺家看中国・ 首届全国撮影大界"活功

方案

国家外国 研究中ノむ

国外人オ研究中ノむ 2018年 H/114日 F「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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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子挙亦 “外国寺家看中国・首届全国撮影大奏"的

通知

各省、自治区、宣椿市及副省級城市外国寺家局,新彊生声建没

兵困外国寺家局,各有美学校、単位 :

明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力深入貫御落実コ近平恵ギ泥美

千 “加張国際人オ交流合作"“沸好中国故事,特播好中国声音"

等重要沸活和指示精神,向世界展現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取得的輝

達成就,■世界同享美好中国。在科技部外国寺家服各司指早下 ,

国家外国寺家局国外人オ信息研究中心、 《国際人オ交流》余志

杵挙亦 “外国寺家看中国・首届全国撮影大賽",北京蓬心閣文

化有限公司負責承亦。

在己径挙亦了四届的“外教看中国"撮影展坪的基砧上,“外

国寺家看中国・首届全国撮影大賽"拓党参与対象,更加衆焦主

題,欧迎所有在隼工作的外国寺家和外籍人士秋扱参与,必杵成

力加張国際文化交流互功的品牌活劫 c

清各地外寺局以及各学校、企事立単位継銭加張対大賽活劫

的狙須頷早,釈板倣好宣倍和友劫工作。欧迎各省区市没立省象

賽区,井在所籍地市或有美学校単位没立分賽区或賽点。

国家外国寺家局国外人オ信息研究中心

2018年 H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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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外国寺家看中国・首届全国撮影大奏"活動方案

一、参奏茫目

(一 )全国聘清外国寺家的学校、科研院所、企立及各癸机杓。

(二 )所有在隼或曽在隼工作的外籍教姉和寺家。

(三 )所有在隼或曽在隼的外籍友好人士。

二、参奏要求

(一 )撮影展坪作品要求

1。 撮影展坪参賽対象包括但不限千外籍教帰、外籍寺家、外籍学

者フ需力原CJ作品 ;

2。 本届撮影大奏主題力:庚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拍撮取景必

須在中国境内,可以是所在的城市、身辺的人物、遇兄的凩景、荘忘

的美食、狂色的古述等,来反映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取得的件大成就。

3。 投稿要求:単幅,毎位参賽者不超述 5幅照片;狙照フ毎位参

賽者不超述 3狙 (毎狙 7-12幅 )。 照片主題突出:曝光対焦正碗 ,

毎幅照片必頒 3M以上フ」PG格式。

4。 所有参奏作品必頒有必要文字悦明 (単幅必須有題名フ狙照必

頒有題名,文字滉明 200字左右,英文或中文均可,欧迎惣把照片背后

故事写成文章一井提交,字数不限)

5。 撮影展坪作品需填写 《撮影作品登氾表》 (附后),如未填野

祝力元数。

注意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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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征集作品可以通述軟件在不改交作品原貌的前提下,倣通当的

后期処理,但不可逃行合成等手法改交作品原貌,例如併接、ull除、

修改照片素材。

2。 参加本次征集活功的作品及荻笑作品,作者有著作板和署名杖 ,

狙須方有永久的使用杖。主亦単位有杖杵核作品用千展覧、宣特、出

版等用途。

三、活劫歩環

本次大賽活劫 2018年 11月 膚功,共分四今隣段。

(一 )膚劫

1)似汁支J在杭州召升膚功友布会,井同吋通述各大媒体,友布大

賽活劫消息。

2)2018年 11月 下友大賽通知。宣友各地外国寺家局,井清各地

格大賽活功通知及吋倍込到基居外寺局和各有美学校、単位。

3)《 国際人オ交流》余志 11期起刊登大賽活功消息,同吋通述有

美媒体、同靖、微博、微信等多神形式,膚泥友布大賽活劫消息。

(二 )接牧投稿,銭上展示 2018年 12月 -2019年 5月

同上投稿通道格子 2018年 12月 対公金升放 ,投 稿 官 同

脚 .PHOTOGRAPHYCN.COM,同 絡裁稿 至 2019年 5月 30日 。撮影 作 品杵

同吋在大奏活功官同及微信公号遊行展示,拝仇登在 《国際人オ交流》

奈志、 《中国日扱》 《人民日扱・海外版》等。

(三 )坪逸,2019年 6月 -8月

坪逸包括初常、同絡投票 (官 同和微信公金号)、 寺家坪申三今

歩環。国家外国寺家局国外人オ信息研究中心狙建澤申工作頷早小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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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須中外資深撮影人士、相美寺家学者和頷早等逆行澤申。

1。 6月 -7月 力初常和国絡投票吋同。対所有来稿作品逆行初坪 ,

以最終荻笑名額 3倍しヒ例拝仇推存作品遊入同絡展示投票,同絡投票

占終澤結果 40%杖重。

2。 8月 力終坪吋同。狙建相庇的終坪寺家狙分男J澤申,寺家澤申

占終平結果 60%杖重,結合同絡展示投票澤出各美荻奨名単。

3。 “仇秀狙須単位"坪逸。根据各地大賽活劫狙須宣特情況 (包

括但不限千単位同靖、微博、微信等平台宣特、銭下狙須宣倍等形式 )、

有美学校単位参奏和荻笑情況,以及狙須単位主劫向狙委会亦公室扱

送的狙須情呪,拝仇澤出 “仇秀狙須単位 "。

(四 )友布澤逸結果,挙行頒奨沿伝-2019年 10月

友布荻奨今人和仇秀狙狽単位名単,在大賽活劫官同及微信公余

号上公示。挙行頒奨典礼、照片巡展以及其他成果展示活劫 c

四、業期賤肥雪

(一 )撮影展澤今人笑 (83名 ):

1.特等奨 1名 。頒友茉誉江弔,奨励人民市 2000元或等値奨品 ;

2。 一等笑 2名 。頒友末誉江弔,笑励人民市 1000元或等値奨品 ;

3。 二等笑 10名 。頒友末誉江弔,奨励人民市 500元或等値奨品 ;

4.二等笑 20名 。頒友茉誉江弔,笑励人民市 200元或等値奨品。

5。 仇秀笑 50名 。頒友茉誉江弔。

(二 )仇秀狙須単位奨 (100家 ):

授予 “仇秀狙須単位"茉誉業項,頒友栄誉江事;免費贈同 《国

際人オ交流》2019年全年余志一分;仇先推存参加有美机杓狙須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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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交流活功,参坊海外名校或教育培沸1狙須,柳助拓展外教引逃渠道、

行箱海外友好学校単位,促遊国際交流場合作。

五、狙須机杓、咲系方式

力加張対本届大賽活功的狙須頷早,青日成立大賽活功狙委会 ,

狙委会下没亦公室,具体倣好大賽活動的実施,包括来稿来函的接牧、

銃汁、初申以及与各有美単位的咲絡等事宜。

各地外寺局及相美教育部日、各有美学校単位也清建立相庇的狙

須机杓,明碗具体負責人員,及吋倣好大賽活動的宣倍和狙須実施 ,

碗保取得理想敷果。清所有参賽者及単位美注大賽活功微信公余平台

及官方同靖,便千及吋荻得大賽功向及通知公告。

“外国寺家看中国・全国撮影大奏"狙委会

顔  同:茄随初 李清泉

主  任:徐庚群

副 主 任:張 暁 侃天勇 毛斑春

執行主任:侃天勇

秘 事 憔:越木海 張賀彦

咲系人:越末海 召海英

地址:北京海淀区万柳京路新起点嘉困 10号楼 2103室

由「瑚高: 100873

屯新ヨ: 010-82564645 月自ち叱: 13701171759 イ寺罪等: 010-68964311

各洵 QQ: 2646152473 響叛f吉 : 13701171759

大 賽活劫 官 同 :Ⅷ V.PHOTOGhPHYCN.COM

微信公共平台: wetalent(国 際人オ交流)safeagOV(引 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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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寺家看中国・首届全国撮影大賽"作品登氾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China in the Eyes of Foreign Experts Photography Contest

Nttne

Chinese

English

Gender Nttionality

Mobile Number Email Address

Photo Name Pieces

Photo Description

(less than 200 words)

以下内容由所在単位咲系人填写

所在単位咲系人 れ =スニ■今

屯活 侍真

郎箱 手机

咲系地址及由F編

Notes:
L.

2.

Tel:010-82564645

E‐mail:2646152473@qqocOm
QQ: 2646152473
WeChat3 13701171759

3.

Please provide original photos taken by the applicant.

The theme of Photography Contest is to celeb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P. R. of China. Please provide photos reflecting changes & achievements

of your city or community, people and scenery which impressed you the most. The

application must be no more than 5 photos for independent photo, or no more than

3 photo series (7-L2 photos each set).

The literal description of the photos in Chinese or English is required (no morethan

200 words).

The size of each photo must be over 3M with JPG format.

Please submit your photos via the website: www.photographycn,com (Open from Dec.

0L,2018 to May 30, 2019)

This application form must be submitted together with your photos.6.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Committee Office of the Photography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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