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赛意义

2018年将是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年，不仅是经济贸易格局的融合层面，更是社会文化的

深度交流与融合的开始。为促进珠港澳的共同繁荣发展，需要三地青少年凝心聚力、互信互助。

为了推动湾区的创新与发展，积极参与湾区的建设，珠海市大力鼓励、吸纳高层次的青年

人才，澳门及香港也在召唤青年人积极融入湾区建设。我们鼓舞着珠港澳青年心怀梦想，应国

家所需，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找到自身的定位，促进青年人的多元发展，用青年一代的精神风

貌，演奏出新时代交响乐。

2018年珠港澳青年说励志演说大赛，将成为珠港澳青年交流互动的平台，为三地青年人才

政策提供一个展示平台，不遗余力展示珠港澳三地青年人创造力和青春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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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进行时”，教育是国之大计。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全方位部署，旨在要求高校：

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珍惜学习时光，心无旁骛求知问学，增长
见识，丰富学识，沿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前进。

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树立高远志向，历练敢于担当、不懈奋斗
的精神，具有勇于奋斗的精神状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做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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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 应湾区发展所需，集结青年力量。

    2018珠港澳青年说是跨域珠港澳三地的、面对青年群体最大型的正能量、 励志

的品牌项目，能够集结力量与大众目光，创造湾区价值；

• 政府主办，团委发文，事业单位、品牌企业积极参与，有公信力和品牌影响力；

• 港澳赛区、珠海赛区齐头并进，影响高校和社会青年群体；

• 长达3个多月的整合传播，不仅能提升品牌价值更能影响地域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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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年轻  勇敢梦——

2016香洲青年说励志演说大赛

活动覆盖20万余群众，

吸引近11万名青年关注，

直接影响近4万名香洲青年，

往届回顾0 3



2016珠港澳青年说宣传视频被团中央主办的共青团移动频道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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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回顾

有为青年——2017珠港澳青年说励志演说大赛

总决赛日月贝进行，全场爆满，

本次大赛网络投票互动共计三万余次，

活动宣传覆盖群体近25万人，

吸引近12万名珠港澳青年关注，

决赛的宣传视频、活动被30多个主流媒体转发、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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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共青团珠海市委员会

主办单位：共青团珠海市香洲区委员会  珠海市青年联合会  广东永晖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今日经典文化传播（澳门）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直播媒体：西瓜视频、抖音短视频

赛事发布微信号：珠海青年、香洲青年、I SHOW爱秀、珠海土地公

组织架构（拟）

香港青年联会、香港菁英会、香港华菁会、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总会、粤港澳大湾区青
年协会、珠港青年交流促进会、香港北区青年商会、香港“就是敢言”、香港青贤智
汇、香港杰出学生会、澳门青年联合会、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澳门中华新青年协
会、珠澳青年交流促进会、澳门青年身心发展协会、澳门青年公务员协会、澳门青年
博彩从业员协会、澳门大学生创业协会



2018年9月
赛事启动

珠港澳赛区全面招商
宣传、报名、筛选

2018年10月13日-10月28日
初赛

珠海赛区（5场中包含两场高校场）
（2018年10月27日落地澳门1场）

6场初赛300强进60强

2018年11月6日
复赛

珠海赛区（1场）
复赛60进24强

半决赛/总决赛（2场）
2018年11月24日-12月7日

半决赛24强进8强
总决赛8强进3强

大赛进程规划

后续持续报道



让粤港澳青年通过“青年说”的主题演讲形式，发出青年的声音，每一位参赛者可以就如何融入湾区建设大局

出发，从社会实践、青春梦想、社会价值观等角度选择话题进行脱稿演讲，每人演说时间不超过3-8分钟。

大赛形式



参与对象
   珠海、澳门、香港企事业单位职员、自由职业者、创业者们，高校学子，或对湾区的发展和建设有独到见解的人。



特设高校专场

此次大赛初赛特设高校专场：

1.高校可在赛程期间选拔、推荐优秀学生作为此次大赛的选手；

2.同时高校可作为大赛举办地延续活动价值，提升高校在赛程中的位置；

3.与大赛主办单位一起为湾区文化活动站台，彰显自身荣誉价值；

4.邀请贵校领导代表出席活动总决赛暨颁奖礼；

5.特设高校场话题，贴合高校学生气质与演讲风格。



校园赛场执行亮点

可独立操作高校场赛事：高校可任命校内各类机构进行赛事执行，在大赛组委会认可范围内展现自身特色与风采。



第一阶段丨活动招募

1.招募时间：2018年9月-2018年10月23日

2.展开方式：社会招募

通过抖音视频、H5、招募等形式，

向全社会征集优秀演讲者。



第一阶段丨活动招募

1.招募时间：2018年9月-2018年10月23日

2.展开方式：对口邀请

l港澳专场：通过邀请澳门、香港两地青年，包括高校、青年协会、创业协会等青年进行对口邀请参赛。

l团委发文，各区事业单位选拔优秀人才参与。

l通过抖音短视频平台“珠港澳青年说”或邮件形式发送到组委会的报名视频形式，进行报名，进行筛选

后，参与赛事。



1.初赛时间：珠海场 10月13日、14日、20日、21日、28日

                    港澳专场：10月27日

2.场地建议：珠海赛区：金嘉创意谷、珠海高校

                    港澳赛区：澳门世界贸易中心

3. 主题与场次：按赛区类别、话题方向进行分场次比赛

4.参赛人数：单场参赛人士为60人左右。

5.评选规则：每位演讲者以自我介绍、3分钟脱稿演说，现场由不同场次

评委，根据评分规则对每位选手的演讲打分、点评，当场赛事结束后，

按分数排序，宣布晋级选手，共计60名进入复赛。

第二阶段丨初赛



1.复赛时间：11月6日（周六）

2.场地建议：珠海

3.参赛主题：指定话题方向

4.参赛人数：60名选手

5.赛       制：60强进24强。

6.参与观众：60名选手及家人朋友

7.评选规则：

（1）结合演讲主题，以ted演讲形式，进行5分钟脱稿演说，现场由不
同场次评委进行打分，点评。一共24名选手进入半决赛。

（2）单场比赛结束后，评委与选手深度互动、培训，为半决赛做准备；
投票传播。

8.赛事宣传：选手精彩视频直播

第三阶段丨复赛



1.半决赛时间：11月24日（周六）

2.场地建议：珠海

3.参赛主题：指定话题方向

4.参赛人数：24强进8名。

5.参与观众：大众评委及各企事单位特邀观众、选手家人朋友等观礼。

6.活动形式：

（1）征集大众评委团21人，现场参与投票（占比10%）

（2）网络投票设立人气大奖；

（3）结合演讲主题，以户外ted演讲形式，进行6分钟脱稿演说，现场评委进

行打分，点评、计入网络成绩和现场大众评委投票，选出前8强，同时引入导师

和选手的互选。

（4）网络直播：现场引入网络直播，网红主播互动。

第四阶段丨半决赛(户外专场)



第五阶段丨总决赛

1.决赛时间：12月7日（周六）

2.场地建议：珠海大剧院

3.参赛主题：指定话题方向

4.参赛人数：8强进3名。

5.参与观众：

大众评委及各企事单位特邀观众、 

选手家人朋友等观礼、

关注时代青年声音的市民朋友。



6.活动形式：

第一部分：演说的力量·拙见TED演讲

广邀拙见品牌在如创业、创意、公益等领域的青年榜样，来一场TED，为更多的粤港澳青年

带来正能量的示范，21分钟分享。

第二部分：2018珠港澳青年说励志演说赛总决赛

（1）征集大众评委团21人，现场参与投票（占比10%）

（2）结合演讲主题，以ted演讲形式，进8分钟脱稿演说，现场评委进行打分，点评。计入

网络成绩和现场大众评委投票，选出前3强，最终选出1名冠军、1名亚军、1名季军。

第三部分：冠亚季军现场颁奖。

（3）网络直播：现场引入网络直播，网红主播互动。

第五阶段丨总决赛



评委团架构——专业评委团（拟）

参与赛事环节，对选手的舞台表现力、演讲技巧、思想性等进行专业指导。

珠海赛区评委  

黄醒恒      珠海市电视台主播、制片人

谭文浩      珠海市演讲与口才协会创始会长

文   婷      珠海市礼仪与演讲协会副会长

港、澳赛区分赛区评委（拟）

蔡嘉苓   珠海市青联委员、香港“就是敢言”副秘书长、香港青年媒体人

张曦月   澳门澳门科技大学讲师、青年就业导师

易在成   澳门科技大学课程主任、副教授

刘中志   澳门知名媒体人，致良知国际演讲创始人



评分标准

（一）内容（60分） 

1．主题：主题明确、深刻，观点正确、鲜明；见解独到；

2．观点：观点独特、创意十足，富有启迪性；

3．材料：材料真实、典型、新颖，反映客观事实、具有普遍意义；

4．结构：结构完整合理、层次分明，论点、论据具有逻辑性；构

思巧妙，引人入胜。 

（二）表达 （40分）

1．语音：吐字清晰、发音标准；

2．感染力：语速恰当、声音洪亮，表达自然流畅，节奏张弛符合

思想感情的起伏变化，具有感染力；

3．熟练程度：每停顿一次减2分；

4．态势语：自然得体，端庄大方。



总决赛设：

评委团架构——大众评委团（20席）

   参与半决赛、总决赛，从演讲的社会影响力角度，对参赛选手进行支持与投票。

邀请珠港澳三地有影响力的企事业单位、文化或社会名人、

媒体精英、合作伙伴等，组成大众评委团





官方微信

今日头条

抖音视频

网路媒体

官方微信

今日头条

抖音视频

微信大V

今日头条

朋友圈

主流报媒

网络媒体

视频直播

现场直播、
总决赛选手精彩图文、
采访跟踪报导

宣传预告、
主题海报、
主题视频等预告
分区域投放

初赛报导、
复赛预告、
优秀选手甄选推送宣传

复赛报导、
总决赛预告、 
24强优秀投票推送、
直播预告推送
官方微信

今日头条

朋友圈

抖音视频

网络媒体

电台

丨宣传节点及频次

2018/9/20
赛事启动发布

2018/10/13-10/29
初赛

2018/11/6
复赛

2018/11/14-12/7
半决赛/总决赛 延续报道



大赛媒体联盟（拟）



内容： 代言海报在抖音展示，并发起筑梦湾区·青年力量主题挑战赛。

抖音视频传播——第一波



传播方式：“青年说”创意T/棒球帽、徽章
形式：找出最具代表性的话题和语录

内容： 进行创作本次赛事的“纪念创意T”，给赛事增加一件有趣的皮囊！

目的：为赛事的宣传增加趣味性，自发型的传播。



赛事推广
公众型媒体+官方微信

团委系列官方号

高校媒体官方号

支持单位官方号



《今日头条》跟随赛事进程进行投放，进一步扩大活动影响力

宣传互动方式



以抖音挑战赛主题挑战的形式，展示赛事精彩片段，吸引网友参与互动。

宣传互动方式

珠港澳青年说



支持方式：

一、作为活动支持单位；

二、推荐会员代表或优秀青年报名参赛；

三、作为活动支持方提供高校专场场地支持；

四、邀请贵会领导和会员代表出席活动总决赛暨颁奖礼（初定于12月7日珠海大

剧院举办，届时提前通知）。

参与方式：赛事支持单位



回报类型 赛事支持单位回报细则

名誉授权
自签约日起，确认合作单位为“2018珠港澳青年说·励志演讲大赛”的赛事支持单位。

与主办方建立合作关系，共享赛事荣誉。

宣传回报

以赛事支持单位身份参与“2018珠港澳青年说励志演说大赛”新媒体宣传，包括网络媒体、微信、
今日头条/抖音视频等，长达3个月的赛事宣传。

赛事支持单位可享有珠海赛区电视台、电台、报纸和互联网、户外上的同期宣传权，使用时间为签
约时起到一年内。

其他新媒体宣传中，呈现战略合作身份，并可植入校园信息。

现场回报

在“2018珠港澳青年说励志演说大赛”长达3个月的赛事中，跟随主赛场活动现场，主背景板、签
到板、对外宣传的主题海报、X展架、led等宣传物料，均体现赛事支持单位身份。

“2018珠港澳青年说励志演说大赛”每场赛事，呈现战略单位的展位，具体形式将以现场尺寸为准，
可进行校园宣传陈设。
活动议程中可根据现场内容复赛/半决赛，安排学校领导作为获奖选手颁奖。

2018年每场赛事主持人口头鸣谢特别支持单位。

拥有独立赛场控制主动权



2018青年说特殊定制校园体验及互动项目

赛事支持合作单位/定制系列体验互动



新媒体宣传呈现校园信息

回报示意



合作回报（部分）

赛事签到版及宣传板呈现、赛事现场形象鸣谢

回报示意



回报示意

可与主办方、知名组织一
起加入到赛事支持中。



暖场视频、视频直播等品牌植入

回报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