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山西 直播全球 

山西红色名苑创业俱乐部

右手一指是吕梁   左手一指太行山



“中国梦”相约山西 《快手红歌汇》网络大赛 不见不散

“红色山西” 直播全球文化艺术节即吕梁红色文化艺术旅游节

首届举办：



第一部分：项目背景



“ ”项目背景

• 吕梁市位于山西西北，布满了无数红色儿女的英雄故事。为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推动红色文化传承，凝聚新时代爱国奋斗的强大力量，

深入开展吕梁市红色文化到红色产业的发展，特组织本次“全国快

手红歌汇”活动

• 本次活动宣传以线上【中国梦“快手红歌汇艺术节大赛”】即【吕

梁市红色文化艺术旅游节“美丽信义、乡村旅游”文化节】为主要

宣传口，依托腾讯、头条、百度等知名媒体全方位推广活动

中国梦“快手红歌汇艺术节大赛”



活动目的

积极响应习
总书记提出
的红色二字

不能丢

创新思维、定位
目标打造“红色
山西.全球直播”
即吕梁市红色文
化艺术旅游节

今年是我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
实现“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
也是脱贫攻坚的

决胜之年

挖掘红色文化、教育、旅游资源，建立
山西红色文化基因库，搭建山西区域
o2occ线上线下服务大平台，助力山西
新兴产业经济增长，利用得天独厚的红
色文化历史，建立起红色产业文化生态
链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文化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激发全国人民的爱
国热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通
过演唱进步、积极、健康、励志的歌曲
激发人民内心的爱国情感

深入贯彻落实“十四五五中全会”的会
议精神，通过演出和比赛等活动方式，
展现新时代新农村的新面貌，推出红色
山西、文化山西、三晋大地新布局大市
场，带动村镇人民走出一条创新致富的
道路

本次活动以线上活动为主要传播点，通过时尚与经典相结合的方式，
全国大地唱响红歌，全民族凝心聚力



主题项目一

一

1、在线上点击投票选出
2、线下组织政府社会知
名专家评选
3、选定百名选手入围，
作为这次活动的代言人，
百名代言人分别给与山西
区域红色景点、红色教育
基地、酒店、饭店、农副
产品、客车接待、旅行社
代言（并签订代言协议）

二

凡在线上线下选中的百名代言人
选出：冠军一名，奖励 10万元、奖杯一个；（金）
亚军一名，奖励 5万元、奖杯一个； （银）
季军一名，奖励 3万元、奖杯一个； （铜）
（四）、（五）、（六）名、分别奖励一万元，纪念章各一个
（七）、（八）、（九）名、分别奖励 5000元，纪念章各一个
 公益奖、组织奖、团队奖、赞助奖、贡献奖各10名，分别给与
奖励一部5G手机一部，纪念章一枚

三

红歌汇大赛：在网上
公开招募、自愿参与
报名参与的原则进行
报名条件：
本次活动为了实现人
人唱红歌、个个实现
就业的机会，自愿参
与经营市场化经营活
动的分配利益

首届举办：全球“中国梦”相约华夏•牵手红歌汇网络大赛



1、本次活动线上线下吸收千名个人、企业、行业赞助商，每人投入3000元，平台给与等额产品一份（健康产品

或日用刚需产品）赠送办法：在平台“未来国际商城”自由选定（物流、快递费费用倒挂自付）。

2、成为平台千人就业经纪人，分别在所属各大中小城市区域成为公司的终身代理经理，公司给与注册营业执照，

本人提供场所，按所属地4:6分成，经纪人（分公司）占60%，公司总部占40%，公司统一经营，按成本

费用执行利益分配。

3、凡参赛人员在线上报名，报名费用300元，平台给与等额产品一份。

     （1）报名参与人成为所属地业务人员；

     （2）公司给与分配20%的收益（除公司业务开支外）

4、（1）凡参与报名的社会各界人士在实名认证，填写个人简历

     （2）男女不限，年龄18—68周岁

     （3）参与人无不良记录，征信良好

     （4）凡参加的外籍华人必须是在中国留学的学生、学者，在中外企业单位工作者优先录用。

     （5）在抖音、快手等线上活动中有良好的评价和正能量的网红人员可以参加。

报名条件



公司产业体系及项目组织架构

• 公司未来建立的八大产业体系：1、红色旅游。2、红色教育。3、红色影视。4、红色康养文化园。5、红

色小镇文化园。6、未来国际商城。7、百县百家消费联盟。8、百企直播平台，建立各大城市服务消费产

业联盟平台。

• 公司遵旨：高举红色文化大旗，建立红色文化产业农村经济联盟“共享资源、分享经济、资产

股权”生态产业区块链平台。携手消费者真正成为实现“中国梦”新时代创业的主人，努力奋进，

将消费资本市场进行到底，让全球人民走向幸福、阳光的彼岸。

• 项目组织架构：以政府主导、媒体推进公司化市场运作的商业模式，战略、对接、合作

公益平台。山西青年志愿者协会、山西志愿者协会，各地市县志愿者协会、社团组织。



  主题项目二：

                          打造吕梁区域红色文旅十大线路，推动青山绿水、名胜古迹、黄

河文化、乡村旅游大发展。

                              晋绥红色纪念馆（兴县蔡家崖）四八烈士纪念馆（兴县东会乡）

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临县南疙垛）中央后卫机关办事处(临县寨

上村)军事纪念博物馆（离石区高家沟村）刘志丹纪念馆（柳林）

孝义市抗日模范纪念馆（孝义兑镇镇石践村）邓小平驻地纪念馆

（孝义下堡镇下堡村）文水刘胡兰纪念馆（胡兰镇胡兰村）交城

英雄广场。

   主题项目三：

                           未来国际商城手机版APP

1、已对接211家2万余种产品，质优上传展示

2、中世物流有限公司专职对接各物流平台服务



活动主题：红色山西 吕梁  唱响华夏

第二部分：活动信息



活动安排

赛事时间（待定）：

2021 年 3 月 24 日——3 月 31 日进行活动宣传和选手报名；

2021 年 4 月 1 日——4 月 23 日活动启动快手红歌会线上评选活动；

2021 年 4 月 24 日——4 月 30 日最终结果评定期

2021 年5 月5 日在吕梁红色主题度假区进行颁奖（邀请嘉宾及参赛选手来现场）

活动地点：快手 APP 活动专题页面

颁奖嘉宾（拟邀）：

举办方：

1、政府主导搭建舞台、公益链接匹配

2、北京市红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山西世红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军创将军艺

术歌团有限公司、央视融媒网山西制作中心联合运作、招募、推广落地

项目定位：紧贴市场需求热点和政策导向风口，

以吕梁八路军文化为主题精神聚焦，构造以红色

文化为主题调性的场景氛围，形成集休闲度假、

文化体验、研学拓展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基地

演唱内容：红色歌曲，赞扬和歌颂革命和祖国、

人民的歌曲

面向人员：全国 18-70 岁的人



第三部分：评选标准及
奖励办法



评选标准及奖惩办法

通过审核的快手视频将通过“快手红
歌会”官方平台发布，各奖项评奖基
础标准：阅读量在 10W+ 点赞量 5W+，
阅读量和点赞数越高得奖的机会越大，
最终以官方快手及线上平台公布的数
据＋组委会联合公开、公平、公正选
定为准

一
评奖结果根据官方快手号的点赞量+
阅读量来进行评定，评选选定 1—10 
名有奖名次。获奖者现场颁发荣誉
证书，并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

二



第四部分：活动宣传推
广阶段



线上推广

线推广排序 推广时间 传播节奏 推广内容 推广方式

1 活动前 2 周

预热造势

活动预热内容+活动报名方式介绍 微信/微博/头条/当地新闻网站（2-3 个大号）

2
活动前 1 周

制作活动预热宣传视频
微信朋友圈小视频广告( 官方)/快手/抖音广告（3-4 个大
号）爱奇艺/优酷广告

3 制作线上 H5 传播+活动报名端口 快手/抖音落地页（官方）

5

活动启动 活动持续引爆

发布相关比赛内容/视频引发全民参与 快手官方号/微博号（2-3 个）/内部员工号

6 邀请明星参与比赛制作视频 快手明星大 V/快手官方号

7 制作赛况海报/内容跟进活动情况 微博号（2-3 个）

8
活动结束 活动收尾

本次活动内容总结新闻稿
微信（2-3 个）/头条号/百家号/当地新闻网

9 复盘活动软文



线下宣传及颁奖典礼

线推广
排序 推广时间 推广方式 传播目的

1 活动前 2 周 周边社区道旗传播 设置道旗，对周边客群释放活动信息

2 活动前 1 周 电梯广告 设置电子广告屏广告，释放活动信息，扩大影响力

3 活动前 3-5 天 公交车广告 针对目标客群释放活动信息

线下颁奖典礼拟邀媒体资源

线下宣传

腾讯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凤凰网、央视网、环球网、信网、优酷
土豆、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火山短视频、快手、今日头条
人民广播电视台、山西广播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光明
日报、经济日报
山西日报、山西晚报、三晋都市报 、山西农民报、发展导报、山西经济
日报、山西市场导报、山西黄河新闻网、山西省新闻网、山西新闻网临汾
频道、山西新闻网大同频道、山西太原新闻网、山西燕北资讯网、山西太
原新闻快车网
吕梁人民广播电台、吕梁市微波站、吕梁广播电视网



第五部分：推广内容



活动预热阶段

备选《红色吕梁 唱响华夏 快手红歌会正式开唱》

内容概况：曾经那些催人奋进的红色旋律久久在我们耳
边萦绕，当久违的旋律再次响起时你是否也会情不自禁
的跟着哼唱。活动将依托快手平台，让更多的市民一起
唱响红色旋律，红歌会将于 4 月初全面启动，分为单人
组、合唱组两个组， 通过阅读量和点赞量选取优秀的
选手，赢取最终的大奖，活动不设任何门槛，只要您有
足够自信发布自己的音乐，你都将成为最闪亮的大明星

内容概况：宣传本次活动报名方式，搭建报名链接

内容一：文章《吕梁启动首届快
手红歌会 冠军将获万元大奖》

内容二：视频《“我与祖国共奋进”
快手红歌会激情开唱》

内容三：海报《2021 最火的快手红歌》

内
容
概
况
：
创
意
视
频
广
告
，
唱
响
中
国



活动启动阶段

内容一：线下创意互动
“红色吕梁 唱响华夏”线下快闪活动

内容二：线上全民红歌会
“红色吕梁 唱响华夏”明星嘉宾快手助阵

内容三：线上软文和海报支持

活动时间：待定
人员安排：以线上招募的方式或者找专业团队编排
活动目的：娱乐性强，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红歌的音
乐中，以快闪的形式扩大本次活动的影响力
活动内容：
以引发全民大合唱的音乐为主，安排 30-40 名工作
人员在繁华广场随着音乐，突然一起唱跳，音乐结
束鼓掌谢幕，各自散开

活动时间：待定
人员安排：邀请当红明星助阵红歌会
活动目的：运用明星效应，将活动推向高潮，
让更多的人关注“快手红歌会”， 展现活动
规模，扩大活动影响力

文章《快手红歌汇惊现“国宝级女低音”》
内容概况：说到女低音,我们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蔡琴、关
牧村、德德玛她们那些熟悉的声音，而在今年的快手红歌
会的 200 强中,也有一个女低音，据她自己说，她的声音有
可能是目前中国最低的女低音了

海报《2021 最火的快手红歌》
内容概况：快手上最火的几首红歌排名；明星快手音乐秀



文章《山西吕梁举行万人“快
手红歌汇”唱响新时代》
备选《2021 快手红歌会唱响经典 传
承华夏文化》
内容概况：5 月 5 日，在吕梁举办
“红色吕梁 唱响华夏”快手红歌会，
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引起现场万
名观众一起合唱，将这次活动推向
了高潮。活动中
配图：颁奖晚会现场照片

内容一：线上新闻宣传
文章《快手红歌会唱响经典 传
承华夏文化》
内容概况：为庆祝吕梁市红色文化
艺术节，晋绥红色小镇景区“快手
红歌会”于5 月 5 日在山西吕梁山.
太行山激昂开唱，来自全国各地、
各行各业的近万名老中青优秀代表，
分别用属于自己年代特征的正能量
歌曲来礼赞伟大祖国的荣光，接力
传承三代人初心永驻、爱国报国的
民族心魂
配图：活动现场照片，景区照片

内容二：复盘活动软文

活动收尾阶段



第六部分：物料准备



线上线下物料准备

线上话题设计
（待定）

内容一：快手为本次红歌会开一个专

门的#红歌会#话题；

 内容二：为本次红歌会建立专题页面；

内容三：快手团队为此次活动增加专

属图标设计；

  线下物料设计：

内容一：周边街道道旗设计，电梯广告，公交车广告

尽量排布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如公园、车流大的道路或

人员密集的步行街，打造全民快手红歌会的氛围

内容二：线下颁奖现场 KV 设计

内容三：线下物料设计
 
现场观众及嘉宾可以在活动期间优惠购买文化纪念品



第七部分：活动细节准备



内容一：礼仪人员设置
活动现场由礼仪提前引导嘉宾就位，礼仪统一身着简洁大气的长裙礼服&西装

内容二：安保人员设置
活动现场设置安保系统，现场进行分点，保证现场人员安全及突发事故的处理

内容三：用电应急预案
活动前对现场用电设备进行反复测试确认，并做好备电箱准备及其测试，如活动中突遇停电，将立即启动备
电箱，确保活动正常进行

内容四：防火应急预案
活动前对现场用电设备进行反复检查，防止因漏电等引发的火灾问题，并现场配备好消防灭火器，以备用

内容五：下雨应急预案
活动前提前关注天气情况，如遇下雨天气，现场将搭建遮雨棚，并为来宾提供雨伞、雨衣等（雨伞、雨衣均
印制 LOGO）

活动细节准备



THANK
YOU

山西红色名苑创业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