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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 

 电影市场·创投会章程 

 

 

 

 

 

 

 

 

 

 



 

 
 

一．整体规则 

1. 关于创投会 

作为 FIRST 电影市场的重要板块，FIRST 创投会旨在遴选当年度电影产业涌现的新鲜有趣

的剧本，培育新人创作者以稳健之姿面对产业资方，为优质项目架设国内外市场合作的可循

通道。 

2. 创投会日期（西宁段） 

2021 年 7 月 30 日 — 8 月 2 日 

3. 报名资质 

1）报名电影计划须为导演前三部电影计划； 

2）报名电影计划须为电影长片（预计时长 80 分钟及以上，含动画片），正在开发阶段，无

投资或尚未完成全部融资； 

3）报名电影计划须满足以下条件： 

 电影计划至少有一位主创（导演、编剧、制片人）为中国国籍 

 电影计划预计选择至少一家在中国注册的公司作为出品方 

 电影计划主要对白语言（若有对白）为中文（包括普通话、粤语、其它方言等） 

4）报名电影计划须已至少完成剧本大纲及任意连续 15 场戏； 

注：若报名电影计划通过初审阶段，报名者必须补充提交电影计划的完整剧本、项目计划书及电子预算表； 

5）电影计划须有固定的导演和制片人； 

4. 报名方式及费用 

FIRST 创投会唯一报名渠道为影展官网。请仔细阅读本章程并同意本章程所有条款后，登录

影展官网，在线填写创投会电影计划报名表，并按阶段交纳如下报名费： 



 

 
 

 

 

二．报名须知 

1. 报名时间 

2021 年 FIRST 创投会电影计划征集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20 日 00:00 至 3 月 22 日 24:00

（北京时间），申请人须在截止日期前严格按照要求提供相应信息完成在线报名。 

2. 报名材料及步骤 

必交材料 

1) 登录 FIRST 青年电影展官网（www.firstfilm.org.cn）进行创投会电影计划报名，在线

填写并提交报名表； 

2) 故事简介（不多于 60 中文汉字）； 

3) 已筹资/整体预算（万/人民币）； 

4) 故事梗概（不多于 300 中文汉字）； 

5) 故事大纲（不多于 3000 中文汉字）；  

6) 剧本任意连续十五场戏； 

7) 导演阐述（不多于 1000 中文汉字）；  

8) 制片阐述（不多于 500 中文汉字）； 

9) 导演简历及作品年表（不多于 200 中文汉字）； 

早鸟报名 

2021 年 1 月 20 至 2 月 22 日 

标准报名 

2021 年 2 月 23 到 3 月 22 日 

200 元人民币 400 元人民币 



 

 
 

10) 制片简历及作品年表（不多于 200 中文汉字）； 

11) 导演过往作品链接； 

12) 对标影片名称（请从视听方向、主题方向、类型方向选择 1-3 部）； 

选交材料 

1）完整剧本； 

2）项目计划书； 

3）概念海报; 

4）电子预算表； 

5）报名电影计划拍摄片段或概念片花链接； 

6）其他材料：如其他主创简历、《著作权登记书》、《作品登记证书》等。 

3. 材料补替 

如有任何报名材料缺失，视为报名未完成。如报名完成后需进行报名信息或材料更替，请发

送邮件至 project@firstfilm.org.cn，组委会将在审核后进行材料更替。如报名者材料已进

入评审审阅流程，则无法进行评审版文件替换。 

4. 免责声明 

申请者必须是所提交电影计划的著作权的合法权利人或授权代表人，确保所提交的电影计划

及相关信息不损害任何第三方权益，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条款。FIRST 组委会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电影计划存在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侵权行为，组委会有权拒绝该电影

计划参加评选。 

 

 



 

 
 

三．评选流程 

FIRST 创投会的所有事务将由 FIRST 组委会进行统筹与执行，FIRST 组委会拥有最终解释

权。所有材料的评阅工作将在 FIRST 组委会的监督下，由 FIRST 创投会评阅委员会完成。 

凡在本年度 FIRST 创投会报名电影计划中参与创作及担任职务的人员（以电影计划报名表

单所提交主创人员名单为准），均不得担任评阅委员会成员。 

评阅委员会由经验丰富的导演、编剧、制片人、项目开发/策划等人员组成，经过初审、复

审、提案评审及终审评定，决选出第十五届 FIRST 创投会年度入选电影计划及年度电影市

场首奖。 

1. 初审 

通过初审的报名者将于 4 月中旬收到官方邮件通知，在接到通知的一周内更替材料，更新/

提交完整剧本、项目计划书及电子预算表。若通过初选的报名者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必要

材料，将不被纳入下一环节的评审流程。 

2. 剧本评审 

剧本评审阶段，剧本评审将审阅该阶段电影计划的完整资料，从中遴选约 30 个电影计划进

入到提案评审阶段。 

入选结果将在 5 月底公布，官方亦会同步邮件通知入选者。 

3. 提案评审 

提案评审阶段，约 30 个电影计划的代表将于 6 月初在北京参加提案陈述。提案评审将根据

文本材料和现场陈述表现决选出直通到创投会终审环节的年度入选电影计划。 

入选结果将在电影市场公开周公布，官方亦会同步邮件通知入选者。 

 



 

 
 

4. 圆桌提案评审 

已进入提案评审环节但未能获得直通的电影计划将面向圆桌提案评审进行圆桌提案。后由圆

桌提案评审基于市场考量复活部分电影计划，进入年度入选电影计划阵列。 

入选结果将在电影市场公开周公布，官方亦会同步邮件通知入选者。 

5. 终审 

创投会终审集中审阅年度入选电影计划的相关材料，并参加电影计划公开陈述、点评、研讨、

决议，投票产生电影市场首奖。同时，由业内领先的影视公司代表组成的市场评审将集中审

阅年度入选电影计划的相关材料，并参加电影计划公开陈述、点评、研讨、决议，根据公司

市场定位对选定项目颁发奖项。 

获奖结果将于 2021 年 8 月 1 日 FIRST 电影市场颁奖典礼公布。 

 

四．活动安排 

1. 电影市场公开周 

时间：6 月 5 日—6 月 11 日 

地点：北京 

FIRST 组委会将邀请国内外资深电影行业人士开设陈述培训工坊、剧本工坊、制作工坊、表

演工坊及产业公开课等活动，与电影计划代表从剧本创作、制作、销售、发行、法务等角度

分享实例分析，经验与技巧。 

2. 创投会 

时间：7 月 30 日 - 8 月 2 日 

地点：西宁 



 

 
 

创投会分为现场公开陈述和一对一洽谈会议两部分。年度入选电影计划将面向创投终审、市

场评审及电影相关产业代表进行现场陈述，并与各方展开一对一洽谈，进行深度对话。 

3. 年末围炉 

时间：12 月末 

地点：北京 

FIRST 组委会将面向当年度市场入围电影计划，举行剧本围读、工坊、业内分享会、酒会等

活动。 

 

五．奖项设置 

FIRST 电影市场每年将联合电影市场合作伙伴，在创投会板块设立现金和非现金类奖项，从

年度入选电影计划中选出获奖电影项目。 

1. 电影市场首奖 

首设 1 席。该奖项将由 FIRST 电影市场战略合作伙伴支持。 

从剧本文学性、市场性，导演修为及制片策略等维度综合考量，创投评委会将从年度入选电

影计划中评选出一个电影计划进行奖项授予。获得首奖之电影计划将获得 20 万元人民币现

金奖励。 

2. 现金奖项 

该奖项奖金由 FIRST 电影市场官方合作伙伴支持。 

从剧作质量、项目成本、叙事结构的传统与颠覆、商业元素与艺术元素的平衡、审查风险等

角度综合考量，由电影市场官方合作伙伴决定奖项归属，为每一位获奖电影计划提供不低于

8 万元人民币现金奖励。 



 

 
 

3. 非现金奖项 

该奖项由 FIRST 电影市场官方合作伙伴支持。 

从剧作质量、项目成本、类型探索、创意新颖、审查风险等角度综合考量，由电影市场官方

合作伙伴决定奖项归属，分别以以下形式进行颁发： 

 技术、销售/发行类奖项：业界领航的影视技术公司（包括不限于摄影、灯光器材、后

期剪辑、声音、调色等）以及宣发公司将为获奖电影计划提供不低于 20 万等值的物料

支持和咨询、后期服务等。 

 海外电影创投/市场奖项：此类机构或平台将邀请获电影计划参加其创投/市场环节，提

供证件，并负责电影计划代表的交通和住宿费用。 

 

六．其他注意事项 

1. 申请者完成报名手续后即视为同意本章程所列之各项规定。对于未指明的情况，FIRST

影展组委会拥有最终决定权； 

2. 申请者有义务确保作品本身之合法性，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规范性文件，不

含有侵犯他人著作权和其他权益的内容，亦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利。若因与电影

计划有关的法律纠纷或导致的一切损失均应由报名者自行解决、自行承担，与 FIRST 青

年电影展组委会无涉； 

3. 申请者同意授权 FIRST 组委会将年度入选电影计划及其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文字

资料、概念海报、相关人员照片、幕后创作花絮等用于影展手册、官方及协作网站，以

及其他用以宣传推广 FIRST 创投会的文字、音频、视频资料中； 

4. 一旦正式确认接受 FIRST 创投会的入选邀请，电影计划代表需要配合 FIRST 组委会的



 

 
 

筹备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撤回已被选入的电影计划。 

5. 在尊重 FIRST 组委会所提供一切服务的前提下，入选电影计划请在顺利完片后，在影

片的片头或片尾处标明“FIRST 创投会入选电影计划”的 LOGO 字样，具体 LOGO 示

范以 FIRST 组委会示例要求为准。 

*如有任何以上规则未能阐明的情况，以 FIRST 组委会最终解释说明为准，FIRST 组委会有

权对创投会章程进行修改。完成电影计划报名表提交，即视为接受本章程中所列条款。 

 

感谢您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