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文旅艺术行业 
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 

 
 

关于举办 2022 全国艺术专业大学生产业命题 
创新就业大赛的通知 

 

各相关高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的决

策部署，促进文旅艺术专业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创业，由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文旅艺术行业就业创业指

导委员会指导（以下简称文旅艺就指委），中央美术学院、上

海紫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产业代表性企业以及文旅

艺就指委部分委员单位协办的 2022“紫龙杯”全国艺术专业大

学生产业命题创新就业大赛现已启动，具体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文化传承 健康社会 科学未来 

二、总体目标 

以“创新  融合 就业”为理念，广泛汇聚市场化、社会化就

业创业资源，实现艺术专业大学生高质量就业创业。 

三、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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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单位：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文旅艺术行业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央美术学院、上海紫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协办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

山东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四川师范大学、

湖北理工学院等高校 

协办企业：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五时视觉文化创

意有限公司、北京字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贸易

有限公司、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英雄互娱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北京卓越艺术人才（美术、设计）培养高校联盟 

四、命题概况 

本次大赛针对企业艺术设计创新需求，面向产业代表性企

业以及文旅艺就指委部分企业委员单位广泛征集命题，聚焦国

家“十四五”规划战略新兴产业方向，倡导新技术、新产品、新

业态、新模式。经过大赛组委会对产业命题进行评审遴选后，

共有紫龙游戏、小米集团、五时视觉、字节跳动、京东集团、

泡泡玛特、英雄游戏 7家行业知名企业提供的 10组命题面向全

国高校师生公开发布。 

五、参赛要求 

（一）全国高校全日制艺术类专业在校学生，毕业未满 1

年的毕业生均可报名。 

（二）赛事通过团队或个人进行命题解答，每个项目团队

成员不超过 5 人，指导老师不超过 2 人。团队允许跨校组建参



 

— 3 — 

赛团队，团队参赛院校以团队负责人所在院校为准。 

（三）每支参赛团队或个人只能选择一题参赛，不可重复

作答。 

（四）参赛团队或个人须对提交的答题材料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物权。如有抄袭、盗用、提供

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一经发现，即刻丧失参赛相

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六、赛程安排 

（一）命题发布（2022年 2月 18日）：大赛组委会通过文

旅艺就指委官方微信平台“文旅艺就业”以及合作媒体发布赛事

命题。参赛团队负责人扫码进入线上命题沟通群。 

（二）参赛报名（2022年 2月 25日—3月 15日）：参赛团

队/个人通过赛事官方网站 www.cafamaker.com 报名，团队参赛

的由团队负责人注册报名。 

（三）作品提交（2022年 3月 15日—3月 30日）：参赛团

队/个人可根据命题要求完成完整作品，在 3月 31日 0:00前，通

过赛事官方网站 www.cafamaker.com 提交作品，未在规定时间

提交的团队/个人将取消参赛资格。 

（四）赛道评审（2022 年 4 月）：分赛道进行评审，评审

方式、评审细则等信息，由赛事组委会另行通知。 

（五）总决赛（2022 年 5 月）：分赛道优胜项目进入总决

赛展示，通过对策讲解、实物展示和专家问辩等环节，决出各

类总决赛奖项。 



 

— 4 — 

七、奖励机制 

（一）奖项设置 

赛事设置各类奖项，所有奖项均由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 

1、总决赛设置 5类奖项，从各赛道一等奖中角逐，奖项设

置如下： 

金奖 1项：30000元 

银奖 2项：10000元 

铜奖 3项：5000元 

优胜奖 4项 

最佳人气奖 1项：2000元 

2、赛事以每个命题为分赛道，奖项设置如下： 

一等奖 1项：10000元 

二等奖 2项：5000元 

三等奖若干项：3000元 

优秀奖若干项 

注：分赛道实际优秀奖、三等奖奖项数量根据大赛投稿数

量和质量决定，由命题企业决定并对外公布。 

（二）就业激励 

1、企业实习。赛事共提供近百个实习岗位 offer。原则上，

每个分赛道向优秀参赛者提供至少 6个实习岗位。 

2、企业录用。获得奖项的毕业年级参赛者，皆可直通企业

招聘面试环节，优先获取正式录用 offer。 

3、专家推荐。其他优秀参赛者均有机会得到企业资深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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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招聘内推资格、招聘免笔试环节等众多招聘福利。 

八、联系方式 

中央美术学院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联系人：李贞汗 黄春晓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南街中央美术学院 11#202 

赛事网站：www.cafamaker.com 

赛事答疑邮箱：cafamaker@126.com 

联系电话：010-64771745 

如对赛事规则进行咨询，请发送邮件至赛事答疑邮箱。 

  

本赛事未尽事宜，均由主办方进一步规定并负责解释。 

 

附件：1、产业命题目录 

2、支持合作单位信息 

 

 

中央美术学院 

2022年 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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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艺术专业大学生产业命题创新就业大赛 
产业命题目录 

 
序号 命题企业 命题名称 命题解析 作品形式 

1 

紫龙游戏 

东方美学的幻

想与诠释 

神秘的东方美，凭借极大的包容性，吸引了

全球艺术家的再创作。 
请各位设计师以东方元素为风骨，无尽幻象

为双翼创作作品，向全世界诠释东方美的魅

力。 

进行东方色彩及元素的幻想题材作品创作。 
角色男女各一（要求有思考过程中的草图，可

带文字。以及高品质的完成图） 
场景不限（要求有思考过程中的草图，可带文

字。以及高品质的完成图）作品形式不限，影

像作品，实物制作，绘画作品等皆可。（绘画

作品以板绘为准）工具不限。 
一段创作说明文字。（字数不限） 

2 
基于环保理念

下的未来和谐

生态世界的营

造 

环保是全世界共同的目标。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和谐生态环境的

建设，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在建设和谐

生态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随着科技与美学不断发展，在未来极致科技

化的时代，设计师对环保与人文的追求又将

是怎样的？ 
请大胆架构未来科技世界，重新解构和谐生

态空间。 

展现一名女性在未来和谐生态环境中的状态。

（撷取我国城市及农村乡镇的一角，室内外均

可，但需要带有一些远景） 
作品形式不限，影像作品，实物制作，绘画作

品等皆可。（绘画作品以板绘为准） 
工具不限，PhotoShop, Blender,UE4,MAYA等皆
可 。 
一段创作说明文字。（字数不限） 

3 字节跳动 
虚拟与现实的

界限-新业态下
的视觉艺术 

电影头号玩家让大家看到了可预见的未来，

虚拟世界瞬息万变但又充斥着与现实世界极

相似的元素；特效创作是虚拟设计的底层建

筑，是链接虚实的桥梁。你会如何通过特效

设计体现这其中的巧妙关系？ 

打造一款基于拍摄体验或可穿戴设备的创新特

效或互动玩法，使用户在感受到趣味性的同

时，能够在虚拟世界中延续现实世界中的用户

体验。 
1.作品格式可为MOV、AVI或 MP4格式文件，

作品分辨率不小于 1280×720 像素，尽量采用

H.264 压缩编码标准并以MP4 格式进行封装。 
2.3 幅 JPEG 格式的截图或关键帧，且应保持原

画面尺寸； 
3.500 字内的创意和特效技术应用情况说明

word文档一份。 

4 小米集团 
《山海经》在

数字时代下的

形象化 IP 演绎 

《山海经》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奇幻瑰丽，包罗万象，展现了中华民族

早期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雏形。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重新解读并

更好地激活《山海经》背后的文化内涵？ 
在数字时代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对《山海

经》进行形象化 IP 演绎以延伸至游戏、潮玩

等更广阔的领域？ 

请以《山海经》为灵感源泉，其中的奇珍异

兽、神仙异族等元素研发素材，对其进行形象

化 IP 的演绎，使其能应用于游戏、潮玩等更广

阔的领域。（可为单一 IP形象或系列 IP形象，
需包含多视图/3D 渲染图及世界观背景说明） 
最终作品整合在 pdf文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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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时视觉 
未来科幻世界

的多元化演绎 

科幻不断激发着人类探索新知的欲望，科幻

作品中的世界也正在逐渐变为现实。《三

体》等优秀作品中充满了洞见未来的奇思，

描绘了与众不同的世界。如果借助特效、动

画、虚拟现实等新媒体艺术创作手法，该如

何演绎这些经典作品？进而视觉化再造全新

的多元化科幻世界？ 

请以你对未来的理解，基于对时间、空间的认

识进行艺术创作，展现人类与科技、人类与未

知世界的关系。最终作品的表现形式不限（平

面，绘画，2D、3D 动画等），要求：需要有完

整的创意阐述（不少于 200 字），创意草图，

过程截图，最终作品呈现。 

6 京东集团 元宇宙场景下

的品牌 IP 

元宇宙，一个改变世界或者创造“世界”的

新奇点，其作为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的

载体，蕴含着社交、内容等场景的运用变革

机遇。元宇宙的爆火，让品牌有了新的展现

创意的形式，也催生了众多的新兴营销玩

法。 

请结合元宇宙场域，大胆构建符合京东京造

“生活改良者”品牌人格的 IP和属于 TA的故

事，设计单一或系列 IP。 

作品形式不限，影像作品，实物制作，绘画作

品等皆可，需包含一段创作说明文字（字数不

限）。请保留并整理创意的流程，包括头脑风

暴的草图等。 

7 

泡泡玛特 

新时代下国潮 
X 潮玩的创意

迭代 

潮玩作为大众商品与艺术品之间的产品类

型，兼具了潮流属性与艺术属性，更体现了

当下年轻人的态度。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

强，国潮的复兴，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所谓

国潮类的潮玩，但大多数形式大于内容，或

者过于传统缺乏亲和力。 

国潮潮玩需要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并且

与当下潮流融合，有态度更具时代感。 

1.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设计基础，结合潮流

元素、观念、形式等进行国潮类潮玩角色 IP 创
作，可以从神兽、人物、器物、传说、行当、

博物馆、收藏家等元素进行创作。 
2.原创 IP 需要可延展可迭代（单品、系列、衍

生品等,在设计中有所体现即可） 
3.最终呈现： 
1）绘画类设计需要完成主效果图及多角度视图 
2）模型类设计需要完成建模渲染或是手做原型

涂装成品 

8 
潮流文化在党

建文化中的融

合与创新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 100年辉煌历程，有着厚重
历史的沉淀，潮流文化是新时代孕育的产

物，紧跟时代潮流，渗透进了大众生活的方

方面面。请用潮流的方式演绎党史故事，通

过潮流 IP 的方式展现出来，是一次文化碰撞
的创新与突破。 

提炼与党史、党建文化相关的元素为设计基

础，结合潮流元素和创作手法，进行党建文化

潮玩 IP的创作，要求打造系列产品（至少 4个

为一个系列），其单个产品之间有故事内容相

关联。最终提交一张主效果图、设计理念、产

品故事，以及作品延展性体现。 

9 

英雄游戏 

未来 AI生
物：生命与非

生命的边界探

索 

2050年，AI将进一步迎来蓬勃的发展。AI的
形态可能会非常多样化。它们可以是人形态

也可能是动物形态；也许是家庭保姆，亦或

是战争机器、代步工具。 

1.以“AI 生物”的概念设计一种生物形态，探索

这种生物在未来社会的使用场景。 
2.请保留并整理创意的流程，包括头脑风暴的

草图等。 
3.最终提交 1张主效果图和不多于 3张说明图，
2D 或 3D皆可。 
4.工具不限，PhotoShop, Blender,UE4,MAYA 等
皆可。 
5.一段创作说明文字（600字以内）。 

10 

让世界看到中

国力量：太空

宇宙与中国符

号的融入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人自古

不乏仰望星空的勇气与浪漫。随着中国载人

航天技术的发展，中国航天人在不断挑战世

界尖端科技领域的过程中，逐渐受到世界各

国的瞩目，加上中国空间站在未来几年内，

将迎来高密度发射期，如何做出标识性更强

的中国太空色，更好地展示中国力量！成为

很重要的命题。就像奥运会颁奖台上的中国

国家队队服，就像听到的中国国歌，瞬间就

能让人联想到一个伟大的祖国。 

设计一个中国版本的太空服，太空舱，空间站

主题，包含 LOGO，2D，3D皆可。 
要求具有实用性，不能单纯为设计而忽略了宇

航员的安全。 
提交一段视频，全方位的展示你的设计。 
具有未来感，科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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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艺术专业大学生产业命题创新就业大赛 
支持合作单位信息 

 

支持院校 

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服装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城市学院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舞蹈学院、江苏理工学院、西安美术学院、西安科技大学 

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哈尔滨音乐学院、南开大学 

南京艺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湖北理工学院、湘潭大学 

鲁迅美术学院等 

 

赛事战略伙伴 

紫龙游戏 

 

命题合作伙伴 

小米集团、五时视觉、字节跳动、京东集团、泡泡玛特、英雄游戏 

 

赛事合作媒体 

文旅艺就业、古田路 9号、设计赛、视觉同盟、美术报、最设计 

Hiiibrand、Arting365、EEU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