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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

5G时代到来，多媒体融合成为必然趋势，短视频内容呈爆发式增长，中国
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短视频内容工作委员会（简称“短工委”）成立了。“短工委”
旗下的中国短视频制作学院和中国短视频产业孵化实验中心应运而生，旨在打
造国家短视频升级版本的专业主力军。



5G时代到来，多媒体融合成为必然趋势，短视频内容呈爆发式增长，中国电
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短视频内容工作委员会（简称“短工委”）成立了。“短工委”旗
下的中国短视频制作学院和中国短视频产业孵化实验中心应运而生，旨在打造
国家短视频升级版本的专业主力军。

“短工委”在国家广电总局网络司的指导下，团结短视频播出平台和内容制
作机构，以字节跳动（抖音、西瓜、火山）、快手、腾讯微视、百度好看、梨视频、小
红书等短视频平台和爱奇艺、腾讯、优酷等在线视频网站为引擎。与短视频内容
生产机构，组成强强联合阵容，搭建政府和内容行业联系的桥梁，搭建播出平台
与制作业之间的互动平台，搭建行业与从业者的职业通道。探索短视频制作、商
业运营、宣发规律、制定行业自律规则、维护行业权益、扩大制作规模，提升制作
质量，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产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充分发挥“短工委”的产业与行
业的服务功能，提升短视频产业在内容制作和运营传播方面的创新能力和发展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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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
短视频内容工作委员会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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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权威保驾护航

21 天·
蜕
变

影视基地21天扎实教学，助你深度了解、学习行业知识

理论实践两手抓， 行业大佬+顶流现场教学，入学即就业

老师带队黄金六人组合作出片，形成团队边学边实战



教学环境
TEACHING ENVIRONMENT

短视频制作学院总占地 61 亩，建筑面积约 8 万平方米，位于长江三角洲杭州湾
的海宁市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景区盐官古城，这里自然风光秀丽，气候环境宜人，
人文环境雅精，景色优美，交通便利，距杭州 30 分钟车程有城市轻轨

直通，距上海 60 分钟车程。这里是天下奇观钱江大潮一线潮成型之处，是海宁
旅游的黄金地段，是 CCTV 每年直播钱塘大潮的最佳景点。周围有盐官古城、观潮公
园、金庸书院、王国维故居、海神庙、孔庙、小普陀寺等著名旅游景观，具有得天独厚
的短视频拍摄优势。

区位优势/LOCATION ADVANTAGE

影视体验中心拥有 40 个专供影视角色自动化扮演（IS ME PLAY） 体验的虚拟
现实摄影棚，3 个专业级影视摄影棚，一个创新棚，2500 平米的剪辑、录音、混录、音
效合成机房。ISME PLAY 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和“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影
视角色扮演全自动化拍摄合成系统”，可让学员亲身体验真实影视拍摄， 体验“我演
主角，我做主”的实践表演。

硬件设施/HARDWARE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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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优势
CORE STRENG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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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国家级行业协会权威举办，入学即就业

教学>>理论实践两手抓，黄金六人组团队合作

师资>>行业大佬+顶流亲身分享经验，致富秘籍唾手可得

时长>>21天名师授课+69天实战变现，深度学习技能升级

国家行业协会“短工委”权威发起，百家平台集结资源倾斜
首批 300 名学员全部解决就业，保证学员无后顾之忧！

国家级行业协会权威举办，入学即就业

理论实战两手抓，点对点培养，与名师明星近距离接触
拥有你的个性 IP，为你定制专属人设，入学即出道！

理论实践两手抓，给你资源、带你创业、助你致富，黄金六人组·合作出片

对比以往的常规教学模式，本次实战性教学，不收学费只收食宿费，帮助学员
深度学习行业知识！为你在长短视频融合发展中奠定坚实基础！

21天名师授课+69天实战变现，深度学习助你技能提升无压力

行业大佬+顶流现场教学，亲身分享经验，教你短视频引流技巧，
黄金六人小组模式模拟真实项目团队，让你出道不慌张！

行业大佬+顶流亲身分享经验，致富秘籍唾手可得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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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明星导师

影视演员、影视圈行业大咖 

如尤小刚、鞠觉亮、霍廷霄、陈敏正、贾一平、柳岩、曹颖、刘仪伟等，指导操练，
解析行业内情，提供进圈机会，机会不止于成为网红，还有机会进组拍戏。

网络红人 

头部网络红人“达人带素人”传输经验，短视频爆款内容产出，同时根据不同短
视频平台商业带货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制作相关内容，扩大学员影响力。

政府等机构管理人员 

为学员进行政策法规等方面集中授课。

实战经验 

摄、美、录、化、视听新技术高手和演出、主持人传授制。



授课内容
TEACHING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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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网络司、广电总局等相关的领导和大型网络视听平台的运营总监进行授
课， 对短视频制作的政策、法规进行有效讲解，尽量规避短视频内容制作和传播、运
营的风险。

短视频制作的政策法规和平台性质认识

抖音、西瓜视频、多闪，腾讯系的火锅视频、微视，优土系的 VLOG、百度系的好
看视频等百家短视频平台介绍与分析，根据平台运营特点总结百万粉丝短视频制
作经验，传授短视频市场营销策略。

对短视频平台进行分门别类地介绍

短视频制作技术与技巧

如何成为百万粉丝的网络达人

如何进行策划短视频商业梗的概念与故事设计
如何针对平台的需求进行内容策划与创意开发
如何更有效对接内容创作与广告商的诉求
短视频策划的关键点
制作具有国际获奖水准的短视频内容
5G 条件下的短视频发展趋势

短视频的创作教学



授课形式
COURSE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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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招生致力于投身短视频产业创作、制作与经营的人才，以实践性教学为
主的强训模式。

21天名师授课+69天实战变现

使用孵化基地提供虚拟数字化摄影棚进行实训

分组配备短视频大咖和影视产业一线导师，师徒形式展开课题

设有人才经纪部，学员入学即出道，

在训练中组成商务接单、策划、拍摄、制作一体化的团队，做到毕业即就业

集中授课和分班授课相结合，通过实践性教学完成对短视频产业人才的有
针对性的点对点培养。

“实践+教学”混合型授课模式



适合人群
SUITABLE FOR CRO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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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人群（应届、往届毕业生）

对短视频感兴趣的素人

短视频行业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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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机会，你不可错过的理由
SUCH A CHANCE MUST NOT BE MISSED

把握短视频入行机会，快人一步实现财富自由！进入短视频行业 2.0 版本专业
队伍。跟着行业顶级平台踏入职业生涯。01
5G 短视频时代来袭，下一个流量锦鲤会是谁？ 与其羡慕别人，不如抢先投资自己。
也许，你缺的不是才华，而是入行机会，是圈子和平台！
我们提供 OFFER、明星师资、合作伙伴、专业课程、实训基地、品牌资源，食宿管理，
助你无忧入行！

与其仰望金字塔顶，不如勇敢踏上流量花路！03
在行业里摸爬滚打数年，却始终难以突破瓶颈登上塔顶，
总是一边为梦想和面包苦苦挣扎，一边仰望大神、跟风操作，如何脱颖而出？ 
我们挖掘你的潜力和价值，订制进阶教程，打开流量花路，
给你价值一亿的顶级品牌资源宠爱，助你打通中外 MCN 关系，成为真正的顶流！

不要止步于民间高手，大胆跨步进击红人梦！02 在短视频红利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下一个李佳琦！
有过人技能的你，是时候登上新舞台，给自己一次新的开始，让才华变现！ 加入我们，
让权威机构盖章你的梦想，与顶流大咖面对面畅聊
从 KOC 华丽变身 KOL，成为新一代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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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这里可以获得

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颁发，国家认可

毕业证书

 配备影视、短视频行业的大咖、红人进行授课辅导

行业大咖技能传授

 学员在训练中组成商务接单、策划、拍摄、制作一体化的团队，培养默契值

六人黄金组

 考核通过即签约

解决就业

 百家短视频平台提供流量倾斜，助你迅速成为网红大咖

百家平台

顶级品牌合作资源，快速打通创造与变现的通道

一亿价值资源



收费标准
CHARGING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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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行业前瞻名师风暴汇、短视频策划、案例分析、商业变现技巧、短视频营销及运
营策略、光影与构图、后期制作与包装、实操训练等

专业筑梦（基础班）

名额仅限240人
每人 28880 元（含食宿）

课程内容—除专业筑梦所有课程外，还将得到名师授课：
影视表演—影视红星、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名师；
直播与主持—一线卫视主播、头部 KOL 一哥一姐亲传变现秘笈、中国传媒大学
名师、CCTV 节目总策划、一线卫视节目总策划
全球领先专利技术 ISME PLAY 表演实训让你迅速找到属于自己的气质定位，
免费提供头部短视频平台千万级视频展示，突破瓶颈，获得专属人设定制，
轻松拥有与国内外顶级品牌合作机会，
参加各类时尚盛典提升个人商业价值

出镜筑梦（升级班-直播、主持、表演）

名额仅限 60 人
每人 48880 元（含食宿）



报名须知
APPLICATION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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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18 周岁以上

报名开始日期：2019 年 10 月8日

报名方式

01   自行申请
A、前往中国短视频制作学院公众号申请报名，下载报名表，并如实填写;
B、出镜筑梦：明日之星方向，需提供全身入镜、吐字清楚的抖音或快手短视频;
C、专业筑梦：幕后制作方向（包括编导、拍摄、后期、录音、灯光、商务），需提供两
段参与制作的一分钟内抖音或快手短视频;新浪微博、个人网站等自媒体展示链
接或其他独立完成的作品（如有）； 
请将以上文件以附件的形式发送到官方报名邮箱： ZS@CSVPI.COM
邮件主题：姓名+年龄+专业方向
邮件正文：出镜筑梦升级班+姓名+年龄+所在地+手机号
专业筑梦基础班+专业方向（编导、拍摄、后期、录音、灯光、商务）+姓名+年龄+所
在地+手机号
例: “出镜筑梦升级班+小明+18岁+北京+186XXXXXXXX”
      “专业筑梦基础班+拍摄+小明+18岁+北京+186XXXXXXXX”

02   机构统一提交
各地各类型短视频制作或孵化机构推荐，将由各机构统一提交申请信息，提交申
请内容与“自行申请”相同。
提交成功后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反馈申请结果，如被录取须在 3 个工作日内缴
纳相关费用。

REGISTR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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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COMMON PROBLEM

下面众多回答中，获得点赞最多的竟然是一大批跳出来抢答的 00 后。“刚刚毕业还没
开始工作，但是我在上学期间巴拉巴拉��”

现在很多 00 后，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赚钱，他们的存款让在职场中血拼多年的 90后无法
直视。

不久前，00 后高考女孩“蛋蛋后”暑假做直播，40 天挣 2 万，对着镜头直言自己获得了
认同感，也挣到了钱。让多少 90 后流下了两行酸溜溜的泪水。

事实上，很多 90 后都是月光族，从年初的一无所有到年末的身无分文，按月还花呗和
信用卡。

有调查显示：2019 年 90 后存款平均 815 元，00 后平均存款 1840 元，00 后存款是 90 
后存款的两倍！

真相是 9 月的工资交给中秋，10 月的工资交给国庆，11 月、12 月的工资提前被双 11 和
双 12 预定。

当别人投资自己、提升能力，才华变现，早早实现财富自由、车厘子自由，你却在“买买
买”中实现呼吸自由、空气自由。

与其，一脸柠檬味地羡慕那些在短视频风口中掘金的 95 后、00 后达人，不入大胆跨出
一步，加入短视频学院直接入行，为自己闯出钱途和前途！

知乎上有个扎心的问题：90 后的你现在拥有多少存款？

明明大部分 90 后都过着加班秃头，无心谈恋爱，只想搞钱的日常。
深夜拖着疲惫身体回到出租屋。
为啥拼命工作，现在存款还不够将来植发？钱都去哪了呢？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盐官景区临江路17-19号京都世纪影视中心
微信公众号:中国短视频制作学院（ID：GH_58D2AD0551C8）
新浪微博:@中国短视频制作学院
报名电话: 15157355013（微信同号）
合作邮箱:ZS@CSV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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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支持
SCHOLARSHIP

我们将为最杰出的学员提供奖学金支持，

奖学金得主在培训结束时公布，

并将在毕业典礼给予现金奖励。

奖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更多关于我们的官方照片、视频及介绍详见微信公众号及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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