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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二十届运动会（以下简称市
运会） 将于 2019年 5月 -10月
举行。为更好地推广市运会，
即日
起，组委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市
运会会徽、吉祥物设计方案及主
题 口 号 。征 集 活 动 从 即 日 起 至

2019年 1月 10日 17:
30。
据悉，本届市运会将设青少
年组、行业组和群众组三个组别，
青少年组设田径、游泳、足球、篮
球、排球等 29个比赛项目，行业
组设田径、游泳、太极拳、广场健
身舞等 19个项目，群众组设笼式

足球、三人篮球等 6个项目，规模
为历届之最。
作品投稿一律发送至指定邮
箱:
xms
yh2019@163.
com。邮件
主题:
2019厦门市运动会（会徽、
吉祥物、
主题口号）+姓名。每件
应征作品须分别提交纸质和电子

文件各一份。纸质版寄送地址:
厦
门市体育路 2号厦门市体育局办
公室蔡伊琳收，并在寄送外包装
上注明“2019厦门市运动会设计
作品征集”，邮编:
361012。联系
电话:
13599516632。
厦门市运会筹委会将评出入

选作品一件、入围作品六件，并为
获奖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将呈现
在厦门市运会各项赛事及开、闭
幕式等重要活动现场。
7182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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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徽应主题鲜明、寓意深远，体现
厦门特区品质，彰显厦门体育特色、运动
活力，展示团结一致、敢打敢拼、积极向
上的体育精神，并与厦门城市特色相融
合。
2.
会徽应简洁明快、易于识别、记忆
和推广，适合长期固定使用、印刷、雕塑
以及在各种介质的媒体上传播。
3.用简明的文字阐明会徽创作理念
和含义，
字数不超过 100个字。

手段上，应适用于平面、立体和电子媒介
的传播和再创作。
2.
吉祥物的名称应便于发音，便于记
忆，
没有歧义。
3.用简明的文字阐明吉祥物创作理
念和含义，
字数不超过 100个字。
HXQYZ[\
1.
口号能充分体现厦门体育特色，彰
显体育精神，
语言精练、
内涵丰富，
符合社
会主流价值观，表现厦门人民热爱体育、
昂扬奋进的新时代风貌。
2.
字数在十六个字以内（含）。

亲笔签署。应征者为机构的，
须由授权代
表签署并盖机构公章。集体创作者，
所有
创作者必须共同签署。缺少上述其中任
何一份文件者，应征作品均视为无效作
品，
不能参加本次征集活动的评选。同一
位应征者可参加多项征集。所有应征作
品及介质不再退还，请作者自行保留备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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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应征者或其书面指定的代表。应征
者不止一人的，
组委会将奖金和获奖证书
交付《报名表》中创作者一栏排名最靠前
的应征者或其书面指定的代表。奖金将
发放至应征者或其书面指定的代表的银
行卡中，届时请应征者提供银行卡号、开
户行、
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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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获奖作者将获得荣誉证书。
2
.
获奖作品将于 1月 25日公示，公
1.
本次活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主办方将对应征作品进行评选， 示期为 5个工作日。获奖通知将在结果
公示后 5个工作日内，通过电子邮件的
最终结果将在 《厦门 日报 》、
《海 西晨
%&'(
方式发送至报名时预留的邮箱，
请提供真
报》、体育局官网、厦门体育微信公众号
实有效的联系方式。
HTQUVW
1.每件应征作品须分别提交纸质和
等相关媒体上公布。
3.
投稿作品应为原创作品，此前未以
1.吉祥物的形象和名称应当体现厦
电子文件各一份。纸质作品打印在 A4纸
2.
奖项设置:
任何形式发表，
并不得侵犯第三方的知识
上，
不可折叠。会徽、
吉祥物提交的电子文
门城市所特有的元素，兼具市运会体育
]^_9
产权。凡涉及著作权、
版权纠纷等法律问
精神，富有“可爱、阳光、运动”的特征。 件 幅 面 100cm×70cm， 精 度 不 低 于
会徽 6名，奖励 1000元 +组委会颁
题，
均由应征人自行承担后果。此次应征
设计应具有拟人化特征，造型简明生动， 300dpi
，
存储格式为 J
PEG。
发荣誉证书
作品内容如有相同，
以组委会收到纸质版
并容易吸引大众喜爱。设计平面图（
正面、
2.
作品请备注姓名及联系电话，电子
吉祥物 6名，奖励 1000元 +组委会
时间靠前的作品为先 （邮寄以组委会所
侧面、背面三视图），在表现形式和技术
版 发 送 至 指 定 邮 箱 xms
yh2019@163. 颁发荣誉证书
在地邮局接受当日邮戳时间为准）。
com。邮件主题:
2019厦门市运动会（会
主题口号 6名，奖励 300元 +组委
4.
所有入选作品的著作权归 2019厦
徽、
吉祥物、
主题口号）+姓名。纸质版寄
会颁发荣誉证书
门市运动会赛事组委会所有，
一次支付酬
送地址:厦门市体育路 2号厦门市体育
]`_9
金，永久使用；组委会有权决定作品的修
局办公室蔡伊琳收，并在寄送外包装上
会徽 1名，奖励 5000元 +组委会颁
改和使用；
作者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自行
注明 “2019厦门市运动会设计作品征
发荣誉证书
或授权其他组织和个人发布或发表入选
集 ”， 邮 编 :
361012， 联 系 电 话 :
吉祥物 1名，奖励 5000元 +组委会
作品，
仅享有署名权。组委会对本次征集
13599516632。
颁发荣誉证书
活动具有最终解释权。
3.
每一位应征者除递交作品外，还应
主题口号 1名，奖励 2000元 +组委
提交《厦门市运动会征集活动报名表》和
会颁发荣誉证书
《厦门市运动会应征作品创作者著作权
Oabcdef]^_gQ
确 认 书 》（ 可 在 厦 门 市 体 育 局 官 网 下
3.
上述奖金金额为税前金额，获奖者
载）。一件应征作品应提交《报名表》和
请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自行纳税。
《确认书》各一份，由应征者正确填写并
4.组委会将奖金和获奖证书交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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