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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动未来，行摄自然之美” 

2022 年爱普生大学生保护生物多样性专项计划暨优秀摄影作品征集 
高校项目申报说明 

 

一、项目概况 

【联合发起方】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大学生知行促进计划、北京生态文化协会 

【公益支持方】天坛公园管理处、颐和园管理处、香山公园管理处、圆明园管理处、西山国家

森林公园管理处 

【项目主办方】中国大学生知行促进计划 

 

中国大学生知行促进计划（简称“知行计划”）于 2012 年正式设立，致力于推动和帮助社会

力量，参与支持大学生成长发展。截至 2021 年，知行计划已累计发动 500 余所高校的 9,000

余支大学生团队参与申报，50 万大学生直接参加，开展包括乡村振兴、助学支教、环境保护、

实习就业、创新创业、专业竞赛、云支教等形式多样的志愿行动及成长发展项目，惠及 7,000

余所乡村学校的 300 余万师生。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响应共青团中央“美丽中国·青春行动”号召，2022 年，爱普

生联合知行计划以及北京生态文化协会，共同启动“2022 年爱普生大学生保护生物多样性专项

计划暨优秀摄影作品征集”，并面向北京高校大学生征集摄影作品，并将在天坛公园管理处、

颐和园管理处、香山公园管理处、圆明园管理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的公益支持下，优

选立项 8 所高校大学生团队开展#行摄自然之美#创意行动，鼓励大学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生

物多样性”公园旅拍，走进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历史文化胜地，认识、发现、拍摄、记录极具

特色的植物及动物，发现中国生物多样性之美，共同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动生物多样性

保护公众参与，加强生态保护宣传教育。更多详细信息，请登录知行计划官方网站

www.zhixingjihua.com。 

 

二、“生物多样性”优秀摄影作品征集说明 

1. 参与资格：所有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均可提报作品参与，包括本科、研究生、博士生。 
 

2. 摄影作品奖项设置 

奖项 奖金 数量 合计 奖品 

优秀影像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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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最佳视效奖 ¥1,000 2 ¥2,000 全新彩色无线多功能一体机 L4266（价值

1999 元） 

生物多样性·优秀作品奖 ¥500 10 ¥5,000 爱普生家用办公标签打印机 LW-C410

（价值 599 元） 

生物多样性·入围奖 / 30 证书 爱普生大幅面定制帆布袋（价值 100 元） 

阳光普照奖 所有参与大学生均可免费参观爱普生北京展厅，并获得 5 张免费打印

的 6 寸照片。 

 

3. 摄影主题：行摄自然之美，用影像记录生物多样性 

 

4. 作品拍摄要求 

 作品应是本项目拍摄的新作品，紧扣活动主题，具有一定的摄影技巧和创意。 

 单幅作品或系列组照均可。 

 拍摄照片须为本人独立拍摄创作的作品，并且不得抄袭、模仿他人的摄影作品。 

 作品必须是真实原创摄影作品，谢绝使用电脑创意和改变原始影像的作品（仅可以做亮

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的适度调整，不能做合成添加、大幅度改变色彩，不得在作品上

添加文字、边框等电脑技术处理）。 

 照片要求清晰度高，数码、普通相机或手机等器材不限；拍摄者须保留图片原始材料。 

 参赛照片内容需健康向上，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违背中国基本道德传统。 

 

5. 作品提交方式 

 请在 11 月 15 日前，发送电子稿件至主办方项目邮箱 epson2022@163.com，JPEG 或

JPG 格式，单张不小于 5MB，300 万像素以上。 

 请将所有电子作品打包压缩，通过百度云盘下载链接，或邮箱超大附件提报，作品提报邮

件标题请命名为：高校名称-**院系**专业**年级-摄影作者名称-作者手机号。 

 每张摄影作品均请按此命名：作品名称/拍摄地名称-高校名称-摄影作者名称。 

 入围作品将补充提交作品阐释，后续主办方将提供模板。 

 

6. 特别说明 

 参与者同意本项目主办方及联合发起方享有免费将本次摄影作品征集的所有作品用于本活

动相关的线下宣传、网站宣传、出版物及展览展示的使用权，并在使用过程中尊重参与者

的署名权，不再支付作品费用。 

mailto:发送电子稿件至EPSON202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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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活动的获奖作品，参与者须授权主办方及联合发起方使用，包括在用此获奖作品进行

非商业的全渠道传播推广或授权关联公司进行宣传等，并签署作品使用授权书，后续主办

方提供模板。如果用于商业用途，需要征得学生书面同意。 

 参与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作者，并对该作品的整体及局部均拥有独立、完整、明确、

无争议的著作权。摄影者还应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包括著作权、

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摄影者应承担由其作品及投稿行为所引发的一切后果与

责任，主办方不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本次拍摄作品仅允许投递参与本次项目，作品不得多平台参投，参与者应承担由其作品及

投稿行为所引发的一切后果与责任，主办方不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如提报作品不符合上述条件，主办方有权取消参与者的参评资格。若获奖作品违规，则追

回已颁发奖金等费用并公告。如造成第三者之权益损失，参与者需自行负担相关法律责

任。 

 参与者同意参与本活动向主办方提供的个人信息将用于本活动相关目的，并同意主办方将

基于本活动目的将参与者提供的个人信息与联合发起方及相关第三方共同使用。摄影者的

个人信息将于本活动结束后删除。主办方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本次活动享有解释权。 
 

7. 作品参考 

   

 

8. 作品评审标准： 

奖项 评审标准 

生物多样性· 

最佳视效奖 

① 构图和谐、轮廓清晰、主体突出、线条分明。 

② 色彩鲜艳、饱和、丰满、层次分明、有较强的感染力。 

③ 画面富有原创性、故事性，视觉表现极具张力，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能够引发观众对画面的想象与思考。 

④ 视角独特、创意突出，体现作者独到见解。 

生物多样性· 

优秀作品奖 

① 与大赛主题结合紧密，作品兼顾美学与科普。 

② 作品色彩和谐，构图比例协调，对焦清晰，曝光准确，细节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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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入围奖 

① 与大赛主题结合紧密。 

② 取景、构图、曝光、色调、清晰度等表现良好。 

 

三、#行摄自然之美#创意行动相关申报说明 

1. 所有北京高校的在校社团或团队均可申报，鼓励跨专业、跨年级、跨院系、跨学校自由组队。 

2. 项目面向北京地区高校公开征集，并将从中优选 8 支团队立项开展任务。 

3. 团队至少有 2 名具备摄影特长的成员；及 1 名环境相关专业成员。 

4. 10 月 30 日前，联系主办方获得《申报表》并填写提报，较早提报《申报表》的团队将有

机会优先获得立项名额；可通过电话、邮箱、或通过二维码一键申报，与主办方取得联系。 

 

四、#行摄自然之美#创意行动立项大学生团队任务一览 

1. 组织超过 50 名大学生打卡 5 个目标公园进行公园探绿活动，拍摄生物多样性作品： 

每支团队在每个公园至少拍摄 10 张优秀作品，合计提交 50 张摄影作品，并从中精选出 20

张精选作品，统一提交至主办方。 

2. 所有团队可自行分批分任务小组完成，确保至少 1 次探访达 10 人规模，并使用主办方提供

的横幅、旗帜等宣传物料在园内拍摄“生物多样性探访行动”照片。 

3. 通过团队或学校微信、微博、抖音等自媒体账号，发布至少 5 次带活动品牌的新闻。 

4. 11 月 15 日前，提交如下成果资料： 

 50 张按要求命名的摄影作品，含 20 张精选照片；具体要求请参见《“生物多样性”优秀

摄影作品征集说明》；及所有摄影者亲自签名的《作品使用授权书》原件，主办方后续提

供模板。 

 《活动报告》，含项目传播、参与人员及联系表等系列成果，主办方后续提供模板。 

 记录公园探绿活动的照片、视频（非前述摄影作品，特指额外的行动记录）。 

 《个人简历》-爱普生大学生保护生物多样性专项计划专项绿色通道，主办方后续提供模板。 

5. 特别说明（所有团队应保证参与者知晓并同意以下说明） 

 参与者同意本项目主办方及联合发起方享有免费将本次摄影作品征集的所有作品用于本活

动相关的线下宣传、网站宣传、出版物及展览展示的使用权，并在使用过程中尊重参与者的

署名权，不再支付作品费用。 

 本次活动的获奖作品，参与者须授权主办方及联合发起方使用，包括在用此获奖作品进行

非商业的全渠道传播推广或授权关联公司进行宣传等，并签署作品使用授权书，后续主办

方提供模板。 

 参与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作者，并对该作品的整体及局部均拥有独立、完整、明确、

无争议的著作权。摄影者还应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包括著作权、

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摄影者应承担由其作品及投稿行为所引发的一切后果与

责任，主办方不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5 / 8 

 

 本次拍摄作品仅允许投递参与本次项目，作品不得多平台参投，参与者应承担由其作品及

投稿行为所引发的一切后果与责任，主办方不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如提报作品不符合上述条件，主办方有权取消参与者的参评资格。若获奖作品违规，则追回

已颁发奖金等费用并公告。如造成第三者之权益损失，参与者需自行负担相关法律责任。 

 参与者同意参与本活动向主办方提供的个人信息将用于本活动相关目的，并同意主办方将

基于本活动目的将参与者提供的个人信息与联合发起方及相关第三方共同使用。摄影者的

个人信息将于本活动结束后删除。主办方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本次活动享有解释权。 

 

五、立项团队#行摄自然之美#创意行动探访公园情况一览 

公园名称 公园简介 

天坛公园 世界文化遗产，明、清帝王祭祀皇天、祈五谷丰登之场所 

颐和园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现存最大皇家园林，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 

圆明园 集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的清代大型皇家园林 

香山公园 中国知名红叶胜地，曹雪芹纪念馆所在地，明、清皇家园林 

西山国家森林公园 紧靠八大处公园、香山公园，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森林公园 

 

六、 #行摄自然之美#创意行动立项大学生团队奖项设置及资源支持 

※ 若因疫情防控原因高校大学生无法出校开展任务，请与主办方沟通探讨后续解决方案。 

 

七、#行摄自然之美#创意行动立项大学生团队评审标准 

评审项目 评审要求 

奖项 奖金 数量 合计 说明 

立项团队奖项设置 

最佳团队奖 ¥3,000 2 ¥6,000 综合成果突出团队获得 

优秀团队奖 ¥2,000 6 ¥12,000 完成所有任务团队获得 

立项团队专属福利 

五大公园门票 
所有立项团队将获得天坛、颐和园、圆明园、香山公园、西山森林公

园门票各 10 张，小计 50 张，价值近 1000 元 

爱普生实习名额 
爱普生将为参与项目的学生代表开放实习绿色通道，优秀学生代表就有

机会优先获得实习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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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团队奖 

① 提交摄影作品数量多、质量高。 

② 组织人数多，令生物多样性知识惠及更多人。 

③ 使用主办方传播物料开展丰富的线上、线下传播；传播发布平台多、

条目多、浏览量等数据高；传播内容丰富、生动、具备感染力。 

④ 成果报告内容翔实、丰富、多元，具备感染力。 

优秀团队奖 

① 完成主办方规定的公园探绿、摄影作品提交、传播等任务，达成数据

目标及成果要求。  

② 按要求提交《报告》、照片、视频等系列成果资料。 

 

八、进度安排 

时间 内容 

即日起-10月 30日 项目发布，高校申报通道开通，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均可申报 

9-10 月 分批选拔立项团队 

9-11 月 大学生开展公园探绿、摄影、传播等任务  

11 月 15 日 作品征集截止；立项大学生团队提报作品及系列成果资料 

12 月 作品初审，入围作品资料补充 

作品专家评审，获奖名单发布，奖金及证书发放 

 

九、主办方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8219-3920/3921 

项目邮箱：epson2022@163.com 

官方网站：www.zhixingjihua.com 

参与者完全有权自愿选择是否参加本次活动。 

参与者请仔细阅读以上活动规则，参赛者提交作品即视为同意上述规则。 

 

十、项目相关方介绍 

 

关于爱普生 

爱普生是全球技术领先企业，总部位于日本，目前全球年销售额超过 1 万亿日元。 

爱普生通过原创的“省、小、精技术”和“数字技术”，致力于共同创建一个将人、物与信息

互联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在办公和家庭打印、商业和工业打印、

制造、视觉、生活方式等领域持续创新，爱普生力争到 2050 年实现碳负排放及地下资源零消

耗（消除对石油和金属等可枯竭地下资源的使用）。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在全国拥有 12 家分公司。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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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总部，负责统括爱普生在中国*的投资和业务拓展。爱普生在中国开展的业务主要有打印机、

扫描仪、投影机等信息关联产品业务，电子元器件业务以及工业机器人业务。其产品以卓越的

品质和节能环保的特点，赢得了中国消费者的厚爱。立足于中国市场，爱普生始终本着“挑战

与创新”理念，不断将一系列先进技术及应用方案引入中国，从而使中国消费者能够与世界同

步，享受创新科技带来的完美体验。爱普生不断贡献于中国的环保和教育事业，作为一名优秀

的中国企业公民而倍感自豪。  
 

 

 

 

 

 

 

美丽中国，青春行动 

第四届中国大学生“云支教”乡村教育奖 

2022 年，知行计划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政策和团中央“美丽中国，青春行动”倡议，结合国

家林草局和北京关森委“北京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要求，组织开展第四届中国大学

生“云支教”乡村教育奖，鼓励和支持青年大学生，积极参加乡村学校云支教助学行动，以线

上教育的方式，开展“生态文明大讲堂”和“生态文明小课堂”，创意并提交《生态文明与自

然教育课程》，以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教育振兴。所有在 2022 年开展线上助学支教的大学生团

队，均可申报。 

 
云支教申报入口 

 

关于“大学生知行计划” 

中国大学生知行促进计划（简称“知行计划”）于 2012 年正式设立，致力于推动和帮助社会

力量，参与支持大学生成长发展。截至 2021 年，知行计划已累计发动 500 余所高校的 9,000

余支大学生团队参与申报，50 万大学生直接参加，开展包括乡村振兴、助学支教、环境保护、

实习就业、创新创业、专业竞赛、云支教等形式多样的志愿行动及成长发展项目，惠及 7,000

余所乡村学校的 300 余万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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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计划官方微信 

 

 

关于“青年影响力创新中心” 

青年影响力创新中心（简称“青创中心”）由知行计划联合中国 500+顶级高校的大学生组织系

统、高校研究机构、高校基金会、青年组织、媒体和青年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支持创建，连接

400 万+优秀大学生，触达和影响北京 3,000 所高校，超过 4,000 万大学生。中心下设青年影

响力研究中心和青年影响力实验室，旨在凝聚专业智慧，聚焦青年大学生成长发展的现实需要，

深入研究和探索大学生思想行为趋势，训练和培养大学生系统思维能力，支持和推动大学生参

与公益实践和社会创新，以创意激发青年智慧，以科技赋能青年成长。 

 

青创中心官方微信 

 

关于“北京生态文化协会” 

北京生态文化协会成立于 2013 年，由北京地区从事生态文化建设、经营、研究的企事业、科

研院所、大专院校、新闻、出版单位，以及一切关心和有志于推动首都生态事业发展的社会各

界人士自愿组成。协会致力于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绿色生活，共建生态文明，推动北京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协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核准注册登记的非营利性的省

级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得益于强大的领

导班子力量，本会已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开展了大量的生态文化理论研究、出版了理论专著，进

行了一系列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探索和实践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