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0/18——10/21 

第二届 IDF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D20 提名”评优单元 

征片公告 

 

本征片公告适用于 2018 年第二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简称：2nd IDF）关于“D20 提名”评优

单元的相关投递影片。 

 

 

 

一、IDF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简介 

 

1.  关于 IDF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简称“IDF”）是由浙

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与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国际专业纪录片盛会，是集纪录片展映、推优、

提案、论坛于一体的高品质人文艺术平台，于每年金秋时节在杭州西子湖畔中国美术学院举行。 

 

IDF 暨“I Documentary Fact”的缩写，意为“我纪录事实”，旨在探讨纪录片创作主体、影像方

法、拍摄对象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探索纪录本体、树立青年实验、高举人民之心、打造东方品

质”为宗旨，关注时代脉络与社会情境，关怀个体生活与内心境况，强调媒介创新与形式突破，

重树东方文化的自然诗性。IDF 力图通过具有人文深度的纪录作品来思考人类在自然天地间的生

存际遇、思考文明在时代发展中的传承意义、思考东方诗性在多元社会中的艺术表达，倡导纪录

片回到真实本源，回归人文关怀的正能量价值观。 

 

第二届 IDF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年度主题为“世·界”，将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周四）—

21 日（周日） 在中国·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举行。 

 



	

	

2.  关于“D20 提名”评优单元 

 

“D20 提名”评优单元暨 IDF 主竞赛单元。第二届 IDF 将以“世·界”为年度主题，面向全球

的纪录片制作、发行、播放等机构及独立纪录片作者广泛征集纪录长片、系列纪录片及纪录短片。

本单元由选片委员会对全球征集作品进行初审与提名推荐，后交由学术委员会进行复评与表决，

遴选出 8 部纪录长片、8 部系列纪录片、4 部纪录短片入围“D20 提名”评优单元。大会期间，

将由国际评审团委员对入围作品进行终评，角逐“百万大奖”。“D20 提名”评优单元旨在挖掘

与表彰“有态度的纪录作者”和“有温度的纪录作品”，向全球优秀纪录作者及其作品致敬，促

进与鼓励纪录片人在创作成长路上的探索与坚持。 

 

3.  投递资质 

 

IDF 面向全球范围的纪录长片、系列纪录片及纪录短片开放征集报名。符合下列标准的影

片可被视为“D20 提名”单元候选影片： 

 

1） 参赛纪录片须为 2017 年 1 月 1 日后完成制作的作品； 

2） 纪录长片时长为 60 分钟及以上，系列纪录片为两集及以上或具关联性的纪录影像作品，纪录

短片时长为 60 分钟以内； 

3） 作品须由报名者直接参与，且报名者须拥有该作品的完整版权； 

4） 优先选择全球首映或中国首映的影片； 

5） 如影片曾投递往届“D20 提名”单元或曾在 IDF 大会上进行展映，则无法再次参与竞赛。 

 

4.  报名方式 

 

参赛影片须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官方网站（ www.westlakeidf.com ）进行线上报名，无需缴纳

任何报名费用。报名表内容请认真填写核实，相关消息一经刊出，不得随意变更。 



	

	

二、奖项设置 

 

评优推选： 

1） IDF 优秀纪录长片 | 纪录长片 | 奖额 20 万元（RMB） 

2） D20 优秀系列纪录片 | 系列纪录片 | 奖额 15 万元（RMB） 

3） D20 优秀纪录短片 | 纪录短片 | 奖额 10 万元（RMB） 

4） D20 优秀作者 | 纪录长片 | 奖额 10 万元（RMB） 

5） 评委会特别推荐奖 | 系列纪录片 | 奖额 10 万元（RMB） 

* 所颁奖金为税前 

 

三、报名须知 

 

1.  报名时间 

 

第二届 IDF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将于 2018 年 5 月 1 日 开放竞赛报名，并于 2018 年 9 月 1 日 截

止报名。超过此期限报名的影片将不被纳入评审流程。 

 

 

2.  报名通道 

 

参赛影片须在报名开放日期区间内登录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官方网站  www.westlakeidf.com ，逐

项填写参赛影片的必填项信息，递交上传影片材料，按要求上传完整影片，完成报名。 

 

如需线下提交影片，请将评审版本影片与预告片以 Blue-ray Disc 或高速移动硬盘存储，并寄送

到组委会常务办公室（请明确标注影片名及联系电话）。 

如果您是通过国际快递进行跨境材料寄送，请在邮件包裹上注明“仅作文化用途”以及“无商业

价值”。 



	

	

所有寄送的申报材料必须已结清运费及相关关税，否则组委会有权拒收。同时也可以采取亲自上

门递送的方式（请事先联系查询组委会办公室开放时间）。所有寄送材料将不会被退还，留作组

委会存档，请自留备份。 

组委会不承担影片申报材料的邮寄费用和保险费用，不承担影片报名材料在邮寄过程中的遗失、

毁损责任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报名材料遗失、错误或毁损责任。 

 

寄送地址及联系方式： 

 

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象山 352 号中国美术学院 7 号楼 11 层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组委会（收） 

联系人：史晓桉 

电话：0086-571-87200617 / 0086-571-87200579 

传真：0086-571-87200617 

邮箱： idf@westlakeidf.com 

 

 

3.  报名材料 

 

1）评审版本影片 

 

“D20 提名”评优单元评审版本须提交完整成片，所有影片须为不低于 1920*1080，大小不超过

3GB 的 MOV / MP4 格式的文件； 

系列纪录片选择具有前后关联性的两集提交； 

所有影片须配有英文字幕，华语影片须配有中文字幕（无对白影片除外）； 

如需添加水印，请于画面右上角标注“IDF 评审”或“IDF Preview”，此外画面内容不得有其

它水印标记。 

 

 



	

	

2）附加材料 

 

● 影片介绍，导演阐述（各 300 字左右） 

● 影片预告片（时长为 3 分钟以内、质量不低于 1920*1080 的 MOV / MP4 格式的文件） 

● 影片海报 1 张、剧照 3—5 张（分辨率 300dpi 以上，JPG 格式） 

● 导演近照 1 张（分辨率 300dpi 以上，JPG 格式） 

● 影片字幕文件（SRT 或 ASS 格式）或字幕文本（word 或 txt 文件，对白台本要求每句分行） 

 

请于报名期限内，在 IDF 官方网站  www.westlakeidf.com 中完成评审版本影片及附加材料的上

传。当影片申报联系人的邮箱收到组委会的影片申报受理通知邮件，表示影片申报流程结束。否

则即表示影片申报未完成（资料不齐、影片未寄达或未上传等情况）。 

 

 

四、入围与展映 

 

“D20 提名”评优单元的所有参赛影片，最终将经由 IDF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学术委员会进行复

评后决定入围影片。组委会将以邮件的形式正式通知投递者，并与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正式对

外公布正式入围名单。 

 

入围参赛者须提供内嵌中英文字幕的商业影院标准放映 DCP，与 422HQ 版本的 MOV 格式数据文

件以供放映。该版本除字幕翻译等技术性调整外须与初审审阅版本一致。该版本须通过硬盘（自

备数据线、电源线、转接接口等必要外接设备）寄送至组委会，截止时间以入围通知为准。 

如未按照以上需求提供展映版本，组委会有权取消该影片在大会期间的展映。 

入围影片将在大会举办期间进行至少两场公开展映，展映时间与地点由组委会决定。 

 

影片入围后，其线上报名表、寄送报名材料中涉及的图像与文字信息，将呈现于本大会手册、官



	

	

网、线上与线下媒体宣传中。组委会有权对入围影片信息进行编辑和公开使用。 

所有影片入围及获奖后，组委会将提供相应桂冠标识，并在 IDF 后续所有宣传材料中呈现 IDF 西

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奖项标识。 

 

组委会将邀请“D20 提名”单元入围作者莅临出席第二届 IDF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开幕式、闭幕

式、展映交流会、IDF 论坛等活动，组委会承担上述获邀人士往返交通与食宿费用（如提名影片

由多人联合创作，组委会仅承担两名主创的费用）。 

 

 

五、活动解释权 

 

2018 年第二届 IDF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组委会有权修改本公告、规则、条款或与本公告相关的其

他规定。如有未阐明情况，组委会拥有最终解释权，且不作公开讨论。 

 

 

 

 

 

 

2018 年第二届 IDF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组委会 

二零一八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