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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文化，荷花表达。 6 月 18 日晚，作

为第 31 届全国荷花展系列活动之一，2017 年

中国 (遂宁)第三届荷花仙子暨“遂宁鲜”形象

代言人选拔赛总决赛落下帷幕，蒲桢、杨叙、

何琳从 20 强选手中成功突围，拿下前三甲。

新晋荷花仙子们将为遂宁这座观音文化名城

代言，并将服务于遂宁旅游及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遂宁鲜”的推广。

荷花仙子选拔系列活动历时 2 个多月，前

期进行了 4 场初赛，最终从报名的 400 余选手

中选出了 60 强选手晋级复赛。通过复赛，对

60 强选手以及内江“甜城甜女”活动组委会特

地推荐的 6 名选手进行选拔，最终产生了总

决赛的 20 强。

当晚的总决赛，第一轮为旗袍秀，伴随

20 强荷花仙子的优雅脚步，带你走进如诗如

画的美景中。第二轮为才艺展示，包含唱

歌、舞蹈、朗诵等节目类型，让观众感受到了

遂宁女子的多才多艺和遂宁城市文化的多

姿多彩。第三轮为礼服秀，伴着荷香，在荷

花仙子美轮美奂的晚礼服展示中，感受荷花

的庄重高雅。专业评审后排名前三的选手，

现场接受大众评审综合评判，评出总决赛冠

亚季军，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颖，市委常委、副

市长张列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见明、

市政协副主席胡家正以及主、承办单位的负

责人光临现场指导。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牵头，船山区人

民政府、市旅游局、市农业局、市文广新局、市

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市博视广电传媒有限公

司、市天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自 2015 年以来，中国（遂宁）荷花仙子暨

“遂宁鲜”形象代言人选拔赛已连续举办三

届，成为了遂宁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重大文旅品

牌活动。在荷花盛开、莲韵生香的 6 月，我市

即将迎来第 31 届全国荷花展和遂宁第十届观

音文化旅游节，组委会通过“荷花仙子”选拔

赛活动向世界发出盛情邀请：今夏来赏荷。

“芝溪玉液”杯 2017中国（遂宁）荷花仙子暨“遂宁鲜”形象代言人选拔赛总决赛落下帷幕

20强荷花仙子闪亮登场 邀你今夏来赏荷
市领导杨颖张列兵戴见明胡家正到总决赛现场指导选拔工作

根据活动组委会统一安排，

“芝溪玉液”杯 2017 中国（遂宁）

第三届荷花仙子暨“遂宁鲜”形

象 代 言 人 选 拔 赛 总 决 赛 ，于

2017 年 6 月 18 日 20:00 在遂宁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在市委宣传

部 、船 山 区 人 民 政 府 、市 旅 游

局、市农业局、市文广新局、市

广播电视台指导下，活动组委

会邀请省、市权威专家组成专

业评委团，按照今年评选活动

的决赛规则和评分标准，严格

对选手进行了客观公正的综合

评判，加上网络投票折合的分

值，荷花仙子 20 强选手按分排

位。综合得分前三名选手荣耀

进入大众评审环节，根据现场

投票由高到低评出了冠、亚、季

军，同时评出了最佳上镜奖、最

佳风尚奖、最佳亲和力奖、最具

荷花气质奖、最佳才艺奖、最佳

形象奖、最具潜质奖共 7 名（依

次排位 4－ 10 名），以及优秀奖

10 名（依次排位 11－20 名）。

榜示如下：

冠军：蒲桢

亚军：杨叙

季军：何琳

最佳上镜奖：唐慧

最佳风尚奖：文爽

最佳亲和力奖：代瑶

最具荷花气质奖：邓学茹

最佳才艺奖：王茜玉

最佳形象奖：李幸

最具潜质奖：刘昕

优 秀 奖：熊 鑫 苒 孙 一 可

陆 欣 张璐璐 邓文洁 乔情

邱文艳 陈薪伊 陈雪婷 唐成

总决赛由遂宁市红旗公证

处全程监督公证，公证员席强、

张 启 辉 现 场 宣 布 比 赛 结 果 真

实、合法、有效。

2017 中国（遂宁）荷花仙子
暨“遂宁鲜”形象代言人选拔赛
活动组委会

2017年 6月 19日

2017中国（遂宁）第三届荷花仙子暨“遂宁鲜”形象代言人
选拔赛活动组委会关于总决赛结果的公告

（第三号）

亮点一
六大部门通力合作
创新提升赛制机制

为了选准选好遂宁观音文化人文符

号和“遂宁鲜”品牌形象代言人，活动组委

会在总结首届活动的经验和不足的基础

上，深入学习内江、西昌两地甜城甜女、月

亮女儿选拔赛活动经验，结合遂宁实际，

进一步优化活动方案，细化活动流程，从

宣传造势、选拔标准、赛事制定、成果利用

等多方面进行优化。

亮点二
参赛选手人多面广
涵盖社会各个方面

活动共吸纳了近 400 优秀女性参与报

名，选手职业涵盖公务员、教师、医护人

员、退伍军人、银行职员、私营业主、学生、

职业模特等。不仅有汉族 ,还有少数民族

同胞；不仅有大量省内选手，还有来自重

庆、云南、贵州、上海、辽宁等地的选手。

内江甜城甜女、西昌月亮女儿、广元

女儿节的主办方，也积极推荐优秀选手参

赛，提升了活动影响力。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遂宁职业技术学

校主动设置选拔专场，精心选出优秀学子

对接组委会，参与到活动中。

亮点三
媒体集群矩阵推广
川渝广电同步发声

市广播电视台充分整合旗下的“三台

一报两刊一网”全媒体集群宣传平台，积

极宣传造势。活动期间，《遂宁新闻》《新

闻零距离》、遂宁人民广播电台、《遂宁新

报》积极跟进新闻宣传，在“遂宁传媒网”

制作活动专页。

组委会及时对接驻遂媒体（中国网、

四川新闻网、四川在线等），跟进活动宣

传。活动期间，新华网、中国网、腾讯网、

新浪网等及时转载推送活动信息。同时，

遂宁市广播电视台充分利用与周边城市

的合作关系，如南充、泸州、内江等地广播

电视台进行同步宣传。

亮点四
打破集中选拔惯例
赛事接受群众检阅

5 月 13-26 日，2017 中国（遂宁）第三届

荷花仙子暨“遂宁鲜”形象代言人选拔赛分

别在万达广场、犀牛堤广场、琪兴酒店、鼎盛

国际举行了 4 场初赛。活动组委会邀请有

关专家及资深媒体人组成专业评委团，根

据今年制定的初赛规则和评分标准，对近

400 名参赛选手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判，

选出 60 名优秀者进入复赛。

亮点五
试水新媒体直播赛场
累计播放两百万人次

本次活动，组委会创新尝试新媒体平

台运用，以上届荷花仙子总冠军、市广播电

视台节目主持人等为网络直播主持人，对赛

场进行全程直播。本次选拔举行的 4 场初

赛、1 场复赛，同时在线人数最高达 1.5 万人

次，单场收视最高达 30 万人次，累计播放次

数超 100 万人次。

总决赛晚会，遂宁电视台公共频道进

行了现场直播。直播遂宁手机台、遂宁传

媒网、直播遂宁官方微信同步网络直播。

同时，第二届荷花仙子冠军乐清玉也通过

@直播遂宁 官方微博进行手机直播，同时

在线人数最高达 3 万人次，单场收看人数

超过 50 万人次，形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线

上线下互动的声势浩大的影响力。为营

销观音文化城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亮点六
省市权威专家确定排位
大众评委决定冠亚季军

组委会专门邀请了省市权威专家作

为总决赛专业评委，包括国家一级演员、

四川省舞蹈家协会主席王玉兰；成都大学

美术与影视学院副院长、四川省委宣传部

文艺类专家库专家、四川省舞蹈家协会会

员、成都市舞蹈家协会副秘书长何洋托美

次仁；武警上海总队政治部文工团副团

长、遂宁籍军旅男高音歌唱家敖长生等。

总决赛首次引入大众评审机制，即专

家评委根据选手表现对 20 强选手得分排

位，前三甲交大众评审综合评判。40 位大

众评审由企业家代表、营销达人、网络达

人、专家学者、资深媒体记者等构成，扩大

了活动的参与性。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

了红旗公证处公证员全程监督公证。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颖，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列兵，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戴见明分别为冠亚季军颁奖

省市权威专家担当专业评委

青年军旅歌唱家敖长生为家乡献唱

20 强荷花仙子旗袍秀

选手才艺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