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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项目 ：项目1：Dead serious
项目2：Juniper Brant



项目1介绍

项目名称：数字电影《Dead Serious》

项目类别：恐怖片

制作时间：6个月

目标受众：R



一. 宣发亮点
1. 由北美著名电影出品方-金线国际出品；
2. 做电影投资人，分享票房收益，与明星零距离

二.《Dead Serious》作为加拿大舞台剧历史上的奇迹之作，创造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如今搬上大荧
幕，并计划在院线和电视台播放，值得万众期待。

项目亮点

幕，并计划在院线和电视台播放，值得万众期待。
北美小成本恐怖片向来以质量高，票房口碑均佳著称，回收率高，同类影片如《惊声尖叫》(Scream)，
《电锯惊魂》(Sew)。

三. 阵容强大，优秀的导演团队，明星加盟。

四. 电影亮点
1. 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剧情的反转，惊悚气氛的精心营造
2. 高颜值演员阵容，让每一帧都更为饱满2. 高颜值演员阵容，让每一帧都更为饱满

五.全球造势，线上线下，从网络弹窗到主流媒体全面合作。从易拉宝到大面积地图电梯广告铺
设，三百六十度整合传播。

六.营收测算：
《Dead Serious》预算成本400万美金，市场评估分析预计影片票房在2亿美金，网络发行800万美金。



同类影片（高票房小成本影片）

孤儿怨惊声尖叫逃出绝命镇 招魂



剧情概览
Two teenage employees sneak back to a 
remote resort to retrieve a bag of weed, 
and discover a grisly murder. When the and discover a grisly murder. When the 
body goes missing, suspicion focuses on 
the family that owns the lodge. A 
brother and sister play a dark game 
from their childhood in which they 
manipulate others, sometimes cruelly. 
For the struggling little brother, the 
game seems to have crossed into a 
pathological obsession. When another 

制作周期

• 预计前期拍摄前筹备天数：30天
pathological obsession. When another 
killing shocks the remote resort, a 
deadly showdown between the brother 
and his mother’s boyfriend takes shape.

• 预计实地拍摄天数：40天

• 预计后期制作天数：3~5个月



《Dead Serious》现全球招募青年演员男女各2人



项目2介绍

项目名称：数字电影《Juniper Brant》

项目类别：科幻片

制作时间：5个月

目标受众：PG13



一. 宣发亮点

1. 由北美著名电影出品方-金线国际出品；
2. 做电影投资人，分享票房收益，与明星零距离

二. 北美小成本科幻片向来以质量高，票房口碑均佳著称，回收率高，同类影片如机械姬

项目亮点

二. 北美小成本科幻片向来以质量高，票房口碑均佳著称，回收率高，同类影片如机械姬

三. 阵容强大，优秀的导演团队，超高流量的网红和明星加盟，计划制作中英两个版本，分两部电影进行发
行。

四. 电影亮点
1. 有趣的故事情节，发人深省的人类伦理学讨论，剧情的反转，情感的升华
2. 高颜值演员阵容，让每一帧都更为饱满

五.全球造势，线上线下，从网络弹窗到主流媒体全面合作。从易拉宝到大面积地图电梯广告铺
设，三百六十度整合传播。

六.营收测算：
《The Killing of Juniper Brant》预计成本2300万美金，市场评估分析预计影片票房在2亿美金，网络发行800
万美金。



同类影片

火星救援月球机械姬 第九区



剧情概览

Two star attorneys do battle in a media circus trial that captivates the world.
Canada in the year 2467 has granted full human rights to anthrosynths, or manufactured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in human history a man is on trial for killing a machine.For the first time in human history a man is on trial for killing a machine.

制作周期

• 预计前期拍摄前筹备天数：30天

• 预计实地拍摄天数：40天

• 预计后期制作天数：3~5个月



《Juniper Brant》中文版现全球招募青年演员



创作与看点



制片人

Sherry  Han Chen，
医学博士，温哥华知名制片人，医学博士，温哥华知名制片人，

该项目主要的执行者。

Experienced film producer and avid 
entrepreneur  with businesses in media, TV 
commercial, and production
Produced over twenty top quality TV 
commercials, short films and moviescommercials, short films and movies
Beauty school owner and  serviced many 
clients and addressed their beauty needs over 
twenty years
Runs a beauty and film production college



发行方
Attack Media 

Group



发行商

Mark S. Berry，著名音乐制作人，拥有36项国际金奖和白金唱片奖。他是Mark S. Berry，著名音乐制作人，拥有36项国际金奖和白金唱片奖。他是

Attack Media Group （AMG）公司的董事长。他同时也是是GTV（Graffiti 

Television）的执行制片人，拥有全球涂鸦现象的十卷DVD / VHS系列作品

。目前，Attack TV与加拿大的一家电视制作进行合作，制作了一系列国

际化城市生活方式的系列电视剧。



Duane Farley，著名制作人，Attack Media Group （AMG）公司国际

发行商

Duane Farley，著名制作人，Attack Media Group （AMG）公司国际

执行副总裁。他曾与Usher，Ne-Yo，Alicia Keys，Kanye West等巨

星合作过。他同时在音乐会举办、活动推广、独立电影制作、音乐

制作和娱乐营销等都有着丰富的经验



投资方SONY



投资人

Kristie Spillane，著名制作人，目前担任UNBREAKABLE 

INTERNATIONAL GROUP的运营总监。她在商业，营销和媒体领

域拥有超过十年的经验，曾与澳大利亚和国际主要公司合作，于

2014年与Mark Spillane共同创立了Unbreakable International Group。



投资人

Mark Spillane，著名音乐制作人，作曲家，目前担任Mark Spillane，著名音乐制作人，作曲家，目前担任

UNBREAKABLE INTERNATIONAL GROUP的CEO。Mark有着20

多年的音乐制作经验，除了近年来制作各种银幕电影音乐项目外，

还曾经与索尼音乐和环球音乐合作，制作了多个唱片，同时，他还

负责唱片公司管理运营，艺人管理，现场巡演等。



电影音乐发
行方



电影音乐创作

旅法作曲家徐仪是“罗马大奖”的获得者，与她同样曾荣膺这个至今

已有近350年历史的古老奖项的，还有德彪西。

徐仪是上世纪80年代的赴法留学生，她的《盈与虚》与贝多芬的作品

一起被法国教育部选为其国内高考音乐专业试题，同样获此殊荣的20

世纪作曲家，还有斯特拉文斯基。世纪作曲家，还有斯特拉文斯基。



拟邀请的演员

周润发，广东宝安人，1955年5月18日生于香港南丫岛，为

新界原居民，著名电影和电视演员，曾经三度获得香港电影

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另外也拿到两次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另外也拿到两次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

男主角头衔。 1980年代与成龙一并成为香港电影市场的票房

保证，并创造了多个脍炙人口的经典角色：许文强、小马哥

、赌神等多不胜数。1990年代开始后，与成龙、周星驰因为

电影票房成绩出色，共同被媒体形容为“双周一成”。他于

1995年赴美国好莱坞发展，在拍摄多部电影后获得一定程度年赴美国好莱坞发展，在拍摄多部电影后获得一定程度

上的成功。



拟邀请的演员
莱昂纳多·威廉·迪卡普里奥，美国著名男演员、电影制片人兼
环保概念的推动者。迪卡普里奥于1990年代开始拍广告，展
开职业生涯。在主演《边缘日记》（1995年）及《罗密欧与
茱丽叶》（1996年）后，迪卡普里奥出演了由詹姆斯·卡梅隆
执导的史诗爱情片《泰坦尼克号》（1997年）。该片收获如执导的史诗爱情片《泰坦尼克号》（1997年）。该片收获如
潮赞誉，使迪卡普里奥的知名度大开，并成为当时史上票房
最高的电影，直到同由卡梅隆执导的《阿凡达》（2009年）
打破了该纪录为止。

迪卡普里奥在《飞行者》（2004年）中饰演霍华·休斯及在《
荒野猎人》（2015年）中饰演休·格拉斯的表现拿下了金球奖
的最佳戏剧类电影男主角，而他在《华尔街之狼》（2013年
）中对乔丹·贝尔福特的诠释则得到金球奖最佳音乐及喜剧类）中对乔丹·贝尔福特的诠释则得到金球奖最佳音乐及喜剧类
电影男主角的肯定。2015年，迪卡普里奥以他在《荒野猎人
》中的演出拿下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迪卡普里
奥于2004年创办了他专属的制片公司亚壁古道影业。



拟邀请的演员

娜塔莉·波特曼，美国著名女演员，第83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奖得主。她在1994年的独立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中首次
担纲演出，随后因演出电影《星球大战》三部曲中的帕德梅·
艾米达拉一角而更广为人知。艾米达拉一角而更广为人知。

2005年，波特曼以《偷心》顺利夺得金球奖最佳女配角奖。
2008年5月，她以27岁之龄，成为第六十一届戛纳电影节最年
轻的评审委员。波特曼亦于2008年挑战导演一职，她的导演
处女作《Eve》并担任第65届威尼斯电影节短片项目的开幕片
。2010-2011年，她凭着主演电影《黑天鹅》里的芭蕾舞者妮
娜横扫金球奖、演员公会奖、影评人票选奖与英国影艺学院
奖，并荣获第83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奖，并荣获第83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拟邀请的演员

凯尔·钱德勒，凯尔·钱德勒是美国的一位男演员。他出演过众凯尔·钱德勒，凯尔·钱德勒是美国的一位男演员。他出演过众

多电视剧，以及《金刚》、《超级8》、《逃离德黑兰》、《

猎杀本拉登》、《华尔街之狼》、《卡露的情人》、《海边

的曼彻斯特》等电影。在2015年，他凭借电视剧《血脉》获

得第四次艾美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拟邀请的演员
杰克·吉伦哈尔（Jake Gyllenhaal），1980年12月19日出生于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美国男演员、制片人。
2001年主演《死亡幻觉》并获得了第17届独立精神奖最佳男
主角提名。2005年因主演《断背山》而获得第78届奥斯卡金主角提名。2005年因主演《断背山》而获得第78届奥斯卡金
像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并荣获第59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男
配角奖。2010年主演《波斯王子：时之刃》和《爱情与灵药
》，后者使他获得第68届美国电影金球奖音乐喜剧类最佳男
主角提名。2012年担任第6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2013年
凭借《囚徒》一片获颁第17届好莱坞电影奖年度男配角奖。
2014年因主演《夜行者》而获得美国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
奖，美国演员工会奖等奖项的最佳男主角提名。2015年担任
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2016年与艾米·亚当斯主演的《
夜行动物》获得第7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17夜行动物》获得第7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17
年凭借《夜行动物》获得第70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男主角
提名。10月26日，杰克·吉伦哈尔凭借《坚强》获得第21届好
莱坞电影奖最佳男主角奖



拟邀请的演员
米拉·索维诺（Mira Sorvino），1967年9月28日出生于美国新

泽西洲，意大利裔美国女演员。 [1] 

1995年主演喜剧电影《非强力春药》，凭借在该电影中的演

出，获得第68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第53届美国金球奖最佳出，获得第68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第53届美国金球奖最佳

女配角。 [2]  [1]  1996年主演传记电影《双面梦露》，获得第

48届艾美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1]  1997年主演喜剧电影《阿

珠与阿花》，并获得第7届MTV电影奖-最佳歌舞场面提名奖

。1999年主演爱情电影《真情难舍》。2002年主演犯罪惊悚

片《聪明女孩》。2005年主演悬疑惊悚片《人口贩卖》，获片《聪明女孩》。2005年主演悬疑惊悚片《人口贩卖》，获

得第63届美国金球奖最佳女主角提名。2012年主演惊悚片《

纯真的交易》，并于同年担任第19届德国奥尔登堡国际电影

节评委会主席。



拟邀请的演员—网红加盟



以网红加盟表演形成强大粉丝群体，在北美和中国地区形成巨大影响。以网红加盟表演形成强大粉丝群体，在北美和中国地区形成巨大影响。

优势：1. 通过强大的阵容，容易吸引更多明星的仰慕者

2. 超级网红，粉丝数量超过100万。这些网红每天会接到来自许多品牌

的代言邀请，而品牌方也希望推动他们，从而给品牌带来更多关注；的代言邀请，而品牌方也希望推动他们，从而给品牌带来更多关注；



制作方简介

金线集团

电影 诊所 文化 设计

金线集团下属电影公司，中西医医学美容团队，连锁诊所团队、中西文化学院，电影制作团
队，动画制作，电影后期特效，商业广告，建筑动画，室内、景观设计与一体的综合公司。
公司团队具有二十年以上北美影视，动画工作经验的，之前完成大量迪斯尼，BBC和好莱坞
的电影，动画电影、电视剧，建筑动画和设计、商业庆典活动以及慈善活动等项目。目前有
多个大型项目正在进行中。



金线影视制作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多元化文化传，自2001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多维度的公关服务

。公司以“创意独特、精益求精、非凡品质”为发展理念。现已形成了重视文化内涵，满足文化市场需求的多

制作方简介

元化文化传播公司。公司具备影视娱乐资源，公司总部在加拿大，在中国、美国、香港均设有办事机构，整合

境内外资源，全力进军娱乐行业。立志成为新一代娱乐产业的领导者。

经过多年的专业实践，金线公司在媒体资源、社会资源、专业资源等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不仅在活动管理实

施、舆论引导落实等执行层面经验丰富，而且在市场行销顾问、公关策略咨询等领域可为您提供完备的解决方

案。案。



金线网红经纪团队是一家专业的多元化文化传，自2017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多维度的公关服务。公司以“创意独

特、精益求精、非凡品质”为发展理念。现已形成了重视文化内涵，满足文化市场需求的多元化文化传播公司。公司具备影视娱

乐资源，公司总部在北京首都，在韩国、美国、香港均设有办事机构，整合境内外资源，全力进军娱乐行业。立志成为新一代娱

乐产业的领导者。

合作方简介

乐产业的领导者。

公司以新娱乐全产业链的综合创新开发为主营业务，互为补充、互为支持；包含新型演艺形式的线上和线下运营、新媒体影视的

的策划制作营销发行，互联网造星三大业务板块。公司基于互联网的娱乐新形态、告别传统娱乐方式。娱乐方式创新：塑造新的

娱乐模式、挖掘新的娱乐价值；造星模式变革：基于互联网挖掘明星、网红及个人的多样化、个性化的IP价。

经过多年的专业实践,在媒体资源、社会资源、专业资源等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不仅在活动管理实施、舆论引导落实等执行层面

经验丰富，而且在市场行销顾问、公关策略咨询等领域可为您提供完备的解决方案。

精准的方案、独特的创意、完美的执行、坚定的信念与不懈的奋斗使中国，北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依托市场强大的信息资源和本

身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完善的一站式服务。将以市场需求为平台，创新企业梦想，诠释精彩文化，为缔造文化精品而不

懈努力，与中国文化产业同步发展，共创辉煌。



精准的方案、独特的创意、完美的执行、坚定的信念与不懈的奋斗使中国，北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依托市场强
大的信息资源和本身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完善的一站式服务。将以市场需求为平台，创新企业梦想，
诠释精彩文化，为缔造文化精品而不懈努力，与中国文化产业同步发展，共创辉煌。

制作方简介 -GOLDENLINE INTERNATIONAL  MEDIA  INC

金线影视制作公司合作制作的部分影片



电影发行方



投资与回报



• 发行预计：全球同步上映，5000多家影院，20000多块银幕，500,000场以上放映场次，
10,000,000以上观影人次，预期票房2亿元。

• 发行地区：北美，中国

投资回报

• 发行地区：北美，中国

• 电视频道：Netflix、CCTV-6及点播电视频道多次播映，覆盖达60,000,000人，预期收益1000万元
左右。

• 新媒体：互联网（如爱奇艺）、手机电视等新媒体版权费，预期收益1000万元左右。

• 航空电影：加航、国航等各大航空公司班机点播播放，覆盖达20,000,000人。

• DVD发行：10万张DVD。

• 电影音乐专辑：5万张。

• 植入广告：场景道具、情节、台词等植入。



Vancouver



宣发计划
宣传方式：电影发布会举行后，开始大面积宣传，在国内以及Vancouver电视台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内和加拿大相关纸质和电子媒体等投放广告。



广告植入

以品牌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对品牌深入研

开拍前，
定制化
植入

究，在原有剧情中巧妙设计品牌植入情节，

真正实现品牌在电影中的完美呈现

开拍后，从剧情、演员、台词以及道具四

个方面的选择中巧妙植入品牌情节

开拍后，
定制化

个方面的选择中巧妙植入品牌情节
定制化
植入



广告植入-定制化植入

让品牌以最自然的方式植入剧情，宣传品牌理念

剧情植入

选择品牌代言人作为电影中的角色，设计相关情节

演员植入

利用既有剧情，定制品牌相关台词，运用明星效应

台词设计
利用既有剧情，定制品牌相关台词，运用明星效应

为品牌设计场景，为角色提供生活必需品和道具等

道具/场景



网络大电影数据
2017年网大第一爆，毫无疑问属于《斗战胜佛》。3月15日爱奇艺独家上线，16小时后点击即破千万，7天点击破五千万；
在爱奇艺开出的三月份总票房榜上高居第一，票房分成已达到2007万。2014年爱奇艺票房分成最高的网大是《成人记2》，
共计63万；2015年《山炮进城》票房分成988万；2016年《山炮进城2》1829万。也就是说，《斗战圣佛》仅仅用了17天就
创了票房分成的新高作为网络大电影票房冠军保持者，《斗战胜佛》以600万成本获得2600万票房分账，赚得盆满钵满。

2018年2月，《灵魂摆渡黄泉》在爱奇艺上线，5小时的播放量突破500万，8小时的播放量突733万，创造了网络大电影上
线首个5小时和8小时的播放量最高纪录。上线56小时票房分账破千万；上线9天破2000万；上线27天，票房分账收益突破
3000万，首月会员观影人次870万。上线五个月的播放量已突破1亿8千万，票房分账收益突破4000万。

爱奇艺近日上映的《铁头无敌》上线8小时会员有效观影人次突破96万，比该片首部增长200%；票房分账收益336万，比
首部增长320%，打破《斗战胜佛》网络电影首八票房分账收益纪录和首八会员观影人次纪录。最新数据显示，该片56小时
票房分账已破1000万，预计票房分账4000多万，总票房将会成为网大票房榜首。

• “小正大”网络电影正被市场检验，商业前景巨大。

• 影片故事和制作在符合“小人物、大情怀、正能量”价值观的同时，口碑和商业实现双赢，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统一。

• 《陈翔六点半之铁头无敌》的商业成功充分印证了“小正大”作品有充分的观众基础，能从市场中获得好的商业回报，且
潜力巨大。



整体投入：制作200万+演员100万+宣发100万=400万

投资回报（Dead Serious）

票房收入：爱奇艺补贴+网络点击1亿≈5000万

5000万-电影专项基金及营业税（8.3%） =4585万

利润4585万-15%发行代理费=3897.25万

回报率：最终票房分账收入=3897.25万

投资回报率：（3897.25万-400万）÷400万=874.31%



整体投入：制作1500万+演员600万+宣发200万=2300万

投资回报（Juniper Brant）

票房收入：爱奇艺补贴+网络点击5亿≈15000万

15000万-电影专项基金及营业税（8.3%） =13755万

利润13755万-15%发行代理费=11691.8万

回报率：最终票房分账收入=11691.8万

投资回报率：（11691.8万-2300万）÷2300万=408.3%



• 1000万以上：1. 联合出品署名权；
2. 商务广告植入优先权，5个广告镜头植入；
3. 片名+剧情+衍生品开发；

投资者权益

3. 片名+剧情+衍生品开发；
4. 续集优先投资权

• 500万以上：1. 联合摄制署名权；
2. 商务广告植入优先权，5个广告镜头植入；
3. 片名+剧情+衍生品开发；
4. 续集优先投资权

• 300万以上：1. 联合摄制署名权；• 300万以上：1. 联合摄制署名权；

• 100万以上：1. 特别鸣谢署名权；



客户回馈—庆功宴

电影宣传活动后，进行邮轮晚宴活动，由电影制作方和投资者在邮轮上同庆本次电影举办成

功。投资方、参演明星和电影制作方共同登上邮轮参加晚宴，进行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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