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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是一家法国公司，在过去26年里以现场演出制作和运营备受行业瞩

目。SEP为许多项目提供过服务，无论是主题乐园，剧场，文化类，教育类，或

其他任何类型的演出，均取得了巨大成功。

我们的目标是提供高质量，高水准，国际化的现场演出。我们的专业服务包含

概念设计、扩充设计、深化设计、演出制作和后期运营，

提供一站式交钥匙工程。

我们的业务范围涵盖欧洲，中东，亚洲和美国，

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制作精彩的现场演出。我们会以满满的热情致力于在国

际上提供优质服务。

SEP团队能将一个项目从概念阶段制作到完成阶段，同时保持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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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在任何既定的预算范围内，均能提供高品质的演出。

我们的团队有一个准则，项目的每一分预算都要创造相应的价值。

我们的设计和制作团队，凭借他们的创造力和对材料、方法、安全性和成本效益

的了解，将制作一场令人惊叹的演出，吸引观众，

同时让您的预算得到最大的回报。

我们的宗旨是按照预算，既定目标，准时交付。

激情，可靠，独特，诚信，想象， 梦想，创意，工程，眼光





我们的服务 工程管理 现场演出制作 现场演出运营





团队 团队：S.E.P.团队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团队，由专注于创

意、制作、工程、后勤和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这支

高水平的队伍因其独特的专业技术而享有国际声誉。

经验  经验：超过26年的行业经验，S.E.P.一直致力于在全

球范围内提供现场演出制作。我们结合多年演出制作的专

业经验，提高技能，制定了大量技术解决方案，也能将艺术

理念适应于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

保障  承诺：超过26年的综合经验，S.E.P.证明了其赢得客

户信赖和满意的能力。从最受欢迎的游乐设施的安装，

重要大型活动的举办，到节日庆典的组织开展，

S.E.P.均能取得成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满意  满意度：我们的演出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娱

乐演出之一。观众回头率能让客户完成目标，将演出满意度

维持在较高水平，这样能持续长时间盈利。

目标  目标：S.E.P.团队一直在寻求新的挑战，

完成的项目也都很有挑战性。我们总是寻求突破传统的界限，

同时考虑到创意概念和技术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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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创排制作：概念，设计，艺术方向，剧本，故事情节，剧情梗概，

3D展示，平面设计，原创音乐，作曲，角色设计，服装设计，剧场和布景设计，舞美，

特效设计…





工程管理 工程服务包含可行性研究、工程研究、设施影响研究、

原型设计、 机械&电力、结构、安全、演出控制、网络设计、建筑基础结构、 

多媒体设计、预算等内容。





现场演出制作 制作包含执行、制作、项目管理、艺术创意、

排练管理、多媒体内 容制作编程、项目计划和预算、物流、3D模拟、

现场面试等内容…





现场演出运营 SEP可提供交钥匙运营服务，

成功完成从前期制作到后期运营。包括以下：

-  有效地将战略转化为具体行动计划

-  专业的运营管理经验

-  严格的财务管理模式

-  丰富的大型团队和复杂项目管理经验，适应不同文化背景

-  在多元文化和国际化的工作环境中经验丰富

-  扎实的项目领导能力，能加强团队合作和凝聚力

-  以解决方案和达成目标为导向

-  持续，简洁，高效，有条理的口头和书面沟通。

-  根据您的需求和期望，灵活提供各类管理服务





清朝末年在广州，黄飞鸿和十三姨发现彼此处于对立的两个阵营，为了赢得大臣的青

睐而互相比拼。两支队伍通过一些特技动作来互相挑战，如杂技，跑酷，

功夫和舞狮等。每支队伍都展现了高超的舞狮技艺…… 

快来观看这场精彩的比赛吧！

狮王争霸（广州） / Guangzhou / China





可容纳3000人的独特剧场。国内顶级的场内飞车特技秀，由来自17个国家的国际团队

倾力打造，包含了特效，人形火炬，跑酷，打斗，花式摩托，

汽车&摩托车追逐等元素…… 仅在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中国海南省海口市）

为您呈现。震撼的特技表演，模拟了一部动作大片现场拍摄的场景。

雷霆追逐, 一场特技电影体验之旅（海口）/ Haikou / China 





在21世纪，SEP为迪拜的“全球村”制作了最大的特技演出。25分钟令人窒息的惊险

特技表演，跟您以往看到的演出全然不同。在过去的8年里，

SEP一直为阿联酋迪拜的“地球村主题乐园”提供高质量的演出。

急速追逐  / Dubai / UAE





无畏刑警特技秀  / Dubai / UAE

无畏刑警特技秀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印度北方，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技动作，

结合经典台词和宝莱坞的歌曲舞蹈，讲述了警察查布尔潘迪在一次爆炸中拯救了爱

人拉乔和她的朋友们的故事。





汉秀 / Wuhan / China

这场激动人心的演出的灵感来源于楚汉文化，位于中国武汉。

德贡团队打造的“汉秀”围绕庆祝汉文化展开，已成为经典的文化符号。

SEP很荣幸为这场精彩的演出创排并制作了摩托艇和飞行器表演。





大声叫出来 / Johor Bahru / Malaysia 

“大声叫出来”是SEP原创设计的现场演出，结合了惊险刺激的特技，个性的角色，

有趣的故事，朗朗上口的歌曲，灵活的舞蹈和令人瞠目结舌的魔术等元素。





阿布扎比国防演出 / Abu Dhabi / UAE 
IDEX国际防务展，是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三军防务展览会，

吸引了来自50多个国家6万多名参观者

派拉蒙公园 / Charlotte / USA
我们为美国的派拉蒙主题乐园制作了“极限摩托艇演出”和“袭击者现场特技秀”

。





漫威英雄特技秀 / Abu Dhabi / UAE  
漫威制作了一场新型互动型演出，称为“漫威英雄”，包括蜘蛛侠，钢铁侠，

美国队长，金刚狼等很多你喜欢的漫威英雄角色

圣地亚哥动物园 / USA  
S.E.P为圣地亚哥动物园制作了一场演出“灌溉花朵”以及街头秀“高跷鸟”，演出以

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为教育主题，演员以他们独特的跑动表演方式与观众紧密互动，

给观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多媒体 Muscat Festival / Oman   
我们的多媒体专业服务包括水上声光电秀加特效，包含喷泉，特效，烟火，镭射，水幕，

音乐等元素，是科技和舞台艺术的完美结合，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演出中，

高科技投影仪投射在水幕上，变成水幕电影。





o 融创（中国） 
o 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中国） 

o 巴黎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影城（法国） 

o 好莱坞环球影城（美国） 

o 派拉蒙公园（美国） 

o 圣地亚哥动物园（美国） 

o 亚洲丽星邮轮（新加坡&香港） 

o 圣淘沙休闲度假岛（新加坡） 

o KLCC购物中心 双子塔（马来西亚） 

o 云顶高原（马来西亚） 

o 乐高乐园（马来西亚） 

o 双威主题乐园（马来西亚） 

o 阿克梅尔克兹商场（土耳其） 

o 马斯喀特庆典（阿曼） 

o 多哈摩托秀（卡塔尔） 

o 失乐园水上公园（巴林） 

o 汉秀（中国） 

o 全球村主题乐园（阿联酋） 

o 阿林天空秀（阿联酋） 

o 阿布扎比夏日演出（阿联酋） 

o 热高丛林世界（中国） 

o 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阿联酋） o 

阿联酋40周年军事展 

o 迪拜公园-宝莱坞主题乐园（阿酋）





这是关于SEP的整体概述，可为您提供专业的现场演出制作和运营

正如您在浏览我们的网站时注意到的，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和专业团队提供

您所需要的服务：

.

我们充分考虑客户的需求，结合最新流行的艺术趋势，运用最先进的技术，

将客户的愿景制作成完整的现场演出

SEP将竭诚为您服务，按计划，在预算范围内实现所有项目目标

感谢您关注并访问我们的网站

期待与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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