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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音乐制作人

知名度-自豪感–信任

您会获得



成为一项有意义的活动的一份子

一个独特的项目：

多国慈善合作 帮助您的公司赢得更高知名度

什么是 Share the Rhythm, Spread the Music? 

- 8 首歌曲
- 5个来自多国的艺术家(中国, 美国, 法国)

-通过音乐专辑来传达我们的价值观
-感动人们心灵的一个机会

概念



获得独家优势

• 您企业的名字将出现在我们的：CD, 社交网站和其他出版物
上。

• 我们为您提供：免费CD，演出门票，您将成为焦点。
• 我们将在年度会议上提名感谢您的企业。
• 过去两年，慈善组织IRNGO和音乐人Saxxo都被越来越多的
人所熟知，这两方的搭档确保了参与这张专辑制作的赞助
商能够被大众广知。

• 我们邀请您一同支持艺术创作，并给弱势的儿童提供帮助
和机会。

享受更高的知名度

您的效益



我们的使命

2012年在法国成立，

将慈善组织和企业联系在一起。

将生产过剩的产品以绿色，环保的方式重新分配给有需要人群。

关注大众，影响个人。

International

Recycling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国际回收非盈利组织



IRNGO 数据:

我们的工作

影响力: 90个志愿者- 25次活动-已捐赠大于2000千克的衣服-
已捐赠约20,000件玩具及文具

自2012年，给 745名儿童提供了帮助以及机会

合作者: 50 家公司, 9 个非盈利性组织, 搭建了无数个终身的友谊

价值观: 分享世界，传播快乐



在Saxxo的职业生涯中, 音乐促使他大部分时间
都在旅行。他从雅加达到了摩洛哥,在那里他为
国王演奏。 在韩国首尔他与著名的娱乐公司SM
合作录制。

他与著名乐手Tonton David, Andrea Boticelli合
作过。与他合作过的还有国内著名音乐家Kiki
Wu, Momo Wu, Cheng Le Ji and Zhen Yu。

SaXXo目前正在准备他的第一张萨克斯专辑。
他将录制并演奏他父亲在60年代创作的成名作。

Saxxo在广东省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在社交网站上有成千支持者。

他主动提出与 IRNGO的创始人 Sebastien Bourgeois合作，在 Share the
Rhythm, Spread the Music这张CD上绽放他的技巧及热情。

SaXXo –音乐家

我们的合作人



Made In France（法国制造）是一支致力于现场演奏的法国乐队。他
们主要演奏Edith Piaf, Charles Aznavour, Mistinguette及其他一些音
乐家的作品。他们温暖的音乐散发着法国独特的浪漫，愉悦风情。

此次他们热情地与IRNGO的音乐项目合作。他们非常乐意以艺术的
形式将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乐队



姓名: Alise

国籍:法国

乐器:声乐

她曾经是专业合唱团的歌
手，并与Montpellier国家
歌剧与交响乐团 (OONM)
合作。
她还创办了一个杰出的法
国音乐组织, La GAMME.

姓名: Charles

国籍:法国

乐器:手风琴

座右铭: 用音乐，对生活的热
情，甚至一个微笑，把快乐带
给身边的人。
他2011年来中国。是一名法语
教师，经常对法国文化、生活
方式进行演讲。

姓名: SaXXo

国籍:法国

乐器:萨克斯和电贝斯

他 组 织 创 建 了 乐 队
Made in France（法国
制造）。

Saxxo在广东省已经有
一定的知名度，在社交
网站上有成千支持者。

乐手



Ukulele Plus
国籍：中国
乐器：乌克丽丽

深圳UKULELE PLUS流行音乐工作室是一家以UKULELE为主题的流行音乐
工作室，也是深圳UKULELE协会基地，工作室致力于推广UKULELE，流行
音乐以及原创音乐。除了专业的UKULELE培训和销售外，工作室以及已经参
加了深圳动漫灯会、台湾UKULELE音乐节、深圳中心城、Cocopark、以及一
些公益演出。

乐手



Siana
国籍：美国
乐器：声乐

Siana的嗓音有灵魂音乐的味道，还带着一丝紧迫感，让不同的听众都能感受到
音乐的魅力。

Siana的风格受Ella Fitzgerald 和Cee-lo Green的影响, 她总能给观众带来非同寻常
的表演。

她对音乐奔放的热情促使她对歌的故事、情感、艺术性有了非常深层次的理解。

乐手



Peter Kruse是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民间音乐歌手。
Peter 的音乐集合了蓝调，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形成了他独特、轻松的风格。
在中国，他有幸与艺术家费玉清合作。
他在大学专业学习音乐，现在是深圳一所国际学校的音乐老师。

Peter Kruse
国籍：美国
乐器：声乐，吉他

乐手



3.000 人民币赞
助

10.000 人民币赞助 25.000 人民币赞助

CD

CD外壳及宣传册上印商标 有 有
有，宣传册上的一整页

CD上印商标 -
有(小商标) 有(大商标)

免费CD赠送 50张 250张 500张

宣传

X架上印商标 小商标 中型商标 大商标

在IRNGO 网站上的商标及链接 小商标 中型商标 大商标

海报商标 小商标 中型商标 大商标

宣传单商标 小商标
中型商标

大商标

视频*

在介绍宣传视频上放商标 - - 大商标

在总结宣传视频上放商标 小商标 中型商标
大商标

演唱会

企业私人活动上请乐手演出 - - 有

演唱会X架上印商标 小 中 大

IRNGO

赞助商证书 有 有 有

年度个人会员 1名 5名 10名

在IRNGO网站上的公司介绍
有 有 有

受邀参加IRNGO每年9月年会
5个邀请 10个邀请 20个邀请

赞助商效益

*此视频将出现在我们的网站上, 我们媒体合作者及赞助商的网站上，以及微信、微博及优
酷。
另外，媒体将在专辑发行六个月之后开始报道此专辑，在这六个月期间，网上及网外的媒
体将对此专辑进行沟通，也会互相交流赞助商的信息。



IRNGO 

分享世界，传播快乐

Share the Rhythm, Spread the Music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