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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conteúdo deve incluir os seguintes aspectos:  
1. Descrição da imagem e das características da actuação do intérprete;
2. Descrição da direcção da criação musical do álbum;
3. Descrição da imagem do álbum e das imagens de referência do álbum;
4. Análise do público-alvo;
5. Outros (se aplicá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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