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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届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

参赛作品征集及相关工作的通知

致中国会展行业各企事业单位和会展业界相关人士：

首届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于 2020 年成功举办，

共有来自展陈行业各领域的百余家企业及优秀设计师参与，选拔

出一批优秀的展陈创意作品，获得了业内的广泛支持和好评。2021

年度，大赛组委会在总结首届展陈创意大赛组织经验的基础上，

决定举办第二届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

大赛将坚持致力于面向展览展示行业产业链的所有从业单位

及个人，设立一个平等、和谐、融合性的对话平台，以中国展览

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为主要先导渠道，对具有优秀设计与创

意思维的案例予以褒扬，对具备高水准专业素养及良好职业道德

的设计师予以肯定，并通过大赛全媒体的宣传推广，提升从业单

位、团队和个人的公众认知度，有力促进展陈从业者之间的相互

交流，鼓励优秀案例、卓越实践的有效传播，提高创意策划、技

术应用的实践水平，推动中国展览展示行业设计领域进一步健康

发展。

现将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参赛作品征集及相关

工作具体化（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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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二届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报名规范

2、第二届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报名表

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

创意大赛组委会

2021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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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届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报名规范

一、申报项目文件夹的建立

大赛采取无纸化参赛方式，每个项目提交资料时，需建立一个总文

件夹，总文件夹名称“赛事类别-项目名称-公司名&工作室；

二、申报项目文件夹内所需提供的参赛资料

参赛作品针对已竣工项目，申报内容包括：参赛报名表、创意设计

/技术应用介绍、设计方案、实景图、展现视频等。

申报项目总文件夹中需要建立五个文件夹：01 参赛报名文件夹、

02方案效果图文件夹、03 项目完成照片文件夹、04 展项视频文件夹、

05 创作团队介绍文件夹。具体说明如下：

1.参赛报名文件夹

（1）按照要求填写完毕的《参赛报名表》及设计说明文字，申报

表名称规范：“赛事类别-项目名-公司名称-参赛报名表”；

例 1：展陈空间设计-XX 展馆设计-A公司& B公司-参赛报名表

（2）参赛报名单位提交项目制作合同、中标单位同意申报说明书等

证明项目主创的文件。提交文件为扫描件图片或清晰照片。

注1：项目中标单位与参赛申报单位不一致，请分别写上两个公司

名称，以A公司& B公司格式填写命名；

2.方案效果图文件夹

参赛项目需提供一张图片作为大赛作品网上展示的封面图

283X213px，300 字以内的参赛介绍。

参评项目的平面/立面/详细方案效果设计图片、创意设计理念等

内容，缺一不可。

要求：每幅设计图片提交的图片名称需填写具体的空间位置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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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属性，每张图配相应说明（50 字以内）。

图片格式仅限 JPG，大小：500k-2M 以内，分辨率 350dpi。

例 1：一层平面图、二层平面图、三层平面图等；

一层 01 立面图、二层 02 立面图、三层 02 立面图等；

一层 01 效果图、二层 02 效果图、三层 02 效果图等；

3.项目完成照片文件夹

（1）项目照片文件夹中设置参赛文件夹和备选文件夹

①参赛文件夹：提交参赛项目照片，不得少于 5 幅，且不多于 20

幅。参赛文件夹中图片，为评委评审时必看图片。

②备选文件夹：为了充分展现设计作品，报名者可多提供图片（不

超过20幅），作为评委评审时选看之用。

（2）要求：每个项目中参赛/备选文件夹中提交的图片名称须填

写空间名称:

展陈空间设计创意方案：某某展馆：序厅、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一单元、二单元、尾厅等；

展陈重点展项创意方案：某某展馆：重点展项名称、部位、技术

形式（沉浸式、VR 等）等；

如果同一个空间有多张角度图片，请按照“空间+编号”填写图片

名称，例：序厅 1-1、序厅 1-2、序厅 2-1、序厅 2-2。

上述图片均为 jpg 格式，图片要求不低于 350dpi 印刷质量。报名

者可为图片另附设计创意/技术创意应用说明，以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档软件打开的“DOC/DOCX”文件体现，格式：图片名称+说明

文字。

4、展项视频文件夹

展现视频：参赛作品5分钟内的视频汇报片或创意展现的演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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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播放件要求∶MP4格式，16：9、16：10，时长五分钟。

展现视频命名：赛事类别-XX 展馆设计-公司名称-参赛视频；

5、创作团队文件夹

设计师团队及成员高清数码相片、公司或工作室 LOGO，要求不低

于 350dpi 印刷质量，相片图注为“XX 公司&团队+创作者姓名”，团

队相片请按照从左至右的顺序填写团队主创、参与成员姓名。

三、上报要求

1、此次大赛作品征集，以项目为单位进行申报，同一项目可以分

别申报两个专业大赛类别。

2、申报人数要求：主创人员和参与创作人员的总人数不超过 6 位；

3、主办方将对参赛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不完整、不正确或不符合

参赛要求的材料（例如：作品图片要求无水印、无黑边；需要提交参

赛项目的原创/授权证明文件而没提交的）将视为无效或作废，主办方

有权取消任何未能提交完整参赛材料或者提交的参赛材料不符合本规

则要求的参赛者的参赛资格；

4、参赛提交的作品，图片只能是“JPG”格式，不接受除“JPG”

格式以外的其他格式。个人简介、设计说明、项目信息只能是以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档软件打开的“DOC/DOCX”文件，不接受

除“DOC/DOCX”外的其他格式文件；

5、参赛者在提交作品时，请选择所属的类别，参赛作品以突出“创

意”为核心，并提交相关创意展现有关的设计/技术/艺术创作思路。

四、网上申报说明

1、参赛单位申报需要在 www.518bwg.com 网站进行注册，并在大

赛界面——上传作品界面，按照要求进行上传。

2、参考示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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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自行上传以外，还需将申报作品总文件夹完整资料上传至百

度网盘，链接与提取码以邮件形式提交至邮箱（投稿邮箱：

bwgby2016@126.com）。

注：百度网盘链接分享、提取码，时间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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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二届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

参赛报名表

申报类别：

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 写 说 明

1、要求表格填写电子版。

2、申报书封面的申报编号由第二届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

创意大赛组委会统一编写。

3、要求按照作品提交要求认真准备各项资料。

4、网上下载申报表格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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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报名文件目录

1、第二届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参赛报名表

1.1 申报公司信息

1.2 中标公司信息

2、参赛作品信息

3、参赛作品原创责任书

4、创作团队信息

5、认真阅读“权利与义务”细则

注：

① 报名表填写后盖公章扫描，确保印章、字迹清晰；

② 参赛作品图片、文档、视频等资料，除按照要求进行参赛网络

（www.518bwg.com）上传以外，还需统一上传至百度网盘，并发送网

盘分享链接及提取码（长期有效）至大赛主办方邮箱

（bwgby2016@126.com）；

③发送完成后联系组委会负责人进行对接，并确认得到确切回复信息

为准。

④组委会联系人：王棣 13811240525 李文彤 17801247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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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届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参赛报名表

申报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 logo
（另附，要求不低于

350dpi 印刷质量）

成立时间 网址

联系人姓名 座机

手 机 邮箱

通讯地址

企业 Slogan

公司简介

（可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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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

公司 logo
（另附，要求不低于

350dpi 印刷质量）

成立时间 网址

联系人姓名 座机

手机 邮箱

通讯地址

企业 Slogan

公司简介

（可另附）

注：如参赛申报单位与参赛项目中标单位一致，仅填报第一个表格；

如不一致，除填报此两个表格外，还需附加分包制作合同等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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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作品信息

申报展馆所属类

别

（选中划√

或标红）

1、博物馆/纪念馆□ 2、科技展项馆□ 3、自然馆/地质馆□

4、规划馆/城市展示馆 5、工业类展馆□ 6、美术馆/艺术馆□

7、城市光影秀□ 8、沉浸式展馆□ 9、方志馆/档案馆□

10、其他室内□ 11、其他室外□ 12、校史馆□

申报专项赛事所

属类别

（选中划√

或标红）

展陈空间设计创意大赛

完成实景图、方案效果图、展现视频、设计创意说明

特色展项创意大赛完成实景图
完成实景图、方案效果图、展现视频、技术或艺术表现应用说明

展馆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城市 项目完成日期

项目总面积 （注：特色展项可不填）
项目总造价

（投资总额）

主要创意说明、

主要材料/设备/
品牌，主要技术/

工艺

写出 3～5个创新材料/设备应用名称及品牌、技术工艺的名称及简介。

项目创意说明、

设计说明

（如文字较多可

另附）

备注：1、提交作品，即表示认同本文件第三部分《参赛须知》中“权利与义务”条款；

2、同一公司/机构可以有多名不同主案设计师报名参评；

3、参评作品必须为本机构原创作品，具有完全版权和使用权或取得申报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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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赛作品原创责任书

附件

作品原创责任书

参赛作品名称：__________________系 （单位）原创，我单

位有权或已取得中标单位同意，使用此项目参加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

创意大赛。中标人、参赛方享有法律规定的署名权和其它相关权益，同意

大赛组委会使用此作品进行宣传、出版等事项，并承担作品宣传、获奖出

版后所引起的境内外版权、著作权等方面附带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谨此证明、授权

申报单位（签章）：
日 期：

地址：
电话/传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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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作团队信息
主创人员信息

姓名 性别

照

片
（另附，要求不低

于 350dpi 印刷质

量）

职务 职称

学历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工作城市

（以地级市

为单位）

工作年限 擅长风格

身份证号 手机

微信号 QQ/邮箱

工作单位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主创设计师

简介（可另

附）

注：如主创人员需要填写总包单位设计人员的，可自行扩展；但最多只能有 2 位主创设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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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创作人员信息

姓名 性别
照

片
（另附，要求不

低于 350dpi 印

刷质量））

职务 工作年限

毕业院校 身份证号

QQ/邮箱 微信号

手机 工作单位

创作人员简介（可另附）

辅助创作人员信息

姓名 性别
照

片
（另附，要求不

低于 350dpi 印

刷质量））

职务 工作年限

毕业院校 身份证号

QQ/邮箱 微信号

手机 工作单位

创作人员简介（可另附）



- 17 -

5、认真阅读“权利与义务”细则

1.所有参赛者享有同等参与评奖、监督、建议的权利，组委会具有被监

督、听取建议的义务；

2.所有参赛者同意将参赛作品版权无偿授权组委会用于学术或传播使

用，包括对作品的直接或间接传播、展览、出版获奖作品集使用，使用时

须备注作品的出处及创作单位；

3.所有参赛者不得要求组委会退回所提交的参评资料，不提出任何形式

的索偿要求；

4.参赛者应保证申报作品具有全部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或参赛所需的使

用权，如发现参赛者申报作品有不符合参赛条件情形，组委会有权在大赛

任一阶段取消其参赛资格，收回其所获之荣誉，由此造成主办方损失的，

由参赛者承担；

5.就参赛材料提交、展览、公示、宣传与出版等一切事项，参赛者不得

向主办方提出任何补偿要求或报酬的权利，亦不得要求享有任何特殊权利；

6.如其他方对参赛产品提出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则由参赛者自行处理

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7.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申报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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