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鳥參賽截止日期：2017年3月31日
最終參賽截止日期：2017年4月14日

參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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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對像為大中華區的報名者和提名者。
所有參賽作品所獲成就的期間為2016年1月1日至 

2017年3月31日。所獲成就不在規定期間內的書面參賽 
作品將失去資格。

Haymarket有權拒收任何不符合大獎精神的作品。

日期和截止日期
頒獎典禮：2017年6月7日
我們將於2017年6月7日在上海舉辦卓越成就大獎頒獎典
禮，並為獲獎者頒發獎杯。

頒獎典禮門票將於2017年5月1日起對外銷售，先到先得。 
欲了解大賽雞尾酒會詳情，請聯系主辦方 
ema@haymarket.asia。

參賽費用 
早鳥參賽費用：2017年3月31日
最終參賽費用：2017年4月14日

早鳥優惠費： 220美元（每份作品）
2017年3月31日後收到的作品參賽費：250美元（每份作
品） 

每份作品提交不同參賽類別須繳納單獨的參賽費，並須在 
提交時支付。錯誤、撤回或失去資格的參賽作品不予退回 
參賽費。

截止2017年4月18日仍未支付費用的參賽作品可能失去資
格，但Haymarket Media保留索要參賽費的權利。

所有參賽作品須遵守卓越成就大獎的參賽模板。不遵守模
板的參賽作品將失去參賽資格。

欲獲取參賽模板或其他問詢，請聯系：
Kaling Man
郵箱：ema@haymarket.asia

保密性
所有材料對評委保密，但主辦方有權日後出版參賽作品。 
參賽者可以在他們的參賽作品上用黃色提示予以保密的敏感
信息，並標注出“不予出版”的字樣。標注保密的信息將不
予出版。

本次大賽將由至少20名評委組成的獨立評委會評審。 
評委會將由Campaign亞太挑選，同時Campaign將細心
挑選具備相當專業知識、經驗和客觀公正度的評委會成
員。我們設計了嚴格的指導方針，以消除評委的既得利益
及避免他們違反參賽規則。

保密性是評審過程的關鍵。評委雖集體討論參賽作品，
但會獨立打分且保密。我們要求所有評委簽署保密協議，
該協議將禁止他們泄露提交作品的信息。我們不允許任何
具有潛在衝突利益，包括但不限於為提交作品的代理商工
作和/或同項目有任何關系的評委對參賽作品進行評判。

如果評委認為參賽作品與其報名的類別不相符，可以在
適合的前提下將其調配至其他類別。評委有權自行更改參
賽類別，一經決定即為終局。

介紹 一般規則和信息 評審

卓越成就大獎旨在認可和表彰中國在創造、規劃、推出及
管理創新成功活動中運用最佳實踐的企業。卓越成就大獎
向中國境內的所有個人、企業和開展服務、會議和活動等
業務的代理商開放。參賽項目可包括大型正式會議、一般
會議、產品發布會、酒店招待項目等等。我們鼓勵各企業
的內部團隊、旅游發展局、代理商、供應商和會場報名參
加2017年卓越成就大獎。6月7日，獲勝者將彙聚上海，
我們期待著與中國會展行業的桂冠企業共同慶功。

祝您好運！

Atifa Hargrave-Silk
Brand Director
Haymarket Media



 3

條款和條件 
請確保您的參賽作品符合以下要求。未能遵守規則的參賽
者將可能在評審初期失去參賽資格。

• 只有符合參賽指南規定格式的參賽作品才予以接受。
•非英語和中文的參賽作品應附有翻譯。
• 評委決定參賽作品是否值得入圍或獲獎。評委的決定為

最終結果。主辦方和評委會均不會對結果進行審議。
• 主辦方有權出於案例分析或宣傳目的對所有參賽作品予

以全部或部分出版。
• 參賽者可以在他們的參賽作品上用黃色提示予以保密的

敏感信息，並標注“不予出版”的字樣，但要確保該限
制行為不過度使用。

• 參賽作品不予退還。
• 我們將在您提交參賽作品時，向您收取參賽費，即使您

失去參賽資格，撤回參賽作品，重復提交材料或未獲得
客戶認可。

• 截止2017年4月18日仍未支付費用的參賽作品可能失去
資格，但Haymarket Media Limited 保留索要參賽費的
權利。

欲詢問，請聯系：
Kaling Man
郵箱：ema@haymarket.asia

提交參賽作品須以郵件方式發送至  
ema@haymarket.asia。每份參賽作品須包括以下信息：

•  完整的參賽表
•   通過郵件提交最多2頁單面A4紙篇幅的作品，word或  

pdf格式，且須符合大獎賽參賽模板。
•   通過郵件形式提交的支持材料須明確集中放於名為“

支持材料”的文件夾中，且符合格式要求。
•   必須包括3張高清圖片，供作品一旦獲獎後展示使用
 （請將圖片集中放於名為“高清圖片”的文件夾中）
•   通過私有的/第三方文件傳輸 鏈接提交1段不超過3分

鐘、最能展現說明作品的視頻。（視頻可以包含來自
代理商和客戶領導的采訪和背書）

•  為所有提交的作品支付總費用
•   請將3份與您在線提交的視頻內容一樣的DVD/USB高

清版視頻，（H264壓縮格式、1280 x 720、16:9屏幕
高寬比，以mp4、 avi、 mov、 mpeg2或avi格式) 發
送至以下：

卓越成就大獎2017
收件人 Kaling Man
Haymarket Media Limited
香港鰂魚湧
英皇道1067號
仁孚工業大廈10樓
電話：（+852）3175 1993

* 您將在成功提交參賽作品後，將收到包含參賽編號的確
認郵件，請將此編號標注在DVD/USB上。Haymarket有權
出版全部或部分視頻內容。如果DVD盤上有任何不宜出版
的內容，請在DVD盤上注明“不予出版”的標簽。

截止日期：2017年4月18日

書面參賽材料須符合參賽模板，提交的篇幅不能超過2頁
單面A4紙，Word或PDF格式。不符合參賽模板的作品可
能失去參賽資格。請在書面提交材料上用黃色清晰地標注
出不予出版的部分。

支持材料
請注意書面參賽材料是您作品提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
您還能通過提交支持材料提供數據結果、廣告實例或實際
完成的工作內容等。支持材料只限數字格式的文件。

備注：
1.   所有支持材料須符合以下指導原則。
2.  所有提交的材料必須為英文或中文。
3.  所有支持材料將不會在評判後予以返還。
4.  所有支持材料須附有明確的參考來源。
5.  不按數字格式或以下規格提交的支持材料將不予考慮。
6.   支持材料作為參賽作品的補充會在作品入圍或得獎時予

以使用。作品提交後，我們不會要求參賽者提供額外的
支持材料。

微站或郵件方式提交的支持材料格式
• 文件大小：  小於5MB 

文件格式：  .doc、.ppt、.pdf
• 圖片/照片文件大小：  小於5MB（最少300 dpi, 

RGB）文件格式：.jpg、.
png、.gif

• 音頻文件大小： 小於5MB 
文件格式：  .mp3

• 動畫/視頻文件大小： 小於25MB 
文件格式：   .mp4、.avi、.mov、.wmv、.

mpg、.mpeg2、.swf

參賽作品提交 書面參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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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須通過信用卡線下支付或銀行轉賬的形式以美元支付參
賽費。

信用卡線下支付 
打印線下支付信用卡表格和您收到的確認郵件，按要求
填寫信用卡詳情，並將其掃描發送至hanielyin.wong@
haymarket.asia（抄送：ema@haymarket.asia）。就該
支付方式而言，Visa/Master信用卡的手續費率為2.65%
，AMEX信用卡的手續費率為3.91%。

銀行轉賬
就該支付方式，您須支付與本交易相關的所有銀行手續
費。請在轉賬時向銀行表明以下信息：

收款人名稱：  Haymarket Media Limited
收款人地址：   香港鰂魚湧英皇道1067號仁孚工業 

大廈10樓
銀行名稱：  CitiBank N.A. Hong Kong Branch
銀行地址：   CitiBank N.A. Hong Kong Branch, 3 

Garden Road, Central, Hong Kong
銀行代碼：  006（僅用於香港地區轉賬）
分行代碼：  391
美元賬戶號碼： 61553174
彙款代碼：  CITIHKHX

銀行轉賬成功後，請將銀行轉賬憑證發送至 hanielyin.
wong@haymarket.asia（抄送：ema@haymarket.asia）
並明確注明這筆款項對應的參賽編號。

支付方式

我們將向在各自領域表現傑出的B2B活動授予5項活動供應
商大獎。

ES01.最佳會議場地
本獎項旨在表彰傑出的會議場地。您場地承辦的活動次數
是否居於首位？您是否發布了場地財務業績？您是否創造
性地利用了空間，或引入了新包裝或技術創新？

ES02.最佳商務活動城市酒店
本獎項旨在表彰傑出的城市酒店。您場地承辦的活動次數
是否居於首位？您是否發布了場地財務業績？您是否創造
性地利用了空間，或引入了新包裝或技術創新？

ES03.最佳商務活動度假酒店
本獎項旨在表彰傑出的度假酒店。您場地承辦的活動次數
是否居於首位？您是否發布了場地財務業績？您是否創造
性地利用了空間，或引入了新包裝或技術創新？

ES04.最佳新活動場地
本獎項旨在表彰過去12個月內新開的傑出場地。該場地必
須適合主辦商務活動，招待商務團隊，而且還要有其確切
的參與B2B活動策劃、制作和執行的記錄。

ES05.最佳商務活動獨特場地（非酒店）
本獎項旨在表彰不屬於酒店或會展中心組成部分的獨特場
地。您的場地在去過12個月承辦了什麼活動？您是否創造
性地利用了空間，並為客戶帶來創新性解決方案？

參賽資格期間：為了符合2017卓越成就大獎參賽資格，
參賽作品必須是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間執行
的作品。您的作品必須在此期間內產生影響，而且您提供
的作品成果不能超過這一時間段。您作品中的元素可能早
於並持續至此參賽期間,但是您的案例必須以參賽資格期
間相關的數據和成果為基礎。

作品必須在大中華區實施並形成概念。

類別 活動供應商大獎

http://cdn.haymarketmedia.asia/campaign-asia%2fcontent%2fOffline_Credit_Card_form.pdf


 5

EA01.最佳目的地營銷企業
本獎項旨在表彰傑出的B2B活動代理商或目的地管理企
業。

EA02.最佳產品上市推廣
評委將觀察重新定位的產品或服務在初次上市推出，再次
上市推出時是否運用了創新型/創意型解決方案。須有證
據顯示產品推廣過程無縫執行，目標群體通過社交和數字
平台積極參與且符合核心商業目標。

EA03.最佳現場活動
本獎項旨在表彰最具創新性的現場活動。須有證據顯示您
如何在活動執行前，執行中和執行後開展了極具創意和高
科技含量的活動吸引觀眾。展示您如何運用技術、藝術和
現場表現將乏味的空間和/或傳統的項目打造成令所有人
興奮和難忘的經歷。

EA04.最佳企業活動
評委將考察企業活動是否實現了商業核心目標，接觸到目
標群體等。

EA05.最佳商業展示/展覽
本獎項旨在表彰為觀眾帶來創新傑出體驗的代理商。包括
考察活動預算和制作環節的關鍵途徑，以及如何管理。評
委將評判商業展覽的後勤、影響力、展示布局、創意性、
目標和設計等方面。

EA06.最佳影響者運用
本獎項旨在表彰在提高品牌知名度、活動/展會出席人數
方面高效的運用了關鍵意見領袖的活動。評委將考察活動
的創新性以及是否建立了爆炸式的內容，從而促進了活動
核心目標和投資回報率。

EA07.最佳創意活動
評委將尋找最具創新、創意、設計感並且最佳的利用新技
術的活動。

EA08.最佳體驗營銷活動
本獎項將聚焦如何通過創新的營銷活動使受眾體驗品牌。
評委將評判活動的整體執行情況，營銷戰略是否符合核心
商業目標且吸引目標群體。

EA09.最佳會議活動
本獎項旨在表彰與眾不同的會議。請展示您如何創新的利
用空間或引入新包裝或技術革新吸引受眾。

EA10.最佳品牌活化活動
本獎項旨在表彰最具效應、最引人矚目的品牌活化活動。
評委將考察活動的相關性和創意性。請提供包括活動目
標、規模，是否獨立活動或大型廣告活動的組成部分等
信息。

EA11.最佳活動技術/社交媒體應用
本獎項旨在表彰有效使用最新技術和/或社交媒體加強活
動效果的企業。須有證據顯示您如何運用了最新技術創
新，創造話題，深入吸引觀眾及延長活動期限和影響。評
委將尋找最有效或最具創意性使用數字或社交媒體渠道的
企業。這可能包括利用社交平台、博客、移動應用程序或
其他在中國流行的新興工具。

EA12.可持續大獎
本獎項旨在表彰活動中具有可持續性的主張和措施。評委
將考察該主張是否提升了品牌聲譽，並致力於可持續發
展。評委還將考查該活動是否幫助客戶，使其在社會方
面、環境方面和經濟方面都更加可持續。

EA13.最佳激勵活動
在此類別，評委將考察客戶的目標和要求是否通過策劃、
後勤溝通、創意等方面得到合理實現。參賽作品應包含
面臨的關鍵挑戰以及如何被克服，活動後分析和定性反
饋等。

EA14.最佳商業解決方案
此類別強調如何通過理解客戶面臨的挑戰實現商業目標。
評委將考察活動實施的情況、創造性、方案內容、後勤和
活動後分析等方面的創新性。

EA15.最佳海外目的地
本活動必須在大中華區以外舉行。評委將考察從預先規劃
到執行階段的完成情況。如何實現核心商業目標及如何使
用社交和數字平台吸引目標群體、實現客戶目標。

EA16.最佳戶外場地
本獎項旨在認可戶外環境中舉辦的傑出活動。評委將考察
活動的創新性，是否最大限度利用戶外空間，空間利用率
及滿足核心商業目標的程度。參賽作品須表明場地如何滿
足品牌知名度，如何通過社交/數字媒體吸引目標群體，
確保達成目標。

EA17.最佳戶外運動活動
本獎項旨在表彰與運動或健身相關的戶外活動。活動目的
旨在幫助品牌提高知名度，幫助客戶同目標群體互動並吸
引贊助商。

活動代理商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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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年度活動人物
本獎項旨在認可負責大中華區一個或多個辦公室中多項活
動監督和管理事務的專家。他們在此過程中展示個人最具
創意、技能和熱情的一面，從而對代理商和客戶做出積極
的貢獻。

P02.旭日之星
本獎項對截止2017年3月31日30歲以下的專業人士開放。
我們接受雇主的提名，但是雇主需提供候選人職業經歷、
確切年齡和專業資質詳情。評委將考察個體在參賽期內取
得傑出成就的證明，創新性及候選人擴大其技能範圍的能
力和意願。

P03.年度活動團隊（代理商）
本獎項旨在認可最佳團隊工作。表彰評審期間，在大中華
區開展活動最有效率、效應且成果傑出的團隊。評委將尋
找既有創意又具有切實投資回報率的參賽作品。

P04.年度活動團隊（企業內部）
本獎項旨在認可最佳團隊工作。表彰評審期間，在大中華
區開展活動最有效率、效應且成果傑出的團隊。評委將尋
找既有創意又具有切實投資回報率的參賽作品。

P05.頂級大獎
本獎項面向供應商、代理商和品牌營銷經營者開放。旨在
認可過去12個月參賽期內始終保持出眾水准的最傑出活
動，包括現場/戶外活動。

以下8類獎項將頒發給各自行業中的傑出活動。評委將觀
察活動如何通過調研、規劃、解決規劃執行階段面臨的挑
戰及通過創意實現客戶目標。請在參賽作品中包含客戶證
明、有關鍵數據的活動後期報告和投資回報率證明。

IS01. 最佳汽車類獎

IS02. 最佳商業活動獎

IS03. 最佳技術類獎

IS04. 最佳醫藥類獎

IS05. 最佳保健和美容類獎

IS06. 最佳零售類獎

IS07. 最佳食品及飲料類獎

IS08. 最佳奢侈品和時尚類獎

報名人物類書面參賽作品 
2頁參賽作品須按以下的副標題細分：

•候選人生平/個人簡歷
•參賽期內的目標和挑戰
•參賽期內獲得的成就
•活動參與度

*認可材料：所有的參賽作品必須得到您所在代理商或
公司資深管理成員的認可，不能由提交參賽作品的本
人認可。

支持材料
參賽者可以在支持材料中包含客戶或雇主的證明書，
媒體報道和工作成果小樣。

行業類獎 人物及團隊獎



 7

卓越成就大獎
Haymarket Media Limited

香港鰂魚湧英皇道1067號仁孚工業大廈10樓
Tel: +852 3175 1993

Event
Marketing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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