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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已变为一场不断裂变的生化游戏，感官DNA排列

重组，适者生存。广告不再是基础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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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范围

及收件截止日期

中国4A创意奖金印奖

参赛类别

相关费用及缴纳

中国4A营销金印奖

参赛类别

奖项设置奖项名称

报送作品总则奖项简介

参赛方法作品报送细则



灵感咩
捕捉异次元的意识流星，

超光速转换位置、

角度、观点，用脑洞，

装下整个宇宙。

奖项名称
中国4A创意金印奖   中国4A营销金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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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睛珠
明目张胆放大商品的意义，

霓虹、锐利、新鲜、跳跃......

恋物派新生代让账单

成为最令人心碎的小说。

中国4A由合资、独资及本土综合性广告公司共同组成，是中国广

告行业的高端自律性的行业组织。

中国4A金印奖旨在树立中国广告创意的最高标准，褒奖出色的广

告创意。创建于2006年的中国4A金印奖，是征集评选中国最优秀

的广告作品和创意营销活动。每年举办一届。

奖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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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喜露
啄食一切陈词滥调，

一挥羽翼一惊喜，

新秩序即是没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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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范围及收件
截止日期

1. 报送的作品必须是2016年8月25日—2017年8月20日间在合法媒

体上发布过的商业广告或公益广告作品，及创意营销活动。

2. 报送作品的地区和范围：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亚洲、非

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华文广告。

3. 以往历届参赛作品不可重复参赛。

4. 作品收件截止日期至2017年8月20日（以收件上传时间为准）。



多面受
同时Handle焦虑的周一、

失败的预感、提案后的茫然。

永远微笑，永远接受，

永远专业。

奖项设置
1.每个类别分别设置：全场大奖、金、银、铜、入围奖。（等级奖可空缺）

2.全场大奖需在所有获金奖作品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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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报送细则

报送作品总则

1.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附上客户同意书或投放证明，并通过报

奖系统与参赛作品一并提交。

2.系列作品：系列作品设定为两幅以上（含两幅），上限六幅。

3.所有报奖作品须为华文广告，以非普通话的方言所参赛的

作品，请附中文普通话翻译或作品说明。

4.所有作品请务必上传案例展示板（Presentation 

Board），以便后期展览呈现使用。存储格式为：JPG格

式，300dpi, CMYK格式，作品尺寸为 594mm*420mm

（横幅）或420mm*594mm（竖幅），不超过2M

（案例展示板模板可至2017中国4A金印奖报名系统下载专

区下载）

图片类要求

所有平面类作品必须以图片形式提交上传至报名系统，存

储格式为：JPG格式，300dpi, CMYK格式，作品尺寸为 

594mm*420mm（横幅）或420mm*594mm（竖幅），不

超过2m

音频类要求

报送的广播广告作品上传至报名系统，存储格式为：MP3

格式，不超过10M 

每件作品须附上原始对白（方言或普通话），翻译对白（普

通话），文件须为Word或PDF格式，上传至报名系统。

视频类要求

所有视频类作品或案例展示视频（Case Video）必须上传至

报名系统，存储格式为：MP4格式，不超过150M，不得超

过120秒（不含微电影，微电影请一并提供在线或下载链接）

URL类要求

作品提交过程中，请根据提示填写作品的URL（网址），连

同任何所需的用户名与密码，以及营销目标，解决方案与结

果，统一以Word形式递交。作品要求能在参与者自己的网

站或其现有客户的网页上运行。所有评审工作将在线进行。

如因服务器长时间停止服务，或用户名与密码错误，作品将

失去评审资格。

其他类材料要求

如有PDF或DOC文件，不得超过10页，不超过3M；PPT文件

需在30页以内，不超过20M 

注：凡投报媒介企划类的参赛作品，必须在2017中国4A金

印奖报名系统下载相应PPT文件，并按照要求填写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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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报送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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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4A创意奖金印奖
参赛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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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4A创意奖金印奖参赛类别

一、平面类

在出版的平面媒体上做的广告，包括报纸、杂志、期

刊、单页插入式广告及社论式广告。

1. 平面类

(1).食品类：盒装、罐装、生鲜食品、休闲食品、婴

幼儿奶粉等。

(2).饮料（不含酒精）类：软性饮料、牛奶、咖啡、

茶、矿泉饮料、乳品等。

(3).饮料（含酒精）类：软性饮料、牛奶、咖啡、

茶、矿泉饮料、乳品等。

(4).个人用品类：化妆品、保养品、服饰、香水、黄

金珠宝、底片、运动器材、钟表、眼镜、卫生棉垫、

奶嘴、纸尿布、刮胡刀、保险套等。

(5).医疗保健类：药品，医院、医疗器材、保健药

品、塑身减肥、健康食品、健身中心等。

(6).家庭用品类：清洁洗剂、沐浴用品、美发护发、

日用品、厨具、芳香剂、杀虫剂、除湿防虫剂等。

(7).生活杂物类：宠物食品及宠物护理产品、礼品及

贺卡、钢笔和个人文具、便条及相关产品等

(8).服饰及饰物：时装、运动及休闲服饰、正装、非

正装及睡衣、内衣、手表、首饰、珠宝、箱包、手

袋、皮革品、太阳眼镜及镜架等，鞋类及配件等。

(9).电器类：家电用品、音响、电视、录像摄影器

材、游戏机等。

(10).交通类：汽车、机车等交通工具及相关周边器材。

(11).网站类：各种网站、线上游戏、电子商务等。

(12).观光旅游类：航空、游轮、饭店、旅行社、旅游

景点等。

(13).大众服务类：百货公司、仓储批发、超市、连锁

餐饮业等。

(14).文教类：古董、乐器、玩具、文具、有声及平面

出版物、影片、唱片录音带、录像带、补习班、语言

教学等。

(15).金融服务类：银行、金融、保险、基金、证券、

信用卡等。

(16).公共服务：政府形象、政策宣传、大众运输。

(17).企业形象类：企业形象广告，招聘等。

(18).IT类：电脑、软件、电子字典、翻译机、复印机

及相关周边产品。

(19).建筑装潢类：房地产、中介业、建材、卫浴、家

具、涂料、玻璃、瓷砖、壁纸、窗帘、地毯、灯饰等。

(20).通信产品服务类；电话通信设备、呼叫器、传呼

服务、电信业、传真机及其他设备。

(21).其他类：无法归入以上类别的特殊产品与服务

二、影视广播类

用于在电视、影院、线上等播放的广告或影片以及电

台广告或网络广播频道。

1. 广播类

(1).传统电台类    

(2).网络广播类

2. 电视广告类

(1).食品类：盒装、罐装、生鲜食品、休闲食品、婴

幼儿奶粉等。

(2).饮料（不含酒精）类：软性饮料、牛奶、咖啡、

茶、矿泉饮料、乳品等。

(3).饮料（含酒精）类：软性饮料、牛奶、咖啡、

茶、矿泉饮料、乳品等。

(4).个人用品类：化妆品、保养品、服饰、香水、黄

金珠宝、底片、运动器材、钟表、眼镜、卫生棉垫、

奶嘴、纸尿布、刮胡刀、保险套等。

(5).医疗保健类：药品，医院、医疗器材、保健药

品、塑身减肥、健康食品、健身中心等。

(6).家庭用品类：清洁洗剂、沐浴用品、美发护发、日

用品、厨具、芳香剂、杀虫剂、除湿防虫剂等。

(7).生活杂物类：宠物食品及宠物护理产品、礼品及贺

卡、钢笔和个人文具、便条及相关产品等

(8).服饰及饰物：时装、运动及休闲服饰、正装、非

正装及睡衣、内衣、手表、首饰、珠宝、箱包、手

袋、皮革品、太阳眼镜及镜架等，鞋类及配件等。

(9).电器类：家电用品、音响、电视、录像摄影器材、

游戏机等。

(10).交通类：汽车、机车等交通工具及相关周边器材。

(11).网站类：各种网站、线上游戏、电子商务等。

(12).观光旅游类：航空、游轮、饭店、旅行社、旅游

景点等。

(13).大众服务类：百货公司、仓储批发、超市、连锁

餐饮业等。

(14).文教类：古董、乐器、玩具、文具、有声及平面

出版物、影片、唱片录音带、录像带、补习班、语言

教学等。

(15).金融服务类：银行、金融、保险、基金、证券、

信用卡等。

(16).公共服务：政府形象、政策宣传、大众运输。

(17).企业形象类：企业形象广告，招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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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周边产品。

(19).建筑装潢类：房地产、中介业、建材、卫浴、家

具、涂料、玻璃、瓷砖、壁纸、窗帘、地毯、灯饰等。

(20).通信产品服务类：电话通信设备、呼叫器、传呼

服务、电信业、传真机及其他设备。

(21).其他类：无法归入以上类别的特殊产品与服务。

三、户外类

在户外执行的环境广告，包括广告牌及海报等。

1. 广告牌/街头海报

(1).食品类：盒装、罐装、生鲜食品、休闲食品、婴

幼儿奶粉等。

(2).饮料（不含酒精）类：软性饮料、牛奶、咖啡、

茶、矿泉饮料、乳品等。

(3).饮料（含酒精）类：软性饮料、牛奶、咖啡、

茶、矿泉饮料、乳品等。

(4).个人用品类：化妆品、保养品、服饰、香水、黄

金珠宝、底片、运动器材、钟表、眼镜、卫生棉垫、

奶嘴、纸尿布、刮胡刀、保险套等。

(5).医疗保健类：药品，医院、医疗器材、保健药

品、塑身减肥、健康食品、健身中心等。

(6).家庭用品类：清洁洗剂、沐浴用品、美发护发、

日用品、厨具、芳香剂、杀虫剂、除湿防虫剂等。

(7).生活杂物类：宠物食品及宠物护理产品、礼品及

贺卡、钢笔和个人文具、便条及相关产品等

(8).服饰及饰物：时装、运动及休闲服饰、正装、非

正装及睡衣、内衣、手表、首饰、珠宝、箱包、手

袋、皮革品、太阳眼镜及镜架等，鞋类及配件等。

(9).电器类：家电用品、音响、电视、录像摄影器

材、游戏机等。

(10).交通类：汽车、机车等交通工具及相关周边器材。

(11).网站类：各种网站、线上游戏、电子商务等。

(12).观光旅游类：航空、游轮、饭店、旅行社、旅游景

点等。

(13).大众服务类：百货公司、仓储批发、超市、连锁

餐饮业等。

(14).文教类：古董、乐器、玩具、文具、有声及平面

出版物、影片、唱片录音带、录像带、补习班、语言

教学等。

(15).金融服务类：银行、金融、保险、基金、证券、

信用卡等。

(16).公共服务：政府形象、政策宣传、大众运输。

(17).企业形象类：企业形象广告，招聘等。

(7).生活杂物类：宠物食品及宠物护理产品、礼品及贺

卡、钢笔和个人文具、便条及相关产品等

(8).服饰及饰物：时装、运动及休闲服饰、正装、非

正装及睡衣、内衣、手表、首饰、珠宝、箱包、手

袋、皮革品、太阳眼镜及镜架等，鞋类及配件等。

(9).电器类：家电用品、音响、电视、录像摄影器

材、游戏机等。

(10).交通类：汽车、机车等交通工具及相关周边

器材。

(11).网站类：各种网站、线上游戏、电子商务等。

(12).观光旅游类：航空、游轮、饭店、旅行社、旅游

景点等。

(13).大众服务类：百货公司、仓储批发、超市、

连锁餐饮业等。

(14).文教类：古董、乐器、玩具、文具、有声及平

面出版物、影片、唱片录音带、录像带、补习班、语言

教学等。

(15).金融服务类：银行、金融、保险、基金、证券、

信用卡等。

(16).公共服务：政府形象、政策宣传、大众运输。

(17).企业形象类：企业形象广告，招聘等。

(18). IT类：电脑、软件、电子字典、翻译机、复印机

(18).IT类：电脑、软件、电子字典、翻译机、复印机

及相关周边产品。

(19).建筑装潢类：房地产、中介业、建材、卫浴、家

具、涂料、玻璃、瓷砖、壁纸、窗帘、地毯、灯饰等。

(20).通信产品服务类：电话通信设备、呼叫器、传

呼服务、电信业、传真机及其他设备。

(21).其他类：无法归入以上类别的特殊产品与服务

3.网络视频类（包含微电影）

(1).食品类：盒装、罐装、生鲜食品、休闲食品、婴

幼儿奶粉等。

(2).饮料（不含酒精）类：软性饮料、牛奶、咖啡、

茶、矿泉饮料、乳品等。

(3).饮料（含酒精）类：软性饮料、牛奶、咖啡、

茶、矿泉饮料、乳品等。

(4).个人用品类：化妆品、保养品、服饰、香水、黄

金珠宝、底片、运动器材、钟表、眼镜、卫生棉

垫、奶嘴、纸尿布、刮胡刀、保险套等。

(5).医疗保健类：药品，医院、医疗器材、保健药

品、塑身减肥、健康食品、健身中心等。

(6).家庭用品类：清洁洗剂、沐浴用品、美发护发、

日用品、厨具、芳香剂、杀虫剂、除湿防虫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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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IT类：电脑、软件、电子字典、翻译机、复印机

及相关周边产品。

(19).建筑装潢类：房地产、中介业、建材、卫浴、家

具、涂料、玻璃、瓷砖、壁纸、窗帘、地毯、灯饰等。

(20).通信产品服务类：电话通信设备、呼叫器、传呼

服务、电信业、传真机及其他设备。

(21).其他类：无法归入以上类别的特殊产品与服务

2. 室内海报

(1).食品类：盒装、罐装、生鲜食品、休闲食品、婴

幼儿奶粉等。

(2).饮料（不含酒精）类：软性饮料、牛奶、咖啡、

茶、矿泉饮料、乳品等。

(3).饮料（含酒精）类：软性饮料、牛奶、咖啡、

茶、矿泉饮料、乳品等。

(4).个人用品类：化妆品、保养品、服饰、香水、黄

金珠宝、底片、运动器材、钟表、眼镜、卫生棉垫、

奶嘴、纸尿布、刮胡刀、保险套等。

(5).医疗保健类：药品，医院、医疗器材、保健药

品、塑身减肥、健康食品、健身中心等。

(6).家庭用品类：清洁洗剂、沐浴用品、美发护发、

日用品、厨具、芳香剂、杀虫剂、除湿防虫剂等。

(7).生活杂物类：宠物食品及宠物护理产品、礼品及

贺卡、钢笔和个人文具、便条及相关产品等

(8).服饰及饰物：时装、运动及休闲服饰、正装、非

正装及睡衣、内衣、手表、首饰、珠宝、箱包、手

袋、皮革品、太阳眼镜及镜架等，鞋   类及配件等。

(9).电器类：家电用品、音响、电视、录像摄影器

材、游戏机等。

(10).交通类：汽车、机车等交通工具及相关周边器材。

(11).网站类：各种网站、线上游戏、电子商务等。

(12).观光旅游类：航空、游轮、饭店、旅行社、旅游

景点等。

(13).大众服务类：百货公司、仓储批发、超市、连锁

餐饮业等。

(14).文教类：古董、乐器、玩具、文具、有声及平面

出版物、影片、唱片录音带、录像带、补习班、语言

教学等。

(15).金融服务类：银行、金融、保险、基金、证券、

信用卡等。

(16).公共服务：政府形象、政策宣传、大众运输。

(17).企业形象类：企业形象广告，招聘等。

(18).IT类：电脑、软件、电子字典、翻译机、复印机

及相关周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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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建筑装潢类：房地产、中介业、建材、卫浴、家

具、涂料、玻璃、瓷砖、壁纸、窗帘、地毯、灯饰等。

(20).通信产品服务类：电话通信设备、呼叫器、传呼

服务、电信业、传真机及其他设备。

(21).其他类：无法归入以上类别的特殊产品与服务。

3.环境类

(1).非常规室内广告，包括啤酒杯垫、杯子、烟灰

缸、火柴、非常规性卫生间广告、自取明信片及店内

广告。

(2).小规模特殊解决方案，包括贴纸、传单、标牌、

汽油泵、促销赠品等。

(3).特殊建筑，包括超大场地、设施、3D和非常规型

网站、出闸机、地面媒体和其他场所表面、标牌、建

筑物或街道设施。

(4).现场广告与活动，广告主参与的户外活动，包括

现场表演、演示、品牌演唱会、促销活动等。

(5).户外互动装置（非数字），消费者参与的非数字

户外活动。包括体验营销、消费者和观众参与、互动

游戏和活动。

(6).非常规型交通工具使用，车辆或公交站点运用的

任意格式非常规广告，包括出租车、火车、公交车、

摩托车、飞机、地铁及地铁站、机场等。

四、公关类

在个人、业务、或机构与他们的受众之间建立并保持

信任与理解，创造性地运用声誉管理策略。

(1).食品类：盒装、罐装、生鲜食品、休闲食品、婴幼

儿奶粉等。

(2).饮料（不含酒精）类：软性饮料、牛奶、咖啡、

茶、矿泉饮料、乳品等。

(3).饮料（含酒精）类：软性饮料、牛奶、咖啡、

茶、矿泉饮料、乳品等。

(4).个人用品类：化妆品、保养品、服饰、香水、黄

金珠宝、底片、运动器材、钟表、眼镜、卫生棉垫、

奶嘴、纸尿布、刮胡刀、保险套等。

(5).医疗保健类：药品，医院、医疗器材、保健药

品、塑身减肥、健康食品、健身中心等。

(6).家庭用品类：清洁洗剂、沐浴用品、美发护发、

日用品、厨具、芳香剂、杀虫剂、除湿防虫剂等。

(7).生活杂物类：宠物食品及宠物护理产品、礼品及

贺卡、钢笔和个人文具、便条及相关产品等

(8).服饰及饰物：时装、运动及休闲服饰、正装、非

正装及睡衣、内衣、手表、首饰、珠宝、箱包、手

袋、皮革品、太阳眼镜及镜架等，鞋类及配件等。

(9).电器类：家电用品、音响、电视、录像摄影器

材、游戏机等。

(10).交通类：汽车、机车等交通工具及相关周边器材。

(11).网站类：各种网站、线上游戏、电子商务等。

(12).观光旅游类：航空、游轮、饭店、旅行社、旅游

景点等。

(13).大众服务类：百货公司、仓储批发、超市、连锁

餐饮业等。

(14).文教类： 古董、乐器、玩具、文具、有声及平面

出版物、影片、唱片录音带、录像带、补习班、语言

教学等。

(15).金融服务类：银行、金融、保险、基金、证券、

信用卡等。

(16).公共服务：政府形象、政策宣传、大众运输。

(17).企业形象类：企业形象广告，招聘等。

(18).IT类：电脑、软件、电子字典、翻译机、复印机

及相关周边产品。

(19).建筑装潢类：房地产、中介业、建材、卫浴、家

具、涂料、玻璃、瓷砖、壁纸、窗帘、地毯、灯饰等。

(20).通信产品服务类：电话通信设备、呼叫器、传呼

服务、电信业、传真机及其他设备。

(21).其他类：无法归入以上类别的特殊产品与服务

五、品牌娱乐类

为品牌冠以内容的方式做行销，不一定有品牌露出，

让人们在欣赏娱乐的同时接受品牌资讯。

虚构影片，包括电视，电影，展览，在线视频等

非虚构影片，包括真人秀，纪录片和其他娱乐节目

1. 最佳音乐运用

2. 最佳体验娱乐营销

3. 最佳互动及社交媒体运用

4. 最佳游戏运用

5. 最佳品牌植入运用

六、公益类

为慈善机构、基金、志愿者、红十字会等所做的公益

广告。

1. 平面类公益

2. 影视广播类公益

3. 户外类公益

4. 创意整合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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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创意公益类

在广告制作、创作工艺上的设计或技术执行方面的突

出表现，使作品拥有精良的制作质量。

1. 平面公益类

(1).最佳文案

(2).最佳美术指导

(3).最佳插图

(4).最佳摄影

(5).最佳修片/图像合成

(6).最佳字体设计

2.影视公益类

(1).最佳导演

(2).最佳脚本/文案

(3).最佳美术指导

(4).最佳剪接

(5).最佳摄影

(6).最佳原创音乐

(7).最佳配乐或音效设计

(8).最佳后期制作效果

(9).最佳动画

(10).最佳视觉效果

(11).最佳计算机修片和图像合成

3. 特别公益类

(1).最佳Logo设计

(2).最佳包装设计

(3).最佳产品设计

八、创意整合传播类

以创意为主导，跨平台执行的完全综合类活动。 在

同一创意概念下使用至少两种不同媒体形式（二个以

上五个以下），如影视、平面、广播、户外、及其他

线上线下行销模式的广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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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品类：盒装、罐装、生鲜食品、休闲食品、婴

幼儿奶粉等。

(2).饮料（不含酒精）类：软性饮料、牛奶、咖啡、

茶、矿泉饮料、乳品等。

(3).饮料（含酒精）类：软性饮料、牛奶、咖啡、

茶、矿泉饮料、乳品等。

(4).个人用品类：化妆品、保养品、服饰、香水、黄

金珠宝、底片、运动器材、钟表、眼镜、卫生棉垫、

奶嘴、纸尿布、刮胡刀、保险套等。

(5).医疗保健类：药品，医院、医疗器材、保健药

品、塑身减肥、健康食品、健身中心等。

(6).家庭用品类：清洁洗剂、沐浴用品、美发护发、

日用品、厨具、芳香剂、杀虫剂、除湿防虫剂等。

(7).生活杂物类：宠物食品及宠物护理产品、礼品及

贺卡、钢笔和个人文具、便条及相关产品等

(8).服饰及饰物：时装、运动及休闲服饰、正装、非

正装及睡衣、内衣、手表、首饰、珠宝、箱包、手

袋、皮革品、太阳眼镜及镜架等，鞋类及配件等。

(9).电器类：家电用品、音响、电视、录像摄影器

材、游戏机等。

(10).交通类：汽车、机车等交通工具及相关周边器材。

(11).网站类：各种网站、线上游戏、电子商务等。

(12).观光旅游类：航空、游轮、饭店、旅行社、旅游

景点等。

(13).大众服务类：百货公司、仓储批发、超市、连锁

餐饮业等。

(14).文教类：古董、乐器、玩具、文具、有声及平面

出版物、影片、唱片录音带、录像带、补习班、语言

教学等。

(15).金融服务类：银行、金融、保险、基金、证券、

信用卡等。

(16).公共服务：政府形象、政策宣传、大众运输。

(17).企业形象类：企业形象广告，招聘等。

(18).IT类：电脑、软件、电子字典、翻译机、复印机

及相关周边产品。

(19).建筑装潢类：房地产、中介业、建材、卫浴、家

具、涂料、玻璃、瓷砖、壁纸、窗帘、地毯、灯饰等。

(20).通信产品服务类：电话通信设备、呼叫器、传呼

服务、电信业、传真机及其他设备。

(21).其他类：无法归入以上类别的特殊产品与服务

2. 直效营销运用 

(1).EDM，电子邮件营销

(2).立体邮件

中国4A营销奖金印奖参赛类别

一、互动类

以数字技术，在数字媒体移动设备上进行投放的广告

或广告活动

1. 线下互动

(1).展览

(2).活动或演出

(3).体验营销，包括装置体验等

(4).其他互动营销

2. 线上互动 

(1).消费者/服务网站

(2).自我推销/企业形象网站

(3).社交网站

(4).在线横幅广告，传统模式横幅，包括HTML,Gif,-

Flash等

(5).其他在线富媒体横幅广告，包括H5等

(6).最佳在线互动游戏运用

(7).最佳在线视频运用

(8).最佳互动视频运用

(9).最佳病毒广告运用

(10).最佳社交媒体运用

(11).最佳电商营销

(12).最佳用户体验

二、移动类

依附于手机设备、手机软件、和手机网页，并能吸引

消费者，达到商业增长的目的案例 

1. 移动 

(1).创新科技使用（包括定位，用户体验等新型科技营销）

(2).移动设备网站

(3).移动应用程式

(4).移动设备富媒体

(5).最佳视频运用

(6).最佳游戏运用

(7).最佳社交媒体运用

(8).最佳电商运用

(9).最佳数据洞察运用

三、直效类

不仅包括传统的直效营销，也可以包含一切获得消费

者可衡量反应的营销方式

1. 直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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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媒体运用：小规模

(4).环境媒体运用：大规模

(5).影视广播运用

(6).平面或标准户外运用

3. 数字及社交媒体运用 

(1).数字平台运用

(2).移动设备运用

(3).社交平台运用

(4).实时活动/纪实反应

(5).用户生成内容

(6).新科技运用

4. 策略

(1).购买：主动向B2B或B2C客户推进企业或产品的直

效行销等

(2).维系：维系现有B2B或B2C客户关系的直效行销等

(3).产品发布

四、公益类

为慈善机构、基金、志愿者、红十字会等所做的公益

广告

1. 公益类 

(1).互动类公益

(2).移动类公益

(3).直效类公益

(4).数字整合公益

五、数字工艺类

在数字营销制作、创作工艺上的设计或创新技术执行

方面的突出表现，使作品拥有精良的制作质量

1. 声音及图像工艺

(1).最佳界面设计（UI）

(2).最佳数字插图

(3).最佳视频或动效

(4).图片设计

(5).最佳音乐或声音运用

(6).最佳字体

2. 功能运用 

(1).最佳用户体验设计

(2).最佳3D效果运用

(3).最佳科技创新运用

六、创新营销类

创新式广告--科技或媒体创新应用（任何形式的，

无固定尺寸的，包括用户交互式的优秀媒体创意。可

为嵌入式、跳出式、内容赞助、动态网页等形式）。

七、数字整合传播

以数字营销为主导，跨平台执行的完全综合类活动。 

在同一产品概念下使用至少两种不同媒体形式（二个

以上五个以下），如互动、移动设备、及其他线上线

下行销模式的广告作品。

八、媒介营销

针对企业形象、品牌或产品推广的需求，使用媒介广

告形式策划与执行的广告与营销活动

1. 媒体企划类 

(1).整合媒体营销

(2).单一媒体营销

(3).内容营销

(4).移动媒体整合营销

(5).社会化媒体营销

(6).搜索营销

(7).电商推广服务营销

(8).数据管理营销

2. 创新媒体类 

(1).媒体创意

(2).媒体创新

(3).单一媒体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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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作品总则



1. 广告公司（制作公司）、广告主、发布媒体为同一

公司的，请勿重复提交作品参赛。

2. 每件作品仅限由一个单位报名，并需要通过报名

表所列相关单位及版权相关单位同意。若发生版权

纠纷，责任由报送单位自负，所获奖项将给予撤销。

3. 参赛报名者应仔细填写报名表，如因报名表填写

不完整、错误或未填写联系方式导致联络不畅通

的，作品规格与参赛资格不合，以至影响评比结果

的，责任自负。

4.每件作品可同时参加不同大类或参加同一大类中不

同项目的奖项角逐，主办单位有权更正作品所属项

目，而无须另行通知。

5. 系列作品中的单个作品亦可参加单项角逐。

6. 所有参赛作品不可附有参赛广告公司的商标、标

记或其他印记（企业形象类除外）。

7. 所有报名单位同意将其送交中国4A的参赛作品无

偿授权予中国4A及其指定者有权在全世界范围内进

行销售、出版、发行、出租、展览、放映、广播、

摄制、公开发表、复制、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改

编、汇编参赛作品用于出版发行、或部分剪辑、翻

译、注上评语刊登等使用行为，并享有授权各传播

媒体报导刊载播放之权利，具体的使用时间及地点

由中国4A或其指定者决定，且所有使用方式及次数

均不受任何限制。中国4A及其指定者不负责因全部

或部分刊登参赛作品而引致参赛者或其代表的任何

损失或赔偿。参赛者应保证其参赛作品及素材拥有

完整、合法的著作权或其他相关权利，中国4A没有

责任对该等数据的准确性做出审查，并依赖参赛者

提供的数据的准确性，一切因上述数据不符或错误

而引致的责任和任何纠纷由参赛者自行负责。

8. 所有参赛作品材料概不归还，参赛者自行保留原件。

报送作品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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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登录中国4A官方网站www.china4A.org并注册，点击进入报名

系统，填写信息。

二. 有关作品网上上传及报名生成的报名表和报送作品统计表等参

赛帮助及指南，可联络中国4A金印奖组委会秘书处。

联系人：郝力、李葵葵、吴琼

电  话：025－84798501

邮  箱：info@china4a.org

参赛方法



相关费用及缴纳

1. 费用标准

• 非会员单位

创意金印奖/营销金印奖

单件：RMB 1200/件 

系列：每增加一幅增加RMB 400，上限六幅；

1200+（N-1）×400，N代表幅数 

• 会员单位 （中国4A会员价。中国4A会员集团公司，

其旗下公司均可以会员价）

创意金印奖/营销金印奖

单件：RMB 1000/件，超过5件以上的作品，RMB 

800/件；

系列：每增加一幅增加RMB 300，上限六幅；

1000+（N-1）×300，N代表幅数；

注：所有公益类作品，参赛费均可享受五折优惠，

限3件。

 

2. 付款方式

请以汇款方式支付参赛费用并将汇款凭证发送至

info@china4a.org，付款路径如下：

户名：中国商务广告协会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

帐号：0200 0419 0920 0055 867 

完成报名后的10个工作日内未收到参赛费的作品，

将不予参选。收到款项后，中国4A将统一开具发票。

相关费用及缴纳

-36-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