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

专业评委（初选）征选办法

办法详情

1. 设立目的

大赛将公开征选 150位由展陈从业者组成的专业初评评

审团。扩大评委征选范围，把初选话语权交给展陈从业者，

目的是提升大赛的参与性、专业性、公开性、公平性、公正

性。

2. 工作内容

届时在 150 位入选的专业初评评委中随机抽选 100 位评

委进行投票。在初选期对参赛作品项目撰写专家评审意见，

并进行第一轮网络不显名投票；大赛组委会执行组向初评评

委发放和回收选票，并对初评选票进行汇总统计，依据得票

数量确定终评入围项目，报请组委会核准后，及时向社会公

示。

3. 征选标准

专业评委（初评）应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平及职业素养，

能积极参与赛事的举办，对展览具有独立的思考认识，可以



做出专家评审意见。

① 具有 5 年以上的从业经验；

② 从事职业与专项赛事涵盖的范围相符；

③ 主持过 2 个以上千万元级展览或百万元级的特色展

项；

④ 可以尊重每一个参赛作品，持责任心、认真的态度进

行评选；

⑤ 同一公司报名人数不限，但原则上至多选定 3 人作为

大赛的专业评委（初选）；

⑥ 同等条件下，具有展陈中级/高级设计师证书者优先。

4、报名时间及方式

2021 年 04 月 01 日至 08 月 31 日，报名时间，评委在线

报名；

在 www.518bwg.com 网站进行注册，完善个人信息，并

在大赛主页进行报名。（将报名材料同步打包发至邮箱：

bwgby2016@126.com，邮件主题标明：姓名＋单位＋评委报

名）

大赛组委会对入选评委发放聘任证书，并建立严格的管

理机制。

5、评选机制（拟定）



2021 初评评审时，从 150 位专业初评评审团中抽 100 位

作为评委，进行不显名网络投票。

6、联系方式：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展陈工作办公室

孙 浩 13910901401 （同微信）

王 棣 13811240525 （同微信）

博展联盟（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王喜波 13141419431 （同微信）

电话：010-57160002

邮箱：bwgby2016@126.com

深圳市数字创意与多媒体行业协会秘书处

邓定如 18922806577

附件：1、2021 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

2、2021 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专业评委

（初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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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

mailto:bwgby2016@126.com


附件 1：

2021 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

第一部分 大赛概况

一、大赛名称

2021 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

二、大赛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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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参赛对象



展览展示行业产业链的所有从业单位及其他团体，包括高校、公

司、工作室、创意机构等都可参加。

参赛对象包括但不限于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员企业的展览设

计公司/工作室、多媒体设计公司/工作室，场景、舞美、园林等艺术

设计公司/工作室，以及涉足展览展示行业的相关设计公司/工作室亦

可自行报名。

四、大赛日程

1.2021 年 04 月 01 日，大赛正式启动；

2.2021 年 04 月 01 日—08 月 31 日，征集参赛作品、招募第二届

展陈创意大赛百位专业评委团、充实大赛专家组委会专家队伍、通过

各种活动组织大赛宣传推广、完成大赛招商工作；

3.2021 年 06 月 01 日—06 月 30 日，大赛征集行业顾问委员会及

专家意见；

4.2021 年 09 月 01 日—09 月 30 日，通过媒体宣传及郑州博博会

集中宣传各赛事参赛作品；

5.2021 年 10 月 01 日—10 月 15 日，进行第一轮专业评委网络投

票，由总票数排名决定入围作品；

6.2021 年 10 月 16 日—10 月 31 日，入围作品公示期；

7.2021 年 11 月 01 日—11 月 07 日，组织专家评委会进行第二轮

评议；

8.2021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2021 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



术创意大赛作品发布典礼，同期举办 2021 中国展陈行业创新发展论

坛。

大赛包括百位专业初评评委征选、参赛作品征集、遴选、宣传推

介、经验交流、颁奖同期举行大赛微展览等内容。其中，参赛作品遴

选工作分为初评、终评两个阶段。

五、赛事类别

本届大赛由两大专项赛事组成。

1.展馆空间设计创意大赛

参赛范畴：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新建或改陈完成的各类博物

馆、纪念馆、科技馆、规划馆、企业馆、方志馆及主题馆等展馆的空

间设计方案。

注：展馆空间设计创意大赛分为总体空间布局（以一个展馆为最

小构成单位）和局部空间设计（以一个展厅为最小构成单位）两大细

项。

2.特色展项创意大赛

参赛范畴：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新建或改陈完成的各类展览

展示空间中所出现的多媒体展项、声光电合成技术展项、增强现实场

景展项、音频视频展项，艺术品展项、艺术品与多媒体组合展项、互

动展项、装置展项等特色展项创意实践。

注：特色展项创意大赛分为多媒体主介质类展项（含多媒体展项、

声光电合成技术展项、增强现实场景展项、音频视频展项）和非多媒

体主介质类展项（含艺术品展项、艺术品与多媒体组合展项、互动展



项、装置展项等艺术类、机械类非多媒体展项）两大细项。

大赛的每个专项实施细则由大赛组委会组织学术委员制定。

第二部分 组织机构

一、举办单位

1.主办单位：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

2.承办单位：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展陈工作办公室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展览展示研究中心

博展联盟（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3.联合承办单位：深圳市数字创意与多媒体行业协会

4.协办单位：文博圈

5.媒体支持：弘博网、文博圈、展示云、博物馆圈等

二、 大赛组织结构

1. 大赛组委会

设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组委会下设秘书处。

名誉主席：周士琦

主 席： 袁再青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长

副主席： 储祥银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副主席： 权 磊 深圳市数字创意与多媒体行业协会会长

委 员 ：许诗乔 深圳市数字创意与多媒体行业协会秘书长

秘书处：



秘书长： 张印平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展陈工作办公室主任

副秘书长：许诗乔 深圳市数字创意与多媒体行业协会秘书长

何东生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大赛策划组：

策划人：俞文君 双俞文博工作室主理人

王喜波 博展联盟（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孙 浩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展陈工作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

2.学术指导专家委员会

主 任：陈同乐 原江苏省美术馆副馆长

俞乐滨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展陈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李跃进 原中国博物馆协会陈列艺术委员会主任

资深专家：

李金光 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

刘超英 北京博物馆学会理事长

李 黎 原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

薛春华 常州市规划馆馆长

黄 虎 中国铁道博物馆副馆长

徐征野 浙江省建筑装饰协会设计委员会副会长

等

第三部分 参赛须知



一、报名时间

2021 年 04 月 01 日起接受报名，2021 年 08 月 31 日截止报名。

二、作品提交

作品图片要求∶无水印、无黑边（呈现效果好的作品会被推荐到

博展联盟官网以及相关公众号）。

音视频播放件要求∶MP4 格式，时长不超过 5分钟。

按要求上传参赛作品（网站上传）、作品百度网盘链接发至邮箱：

bwgby2016@126.com。

中国展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展陈工作办公室

王 棣 13811240525 （同微信）

孙 浩 13910901401 （同微信）

博展联盟（南京）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王喜波 13141419431 （同微信）

电话：010-57160002

邮箱：bwgby2016@126.com

深圳市数字创意与多媒体行业协会秘书处

邓定如 18922806577

电话：0755-83283123

邮箱：smia001@163.com

三、权利与义务

mailto:bwgby201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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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赛者有义务无偿将参赛作品版权授予组委会，供组委会

传播、展览、出版参赛作品集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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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参赛者应自行保证申报作品具有全部知识产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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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对终评后获得金奖的工程设计作品，要求有实地考核条

件和相关证明；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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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附件 2：

2021 中国展览艺术与展示技术创意大赛

专业评委（初选）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电子

照片
从业时间 民族

现任职务 单位

联系方式 微信号

是否具有展陈设计师证书

（中级/高级）
取得时间

学 历 毕业时间 毕 业 院 校 所学专业 学位

1

2

3

参加何种学术团体、任何

职、有何社会兼职

个人简介

（人物简历、工作经历、

获得荣誉等方面展开）



代表作品展示

（图文格式）

（可直接插入此栏也可另行）

对本次大赛的观点

是否公开发表过设计相关

文章、论文、学术期刊等

1. 本次大赛共征集 150 名专业评委（初选），对符合征选条件且持有展陈中、高级设计师

证的评审优先考虑，择优考量；

2. 首先在 www.518bwg.com 进行注册，完善个人信息，并在大赛主页进行报名。（将报名材

料再打包发至邮箱：bwgby2016@126.com，邮件主题标明：姓名＋单位＋评委报名）；

3. 同一公司报名人数不限，但原则上至多选定 3 人作为大赛的专业评委（初选）；

4. 大赛组委会享有对专业评委（初选）征选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报名界面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