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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德国创新奖”每年一次由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基金会颁发。

该项竞赛是 由 德 国 品牌设 计委 员会Rat für Formgebung 

 Medien GmbH主办。 

以下通用条款和条件构成了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和竞赛报名者

之间参加 “2020年德国创新奖”的排他性合同基础。即使德

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在单个情况下未明确提出反对，竞赛报名者

提出的通用条款和条件将不予承认。 

 

2. 参赛前提 

参赛作品（项目）须经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会员单位或德国品

牌设计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和调查员提名，以及未获提名的参

赛作品（项目），但至少归属以下类别之一的参赛作品（项目）

可参加竞赛： 

汽车技术•航空与海事技术•建筑与元件•化学工业•连接性•电

动交通技术•电子技术•能源解决方案•信息技术|功能性软件•

信息技术|特定行业与服务软件•照明解决方案•物流与基础设

施•机械与工程•材料与表面处理•医疗技术•办公解决方案•制

药•零售解决方案•设计思维 

仅限五年内市场发布或发表的此类项目可以参赛。德国品牌设

计委员会提出要求时，参赛者应为此提交合适证明。 

参赛登记数量不限。每项作品可以同时报名最多三个类别与一

个附加类别参赛。 

  

3. 评审 

独立专家评审团将决定比赛的获胜者。评审团由来自工业、科

学、机构和金融界的代表组成。 获胜项目应在以下方面脱颖而

出： 

用户收益•创新策略•社会、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功能性和可操

作性•协同效应•成本效益•能源和资源使用的考虑•地点与就业 

 

 

   

 

 

潜力•长寿与品质•总体概念•市场成熟度、技术质量与功能 •

技术进步•可持续性 

上述标准不是评委会评估的优先顺序。评审团裁决结果将以书

面形式确认评估结果。任何法律追索都被排除在外。 

如果已发布的项目未在指定期限内交付给评审会，则评审团保留

权利使用 mdc.german-design-council.de（参见第 4.1节）注册

时发布的项目数据进行评估。评审团基于此信息的决定也是有效

的。 

在评审会中，评审团有权更改申请作品的评奖类别。 

 

4. 项目报名、提交和保险 

4.1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将书面邀请项目报名者参加竞赛。每

位参赛者将在邮件邀请函中获得个人密码及登录账号，项目获

得提名的情况下，每个提名项目会获得一个项目 ID号。所有项

目均可在 https://mdc.german-design-council.de 网页的个人

登录区域报名。在批准项目细节后，以及阅读和确认竞赛的通

用条款和条件后，项目可进行在线报名。项目报名具有法律约

束力，并将引起全额缴纳相应费用和成本的义务。如果在注册

之日起 14天内向 gia@german-design-council.de 发出书面取

消报名通知，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将允许免费取消报名（未能

成功向评审团发送或提供材料不被视作取消报名）。在 14天的

期限到期后，第 6节中列举的参赛费不可退还，参赛者撤回报

名的权利失效。 

参赛者被授权进行申请程序。双方的合约行为完全以数字文件

格式完成，不交换书面文本。 

原则上，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保留在内部审核后不允许非提名

项目参加比赛的权利。非提名作品的参赛者将收到审核结果的

书面通知。收到拒绝通知的情况下，参赛者与德国品牌设计委

员会之间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废除。在此情况下，不再向参赛

者收取成本及报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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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名项目在报名时，参赛者有权在缴纳本通用条款和条件第

6条中列举的费用后获得“被提名标志使用权与证书”并立即

使用。非提名项目报名时，参赛者有权在缴纳相应费用后获得

“被提名标志使用权与证书”，不过是在报名项目被审核通过

并获得正面肯定答复后才能获得使用该“被提名标志使用权与

证书”的内容。该“被提名标志使用权与证书”使参赛者有权

自预定之日起三年内将“2020年度被提名»Nominee 2020«”标

签用于报名项目，进行企业宣传，并有权订购其他有偿市场推

广服务。 

参赛者及报名项目的数据将依据立法者的隐私法规处理。德国

品牌设计委员会对不正确或错误的信息不承担任何责任。 

4.2 参赛者可以向评审会提交参赛作品数字媒体演示。所有作

品必须使用所提供的项目 ID号进行标记，交付时必须标注在醒

目位置。无标记项目的丢失和/或不允许参评引起的费用由参赛

者自己承担。是否正确标注的取证责任由参赛者承担。 

4.3 因报名参赛项目的运抵交货与搬迁所引起的运输费用及运

输一切险由参赛者承担。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承诺在收到项目

后立即将任何可见的运输损坏通知报名者。对从境外发货的项

目，参赛者应自行承担所有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海关清关费用。

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对于项目在报名递交期间损毁、被盗和/

或损坏不承担任何责任。参赛者报名前应购买所有必要的保险。 

4.4应使用回寄时可重复利用的适合安全运输的包装发送项目。

如果不是这样，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对回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

损失概不负责。 

4.5 参赛者应在指定期限内领取项目。提货者必须携带相关身

份证明并能提供待提项目的项目 ID 号。物流或快递服务的取

件人必须能提供含有待提项目的项目 ID 号的参赛人发货指令。

否则，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保留不交出产品的权利。若在注册

登记文件中规定时间段内作品未被参赛者领回，在截止日期后

存储最多两周（人民币 440 元/项目/天， 加上任何特殊运输 

 

 

 

 

 
费用）之后由参赛者承担处置清除费用（人民币 440 元/项目加

上任何额外处置费用）后予以处置。 

货代或物流公司的所有交货必须在大楼的底层完成。德国品牌

设计委员会不提供装载坡道。如果交货人无法独立卸货并需要

辅助材料（叉车、搬运车等）进行卸货，则客户（参赛者）接

受因额外工作而引起的费用，此费用将在评审会结束后向参赛

者收取。照明类别项目必须在评审会上正常运转使用，带德国

欧式插头并适用于 230伏电压。如果为了配合评审会展示需要

产生了工作（例如更换插头，电流变压器等），参赛者需承担

因此可能产生的任何成本费用。该成本费用将在评审会结束后

向参赛者收取。 

评审会后 S 小型项目产品可根据参赛者要求在欧盟境内有偿

直邮给参赛者，为此，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对每个项目收取人

民币 880 元费用（外加邮费和包装材料费）。参赛者需回寄

中型、大型或超大型号 M, L or XL 的项目以及回寄至欧盟以外

地区的，可以经由一家受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委托的货代公司

提供单独的发货报价。货代公司必须在评审会前收到单独的发

货订单。若未要求单独发货，则按照报名文件中规定的期限执

行。  

在自行组装完成后，参赛者应将所有的包装材料带走。这些包

装材料可临时存放在法兰克福展会中心，直到拆卸时为止。将

按照每立方米人民币 330 元标准向参赛者收费。 

4.6 如果委托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组装散装拆卸状态下的产品，

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将根据以下规定承担责任。报名者承诺提

供适当的德文或英文安装说明书。这同样适用于拆卸项目以进

行回程运输。 除非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其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被控故意或重大过失，否则不承担因项目损失或损坏引起的责

任；不论同一报名者提交的项目数量如何，德国品牌设计委员

会的过失行为责任上限为 12,000 元人民币。 

4.7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建议参赛者购买所有必要的保险。 

4.8如果参赛者在线注册竞赛报名时选择提交演示图表时确认

使用印刷服务，在线报名注册成功完成后，必须在指定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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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打印（PDF格式）数据。截止日期后提交的打印数据将不

予考虑。 

参赛报名费之外的可选印刷服务费用(2,500元人民币/项目，

含增值税)与参赛报名费一起开具发票收取费用。该印刷服务包

括印刷和制作演示图表以及交付评审会。参赛者将收到这些费

用的发票。评审会后的项目发货费用不包含在本印刷费用内。 

4.9对企业注册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申请人，德国品牌

设计委员会的业务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报名申请服务，项目处

理服务，开具发票和收款）（详见下文第 12节）将由其全资子

公司德色（上海）品牌设计有限公司全权办理。 

 

5. 事故预防 

如果项目可使用或在展出及演示时处于可运行状态，它们必须

符合德国法律和行业协会的规定，尤其是事故预防规定，必须

配备德国法律规定的保护装置。对于因安装物体造成的任何损

害，仅由参赛者承担任何责任。此外，参赛者必须就因第三方

损失引起的任何索赔没有限制的赔偿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 

在评审会期间发生的任何损坏必须在一周内立即报告给德国品

牌设计委员会。必须提供损坏描述及损坏的图示记录。 

 

6. 费用及成本 

6.1报名费用及成本 

报名费用 

单个项目报名费* ¥4,300 

2019年 12月 6日之前完成报名单个

项目报名费* 
¥3,850 

可选(Optional)被提名标志使用与证

书费** 
¥21,500 

*如果一个项目报名多个类别，只收取一次报名费。 

 

 

 

 

 

**对于未获提名项目，仅可在报名项目通过审核完成提名后方

可预订该提名标志使用与证书费。 

报名成本 

6.2 支付 
 
 参赛者将在报名时收到费用及成本的付款通知书和发票。所有

价格根据单个项目报名且含法定增值税。如果没有按时全额收

到费用付款到账，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保留权益不向评审会递

交该报名项目。2020 年 1 月 31 日以后递交报名的，在报名

费之外加收 人民币 1,500 元的延迟预订费。 

6.3获奖者的服务费用/成本 

获奖者服务费 

特别表彰奖* ¥35,000 

优胜奖** ¥38,000 

金奖*** ¥49,000 

获奖者有权在颁奖之日起的三年内无限制使用“特别表彰奖”、

“优胜奖”和“金奖”标签。 

*包含收录获奖目录(单页)，在线画廊展出以及 2个个性化证书

和随附的公关推广。 

**包含收录获奖目录(单页)，在线画廊展出以及 2个个性化证

书和随附的公关推广。 

***包含收录获奖目录( 页)，在线画廊展出以及 2个个性化证

书、高质量的奖杯和随附的公关推广。 

6.4支付 

参赛者将收到获奖者服务费用及成本的发票。所有价格根据单

个项目报名且含法定增值税。获奖情况下排除选择/拒绝使用获

奖者服务情形。颁奖典礼前，获奖者必须全额缴清获奖者服务

费/成本。如果获奖者服务费/成本没有按时全额缴清并在德国 

 

评审会项目电子资料提交手续费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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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设计委员会到账，则不予颁奖。如果获奖者服务费/成本未

按时到账，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有权要求额外的损失赔偿。 

即使项目未以实物、电子版或演示图表形式提交，德国品牌设

计委员会保留将参赛者在线报名时提交的图片交给评审团的权

利。在这种情况下，该项目也可以获得相应奖项，并须支付所

有产生的相关费用。 

由于经济原因无法承担获奖者服务费/成本的公司可以在合理

的情况下申请免除这些费用。报名费/成本、可选被提名标志使

用与证书费以及其他可选服务不可免除。参赛者必须在合适的

时间内提交费用免除申请。费用免除申请表可在个人登录区下

载。 

6.5非法使用被提名者服务的合同处罚 

如果参赛者在没有获得提名的情况下使用可选被提名标志使用

与证书费中的内容，或对外宣传被提名，每个侵权案件都要支

付 110,000.00元人民币的合同处罚。 

 

7. 出版物 

7.1为了记录奖项竞赛，将以目录和在线画廊的形式出版获奖

者目录。参赛者承担根据要求再次为展览会提供该项目展品的

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与第 4和第 5节中列出的项目交付和取

走以及责任和保险条款同样适用。 

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负责展览会的设计及在展览中项目的陈列。

由于展览场地有限，每个获奖项目仅可在展览中放置一份样本。 

7.2若获奖者服务费/成本(请见第 6.3条)未在期限内支付，则

获奖者无权要求将其收录在获奖者目录中。获奖者目录中页面

的图形外观应符合目录的整体排版，并且由德国品牌设计委员

会根据参赛者提供的图片和文本模板进行设计。参赛者没有权

利干涉相应页面的设计和排版。 

7.3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仅在第 4.6条规定的范围内对故意或

重大过失的页面设计错误承担责任。因印刷原因部分或全部收

录的内容无法辨认或者不完整，参赛者有权根据收录内容受影 

 

 

 

 

响的程度要求减免费用，或更换没有问题的新版。获奖者服务

费/成本概不退还。 

7.4在获奖者目录出版之前，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要求参赛者确

认并同意文字和/或图像资料。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未收到授权确

认，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将根据上述第 4节使用参赛者在线报

名时上传的文字和/或图像。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基于统一、客

观合理的原则而保留权利，因其技术形式或其来源的原因，而

拒绝接受收录获奖者目录的订单；这同样适用于当内容违反法

律或官方管理条例的规定，或者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认为不合

理。如果参赛者原因造成了被拒绝收录获奖者目录，由此产生

的成本，必须由参赛者支付给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排除任何

损失赔偿要求。此外，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根据第 4.6条的规

定承担责任。获奖者将免费获得一份获奖者目录(每位参赛者一

份)，即使是获得多个奖项。 

 

8. 工业知识产权 

8.1禁止侵权(商标、品牌、实用新型专利、专利或类似)的项目

参加比赛。每位参赛者都应详细告知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递

交项目是否涉及未了结的任何法律程序(申请项目相关的竞争、

专利、商标或版权纠纷)。因违反本条件而产生的损害，特别是

第三方索赔仅由参赛者承担责任。参赛者在首次要求时赔偿德

国品牌设计委员会所受的所有索赔。 

8.2参与比赛的报名项目的版权(照片、影片和文本)始终属于相

应参赛者。参赛者授予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在比赛和出版及与

此相关的服务中的使用权。参赛者尤其应确保拥有相应的使用

权(例如照片)。参赛者应对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因违反（可能

不充分的）使用权而遭受的所有损害承担独家全部责任，并在

首次要求时赔偿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所受的所有索赔。参赛者

没有资格收取使用费。 

8.3受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委托在活动中拍摄的照片及视频，德

国品牌设计委员会仅将其用于记录、报道和宣传目的。参赛者

通过报名就对该使用表示同意。同意意见可随时撤销，没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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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要求(例如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

presse@german-design-council.de 或以书面形式联系德国品

牌设计委员会)。 

 
9. 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的责任 

如果获奖者目录，在线画廊展示或展览会因不可抗力，无法完

全或按时进行，参赛者无权因此产生任何权利要求。在所有其

他情况下，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遵照第 4.6条的规定承担责任。 

 

10. 可分割性条款 

如果通用条款和条件的单一规定无效或不可执行，或在合同订

立后无效或不可执行，不影响合同其他约定的效力。应使用对

合约双方追求的经济目标最接近的有效和可执行的规定，替代

无效或不可执行的规定。上述规定同样适用于合同条款确认不

完整的情形。 

 

11. 确认和司法管辖地 

参赛者按照上文第 4条中的描述报名之际，即确认已阅读并理

解本通用条款和条件。对本通用条款和条件的确认，是最晚通

过确认报名成功得以记录。只有在之前确认了本通用条款和条

件的情况下，才能够成功完成报名。参赛者确认文件同意他本

人已经阅读、理解并接受本通用条款和条件。基于通用条款和

条件开展的比赛不针对消费者。报名者借此表明同意其项目参

与竞赛。 

本合同的履行地点和司法管辖地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

与商人、公共法法人或公共法特殊基金的商业往来中出现诉讼

行为时，司法管辖地是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2. 组织 

关于奖项竞赛营业地址和问询联系地址: 

Rat für Formgebung Medien GmbH 
Messeturm 
Friedrich-Ebert-Anlage 49 
60327 Frankfurt am Main 
T .49 (0)69 24 74 48-645 
F .49 (0)69 24 74 48-700 
gia@german-design-council.de 
 

位于中国的竞赛报名地址： 

上海德意志工商中心有限公司 2幢 1号楼 612B室 

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科苑路 88号 

201203上海中国 

电话:+86(0)21-68900658 

info-cn@german-design-council.de 

 

mailto:gia@german-design-counci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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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德国创新奖”每年一次由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基金会颁发。

该项竞赛是 由 德 国 品牌设 计委 员会Rat für Formgebung

 Medien GmbH主办。 

以下通用条款和条件构成了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和竞赛报名者

之间参加 “2020年德国创新奖”的排他性合同基础。即使德

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在单个情况下未明确提出反对，竞赛报名者

提出的通用条款和条件将不予承认。 

 

2. 参赛前提 

参赛作品（项目）须经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会员单位或德国品

牌设计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和调查员提名，以及未获提名的参

赛作品（项目），但至少归属以下类别之一的参赛作品（项目）

可参加竞赛： 

美容与保健•药房产品•电子商务•电动交通技术•娱乐电子•时

尚•食品与饮料•园艺与工具•暖通与卫浴•家用电器•室内与家

居•儿童与玩具•厨房•休闲与手工艺品•照明•奢侈品•医疗与健

康•办公与文具•公共空间•智能家居•交通，旅行。体育与户外

用品•设计思维 

仅限五年内市场发布或发表的此类项目可以参赛。德国品牌设

计委员会提出要求时，参赛者应为此提交合适证明。 

参赛登记数量不限。每项作品可以同时报名最多三个类别与一

个附加类别参赛。 

  

3. 评审 

独立专家评审团将决定比赛的获胜者。评审团由来自工业、科

学、机构和金融界的代表组成。 获胜项目应在以下方面脱颖而

出： 

用户收益•创新策略•社会、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功能性和可操

作性•协同效应•成本效益•能源和资源使用的考虑•地点与就业 

 

 

   

 

 

潜力•长寿与品质•总体概念•市场成熟度、技术质量与功能 •

技术进步•可持续性 

上述标准不是评委会评估的优先顺序。评审团裁决结果将以书

面形式确认评估结果。任何法律追索都被排除在外。 

如果已发布的项目未在指定期限内交付给评审会，则评审团保留

权利使用 mdc.german-design-council.de（参见第 4.1节）注册

时发布的项目数据进行评估。评审团基于此信息的决定也是有效

的。 

在评审会中，评审团有权更改申请作品的评奖类别。 

 

4. 项目报名、提交和保险 

4.1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将书面邀请项目报名者参加竞赛。每

位参赛者将在邮件邀请函中获得个人密码及登录账号，项目获

得提名的情况下，每个提名项目会获得一个项目 ID号。所有项

目均可在 https://mdc.german-design-council.de 网页的个人

登录区域报名。在批准项目细节后，以及阅读和确认竞赛的通

用条款和条件后，项目可进行在线报名。项目报名具有法律约

束力，并将引起全额缴纳相应费用和成本的义务。如果在注册

之日起 14天内向 gia@german-design-council.de 发出书面取

消报名通知，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将允许免费取消报名（未能

成功向评审团发送或提供材料不被视作取消报名）。在 14天的

期限到期后，第 6节中列举的参赛费不可退还，参赛者撤回报

名的权利失效。 

参赛者被授权进行申请程序。双方的合约行为完全以数字文件

格式完成，不交换书面文本。 

原则上，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保留在内部审核后不允许非提名

项目参加比赛的权利。非提名作品的参赛者将收到审核结果的

书面通知。收到拒绝通知的情况下，参赛者与德国品牌设计委

员会之间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废除。在此情况下，不再向参赛

者收取成本及报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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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名项目在报名时，参赛者有权在缴纳本通用条款和条件第

6条中列举的费用后获得“被提名标志使用权与证书”并立即

使用。非提名项目报名时，参赛者有权在缴纳相应费用后获得

“被提名标志使用权与证书”，不过是在报名项目被审核通过

并获得正面肯定答复后才能获得使用该“被提名标志使用权与

证书”的内容。该“被提名标志使用权与证书”使参赛者有权

自预定之日起三年内将“2020年度被提名»Nominee 2020«”标

签用于报名项目，进行企业宣传，并有权订购其他有偿市场推

广服务。 

参赛者及报名项目的数据将依据立法者的隐私法规处理。德国

品牌设计委员会对不正确或错误的信息不承担任何责任。 

4.2 参赛者可以向评审会提交参赛作品数字媒体演示。所有作

品必须使用所提供的项目 ID号进行标记，交付时必须标注在醒

目位置。无标记项目的丢失和/或不允许参评引起的费用由参赛

者自己承担。是否正确标注的取证责任由参赛者承担。 

4.3 因报名参赛项目的运抵交货与搬迁所引起的运输费用及运

输一切险由参赛者承担。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承诺在收到项目

后立即将任何可见的运输损坏通知报名者。对从境外发货的项

目，参赛者应自行承担所有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海关清关费用。

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对于项目在报名递交期间损毁、被盗和/

或损坏不承担任何责任。参赛者报名前应购买所有必要的保险。 

4.4应使用回寄时可重复利用的适合安全运输的包装发送项目。

如果不是这样，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对回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

损失概不负责。 

4.5 参赛者应在指定期限内领取项目。提货者必须携带相关身

份证明并能提供待提项目的项目 ID 号。物流或快递服务的取

件人必须能提供含有待提项目的项目 ID 号的参赛人发货指令。

否则，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保留不交出产品的权利。若在注册

登记文件中规定时间段内作品未被参赛者领回，在截止日期后

存储最多两周（人民币 440 元/项目/天， 加上任何特殊运输 

 

 

 

 

 
费用）之后由参赛者承担处置清除费用（人民币 440 元/项目加

上任何额外处置费用）后予以处置。 

货代或物流公司的所有交货必须在大楼的底层完成。德国品牌

设计委员会不提供装载坡道。如果交货人无法独立卸货并需要

辅助材料（叉车、搬运车等）进行卸货，则客户（参赛者）接

受因额外工作而引起的费用，此费用将在评审会结束后向参赛

者收取。照明类别项目必须在评审会上正常运转使用，带德国

欧式插头并适用于 230伏电压。如果为了配合评审会展示需要

产生了工作（例如更换插头，电流变压器等），参赛者需承担

因此可能产生的任何成本费用。该成本费用将在评审会结束后

向参赛者收取。 

评审会后 S 小型项目产品可根据参赛者要求在欧盟境内有偿

直邮给参赛者，为此，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对每个项目收取人

民币 880 元费用（外加邮费和包装材料费）。参赛者需回寄

中型、大型或超大型号 M, L or XL 的项目以及回寄至欧盟以外

地区的，可以经由一家受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委托的货代公司

提供单独的发货报价。货代公司必须在评审会前收到单独的发

货订单。若未要求单独发货，则按照报名文件中规定的期限执

行。  

在自行组装完成后，参赛者应将所有的包装材料带走。这些包

装材料可临时存放在法兰克福展会中心，直到拆卸时为止。将

按照每立方米人民币 330 元标准向参赛者收费。 

4.6 如果委托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组装散装拆卸状态下的产品，

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将根据以下规定承担责任。报名者承诺提

供适当的德文或英文安装说明书。这同样适用于拆卸项目以进

行回程运输。 除非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其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被控故意或重大过失，否则不承担因项目损失或损坏引起的责

任；不论同一报名者提交的项目数量如何，德国品牌设计委员

会的过失行为责任上限为 12,000 元人民币。 

4.7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建议参赛者购买所有必要的保险。 

4.8如果参赛者在线注册竞赛报名时选择提交演示图表时确认

使用印刷服务，在线报名注册成功完成后，必须在指定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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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打印（PDF格式）数据。截止日期后提交的打印数据将不

予考虑。 

参赛报名费之外的可选印刷服务费用(2,500元人民币/项目，

含增值税)与参赛报名费一起开具发票收取费用。该印刷服务包

括印刷和制作演示图表以及交付评审会。参赛者将收到这些费

用的发票。评审会后的项目发货费用不包含在本印刷费用内。 

4.9对企业注册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申请人，德国品牌

设计委员会的业务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报名申请服务，项目处

理服务，开具发票和收款）（详见下文第 12节）将由其全资子

公司德色（上海）品牌设计有限公司全权办理。 

 

5. 事故预防 

如果项目可使用或在展出及演示时处于可运行状态，它们必须

符合德国法律和行业协会的规定，尤其是事故预防规定，必须

配备德国法律规定的保护装置。对于因安装物体造成的任何损

害，仅由参赛者承担任何责任。此外，参赛者必须就因第三方

损失引起的任何索赔没有限制的赔偿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 

在评审会期间发生的任何损坏必须在一周内立即报告给德国品

牌设计委员会。必须提供损坏描述及损坏的图示记录。 

 

6. 费用及成本 

6.1报名费用及成本 

报名费用 

单个项目报名费* ¥4,300 

2019年 12月 6日之前完成报名单个

项目报名费* 
¥3,850 

可选(Optional)被提名标志使用与证

书费** 
¥21,500 

*如果一个项目报名多个类别，只收取一次报名费。 

 

 

 

 

 

**对于未获提名项目，仅可在报名项目通过审核完成提名后方

可预订该提名标志使用与证书费。 

报名成本 

6.2 支付  

参赛者将在报名时收到费用及成本的付款通知书和发票。所有

价格根据单个项目报名且含法定增值税。如果没有按时全额收

到费用付款到账，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保留权益不向评审会递

交该报名项目。2020 年 1 月 31 日以后递交报名的，在报名

费之外加收 人民币 1,500 元的延迟预订费。 

6.3获奖者的服务费用/成本 

获奖者服务费 

特别表彰奖* ¥35,000 

优胜奖** ¥38,000 

金奖*** ¥49,000 

获奖者有权在颁奖之日起的三年内无限制使用“特别表彰奖”、

“优胜奖”和“金奖”标签。 

*包含收录获奖目录(单页)，在线画廊展出以及 2个个性化证书

和随附的公关推广。 

**包含收录获奖目录(单页)，在线画廊展出以及 2个个性化证

书和随附的公关推广。 

***包含收录获奖目录(双页)，在线画廊展出以及 2个个性化证

书、高质量的奖杯和随附的公关推广。 

6.4支付 

参赛者将收到获奖者服务费用及成本的发票。所有价格根据单

个项目报名且含法定增值税。获奖情况下排除选择/拒绝使用获

奖者服务情形。颁奖典礼前，获奖者必须全额缴清获奖者服务

费/成本。如果获奖者服务费/成本没有按时全额缴清并在德国 

 

 

评审会项目电子资料提交手续费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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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设计委员会到账，则不予颁奖。如果获奖者服务费/成本未

按时到账，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有权要求额外的损失赔偿。 

即使项目未以实物、电子版或演示图表形式提交，德国品牌设

计委员会保留将参赛者在线报名时提交的图片交给评审团的权

利。在这种情况下，该项目也可以获得相应奖项，并须支付所

有产生的相关费用。 

由于经济原因无法承担获奖者服务费/成本的公司可以在合理

的情况下申请免除这些费用。报名费/成本、可选被提名标志使

用与证书费以及其他可选服务不可免除。参赛者必须在合适的

时间内提交费用免除申请。费用免除申请表可在个人登录区下

载。 

6.5非法使用被提名者服务的合同处罚 

如果参赛者在没有获得提名的情况下使用可选被提名标志使用

与证书费中的内容，或对外宣传被提名，每个侵权案件都要支

付 110,000.00元人民币的合同处罚。 

 

7. 出版物 

7.1为了记录奖项竞赛，将以目录和在线画廊的形式出版获奖

者目录。参赛者承担根据要求再次为展览会提供该项目展品的

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与第 4和第 5节中列出的项目交付和取

走以及责任和保险条款同样适用。 

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负责展览会的设计及在展览中项目的陈列。

由于展览场地有限，每个获奖项目仅可在展览中放置一份样本。 

7.2若获奖者服务费/成本(请见第 6.3条)未在期限内支付，则

获奖者无权要求将其收录在获奖者目录中。获奖者目录中页面

的图形外观应符合目录的整体排版，并且由德国品牌设计委员

会根据参赛者提供的图片和文本模板进行设计。参赛者没有权

利干涉相应页面的设计和排版。 

7.3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仅在第 4.6条规定的范围内对故意或

重大过失的页面设计错误承担责任。因印刷原因部分或全部收

录的内容无法辨认或者不完整，参赛者有权根据收录内容受影 

 

 

 

 

响的程度要求减免费用，或更换没有问题的新版。获奖者服务

费/成本概不退还。 

7.4在获奖者目录出版之前，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要求参赛者确

认并同意文字和/或图像资料。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未收到授权确

认，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将根据上述第 4节使用参赛者在线报

名时上传的文字和/或图像。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基于统一、客

观合理的原则而保留权利，因其技术形式或其来源的原因，而

拒绝接受收录获奖者目录的订单；这同样适用于当内容违反法

律或官方管理条例的规定，或者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认为不合

理。如果参赛者原因造成了被拒绝收录获奖者目录，由此产生

的成本，必须由参赛者支付给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排除任何

损失赔偿要求。此外，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根据第 4.6条的规

定承担责任。获奖者将免费获得一份获奖者目录(每位参赛者一

份)，即使是获得多个奖项。 

 

8. 工业知识产权 

8.1禁止侵权(商标、品牌、实用新型专利、专利或类似)的项目

参加比赛。每位参赛者都应详细告知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递

交项目是否涉及未了结的任何法律程序(申请项目相关的竞争、

专利、商标或版权纠纷)。因违反本条件而产生的损害，特别是

第三方索赔仅由参赛者承担责任。参赛者在首次要求时赔偿德

国品牌设计委员会所受的所有索赔。 

8.2参与比赛的报名项目的版权(照片、影片和文本)始终属于相

应参赛者。参赛者授予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在比赛和出版及与

此相关的服务中的使用权。参赛者尤其应确保拥有相应的使用

权(例如照片)。参赛者应对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因违反（可能

不充分的）使用权而遭受的所有损害承担独家全部责任，并在

首次要求时赔偿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所受的所有索赔。参赛者

没有资格收取使用费。 

8.3受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委托在活动中拍摄的照片及视频，德

国品牌设计委员会仅将其用于记录、报道和宣传目的。参赛者

通过报名就对该使用表示同意。同意意见可随时撤销，没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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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要求(例如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

presse@german-design-council.de 或以书面形式联系德国品

牌设计委员会)。 

 
9. 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的责任 

如果获奖者目录，在线画廊展示或展览会因不可抗力，无法完

全或按时进行，参赛者无权因此产生任何权利要求。在所有其

他情况下，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遵照第 4.6条的规定承担责任。 

 

10. 可分割性条款 

如果通用条款和条件的单一规定无效或不可执行，或在合同订

立后无效或不可执行，不影响合同其他约定的效力。应使用对

合约双方追求的经济目标最接近的有效和可执行的规定，替代

无效或不可执行的规定。上述规定同样适用于合同条款确认不

完整的情形。 

 

11. 确认和司法管辖地 

参赛者按照上文第 4条中的描述报名之际，即确认已阅读并理

解本通用条款和条件。对本通用条款和条件的确认，是最晚通

过确认报名成功得以记录。只有在之前确认了本通用条款和条

件的情况下，才能够成功完成报名。参赛者确认文件同意他本

人已经阅读、理解并接受本通用条款和条件。基于通用条款和

条件开展的比赛不针对消费者。报名者借此表明同意其项目参

与竞赛。 

本合同的履行地点和司法管辖地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

与商人、公共法法人或公共法特殊基金的商业往来中出现诉讼

行为时，司法管辖地是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2. 组织 

关于奖项竞赛营业地址和问询联系地址: 

Rat für Formgebung Medien GmbH 
Messeturm 
Friedrich-Ebert-Anlage 49 
60327 Frankfurt am Main 
T .49 (0)69 24 74 48-645 
F .49 (0)69 24 74 48-700 
gia@german-design-council.de 
 

位于中国的竞赛报名地址： 

上海德意志工商中心有限公司 2幢 1号楼 612B室 

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科苑路 88号 

201203上海中国 

电话:+86(0)21-68900658 

info-cn@german-design-counci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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