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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出行的未来正在实现新的生活方式和可持续性发展意识的
不断提升，对明天的移动出行提出了新的要求。 
     ABC Awards ABC奖是涵盖移动出行各领域独特的国际
设计和行业奖项。独立的专家评审团队评选出在移动出行领域的杰出产
品、项目和品牌，商业和个性化运输方面品牌营销最佳实践和突破性的
创新。ABC奖为我们面临的设计和技术挑战找到答案。

       ABC Awards ABC奖 是设计未来移动出行方式的
强大舞台和重要论坛。为设计师、行业决策者和企业提供了合作网络，
为获奖者供了多媒体平台。无限使用获奖标志和定制媒体概念可确保获
奖者获得广泛的尊重和媒体关注。

ABC Award –   
The world of mobility
ABC奖–
移动出行设计奖



移动出行领域决策者的中央论坛。
获奖者、评审团成员和潮流引领者在颁奖典礼上建立联系。



05 '

       为一流的移动出行开拓者设立的奖项 ABC奖旨在奖励为移动出行
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他们让卓越设计质量成为国际关注焦点：创新的微移动
出行和移动出行4.0的设计师和开发者，来自汽车、运输行业及供应商代表，
领先的设计和品牌事务所都来参与。ABC奖涵盖领域从电动滑板车到航空出租
车，从四轮ATV到低车架卡车。

主办方

      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German Design Council 是2022 ABC奖
主办方，它是设计、品牌管理和创新领域世界领先的传播与知识转化中心。德
国品牌设计委员会于1953年在德国联邦议院倡议下成立，致力于推动充满活
力和前瞻性的企业，以设计为引擎，实现强大的竞争力。

目标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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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奖为您在移动出行行业提供极佳论坛，提高知名度，展示设计和品牌的成功。

成为ABC奖独特网络的一员！
获奖者、评审团成员以及来自企业、政治和媒体人士组成了独特的移动出行专家网络：
与移动出行行业更多的名人建立新的联系。

使用获奖标志宣传成功
我们为您提供获奖标志和文字模板，以便您在公司官网、微信等数字自媒体、展会、签
名、印刷品、包装盒和广告多种渠道宣传。

#

#

获奖者权益



获奖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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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颁奖典礼的舞台庆祝您的成功
作为获奖者，您将获邀参加颁奖典礼两张入场券。活动期间，将对特殊类别的获奖者进
行表彰，并在台上颁发»年度品牌经理人Brand Manager of the Year«。

得益于大范围的公关和社交媒体宣传
有关该奖项的新闻均发布在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的具有出色图像材料的社交媒体帐户。
这意味着可以转发并与其他用户一起产生有价值的反向链接和关注。评审团会议和颁
奖典礼我们都会补充报道，并在LinkedIn，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等网络上发
送。

为您的奖项提供独家视频剪辑 
所有获奖者都会收到用于简要介绍获奖项目或品牌的单独剪辑。这些都是为
LinkedIn，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格式定制。

照片墙前拍摄获奖照片
获奖者（»特别类别奖Special Category«及»至尊奖Best of Best«）可以在颁奖典礼上拍
摄专业获奖照片。这些照片在颁奖典礼晚会上供直接下载，可用于您的新闻发布和社交
媒体活动。

手捧奖杯的辉煌
»特别类别奖Special Category«及»至尊奖Best of Best«得主获得奖杯。在公司展厅陈列
奖杯，确实是一个亮点。

#

#

#

#

#



为了您的成功而宣传推广
将奖项用作宣传活动，并就您的项目与您的主要媒体取得联系。您可以从我们的营销措
施中受益。此外，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文本模块来传达您的成功。 

评审评语
评审团为»特别奖Special Categories«及»至尊奖Best of Best«获奖者提供提纲挈领的评
审评语，将在在线展厅及颁奖典礼产品展览中发布，获奖者可用来宣传获奖作品。

在线展厅永久展示 

我们在线展厅展示获奖作品，网址为www.abc-award.com/the-winners/gallery，并提
供反向链接获奖企业网站。获奖作品在此获持续展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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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权益

http://www.abc-award.com/the-winners/gallery


获奖证书让您与众不同
我们提供配高质量相框的两份获奖证书。您可以在颁奖典礼上亲自接收，或者我们在颁
奖典礼后邮寄给您。

市场推广服务用品 

获奖者有权订购我们的市场推广服务用品，如亚克力玻璃获奖证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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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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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类别

       以下类别项目均可参赛ABC奖2022。每个公司提交的参赛作品无
数量限制。同一个产品可报名不同的奖项类别。同一个项目可在几个
类别中获奖。 

视觉传达Communication

品牌设计Brand Design

公司品牌设计Corporate Design，企业设计战略Corporate Design Strategies，重新
发布Relaunches，LOGO设计Logos，字体排版Typography，色彩概念Colour Con-
cepts，等

营销活动Campaign

营销活动Marketing Campaigns，电视广告Television Advertisements，推广电影
Advertisement Films，纸质广告Print Advertisements，传单Flyers，海报Posters，
目录Catalogues，小册子Brochures，邮件Mailings，等

企业出版Corporate Publishing

书籍Books，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s，企业形象片电影Corporate Identity Films，
品牌杂志Brand Magazines，杂志Publications，日历Calendars，服务手册Service 
Books，等

数字媒体Digital

应用程序APP，网站Websites，微型网站Microsites，社交媒体Social Media，预告片
Trailers，线上发表作品Online Publications，电子期刊Newsletters，网页特色Web 
Specials，电子广告Digital Advertisements，等

公司建筑与室内Architecture

公司建筑Corporate Architecture，博物馆Museums，展会Trade Show Exhibiti-
ons，艺术展Art Exhibitions，展厅/概念店Showrooms / Concept Stores，展示系统
Presentation Systems，等

活动Events

消费者活动Customer Events，路演Roadshows，员工活动Employee Events，激励
Incentives，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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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类别

运输工具Transportation

公共运输Public
航空出租车Air Taxis，巴士车Buses，火车Rail，船舶Watercraft，飞机Aircraft，直升机
Helicopters，内饰Interiors，概念Concepts，充电设施Charging Points，等

个性化交通工具Individual
汽车Automotive（豪华车外饰premium exteriors，经济型车外饰volume exteriors，豪华车
内饰premium interiors，经济型车内饰volume interiors，概念concepts，零配件parts and 
accessories）

自行车Bicycles（自行车bike，电动自行车和电动车electric and pedelec，轮椅wheel，载货
自行车cargo bicycles，概念concepts，零配件parts  
and accessories，自行车部件bicycle components，数字解决方案digital solutions）

摩托车Motorcycle（摩托车classic motorcycles，电动车mopeds，滑板车scooters，四轮摩
托车quads，概念concepts，零配件parts and accessories）

微移动出行Micromobility（电动滑板车electric scooters，电动微型汽车electric microcars，
悬浮滑板hoverboards，单轮摩托车monowheels，电动滑板electric skateboards，等）

露营车Camping Vehicles（房车motorhomes，大篷车caravans，探险车expedition vehic-
les，露营车camper vans，露营卡车camper trucks，可拆卸车厢demountables，等）

商用车Commercial
卡车Lorries，叉车Forklifts，自卸车Dumpers，农业机械 Agricultural Machinery，概念车
Concepts，等

移动出行和创新Mobility and innovation

架构Structure
共享出行Shared Mobility，3D出行3D Mobility，智能物流Intelligent Logistics，创新运输基
础设施Innovative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联运Intermodal Transport，运输安全Trans-
port Safety，等

智能和数字化Smart and Digital
按需移动出行On-demand Mobility，自动化Automation，连接性Connectivity，辅助驾驶系
统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等

转型/跨学科领域Transformation / Transdisciplinary
移动出行与健康Mobility and Health，智慧城市Smart Cities，交通研究Transport Re-
search，创新发送机概念 Innovative Engine Concepts，城市移动性Urban Mobilit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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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创新奖
奖励创新性品牌和技术概念，以及其
在设计中的一贯运用

特别类别

年度团队奖
奖励年度设计团队，做出了具有创新
性和持续性的品牌设计

年度品牌奖
奖励整体和有效的品牌展示

年度机构奖
奖励在开发和实施品牌相关措施方面
取得突出成绩的机构



早鸟价截止日

报名截止日

评审会

评审结果通知

颁奖典礼

2022年4月14日

2022年5月20日

2022年6月1日

2022年6月中旬

2022年秋季

13 '

日期和截止日



    CAKE成立的使命是激励和促进加速实现零排放社会的
旅程，将刺激和责任相结合。我们的车辆具有高度的灵活性
和耐用性，在许多对交通构成挑战的领域，对创新和可持续
发展产生了共鸣。 
        交通领域的至尊奖证实了我们的志向。

    我们在未来主题方面所拥有的一切都反映
在移动通信中。
     这就是这个奖项的意义所在。 

Stefan  
Ytterborn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CAKE

Frank-Michael  
Schmidt

CEO Scholz & Friends 
Group GmbH 

“

„



Hannes  
Neupert
总经理 
MD ExtraEnergy  
Service GmbH  
& Co. KG, Tanna

Andrea Lipp -All-
rutz教授
罗伊特林根交通内饰
设计院副院长，
罗伊特林根

Hans  
Meier-Kortwig
GMK Markenbera-
tung创始人， 
科隆

15 '

Christian  
Zanzotti
ZANZOTTI  
INDUSTRIAL DE-
SIGN创始人，
慕尼黑

Ioana  
Freise
负责人 
Cities Germany  
TIER Mobility,  
柏林

评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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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奖的获胜者都是由一个独立的专家评审团选出。该评审团由
来自媒体、设计、品牌传播、大学和学术界等领域的代表组成。

获胜者
评审团会从每个比赛类别中分别选取»优胜奖Winner«、»特别表彰奖Special Men-
tion«，对于有突出成就者颁发»至尊奖Best of Best«。评审团可投票决定，对参赛
作品进行重新分类，划归到与报名者选择不同的类别。

评审团还会给在当年成功推动某品牌的公司和机构授予“特别类别奖”»Special 
categories«。

另外，代表公司品牌和设计做出了突出成就的个人，评审团会授予“年度品牌经
理人”»Brand Manager of the Year«的荣誉奖。

我们为国际汽车品牌大赛ABC所有获胜者提供把获胜作品/项目提交报名参赛2023
年德国设计奖的机会。
 
评审标准
→ 综合概念
→ 产品美学
→ 个性
→ 功能性
→ 设计质量
→ 创新
→ 可持续性
→ 一致性
→ 未来生存能力

 
评审结果
您将收到评审团的书面结果，评审团的评审结果为最终结果。

评审



    studiokurbos是一家由业主管理的独立设计工作室，
位于斯图加特和上海。作为一个跨学科的设计合作伙伴，
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品牌和市场创造流动性、产品和用户体
验。 
       获得 "2021年年度团队 "奖，对我们公司和整个团队来
说是一个特殊的荣誉和褒奖。

Andreas  
Kurbos

首席执行官 
studiokurbos GmbH

“

„

       设计创造非凡！设计创造品牌。
       我们工作的核心是感官清晰作为现代奢
华的表达，因为这正是我们品牌哲学的核心–
智力和情感的两极分化。

Gorden  
Wagener

首席设计师
戴姆勒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表彰奖« »优胜奖« »至尊奖« »特别类别奖« 
 
  标志    

  获奖证书     

  在线展厅     

  营销服务     

  新：社交媒体展示     

  单独剪辑      

  公共关系     

  交流工具    

  颁奖典礼     

  新闻照片     

  奖杯     

  评审评语      

 

 ¥ 23,000 * ¥ 26,000 * ¥ 32,000 * ¥ 53,000 *

+

+ +

+ + ++

+ ++ +++

+

+

* 人民币含税价
在获奖的情况下，获奖服务费适用于相应的获奖服务包。不能选择/部分放弃权益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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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每个奖项提供全面的获奖权益。在这里，你会发现根据不同奖项的获奖权
益。

获奖服务包&服务费



要求
仅限五年内市场发布或公开的活动可以参赛。每个公司提交的参赛作品无数量限制。 

报名参赛
网上报名参加2022 ABC奖的网址：

My Design Council

 
您须在线填写参赛作品信息并在完成后确认报名。报名成功后，您会收到参赛确认
函及更多信息。

报名参赛流程须填写以下的信息：

→ 项目名称
→ 项目描述（德文和英文，最多500个字符）
→ 网址，市场发布日
→ 设计师/建筑师/开发商/事务所和制造厂家/客户/承包商
→ 奖项类别和附加类别
→ 发票地址
→ 上传图片（最多5张图片。格式要求：JPG文件, 300 dpi, DinA5, CMYK, 单个
文件最大不超过10MB)

有关报名参赛费信息，请参见第20页。如果参赛作品获奖，则获奖者须缴纳获奖
服务费。
获奖服务费信息，请参见第21至23页。

报名参赛
19 '

https://mdc.force.com/MyDesignCouncil/s/login/


* 人民币含税价

20 '

报名费用

单个项目报名费 – 早鸟

单个项目报名费 – 2022年4月14日后

4,200 ¥*

4,800 ¥*



标志

视频剪辑

社交媒体广告

在线展厅

获奖证书

颁奖典礼

公共关系

在宣传资料无限制地使用»特别表彰奖Special Mention«
标志

介绍项目/品牌的短片，用于社交媒体

在Facebook或Instagram上有针对性的广告，并带有反
向链接 

展示获奖项目，内容含短文介绍、图片、联系方式和企
业反向链接

颁发两份个性化获奖证书

参加颁奖典礼和晚宴

基础公关活动和社交媒体剪报

23,000 CNY*

* 人民币含税价

特别表彰奖服务费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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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视频剪辑

社交媒体广告

在线展厅

获奖证书

颁奖典礼

公共关系

在宣传资料无限制地使用»优胜奖Winner«标志

介绍项目/品牌的短片，用于社交媒体

在Facebook或Instagram上有针对性的广告，并带有反
向链接 

展示获奖项目，内容含短文介绍、图片、联系方式和企
业反向链接

颁发两份个性化获奖证书

参加颁奖典礼和晚宴

基础公关活动和社交媒体剪报

26,000 CNY*

* 人民币含税价

优胜奖服务费



* 人民币含税价

至尊奖服务费

标志

视频剪辑

社交媒体广告

在线展厅

获奖证书

奖杯

颁奖典礼

公共关系

在宣传资料无限制地使用»至尊奖Best of Best«标志

介绍项目/品牌的短片，用于社交媒体

在Facebook或Instagram上有针对性的广告，并带有反
向链接

展示获奖项目，内容含短文介绍、图片、联系方式和企
业反向链接

颁发两份个性化获奖证书

颁发奖杯

参加颁奖典礼和晚宴，现场由摄影师拍照

广泛的公关活动，社交媒体剪报和社交媒体活动

32,000 CNY*

23 '



* 人民币含税价

特别类别奖服务费

标志

视频剪辑

在线展厅

获奖证书

奖杯

颁奖典礼

公共关系

在宣传资料无限制地使用»特别类别奖Special Categoryt«
标志

介绍项目/品牌的短片，用于社交媒体

展示获奖项目，内容含短文介绍、图片、联系方式和企
业反向链接

颁发两份个性化获奖证书

颁发奖杯

参加颁奖典礼和晚宴并上台演讲，现场由摄影师拍照

广泛的公关活动，社交媒体剪报和社交媒体活动

53,000 CNY*

24 '



与移动出行领域决策者会面。

与来自企业、政治和媒体的决策者建立联系。



关于提交参赛作品内容的详细指导，可参见您的个人账户页面 
 

My Design Council 

或ABC奖的主页 
 

www.abc-award.com

请遵守这些页面上列出的要求，因为它们确保保持中立和精确的可比性，让您以

最佳方式展示您提交的作品。

资助计划 

 

如果小企业、自由职业者、初创公司在报名时提出申请，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将

提供他们免收获奖服务费的机会。申请条件是公司必须过去两年中每年总收入不

超过人民币40万元。德国品牌设计委员会在对申请公司进行详细的财务状况调查

之后才批准申请。

您的申请必须在2022年5月6日之前由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收到。您可以在»My 
Design Council«个人登录区域中找到资金申请表。

提交参赛作品
26 '

https://mdc.force.com/MyDesignCouncil/s/login/
https://mdc.force.com/MyDesignCouncil/s/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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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信息

Rat für Formgebung Service GmbH(German Design Council，以下称中

文名：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每年都会举办“国际汽车品牌大赛

ABC"。该竞赛是由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组织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澳门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指定和授权德色（

上海）品牌设计有限公司负责奖项的报名申请服务、项目处理服务、

开具发票和收款等服务。

以下通用条款和条件构成了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和竞赛注册人（或

报名人）之间参加2022年国际汽车品牌大赛ABC（竞赛）的排他性合

同基础。该合同关系不影响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委托收款等权利的

行使。除非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与竞赛报名人达成一致，否则竞赛

报名人不得单方否认本通用条款和条件。

2.参赛条件

可划分到下列任一类的作品（项目）允许参赛：

传播

品牌设计、广告活动、企业出版、数字、建筑、活动

交通运输

商用车、公共交通、个性化交通工具

移动出行和创新性

架构、智能与数字化、转型/跨学科领域

仅限五年内市场发布或公开的项目可以参赛。竞赛报名者应德国品牌与

设计委员会的要求，必须提供适当的证明。

每个公司提交的参赛作品（项目）无数量限制。同一个作品（项目）可

报名不同的奖项类别。

3.项目的报名、提交和保险

3.1 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将向竞赛报名人发出书面参赛邀请，邮件

中包含给竞赛报名者的个人密码和登录名。所有项目都可以在MDC系
统的个人登录区注册参赛。在批准项目详细信息，阅读并确认奖项的

通用条款和条件后，可在线报名项目。

竞赛报名人的线上报名行为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竞赛报名人有义务

按照本条款的第6节之约定全额支付全部的相关费用和成本（包括报名

费用/成本、获奖者的服务费用/成本）。如果在报名之日起14天内将

取消书面通知发送至abc@gdc.de，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将允许免费

取消报名。（未能成功向评审团发送取消书面通知或交货报名材料，

不能被视作取消报名）。14天期限届满后，第6节中指定的报名费将不

再退还，且报名者也不允许单方退出评奖或解除服务关系。

竞赛报名人有权执行报名过程。本合同双方仅以数字形式订立，不以

书面形式交换。

如若获奖，竞赛报名者报名项目的详细信息将用于新闻发布和在线展

览，并根据立法者的隐私条例进行处理。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对不

正确或错误的信息不承担任何责任。

3.2 评审环节，竞赛报名者可在网上报名时上传图片和文字资料，也

可提交获奖项目的原创产品、演示图或模型。资料可通过下载链接（

如Wetransfer/Dropbox等）提供。

如果报名时德语或英语项目文本尚不具备，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将

提供翻译服务，但对内容准确性不承担任何责任。

所有项目和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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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

者自己承担。是否正确标注的取证责任由竞赛报名者承担。

送货和收货的类型取决于报名人注册时的选择。

3.3 报名项目的交付和移除的成本和所有运输风险应全部由竞赛报名者

承担。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承诺在收到项目后立即将任何可见的运输

损坏通知竞赛报名者。对于从国外交付的项目，竞赛报名者必须自费办

理所有必要的海关清关程序。在项目提交期间，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

对破坏、盗窃和/或损坏不承担任何责任。报名人在报名前必须购买作

品（项目）运输所有必需的保险

所有承运人和/或送货公司的送货必须在地面进行。不提供装卸坡道。

如果供应商不能独立卸货，需要辅助材料（叉车、托盘车或类似的）进

行卸货，客户（竞赛报名者）接受额外工作所产生的任何费用。该费用

将在评审会后向竞赛报名者开具发票。如果评委会议上的演示需要额外

的工作（如更换插头、电流互感器等），竞赛报名者须接受任何可能产

生的费用。这些费用将在评审会结束后向竞赛报名者收取。

3.4 项目必须以包装形式交付，包装可重复用于退货，可确保安全运输。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对回程运输期间造成的任何损

坏不承担任何责任。 

3.5 竞赛报名者必须在指定期限内领取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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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竞赛报名者发货指令。否

则，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保留不交出产品的权利。在报名文件中指

定的截止日期之前竞赛报名者尚未领取的项目将被允许收费再存放十

个工作日。存放收费标准为：40.00欧元/天/项目，外加任何特殊运输

费用。之后由竞赛报名者承担费用被处置（每个项目40欧元，外加任

何额外的处置费用）。

竞赛报名者需要货物返还，可以通过由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指定的

货代公司以单独运输的方式向非欧盟国家返还，并报价确认费用。单

个发货订单必须在评审团会议之前到达货代。如果没有说明交货日

期，则适用于报名文件中规定的期限。

自行组装后，竞赛报名者必须带走所有包装材料。在拆卸之前，可以

将这些材料暂时存放在法兰克福展览中心。竞赛报名者将被收取每立

方米60.00欧元的统一费用。

3.6 如果报名人委托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组装散装拆卸状态下的产

品，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将根据以下规定承担责任：竞赛报名者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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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德国品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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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的过失行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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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为1,500欧元。

除非有订单，否则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对组装和/或拆卸过程中产生

的任何损害不承担责任。如果项目是以拆解的方式交付的，而德国品

牌与设计委员会没有下达组装的订单，则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有权

组装该项目，但对组装或拆解过程中产生的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3.7 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建议竞赛报名者购买包括运输险在内的所

有必要的保险。

3.8 如果竞赛报名者通过在线报名时选择预订打印服务提供演示图的服

务，PDF格式可打印的数据必须在成功在线批准后的指定期限内上传。

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的PDF打印数据将不予考虑。为了进行评估，数据

将从MDC系统中获取（请见第3.1节）。

可选择预订的印刷服务费（请见第6节）将开具发票。打印服务内容

包括印刷和制作演示图（A2尺寸，最多2张或4张）以及交付陪审团会

议。评审团会议后不能退回打印演示图。除非竞赛报名者另有通知，

否则演示图将在评审会结束后被处理。

3.9 对企业注册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台湾地区、澳门、香港的

竞赛报名者，德国品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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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发票和代理收款）将由其全资子公司德色

（上海）品牌设计有限公司全权办理，德色（上海）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就该等费用针对竞赛报名者拥有相应债权。（详情请见以下的第12节内

容）。

4.事故预防

如果项目可使用或在展示或演示中处在运营状态下，它们必须遵守

德国的法律和行业协会法规，特别是事故预防法规，并必须提供法

律规定的保护措施。对于因安装的物体造成的任何损坏，竞赛报名

者应承担全部责任。竞赛报名者还须赔偿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

但不限于第三方提出的任何损害赔偿要求。

评审团会议期间发生的任何损坏必须在一周之内立即报告到德国品

牌与设计委员会。损坏说明和损坏图片文档必须包括在内。

5.评审

独立专家评审团将决定奖项的获胜者。评审团由来自媒体、设计、品

牌传播以及大学和学会的代表组成。获胜项目原则上应在以下方面脱

颖而出：

总体理念，美学，个性，功能性，设计质量，创新性，可持续性，连

续性，未来的生存能力。

上述标准不是评审团的优先顺序或评估标准。评审团裁决结果将以书

面形式确认评估结果。该评审具有独立性和客观性，任何相关法律追

索都被排除在外。

如果已确认报名的项目因交货原因未在指定时间内提交到评审会，评

审团保留根据来自»My Design Council« (MDC)（请参照3.1节）上由竞赛

报名者注册的数据进行评审。评审团根据来自MDC信息做出的决定也

是有效的。

评审会上评审团有权改变竞赛报名者报名时选择的奖项类别。

6.费用/成本

6.1 报名费用

每个项目的报名费* 人民币4,800元

2022年4月14日前，每个项目的报名费* 人民币4,200元

 
* 如果一个项目在几个类别中登记，则报名费仅需支付一次。

 
可选择预订的打印服务费

最多2张演示图（A2尺寸） 人民币1,900元

最多4张演示图（A2尺寸） 人民币2,600元

 

6.2 支付

竞赛报名者将在报名成功后收到费用及成本的付款通知书和发票。在

注册过程中可以用信用卡付款；信用卡付款过程中的数据处理是由支

付处理商Stripe, Inc.进行的，其一般条款和条件(www.stripe.com)适
用。来自（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外）的第三公司有义务提供一

份企业营业执照等公司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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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保留权

益不向评审会递交该报名项目。

竞赛报名者通过有效的注册，视为接受本通用条款和条款之约定，竞

赛报名者有义务支付费用和成本。不支付注册费不会导致取消注册或

终止注册；因此，所签订的合同义务仍然有效。

6.3 获奖服务费/费用

获奖服务费

 特别表彰奖 人民币23,000元

 优胜奖 人民币26,000元

 至尊奖 人民币32,000元

 特别类别奖 人民币53,000元

获得奖项让获奖者有资格自获奖之日起三年内无限使用特别表彰奖，

优胜奖，至尊奖和特殊类别奖标志。

6.4 付款

竞赛报名者将在成功获奖后收到获奖者服务费用及成本的付款通知书

和发票。来自（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外）第三国的公司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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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营业执照等公司文件。获奖情况下排除选择/拒绝使用获奖者服务

情形。如果获奖者服务费/成本未按时到账，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有

权要求额外的损失赔偿。

即使项目不是以原件、数字或图表的形式提交，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

会也保留将此项目与网上报名时提交的图片一起提交给评审会的权

利。在这种情况下，该项目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奖项，并承担所有相关

的成本和费用。

由于经济原因无法承担获奖者的服务费/成本的公司，可以在合理的情

况下申请豁免这些费用。注册时的费用/成本不受此成本豁免的影响。

申请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提交。申请表可在个人登录区下载。

6.5 获奖者权益

特别表彰奖 • 无限制使用“特别表彰奖”标签用于宣传

• 在线展厅展示获奖项目，内容含短文介绍、照
片、企业信息和企业反向链接

• 颁发两份个性化获奖者证书

• 订购营销服务产品（可选）

• 在选定的社交媒体上进行社交媒体传播

• 在您的传播渠道中使用的德文和英文文本模块

• 获奖项目的视频剪辑（Facebook和Instagram
格式），用于个人传播

• 邀请参加颁奖典礼，收到您的获奖证书，并有
机会获得一张专业照片*

优胜奖 • 无限制使用“优胜奖”标签用于宣传

• 在线展厅展示获奖项目，内容含短文介绍、照
片、企业信息和企业反向链接

• 颁发两份个性化获奖者证书

• 订购营销服务产品（可选）

• 在选定的社交媒体上进行社交媒体传播

• 在您的传播渠道中使用的德文和英文文本模块

• 获奖项目的视频剪辑（Facebook和Instagram
格式），用于个人传播

• 邀请参加颁奖典礼，收到您的获奖证书，并有
机会获得一张专业照片*

至尊奖 • 无限制使用“至尊奖”标签用于宣传

• 在线展厅展示获奖项目，内容含短文介绍、照
片、企业信息和企业反向链接

• 颁发两份个性化获奖者证书

• 订购营销服务产品（可选）

• 在选定的社交媒体上进行社交媒体传播

• 在您的传播渠道中使用的德文和英文文本模块

• 获奖项目的视频剪辑（Facebook和Instagram
格式），用于个人传播

• 一个雕塑奖杯

• 邀请参加颁奖典礼，收到您的获奖证书，并有
机会获得一张专业照片*

特别类别奖 • 无限制使用“特别类别奖”标签用于宣传

• 在线展厅展示获奖项目，内容含短文介绍、照
片、企业信息和企业反向链接

• 颁发两份个性化获奖者证书

• 订购营销服务产品（可选）

• 在选定的社交媒体上进行社交媒体传播

• 在您的传播渠道中使用的德文和英文文本模块

• 一个雕塑奖杯

• 获奖项目的视频剪辑（Facebook和Instagram
格式），用于个人传播

• 邀请参加颁奖典礼，收到您的获奖证书，并
有机会获得一张专业照片/获得颁奖人的个人赞
赏*

* 只有在有效的报名和持有门票的情况下，才可以参加。

6.6 非法使用被提名者服务的合同处罚

如果参赛者在既没有支付获奖服务，也没有获得提名的情况下使用被

提名者服务包中的内容，或对外宣传被提名，每个侵权案件都要支付

人民币110,000元的合同处罚。 

6.7 如果在第一张发票的付款期内未支付获奖者的服务费/费用（第6.3

节中所述），则竞赛报名者不存在对应服务的索赔权利。

6.8 项目发生的报名费用、报名成本以及获奖服务费，以德色（上海）

品牌设计有限公司向竞赛报名者发送的付款通知书为准。除非经德国

品牌与设计委员会或德色（上海）品牌设计有限公司书面同意，否则

竞赛报名者单方放弃领取所获奖项不豁免其上述费用的支付义务。德

色（上海）品牌设计有限公司可向竞赛报名者主张竞赛报名者欠付的

报名费用、报名成本、获奖服务费以及为主张该等债权所产生的合理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

7.出版物

7.1 为了记录奖项情况，获奖者和作品的出版物会被发布在在线展厅与

选定的渠道上。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负责文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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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在出版物中（在线展厅），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将根据上述第3

节使用竞赛报名者在线报名时上传的文字和/或图像。使用图像时，竞

赛报名者明确有义务告知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是否第三方（例如摄

影师）名字是否应该出现在在线展厅中。竞赛报名者随照片提交的元

数据，应保持不变。请参阅第8节以获取更多信息。

该网站的图形外观与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规定的总体布局相对应。

由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根据图片和竞赛报名者的文本模板进行设

计。报名者无权影响预订页面的设计和布局。 

7.3 德国品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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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德国品牌与

设计委员会认为不合理。如果竞赛报名者原因造成了被拒绝收录获奖

目录，由此产生的成本，必须由竞赛报名者支付给德国品牌与设计委

员会。排除任何损失赔偿要求。此外，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根据第

3.6条的规定承担责任。

7.4 获奖服务包（证书）将在颁奖仪式后寄到竞赛报名者提供的地址。

若无法送达，将不再重复送达。由于信息不正确，重新寄送的任何费

用必须由竞赛报名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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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奖项。每位竞赛报名者都应详细告知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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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赛报名者承担责任。竞赛报名者在首次要求时赔偿德国品牌与设计

委员会所受的所有索赔。

8.2 提交给奖项的项目的版权（照片、视频和文字）始终由各自的竞

赛报名者保留。竞赛报名者授予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竞赛和相关服

务的使用和出版权。特别注意，竞赛报名者必须确保拥有提交项目合

法的知识产权（例如照片）。仅竞赛报名者应是唯一的对德国品牌与

设计委员会因以下原因造成的所有损害负责：侵犯这些（可能是不足

的）知识产权，竞赛报名者在首次接到索赔要求时，必须补偿德国品

牌与设计委员会所受的所有索赔。竞赛报名者无权收取使用费。

上传照片时，不能保证图像的元数据将始终保持不变。只有竞赛报名

者才有赔偿责任，尤其是因为通过元数据导致任何不准确和第三方索

赔引起的关联索赔。竞赛报名者在首次接到索赔要求时，必须补偿德

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所受的所有索赔。

8.3 在活动中代表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拍摄的照片应仅由德国品牌与

设计委员会专门用于记录、报告和广告目的。通过报名，竞赛报名者

同意此使用。竞赛报名者可以随时通过书面方式撤销此同意（例如，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presse@gdc.de或以书面形式发送给德国品牌与设

计委员会）。

9.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及被授权方的责任

如果由于不可抗力而无法完全或及时发表ABC获奖目录、ABC在线展

览，竞赛报名者无权对此提出任何要求。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德国品

牌与设计委员会均应根据第3.6点的规定承担责任。

如在竞赛报名者支付参赛报名和服务费用后，德色（上海）品牌设计

有限公司未及时配合提供本条款约定的报名参赛等相关服务，竞赛报

名者针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向其主张相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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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赛报名者按照上文第4节中的描述报名之际，即确认已阅读并充分理

解本通用条款和条件。对本通用条款和条件的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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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报名者确认文件同意报名者本人/本单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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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项不针对消费者。竞赛报名者借此表明同意其项目参与竞赛。

如因评奖报名和服务费用等相关问题产生争议的，竞赛报名人可与费

用收取人德色（上海）品牌设计有限公司进行友好的协商。如协商不

成的，任何一方可向德色（上海）品牌设计有限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

的法院提起诉讼。管辖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12.组织奖项

12.1 分支机构及联系方式查询：

Rat für Formgebung Service GmbH      
Messeturm       
Friedrich-Ebert-Anlage 49     
60327 Frankfurt am Main
T. 49 (0)69 247 448 600     
F. 49 (0)69 247 448 700 
abc@gdc.de

注册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台湾，澳门特别行政区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公司请联系：

 德色（上海）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2201号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1106室

200336 上海中国

电话:+86 (0) 21-6890 0658
传真:+86 (0) 21-6890 2600
邮箱:info@gdc-sh.cn

12.2 德色（上海）品牌设计有限公司作为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在上

述区域内本奖项评奖报名和配套服务的提供方，拥有发生的该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报名费用、报名成本和服务费用等）的债权，竞赛报

名者应按照本通用条款和条件第6节之约定向德色（上海）品牌设计有

限公司支付该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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