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品牌奖
让品牌成功获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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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 
对获奖服务将收取获奖服务费。详情请见第19至23页。

德国品牌奖
德国品牌奖是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对品牌世界中的先锋人物和公司进行表彰，并为他们提
供一个舞台，发现并展示独特的趋势——不仅促进获奖者，而且促进整个品牌行业。

提名

德国品牌与设计委员会提名那些通过有效的品牌工作、独立的项目和非凡的活动而引起关注
的公司。

此外，企业也有机会自发地提交项目和活动。经过专家小组审查，您将收到德国品牌与设计
委员会的书面通知，说明您的项目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从而被批准和提名参加德国品牌奖
的评选。如果没有被录取，您也会收到通知，并且不会产生任何费用。

参赛要求

德国品牌奖向全球各行业的企业、设计与品牌机构、服务提供商和品牌专家以及非商业和
政府组织开放。

仅限五年内市场发布或执行的项目可以报名参加。
每个公司的参赛作品数量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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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评审团成员及德国品牌大会的演讲者
组成独特的品牌和营销专家网络：与名人专家

建立私人联系。

1.成为一个独特网络的一部分

德国品牌大会是颁奖典礼节目一部分。重点在对
话——而不仅仅是上舞台领奖。来自德国主要企
业代表，行业媒体以及德国品牌奖获奖者进行跨

学科和跨行业的知识交流。

3.德国品牌大会带给我们的
启发与交流

2.用获奖标志宣传您企业

您获奖后我们为您提供获奖标志。获奖标志可在沟
通禁令期结束后在网站、数字宣传、签名、印刷
品、产品包装和广告上使用，以沟通您的获奖成
就。

14项获奖者权益
获得德国品牌奖，您可以有效地突出您的品牌竞争力。我们为您的品牌沟通提供多种工具。

4.极高到达率，让您受益

德国品牌奖每年的总到达率接近3.15亿次，是德语
区国家中影响力最高的市场营销奖，并日益成长为
国际市场营销奖。在国际市场营销奖竞争排名中，
德国品牌奖德国排名第一，国际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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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闪耀的亮点是奖杯

6.专业摄影师在拍照墙前提供摄影服务

作为获奖者，您可以在颁奖典礼上拍摄专业照片。颁
奖晚会的专业照片供您下载，可用于新闻和社交媒体
发布。

5.在颁奖典礼上庆祝您的成功

作为获奖者，您将获得两张柏林颁奖典礼门票。
在喜庆晚宴上，将为附加类别奖和“至尊奖”获

奖者在舞台上颁奖。

9.品宣内容：评审团评语

8.个性化视频剪辑吸引注意力

所有获奖者都会收到用于简要介绍获奖项目或品
牌的剪辑。这些都是为LinkedIn、Facebook和
Instagram格式定制的。

“金奖”和“至尊奖”得主将获得奖杯。获奖者
手持奖杯出现在颁奖典礼的舞台中央展示自己。

评审团为“金奖”和“至尊奖”获奖者提供了
简短的评审评语。评审评语在获奖目录及线上

展览中发布，可供获奖者在宣传中使用。



6

获奖作品在我们的线上展览（www.german-
brand-award. com）中展示出来。我们还提

供企业官网链接。

11.线上展览展示获奖作品

10.通过社交媒体提高知名度

我们通过Facebook和Instagram广告向特定目标群
体展示获奖项目和品牌。"金奖 "作品被展示在特别
突出的位置，"至尊奖 "也在LinkedIn上独家展示。

14.可选市场营销服务清单

作为获奖者，你可以订购可选市场营销服务清单中的
产品，如亚克力玻璃证书、贴纸或立方体。

获奖作品将收到两份带高质量相框的获奖证书。
您在颁奖典礼上可以收到，或者我们在颁奖典礼

后邮寄给您。

13.获奖证书

12.综合和常规新闻工作提高
你的知名度

您可以从我们的国际邮件列表和营销措施中获益。我
们将奖项传达给商业、政治和媒体的决策者，并邀请
他们参加我们的交流活动。此外，我们为您提供专业
的文本模块和白皮书，以传播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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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和日期

报名开始

早鸟截止日

报名截止日

提交资料上传截止日

评审会

评审团决定通知日

2022年10月24日

2022年12月2日 

2023年2月17日 

2023年2月24日 

2023年3月9日 

2023年3月16日 

2023年6月15日 德国品牌奖颁奖典礼与德国品牌大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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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名/项目名
› 项目描述德文/英文（最多500字符）
› 网页，发布日期
› 设计师/中介机构和客户的详细信息
› 参赛类别及可选附加类别的选择
› 发票寄送详细地址
› 是否要购买可选被提名包
› 上传品牌及项目图片（最少一张，最多五张图片）

报名成功后，您将收到您书面报名确认书以及报名费付款通知书。

获奖后还将根据获奖服务包中的规定对获奖者收取有义务缴纳的获奖服务费用。第19至23页提供了获奖服务内
容及收费明细。

报名费

￥ 5,000

￥ 5,500

报名截止日：2023年2月17日

报名参赛
若您的项目获得提名，我们给您发送书面通知，告知您登录信息。您通过我们的报名门
户»My Design Council«，输入有关品牌或项目的所有信息后完成您的项目登记报名，该登记
具有法律约束力。

网上报名

报名要求提供以下信息：

￥ 5,000

截止2022年12月2日的早鸟优惠报名费

单个项目含税报名费

新增加：被提名项目的优惠报名费

所有价格含增值税。



9

› 用于印刷和网络应用的官方被提名标签
› 两份个性化提名证书
› 用于您自己的新闻发布的文本模块/模板
› 有权获得营销服务产品

含税可选被提名者服务包

可选被提名者服务包 ￥ 21,500 

可直接在该奖项的在线注册中预订。

所有价格含增值税。

可选被提名者服务包

参加德国品牌奖本身就为传播您的品牌和吸引人们对您非凡成就的关注提供了第一次机会。

服务与权益

报名德国品牌奖，您已经拥有机会来预订我们的被提名者服务包，从而有效地传播您的品牌。被提名者服务

包包括以下工具：



10

请注意：
参加比赛报名并有可能获奖，会产生报名费和获奖服务费。如果在附加类别中也获奖，那么将对附加类别获奖权益
收取服务费。详情请见第19至23页。

奖项类型和类别

德国品牌奖分两个类型：“卓越品牌”用以表彰行业产品和企业品牌。“卓越品牌战略和
创造”认可强大的活动、概念和策略。

卓越品牌

此分类从整体上看待品牌，评估产品和企业品牌在其竞争环境中的品牌管理。按部门和行业划分。

卓越品牌战略和创造
此分类评估了品牌工作的单个组成部分的质量，与各行业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进行了比较。

附加类别
此外，还有15个附加类别。附加类别的最佳作品将在舞台上授予。

选择多个类别

在报名登记时，每个品牌/项目最多可以选择一个类别和最多三个附加类别，报名费只需要支付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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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与宠物用品Animal & Pet
Supplies 
动物饲料manufacturer of animal 
feed, 玩具toys, 运输箱的制造商
transport boxes

银行与金融服务Banking &
Financial Services 
银行banks, 房屋储蓄信贷互助会
building societies, 信用卡公司
credit card companies, 租赁公司
leasing companies

美容与护理Beauty & Care
身体护理body care, 美容产品
cosmetics, 康体用品wellness, 卫生
用品hygiene

建筑与元素Building &
Elements
智能家居smart home, 建筑管理
building management, 建筑材料
construction materials, 门窗厂商
window and door manufacturers, 
建设构建construction components, 
绝缘材料厂商insulation manufacturers

化工Chemical Industry
精细化工fine chemicals, 特殊化工
specialty chemicals

消费电子Consumer Electronics
娱乐电子consumer electronics, 电
视TV, 音频audio, 视频video, 摄影
photo

企业服务Corporate Services
商业和人事咨询business and 
personnel consulting, 税务咨询tax 
consulting, 律师law firms, 安保服
务security service

文化与音乐Culture & Concerts
乐队orchestras, 剧院concerts, 博
物馆museums, 影院theaters, 演绎
节目shows

数字服务门户和平台Digital 
Service Portals & Platforms 
比较平台comparison platforms, 
评级平台rating platforms, 搜索网
站search sites, 社交网络/社区
social networks / communities

教育与研究Education &
Research
中学schools, 大学universities, 幼
儿园kindergartens, 研究机构
research institutes, 基金会
foundations, 其它私立或者公立教
育机构ot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private or public

时尚Fashion
服装clothing, 鞋子shoes, 配件
accessories, 背包bags, 箱包
luggage

快消品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食品food, 饮料beverages, 药店商
品drugstore items

健康与药物Health &
Pharmaceuticals
医院hospitals, 疗养院care 
facilities, 健康服务health care 
services, 医疗技术与产品medical 
technology, 医疗器械medical 
devices, 药物pharmaceuticals 

暖通与卫浴Heating &
Bathroom
供暖heating, 空调与能源技术air 
conditioning and power 
engineering, 卫浴bathroom, 卫生
设施sanitary

工业、机械与工程Industry,
Machines & Engineering 
工业4.0 industry 4.0, 机械与厂房建
设mechanical and plant 
engineering, 机械工具machine 
tools, 工业零件industrial 
components, 建筑机械
construction machinery

保险Insurance
保险公司insurance companies, 法
定医疗保险基金statutory health 
insurance companies, 保险经纪
insurance agencies

室内与家居Interior & Living
家具furniture, 家用纺织品home 
textiles, 地板覆盖物floor 
coverings, 庭院家具garden 
furniture

儿童与玩具Kids & Toys
游戏games, 玩具toys, 儿童用品
children's products, 艺术及工工艺
品art and craft supplies, 乐器
musical instruments

厨房与家用电器Kitchen &
Household Appliances  
厨房电器kitchen appliances, 清洁
设备cleaning equipment, 机器人
robots

休闲和手工艺Leisure & Crafts
艺术和工艺用品manufacturers of 
art and craft supplies, 乐器musical 
instruments, 针织品的制造商
knitting accessories

照明Lighting
照明lighting, 光源illuminants, 照明
技术lighting technology

卓越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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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与基础设施Logistics &
Infrastructure 
公用事业utilities, 发电机energy 
providers, 物流服务商logistics 
service providers, 电缆网络供应商
cable network providers, 燃料和汽
油贸易商fuel and gasoline traders

奢侈品Luxury
奢侈品luxury items, 珠宝jewelry, 
手表watches

媒体与娱乐Media &
Entertainment
媒体公司media companies, 出版社
publishers, 新闻门户news portals, 
报纸newspapers, 杂志magazines, 
电视数字节目品牌 TV/digital 
broadcast brands, 电视和广播电台 
TV/radio stations

非政府组织与公共事务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 Public Affairs  
非盈利组织non-profit institutions, 
基金会foundations, 协会
associations, 城市品牌city brands, 
区域品牌regional brands, 党派
parties

办公与文具Office & Stationery
纸paper, 办公用品office supplies, 
文具stationery

房地产和物业Real Estate & 
Property 
建筑业的服务提供商service 
provider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房地产机构real estate 
agencies, 物业/设施管理等
property/facility ma-nagement

体育与户外用品Sports &
Outdoor Goods 
体育器械及产品sports equipment 
and products, 运动服sportswear

体育协会与俱乐部Sports
Associations & Sporting 
Clubs 
协会associations, 俱乐部clubs, 联
赛leagues incl. e-sports, 电竞
championships, 锦标赛tournaments

电信与IT
Telecommunications & IT
电信公司telecommunication 
companies, 硬件和软件生产厂商
hardware and software 
companies, 云方案供应商cloud 
solution providers, IT服务供应商 IT 
service providers

工具与园艺Tools  & Gardening
工具tools, 园艺设备garden tools

旅游与餐饮Tourism & 
Gastronomy
酒店hotels, 旅游运营商tour 
operators, 航空公司airlines, 旅游营
销商travel marketers, 餐厅
restaurants, 快餐连锁fast food 
chains, 面包店bakeries, 高速公司服
务站highway service stations

展会与活动场所Trade Fairs &
Event Locations 
展会公司exhibition companies, 竞技
场地（含电竞场所）arenas, 体育场
馆stadiums, 场地venues

贸易、零售与电子商务Trade, 
Retail & e-Commerce 
食品零售food retail, 时尚连锁店
fashion chains, 网店webshops, 比较
门户网站comparing portals

运输与出行Transport &
Mobility
汽车automobility, 电动出行
electromobility, 出行服务供应商
mobility service providers

 年度品牌创新
（最佳品牌创新）

 年度企业品牌
（最佳企业品牌）

 年度数字品牌
（最佳数字品牌）

 年度雇主品牌
（最佳雇主品牌）

 年度新晋品牌
（最佳初创企业）

 年度产品品牌
（最佳产品品牌）

 年度服务品牌
（最佳服务品牌）

 年度可持续品牌
（最可持续性发展品牌）

卓越品牌
附加类别*

* 如果还获得了附加类别的奖项，将对附加类别获奖服务包收取相应的服务费。详细情况请见第19至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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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M与个性化服务CRM &
Personalization
CRM计划CRM programs, 离线和在
线邮件发送mailings off and online, 
对话活动integrated dialog

数字方案与APP Digital
Solutions & Apps  
用于使用、控制或获取产品和服务
信息的应用程序apps for using, 
controlling or accessing 
information about products and 
services

展销会和展览会Fairs &
Exhibitions
展台exhibition stands, 弹出式商店
pop-up stores, 品牌体验中心brand 
experience centres

影响者营销Influencer
Marketing
赞助帖子sponsored posts, 共同创
造co-creation, 渠道接管channel 
takeover, 产品测试product testing

内部网与合作Intranet &
Collaboration
内部网门户intranet portals, 合作平
台collaboration platforms, 论坛
forums, 博客blogs

电影、广告与病毒营销Movies,
Commercials & Virals  
企业影片corporate films, 形象宣传
片image films, 电视商业广告TV 
commercials, 病毒营销virals

销售点Point of Sale
零售promotional measures in 
retail, 旗舰店flagship stores, 数字
展厅digital showrooms, 特许经营
系统franchise systems, 电子商店e-
shops →

听觉与感官品牌Acustic &
Sensoric Branding
音频徽标audio logos, 声音徽标
sound logos, 音景sound worlds, 耳
标earcons, 企业司歌corporate 
songs

环境媒体与户外广告Ambient
Media & Outdoor Advertising
海报宣传poster campaigns, 户外装
置outdoor installations, 城市居住
空间的特殊广告形式special 
advertising formats in the urban 
living space

建筑与楼宇Architecture &
Buildings
公司楼宇的品牌典型特色建筑如分
公司brand-typical 
architecture of company buildings 
such as branches, 
总部headquarters, 校园campuses

品牌活动Brand Events
企业司庆company anniversaries, 启
动仪式launch events

数字化活动Digital Campaign
以数字方式为主实施的活动mainly 
digitally implemented campaigns,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 横幅
banners, 视频直播VoD

经典活动Classic Campaign
主要线下活动mainly analog 
campaigns, 印刷品print, 户外广告
OOH, 电视TV, 广播radio

整合营销活动360°Campaign
跨渠道活动cross-channel, 为品牌或
产品沟通整体实施的活动
holistically implemented 
campaigns for brand or product 
communication

印刷Print
广告活动advertising campaigns, 年
报annual reports, 年鉴yearbooks

公关Public Relations
记者招待会及活动press conferences 
and events, 媒体对话及工具press 
dialogue and tools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展示social media 
presence, 社交媒体活动campaigns, 
社区管理community management, 
活动直播live events

讲故事与内容营销Storytelling
& Content Marketing 
杂志magazines, 博客blogs, 播客
podcasts, 教学教程
tutorials

用户体验User Experience
如客户整体体验holistic user 
experiences, 产品的用户友好度
user-friendliness of products, 网站
websites, 电子商店e-shops

网络与移动网络Web & Mobile
企业与产品官网corporate or 
product websites, 微网站
microsites, 网站portals

品牌设计 › 产品品牌Brand
Design › Product Brand
产品品牌设计corporate 
design for product brands

品牌设计 › 企业品牌Brand
Design › Corporate Brand
企业品牌设计corporate 
design for corporate brands

卓越品牌战略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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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设计 › 标志Brand Design › 
Logo
翻新的公司标志relaunch of 
company logo, 新创造的产品标志
new creation of product logo

品牌设计 › 包装Brand Design
› Packaging
材料的创新使用innovative use of
materials, 差异化的设计
differentiated design

品牌设计 › 产品设计Brand
Design › Product Design
在形状、颜色、处理方式上的产品
设计brand-typical 
product design in form, color and/
or handling

品牌战略 › B2B  Brand
Strategy › B2B
品牌组合brand portfolio, 品牌架构
brand architecture, 品牌定位brand 
positioning, 品牌合作策略brand 
cooperationstrategies, 品牌控制
brand controlling

品牌战略 › B2C  Brand
Strategy › B2C
品牌组合brand portfolio, 品牌架构
brand architecture, 品牌定位brand 
positioning, 品牌合作策略brand 
cooperationstrategies, 品牌控制
brand controlling

品牌行为Brand Behaviour
行为准则behavior guidelines, 雇员
计划employee programs, 企业时装
系列corporate fashion collections

品牌数字化Brand
Digitalization
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
(VR)augmented / virtual reality, 品
牌特定的服务数字化branded 
service digitalizations

品牌创新与新商业模式Brand
Innovation & New Business 
Models
颠覆性商业模式和行业new, 
disruptive business models and 
branches, 新产品发布innovative new 
product launches, 产品众筹
crowdfunding approaches

品牌企业社会责任 › 社会
Branded CSR › Social 
社会承诺social commitment, 教育
工作educational work, 赞助与社会
有关的活动等sponsoring of events 
of social relevance

品牌企业社会责任 › 环境
Branded CSR › Environmental 
气候保护或可持续性的活动
activ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or 
sustainability, 赞助与气候政策有关
的活动sponsoring of events of 
climate policy relevance

雇主品牌行动与活动Employer
Branding Activities & 
Campaigns   
雇主营销employer marketing, 雇主
品牌活动及事件活动brand 
campaigns and events of 
employers

内部品牌与品牌学院Internal
Branding & Brand 
Academies 
品牌学院brand academies, 内部品牌
沟通概念internal brand mediation 
concepts, 内部沟通internal 
communication, 电子学习方案e-
learning offers

 年度品牌效率
（最佳成本效益比的项目）

 年度品牌体验
（最佳品牌体验）

 年度品牌影响力
（最佳品牌影响力）

 年度品牌创新
（最佳品牌创新）

 年度品牌重生 
（最佳品牌重启）

 年度品牌战略 
（最佳品牌战略）

 年度灯塔项目 
（最耀眼的项目）

附加类别*
卓越品牌战略和创造

* 如果还获得了附加类别的奖项，将对附加类别获奖服务包收取相应的服务费。详细情况请见第19至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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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历史
› 分支机构
› 产品品种
› 在竞争环境中的品牌现状/独特卖点
› 品牌管理的挑战
› 品牌未来发展可能计划

卓越品牌战略和创造的项目介绍

提交项目在绩效相关方面的总结：

› 企业简介
› 最初情况(数字、数据、事实及品牌现状可视化)
› 品牌战略与概念(品牌目标、品牌价值和独特卖点、达成品牌战略的措施、品牌模型及拼贴)
› 实施与品牌体验(实施活动和结果或活动的品牌适应性或措施，包括独特卖点和差异化。品牌在各种体验维
度上的口头和视觉表达)
› 结果与前景(该策略的可衡量成功，如客户接受度、形象变化、销售和/或价格上涨、提高知名度、品牌价
值等)

报名成功后，请向我们提交您的品牌作品，评审团将对其进行评估。为了方便您的准备工
作，您可以在这里找到与我们评审相关的信息概述。

内容

此处列出的要求可确保中立性、准确的可比性、并有助于以最佳方式呈现您的提交内容。

卓越品牌的品牌形象

清晰明了的描述以下信息：

提交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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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案例

为了提供指导，我们对过去一年的一些最佳实践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

关于 "卓越品牌 "的案例，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关于 "卓越品牌战略和创造 "的案例，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模板

此外，我们还提供空白的演示文稿，可以用你自己的内容来填充。
下载模板 "卓越品牌 "和 "卓越品牌战略和创造"。

格式

只能上传PDF和MPEG4文件。对于PDF中的嵌入式视频剪辑，请将视频作为一个单独的文件上传。

大小

PDF文件最多不能超过15页，影片最长不能超过180秒。可文件的最大尺寸为50MB。

上传

2023年德国品牌奖的电子资料只能以数字形式提交。在报名确认邮件里，您收到一个上传链接，可用于向我们
上传演示文稿。

最多可以上传2个文件，1个PDF和1个MPEG4。所有文件必须清楚地标注项目ID。

调整

所有传入的数据在为评审会议做准备之前都由我们检查。如果在此过程中出现任何技术或内容方面的问题，
我们会及时与您联系。

上传截止日期：2023年2月24日

https://www.german-brand-award.com/fileadmin/Downloads/GBA/BestPractice_ExcellentBrands.pdf
https://www.german-brand-award.com/fileadmin/Downloads/GBA/BestPractice_ExcellenceInBrandStrategyAndCreation.pdf
https://german-brand-award.com/fileadmin/Downloads/GBA/GBA23_templates.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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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性和品牌类型 › 品牌影响力 › 与众不同 › 与目标群体的相关性 › 品牌结果的同质性 › 品牌外观的设计质量
› 创新度 › 可持续性 › 连续性 › 未来的承诺 › 价格溢价 › 成长 › 经济成功

获奖级别

评审团为单个奖项类别评选一名“金奖”及几名“特殊表彰奖”和“优胜奖”获奖者。“金奖”是最高等级，
其次是“优胜奖”和“特殊表彰奖”。附加类别的单个类别评选一名“至尊奖”获奖者。

评审结果

您将收到书面通知告知评审团会议结果。任何法律追索都被排除在外。

评审团：

Günter Moeller
hm+p Hermann,Moeller & 
Partner品牌顾问咨询公司
总经理，慕尼黑

Christian Rummel
德意志银行品牌沟通与社
会责任部全球副总监，法
兰克福/美因茨

Dr. Saskia Diehl 
GMK品牌咨询公司总经
理，共同所有人，科隆

Prof. Dr. Simone 
Roth
鲁尔西区应用科学大学
市场营销讲座教授，米
尔海姆

Stefan Raake
AMC Finanzmarkt GmbH
顾问咨询公司总经理，杜
塞尔多夫

Katrin Menne
法兰克福商业银行集团品
牌部经理，法兰克福/美
因茨

Michael Rösch
TOMINO联合创始人，莱
比锡

评审团评估
评估将于2023年3月初由独立的，跨学科的专家评审团进行，评审团由来自企业、科学家、
顾问机构代表组成。

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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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奖项值得惊艳的亮相：2023年德国品牌奖将于2023年6月在柏林举行。

颁奖典礼和晚宴

每年，德国品牌奖颁奖典礼都有大约700名嘉宾出席：来自德国主要公司、中介机构、创意产业、行业媒体以
及2023年德国品牌奖的所有获奖者。

所有获奖者都可以由我们的专业摄影团队在现场与他们的证书和获奖奖杯合影。这些照片将在第二天提供。

在晚宴上，"至尊奖 "将在舞台上现场宣布。

德国品牌大会和业内会议

德国品牌大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与选定的获奖者讨论当前的品牌管理问题，并交流各学科和行业的知识。
这是一个建立重要联系的理想场合。

从2023年5月底开始，可以在网上查看日程表。

邀请函

2023年春季，所有获奖者将收到一份两人的邀请函，参加颁奖典礼和德国品牌大会。请对活动的两个部分都
作出答复。在RSVP截止日期之后，可以从等候名单中接纳额外的客人。

有关名单的所有细节可在邀请函中找到。

所有关于日程安排和活动项目的细节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

颁奖典礼与
德国品牌大会

在这里找到2022年颁奖典礼的视频印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Hv7mi1-f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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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 � � �

获奖者证书 � � � �

在线展览 � � � �

营销服务 � � � �

NEW: 
社交媒体广告 � � � �  

个人视频剪辑 � � � �

公关关系 � � � �

交流工具 � � � �

颁奖典礼与晚宴 � � � �

新闻照片 � � � �

德国品牌大会 � � � �

获奖奖杯 � �

评审评语 � �

￥ 37,000*

获奖权益包与
获奖服务费

* 获奖服务费适用于获奖服务包。不能选择/部分放弃权益和服务。

获奖服务费根据单个奖项，价格含增值税。

我们为每个奖项提供全面的权益。在此，您将看到每个奖项级别所提供的权益概览。

+ 增加播放+ 增加播放

+ 行业特定
公关

+ 跨行业
公关

+ 个性化
新闻稿 

+ 有可能选择
成为演讲者

+ 舞台照片

+ 登台领取 

特别表彰奖 优胜奖 金奖 至尊奖 

+ 特有材料

+ 增加播放

+ 显眼的位置

+特有材料

+ LinkedIn

+颁奖时的
舞台剪辑

+ 综合公关

+个性化
新闻稿

￥ 39,800* ￥ 51,000* ￥ 73,000*

+ 有可能选择
成为演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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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特别表彰奖”标志用于宣传

获得两份个性化获奖者证书

在线展示品牌/项目，并提供反向链接

可根据营销服务清单订购营销服务器具

在Facebook或Instagram上有针对性的广告，并带有反向链接 

获奖者证书

在线展览

营销服务

社交媒体广告

视频剪辑

公关关系

宣传工具

颁奖典礼与晚宴

新闻照片

德国品牌大会

所有价格信息包含增值税

特别表彰奖
权益与服务费

“特别表彰奖”获奖服务费 ￥ 37,000

介绍项目/品牌的短片，用于社交媒体

与德国品牌奖有关的公关关系宣传服务

用于新闻公关活动的白皮书和模板

邀请两人参加在柏林举办的德国品牌奖颁奖典礼

在照片墙前拍摄专业照片

邀请两人参加德国品牌大会



21

标志

获奖者证书

在线展览

营销服务

社交媒体广告

视频剪辑

公关关系

宣传工具

颁奖典礼与晚宴

新闻照片

德国品牌大会

“优胜奖”标志用于宣传

获得两份个性化获奖者证书

在线展示品牌/项目，并提供反向链接

可根据营销服务清单订购营销服务器具

在Facebook或Instagram上有针对性的广告，带有反向链接

介绍项目/品牌的短片，用于社交媒体

与德国品牌奖有关的公关关系宣传服务

用于新闻公关活动的白皮书和模板

邀请两人参加在柏林举办的德国品牌奖颁奖典礼

在照片墙前拍摄专业照片

邀请两人参加德国品牌大会

优胜奖
权益与服务费

所有价格信息包含增值税

“优胜奖”获奖服务费 ￥ 3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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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价格信息包含增值税

“金奖”获奖服务费 ￥ 51,000

标志

获奖者证书

在线展览

营销服务

社交媒体广告

视频剪辑

公关关系

宣传工具

颁奖典礼与晚宴

新闻照片

德国品牌大会

获奖奖杯

评审评语

“金奖”标志用于宣传

获得两份个性化获奖者证书

在线展示品牌/项目，并提供反向链接

可根据营销服务清单订购营销服务器具，提供独家项目

在Facebook或Instagram上有针对性的广告，带有反向链接

介绍项目/品牌的短片，用于社交媒体

与德国品牌奖有关的特定行业和跨行业公关关系宣传服务

用于新闻公关活动的白皮书和模板

邀请两人参加在柏林举办的德国品牌奖颁奖典礼和晚宴

在照片墙前拍摄专业照片

邀请两人参加德国品牌大会，并可选择作为演讲者

带有 "金奖 "标志的获奖奖杯

评审团的英文和德文评语供自己使用

金奖
权益与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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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价格信息包含增值税

“至尊奖”获奖服务费 ￥ 73,000

标志

获奖者证书

在线展览

营销服务

社交媒体广告

视频剪辑

公关关系

宣传工具

颁奖典礼与晚宴

新闻照片

德国品牌大会

获奖奖杯

评审评语

至尊奖
权益与服务费

“至尊奖”标志用于宣传

获得两份个性化获奖者证书

在线展示品牌/项目，并提供反向链接，放在显眼位置

可根据营销服务清单订购营销服务器具，提供独家项目

在Facebook、Instagram和LinkedIn上有针对性的广告，带有反向链接

介绍项目/品牌的短片，用于社交媒体，以及颁奖时的舞台剪辑

与德国品牌奖有关的全面的公关关系宣传服务，部分独家投放

用于新闻公关活动的白皮书和模板

邀请两人参加在柏林举办的德国品牌奖颁奖典礼和晚宴

在照片墙前和舞台上拍摄专业照片

邀请两人参加德国品牌大会，并可选择作为演讲者

在舞台上颁发带有 "至尊奖 "标志的获奖奖杯

评审团的英文和德文评语供自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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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有进一步的问题？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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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86(0)21-6890 0658
F:+86(0)21-6890 2600

info@gdc-sh.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