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螵 躏 旅 潞 躅 飨

旅协发″◇1勹 1l号

举办首属中囡民族特色旅游商乩大赛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苴辖市旅游委(局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旅游局、旅游

协会、旅游商品协会(分 会 ):

为贯彻《Ξ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m014)H号 )关 于扩大旅游购物消费的要求 ,落 实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刃!× 国办发″°1ω ⑴

号)、 《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
“
三品

”
专项行动菅造 良好市场环境 的

若干意见×国办发⑿Ol㈩ 40号 )关 于实施旅游消费促进计戋 ,培

育新的消费热点,加 大对老字号商品、民族旅游商品的宣传推广力

度 ,推 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交,攵持地方和行业协会办好博览

会、时装周、设计大赛等重大品牌活动等具体要求 ,充 分体现五十

六个民族大团结。中国旅游协会、内藜古 自治区旅游局、包头市人

民政府将于 ⒛17午 8月 ⒛ 日  9月 4.日 首属 中国民族旅游商

品博览会栽问在 内荥古包头市举办
“
苷届中崮民族特色旅游商品

大赛
”
及参赛商品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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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将
·
首届中国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大赛

”
的活动方案及大赛评

审标准下发 ,请 根据活动要球,认 萁组织本省婊具民族特色妁旅游

苘品参赛◇

专跎通知。

附件 :⊥ ,“ 苷属中图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大葵
”
活动方案

2.“ 首届中国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大赛
”
评审标准

3.“ 首届中目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大赛
”
参赛商品报名内

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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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浒祸中国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大抉活动方案

首届 中目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大赛 旨在树立中国民族旅游商品

品牌 ,推 动全国各省区市旅游苘品快速发展 ,扩 大旅游购物诮费 ,

力争将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大赛打造成为推动中目旅游商品品牌建

设的标志性活动。

一、名称

首届 中国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大赛

二、主题

民族特色、d新发展

三、组织机构

1.主 办单位 ;

中国旅游协会、内蒙古 自治区旅游局、包头市人民政府

2.承 办单位 :

中因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会

3.协 办单位 :

各省、市、自治区旅游委(局 )或 旅游协会、旅游商品协会(分会)

四、时间安排及地点

1.现 场评选地点 :内 蒙古包头国际会展中心

2,时 问安排 :

(l)孜 月 O1日 一8月 18口 各省(区 、市〉旅游委(局 )、 旅游协

会、旅游商品协会(分 会〉组织本省旅游商品报名,确 定嵌终参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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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按照报名内容表要求于 8月 19u前 上传至组委会指定两垃 :

(www.ctcca.cn/ds)。 港淡台企业可直接与组委会联系按照报名

内容表要求上传◇

(2)8月 ⒛ 日前参赛商品运抵内蒙古包头市

(组 委会为方便各省邮寄参赛作品,特 指定穗邦物流公司包头

派送部作为本次中国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合作单位 ,如 各省需

郎奇参赛商品,请 邯寄裂以下地址 :内 蒙古包头市青山区 HO国 逍

6″ 公里处二机厂北∴对面风弛物流彐皖内,联 系人 :郭 靖 ,电 话 :

l溆拢“弼0;联 系人 :任 娜 ,电 话 :13甚 8隔⒛臼9)

⒀汨 月 ⒛ 硌9:00至 l?:00 在包头国际会展中心收集参赛

商品并布展

(ω 8月 30一
"日

 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参赛商品进行评审

(ω 9月 1日 一1臣  集中展示参赛作品

⒃)9月 4日  退还参赛商品

五、参赛商品类sll及 要求

民族特色旅游商品是包括 :汉 、蒙、回、藏、维、壮等五十六个民

族的特色旅游商品。

⊥.参 赛商品类射 :

第一类 :民 族旅游特色食品类

旅游即食类的地方风味特色食品等

即食类的地方风味特色食品是指经过加工的、有包装的、打开

包装即可食用的、具有地方独特风味的固钵状的食品。不包括烟

草或只作药品用的物质。

笫二类 :民 族旅游茶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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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咖啡和其它以果实、花、咛类等冲泡制茹。

基本茶类:绿 荼、红茶、鸟龙茶、白茶、黄茶、黑茶。

再加工茶 :以 各种乇茶或精制茶再加工而成的,包 括花茶、紧

压茶、萃取茶、呆味荼等◇

类茶类:类 茶植物加工甜成的,不 是莫正的茶。包括咖啡、枸

杞、杜仲、黄芪等。

笫三类 :民 族旅游饮品类

旅游即食类的液体非酒精饮品,不 包括 只作药岛用的物质 ,

第四类 :民 族旅游酒类

地方久负盛名的白酒、啤洒、葡萄酒、黄洒、*酒 等。

笫五类 :民 族旅游纺织品类

以丝绸、棉、脒等为原材料的服饰、家用纺织品等。

服饰 :以 丝绸、棉、麻等为原材料的工业化生产的抹子、手套、

围巾、领带、提包 、阳个、发饰等 ,不 包括服装、鞋、帽。

家用纺织品:包 括床上用品(套罩类、枕类、被褥类等)、 洗漱厨

房纺织品、家具纺织品(靠 垫、坐垫等)。

第六类:民 族旅游申:子 类

个人玎穿戴设各、手机和计箅机外围设各等◇

个人可穿戴设备包括 :

智能手表、智能腕带、智能眼镜、智能头盔、智能头带、智能鞋、

智能书包、智能拐杖、智能配饰等。

笫七类:民 族旅游屯|器 类

小垒旅游电器等。

小型旅游屯器 ,包 括小型制冷电器。包括车载冰箱、车载冷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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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等。

小型空调器 ,包 括小型的空调器、屯扇、冷热人器、空气去温器等。

小型清洁屯器 ,包 括屯熨△、小狂吸尘器等仑

小型厅房电器。包括小型的电灶、镦波炉、屯磁灶、屯烤箱、电

饭锅、中,热 水器、食物加工狃j等 。

小型电暖器具 ,包 括电热毯、空间加热器。

小型整容保健电器 ,包 括屯动弟j须 刀、电吹风、小型的整发器、

超声波洗面器、电动按瘁器仑

小型声像电器 ,包 括微笙投影仪、小型的电祝机、收者机、录音

机、录像机、摄像机等兮

其他小芟电器。

第八类 :民 族旅游陶瓷类

生活 日用类陶瓷等 ,包 括 :陶 器、瓷器、砂器等。

传统 口用陶瓷 :工 业化生产的餐具、茶具、咖啡具、酒具、陶瓷

办公用品和其他生活器具。

新型生活 〓用陶瓷 :陶 瓷刀等 c

笫尢类:民 族旅游玻璃品类

生活 日用类、装饰类玻璃等 ,包 括狡璃。

生活 日用类玻璃 :工 业化生产的餐具、茶具、咖啡具、酒具、陶

瓷办公用品和其他生活器具兮

装饰类玻璃 :工 业化生产的玻璃制品。

第十类:民 族旅游金属品类

生活 口用类全篇器皿、器具等。

工业化生产的餐具、茶具、咖啡具、酒具、全属办公用品和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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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器真 v

第十一类 :关 族旅游合成品类弋

圭活
=厅

类合成材抖妁器皿、器具等。

居家用品、办公F品 和其他生活器△、器兵等。

第十二类 :民 族旅游 F用 竹木品类

生活 百用类竹、木制品以及衍生品等。

餐真类,如 :筷 子、碗、碟等。

办公类,如 :竹 、木办公用品、书签等兮

小型家居类,如 :灯 具、垫、瓶、盒、罐等臼

纸制品类,如 :本 、书画纸等◇

不含家具、根雕等。

第十三类 :民 族旅游皮乇品类

以庆毛等为原材料的朕饰、家属纺织品等。

瑕饰 :以 庆乇等为原材料的袜子、手套、臣巾、领带、提包 、阳

伞、发饰等,不 包括服装、鞋、榴。

家用纺织品:包 括末上用品(套罩类、枕类、被褥类等)、 洗漱厨

房纺织品、家具纺织品(靠 垫、坐垫等 )。

第十四类;民 族旅游化妆品类

以护欷、美容和修馋 石的的 日用化学工业产品。

笫十五类 .民 族旅游个人装各品类

背包关(大 小背包、腰包、挎包、摄彩包等)

照明类(头
*丨 、手电、营灯等)

炊具关(烧 烤炉、套锅等)

^具
类(户 外水壶、水袋、净水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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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菅类(寺 袋、枨篷等)

交通类(自 行车、登山杖、指南针等)

其他 ,拉杆箱、手提箱

不含旅游个人穿着。

笫十六类 :民 族旅游鞋帽类

以丝绢、梯、麻、毛、庆等为原材料的工业化圭产的鞋、帽

第十七类 :民 族旅游首饰类

指以各种全属材料 ,宝 玉石材料 ,有 机材料以及仿制品等加工

而成的雀钗、耳环、项链、戒指、手镯等装饰人体的装饰品。

第十八类 :民 族旅游玩具类

具有娱乐性、教育性、安全性 ,供 玩耍游戏的工业化生产的器

物,包 括 :拼 图玩具、游戏玩具、数字算盘文字玩真、工具玩具、益智

组合玩具、积木、交逯玩具、拖拉玩具、拼板玩具、卡通玩偶等。

第十九类 :民 族旅游工艺品类弋

传统工艺特色的工艺芙术品、民间工艺制品等今

工艺美术品大类 :包 括陶瓷工艺品、雕望工艺品、玉器、织锦、

刺绣、印染手工艺品、花边、编织工艺品、地毯和壁毯、漆器、金属工

艺品、工艺画、首饰、皮雕画等。

观赏类的民间工艺制品:如 年画、剪纸、刻纸、花灯、扇面画、炕

围画、屏风、铁画、烙画、彩绘泥塑、面塑、装饰性摆件、各种装饰画、

装饰挂件等。

玩赏类民间工艺制品:如 传统玩具、皮影、木偶、风筝、空竹 、风

车等◇

笫二十类 :民 族旅游纪念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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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纪念意义的小壁低值旅游商菇(如 徽黄、钥匙链、沐箱砧、

明信片等 )。

2.报 送要求 :

(1)各 省(区 、市)和 港澳台企业需在 8月 19口 报名截土前按

照报名内容表要求完整上传至组委会指定珂址(www,ctcca.cn/

dω ,途期未能报送的、或未按要求填写竹、或填写 内容不完整的

作品将 白动失去参赛资格。

(⒛ 参评商品应是具有中国各地民族特色的旅游苘品中具有

自主品薜的精品,并 且是 已在市场销售的实物类商品。参评商品

须具有地域性、市场性、实用性、创新性、工艺性,品 牌知名、特色明

显、旅游商品特质突出。

(ω 本次大赛共设 ⒛ 类,各 省(区 、市)上报的每类参评商品不

超过 5件

`套

,20类 总数不超过 ?0件

'套

;港 淡台企业苴接与组委

会联系报送数童。各类参讦商品不得交叉报送◇

(ω 由各省(区 、市”夂游委(局 )或 旅游协会、旅游商品协会 (分

会)负 责 ,于 8月 29=9:◇0至 17:00将本省参赛 l菏 品统一送至内

蒙古包头国际会展中心大赛现场。港淡台企业可直接与组委会联

系送达◇

(δ )参 赛商品的零售价硌不超过 5万 元/件 癸,重 量不超过 30

公斤,体 积不徉过大。除旅游工艺品外的苗品必须是二业化批蚩

生产的产品卩手工锅造的旅游工艺品不得是孤品兮

(ω 每项参赛苒品原可上应为同一或同组材质ε

(” 技术要求 :食 品类、茶品类、饮品类商品莆报送食岛生产许

玎冱复午牛;电 子关离品霈报送 κ)认 讧讧书茛 0J件 ;画 家规定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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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生产认证的其他类茄的商品也需丧供扫应证书复印件。

(8)参赛者或单位要佟证参评作品不锓犯饨人知识产权 ,如 自

有知识产权卩需要捉交相关的权属证书笈印件兮

(叻 报名参赛商品的灾字说明材料和照片不再退还本人 ,报 名

后不符合参评要求的商岛将通知报送者取日。

(l0〉 本赛免牧报名费和评审费,符 含参评的商品,在 评选活动

展示后 ,均 退还渗评者v知 识产权责任由参评者负责。

六、评逸方式

1.奖项设置 :

金奖:100个

银奖 :⒛0个

铜奖:200个

未获金银铜奖的参赛薄品将颁发中匡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大赛

入圃奖讧书 c

2.评 审方式

采取现场专家评审的方式

七、评选活动联系方式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各分会秘书处 :

联系地址 :北 京市东城 区建圃门内大衡甲九号

联系电话 :010一 隔16m20

传  真 :Ol⒐ 8"6m″

联系人 :冻 斌、张翠芳

E⋯ ma⒒ :cf纟hang@c妞 ta.gov.cn

两上报送:www.CtCCa.c丫、/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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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件 2

苗加l中囤比族特色旅游淅品大赉评审标准

1.地 城性

民族特色明显,地域特色突出,有 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充分体

现旅游 目的地灾化特色、资源特点和特征 ,具有一定的纪念性或记

忆性。

2,市 场性

价格定位合理 ,有 一定的旅游商品市场 占有率。

3.实 用性

设计合理、美观、安仝、绿色环保 ,有 一定的实厅价值。

挂.t{考亍}性

产品设计锲意新颖 ,时 尚牲强今传统工艺推陈出新 ,高 新技术

得到应用 ,具 有 自主知识产权￠

o.工 艺性

工艺精 良、制作精湛、用材合理、已经量产。符含相关产品的

国内外技术质量标准和安全标准(通 过标准认定的以讧书为准 )令

6.示 范性

品薜知名,注 重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科技、地域性与实用性的

结合 ,能 够引导特色旅游商品的消费取向和沆行趋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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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首届中因民族旅游商品大赛

参赛商品报名内容表

参赛商品省份 : 省级旅游委 (局 )联 系人 : 中|话 :

报送类别

|  遘送单位

| 商品名称

联系人  |

是否公布厂商

|联 系 方 式
是 /否

参赛商品说明 (限 120字 )

沱:商 品名称必须包含正式注册的商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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