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旅 游 协 会

旅协商发⑿O1勹 02号

关于中国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

集安主题赛的通知

备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旅游协会、旅游商品协会

(分会):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 发

田014Ⅱ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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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国 办发【~pO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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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Ⅱ40号 )关 于实施旅游消费促进计划 ,培

育新的消费热点,推 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支持地方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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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为 了尽快解决集安市因创意不足带来的旅游商品品种

少 ,创 新不足等问题 ,在 找准集安旅游资源精髓的基础上,充 分挖

掘其承载的文化内涵 ,通 过旅游商品的无限创意活动,丰 富集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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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商品种类,提 升旅游商品品质,扩 大旅游购物在旅游产业值中的

比重,助 推集安旅游经济的跨跃式增长。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

与装备分会、吉林省集安市开发区管委会共同决定于 2017年 3—

6月 在吉林省集安市举办中国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集安主题赛

活动。

现将中国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集安主题赛活动方案及评审

标准下发 ,请各省根据活动要求,针对所在省市具有旅游商品设计

条件的高校和旅游商品设计企业,认真做好宣传、推动和报名工

作 ,并 以此为契机完善所在省市旅游协会、旅游商品协会(分会)的

旅游商品设计网络 ,增 强旅游商品开发的活跃度 ,逐 步形成全国范

围内互相支持、共促发展的新局面。

专此通知。

附件 :1.中 国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集安主题赛活动方案

2.中 国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集安主题赛评审标准

3.中 国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集安主题赛报名内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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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

集安主题赛活动方案

中国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集安主题赛 旨在丰富集安市旅游

商品种类 ,提升集安市旅游商品品质 ,扩 大集安市旅游购物在旅游

产业值中的比重 ,推 动集安市旅游商品快速发展 ,力 争将中国旅游

商品创意设计大赛打造成为推动各地区旅游商品创新的标志性活

动。

一、名称

中国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集安主题赛

二、主题

把集安带回家

充分展示集安的高句丽历史文化、鸭绿江文化、关东文化 ,以

人参、林蛙油、山葡萄、五味子、板栗等集安物产为载体 ,通 过无限

的创意 ,打造灾化主题明显、实用性强、游客喜爱的旅游商品。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会

吉林省集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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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 :

吉林省红衣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大智祥旅游灾化有限公司

四、参加对象

(1)全 国各省市及港澳台地区的大专院校的学生。

(2)全 国各省市及港澳台地 区从事旅游商品设计、研发的人

员。

(ω 全国各省市及港澳台地 区其他企事业单位的相关人员及

旅游商品爱妤者。

五、地点及时间安排

(一 )现场评选地点 :

吉林省集安市

(二)时 间安排

1.征集时间:2017年 3月 30日 -6月 30日

2.评 审时闾:2017年 7月 5日

六、评审方式

为了保证大赛评选活动的权威性 ,按 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

则 ,本届大赛将由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权威人士组成评委会 ,严 格

按照评审标准和程序 ,采取线上初审和现场专家终评的方式进行

评选。

七、报名要求

(一 )每 套作品需提供 1张评审用图和 3张参考图。⒛0字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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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设计说明。

图片要求 :

1.彩色效果图或实物照片,文 件格式1PG

2.评 审图片:尺 寸研Ox mO毫 米 ,横 版或竖版。分辨率不低

于 300dpi,图 片大小 3至 5Mb

3.参考图片:尺 寸 210长 297毫米(A4尺寸),横版或竖版。分

辨率不低于 150dpi,图 片大小 1MB以 下

图片和设计说明,均 不得出现作者的任何信息和记号。(提交

参赛作品设计说明,包 括设计思想、设计 目的、定位、使用方法、知

识产权情况等。要求灾字精炼,要 点清晰。传统工艺需注明其工

艺特征。)

(二 )需 登录大赛官方网站 http://www.ctcea.cn沟 ads提交

报名作品。

(三 )不 得是仿冒国内已上市的产品或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产

品。所有参赛作品均需做知识产权声明。参赛者或参赛单位要保

证参赛作品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如 自有知识产权 ,需 要提交相关

的权属证书复印件。

(四 )此 次大赛不需要报送作品实物。参赛作品的文字说明材

料和照片不再退还本人。

(五 )请报名结束前,检查报名信息,参赛者姓名、手机号、证件

号码,填 写错误请及时修改。如填写姓名、手机号、证件号码错误

或提交错误的证件照片,将取消获奖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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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报名后 ,符 合参赛规则的作品所有者应同意参加大赛主

办单位的展示会及有关宣传推荐活动。

(七 )本届评奖免收报名费和评审费 ,设 计费、模型、样品、产品

制作费用等均由参赛者自行负担。

(八 )其他说明

1.当 遇all以 下情况时,大赛组委会有权收回获奖证书、标志使

用权、奖金等 :

(1)正 式确认获奖作品侵犯了其他作品的知识产权。

(2)设计者在未通知主办方的情况下对获奖作品进行重大修

改,并 继续在该作品上使用获奖标志或利用其进行宣传。

2.参赛者必须保证在各方面均没有违反或侵犯他人的知识产

权 ,包 括商标、专利、版权、反不正当竞争、货源标记、商号、集成电

路、多媒体、数据库、技术秘密、生物技术等各方面,参赛者须严格

遵守大赛处理侵权投诉的程序。

3.大赛组委会对参赛者提交的相关信息进行严密的管理。大

赛组委会有权使用参赛者的信息进行与评奖活动有关的宣传活

动,例 如发布获奖作品信息、展览展示、出版刊物等。

4.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八、参赛商品类别 :

符合大赛主题要求的旅游食品类(可 为包装创意设计),旅游

茶品类(可 为包装创意设计),旅 游饮品类(可 为包装创意设计),旅

游酒类(可 为包装创意设计),旅游纺织品类,旅 游电子类,旅 游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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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陶瓷类 ,旅游 日用玻璃品类,旅 游 日用金属品类 ,旅 游 日用合成

品类,旅 游 日用竹木品类 ,旅游皮毛品类 ,旅 游化妆品类 ,旅 游个人

装各品类,旅 游鞋帽类 ,旅 游首饰类 ,旅 游玩具类 ,旅 游工艺品类 ,

旅游纪念品类。不含服装、香烟等。

九、奖项设置

金奖:10名

银奖 :⒛ 名

铜奖氵30名

优秀奖:100名

十、获奖作品待遇

1.奖金额度

金奖 :人 民币 10000元 、证书

银奖 :人 民币 5000元 、证书

铜奖 :人 民币 3000元 、证书

优秀桨:证 书

以上奖金均为税前奖 ,个人所得税由承办方代扣代缴。

2.其他荣誉 :在 中国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集安主题赛 区中

获的金银铜奖的人员具有参加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会

等评选的
“
海峡两岸旅游商品新锐设计师

”
资格优先权。

十一、评选活动联系方式

1.中 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会秘书处 :

联 系 人 :陈 斌、张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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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85⒗ 6820

传  真:010一阢16m″

E— maiL:dzhang@cnta。 gov.cn

2.吉 林省集安市开发区管委会 :

联 系 人 :姜 焱

联彳t咤土词吁:0435—
—631139915304357207

E— mail:″妞⒛毙
"@qq.com,

3.大赛作品征集部 :

联 系 人 :杨 明浩、高艺多

联彳(咤⒋诉三:010-— 5713513313366474033

E— mail:hnds@ctcea.cn

-8—



附件 2

中国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

集安主题赛评审标准

1.地域性

创意作品充分体现旅游目的地文化特色、资源特点和特征 ,大

化内涵丰富,资 源利用合理 ,具 有一定的纪念性或记忆性。

2.独创性

创意设计独特新颖 ,创 新点突出,时 尚性强,传 统工艺推陈出

新 ,高 新技术得到应用,体 现科技与艺术的结合。主旋律健康 向

上 ,拥 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

3.实用性

创意作品实现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的统一,设 计合理、美观、

安全、绿色环保 ,有 一定的实用价值。

4.市场性

创意作品有较强产业发展能力 ,功 能合理 ,符合安全要求。

5.示 范性

创意作品注重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科技、地域性与实用性的结

合 ,且 能够引导旅游商品的消费取向和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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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 设计者 |

中国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

集安主题赛报名内容表
(每件套作品一张 )

身份证号码
|

作品名称 壮

作品件数

作品简介 限 200字 +

联系人 水 手机

E—mai1 艹 省市

详细地址 艹

单位名称 填写单位名称后证件号码必须填写

证件 工商菅业执照 证件号码

单位简介 限800字 ,可在表后添加附件

设计者简介|限 800字 ,可在表后添加附件

者申明:

单位盖章

同意参赛规则,本表所填写内容属实。

参赛者签名 Ⅲ

推荐组织

联系人

(协会、院校 )

院校填写指导老师 手机

固话 邮箱  |

组织推荐单位 (签章 )



□作愠图片 (要求详见表下要求 )艹

□企业菅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设计师身份证复印件

□设计说明

□知识产权声明或专利等知识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苄

口其它

补充资料添

加附件

免责声明+

⊥.任何个人或单位未经组委会允许,不得利用本次大赛平台进行违法

亍为。

报名企业或个人应对其所提交作品知识产权负责,对于由于知识

权引起的纠纷,大赛组委会不承担连带责任。如自有知识产权,需

要提交相关的权属证书复印件。

3 报名参赛作品的文字说明材料和照片不再退还本人,报名后不符

获奖作品信丨息、展览展示、出版刊物等。

以上内容本人已全部知哓并自愿遵守 !

注:含十为必填信丿憝,单位需填写单位信 .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