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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说明
一.原创内容单元

NEW 原创视频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平台，通过富有创意性和趣味性的表达，被受众主动传播的原创视频内容。

原创IP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内容公司、品牌方原创的IP及围绕其创作的内容。

原创剧集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以卫视及互联网为主要播放平台，剧情原创且具备持续良好传播效果的连续剧集。

原创内容栏目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以卫视及互联网为主要播放平台，形式原创的娱乐综艺、新闻资讯、访谈评论等内容栏目。



二.内容营销单元

商业短片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由品牌、代理公司、制作方联合制作出品，能够通过互联网新媒体平台传播，1分钟以上、60分钟之内，具有完整故
事情节，以传达品牌精神及品牌价值为主题的视频短片。

商业短视频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由品牌、代理公司或MCN红人等联合制作出品5分钟内，为品牌量身打造，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平台，通过富有创意
性和趣味性的表达，被受众主动传播的视频内容。

创意组
广告创意是品牌最重要、最直接的传播内容，此类别旨在表彰用新奇、独特的广告形式深化品牌内容，延伸品牌价值。如在影视广告、
H5和文案方面，有创新性的表现形式，并形成优质的可传播的创意作品。

设计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不同维度为解决品牌需求而产生的原创设计，在视觉表达、实际应用、社会影响等方面具有突出成绩的设计作品。

媒介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用各种媒介手段呈现品牌内容，将媒介与内容紧密联系，表达品牌内涵与价值，拓展品牌影响力。



社会化营销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利用社会化网络，在线上社区，博客，百科或者其他互联网协作平台媒体来进行营销的案例。

旅游营销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服务旅游行业，并助力品牌形象树立及直接销量转化的营销案例。

NEW 内容实效电商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通过创意性内容及多元化的推广策略进行电子商务领域的专项营销活动，以及凭借优质营销内容助力品牌实效目的转

化和品牌塑造的作品。

娱乐营销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营销案例借助娱乐的元素或形式建立品牌与受众的联系，传播品牌内容，从而推动商业消费，建立品牌与消费者联系。

PR与品牌建设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通过PR的有效手段，助力品牌建设的传播和营销活动。



虚拟形象营销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虚拟形象在内容营销领域中应用的优质案例。

新消费品牌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新消费领域内，基于新需求、新渠道、新品类、新人群的中国品牌和行业服务商在品牌成长过程中的内容营销案

例。

三.未来板块

数字与技术创新组

此类别旨在表彰运用数字与技术手段在内容营销上有突破性创新应用的营销案例。



奖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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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原创视频组

1.最佳创意 2.最佳动画创意

3.最佳脚本 4.最佳视觉效果

5.最佳传播效果 6.最佳特效

7.最佳制作

*金色字体为特殊类别，其余为普通类别

原创IP组

1.最具商业价值 2.最具创新力

3.最佳制作 4.最佳传播

5.最佳IP衍生 6.最具口碑

“最具口碑”由申报方提供，初审产生5个入围名额进行网络投票，最终结果以网络投票为准

原创内容单元



*金色字体为特殊类别，其余为普通类别

原创剧集组

1.最具商业价值 2.最具口碑

3.最佳传播效果 4.最佳编剧

5.最佳宣发策略 6.年度最佳原创剧集

7.年度最佳原创剧集出品方（单项奖)

“最具口碑”由申报方提供，初审产生5个入围名额进行网络投票，最终结果以网络投票为准
“年度原创剧集出品方”以原创剧集组报送奖项数（1分）、获奖等级（铜奖5分，银奖10分，金奖15分，全场大奖30分，

评审团大奖30分）累计积分产生

原创内容栏目组

1.最具商业价值 2.最具创新力

3.最佳制作 4.最具口碑

5.最佳传播效果 6.最佳宣发策略

7.年度最佳原创内容栏目 8.年度最佳原创内容栏目出品方（单项奖）

“最具口碑”由申报方提供，初审产生5个入围名额进行网络投票，最终结果以网络投票为准
“年度原创内容栏目出品方”以原创内容栏目组报送奖项数（1分）、获奖等级（铜奖5分，银奖10分，金奖15分，全场

大奖30分，评审团大奖30分）累计积分产生

原创内容单元



商业短视频组

1.最佳创意 2.最佳动画创意

3.最佳制作 NEW4.最佳商业短视频

5.最佳特效 6.最佳脚本

7.最佳vlog 8.最佳传播效果

商业短片组

1.最佳商业短片 2.最佳商业纪录片

3.最佳商业微电影 4.最佳脚本

5.最佳导演 6.最佳制作

7.最佳特效 8.最佳视觉效果

9.最佳传播效果 10.最佳动画

NEW11.最佳创意 12.年度商业短片代理公司（单项奖）
“年度商业短片代理公司”以商业短片组报送奖项数（1分）、获奖等级（铜奖5分，银奖10分，金奖15分，全场大奖30

分，评审团大奖30分）累计积分产生

*金色字体为特殊类别，其余为普通类别

创意组

1.影视广告类 2.海报类

3.文案类 4. OTT类

5.动画类 6.H5类

7.年度创意代理公司（单项奖）

“年度创意代理公司”以创意组报送奖项数（1分）、获奖等级（铜奖5分，银奖10分，金奖15分，全场大奖30分，评审
团大奖30分）累计积分产生

内容营销单元



设计组
1.产品/包装类 2.平面类

3.H5类 4.插画类

5.空间/装置/陈列类 6.交互/app/小程序类

媒介组

1.产品类 2.广播类

3.影视剧类 4.栏目类

5. APP类 6. H5类

7.装置|陈列类 8.户外广告类

9.整合类 10.Event类

11.OTT类

社会化营销组

1.事件营销类 2.视频类

3.节点营销类 4.最佳投放策略

5.最佳传播效果 6.最佳效果转化

7.年度社会化营销代理公司（单项奖）
“年度社会化营销代理公司”以社会化营销组报送奖项数（1分）、获奖等级（铜奖5分，银奖10分，金奖15分，全场大

奖30分，评审团大奖30分）累计积分产生

内容营销单元

旅游营销组

1.品牌形象 2.传播效果

3.事件营销 4.跨界营销

5.创新营销 6.IP衍生

*金色字体为特殊类别，其余为普通类别



娱乐营销组

1.音乐类 2.电影类
3.剧集类 4.综艺类
5.体育类 6.游戏类
7.IP类 8.直播类

9.年度娱乐营销代理公司（单项奖）
“年度娱乐营销代理公司“以娱乐营销组报送奖项数（1分）、获奖等级（铜奖5分，银奖10分，金奖15分，全场大奖30

分，评审团大奖30分）累计积分产生

NEW 内容实效电商组

1.内容实效电商 2.内容创意电商

3.品牌直播 4.品牌日营销

5.节点营销 6.品牌跨界合作

NEW 7.最佳销量转化 NEW 8.最佳用户增长

NEW 9.最佳传播效果

PR与品牌建设组

1.企业品牌传播 2.企业社会责任

3.行业产业传播 4.新品上市营销

5.数字营销与公共关系 6.用户口碑

7.线下活动营销 8.事件营销

9.整合营销 10.节点营销

11.海外营销 12.品牌跨界营销

13.品牌形象代言 14.原创IP及衍生

15.年度品牌PR代理公司（单项奖）
“年度PR代理公司”以PR与品牌建设组报送奖项数（1分）、获奖等级（铜奖5分，银奖10分，金奖15分，全场大奖30

分，评审团大奖30分）累计积分产生

内容营销单元

*金色字体为特殊类别，其余为普通类别



新消费品牌组

1.产品创新 2.品牌形象与包装

3.品牌跨界营销 4.事件营销

5.场景营销 6.整合营销

7.最佳传播 8.用户运营

9.私域流量转化

数字与技术创新组

1.AI技术营销 2.AR技术营销

3.大数据应用 4.创意交互

5.其他数字与技术创新营销 6.数字藏品营销

虚拟形象营销
1.跨界联名营销 2.创意交互

3.虚拟形象代言

未来板块

*金色字体为特殊类别，其余为普通类别



奖项报送计费&折扣规则

*金色字体为特殊类别，白色字体为普通类别；
特殊类别是对于金瞳奖来说含金量更高奖项，也是金瞳奖根据行业的变化趋势设置的更重要的奖项。

折扣优惠

类别 价格

20件次及以上 九折

40件次及以上 八折

2023金瞳奖参赛费用——内容营销单元

时间 特殊类别 普通类别

2023年1月16日-2023年3月3日 4800元/件次 2800元/件次

2023年3月4日-2023年5月19日 5800元/件次 3800元/件次

2023金瞳奖参赛费用——原创内容单元

时间 特殊类别 普通类别

2023年1月16日-2023年3月3日 1900元/件次 1600元/件次

2023年3月4日-2023年5月19日 2800元/件次 2500元/件次

2023金瞳奖参赛费用——未来板块

时间 特殊类别 普通类别

2023年1月16日-2023年3月3日 2100元/件次 1800元/件次

2023年3月4日-2023年5月19日 2800元/件次 2500元/件次



传奇贡献奖

年度CMO

年度创意人

单项奖

年度品牌

年度代理公司

年度原创剧集出品方

年度原创内容栏目出品方

年度商业短片代理公司

年度创意代理公司

年度社会化营销代理公司

年度娱乐营销代理公司

年度PR代理公司

表彰年度行业内，对中国内容营销做出积极推动并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品牌方、代理公司与媒体平台

以上单项奖评判标准为作品报送件数（1分）、获奖等级（铜奖5分、银奖10分、金奖15分、全场大奖30分、评审团大奖30分）累计积分产生



Ø 报送作品要求
报送作品须为出街作品，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送流程

出街时间：2022年1月1日——2023年5月19日

报送截止时间：2023年5月19日

参赛要求

Ø 报送作品区域范围
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海外国家及地区

Ø 报送完成标准
在线填写、提交报送资料及相应附件，并在报送截止日期前完成参赛费用缴纳



报名费可在线缴纳或汇款至北京第三视观科技有限公司银行账号或支付宝账号。

1、银行账号：

公司全称：北京第三视观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门支行

开户行账号：110906057110701

联行号：308100005150

2、支付宝：

账户名称：北京第三视观科技有限公司

账号：adquan2014@adquan.com

付款时请备注公司名称+金瞳奖报送费

（如：“广告门+金瞳奖报送费”）

款项支付信息



作品报送系统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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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https://ccma.adquan.com，进入金瞳奖官网页面

2. 点击【文件下载】，详细阅读相关说明文件

3. 点击【报名入口】或【点击进入报送系统】进行2023金瞳奖作品申报



1. 进入【企业用户信息管理平台】登录页面，并使用广告门企业账号进

行登录

2. 如您此前从未注册过广告门企业账号，请先进行注册并提交审核，通

过后使用该账号进行登录

重要提示：账号注册如遇到问题，可添加工作人员微信：15270527935



1. 登录成功，进入【企业用户信息管理平台】

2. 点击上方【金瞳奖】-【作品报送】进入申报流程

3. 请详细阅读【参赛须知】中的条款

4. 请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以上条款】并点击【现在开始报送】

重要提示：【参赛须知】可随时在【金瞳奖】-【参赛须知】中进行查看



1. 进入【案例基础信息】填写页面

2. 请按照各个条目指引准确填写案例基础信息，并严格按照格式及大小要求进行案例导图、案例图片及视频上传

3. 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案例专项信息】填写页面

重要提示：【报送案例名称】、【案例导图】、【案例概述】、【背景与挑战】、【目标】、【洞察】、【案例亮

点与分析】中不可出现有关报送公司及代理公司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名称、图片及logo等！



1. 进入【案例专项信息】填写页面

2. 请选择作品报送的奖项，单一作品可同时申报多个奖项（因原创内容单元和内容营销单元及未来板块的评判规

则及侧重不同，故需要分别报送）

3. 按照各个条目指引准确填写案例专项信息

4. 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补充资料】填写页面

重要提示：本页面所有填写及上传部分，均不可出现有关报送公司及代理公司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名称、图

片及logo等！



1. 进入【补充资料】填写页面

2. 此页面可上传结案报告等能完整展示案例亮点的文件作为补充资料。补充资料仅可用PDF格式文件呈现且小于

30M，如需要提交的PDF文件数量多于一个，请上传至百度网盘并填写文件名称、链接及密码，请注意该链接

必须为永久链接

3. 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人员信息】填写页面

重要提示：请注意补充资料并非强制内容，如不需要上传请跳过此步骤并点击【下一步】



1. 进入【人员信息】填写页面

2. 请填写两位联系人信息，以保证能够及时获取组委会通知及最新消息

3. 请至少填写三位主创人员信息

4. 如后续需调整申报信息请点击【保存】，但不视为作品提交成功；如后续无信息修改请点击【确认提交】，即

作品提交成功，提交后全部信息不可修改，请谨慎处理



1. 【金瞳奖】-【作品列表】可浏览全部报送作品并可进行【查看】【修改】和【删除】

2. 已保存的作品如需提交，请点击【修改】进入作品编辑页面，确认全部信息填写无误后在作品编辑页面中点击

【确认提交】，提交后全部信息不可修改

3. 请自行选择付款方式，并及时缴纳作品申报费用以完成报送流程

重要提示：在作品完整提交报送信息的基础上，金瞳奖组委会将以您的付款时间作为唯一评判报送是否成功的依据



如您在报送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请及时与金瞳奖组委会取得联系

联系方式：

孔晓雯

Tel/WeChat：15270527935

Email：xiaowen.kong@adquan.com



参赛信息填写表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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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赛表-基础信息

报送公司

报送公司类型
勾选

p代理公司
p品牌
p营销平台
p内容出品公司
p内容出品平台

代理公司
搜索添加
如查询不到您搜索的代理公司，请联系金瞳奖组委会，微信：
15270527935

代理商查询添加

合作公司
请填写此案例中，除代理公司外，其他合作公司，如制作方、导
演方公司等。若没有相关信息请填写“无”
案例名称
报送原创内容单元，请直接填写作品名称；报送内容营销单元或
未来板块，请直接填写案例名称，其中社会化营销组-账号类，请
直接填写账号名称

（请勿出现品牌及代理公司信息）

案例所属行业
选择

互联网、电商/零售、快消品、旅游/交通、房产、汽车、服饰、数码/通
讯、游戏、金融/保险、电器/机械/制造、医疗/健康、家居/家电、商超/
贸易、航空/航天、体育/运动、教育、文娱/艺术、时尚/美妆、奢侈品、
生活服务、能源/化工、酒店、母婴/玩具、政府/非盈利机构



案例类型
选择

影视、微电影、平面、VI、包装、Minisite、H5、交互设计、动态海报、App、装
置/陈列/发布会、短视频、媒介投放、社会化营销、娱乐营销、整合营销、其他

投放地区
选择

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海外国家和地区

出街时间
选择

2022、2023

案例导图
导图尺寸：宽820px 高450px，图片大小请小于20M，选择图片后请点击
上传
案例概述
请描述您所报送的案例，案例概述需阐述营销目标并解释结果数据与目标的
关系

背景与挑战
请简述在此营销案例开展前，品牌业务的状况和品牌所处竞争品类的整体情
况。阐述源自商业状况的策略性挑战，以及此挑战的困难程度

目标
阐述品牌目的及目标

洞察
定义你想触达的目标受众，解释他们为何与品牌和挑战相关，解释产生洞察
的思考，并描述你的洞察

案例亮点与分析
详细阐述该案例的亮点及整体复盘

案例图片
案例图片最多可上传50张且单张不可大于20M

案例视频
案例视频最多可上传2个且单个视频不可大于200M



奖项类别
下拉勾选报送的奖项，详细奖项设置及说明请在官网在下报送文件

【原创内容单元】
原创视频组/原创IP组/原创剧集组/原创内容栏目组
请认真填写以下信息，确保语句通顺连贯、无错别字，无代理公司及报送公司信息

创意
详细阐述从创意产出到最终执行的完整过程

创意成果
详细阐述案例成果

二、参赛表-专项信息

针对报送奖项的不同，需填写对应奖项的专项信息



【内容营销单元】、【未来板块】
商业短片组/商业短视频组/创意组/设计组/旅游营销组/内容实效电商组/娱乐营销组/PR与品牌建设组/虚拟形象营销组/数字与技术创新组
请认真填写以下信息，确保语句通顺连贯、无错别字，无代理公司及报送公司信息

品牌关联
如查询不到您搜索的品牌，请联系金瞳奖组委会，微信：15270527935
创意
详细阐述从创意产出到最终执行的完整过程
创意成果
详细阐述案例成果以及报送公司是否完成其所服务品牌的目标

【内容营销单元】、【未来板块】
社会化营销组/新消费品牌组
请认真填写以下信息，确保语句通顺连贯、无错别字，无代理公司及报送公司信息

品牌关联
如查询不到您搜索的品牌，请联系金瞳奖组委会，微信：15270527935
创意
详细阐述从创意产出到最终执行的完整过程
创意成果
详细阐述案例成果以及报送公司是否完成其所服务品牌的目标
投放策略
详细阐述该案例的投放策略
投放渠道
详细说明在此预算下都投放了哪些渠道
投放周期
详细说明每类渠道的投放周期
转化
真实有效的填写本案例的转化结果
项目成果
详细阐述报送公司是否完成其所服务品牌的目的及目标



【内容营销单元】
媒介组
请认真填写以下信息，确保语句通顺连贯、无错别字，无代理公司及报送公司信息

品牌关联
如查询不到您搜索的品牌，请联系金瞳奖组委会，微信：15270527935

预算
真实有效的填写本案例的预算

投放策略
详细阐述该案例的投放策略

投放渠道
详细说明在此预算下都投放了哪些渠道

投放周期
详细说明每类渠道的投放周期

转化
真实有效的填写本案例的转化结果

投放成果
详细阐述报送公司是否完成其所服务品牌的目的及目标



补充资料
可上传结案报告等能完整展示案例亮点的⽂件作为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仅可⽤PDF格式⽂件呈现且⼩于30M，资料名称及内
容不可出现代理公司及报送公司信息。
如需上传的PDF⽂件多于⼀个，请上传⾄百度⽹盘并填写⾄下
⽅。

案例链接填写
请确保链接状态为永久链接，并填写对应⽂件名、链接、密码。
资料名称及内容不可出现代理公司及报送公司信息

⽂件名：
密码：
链接：

三、参赛表-补充资料



联系⼈信息

姓名

电话

职位

邮箱

备⽤联系⼈信息
为保证您能及时知晓报送进度，请填写备⽤联系⼈及相关信息

姓名

电话

职位

邮箱

主创⼈员信息
请最少填写三位主创⼈员信息

姓名

电话

职位

邮箱

备注

四、参赛表-人员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