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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奖项介绍 Introduction  

金麦奖是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电商营销大奖，集百位电商及营销领域专业评委，挖掘并嘉

奖年度电商最具营销实效案例的个人及团体的奖项，以构建电商营销行业标准为宗旨，为企业搭

建最具影响力的营销平台。 

 

II.  大赛日程 Competition Calendar  

征稿时间 2015 年 7 月 1 日-2015 年 11 月 15 日 

初审 2015 年 11 月 15 日-2015 年 11 月 22 日 

终审时间 2015 年 11 月 30 日(拟) 

颁奖典礼 2015 年 12 月 16 日-17 日 

 

III. 参赛类别 Categories  

2015 年金麦奖共设“营销类”、“创新类”、“服务类”、“最佳跨境案例”、“最具影响力电商

媒体”、“全场大奖”六大类奖项。 

金麦奖营销类分为产品类：产品类获奖等级由高至低分设金、银、铜（等级奖）与入围奖。

每个类别下获金、银、铜奖的作品不超过四个。 

金麦奖创新类根据创新、商业模式、团队、成熟度四个评审维度，以及现场路演的方式进行

评选。 

金麦奖服务类由报名企业的综合能力值评估选定。 

参赛者可同时申报“营销类”、“服务类”和“创新类”、“最佳跨境案例”、“最具影响力电

商媒体”奖项。如没有作品达到等级奖的得分要求，该奖项可能空缺。 

全场大奖在“营销类”、“创新类”、“服务类”、“最佳跨境案例”金奖案例中产生。 

    在充分尊重参赛单位选择的前提下，如组委会认为案例投报不妥，将直接与参赛负责人取得

联系，建议更改参赛类别。为了让更多优秀的参赛作品得到应有的肯定与表彰，金麦奖将保留细

分、合并类别的权利。  

 

1、2015 金麦奖年度最佳营销大奖 

产品类 

 女装类：女性服饰 

 男装类：男性服饰 

 鞋包类：男鞋、女鞋、箱包、内衣、运动户外 

 时尚生活类：珠宝、首饰、钟表、眼镜、美妆、个人护理、五金家居、建材、家纺、车饰、

文体用品 

 家电数码类：3C 数码产品、数码配件、通信设备、家用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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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饮料类：粮油、零食、特产、生鲜、酒水饮料、医药保健 

 母婴类：母婴食品及用品，童鞋童装、玩具 

 平台类：B2B、C2C 、C2B、 O2O 及 BoB 等模式平台 

 其他类：如参赛作品不适于投报以上任何一个类别，请参赛单位投报其他类，并注明产品

属性 

*针对多品牌、跨品类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产品类目参赛* 

 

2、2015 金麦奖年度最佳服务大奖 

在服务品牌、协助品牌完成销售并有卓越贡献者，主要从服务效果以及用户体验等角度进行

考核。 

1. 最佳 CRM 服务商 

2. 最佳 ERP 服务商 

3. 最佳营销服务商 

4. 最佳流量服务商 

5. 最佳运营服务商 

6. 最佳视觉服务商 

 

3、2015 金麦奖年度最佳跨境案例 

旨在评选出在跨境电商领域具有突出案例。案例可以势本土电商的跨境尝试，也可以是境外

电商在中国市场的探索。该奖项根据参赛作品数量决定评审规模，如参赛作品量较大，则参照“营

销类”划分类别评审；如参赛作品少，则合并评审。 

4、2015 金麦奖年度最具影响力电商媒体 

旨在评选出在专业领域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电商媒体。该奖项旨在考量电商媒体的年度影响

力，包含平台规模量、行业领导力、用户活跃度、品牌成长性等标准。 

5、2015 金麦奖年度最佳创新项目 

旨在评选出在专业领域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电商项目，由专业机构从资金、技术及营销层面

帮助孵化。该奖项评审重在考量项目的商业模式、团队、创新度和成熟度 

6、2015 金麦奖全场大奖 

适合传统产业转型创新的电商项目、电商企业独具创新精神的案例，具有引领未来、颠覆性

的创新案例，体现跨境、跨界、跨越的商业精神。 

全场大奖在“营销类”、“创新类”、“服务类”、“最佳跨境案例”金奖案例中产生。被评为全

场大奖的作品必须得到三分之二以上评委的赞成。如未达到此项要求，经评委会讨论，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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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评委赞成，则该奖项可以空缺。 

 

IV. 如何参赛 How to enter  

1、参赛资格 

a. 招赛范围：2015 金麦奖面向全球招赛，只要于 2014 年 11 月 23 日~2015 年 11 月 22 日期

间基于互联网投放的案例皆可报名。 

b. 作品范围：参赛案例必须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拥有可量化的实际效果。在提交报名表时，需

明确对应的奖项入口。 

 

 

2、参赛指南 

登录金麦奖官网报名 http://www.gwawards.org 

金麦奖提供参赛资料模板下载，可依照 PPT 模板制作案例 PPT 或制作案例视频，按照模版

中要求提交案例目标与挑战、营销创意、创意实施过程、营销传播结果等信息。 

请准备好以下材料，直接在报名系统内填写或上传，如需邮寄请在邮件上标明 2015 年金麦

奖参赛资料及公司名称。 

 

编号 材料 要求 

1 金麦奖参赛表 在线填写参赛表中的问题，每个问题的回答字数不超过 500 字。参

赛单位必须回答参赛表内所有问题，如无法提供相关信息，则填写

“无”。 

*本材料为评委打分的主要依据。 

2 创意阐述 PPT 或

视频 

两者至少提供一种，也可两者都提供。PPT 请不超过 30 页。视频制

作时长不超过 4 分钟。阐述案例从背景调查、市场洞察、策略产生

及实施到营销传播效果在内的图文信息，通过参赛系统上传。 

*本材料为评委打分的主要依据。报名视频类奖项需要同时提供 PPT

及视频。 

3 参赛企业 LOGO  上传案例所涉企业或第三方服务代理公司 ai 格式 logo。 

4 授权书 声明参赛案例可交由金麦奖组委会保管，并用作研究和金麦奖推广、

收入案例集出版等项目，不属于侵权或者泄密。请负责人签署授权

书，寄送至金麦奖组委会。 

V.   评分系统 Judging System 

营销类、最佳跨境案例（案例类） 

 背景+目标            15%  

 项目方案             25%  

http://www.gwawar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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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实施             25%  

 结果                 35%  

 

服务类、最具影响力电商媒体（平台类） 

 背景+目标            15%  

 平台特征             25%  

 案例展示             25%  

 结果                 35%  

 

创新类（项目类） 

 创新度               35%  

 商业模式             25%   

 团队                 25% 

 成熟度               15% 

 

 

VI. 评审标准 Judging Criteria  

1. 评委考量 

营销类、最佳跨境案例（案例类） 

 市场洞察的精准度，项目挑战与目标的难度 

 创意、策略、结果与挑战目标之间是否紧密相关 

 电商营销渠道运用与用户体验优化的水平 

 营销策略及创意的创新程度 

 

服务类、最具影响力电商媒体（平台类） 

 基于案例类评审考量，服务类更倾向于每个类别的实效性 

最具影响力电商媒体，则倾向于媒体平台的整体价值 

 

创新类（项目类） 

 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团队、成熟度四个维度，另外在现场进行路演，最终评选而出。 

 

2. 评审流程  

    金麦奖共进行两轮评审。每一件进入初审或终审的作品都将由至少 5 位评委独立打分，并

取其平均值。初审决定获奖入围案例，终审会将决定金银铜名次与全场大奖得主。获奖者将接到

主办方电话和邮件通知，获邀参加颁奖典礼。 

3. 资格取消 

发生以下情况的参赛案例或机构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2015 金麦奖组委会 

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780 号西溪银座 E 座 3F 

a． 参赛单位未提供营销结果数据或数据没有明确的来源。（数据来源包括但不仅限于：调

研机构、广告客户及第三方检测） 

b． 电商服务代理公司的名称或 logo 出现在参赛材料中。 

注：某些作品可能其案例品牌即参赛代理公司本身，或其案例品牌官方赞助商、媒介

平台等即其参赛代理公司时，参赛代理公司名称或 LOGO 出现在于市场投放的创意素材上，

不视为违反参赛规则。 

c． 在案例 PPT 或 4 分钟的视频中没有案例整体的创意素材。 

d． 参赛单位擅自删除参赛表的问题。 

 

4. 规避原则  

评审过程中，如参赛作品来自评委所在公司、由其公司或直接竞争对手参与制作，评

委将规避该案例的评审过程，不参与打分与讨论。 

 

5. 评委建议 

1) 如何填写参赛表 

清晰，简洁，诚实。简洁明了地阐述传播的成就，简单至上，抓住重点，向我们展示你的

案例，不要局限于回答问题。 

如实汇报结果。我们喜欢看有趣的作品，所以不妨把参赛表填得有个性一点。优秀的案例

应该是一个抓住重点问题，语言表达流畅的故事，具有吸引力。案例呈现之初应该交代其商业背

景，并在最后说明创意对品牌产生的影响。在讲述 campaign 的时候，每一部分都应该呼应主题，

确保在结果部分重申 campaign 的目标，并且将结果与目标直接联系起来。不要专注于创意策略

却忽略了媒体策略，而应该把所有做出贡献的部门都涵盖进来，为 campaign 付出最多的核心人

物应该要参与参赛表的填写。 

金麦评委都是这个行业的专家。他们能够洞悉目标，读懂数据，所以，简洁、诚实的陈述

比繁复的内容更合评委们的胃口。 

2) 评审洞察 

营销类、最佳跨境案例（案例类） 

我们根据一个营销案例从制定目标、项目规划、实施、结果，这四个操作环节来对项目进行评分。 

 

项目背景+目标 

参赛者要求阐述： 

•项目背景的描述：包括项目产生的原因，有利条件，不利条件；需要挑战的主要方向。产

品所针对的人群市场，投放预算和产品亮点等。 

•目标：KPI 是什么？确定具体目标，以及通过哪些维度和数据来评判目标的达成情况。提

供上一年的基准，如无法提供，则文字阐述为何有效。至少包括以下一项目标：A.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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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销售额，C.消费用户增量。 

 

项目规划 

在项目规划时，制定者需考虑如何更有效的获取精准用户。因此，主题创意、传播策略是

重要的评判维度。在传播策略中又细分为，传播渠道、销售渠道的选择；流量的精准把握；传播

方式的创新，如何利用各种传播方式来增强用户的参与性与互动性，从而促成交易的有效完成。 

参赛者要求阐述： 

•主题创意：推广定位，整体活动主题，核心创意的描述； 

•传播策略：策略制定需描述清楚，包括覆盖受众，渠道（传播与销售）的选择，传播方式

的有效结合，流量规划等。 

 

实施方案 

参赛者要求阐述： 

•阐述主题创意的呈现方式； 

•阐述媒介选择； 

•阐述预算评估及如何调整； 

•阐述如何执行控制。 

 

结果 

在电商营销中，营销效果可由具体的数据表现，效果评估可参考 ROI，品牌覆盖率等几个维

度，最终以参赛者制定的目标为准。 

参赛者要求阐述： 

•你如何判断该营销活动有效（KPI）？阐述原因。 

•直接的效果表现，可参考总体 ROI、未来效果表现、品牌传播度等几个维度。 

•根据所使用的指标阐述如何达到或超出原定目标。提供前后测量方法及行业标准说明。 

•提供调研资料及投放效果的时间范围，可使用图表。 

•所有数据都必须有明确来源。数据出处可来自于项目本身、研究机构或第三方数据。 

创新类（项目类） 

参照创新、商业模式、团队、成熟度四个维度来对项目分析，另外现场路演的方式进行评

选。 

 

服务类、最具影响力电商媒体（平台类） 

项目背景+目标 

参赛者要求阐述： 

•项目背景的描述：包括项目产生的原因，有利条件，不利条件；需要挑战的主要方向。产

品所针对的人群市场，投放预算和产品亮点等。 

•目标：KPI 是什么？确定具体目标，以及通过哪些维度和数据来评判目标的达成情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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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上一年的基准，如无法提供，则文字阐述为何有效。至少包括以下一项目标：A.品牌影响力，

B.销售额，C.消费用户增量。 

 

平台特征 

在项目规划时，平台需考虑如何更有效的帮助品牌获取精准用户。 

参赛者要求阐述： 

服务类要求从：CRM 服务、ERP 服务、营销服务、流量服务、运营服务、视觉服务商等方面

综合阐述特点。 

最具影响力电商媒体要求从：平台规模量、行业领导力、用户活跃度、品牌成长性等角度

综合阐述特点。 

案例展示 

参赛者要求阐述： 

•平台上阐述主题创意、营销的呈现方式； 

•阐述如品牌合作方的磨合； 

•阐述预算评估及如何调整； 

•阐述如何执行控制。 

 

结果 

在服务、媒体平台运作中，营销效果可由具体的数据表现，效果评估可参考 ROI，品牌覆盖

率等几个维度，最终以参赛者制定的目标为准。 

参赛者要求阐述： 

•你如何判断该服务、平台的有效（KPI）？阐述原因。 

•直接的效果表现，可参考总体 ROI、未来效果表现、品牌传播度等几个维度。 

•根据所使用的指标阐述如何达到或超出原定目标。提供前后测量方法及行业标准说明。 

•提供调研资料及投放效果的时间范围，可使用图表。 

•所有数据都必须有明确来源。数据出处可来自于项目本身、研究机构或第三方数据。 

 

Ⅶ. 联系方式 

赛事咨询 

麻晓燕女士 

旺旺：雨舞_tbtx 

座机：0571-81985206 

邮箱：tb_xiaoyan.ma@taobao.com 

 

吴立栋先生 

旺旺：木东一_tb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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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机：0571-81985206 

手机：18657400900  

邮箱：wb-wulidong@alibaba-inc.com 

 

牛建豪先生 

旺旺：胖叔_tbtx 

座机：0571-81985206 

手机：13858157743 

邮箱：wb-niujianhao@alibaba-inc.com 

 

邮寄地址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780 号西溪银座 E 座 3F 金麦奖组委会 

传真：0571-89815674 

邮编：310030 

请在邮件上标明 2015 年金麦奖参赛资料及公司名称 

 

请关注金麦奖官方网站：www.gwawards.org 获取最新金麦奖赛事资讯。 

http://www.gwaward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