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工信 E2021〕 73号

关于印发 《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
工业设计

大赛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市工信主管部门,各有关院校、协会、企业:

《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工作方案》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伊咽



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
工业设计大赛

工作方案

为加快烟台市工业设计产业发展 ,推 动工业设计与其他产业

融合发展,进一步夯实工业设计产业培育成果,全面提升工业设

计发展水平和企业核心竞争力,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

国际工业设计名城。特制定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

赛工作方案。

一、活动主题

设计智造 ·互联共创

二、大赛组织

(一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烟 台市人民政府

支持单位:中 国工业设计协会

承办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德工业设计中心

协办单位:烟 台市工业设计协会、烟台设计产业联盟

(二 )大赛领导小组

组 长:牟树青 市政府副市长 ,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副组长:李鹏程 市政府副秘书长

林 阳 市工业和信 J急 化局局长

佟 欣 中德工业设计中心执行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乔玉晶同志任办公



室主任。

三、大赛形式

(一 )本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通过各区市工信主管部

门分类、分区域征集,各院校积极参与。主要形式为组织评审、

现场展示、颁奖推广等活动,推广普及工业设计创新理念,展示

我市设计创新成果,助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 )评 审方式采用线上材料评审、现场实物加答辩评审的

形式。

四、参赛要求

(一 )参赛对象

1.在烟台市内注册的企业、工业设计组织、机构。

2.烟 台市内院校的工业设计及相关专业学生及教师。

3.在烟台市从事工业设计及相关专业的社会团体及个人。

4.与 烟台市企业在设计领域开展合作、形成产品的国内外设

计机构、设计师。

(二 )参赛产品 (作品 )要求

1.参赛产品 (作 品)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律法规

和产业政策要求。

2.参赛产品 (作 品)应为原创产品 (作 品),如发生知识产

权纠纷,因参赛者的抄袭、侵权等行为所引起的法律责任,由参

赛者本人负责。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有权在大赛的任何阶段单方

面取消其参赛及获奖资格,如 已发放奖励也将追回。



3.按规定时间填报《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

申报书》 (下称 《申报书》),并按照要求提供有关材料。每个

产品 (作 品)只 能申报一个行业领域。

4.已 获得往届烟台市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奖项的产品(作

品)不 能参赛,但可以参加现场展示。

五、大赛组别

本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分为产品组、概念组两个组

别 。

(一 )产 品组

近两年 (2019年 1月 1日 之后 )已 量产或已完成开发的产品。

包括:机械装各、交通工具、船舶及海洋工程、智能机器人、智

能终端及电子通讯产品、互联网平台、医疗健康、应急防护、体

育及健身器材、旅游及户外用品、特殊人群及特种领域用品、纺

织服装、家居及家电、黄金及珠宝饰品、新材料及新工艺、手工

艺及文创、食品、包装18个行业领域。

(二 )概念组

近两年内尚未量产或产业化的概念设计作品。分为18个行业

领域 (领域同产品组 )。

六、表彰和奖励

(一 )奖项

1.设立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金奖5名 、银

奖10名 、铜奖15名 ,分别颁发金、银、铜奖获奖证书和奖杯;优



秀奖若干,颁发获奖证书。

2。 设立院校
“
新星奖

”
30名 ,对在校学生及青年教师 (35

周岁以下 )参赛作品 (产 品)进行排名,颁发
“
新星奖

”
获奖证

书。该奖项获得者可同时获得大赛其他奖项。

(二 )奖励

对获得本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金、银、铜奖的团体或

个人给予一定物质奖励,并优先推荐参加山东省
“
省长杯

”工业

设计大赛、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评选,对入围产品 (作 品 )进行

展览展示、宣传报道和成果推介。

七、时间安排及申报流程

设立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评审专家委员

会,按照 《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评审细则》进

行评审,向 大赛领导小组提出获奖建议名单,确保评选工作公开、

公平、公正。

(一 )时间安排

1.征集阶段。8月 15日 前,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完成产品(作

品)征集、资格审查工作。

2.初评阶段。8月 下旬,由评审专家委员会组织完成初评工

作,向 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终评和新星奖建议名单。

3.终评及公示。9月 上旬,由评审专家委员会组织完成终评

工作,向 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金、银、铜奖及优秀奖获奖建

议名单,并公示。           ∷



4.颁奖推广。领导小组根据最终确定获奖名单进行颁奖,组

织获奖单位产品(作 品)现场成果展示。

(二 )申报流程

登 录 本 届
“
市 长 杯

” 工 业 设 计 大 赛 官 方 网 站

(www。 ytszbds。 cOm),在 8月 5日 前完成网上材料申报,领 导小

组办公室审核通过后打印纸质 《申报书》;8月 15日 前提交纸质

材料,由推荐单位盖章,并 向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纸质 《申

报书》1份 ,产 品 (作 品)汇
`总
表1份。

(三 )材料提交

1.企业参赛,将纸质 《申报书》提交至辖区工信主管部门。

各工信主管部门将参赛企业纸质 《申报书》、推荐文件、《烟台

市第三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报名汇
`总
表》 (附件3)统一

报送至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5-6241779

地  址:烟 台市莱山区府后路10号人防大厦511室

2.以 院校名义参赛,请将纸质 《申报书》提交至各院校。各

院校将参赛师生纸质 《申报书》、《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工

业设计大赛报名汇总表》 (附件3)统一报送空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5-8209011

地  址:烟 台市高新区科技大道69号

3.以个人名义参赛,请直接将纸质 《申报书》报送至领导小

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5-8209011

地  址:烟 台市高新区科技大道69号

八、工作要求

(一 )各单位按职责分工,认真做好大赛组织协调、督导工

作。市工业和信
`急 化局牵头做好本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的

组织实施工作;中 德工业设计中心负责大赛组织评审、颁奖推广、

成果展示等工作。

(二 )各 区市工信主管部门,各有关协会、联盟、院校,负

责组织相关企业、机构、师生和个人参赛,并按要求组织参加本

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有关活动。

(三 )充分利用主流媒体、互联网、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平

台,提升宣传推介效果,推广普及工业设计创新理念,营造设计

创新的社会氛围,提升全社会参与工业设计创新的积极性。

附件:1。 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申报书

2.烟 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评审细则

3.烟 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报名汇总表



附件 1

序号:□ □□□□□□□

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
工业设计大赛

申 报 书

申报单位或个人 (公章或手印 )∶

推荐单位 (公章 )∶

申报产品(作 品)名 称:

申报组别: □ A。 产品组    □ B。 概念组

填表日期 : 年     月

烟台市
“
市长杯”工业设计大赛领导小纽办公室制

日



填 写 要 求

一、本申报书须如实、认真填写。表内内容由申报单位或个

人到官方网站注册填报信息后自动生成。与项目无关内容项,应

填写
“
无
”,个别项目填写不下时,可另加附页。

二、推荐单位指区市工信主管部门、院校,同 意推荐后加盖

公章。

三、申报单位须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团 队须提供主创设计

者身份证复印件;个人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学 生还须提供

学生证复印件。

四、须按表 1、 表 2、 表 3的具体要求提供材料。外地设计机

构为本地企业提供设计项目参赛,需提交所合作企业的推荐证明。

五、申报书须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 (内 容必须一致 )。 纸质

版采用 A4纸单面打印,左侧装订提交。一式一份。

六、网上申报截止日期:2021年 8月 5日 ;纸质材料上报

截止日期:2021年 8月 15日 。

七、承诺书须由法人或本人签字。



承 诺 书

申报单位或个人在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申

报过程中,应做出如下承诺 :

1.自 愿参加,遵守大赛各项规则,不得以任何手段、任何形

式干扰本次大赛正常工作。

2.如实填写申报材料,保证申报材料规范性、真实性、合法

性、有效性。

3.申 报产品 (作 品)应是作者原创,如果出现抄袭、伪造、

争议、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产品 (作 品)以及违法违规行为的人

员,一经核实,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有权取消申报单位或个人的

参赛资格,并 由申报单位或个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 已获奖项

的产品(作 品),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有权收回颁发的全部奖项 ,

并登报声明。

4.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本次大赛期间及相关活动中享有

展示权、印刷权、宣传权、优先受让权和推荐到其他活动比赛等

权利。

5.申 报产品 (作 品)的 申报材料电子版、纸质版均不退回。

承诺人 (法人或个人 )签字/盖章 :

年  月 日



表 ⒈ 基本情况

产品 (作 品)

名  称

申报单位

类  别

□企事业单位   □院  校   □设计机构
□社会团体    □个  人

单位申报信`急 栏 个人申报信息栏

单位社会

信用代码
身份证号

人

名

伧丶王
姓

人

名

伧丶王
姓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由阝     箱 由阝     笫卣

人

名

系联

姓

联系邮箱 联系电话

地  址 由阝     绉高

单位或个人简介 (⒛ ll300字 )



表 ⒉ 验证材料

应提供以下复印件及其他验证材料复印件

水单位申报张贴处

营业执照复印件 (盖章 )

水个人及学生申报张贴处

身份证
(信

`急
面 )

咔学生申报张贴处

学生证
(信‘急面 )

米申报产品 (作 品)所涉及的知识产权、获奖、荣誉等内容的复印件。

注:可另加附页



表 ⒊ 产品(作品)情况

产品(作 品)

名  称

行业领域

□机械装各

□船舶及海洋工程

□智能终端及电子通讯产品

□医疗健康

□体育及健身器材

□特殊人群及特种领域用品

□家居及家电

□新材料及新工艺

□食品

□交通工具

□智能机器人

□互联网平台

□应急防护

□旅游及户外用品

□纺织服装

□黄金及珠宝饰品

□手工艺及文创

□包装

申请专利 □是 □否 版权登记 □是 □否

尺  寸
(长 mm× 克 mn× 高 mm)

上市或完成 日期 年  月  日

产品 (作品)说明 (300字
)

除文字说明外,应 提供 36张分辨率 300dpi以 上、尺寸为 6寸 (152冰 10细m)、 JPG

格式的产品 (作 品)实物图或效果图9另 需附 10页 以内 PPT产 品 (作 品)介绍,若
有演示视频也可附加。

注:可另加附页



附件 2

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
工业设计大赛

评 审 细 则 z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评审

工作,根据 《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工作方案》,

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评审工作整个过程。评审工作由线上

材料评审、现场实物加答辩评审两部分组成。

第二章 评审专家委员会

第三条 评审专家委员会是指按照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有

关要求,设主任委员 1名 ,副 主任委员 2名 ,委员若干,由 大赛

领导小组办公室派驻监督员 1名 。

评审专家委员会实行大赛领导小组领导下的主任委员负责

制。具体职责分工 :

(一 )主任委员:负 责评审专家委员会的全面工作;负 责召

集评审专家委员会首、末次会议;负 责协调各个评审组工作。

(二 )副 主任委员:协助主任委员做好各评审组工作支持 ;

负责召集本组首、末次会议;负 责本组评审工作顺利完成。

(三 )委员:负 责做好评价记录工作;对评价过程发现的问

14



题,提出合理化意见或建议。

(四 )观察员:为本组评审工作提供后勤保障;负 责评审专

家评价材料汇总统计工作。

第四条 评审专家委员会职责:

(一 )负 责组织评审专家分阶段对产品 (作 品)材料评价和

实物及答辩评价,将最终评审结果提交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 )对评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释和答疑。

第五条 评审专家委员会下设若干评审组,由 电脑抽选系统

随机抽选一定数量的专家组成,每组 3人或 5人。各组组长由本

组专家推荐产生。

专家擅长领域由工业设计类和综合类组成。工业设计类专家

指工业设计及密切相关领域专家。综合类专家指工程技术、信息

化、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企业管理、行业研究、质量安全、

知识产权等领域专家。

第三章 评审程序

第六条 召集会议:全体会议、评审专家委员会会议、产品

(作 品)评审组会议。

(一 )全体会议由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召集,大赛领导

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代表、评审组专家以及评审工作人员参与。

通报材料申报情况;宣读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专家名单以及评审组组长、成员名单;宣读评审工作纪律及有关

要求。

(二 )评 审专家委员会首、末次会议由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



委员召集。

首次会议:根据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全体会议有关要求,学

习讨论本细则,统一打分尺度;产 品 (作 品)材料或答辩人员按

照行业领域进行分组;宣读评审工作进度要求。

末次会议:宣读评价工作报告 (包括评审基本情况,评价结

果,特殊说明以及评审意见建议等 )。

(三 )产 品 (作 品)评审组会议由各评审组组长召集,进行

材料评价工作或答辩评价工作分工;临 时召集评审过程中需要统

一意见的专题小组会议等。

笫四章 评价主要内容与权重

第七条 评价标准

序号 参考分项
参赛组别

产品组 概念组

1 先导性

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有 利于引

领行业工业设计发展,促进工业转

型升级。

10% 15%

9
臼 创新性 设计理念独特新颖,创新点突出 20% 35%

°

0 实用性

性能稳定,技术先进,功 能合理 ,

能满足使用、维护及安全方面的要

求

15% 10%

4 美学效果
色彩搭配合理,形态体现科技与艺

术的结合,与 使用环境相协调
10% 10%

5 人机工学
具有 良好的舒适性、便捷性,识别

与操作简单、高效,人机关系协调
10% 5%

6 品质
材料运用合理,工艺品质精 良,产
品质量可靠

10% 10%

,
亻 环保性

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制造、流

通、使用、回收全过程注重节能、

环保

10% 10%



8 经济性
工业设计因素对提高产品附加值和

品牌价值贡献较大
15% 5%

第八条 初评。评审组专家登录线上评审系统,独立在网上

对所负责的产品 (作 品)进行评分。每位评审专家依据 8个具体

分项标准,对所评审的项目给出 1个百分制的分数。最终得分为

负责该产品 (作 品)评分的各位专家评审分数的平均分。

对存在异议的产品 (作 品),由组委会办公室组织评审组进

行复议。

第九条 终评。通过现场实物加答辩的形式进行评审。

(一 )时间安排

1.实物评审:采用现场审查产品 (作 品)的形式。

2.综合阐述:通过 PPT或视频演示的形式,对产品 (作 品 )

进行综述,时间为 10分钟。

3.问 题答疑:主创设计者或团队成员 1~3人参加答辩,采

取问答方式,由 专家提出 1~2个问题,时间为 5分钟。

(二 )答辩评价项目与权重

终评评审方式采用现场审查产品 (作 品 )、 综合阐述、问题

答疑的形式,综合打分。评审组按照以下权重对所评审的产品(作

品)综合给出 1个百分制的打分数。每个产品 (作 品)的 最终分

数为各评审专家评审分数相加后的平均分数。

序号 项 目 产品组/概念组

1 现场实物 30%

o
∠

综合阐述 30%

0
D 问题答疑 40%



(三 )获奖产品 (作品 )所 占比重

获奖产品 (作 品)中概念组数量不高于获奖总数量的⒛ %。

第五章 评审纪律

第十条 评审专家应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客观的原

则;应对申报产品 (作 品)的 商业机密、技术专利和评审结果严

格保密;应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不 串岗、不脱岗,不得徇私舞弊、

暗箱操作、乱用职权、收受礼金;应严肃、认真对待评审工作 ,

做到高效、高质。

第十一条 工作人员和观察员应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不 串

岗、不脱岗、不得徇私舞弊;应对申报产品 (作 品)的 商业机密、

技术专利和评审结果严格保密。

第十二条 评审现场应将通讯设各统一管理,与 评审无关的

物品不得带入。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大赛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3

烟台市第三届
“
市长杯

”
工业设计大赛

申报区市/院校: (盖章 )

报名汇总表

序号 申报单位名称 产品(作 品)名 称 申报组别 行业领域

烟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⒛21年 6月 22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