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举办 2021 年沧州市 九河杯 第一届

工业设计创新大赛的通知

各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促进设计与制造融合发展，发挥工业设计对我市企业主动

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作用，发掘企业和院校的设计人

才，集聚省内外优质设计资源与我市特色产业形成对接，推动更

多的设计成果转化落地，让沧州设计更具影响力、沧州制造更具

竞争力，现决定举办 2021 年沧州市 九河杯 第一届工业设计创

新大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1 年沧州市 九河杯 第一届工业设计创新大赛由沧

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沧州市经济开发区经济和发展局、沧州工

业设计创新中心主办。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本次赛事活动，

做好大赛的宣传、组织、发动工作。

二、大赛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 年 6月 30 日，关注 九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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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创新大赛 微信公众号，下载报名表格（见附件 2、3），

将报名表、A2竖版展板（概念设计类必交）以及其他体现设计创

新性的资料等发送至邮箱，邮件格式需为 九河杯报名+企业名

称 ，防止名称不规范导致报名失败。

联系方式

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刘佳佳 0317-2079352

沧州工业设计创新中心 座 机 0317-5632766

张 晨 13283280860

贾向阳 15533783559

报名邮箱 cangzhoucidc@126.com

附件 1.大赛总体方案

2.企业参赛报名表

3.学生参赛报名表

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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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 年沧州市 九河杯 第一届工业设计

创新大赛总体方案

为促进设计与制造融合发展，发挥工业设计对我市企业主动

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作用，发掘企业和院校的设计人

才，集聚省内外优质设计资源与我市特色产业形成对接，推动更

多的设计成果转化落地。现拟举办 2021 年沧州市 九河杯 第一

届工业设计创新大赛，具体方案如下

一、赛事简介

名称 2021 年沧州市 九河杯 第一届工业设计创新大赛

时间 2021 年 3月-8月

主题 智汇沧州、设计未来

宗旨 让设计创新赋能制造业，助力传统行业调结构、转方

式、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推动我市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营造全市重视工业设计发展的浓厚氛围，搭建企业与高校、

设计机构交流合作的平台。

二、组织机构

（一）举办单位

1.指导单位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北工业设计创新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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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办单位 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沧州经济开发区经济

发展局、沧州市工业设计创新中心

3.承办单位 沧州匠品工业设计服务有限公司、示象文化河

北传播有限公司

4.协办单位 沧州御河老酒、知微文化、沧州师范学院美术

学院、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二）组委会

成立沧州市工业设计创新大赛组委会，负责组织领导和统筹

协调赛事活动。组委会秘书处设在沧州工业设计创新中心，负责

大赛形象设计、展场设计、作品出版设计、活动咨询等相关工作。

（三）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负责制定评审规则、处理重大评审争议、在专家

库中抽取大赛复评委员和终评委员等事项。专家库由学术和产业

专家组成，包括市工业设计专家委员会成员和知名企业与设计机

构首席设计师。

三、作品征集及评审

（一）参赛作品要求

邮件格式需为 九河杯报名+企业名称 ，每个参赛者上传

文件总大小不得超过 50M,提交报名材料将成为评审和展览的重

要依据。同一件作品（产品）只能由一家单位、团队或个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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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每一位参赛者可以申报多件作品（产品）。

1.产品设计类要求

参赛内容 自2019 年起，已投产并批量销售的产品。

参赛对象 沧州市所有制造企业、设计机构或个人。

报名所需材料 企业报名表、产品实物照片、设计图纸等体

现设计创新性的材料。

2.概念设计类作品要求

参赛内容 以图文（可提供模型、手板、多媒体）等方式体

现的未投产的概念设计或创意设计。

参赛对象 河北省所有设计机构或个人、各院校学生。

报名所需材料 学生报名表、展板（参赛作品设计效果图）。

展板必须清晰地反映在一个A2标准版面上（竖版，尺寸42cm*52cm

幅面，精度不低于 300dpi），可用 2维、3维或手绘形式进行主

图表达，辅图必须包含该作品带尺寸数据的电脑三视图，不得出

现参赛者姓名、单位等信息。

（二）评审原则

1.产品设计类

从创新性和科技感、视觉的时代性、技术的可实现性、产业

的联动性、情感回归性、设计质量、工艺、材料运用、环保型、

功能性、实用性、安全性、人体工学、通用设计、产品识别、品

牌塑造等方面，对设计产品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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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念设计类

从作品的需求分析、概念方向、功能应用、外观形态等创新

因素，以及低碳环保、安全和可实现性等方面，对设计作品进行

评审。

四、奖项设置

1.产品设计类

最佳创新设计奖 1 名 奖金 20000 元人民币/奖杯/

证书

最佳产品奖 2名 奖金 10000 元人民币/奖杯/证书

最佳品牌奖 3名 奖金 5000 元人民币/奖杯/证书

最佳入围奖 5名 奖杯/证书/纪念品

2.概念设计类

金奖1名 奖金 5000 元人民币/奖杯/证书。

银奖2名 奖金 3000 元人民币/奖杯/证书。

铜奖3名 奖金 2000 元人民币/奖杯/证书。

最佳组织奖 10名 奖杯/证书 /纪念品。

最佳入围奖 10名 奖杯/证书 /纪念品。

3、为保证获奖作品质量，以上奖项名额可空缺。

五、赛事安排

大赛共分为五个阶段

（一）大赛启动阶段（3月-4月）制定完善大赛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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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新闻发布会 营造氛围，开展线上线下全媒体的宣传推广活

动。

（二）作品征集阶段（4月-6 月）关注 九河杯工业设计创

新大赛 微信公众号，下载报名表格，按参赛作品分类提交所需

材料。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30日。

（三）初赛阶段（7月 10日）初评由评审委员会抽取评审团

进行评审，由组委会按评委专业领域分配评审作品，筛选30%进

入复赛。

（四）复赛和决赛阶段（8月 31 日）初赛入围的作品，参赛

者需按组委会通知要求，将产品或模型运送到指定的地点参加终

评。终评分别选取前15 名作品进行公开答辩，线上公开答辩过程，

最终获奖作品将在官网、沧州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公众号等媒体公

示。

（五）颁奖典礼阶段（9月）拟定于9月份在渤海大酒店举

办2021 年沧州市 九河杯 第一届工业设计创新大赛颁奖典礼暨

获奖作品展。全面展示工业设计创新成果。

六、注意事项

（一）奖项颁发 所有奖励只针对参赛者，获奖者应按法定

程序完善相关手续。

（二）知识产权保护 所有参赛者必须保证参赛作品不存在

任何知识产权纠纷或争议，并自行负责参赛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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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若产生知识产权纠纷或争议，由参赛者自行承担责任。组

委会有权使用参赛者的信息和作品进行与评奖活动有关的宣传活

动，如举办作品展、发布获奖产品信息等。

（三）作品保险 参赛者自行负责参赛作品保险，尤其是涉

及盗窃、火灾和损害等保险事宜。

（四）作品运送 参赛者需按照组委会的通知要求自行负责

参赛作品运输。

（五）奖品召回 当遇到以下情况时， 九河杯 组委会有

权收回奖项标志的使用权和已颁发的奖品。

1、获奖产品/作品由于功能性缺陷造成了重大社会危害。

2、正式确认获奖产品/作品侵犯了其他产品/作品的设计权

或其他知识产权。

3、设计者或生产者在未通知主办者的情况下对获奖作品/

产品进行重大修改，并继续在该产品/作品上使用该奖标志

或利用其进行宣传。

（六）本赛事活动有关条款由组委会负责解释。

七、联系方式

报名邮箱 cangzhoucidc@126.com

通讯地址 河北省沧州市开发区靖烨科技园 6号楼 沧州工

业设计创新中心

联系电话 座机 0317-563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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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13283280860 张 晨

手机 15533783559 贾向阳

沧州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公众号

九河杯 大赛官方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