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深圳环球设计大奖
常见问题解答
参评资格
1. 什么作品具有参加深圳环球设计大奖的资格？
参评主体可以为个人、团队或企事业单位。参评作品必须是已建成、已完成、已投放市场
或已进入量产阶段。作品完成的时间必须是在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后及 2018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
2. 参赛作品有数量限制吗？
每个参评主体递交的设计作品数目不超过 10 件。
3. 概念阶段的作品可以参赛吗？
本奖项不接受概念性作品、或尚未完成施工、或尚未商业开发、或展示类作品，如模型、
效果图等。
4. 只有作品的设计方才能报名吗？
参评作品必须由作品所有权人、或作品设计师、或作品设计团队、或作品设计公司、或委托
设计作品的客户申报参评，且同一件作品只能由一个主体申报。
5.同一件作品如被多方提交怎么办？
同一件作品出现多主体申报的情况，则需所有相关的申报主体自行协商后提供确认申报主
体及奖金分配办法的协议，否则取消申报资格。
6.我第一届参加过，但是没有获奖，还可以用原作品参加吗？
已参加第一届深圳环球设计大奖赛的作品不得重复申报。

截止日期
1. 第二届深圳环球设计大奖什么时候开始注册报名？
第二届环球大奖官网注册报名系统于 2019 年 1 月 8 日开始对外开放。
2. 报名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网上申报截止日期为北京时间 2019 年 3 月 20 日下午 5 时。需提交实物的国外参赛者须于
北京时间 2 月 28 日下午 5 时前完成网上申报，以便安排作品寄送。
3. 寄送实物作品和材料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实物作品和材料须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之前抵达物流商指定仓库。请参赛者把控好寄送时
间。

参评类别
1. 什么类别的作品可以参加环球设计大奖？
本届环球设计大奖面向五大设计门类征集作品，包括视觉传达、工业产品、建筑设计、室

内设计、时尚设计。详细类别请登陆官网 http://zh.s-d-a.org/进行查询。

线上注册报名
1. 我已经在报名系统中申请账号密码，但没有收到认证邮件怎么办？
请您查看邮箱的垃圾邮件区域，或者发送邮件至 info@s-d-a.org 并提供您申请报名的账
号，用户名及联络电话。
2. 去年我们已经有在报名系统申请账号密码，还可以登入使用吗？
因网站已更新，2018 年度的账号已做清理，请您重新在官网上注册账号密码。另外，第一
届的参赛作品不能重复参加第二届大奖，若您有新的项目或作品欢迎参赛。
3. 作品介绍可以只填写中文吗？
环球奖的评委由国内外的设计专家组成，因此作品的英文介绍非常重要，请参赛者务必正
确并完整地填写。
4. 我的参赛作品是一个系列，包含很多件产品，应该一起申报还是分开申报呢？
若您想强调的是产品整体的设计，则可以申报为一件；若您想强调组合中每一件产品独有
的外型设计与功能特性，则可以分开申报，但是每一件产品的中英文介绍必须分别提供准确
和完整的信息。
5. 深圳环球奖的报名流程是什么？我怎样才能确认报名已完成？
(1) 在线注册申请账户密码，激活账户（填写邮箱验证码）。
(2) 填写并保存设计师信息。
(3) 填写并保存作品信息。
(4) 阅读并同意条款和条件。
(5) 本届报名截止日为北京时间 2019 年 3 月 20 日下午 5 时，您可以在报名截止前进行资
料修改。需提交实物的国外参赛者须于北京时间 2 月 28 日下午 5 时前完成网上申报，以便安
排作品寄送。

费用
登录报名及提交作品无须付费，但参赛者须承担所有的物流、保险、清关等费用。

实物寄送
1. 寄送作品实物和材料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实物作品和材料须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之前抵达物流商指定仓库。请参赛者把控好寄送时
间。
2. 寄送的作品需要做标记吗？如何标记？
需要寄送实物的参赛者请在接到“通过初审”的通知后再安排，寄送要求请根据指定物流
商的运输指南操作。
3. 作品寄送到哪个地址？
请勿将作品寄送至秘书处办公室！指定仓库的地址将在初审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
4. 我是否需要提供实物作品？

初审团将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和 3 月 21 日利用图片、影像等资料进行网上初审，不需要作
品实物。在接到“通过初审”的邮件通知后，再根据指定物流商指引操作。
5. 如何从中国境外寄送实物作品？
寄送要求请根据指定物流商的运输指南操作。请确保您已支付从境外至指定收货地址的相
关费用。实物运抵指定收货地址之前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包装、运输、快递、保险、
关税、政府部门审批和许可证及有关文件、以及必须的或可能的其他任何费用均由参赛者承
担。未完成支付的包裹可能会被中国海关扣押或仓库拒收，相关责任由参赛者自行承担。
6. 如果境外快件被中国海关扣货滞留怎么办？
可联系指定物流商安排进口清关，由于扣货滞留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清关、
运输、查验、关税等费用、以及必须的或可能的其他任何费用均由参赛者承担。
7. 怎样知道我的作品是否寄到？
如果我们的仓库没有收到您的作品，我们会与您联系。
8. 参赛作品的大小是否有限制？
体积大于 1m x 1m x 1m，或重量超过 50KG 的超大作品，提交前须事先征询秘书处意见。
秘书处保留不接受超大型作品的权利。
9. 终审场地在哪里？可以自送吗？
终审将在深圳举行。终审现场在 3 月 27 日早上 10 点开放接收小件自送展品。在 3 月 29 日
下午 13 点之后开放大件自送展品。请在送货之前提前 2 个工作日与指定物流商联络沟通送展
馆的具体时间，以及特殊的装卸要求。
10. 我是获推荐作品的作者，寄送地址何时可以告知？
指定仓库的地址将在您在线成功提交作品并在秘书处核实该作品为被推荐后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给您。实物作品和材料须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之前抵达物流商指定仓库，请参赛者把控
好寄送时间。

评审标准
评审的标准如下：
（一）具有原创性、实验性和探索性的设计作品，具备前瞻力，提出未来发展创见；
（二）具有公共性、实用性和环保性的设计作品，具备循环力，提出城市生活理念；
（三）具有开拓性、促进性和革新性的设计作品，具备驱动力，提升产业发展效率；
（四）具有观念性、学术性和综合性的设计作品，具备影响力，引发国际间的广泛关注与
影响。

（五）可持续发展特别奖的评审标准，参照联合国发布的 15 个到 2030 年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1。最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产品，可获得该奖项。

公布结果
1. 深圳环球奖会举办颁奖典礼吗？
第二届深圳环球设计大奖颁奖典礼定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在深圳举行，获奖者名单将会在
当晚揭晓。
2. 什么时候能够知道我的作品是否获奖？
终评将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举行，之后我们会在 4 月的颁奖典礼前与获奖者联系。获奖名
单将在颁奖典礼上公布，过后也会在官方网站上公布。
3. 如果我的作品获奖了，获奖者有什么福利？
获奖者将在我们的颁奖典礼上接受奖杯和证书的颁发，获奖作品会于深圳设计周期间展出，
同时在官网上的往届作品和后期制作的环球大奖作品集中呈现。
为鼓励获奖者来深圳创业、共同提高深圳的设计水平，未来将根据深圳市的相关人才引进
或扶持政策为其提供支持与协助；同时，通过项目合作、进驻孵化器、创客空间等方式协助
获奖者在深圳开展业务，开拓中国市场；
颁奖典礼前后，将组织媒体报道主要获奖者，提升其知名度和美誉度。
颁奖典礼结束后，根据实际条件选择国内外若干城市组织获奖及优秀作品巡展，重点推介
获奖者及其作品。
4. 证书和奖杯需要付费吗？
获奖者无需支付额外费用即可获得证书和奖杯。但若获奖者无法亲临颁奖现场领取证书和
奖杯，并因此要求秘书处寄送，运输及相关费用将由获奖者自行承担。
5. 终审结束后，实物作品是否可以寄回？
获奖作品和入围作品需保留至环球大奖展览结束，秘书处指定物流商将在展览结束后联系
获奖者安排作品的寄回。所有其他参赛作品在终审结束后安排寄回，届时物流商会联系参赛
者作相应安排。所有的物流、保险、清关等费用由参赛者自行承担。

参赛流程
1. 官网 http://www.s-d-a.org/在线注册申请账户密码，激活账户（填写邮箱验证码）。
2. 填写并保存设计者信息。
3. 填写并保存作品信息。
4. 阅读并同意条款和条件。
5. 本届报名截止日为北京时间 2019 年 3 月 20 日下午 5 时，您可以在报名截止前进行资料
修改。需提交实物的国外参赛者须于北京时间 2 月 28 日下午 5 时前完成网上申报，以便安排
作品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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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2030 年要实现的 15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无贫穷、零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
和卫生设施、清洁能源、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减少不平等、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气候行动、水下生物、陆地生物等。

联系方式
官方邮箱: info@s-d-a.org
秘书处电话: +86 755 8325 8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