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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ME AWARDS 中国孕婴童产业奖
CBME AWARDS Gallery and Voting

“年度影响力品牌奖”是授予在中国孕婴童市场颇具知名度和影响力，并引领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杰出品牌，
以鼓励品牌商不断进取和创新，入围榜单如下：( 按照拼音首字母排序 )

“年度影响力品牌奖”入围名单
 "Influential Brand of the Year Awards" Finalists

观众可前往 1 号馆 CBME AWARDS 展区参观和 1-2 号馆 5 号门、3-6 号馆 4 号门投票，只要投票即
可获赠小礼品一份（送完为止）。
Spot the trend of the industry and vote for your favorite innovation or brand. Vote and get a gift*.

*while supplies last

奖项 Category 品牌 (Finalists) Brands

年度奶粉品牌
Milk Powder of the Year Award

爱他美、贝因美、飞鹤、合生元、惠氏、佳贝艾特、美素佳儿、
美赞臣、雀巢、雅培

年度出行品牌
Baby Travel Gear of the Year Award

抱抱熊、Combi康贝、袋鼠仔仔、Ergobaby、好孩子、荟智、
Joie 巧儿宜、Silver Cross、STOKKE、小龙哈彼

年度汽座品牌
Car Seat of the Year Award

Aprica 阿普丽佳、babyfirst 宝贝第一 、britax 宝得适、
Combi 康贝、Cybex、好孩子、 GRACO、Joie 巧儿宜、
kiddy 、RECARO  、小龙哈彼

年度童床家具品牌
Baby Bedding and Furniture of the Year 
Award

爱斯博儿、贝乐堡、Combi 康贝、迪士尼、多喜爱、Foru
芙儿优、好心情、好孩子、丽婴房、小龙哈彼、小硕士

年度喂养品牌
Baby Feeding Product of the Year Award

bobo、贝亲、布朗博士、飞利浦新安怡、好孩子、Medela
美德乐、NUK、日康、小白熊、伊斯卡尔、智高

年度安全护理品牌
Baby Care of the Year Award

爱护、贝亲、Bobo、飞利浦新安怡、格朗、好孩子、哈罗闪、
NUK、强生、施巴、小白熊、易简

年度纸尿裤品牌
Diapers of the Year Award

安儿乐、帮宝适、贝亲、贝舒乐、倍康、大王、好奇、花王、
吉氏、露安适、moony、妈咪宝贝、妮飘、一朵

年度玩具品牌
Toys of the Year Award

澳贝、奥迪、Fisher-Price 费雪、Hape、孩之宝、汇乐、
Lego 乐高、木玩世家、ToyRoyal 皇室 、伟易达、智高

年度童装品牌
Children's Clothing of the Year Award

安奈儿、巴拉巴拉、迪士尼、拉比、丽婴房、蒙蒙摩米、耐克、
圣宝度伦、童泰、图吖、小猪班纳、英氏

年度童鞋品牌
Baby Footwear of the Year Award

ABC、阿迪达斯、比士尼、百丽、Combi 康贝、惠步舒、
基诺浦、江博士、乐客友联、耐克、小猪快跑

年度孕装品牌
Maternity Clothing of the Year Award

贝儿森、诞福、惠葆 、君心、六甲村、乔妮雅、十月妈咪、
添香 、宜栖、孕之彩 

年度服务体验品牌
Child Services of the Year Award

爱你宝贝儿童摄影、东方爱婴、红黄蓝、徽娘子、金宝贝、
乐高早教、乐智小天地、美吉姆、喜喜月子、悠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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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品奖 , 是对年度最新的孕婴童创新专利产品进行展示和评选，鼓励孕婴童企业自主创新，提升产品品
质，同时让业内人士第一时间把握孕婴童产业最新产品趋势，入围榜单如下：( 按照拼音首字母排序 )

“创新产品”入围名单 "Innovative Products Awards" Finalists

展会活动
Activities

奖项 Category 产品名称（品牌） Finalists (Brands)

安居产品
Innovative Baby Bedding 
and Furniture Award

Babysing 实木童床（babysing 童歌）、寶寶智慧照護房（UBabycare）、
儿童颈椎呵护成长枕（梦精灵）、卢瓦尔婴童床（Boori）、Oribel 多功
能儿童餐椅（Oribel 艾丽贝尔）、舒适甜梦睡垫（babymoov）、思丽比
德婴儿床（思丽比德）、腾讯儿童智能台灯 K9（腾讯儿童）新生儿舒芯
薄枕（贝谷贝谷）、智慧互联学习系统（i-study 爱学习）

喂养产品
Innovative Baby Feeding
Product Award

Closer to Nature 奶瓶（汤美星）、辅食机（BÉABA）、硅胶防护玻璃吸
管奶瓶（安儿欣）、硅胶牙胶（亲亲我）、恒温调奶器（贝立安）、壳
氏宝贝（壳氏唯）、Munchkin ® 满趣健 ® 7 盎司 360 度防漏洒魔术学
饮杯（Munchkin 满趣健）、PPSU 握把吸管训练杯（好孩子）、若宝热
敏显温玻璃奶瓶（若宝）、膳魔师高真空不锈钢吸管杯（膳魔师）、小
浣熊奶瓶 ( 宝升 )、婴儿智能辅食机（喔喔牛）

出行产品
Innovative Baby Travel Gear 
Award

Babysing 高景观轻便儿童手推车 igo 型号（babysing 童歌）、贝尔
D668 口袋车（品牌：Bair 贝尔）、FLIPPA 家族（Apramo）、iCandy 
Orange（iCandy）、具有空气净化功能的婴儿推车（Airecok 爱瑞可）、
口袋车（好孩子）、MARIS 日光随想（gb 铂金）、缪斯（cybex）、
TS046 4 in 1 嬰兒推車（BABY ACE）、UPPAbaby 2017 款 VISTA 童车
（UPPAbaby）

启智产品
Innovative Educational 
Product Award

AR 地球仪（小熊尼奥）、iFunNote 幼教电钢琴（iFunNote）、猫勇士
（木玩世家）、魔幻矿山开采多层套（Hape）拼装大集合（可来赛）、
Thinkfun 新想法 -- 塞车时间（Thinkfun）、探索学习六面盒（费雪）、
托马斯和朋友之萌脸早晚陪伴声光套装（托马斯和朋友）、托马斯和朋
友之网络互动益智故事机（托马斯和朋友）、小好奇洞洞书 ( 美乐童年 )

汽座产品
Innovative Car Seat Award

安全守护神 FX (Joie 巧儿宜 )、城市太空舱 I-SIZE（britax 宝得适）、德
国 Micolor 钢骨架金钢侠 M8 儿童安全座椅（米卡洛）、迪士尼系列儿童
安全座椅 型号 M1（babysing童歌）、好孩子高速汽车安全座CS769（好
孩子）、IG01 宙斯盾儿童安全座椅（welldon 惠尔顿）、铠甲舰队 PLUS
（babyfirst 宝贝第一）、派乐斯 M FIX（cybex）、汽车安全座椅（biuco
贝欧科）、锐欧拉（reebaby 瑞贝乐）

安全护理产品
Innovative Baby Care 
Product Award

贝亲妈妈多效精华霜&精华乳（贝亲）、大嘴怪牙刷牙膏整理架（美狮宝）、
恒温浴盆（babymoov）、昆塔斯多功能浴盆护理台（Quintus 昆塔斯）、
路迪 便携式折叠坐便器（OKBABY）、蘑菇硅胶乳牙刷（蔓葆）、三合
一多功能儿童坐便器（Munchkin 满趣健）、生物驱蚊手环（邦恩贝）、
水循环温控浴盆（德珂婴儿）、托马斯和朋友儿童智能健康牙刷（托马
斯和朋友）、易简防水静音理发器（易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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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企业名称

胡超 乐友孕婴童创始人兼 CEO 乐友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蒋一新 董事长 新文越婴童用品 ( 上海 ) 有限公司

罗飞 集团 CEO H&H( 健合 ) 集团

谢宏 贝因美创始人，首席科学家 贝因美集团

赵胜祥 董事长 贵州今童贸易有限公司

周如祥 总经理 启尔智咨询公司

“年度母婴零售商大奖”是授予中国孕婴童市场母婴渠道最为优秀的零售商，以鼓励零售商不断突破、开创
新的业绩，入围榜单如下：( 按照拼音首字母排序 )

“终身成就奖”是授予长期以来对孕婴童产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领袖人物 , 以表彰其在中国孕婴童领域所取得
的成就和贡献，是行业内最崇高的荣誉。入围榜单如下：( 按照拼音首字母排序 )

“年度母婴零售商大奖”入围名单
 "Baby Product Retailer of the Year Award" Finalists

“终身成就奖”入围名单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Finalists

北京丽家丽婴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玛喆沃珂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贝贝熊孕婴童连锁商业有限公司 米氏孕婴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红孩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好孩子（中国）零售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小飞象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好孩子好妈咪零售有限公司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市乐茵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四川省中亿孕婴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可恩宝贝商贸有限公司 长沙咿呀实业有限公司

昆明登康婴幼儿用品有限公司 重庆登康好儿尚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乐友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市爱婴岛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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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区域零售商大奖”是授予在中国孕婴童产业内，在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华北、西南、东北七大
区域中具有卓越表现和领先地位的优秀零售商，入围榜单如下：( 按照拼音首字母排序 )

“年度区域母婴零售商大奖”入围名单 
 "Baby Product Regional Retailer of the Year Awards" Finalists

展会活动
Activities

地区 公司名称

华东地区

安徽亲子家园母婴连锁机构、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市乐茵儿童用品

有限公司、山东婴贝儿健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婴知岛孕婴用品有限公司、珠海市爱婴岛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华南地区
长沙咿呀实业有限公司、广西美儿宝贝商贸有限公司、广州乐欣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海南天天健瑞儿母婴服务有限公司、珠海市爱婴岛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华中地区
贝贝熊孕婴童连锁商业有限公司、长沙咿呀实业有限公司、九江爱婴宝实业有限公司、

可恩宝贝商贸有限公司、南昌格鲁比实业有限公司

华北地区

北京丽家丽婴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王子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省米氏

孕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乐友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秦皇岛市好妈妈妇幼用品有

限公司、山西谷子孕婴用品有限公司

西北地区

家宝爱婴孕婴生活馆、兰州格瑞丽家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乐友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小飞象母婴用品有限公司、四川省中亿孕婴用品贸易有限公司、新疆喜阳阳爱

婴百货有限公司

西南地区

成都创托妇婴商贸有限公司、贵州金牛孕婴连锁、昆明登康婴幼儿用品有限公司、

昆明小太阳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四川省中亿孕婴用品贸易有限公司、重庆登康好儿

尚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东北地区

哈尔滨市爱特孕婴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市贯日漂亮宝贝集团、吉林省米氏孕

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乐友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辽宁棒棒糖儿童百货、婴喜爱

孕婴百货 ( 管理 ) 公司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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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企业名称

彼得·汉斯丹 创始人兼总裁 Hape 国际控股集团

陈跃 总经理 四川省中亿孕婴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程程 总经理 凯儿得乐（深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程瀚 总经理 巧儿宜（中国）有限公司

杜宏 天猫母婴行业总经理 天猫母婴

高芬芬 董事长 海南天天健瑞儿母婴服务有限公司

高勤 副总裁 珠海市爱婴岛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宫林 吉广 董事长兼总经理 尤妮佳生活用品 ( 中国 ) 有限公司

何彬 董事长 浙江木玩世家玩具有限公司

胡超 乐友孕婴童创始人兼 CEO 乐友国际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贾俊勇 董事长兼执行总裁 山东婴贝儿健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蒋涛 总经理 北京丽家丽婴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罗能才 董事长 昆明登康婴幼儿用品有限公司

米洪锋 总经理 吉林省米氏孕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施琼 董事长兼总裁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孙晓芳 总经理 珠海盛康商贸有限公司

徐伟宏 CEO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徐浙 品牌创始人 上海薇奈莎商贸有限公司

颜卫彬 董事长 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

钟宇富 董事长兼 CEO 广禾堂草本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孕婴童年度人物”是授予具有前瞻的创新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或卓越的市场洞见，在本年度为孕
婴童行业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个人，入围榜单如下：( 按照拼音首字母排序 )

“中国孕婴童年度人物”入围名单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Award" Fin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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