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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关于CBME AWARDS



CBME 
AWARDS  ？

什么是

CBME AWARDS 立足CBME 孕婴童展，自2014年成功举办

以来，一直是孕婴童产业的至高荣誉。优品大赏作为CBME 

AWARDS的产品类奖项IP，坚持选拔有颜值、有创意、兼具

时尚感与智能光环的年度新品。 CBME AWARDS优品大赏

通过向母婴行业输入权威、前瞻性的评选维度，公正客观的

评选机制，全渠道多角度的展示平台，助力无数母婴优品好

物实现从新品首发到落地转化的成功蜕变。

关于 CBME AWARDS优品大赏



活动亮点
Event Highlights

在原有的三大设计奖项基础上，首次新增趋势爆品奖项，聚焦孕婴童零辅食、

营养品及洗护品类三大机会品类。

奖项升级

• 实物展示：线下入围评审会+渠道鉴赏会打通选品新渠道

• 专题展示：微信专题展示优品大赏入围产品海报及产品介绍

• 现场展示：现场展示区主打“优品快闪店”概念，除了展示入围及获

奖产品之外，特别开设零食工坊、洗护时代等爆品专区

展示升级

评审升级

首次邀请明星母婴店铺主理人从新零售角度进行实力甄选，

同时特邀国内外知名设计师、行业超强影响力母婴大V结合

现场实物展示亲测亲评。



重要时间节点

01

02

3.15~4.15
报名阶段

启动CBME AWARDS优品大赏报名招募全面宣传，包

括CBME 微信，微博，社群、EDM等以及相关合作媒

体、机构、达人推广

4.25~5.8
参赛样品邮寄

为了帮助专家评审团更直观了解参赛产品的功能、材质等产品

亮点，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入围评选采取实物评选方式，请

在规定时间内将参赛样品邮寄至指定地点



03

04

05

5.12 ~5.14
线下入围评审会+渠道鉴赏会

入围评审会：评选入围产品名单，入围阶段的评分将占总分60%

渠道鉴赏会：同期将组织各细分品类TOP渠道商及零售商现场参观报

名参赛展品，促成渠道与品牌的进一步合作

7.5
颁奖盛典

总决选会根据入围阶段和公开投票阶段的分数总和进行综合排

名，评出最终获奖名单,并在7月5日2022CBME AWARDS优品

大赏颁奖盛典上隆重揭晓，同时入围及获奖产品可在展会现场

优品快闪店进行落地展示

5.25~6.10
公开投票

公开投票包含行业投票和消费者投票两部分，公开投票权重占

总分的40%



PART 02  
2022优品大赏奖项介绍



Three Design 
Awards

三大设计奖项

用以表彰年度孕婴童产业内优秀的外观设计产品，

鼓励孕婴童企业为市场不断输出具有高颜值的产

品。

创新之星

用以表彰年度孕婴童行业内优秀的产品性能创新

专利产品（功能、工艺、材料等），鼓励孕婴童

企业提升自主研发能力，设计出更加贴合消费者

需求的高性能产品。

颜值之星

智能之星

用以表彰年度孕婴童行业内优先使用让大家“不明觉厉”的

新硬件、新软件、新技术的智能产品，鼓励孕婴童企业将科

学育儿、智慧生活等元素融入产品设计，提升产品的科技感。



颜值之星
用以表彰年度孕婴童产业内优秀的外观设计产品，鼓励孕婴童

企业为市场不断输出具有高颜值的产品。。

建议报名品类

Attractive Appearance 
Awards

母婴用品、玩具、车床及家具、母婴食品

等品类。

入围及获奖数量

入围：30个 获奖：6+3（6个颜值之星+3个颜值之星市场潜力奖New+）



1.外观设计理念

从外观的设计构思、向消费者传达的理念等方面阐述

产品外观设计的创新点。

2.外观设计亮点

阐述产品的外观设计亮点

参选要求
1.报名产品需要为孕婴童产业相关产品，每个品牌仅可以报名一款产品。

2.已经成功申请到中国国家新型专利证书、国外的专利证书或提供专利申

请中的相关证明，符合国内外知识产权相关要求

3.上市时间在1年内的产品（上市时间不早于2021年1月1日）

评选标准

3.用户体验

根据产品的实际用户体验进行评定

40%

20%

30%

4.市场潜力

根据产品的价格、功能、受众等因素进行评定10%New+



创新之星
用以表彰年度孕婴童行业内优秀的产品性能创新专利产品（功

能、工艺、材料等），鼓励孕婴童企业提升自主研发能力，设

计出更加贴合消费者需求的高性能产品

建议报名品类

Innovative Design 
Awards

安居、喂养、出行、启智、安全护理品类

入围及获奖数量

安居、喂养、出行、启智、安全护理每个品类入围10个，获奖3个

共计入围：50个，获奖15+15（15个创新之星+15个创新之星市场潜力奖New+）



1.产品性能创新性

功能独创性、工艺独创性、材料独创性

2.安全环保性

材料、工艺是否安全可靠、符合环保标

准、或在安全和环保方面具有创新。

参选要求
1.报名产品需要为孕婴童产业相关产品，每个品牌仅可以报名一款产品。

2.已经成功申请到中国国家新型专利证书、国外的专利证书或提供专利申请

中的相关证明，符合国内外知识产权相关要求

3.上市时间在1年内的产品（上市时间不早于2021年1月1日）

评选标准

3.用户体验

根据产品的实际用户体验进行评定

50%

20%

20%

10%New+

4.市场潜力

根据产品的价格、功能、受众等因素进行评定



智能之星
用以表彰年度孕婴童行业内优先将科学育儿、智慧生

活等元素融入产品设计的智能新品，帮助更多妈妈提

升育儿效率，实现轻松育儿。

建议报名品类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ward

智能产品

入围及获奖数量

入围：10个 获奖：3+3 （3个智能之星

+3个智能之星市场潜力奖New+）



1.科技创新

智能软硬件、智能应用、技术创新

2.用户体验

根据产品的实际用户体验进行评定

参选要求

1.报名产品需要为孕婴童产业相关产品，每个品牌仅可以报名一

款产品。

2.上市时间在1年内的产品（上市时间不早于2021年1月1日）

评选标准

60%

30%

10%New+

3.市场潜力

根据产品的价格、功能、受众等因素进行评定



锁定Z世代年轻消费圈层

新增机会品类奖项

趋势爆品奖

孕婴童零辅食、营养品、洗护产品

从年度母婴市场热门品类中，挑选出2-3个趋势

品类，在趋势品类范围内评选出年度趋势爆品

New+



趋势
爆品

报名要求

• 报名产品需要为孕婴童零辅食、营养品、洗护产品，每个品牌单个品

类仅限报名一款产品，产品品类需要在奖项限定范围内。

• 该产品在过去一年中销售量增长迅速

• 品牌及该产品在线下有销售渠道（商超百货、门店合作、专营店等）

• 品牌及该产品在天猫或京东有品牌旗舰店

评选维度

根据产品的创新力、品牌整体理念、市场表现综合评定

评审阵容

相关行业专家、媒体、行业协会；(拟邀2-3位）

知名电商平台、营销公司、数据机构等(拟邀1-2位）

New Trend Product Awards

CBME AWARDS



PART 03  
为何参加2022优品大赏



免费报名

本届优品大赏不收取任何报名费用，均可免费报名

品牌露出
参与报名的品牌会在CBME官方微信、EDM及相关

行业社群等渠道中露出品牌名称及申报奖项

实物展示

报名产品均有机会参与入围阶段的线下评审会&渠

道品鉴会



权威专家亲测

母婴业内顶级专家亲测亲评，帮助产品口碑快速提升

线上公开投票

线上触达数十万消费者，全网知名母婴平台联合公开投票

TOP渠道联动

活动触达母婴TOP100渠道、门店及会员社群，联动全国渠道

行业社群推荐

全国TOP20母婴渠道采购负责人及40000+专业买家将收到入

围产品的推荐



展会现场展示

面向CBME展会现场十万 +行业买家实物展示入围及获奖产品

对接核心买家

CBME特邀TOP渠道鉴赏团、母婴红人团、TOP零售展团参观

优品大赏现场展示区，搭建现场选品新平台

优品手册曝光

入围产品的详细信息将刊登在优品手册中，向数万专业买家直

观展示产品亮点

颁奖盛典VIP入场券

入围品牌代表将受邀出席CBME开幕式及CBME AWARDS优

品大赏颁奖盛典



CBME官方证书

颁奖典礼现场颁发奖杯与获奖证书，为品牌背书

专区C位展示

获奖产品将面向CBME现场十万+行业买家在优品大赏现场展

示区醒目位置C位展示，并享有获奖产品标识

享报名&入围双权益

获奖产品拥有报名与入围阶段全部权益

千万级媒体曝光

获奖名单将通过100+合作媒体进行全网公示，全方位提升产

品及品牌知名度，实现千万级曝光



PART 04  
2022优品大赏评选流程



报名方式

报名阶段
（3.15~4.15）

1，官方报名通道：您可以通过CBME孕婴童展会官网、微信公众

号及合作媒体宣传链接进入到报名系统填写相关报名信息，在指

定时间内完成在线报名

2，您可以通过填写报名表，在指定时间内提交至报名邮箱：

Karina.zuo@informa.com完成报名申请（注：请一次性填写完

整报名信息后提交）

报名渠道

✓ 联合主流媒体与平台，共同发起招募

✓ CBME官方渠道与社群宣传，直观展示报名通道

✓ 动员销售定向邀约参展及潜在客户，保持与客户的粘性

mailto:Karina.zuo@informa.com


入围评审构成

入围阶段
（ 4.25~5.14）

CBME将特邀5-7位母婴产品设计专家、5-6位知名母婴KOL、4-

5位精品母婴店店主 （ New+）、4-5位细分领域行业协会及

知名平台专家组成CBME AWARDS优品大赏首席评审会，为产

品类奖项入围阶段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

线下入围评审

线下评审会&渠道品鉴会 （ New+）

本次入围评选以实物评选的方式为主，请品牌方在指定邮寄

时间期间内将样品邮寄至主办方指定地点

线下评审会同期，CBME将组织TOP母婴渠道商亲临现场，参

加优品大赏线下鉴赏会，并票选出每个奖项的 市场潜力奖



✓ 邀请国际知名设计师助阵参与评审

✓ 超强影响力母婴大V从用户角度现场亲测亲评

✓ 明星母婴店主理人从新零售角度实力甄选

✓ 行业协会及知名平台权威专家洞悉机会新品

评审阵容升级

拟邀评审

设计平台及公司：红点设计博物馆（拟邀）、飞鱼设计、洛可可、

法尚……

童品检测机构：SGS 

主流电商平台：淘宝、天猫母婴、天猫国际、阿里妈妈……

主流内容平台:抖音、快手、小红书、西瓜视频……

行业协会：工业设计、食品级营养品、日化用品、婴童智能产品等

行业协会

2022
优品大赏评审

持续升级







投票阶段
（5.25~6.10）

全网公开投票

CBME将联合优品大赏官方合作平台及媒体共同发起

全网公开投票，帮助入围新品在扩大行业影响力的

同时，打响品牌知名度！



投票分数占比
公开投票包含行业投票与消费者投票两部分，每部分各

占总分的20%权重，整个公开投票环节占总分的40%

60%
入围评审分数

20%
行业投票分数

20%
消费者投票分数



颁奖盛典
（7.5）

颁奖晚宴

2022CBME AWARDS 优品大赏颁奖盛典将于7月5日

晚隆重举行，届时将面向500+孕婴童行业最具影响力

的品牌商、渠道商、KOL及行业媒体等机构代表，重磅

揭晓CBME AWARDS优品大赏获奖名单，并向获奖产

品及品牌代表颁发奖杯及荣誉证书！



现场展示
（7.6~7.8）

现场展示

入围及获奖产品将面向CBME展会现场十万+行业买家

在优品快闪店（展会现场展示区）进行集中展示。

今年展示区将进行全面升级，同时还将组织渠道鉴赏团、

母婴红人团、TOP零售展团进行参观，搭建现场选品新

平台。



0201

03 50%
互动升级
参观优品大赏现场展示区的观众统一扫

码入群，建立现场社群，用于收集采购

需求，定期发送行业信息和活动资讯

设计升级

快闪店作为时尚、创意，自带话题度的流行展

示形式，深受年轻人的追捧与喜爱。

今年优品大赏现场展示区主打“优品快闪店”

的概念，除了展示入围及获奖产品，特别开设

食品及营养品、洗护产品等机会爆品专区和

“超新星U品” 专区，融合开放式布局与鲜

明的色彩分区，为现场观众营造出新奇、亮眼、

富有创意的视觉感受。

位置升级
今年优品大赏现场展示区将调整至人

流量密集的黄金位置，增加更多现场

曝光的机会

引流升级
• 现场巡游引导领赠品

准备印有CBME AWARDS的周边小礼品，安排

PT现场举牌引流观众到展示区参观领礼品

• 扫码打卡领福袋

由CBME AWARDS优品大赏与合作品牌联名发布

“星云福袋”（福袋内产品主要由品牌方提供），

发送给现场参观打卡并扫毛入群的的观众

现场展示全面升级





该奖项用于表彰在母婴行业服务超过20年的杰出人物

以及在母婴行业深耕20载的匠心企业代表。

奖项申报通道开放主动报名和行业提名两种形式

CBME AWARDS 
成就奖

卓越20年贡献奖

终身成就奖

该奖项用于表彰职业生涯期间，持续服务于母婴行业，致力于

推动母婴产业发展，引领跨时代行业变革的杰出人物代表。

奖项征集仅限行业提名



报名/提名要求

企业：从事孕婴童产品生产或销售及服务20年（含20年），同时提供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并填写报名表；

个人：从事孕婴童产业超过20年（含20年），填写报名表。

评审流程

报名/行业提名（3.15~4.30）→审核（5~6月） →颁奖（ 7.5）

获奖者权益

• 在CBME官方微信、微博、行业社群向数十万从业者展示获奖企业及个

人名单；

• 获奖企业或个人将受邀参加7月5日的2022CBME AWARDS优品大赏

颁奖盛典，现场授予荣誉证书；

卓越20年
贡献奖



提名要求

• 在孕婴童行业工作20年（含）以上

• 年龄在50周岁（含）以上

• 历届获奖人员将不再参与评选；

评选流程

• 提名（3.15~4.30）：由历届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及CBME AWARDS组委会提名；

• 评选 （5~6月） ：由历届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及CBME AWARDS组委会提名票数及

行业专家评审团投票产生，投票权重：历届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及CBME AWARDS组

委会50%，行业专家评审团50%。

• 颁奖（ 7.5）

获奖者权益

• 在CBME官方微信、微博、行业社群向数十万从业者展示获奖企业及个人名单；

• 获奖企业或个人将受邀参加7月5日的2022CBME AWARDS优品大赏颁奖盛典，现

场授予荣誉证书；

终身
成就奖



PART 05  
衍生方案

CBME“超新星优品计划”



超新星优品计划

超新星优品计划 是CBME针对泛母婴行业的新锐品牌、新产品

打造的一套快速提升产品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的宣传计划，通过

整合CBME全域宣发资源，并与优品大赏活动联动，精准展示品

牌价值与产品特色，助力新品牌、新产品快速打开后浪消费市场。

New+



有新品发布或推广

计划的品牌

有新产品上市，希望快速打开市场知

名度，有效拓展母婴渠道商与零售

商，实现渠道下沉

刚进入中国市场，希望快速

提升影响力的品牌
国际品牌刚刚进入中国市场

• 初创品牌谋求行业快速增长

• 传统品牌进军新的细分赛道

希望在今年CBME展会现场

主推某款明星单品

在人流密集的黄金展示区突出展示

特邀各大参观团到场品鉴打卡，快速锁定展示区产品

在茫茫展商与产品中脱颖而出

什么品牌 适合参与“超新星优品计划”？



全媒体
千万级曝光

①定制海报：为主推品牌及产品量身定制“超新星优品计划”活

动海报，通过CBME营销矩阵推送，预计100W+曝光

②次条推送：为主推品牌及产品提供CBME微信公众号次条推送1

篇专题语文

③专属EDM：针对CBME10W+买家数据发送1次EDM

④全媒体曝光：所有“超新星优品”将集中展示在CBME官方及

行业合作媒体的对外宣传通稿中，CBME官网专属页面产品展示

一个月，实现全媒体百万级曝光

⑤KOL转发：10+百万级KOL转发超新星优品官方推文

线上推广权益

通过CBME114W+数据库及外部媒体资源进行强势推广，千万

级曝光触达！



CBME现场权益

展会现场面向十万+优质买家高效展示推介

现场
十万级曝光

①新品发布：合作品牌将获得一场30分钟CBMR展期新品发

布会演讲机会

②优品展示位：在优品大赏现场展示区提供一个超新星优品展

示位 ，特邀TOP渠道鉴赏团、母婴KOL红人团、TOP零售展

团近千人参观打卡，预计展期曝光数万次

③精准投放：在优品手册提供1P插页广告，优品手册将发送

至现场10W+专业买家，电子版将于展后发送至全国TOP渠道

商及零售商

④礼品互动：展会现场发放由CBME与合作品牌联名的“星云

福袋”，产品由品牌方提供



招商方案
赞助权益

定制海

报

次条

推送

专属

EDM

全媒体

曝光

KOL

转发

新品

发布会

优品

展示位

优品手册

插页

礼品

互动

价格 5000 3000 2000 10000 10000 20000 16000 12000 20000

五星计划

限15席
✔ ✔ ✔ ✔ ✔ ✔ ✔ ✔ ✔ 98000 68600

三星计划

限25席
✔ ✔ ✔ ✔ ✔ 44000 35200

优惠价格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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