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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HINASHOP 金翼奖简介 

“金翼奖”是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及北京智合联创展览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 CHINASHOP 所推出的年度评选系列奖项，

是零售服务商行业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综合性大奖。寓意着获奖企业作为中国零售服务行业的希冀和代表，能助力零售行

业振翅高飞，畅游翱翔。 

2019 年“CHINASHOP 金翼奖”再度启航，将覆盖零售全链条生态圈，深度剖析零售行业前沿趋势与发展需求，围绕

四大主题进行评选与表彰，主题分别为“消费者互动”、“供应链优化”、“商品表现力”、“零售场景营造”。 

“金翼奖”将启用大规模、强阵容、高水平的评审规格，与行业资深专家、品牌企业代表、等业界大咖一起，挖掘并嘉

奖最具影响力和实用价值的应用案例与技术产品，为零售全行业树立榜样。  

二． 大赛日程 

 征稿阶段：2019 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11 日  

 初审阶段：2019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25 日  线上评审 

 终审阶段：2019 年 11 月 6 日   青岛 

 颁奖典礼：2019 年 11 月 7 日   青岛 

特别说明：CHINASHOP 金翼奖对参赛报名的零售设备、技术服务商、商品供应商不收取任何报

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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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奖项类别介绍 

2019年“CHINASHOP 金翼奖”设置了 “消费者互动”、“供应链优化”、“商品表现力”、“零售场景营造”四个主题

奖项，主题下分设不同单项奖项，将分别设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允许空缺。 

1. “CHINASHOP 金翼奖”-消费者互动主题

零售的根本是最大限度用最合适的商品区去匹配顾客的需求。在中国消费升级，城镇化加速的大环境下，随着在技术的

赋能，零售商越来越重视以人为本，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理念，也一直在聚焦如何对当前零售店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如

何精准触达消费者，与之有效互动帮助零售企业开源增效。 

 门店消费洞察奖（针对前台数据抓取、分析）：如何把每天进入门店的顾客行为（人流动线，顾客画像，商品前停留时

长等）进行数据可视化加以识别，成为分析消费者喜好的重要的数字依据。本奖项将探讨并评选出能够精确掌握消费者

的消费行为并形成科学的数据分析结果的技术应用手段和案例。 

 数据驱动营销奖（主做数据运营）：通过对消费者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形成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消费者营销策方案，刺

激消费需求，是形成零售企业利用大数据进行开源的可靠依据。本奖项将探讨如何利用数据模型设计新营销方式去连接

顾客、刺激消费并达到精准有效的与消费者互动。 

2. “CHINASHOP 金翼奖”-供应链优化主题

在低利润率，高周转率的零售行业，供应链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业务承载环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零售行业的竞

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供应链的竞争。如何进行供应链端的持续优化，是零售企业经营高效落地的重要课题。 

 供应链高效运营奖：商品供应链环节包罗万象，如何将各个供应链环节完全串联起来，做出相关应用场景的智能且高

效决策，达到商品的进销协同，是零售商追求的最佳动态平衡的供应链状态。本奖项意在评选出围绕商品供应链物流环

节（生产地→消费者端），高效串联商品管理、智能定价、促销管理、销售预测、自动补货和调拨、库存管理、物流计

划、决策模拟等各个环节的最优运营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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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高效止损奖：由于生鲜产品生产周期的季节性，产地的分散性、自身的易腐性等原因而导致流通环节多，流通

链条长，产品损耗大。要求生鲜供应链应尽量缩短物流半径，运用更加合理的运输技术、仓储物流设施、配送技术等，

实现高效的配送。本奖项意在评选出围绕生鲜商品供应链物流环节（生产地→消费者端），提效降损的一系列设备和技

术解决方案。 

3. “CHINASHOP 金翼奖”-商品表现力主题

在“人、货、场”三大要素中，“货”一直是主旋律，门店的最重要意义即更好地呈现商品，增加商品的表现力，引导顾

客消费。同样，供应商一直在致力于利用创新性的展示设备和技术，展示出商品的独特性，增强消费者的购物需求。 

 商品陈列设计奖：门店内的商品需要根据商品属性、形态、功能等，通过不同的道具来进行陈列与展示，而合理的商

品陈列设计和道具展示可以起到更好的突出商品、提升品牌形象、营造门店氛围、提高商品销售的作用。本奖项意在评

选出优秀的展示道具方案，创造出商品+陈列的优秀场景氛围，从而烘托商品，刺激消费。 

 生鲜商品实战奖 ：近年来生鲜商品的运维成为了实体零售的新赛道。全新的健康消费理念，高质量的生鲜商品预处理，

及加工烹饪过程都给零售商带来更好的要求；同时生鲜商品的陈列也需要开阔思路，烘托出生鲜商品“鲜”的特点。本

奖项意在评选出围绕生鲜商品陈列展示、保鲜防损、加工烹饪等一系列环节的解决方案，帮助零售企业能够在生鲜赛道

完成加速超车。 

4. “CHINASHOP 金翼奖”-零售场景营造主题

中国有着全球最复杂多样的零售环境，也意味着“场”的类型也是最多的，也是最为复杂的，不同的“场”会有不同的

“人”进入。不同场景的营造、不同体验与服务的提供，也将为门店经营加分不少。对于门店环境升级革新，零售场景、服

务与业务的拓展开发，是新零售时代下，各界零售人共同关切的问题。 

 零售场景布局奖：新零售时代，人们的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简单的追求物质需求，更多的是追求舒适优质

的购物体验，实体店要迎合消费者需求，就必须改造升级门店，营造贴心的购物环境，利用场景差异性提高门店的竞争

力。本奖项意在从门店环境，灯光照明，场景陈列等维度，寻找能实际帮助企业提升经营的优秀商业设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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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渠道延伸奖：随着科技引入，购物不再局限于实体门店，一切消费者能够与商品接触的渠道，都可以被称作“卖

场”。也就是说，电商平台、小程序等这些线上购物也是消费渠道的延伸。与此同时自助售卖机，前置仓，亦或是“最

后一公里”的送达服务同样是零售场景的新模式。本奖项意在评选出技术及设备的引入而形成的零售消费新渠道，帮助

零售企业开拓思路，寻找到与消费者连接新模式的创新渠道。 

四． 报名参赛步骤 

第1步：选择申报奖项并填写报名信息 

请报名单位仔细阅读金翼奖参赛指南，结合自身产品及方案情况，选择申报奖项。填写《附件 1：2019 年 CHINASHOP

金翼奖报名信息表》 

每家参赛企业申报奖项数量不超过 2 项，同一个申报材料只能申请一个细分奖项。 

第2步：准备申报奖项案例PPT 

 申报奖项的材料为PPT格式（16：9），内容不超过15页。若含有视频资料，视频时长不得超过1分钟。

 案例材料根据所申报奖项的评分标准进行阐述，各单位可在奖项主页（www.chinashop.cc/jinyijiang）上下载”金翼

奖申报案例PPT模板”，模板中有对各项评分标准的说明。

奖项名称 评  分  标  准（总分 100%） 

门店消费洞察奖 方案背景与目标 15% 技术原理与创新性 35% 方案应用表现 40% 投资回报情况（ROI）10% 

数据驱动营销奖 方案背景与目标 15% 技术原理与创新性 25% 营销效果与市场反馈 50% 投资回报情况（ROI）10% 

供应链高效运营奖 方案背景与目标 15% 技术原理与创新性 25% 方案应用表现 40% 投资回报情况（ROI）20% 

供应链高效止损奖 方案背景与目标 15% 技术原理与创新性 25% 方案应用表现 40% 投资回报情况（ROI）20% 

商品陈列设计奖 方案背景与目标 10% 设计思路与创意 40% 方案应用表现 40% 投资回报情况（ROI）10% 

生鲜商品实战奖 方案背景与目标 10% 设计思路与创意 30% 方案应用表现 40% 投资回报情况（ROI）20% 

零售场景布局奖 方案背景与目标 10% 设计思路与创意 40% 营销效果与市场反馈 40% 投资回报情况（ROI）10% 

零售渠道延伸奖 方案背景与目标 15% 设计思路与创意 30% 营销效果与市场反馈 45% 投资回报情况（RO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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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案例上报 

请各申报单位将填写完整的《2019 年 CHINASHOP 金翼奖报名信息表》、奖项案例 PPT 及其他补充材料，统一发送至

主办方邮箱：sunke@ccfa.org.cn，并电话告知主办方已提交报名材料。 

金翼奖联系人：孙可   电话:13146789310   邮箱：sunke@ccfa.org.cn 

五． 评审规则与评委介绍 

评审规则 

 初审阶段：

（1）主办方对参赛企业提交的材料进行内容和格式筛查，并将合格作品提交至评委会初审（参赛资料需要根据各奖项评

审要求完全阐述报选案例内容。参赛资料为 PPT 格式，内容不能超过 12 页，视频演示资料时长不能超过 1min）； 

（2）初审为线上评审，每个申报作品保证有不少于 5 位评审组专项评委独立进行审核，根据评审标准对其打分，取其

平均分数，做出排名； 

（3）初审阶段评选出各奖项前六名，其中前三名可进入终审阶段，第四、五、六名将获得铜奖。 

 终审阶段:

（1）终审为线下评审，主办方将于 11 月 6 日在青岛举办 2019 年“CHINASHOP 金翼奖”最终评审会，对各奖项入

围作品前三名的申报材料进行现场审核评比。 

（2）进入终审阶段的各参赛企业在评审会现场拥有 5 分钟的案例陈述时间，对申报作品进行重点阐述，并回答评委相

关问题。最终由出席终审会的全部评委进行打分，按分数评选出“金奖”一名，剩余两项入围作品将获得“银奖”。 

mailto:sunke@ccf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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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介绍 

姓名 公司 职务 

1 栾顺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副总裁兼湖南步步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2 张建国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3 王婷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电商及合作关系总监 

4 Jerome Chevrier SPAR 中国 总经理 

5 吴金宏 蚂蚁商业联盟 董事长 

6 袁峰 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常务副总裁 

7 翟嘉麒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筹划顾问 

8 谭玉龙 贵州合力超市集团 集团董事兼开店部高级总监 

9 梁耀华 广东嘉荣超市有限公司 发展中心总监 

10 潘伟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贸易总监 

11 何建春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办负责人 

12 刘演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部副总监 

13 文涛 北京华冠商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总监 

14 刘晓艳 黑龙江比优特商贸有限公司 设备采购总监 

15 张袁 宝洁（中国）营销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市场战略部创新发展中心总经理 

16 郭云龙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点客户资深总经理 

17 徐跃峰 中粮粮谷营销公司 副总经理 

18 张俊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云中国区零售行业总经理 

19 陈烁 CHINASHOP 主办方 

六． 获奖宣传 

主办方将于 2019 年第二十一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现场举行金翼奖颁奖典礼，表彰与公示获奖企业及其案例。并在展览

现场设立金翼奖主题展区，对所有获奖案例进行统一展示。展会结束后，主办方将根据获奖企业案例内容进行线上介绍与宣

传，优秀作品还将有机会获得深度报道和推广的机会。 

中国零售业博览会 

2019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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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9 年 CHINASHOP 金翼奖报名信息表 

 

申报信息 

案例名称 题目简明扼要、建议包含申报单位和技术名称。 

直接参与方 

案例申报企业（供应商） 企业全称 

案例应用企业（零售商） 企业全称 （若尚未实践应用，可不填） 

申报奖项类别 

（单选■） 

消费者互动：   □门店消费洞察奖       □数据驱动营销奖 

供应链优化：   □供应链高效运营奖     □供应链高效止损奖 

商品表现力：   □商品陈列设计奖       □生鲜商品实战奖 

零售场景营造： □零售场景体验奖       □零售渠道延伸奖 

联系信息 

姓名/职务  手  机   

微  信  邮  箱  

案例材料 案例陈述 
1. PPT 材料 12 页以内 

2. 视频短片（若有）时长 1 分钟以内 

我司承诺提交的全部材料客观属实，并同意提供给 CHINASHOP 撰写相关行业报告。（涉密数据可隐匿） 

 

董事长或总经理签字：                    

（盖章） 

日  期：                   

 

注：本表所有栏目均为必填项。 

报名截止时间：2019 年 10 月 11 日 

金翼奖联系人：孙可       电话:13146789310          邮箱：sunke@ccfa.org.cn 

mailto:sunke@ccfa.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