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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A 中国营销创新联盟简介 

Modern Marketing Association 是全球性的营销⾏业⾮盈利组织。

2011 年 4 ⽉，MMA 在多位⾏业领袖的共同推动下，正式进⼊中国以推

动中国的移动营销和创新技术为⼰任，并与中国⼲告协会紧密协作，推

动数字⼲告监测和验证在中国的有效落地。MMA 中国在过去⼏年中率

先成⽴了新零售和新技术委员会，接下来，秉承着 MMA 中国对新兴

营销技术的持续推动，期望在新的⼗年中与时俱进，链接更多⼲告主

和营销技术⼚商，真正应⽤和发挥营销技术创新的影响⼒。 

了解更多请访 https://mmachina.cn/ 

 

SMARTIES China 中国营销创新⼤奖简介 

SMARTIES 是由营销创新联盟（Modern Marketing Association）于 2005

年创⽴的年度性竞赛，第⼀个也是唯⼀⼀个旨在表彰⽆线营销领域的创新

和创造⼒从⽽产⽣重⼤影响的全球性奖项。2012 年起，MMA 中国举办

SMARTIES China，⾯向⼤中华区，征集并评选最具创造⼒和影响⼒的⽆

线营销活动，表彰在⽆线营销实践中成绩突出的参与者。MMA 中国希望

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可以启发相关⾏业的从业者，促进⾏业整体⽔平的提⾼，

持续推动⾏业发展。 

 

 

颁奖⽇期和地点 

SMARTIES China 颁奖活动将于 2021 年 9 ⽉在上海举办。敬请关注

SMARTIES China 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时获得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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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参赛案例要求：必须是 2020 年 7⽉ 1⽇⾄ 2021 年 6⽉ 30⽇期

间在⼤中华区实际执⾏并实施完毕的营销活动，或为中国企业策划执⾏

的出海营销活动。 

2. 仔细查看类别，然后确定您的案例最适合哪（⼏）个类别。同⼀个活

动可报送多个类别，但建议您针对不同类别提交不同的材料。 

3. 仔细阅读每个类别的说明和评审侧重点，分析您的案例在以下四个⽅

⾯的优势：策略，创意和技术，执⾏和效果，并准备相应材料。 

4. 提交材料的要求： 

a) 基本的⽂字说明，完整描述您的案例（注意每⼀部分的字数上限）。 

b) 效果数据：请确保真实，需注明第三⽅监测/验证机构。 

c) 辅助材料：PDF 或视频或活动⺴站（⾄少提供⼀项）。视频⼤⼩不超

过 100M，MP4 格式，必须是独⽴的视频⽂件。 

5. 请确保您所提交的参赛公司名称、案例名称、⼲告主和品牌名称、代

理商名称等准确⽆误。参赛公司名称是在作品获奖后在所有宣传材料和

奖杯上使⽤的（⾮合同/发票抬头）。 

6. 请获得您所报送案例的任何必要的客户或内部批准。 

7. 案例提交⺴址：http://smarties.mmachina.cn/。注册/登陆您的账

户，先提交⼀个案例来熟悉流程，在截⽌⽇前随时可以修改案例内容。 

8. 建议参赛者尽早提交参赛资料，以便⼯作⼈员有⾜够的时间对您的作

品进⾏检查和预审，这样⼯作⼈员可以在必要时提供相关反馈。 

9. 对于⼊围和获奖作品，MMA 中国有权在 SMARTIES ⼤奖相关活动和

宣传中使⽤和发布其内容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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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提交截⽌⽇期及费⽤ 

 

参赛公司 2021 年 5 ⽉ 31⽇前 2021 年 6⽉ 1⽇-30⽇ 

MMA 中国成员 998 元/件 1398 元/件 

⾮ MMA 中国成员 1228 元/件 1598 元/件 

1. 所有参赛案例的资料和付款最晚提交和完成时间为 2021 年6⽉ 30⽇ 

24点。按时完成付款的案例才可进⼊初审。 

2. MMA 中国成员是指当下在 MMA 中国登记的有效期内的成员单位。

若是以集团登记，其⼦公司只能⽤⾮成员价计算参赛费。 

3. 如您想查询您的参赛公司是否为 MMA 中国成员，或您的单位有兴趣

加⼊ MMA 中国，敬请联系 

Kate Yu   ⼿机：18717789515；邮箱：kateyu@mmachina.cn 

 

付款⽅式，发票，合同 

 

付款⽅式： 

1. 线上付款：在报奖平台可直接使⽤⽀付宝或微信⽀付 

2. 银⾏汇款：可通过银⾏汇款⾄主办⽅的企业银⾏账户 

发票： 

您可在报奖平台上直接填写发票申请信息。 

合同： 

如您因付款流程需要合同，请联系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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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类别总览 

A.营销⺫的 

A-1 品牌形象提升/产品或服务知名度提升 

A-2 获客/直销/转化/促销 

A-3 客户关系建设/管理 

A-4 公益/社会影响/⾮营利 

B.媒介策略 

B-1跨媒体/跨移动整合 

B-2 移动游戏，游戏化和电竞 

B-3移动社交 

B-4程序化 

B-5 数据/洞察 

B-6 Hero App 联合营销 

C.技术应⽤ 

C-1 创新 

C-2 移动商务/新零售 

C-3 VR/AR/MR 

C-4物联⺴ 

C-5语⾳/移动语⾳ 

C-6 机器学习和机器⼈ 

D.创意 

D-1 最佳移动应⽤/⺴站品牌体验 

D-2 最佳互动移动端创意 

D-3最佳品牌传播 UGC 

E.出海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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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类别说明 

A.营销⺫的 

A-1 品牌形象提升/产品或服务知名度提升 

该类别适⽤于为品牌成⻓、发展和丰富化⽽创建的移动营销活动，建⽴品

牌知名度，提⾼⺫标客户对品牌的认知。也适⽤于以移动媒体为核⼼，发

布或重新推出产品/服务的活动，并取得了可衡量的成功。需要具体说明移

动媒体的⾓⾊，以及如何成功实现活动⺫的。 

A-2 获客/直销/转化/促销 

该类别要求利⽤移动媒体直接影响销售、转化、试⽤、购买意向，或为将

来的互动和销售引流。请展⽰该活动如何实现以上任⼀或多个⺫的，并且

具体说明如何改变买⽅⾏为。 

A-3 客户关系建设/管理 

该类别适⽤于基于移动媒体来建⽴和管理客户关系的营销活动。需说明该

活动如何提⾼客户忠诚度和/或如何吸引客户。 

A-4 公益/社会影响/⾮营利 

该类别适⽤于利⽤移动媒体为⾮营利组织或政府机构所开展的活动，并带

来重⼤社会变⾰或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请展⽰您的活动如何为您的客户

增加价值，在社会上产⽣积极正⾯的影响，或使⼈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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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媒介策略 

B-1跨媒体/跨移动整合 

该类别适⽤于以移动为核⼼策略，串联起其他形式的媒介（电视、平⾯、

电台、户外等）来开展的营销活动；或是整合了⾄少 3种移动应⽤或媒介

（⽐如 App、移动⺴站、视频、展⽰类⼲告平台、搜索等）。该活动应该

为每⼀种媒介/应⽤度⾝定制相应的策略。 

B-2 移动游戏，游戏化和电竞 

该类别适⽤于将移动游戏 App、游戏化应⽤或电竞活动，作为品牌泛营

销策略的⼀部分或⼀次独⽴的品牌体验。请具体描述品牌如何植⼊到游戏

环境中。如果是⼀个品牌游戏 App，请提交到移动 App”类别。 

B-3移动社交 

该类别适⽤于使⽤社交平台来实现商业⺫的或加强与品牌、社区或消费者

的联系的营销活动，且必须聚焦在移动平台。 

B-4程序化 

该类别适⽤于通过程序化平台创建的移动⼲告解决⽅案，能够改进⺫标定

向，提⾼购买和销售的效率和效果。 

B-5 数据/洞察 

数据运⽤在营销活动的策划和执⾏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以定向到特定

的受众或群体，吸引他们互动或建⽴有意义的关系。该类别的参赛作品需

要详细说明数据在营销策略中为实现品牌和业务⺫标⽽起到的作⽤。 

B-6 Hero App 联合营销 

该类别适⽤于利⽤头部 App 平台进⾏客制化的（⾮标准/现有的⼲告形

式合作）联合营销。需说明营销创意如何与所选择的 Hero App ⽤户习惯

有机结合，并具有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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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技术应⽤ 

C-1 创新 

该类别适⽤于在执⾏过程中探索新想法、新设备或新⽅法并有突破性的移

动⼲告活动、应⽤或⺴站。包括新技术或突破性技术，或对现有技术的⾮

常规/创造性使⽤。由于具有探索性，该类别对结果的重视程度要⽐其他类

别低，但您也需要说明其对当前业务的影响或为将来的营销⼯作带来的益

处。 

C-2 移动商务/新零售 

该类别适⽤于移动端的商务实践或新零售活动，使⽤移动技术改善或增强

了消费者购买体验，或创造新的售卖⽅式，从⽽增加消费者的参与度，取

得了商业成功。 

C-3 VR/AR/MR 

该类别适⽤于使⽤移动平台或设备的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或混合现实技术，

以增强品牌/产品/服务/信息的视觉体验和互动体验。因处于新⽣阶段，该

类别对结果的重视程度要⽐其他类别低，但您也需要说明其对当前业务的

影响或为将来的营销⼯作带来的益处。 

C-4物联⺴ 

该类别适⽤于通过移动互联⺴发送和接收数据以吸引⽤户或增强体验的

任何技术、终端或可穿戴设备。因处于起步阶段，该类别对结果的重视程

度要⽐其他类别低，但您也需要说明其对当前业务的影响或为将来的营销

⼯作带来的益处。 

C-5语⾳/移动语⾳ 

该类别适⽤于有效利⽤语⾳和数字助理设备的营销活动，使⽤语⾳识别技

术去解决问题、促进互动和/或增强消费者体验。或该营销活动展⽰了如何

运⽤⾳频技术（⾳乐、语⾳或其他声⾳/⾳频⼲告）在移动环境中创造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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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求和互动。 

C-6 机器学习和机器⼈ 

该类别适⽤于使⽤基于移动智能技术的创造性应⽤的活动，包括 AI、聊天

机器⼈、⾯部识别等。因处于起步阶段，该类别对结果的重视程度要⽐其

他类别低，但您也需要说明其对当前业务的影响或为将来的营销⼯作带来

的益处。 

 

 

D.创意 

D-1 最佳移动应⽤/⺴站品牌体验 

该类别适⽤于包括移动⺴站、App、⼩程序、H5 活动⺴站在内的作品，

要求以品牌为核⼼、体现品牌理念和定位并创造沉浸式和互动式体验。它

可以使⽤户与品牌互动，加深⽤户对品牌的记忆，提⾼认可度。此类别强

调视觉/听觉效果，侧重于考察 UX/UI 设计和流程设计，要求制作精良、

⽤户体验佳。 

D-2 最佳互动移动端创意 

该类别适⽤于以⼿机为中⼼的移动端创意（包含视频），重点在于创意的

互动性。衡量在第⼀次⼲告点击后的⽤户参与度、互动深度，以及在整个

⼲告活动过程中如何留住⽤户。此外，也会考量⽤户在该创意上停留了多

⻓时间，以及是否分享到社交平台。 

D-3最佳品牌传播 UGC 

该类别适⽤于品牌或产品在移动平台上发起的 UGC 活动，发动⽤户⽣成

内容并上传分享，让⽤户为品牌/产品发声。形式可以是短视频、挑战赛、

话题、弹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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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出海营销 

应中国品牌、电商和游戏企业快速增⻓的出海市场发展需求，表彰其在全

球市场推⼲实践中的优秀的数字营销活动，为⾏业树⽴出海营销的标杆，

为从业者提供借鉴意义。该类别适⽤于为中国品牌或电商或游戏企业在海

外市场进⾏数字营销的案例，并且以移动媒体为核⼼媒介，帮助客户触达

海外⽤户，最终实现提⾼品牌知名度和影响⼒或实现⾼效转化（⽐如直接

驱动产品销售，开发更多⾼质量⽤户）。考核侧重点：以移动媒体为核⼼的

媒介策略，创意，效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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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设置 

案例类别奖项等级： 

•⾦奖   

•银奖  

•铜奖 

最佳案例 

§ 从所有案例类别的⾦奖得主中由终审评审团讨论决出 

⾏业奖项 

§ 从所有案例类别的⾦银铜奖得主中根据权重计算得出，奖项 

设置如下： 

•最佳品牌 

•最佳⼲告主 

•最佳媒介代理商 

•最佳创意代理商 

•最佳媒体平台 

•最佳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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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 

由 MMA 中国成员公司的总经理以上级别代表组成的初审评委团，来⾃⼲

告主、代理商、媒体主、技术和服务提供商、第三⽅监测验证和调研公司，

以及特邀⾏业媒体主编和业界专家等，在线进⾏评选，选出⼊围案例。 

 

终审 

由评审主席领衔营销组和技术组 2 位评审组⻓定向邀请知名品牌⼲告主

的⾼层、媒介和创意代理公司的 C-level 级别⾼管、营销技术领域的专家

等，组成强⼤的终审评委团。分组进⾏线下封闭式评审，遵照严谨的评审

流程，公平、公正地选出优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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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提交参赛案例资料参考 

l 案例名称 

l 参赛公司 

l 活动周期 

l 活动预算 

l ⼲告主 

l 品牌名称 

l ⼲告代理公司 

l 案例分析： 

（1）背景/⺫标/挑战（限 300 字内） 

（2）策略/创意/技术（限 500 字内） 

（3）操作/执⾏（限 500 字内） 

（4）活动效果：包括可衡量的数据，社会影响/⾏业影响 *需

注明第三⽅监测/验证机构（限 300 字内） 

l 辅助材料（以下两项请⾄少提供⼀项）： 

（1）PDF：如您有图⽚、PPT类资料，请以 PDF ⽂件形式提

交，仅可提供⼀个⽂件。 

（2）视频/⺴址：视频⼤⼩不超过 100M，MP4格式，请提供

独⽴的视频⽂件。⺴址是指参赛案例的活动⺴站。如您提交视

频⺴站地址，可能在评审过程中⽆法打开或出现其他商业⼲告

从⽽影响评审。 

 

联系我们 

Xianyu Shi ⼿机：13918424125邮箱：shixianyu@mma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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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e Yu ⼿机：18717789515邮箱：kateyu@mmachin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