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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努力奋进，70年砥砺前行，伴随着建国70周年

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设计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设计”一路行来经历了从回

避传统到重视自己的历史文脉，从制造意识到品牌意识，从抄袭、从山寨到崇尚创新的重大转

变，设计界也从自我否定转变为拥有文化的自觉和设计的自信。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设计发展，在全社会的共同推动下，设计在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推

动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将全力支持世界工业设计大会建

设，为共同推动全球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提升世界经济活力做出更大贡献。 

借助国内外良好大环境的春风，以国家政策为指导，聚合行业的力量，推动国内设计行业

发展，尤其是挖掘新媒体潜力，与传统媒体联动，搭建广泛的设计资源和推广平台，同时也为

推动高校设计专业在校师生专业学习与专业交流，充分调动其钻研设计的热情，提高作品实践

水平，《设计》杂志社今年继续开展“第六届中国高等院校设计作品大赛暨《中国高等院校设

计作品精选年鉴（2019卷）》活动”（以下简称“大赛”暨《年鉴》），旨在聚合国内高等院

校师生优秀设计作品资源，分享设计经验，探讨设计作品与产业结合的可行性。 

大赛作品征集以高质、高效原则于2019年4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含香港/澳门特区、台湾

地区）全面展开。通过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评审出的“大赛”获奖作品将采用图文并茂的形

式收录进《年鉴》。该《年鉴》融学术性、纪念性于一体，将于2019年9月出版发行，有正规

出版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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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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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动名称 

第六届中国高等院校设计作品大赛暨《中国高等院校设计作品精选年鉴(2019卷)》 

二、 主办单位 

《设计》杂志社 

三、 支持单位 

北京光华设计发展基金会、花瓣网、创意中国设计联盟（CCDC）、北京设计学会、天津

市设计学学会、上海市包装联合会设计委员会、深圳市商业美术设计促进会、深圳市创

意设计知识产权促进会、武汉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黑龙江省艺术设计协会、吉林省艺

术设计协会、辽宁省装饰协会、河北省工业设计协会、广东省商业美术设计行业协会、

海南省艺术设计协会、安徽省设计艺术家协会、四川省平面设计师协会、湖北省包装联

合会设计委员会、江西省包装联合会设计委员会、江西省美术家协会设计艺术委员会、

浙江省义乌市创新设计产业协会、《中国陶艺研究》《搞艺术》杂志、北京逐日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北京正典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国际商业美术设计师协会中国总部、香港时

尚联合会、台湾形象策略联盟等。（排名不分先后，陆续增加与确认中……） 

四、 支持院校 

  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同济大学、湖南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武汉理工大学、江南大

学、山东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四川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中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

术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广州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华东理工大学、广州大学、汕头大学 长

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南京林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齐齐哈

尔大学、黑龙江大学、天津美术学院、青岛大学、大连民族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江西理工

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鄂州职业大学、东北大学、 北京服装学院等。（排名不

分先后，陆续增加与确认中……） 

五、 征集对象 

中国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师、中国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均可。 

六、 参赛组别和作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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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赛组别：①教师组 ②学生组 

2、 作品类别：  

A． 产品设计类 

① 产品设计 ② 礼品、饰品设计 ③ 服装设计 ④ 人物形象设计 ⑤ 界面设计 

产品设计需要提交电子版效果图及设计图，如有产品实物照片也可提供；服装设计类

作品需提交设计效果图（手绘、电脑制作均可）、款式图，如有成品照片也可提供。 

 

B． 视觉传达类 

① 标志设计 ② 品牌设计 ③ 包装设计 ④ 书籍装帧设计 ⑤ 招贴设计 

系列作品不可超过4 张。  

 

C． 环境艺术类 

① 建筑设计 ② 景观艺术 ③ 室内设计 ④ 展览展示 

需要提交主要平面、立面、色彩效果图，已竣工的作品可提交实景照片。 

七、 征集要求 

1、作品要求在创意和表现上富有独创性与表现力，是参赛者的原创作品，拥有完整的

自主知识产权，未侵犯任何他人的任何专利、著作权、商标权及其他知识产权。 

2、单人提交作品不超过5件；每件团体作品的作者不超过3人，指导教师不超过2人。

系列作品视为一件作品。每件作品都要对应一份报名表，见附件一、二。 

3、作品分辨率为300dpi（210mm×297mm、2480dpi×3508dpi）；文件格式为jpg；色

彩模式为cmyk；设计说明须与图片分开，单独填写在报名表里；图片上不能有作者姓

名或学校信息。 

4、参赛者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不同版面自行排版（如整版、半版、1/4版），但要保证

图片印刷时清晰度不受影响。版面尺寸要求见附件三。（不符合标准的要重新排版） 

5、参赛者需将作品排版文件、单张原图、报名表放入一个文件夹内（文件夹命名为“学

校+姓名+作品名称”，文件夹命名时作者人数与顺序、作品名称须与报名表中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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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后发到大赛邮箱  1460817781@qq.com。 

八、 奖项设置 

每个类别的奖项按作品数量比例设置: 

一等奖（1%）、二等奖(3%)、三等奖(6%)、优秀奖若干。 

另外，特设优秀指导教师奖和优秀院校组织奖若干。以上奖项皆有获奖证书。 

九、 费用说明 

1、投稿评审均免费； 

2、入选年鉴均由参赛者自愿参与，如参赛者需要入编年鉴的每件作品根据版面不同费

用分别为：整版1000元，半版550元，1/4版300元。（环境艺术类作品最少半版）。如

需发票请在来信时注明发票抬头、税号、收件人姓名、电话、详细地址等。 

十、 投稿回报 

1.获奖作品可获得荣誉证书； 

2.入编《年鉴》可获得年鉴录用函、精美《年鉴》（有国家正规书号，由国家级出版

社正规出版）， 

3.另外可在《设计》杂志官网及相关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十一、 截稿日期 

截稿日是2019年6月30日。自收到本通知起至6月30日为征稿期，超时将不再受理。 

十二、 活动日程安排 

时间 活动内容 

2019年4月 作品征集启动 

2019年6月30日 截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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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8月 作品评审&《年鉴》制作 

2019年9月 终评并公布获奖名单&《年鉴》出版 

十三、 版权及其他说明 

1. 在设计和参赛过程中发生任何侵权行为均由作者负责，与大赛主办方无关。获奖作

品如有抄袭和其他侵权行为，一经发现，主办方将取消其参赛及获奖资格。 

2. 参赛作品如有违背民族传统习俗、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道德标准等情况，

将采取一票否决制，不予入选。 

3. 参赛作品著作权归设计者所有，主办方对参赛作品享有展览权、发行权、信息网络

传播权、汇编权等权利。 

4. 由于比赛作品数量不定，获奖数量可略做调整。 

5. 本次大赛的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十四、 大赛办公室联系方式 

请有意参加本次评选的单位或个人及时与大赛办公室联系！投稿邮件标题请注明“中国高

等院校设计作品大赛暨年鉴参选作品-学校-姓名-数量或作品名”。 

 中国高等院校设计作品大赛暨《中国高等院校设计作品精选年鉴(2019 卷)》办公室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大街26号   邮编：100027 

 个人投稿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010-65815864 

 单位投稿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10-65816771 

 工作QQ：1460817781； 邮箱：1460817781@qq.com 

注：《年鉴》征集进展请关注 微信公众平台《设计》杂志（微信号：shejizazhibianji） 

 

《设计》杂志社            中国高等院校        中国高等院校设计作品    

设计作品大赛组委会       精选年鉴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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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6日  

 

附件一：               

 

个 人 报  名  表 

 
参赛组别  □教师组     □学生组    （请在□中打√）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品信息  

设计说明  

(不超过150字) 

 

 

 

姓名   电话   

QQ  邮箱   

学校   院系   
作者信息  

邮编   地址   

姓名   电话   
指导教师  

QQ  邮箱   

发票抬头  不开票可不写 税号  开票必填 

发票信息  收件人及

电话  
 地址   

填表须知  

1.以上资料用于作品评选及获奖后联系寄送证书等，请认真填写清楚。  

2.作品提交后，如联系方式与地址有变更，请及时发送邮件告知组委会。  

3.作品类别请填相应的类别，如产品设计类-服装设计写A3、视觉传达类-品牌设计写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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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产品设计类   ①产品设计 ②礼品饰品设计 ③服装设计 ④人物形象设计⑤ 界面设计 

B视觉传达类   ①标志设计 ②品牌设计 ③包装设计 ④书籍装帧设计 ⑤招贴设计 

C 环境艺术类   ①建筑设计 ②景观艺术 ③室内设计 ④展览展示 

 

附件二：            

 

团  体  报  名  表 

参赛组别  □教师组     □学生组    （请在□中打√）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作品信息  

设计说明  
(不超过150字) 

 

姓名   电话   

QQ  邮箱   

学校   院系   

作者信息

1 

邮编   地址   

姓名   电话   

QQ  邮箱   

学校   院系   

作者信息

2 

邮编   地址   

姓名   电话   

QQ  邮箱   

学校   院系   

作者信息

3 

邮编   地址   

姓名   电话   
指导教师  

QQ  邮箱   

发票抬头  不开票可不写 税号  开票必填 

发票信息  收件人及

电话  
 地址   

填表须知  

1.以上资料用于作品评选及获奖后联系寄送证书等，请认真填写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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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品提交后，如联系方式与地址有变更，请及时发送邮件告知组委会。  

3.作品类别请填相应的类别，如产品设计类-服装设计写A3、视觉传达类-品牌设计写B2。  

 

 

附件三：年鉴排版尺寸 （整版、半版、1/4版任选其一） 

排版要求：作品分辨率为300dpi；文件格式为jpg；色彩模式为cmyk。 

排版说明：灰色部分是作者提供的图片排版，白色文字部分由大赛组委会统一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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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内容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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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版尺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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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版尺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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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一版尺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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