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级 参赛类别 作品名称/Entry Title 品牌主/Brand 主要贡献公司/Primary Contributor

GOLD 营销创新类-大健康类 adidas極限加1 台灣阿迪達斯 Isobar Taiwan

GOLD
营销创新类-文化体育类（电

影/体育赛事/游戏等）
HBL吉祥物变身CAM

台湾必尔斯蓝基股份有限公

司
演镜互动创意有限公司

GOLD 技术创新类-用户体验改进 NIKE TRIAL ZONE
台湾必尔斯蓝基股份有限公

司

主要贡献公司:演镜互动创意有限公司

第二贡献公司:动态自造有限公司

GOLD 服务创新类-企业/行业服务
让罗胖惊叹，堪比WBC咖啡

大师的“豹咖啡”

主要贡献公司:猎豹移动

第二贡献公司:猎户星空

GOLD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消

费级

瑞幸咖啡新零售营销创新项

目
WE Marketing Group

GOLD
营销创新类-生活服务类（餐

饮服务/娱乐服务/票务等）

瑞幸咖啡新零售营销创新项

目
WE Marketing Group

GOLD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行

业/产业级
苍穹计划 北京硕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GOLD
产品创新类-实体产品数字化

延展
大饭盒 深圳正合励道科技有限公司

GOLD
营销创新类-服饰/箱包/鞋帽/

配饰类
New Balance 島嶼型動247 New Balance 台灣紐巴倫 橘子磨坊數位創意溝通股份有限公司

GOLD 营销创新类-家电家居类
华帝×网易味央《猪小花上

海时装周惊爆跨界》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贡献公司:网易传媒广州分公司

第二贡献公司:广州和力广告传播有限公

司
GOLD 营销创新类-美食茶酒类

蒙牛 X 天猫超级品牌日，这

个冬天给你一杯 37°C 的温

暖

小米公司

GOLD 产品创新类-数字产品
以合为赢——《百万赢家》

是怎样练成的？
360

GOLD 产品创新类-数字产品
基于RFID技术、适用于大人

流量应用的餐饮快速结算系

统

杭州雄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雄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GOLD 营销创新类-虚拟商品类 请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 腾讯金融

主要贡献公司:智威汤逊--中乔广告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

第二贡献公司:Steamfilm

GOLD 技术创新类-商业价值提升
人工智能在线服务平台

SothisAI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GOLD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行

业/产业级
汉瓦 汉能移动能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GOLD
营销创新类-汽车产业类（车

前/车后/汽车品牌等）

梅赛德斯-奔驰GLA “英雄

联盟”电竞IP跨界营销
梅赛德斯-奔驰 新浪网

GOLD 营销创新类-日化产品类 李施德林2017天猫双十一营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正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GOLD 营销创新类-3C数码类 喜马拉雅FM孤独发布会 嘉年华整合营销

GOLD

营销创新类-旅游出行类（目

的地/旅游服务/出行服务/公

共交通等）

Michael王今早赶飞机迟到

了！
北京氢动益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OLD 服务创新类-消费者服务 泰康在线泰易赔理赔服务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GOLD 营销创新类-美食茶酒类 奥利奥游戏机
亿滋食品企业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Inspire蕴世

GOLD
产品创新类-实体产品数字化

延展
可口可乐-探寻城市的秘密 百度

SILVER 营销创新类-虚拟商品类
《清明上河图3.0》高科技互

动艺术展演
北京凤凰都市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SILVER 营销创新类-其他类 京东x百度百科年俗短视频营 百度

SILVER 营销创新类-虚拟商品类 最强大脑人机大战
主要贡献公司:百度

第二贡献公司:北京蓝色光标数字营销机

构
SILVER 营销创新类-其他类 讓眼睛說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PEGAVISION CORP
J. Walter Thompson Taipei

SILVER
营销创新类-生活服务类（餐

饮服务/娱乐服务/票务等）
小學沒教的事 台灣電通

SILVER 营销创新类-日化产品类 一秒順媳養成班
金百利克拉克台灣 Kimberly-

Clark Taiwan
J. Walter Thompson Taipei

SILVER 营销创新类-母婴健康类 新生 新我 新孕动
菲仕兰食品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
阳狮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SILVER
营销创新类-服饰/箱包/鞋帽/

配饰类
UNIQLO SPORT 動動賞 台灣優衣庫有限公司 Isobar Taiwan

SILVER 营销创新类-大健康类 快轉速阿伯
美商惠氏藥廠(亞洲)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Isobar Taiwan

SILVER
营销创新类-服饰/箱包/鞋帽/

配饰类
NIKE TRIAL ZONE

台湾必尔斯蓝基股份有限公

司

主要贡献公司:演镜互动创意有限公司

第二贡献公司:动态自造有限公司

2018 ECI Awards 获奖名单



SILVER
营销创新类-生活服务类（餐

饮服务/娱乐服务/票务等）
7-ELEVEN 潮Buy中元節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我是大衛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SILVER 营销创新类-母婴健康类 THE HEALING CRY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 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

SILVER
营销创新类-文化体育类（电

影/体育赛事/游戏等）
JOY与鹭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SILVER 技术创新类-商业价值提升 酷云大屏数字化ACR技术 北京酷云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SILVER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行

业/产业级
置换云 厦门置换云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雅瑞光学有限公司

SILVER 产品创新类-数字产品
Experience the Journey

of Pakistan with Jang
Jang Media Group

SILVER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消

费级
餐饮业新零售模式升级 北京霸蛮科技有限公司

SILVER 技术创新类-用户体验改进 绘本阅读机器人Luka 北京物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ILVER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行

业/产业级
睡机场 广州睡眠盒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ILVER

营销创新类-旅游出行类（目

的地/旅游服务/出行服务/公

共交通等）

澳门美高梅-“美遇璀璨”中

国无人机摄影大赛创意营销

项目

搜狐公司

SILVER 营销创新类-3C数码类 Kindle《书路计划》公益行 上海英睿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ILVER 产品创新类-数字产品 兴业银行流程机器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SILVER 营销创新类-家电家居类
韩雪喊你#深蹲挑战#——九

牧体验式公益营销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新浪（厦门）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SILVER
营销创新类-汽车产业类（车

前/车后/汽车品牌等）
奥迪品牌全系车型智能营销 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车慧互动

SILVER 服务创新类-消费者服务
京东到家X玛氏食品 新品推

广服务创新
玛氏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京东到家

SILVER 管理创新类
移安宝-可视化现场安全监督

管理系统

主要贡献公司:安徽博诺思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第二贡献公司:安徽省电力公司

SILVER 营销创新类-金融类 工商银行大行工匠造星行动 新浪网（技术）中国有限公 新浪网（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SILVER 营销创新类-金融类 白日梦小酒馆 向上金服 网易传媒

SILVER 营销创新类-家电家居类 天猫AWE联合直播营销 聚划算 华谊新天

SILVER 服务创新类-企业/行业服务 平安云服务 平安科技

SILVER
产品创新类-实体产品数字化

延展
人工智能医疗影像机器人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SILVER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行

业/产业级

先进计算中心建设与运营模

式创新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SILVER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消

费级

华盟新媒内容电商开创新营

销
华盟新媒

SILVER
营销创新类-文化体育类（电

影/体育赛事/游戏等）
纪念碑谷2微信公众号运营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
上海星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SILVER 营销创新类-美食茶酒类
小茗同学&良品铺子 狗年撒

狗粮
统一小茗同学 上海星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ILVER 技术创新类-用户体验改进 咿啦看书 郑州点读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ILVER 营销创新类-大健康类
吴太感康&《无心法师2》品

牌小剧场营销
搜狐视频

SILVER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消

费级
电商系统

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

有限公司
Video++

SILVER
营销创新类-汽车产业类（车

前/车后/汽车品牌等）
人生演绎师 一点资讯

SILVER 服务创新类-消费者服务 法小淘 无讼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SILVER 营销创新类-金融类 金道集团《讲究》纪录片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SILVER

营销创新类-旅游出行类（目

的地/旅游服务/出行服务/公

共交通等）

爱彼迎x支付宝：旅行储蓄 嘉年华整合营销

SILVER 营销创新类-日化产品类 雕牌雕兄说微博营销 雕牌 微博

SILVER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消

费级
2017阅文超级IP风云盛典 阅文集团

SILVER 营销创新类-3C数码类 小米为发烧而生 为嘻哈而躁 爱奇艺

SILVER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行

业/产业级
猎萝卜 人立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BRONZE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行

业/产业级

“触动精彩，从壹刻开始”

安卓手机锁屏产品解决方案

壹天壹刻（北京）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壹天壹刻（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BRONZE 技术创新类-用户体验改进
Terrex - Made for Any

Terrain

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

公司
TBWAShanghai

BRONZE 营销创新类-虚拟商品类 自我推销的冰箱
主要贡献公司:百度

第二贡献公司:北京蓝色光标数字营销机

构BRONZE 营销创新类-美食茶酒类 茶尋味 微茶道 黑松股份有限公司 Isobar Taiwan



BRONZE 营销创新类-日化产品类 克蘭詩超級小幫手
新加坡商克蘭詩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Isobar Taiwan

BRONZE 技术创新类-用户体验改进 唯都SCRM平台 上海唯都市场营销策划股份有限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家电家居类 阿公的電視機 全國電子 J. Walter Thompson Taipei

BRONZE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消

费级
親子天下故事有聲書APP 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BRONZE 产品创新类-数字产品 手机投屏投影仪 深圳匠投科技有限公司

BRONZE
产品创新类-实体产品数字化

延展

豹豹龙-真正走进家庭的儿童

陪伴机器人

主要贡献公司:猎豹移动

第二贡献公司:猎户星空

BRONZE 营销创新类-家电家居类 Kiss Lesson Panasonic
主要贡献公司:北京电通上海分公司

第二贡献公司:AOI Pro

BRONZE
产品创新类-实体产品数字化

延展

《清明上河图3.0》高科技互

动艺术展演
北京凤凰都市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BRONZE
产品创新类-实体产品数字化

延展
Xpider智能机器人

主要贡献公司:创客大爆炸

第二贡献公司:生米组成

BRONZE 营销创新类-母婴健康类 勇敢娃娃
内蒙古伊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主要贡献公司:凤凰网

第二贡献公司:生米组成

BRONZE 服务创新类-企业/行业服务 唯都SCRM平台 上海唯都市场营销策划股份有限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其他类
SWATCH 2018天猫超级品

牌日推广
瑞表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贡献公司:ACTIVATION

NODEPLUS

第二贡献公司:ACTIVATION EVENTSBRONZE 技术创新类-用户体验改进 Jang Real Jang Media Group

BRONZE 服务创新类-企业/行业服务
网络科技情报监测服务云平

台

主要贡献公司: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第二贡献公司: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

中心

BRONZE 技术创新类-商业价值提升 東森購物商城成效優化方案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宇匯知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RONZE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消

费级
野岛商业艺术展

大悦城（上海新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W

BRONZE
营销创新类-服饰/箱包/鞋帽/

配饰类
奥康双十一真打折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之外创意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虚拟商品类
“因AI赋能，职场You成”

IBM战略发布会传播方案

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

公司（IBM）

主要贡献公司:网易传媒

第二贡献公司:北京奥美互动咨询有限公

司

第三贡献公司:群邑（上海）广告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生活服务类（餐

饮服务/娱乐服务/票务等）

屈臣氏X网易【会发光照相

馆】

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

限公司
网易传媒

BRONZE
营销创新类-生活服务类（餐

饮服务/娱乐服务/票务等）

你的心声，总有人愿意听—

—网易X荔枝FM“声夜食堂

”

广州荔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网易传媒

BRONZE 管理创新类
小米 &雀巢，用科技实现中

国健康管理变革
小米公司

BRONZE 服务创新类-消费者服务
小米 &雀巢，用科技实现中

国健康管理变革
小米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其他类 京东618年中社交反击战 京东 新浪网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家电家居类
林内“爱.不等待”高端产品

营销创新案例
杭州碧橙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大健康类
“欧姆龙日式健康美学品类

扩张”创新营销案例
杭州碧橙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服饰/箱包/鞋帽/

配饰类

麦当劳x QQ AR，与小黄人

一起破壁耍 “堡”
麦当劳 腾讯

BRONZE
营销创新类-服饰/箱包/鞋帽/

配饰类
《爸爸是超人》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星驰（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BRONZE 技术创新类-商业价值提升 平安云 平安科技

BRONZE 技术创新类-商业价值提升 LightningGraph图计算平 北京费马科技有限公司

BRONZE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消

费级
以大數據攻佔電信市場 台灣之星

BRONZE
营销创新类-文化体育类（电

影/体育赛事/游戏等）
20年，有多长？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智唐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美食茶酒类
柠檬来的xSNH48新品上市粉

丝营销活动

达能（中国）食品饮料有限

公司
i2mago

BRONZE 营销创新类-3C数码类 京东手机杯QGC季中赛 京东商城 蓝色光标数字营销机构

BRONZE 营销创新类-日化产品类 植物医生国礼计划 北京明弘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朗势（北京）公关咨询有限公司

BRONZE 服务创新类-消费者服务
兴业银行集团门户“多元金

融”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消费金融、兴业基金、兴业信托、

兴业研究

BRONZE

营销创新类-旅游出行类（目

的地/旅游服务/出行服务/公

共交通等）

长隆集团《发现欢乐背后的

真实故事》
二更

BRONZE 服务创新类-企业/行业服务 悦.云智慧商业系统 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

BRONZE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行

业/产业级

华烁传媒 100个新零售项目

打造短视频IP化传播
华烁传媒



BRONZE

营销创新类-旅游出行类（目

的地/旅游服务/出行服务/公

共交通等）

“南航相伴 为爱回家”AR

春节整合营销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双科技有限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汽车产业类（车

前/车后/汽车品牌等）
汽车天窗上的快乐教育 海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宣亚国际品牌咨询有限公司

BRONZE 产品创新类-数字产品 易观方舟 易观

BRONZE 营销创新类-日化产品类
娇韵诗2018 WTN x 超级品

牌日整合营销
娇韵诗中国 Inspire蕴世

BRONZE 营销创新类-3C数码类 OPPO R11新品上市微博营 OPPO 微博

BRONZE
营销创新类-生活服务类（餐

饮服务/娱乐服务/票务等）
2017阅文超级IP风云盛典 阅文集团

BRONZE
营销创新类-文化体育类（电

影/体育赛事/游戏等）
佳得乐一投百万 嘉年华整合营销

BRONZE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行

业/产业级
知于数字营销应用平台 北京国双科技有限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汽车产业类（车

前/车后/汽车品牌等）
蔚来圈层营销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麟动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BRONZE 产品创新类-数字产品 设计家SearcHome 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旅游出行类（目

的地/旅游服务/出行服务/公

共交通等）

ofo小黄人微博营销 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 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汽车产业类（车

前/车后/汽车品牌等）
凯迪拉克ATS-L FBI 6.2秒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激创广告有限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美食茶酒类 金龙鱼走进联合国 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昌荣传播

BRONZE 营销创新类-虚拟商品类 阿里云——中国技术 世界奥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雅仕维传媒集团

BRONZE 营销创新类-大健康类
圣元集团“一口奶 十三问”

品牌推广
圣元国际集团 熊猫传媒集团

BRONZE 营销创新类-金融类
随影突进，云闪付“移动式

植入”影院多场景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搜狐晶茂电影传媒

BRONZE
营销创新类-文化体育类（电

影/体育赛事/游戏等）
电视剧《生逢灿烂的日子》

北京新世邦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奔跑互动（北京）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其他类 幸福西饼品牌引爆元年 幸福西饼 分众传媒

BRONZE 营销创新类-金融类
中邮消费金融2周年庆品牌

整合营销传播方案
中邮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广州四方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金融类
中国工商银行与《梦幻西游

》手游跨界营销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两江同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RONZE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行

业/产业级
传不-小区广告投放专用APP 成都传不科技有限公司

BRONZE 营销创新类-大健康类
惠氏善存欢聚日“拼装备 跑

出彩”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易恒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RONZE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消

费级

速途网络 京万红“红动中国

”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公司
北京速途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RONZE 服务创新类-消费者服务
手机巨头之间的竞争，vivo

如何赢得漂亮？
vivo 群硕软件

BRONZE 服务创新类-企业/行业服务 DD翻译官
嘀嘀译（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主要贡献公司:朋如传媒（北京）有限公

司

第二贡献公司:国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BRONZE 营销创新类-3C数码类 823 魅蓝 讲真stay true 北京金镝互动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GRAND ECI
产品创新类-实体产品数字化

延展
智能新物种诞生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乘用车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BEST OF THE

YEAR
营销创新类-其他类 为爱起步走 腾讯基金会 阳狮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