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玩协发〔2017〕14 号

关于举办 2018 年最新趋势产品
展示与发布活动的通知
各玩具和婴童用品生产、销售企业，各相关单位：
为了帮助生产商和品牌商的 2018 年新品在国内上市前先期
得到中国主流渠道商、零售商的专业评价意见，指引企业更有针
对性的推出创新产品，为新产品成功上市做好铺垫和准备，中国
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定于今年 10 月在中国玩具展、
中国婴童展、
中国授权展和中国幼教展期间，继续开展“2018 年最新趋势产品
展示与发布活动”（以下简称趋势发布活动）。趋势发布活动实
施方案详见附件。
2017 年中国玩具展、中国婴童展、中国授权展和中国幼教展
定于 10 月 18 至 20 日举办。展会面积将达到 180,000 平米，参
展商预计 2000 家，来自中国 31 个省市及自治区的代理商、渠道
商、采购批发商，以及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采购
商和渠道商总计超过 70000 人。
协会将组织专家团对申报的产品进行入围资格审查，并于 9
月中旬在协会的网站、微信等媒体公布入围产品名单，10 月在开
展前夕将入围名单通过 EDM 发给预登记专业买家；在展会现场显
著位置设“2018 年最新趋势产品展示与发布活动”专区，集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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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计划于 2018 年上市或计划于 2018 年在中国上市的入围创新产
品，特邀国内主要渠道商和零售商参观并给予市场潜力评估意见，
还将特邀各类媒体以及具有影响力的自媒体代表参观并对产品
投票评价。此外，在 10 月 21 日至 22 日举行的中国玩博会·上
海站期间，专区将继续向消费者开放，同时邀请消费者投票。展
后将在各大媒体发布投票结果，向公众推介得票最多的各品类代
表性趋势产品。2018 年年初，协会将和京东合作在京东平台开展
“2018 玩具和婴童趋势产品线上首发”活动，助力入围“趋势发
布活动”的新产品直达终端消费者。
“趋势发布”活动面向玩具和婴童用品生产商和代理商。
任何符合条件并希望借助协会的行业资源拓展中国市场的企业
均可在规定的时间报名参加。有关申报工作，请联系组委会。
婴童用品产品申报联系人：王一铭：电话 010-66038881-210，
邮箱：wangyiming@tjpa-china.org；玩具产品申报联系人：文
晓琴：电话 010-66038881-212，邮箱 coco_wen@tjpa-china.org；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 号金贸大厦 C2 座 1501 室

附件：1.趋势发布活动实施方案
2.申报表
3.企业声明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2017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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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趋势发布活动实施方案
一、主办单位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二、时间安排
1.申报时间：8 月 10 日-9 月 10 日；
2.申报产品入围资格审查：9 月 11 日-9 月 15 日
3.入围产品线上公布：9 月 18 日-9 月 22 日；
4.入围名单通过 EDM 发给预登记专业买家：10 月 9 日-10 月 13 日
5.专业买家参观评估：10 月 18 日-10 月 20 日；
6.代表性趋势产品重点推介：10 月 18 日；
7.中国玩博会·上海站消费者投票：10 月 21 日-10 月 22 日；
8. 在各大媒体发布投票结果，向公众推介得票最多的各品类代表性
趋势产品：11 月 1 日-11 月 7 日；
9.2018 年年初在京东平台实现“2018 玩具和婴童趋势产品线上首发”
。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
1.在中国境内或境外注册，从事玩具或婴童用品生产、销售的企业；
2.申报企业对申报产品拥有合法的所有权及相关权利（如专利技术、
商标等）。一旦发生申报企业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与他人就申报产品
存在知识产权争议问题，主办方有权取消相关企业申报资格；因申报产品
的知识产权侵权导致的法律责任全部由申报企业自行承担。
（二）产品要求
1.计划于 2018 年上市或计划于 2018 年在中国上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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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在创意设计、外观设计、功能设计、生产工艺、使用环保材料
方面具有某一方面或多个方面的创新。
四、征集产品类别
分“玩具”和“婴童用品”两大类。
五、申报程序
（一）填写申报材料
1.填写《申报表》，填写语种限中文或英文；
2.签署《企业声明》。
（二）提交申报材料
为方便企业申报，所有申报材料只需提供电子版，具体说明如下：
1.加盖公章的《申报表》（见附件 2）；
2.法人签字和加盖企业公章的《企业声明》（见附件 3）；
3.申报产品品牌的 LOGO，矢量图和 JPG 格式各 1 张；
4.趋势产品的宣传片（不超过 2 分钟）；
5.提供产品实物图片 4 张，包括产品主视图、产品正视图、侧视图、
俯视图各 1 张，最好体现产品的实际使用状态；图片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
图像长宽比例不低于 5:3。
（三）提交方式
1.电子版文件名称为：参赛企业名称+品类名称+产品名称；
2.申报材料接收邮箱：婴童用品产品 wangyiming@tjpa-china.org；
玩具产品 coco_wen@tjpa-china.org。
(四)专家评审团对申报产品资格审查
协会将邀请部分专业渠道商根据征集要求，审核申报材料，判断申报
企业和申报产品是否符合申报条件，符合条件的将书面通知参与集中展示。
六、展示发布
(一)展示发布方式
1.9 月中旬在协会微信和网站等媒体公布通过资格审查的产品名单；
2.10 月 18 日-10 月 20 日，协会在中国玩具展、中国婴童展、中国授
权展和中国幼教展展会现场显著位置设置“2018 年最新趋势产品展示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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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活动”专区，进行产品实物展示。协会将特邀专业买家、媒体和具有影
响力的自媒体代表参观；
3.10 月 18 日，选择代表性趋势产品于“2017 年度中国玩具和婴童用
品行业晚会”上发布；
4.10 月 21 日-10 月 22 日，展示专区对中国玩博会•上海站消费者开放，
并由消费者对产品进行投票。如企业不希望公开展示，请提前说明并于 20
日下午 15:00 将产品取回。
(二)提交展示产品
请于 10 月 17 日 12:00 前，将入选产品送到展示专区,企业自己负责产
品组装。
(三)专业买家现场投票评价
展示期间，协会特邀国内主流渠道商、国内百货渠道采购负责人、玩
具和婴童用品连锁企业负责人等专业观展买家，以及国内外玩具和婴童用
品行业媒体和具有影响力的自媒体代表对参加展示的产品进行投票评价。
(四)消费者现场投票评价
在中国玩博会•上海站期间，展示专区对消费者开放，并邀请广大消
费者对趋势产品进行现场投票。
（五）向公众推介各品类代表性趋势产品
展后，组委会最终将会在各大媒体发布投票结果，并在协会 B2B 官方
微信、B2C 官方微信、官方中英文网站、以及针对国内外渠道商发布的
E-news 直邮以及其他各类大众和行业媒体对各品类的代表性趋势产品进
行宣传和推广。所有的投票结果将以邮件方式发至参评企业。
（六）在京东平台组织“趋势发布入围产品”集体首发
2018 年年初，协会将和京东合作在京东平台开展“2018 玩具和婴童
趋势产品线上首发”活动，助力入围“趋势发布活动”的新产品直达终端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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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报表
（单位盖章）

企业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职务

邮箱

传真

产品信息
品牌
LOGO

品牌名称
玩具品类
婴童用品品
类
产品说明

毛绒☐木制□塑胶☐金属☐娃娃☐ 儿童骑乘类☐户外游乐设施☐教玩具☐其他类☐
儿童乘员约束系统☐儿童推车、学步车☐婴童服装服饰类☐婴童家具及床上用品类☐喂养护理类☐
自主设计产品☐
适合年龄

产品基本描
述

产品
名称

产品上市
情况

授权产品
中国市场定价

计划 2018 年首次上市☐

国际□国内☐

代理产品☐

元人民币（出厂价）
计划 2018 年首次于中国上市☐

主要功能
请从一个或多个方面描述该产品具有的创新性，每项描述不超过 50 个字。没有的可以不用填写。
创意设计
外观设计

创新描述

功能设计
生产工艺
使用材料

初评意见
(协会填写)
注:每表只填报一个产品；产品图片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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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企业声明
我公司自愿参加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举办的“2018 年最新
趋势产品展示与发布活动”，并承诺对申报和交送的产品拥有合法
的知识产权以及与产品相关的各项权利，展示发布过程中及以后，
因上述产品的知识产权以及与产品相关的其他各项权利而导致的
纠纷，全部由我公司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活动组委会
及其成员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声明。

单位名称：
法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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