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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
概览

一、大赛背景

2017年百度战略升级“All in AI”，在AI驱动下，百度商业产品不

断突破创新，实现了人群精准化、创意高效化、品牌生动化的三大

转变。品牌类产品布局实现线上线下联动，信息流广告与搜索“双

引擎”协同共振，使营销变得高效简单。

为了发掘和传播品牌营销价值，沉淀原生优化智慧，展现代理商在

优势行业的创新和思考，特启动百万奖金激励的“百度KA渠道新

声音大赛”。

二、大赛意义

彰显代理公司在百度媒体平台上的营销实践，利用百度整合营销平

台帮助广告主进行品牌营销创新；挖掘代理公司在原生优化方面的

智慧，树立行业标杆，提升优化能力。

推动数字营销人才成长机制的构建，展现数字营销团队的前沿性思

考。促进代理商营销生态良性发展，共同进步。

三、参赛群体

所有百度KA代理商,均可提交全⾏业的真实营销案例，展示代理商的

原生优化能力及品牌营销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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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流程 时间安排

大赛启动
大赛报名 2017年11月1日

赛前培训 2017年11月3日

大赛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 2017年11月6日

案例初赛

案例准备及提交截止
时间

2017年12月15日

案例整理及初审 2017年12月30日

入围决赛名单公布 2018年1月10日

案例决赛 集中评审 2018年1-2月（具体见通知）

案例颁奖 颁奖典礼 2018年3月（具体见通知）

案例宣传 案例宣传 2018年3月开始

四、赛事日程

赛事传播案例类别



一、原生优化

基于客户需求，充分利用百度原生产品进行营销实践。包括并不限于通过账户优化，定向优化，创意优化，转化路径优化等优化方法的使用，

实现效果及增值的最大化，推动广告价值挖掘。

二、品牌营销

基于客户需求，充分利用百度品牌类产品或资源，如开屏，聚屏，品牌序章，原生GD，非标等进行营销实践，实现广告主品牌营销的需求，

帮助广告主更好地认识百度平台的品牌价值。

大赛分为原生优化和品牌营销、行业三大类别，具体定义如下：

三、行业方向

在百度商业平台上，制定最佳营销解决方案，为行业创造更多机会与洞察，实现行业内可推广的模式，为客户带来可持续的营销效果。

案例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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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设置

奖金与奖杯

初赛成绩将影响代理商星级评定结果及返点

决赛获奖案例将共享百万元奖金池奖励

决赛获奖案例将在代理商大会上获得荣誉奖杯

决赛获奖案例将在百度KA 各传播渠道进行广泛传播

奖项说明

金、银、铜奖

根据决赛评委的评判结果，对原生优化和品牌营销两个方向的案

例得分，按照成绩高级排序，确定金奖，银奖，铜奖的最终归属。

行业优秀奖：

根据决赛评委的评判结果，对在行业上表现突出的有代表性的案

例，由评委投票表决行业奖的最终归属。

所有参赛方须提交 1-3个案例（在提交案例时需特别注明希望角

逐的奖项类别），专家评委会对初赛案例分别打分，依据得分

高低排列，择优入围决赛名单。

类别 奖项及数量

原生优化类 金奖1个，银奖2个，铜奖3个

品牌营销类 金奖1个，银奖2个，铜奖3个

行业优秀奖 根据案例质量确定奖项数量

备注 以上三类奖项互斥，不能兼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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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要求

执行时间要求：

参赛案例必须是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15日期间实施并投放过的，

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果，拥有可量化数据的案例。

数据要求：
参赛案例中包含的所有数据、声明、事实等必须注明具体的、可验证的

来源。陈述来源时越详尽越好；提供数据来源、相关调研及数据的有效

时间。数据来源为：广告主数据、代理公司、媒体内部调研或第三方调

研公司等。对于存在数据作假的案例作品，一旦经过评审专家确认，将

立即取消其参赛资格。

如数据不方便对外披露，可进行技术处理，并在案例中说明。

3、营销洞察及策略：如消费者洞察，媒介洞察，品牌市场机遇、实现营

销目标的策略方案，优化策略分析，如可行性、可能性、创新性（国内外

普遍的解决方案对比/竞争对手对比/经验对比）等。

4、项目执行：

• 原生优化类案例：从策略到最终执行的完整过程，如，人群洞察、账

户设置与调整、创意优化过程、定向设置过程、产品的使用和优化过

程、如何提升转化效果的过程等。

• 品牌营销类案例：从策略到最终执行的完整过程，如，人群洞察，媒

介洞察，品牌市场机遇，百度产品组合等方面实现品牌营销目标的过

程。

• 实施过程：试验、问题、解决方案、创新。

• 项目费用：预算有效使用；付费媒体支出总额；自有媒体及赞助说明。

5、营销效果及影响：使用数据图表说明优化效果，第三方数据证明，社

会影响等。

6、分析总结：对全文的总结，营销方案带来的思考及意义，方法论沉淀

及推广，以及对该项目的未来趋势进一步的展望。

内容要求：

1、案例背景：如广告主历史，现有规模，业务类型，市场现状，消费

者喜好，竞争现状，目前预算、主投地域、定向情况、现使用产品情况

等。

2、营销目标：如广告主诉求，营销目标，KPI考核形式，如，增长率，

销售量，市场占有率，点击，转换，曝光，提高咨询、降低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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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版文件

评审版说明：案例评审采用不能透露代理公司信息的盲评形式（仅以案例质量为标准）；
评委看到的所有报赛材料绝不能出现任何代理公司的名字和Logo（或其他元素）。如需提及，应该以“代理公司”的表达方式。

材料 素材说明 格式要求

评审版word案例
能够清楚、详细、完整地阐述案例的整个过程，以及所有细节，将作为评审的重要依据呈现给
评审专家。

详细要求见后续说明及模板

不可出现：

a.代理公司名称/LOGO；b.竞争对手作品

/LOGO ；c.未经授权使用的公司名称

/LOGO；d.您无权使用的作品。

评审版PPT案例 简明、扼要的陈述案例的框架结构，帮助评审专家快速理解案例，并用于在现场答辩。

评审版video案例
用来简洁、直观的展示案例实施的过程，帮助评审专家更好的理解案例，视频不应将案例PPT

以录屏的方式重现，而应向评委们还原案例落地于市场的情景。视频中展示的创意/传播/优化
元素必须与案例的策略目标和结果直接相关，并且已经在市场中投放。

宣传版文件

宣传版说明：用于后期公开传播的版本，可出现代理公司信息，如有数据信息需要保密则需进行技术处理。

材料 素材说明 格式要求

宣传版word案例

用于对案例进行公开传播的素材，传播代理公司营销实力，广告主品牌影响力。
若对数据等相关信息没有保密性需求，则宣传版可以与评审版使用同一版本。

详细要求见后续说明及模板
不可出现：
a.竞争对手作品/LOGO；b.未经授权使用
的公司名称/LOGO；c.您无权使用的作品；

宣传版PPT案例

宣传版video案例

公司LOGO

确认文件

案例授权书 需提交代理公司及广告主双方高管署名的案例授权确认书。 根据模板填写

素材及版本要求：

赛事概览 奖项设置 案例要求 案例评审 参赛流程 赛事传播案例类别



格式
要求

一、WORD格式案例：
详细描述案例的具体内容，将作为评审的重要依据呈现给评审委员会

为了让评委更加理解你的案例，提交的案例需包括下列内容。

1. 案例目录：案例目录能反映该案例的结构框架，能使评委更为

直观、迅速的了解该案例内容；

2. 案例概述（100-200 字）： 若贵司案例最终获奖或入围，我们

将会在后续的宣传中用到案例概述，所以请您认真撰写，确保

语句通顺、连贯、无错别字。案例概述需总结案例及其目标。

请阐述营销目标并解释结果数据与目标的关系；

3. 案例关键词（3-5个）：关键词是案例的灵魂，案例推广时能够

帮助搜索引擎迅速搜到您的案例；

4. 案例主体（3000-5000字）：此部分是整个案例最重要的部分，

它能够清楚、完整地阐述案例；

5. 结束语（100-200字）：此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是全文的总结，

对客户全年营销推广的实际作用和意义，客户的满意程度，方

法论沉淀及推广，以及对该项目的未来趋势进一步的展望。

二、VIDEO 格式案例：
简洁、直观的描述案例，帮助评审专家更好的理解案例。

在参赛时提交表现案例内容的视频，视频需符合以下规格：

一个视频，3-4分钟左右，MP4格式，视频为高清，比例为16:9、

1080i。所有非中文创意材料需要有字幕或译文，视频质量符合播放

要求。

三、PPT 格式案例：
简明、扼要的陈述案例的框架结构，帮助评审专家快速的理解案
例，并用于在现场答辩。

PPT页面要简洁、大方，条理清晰，结构合理，内容架构参考

WORD部分要求，最好控制在20页左右。

案例提交要求

2017年12月15日之前，提交至案例大赛官网。

案例提交入口 ：http://renzheng.baidu.com/anlidasai/

提交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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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评审

评审原则

评委将以准确性、专业性，逻辑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为基本评分原

则，按照组委会和评委会统一制定的评分细则，为每个参赛案例打

分。

在提交案例的素材中word，ppt，video缺一不可，每缺少一个素材，

得分在原始得分的基础上乘以0.8。

评审专家

由百度营销专家，代理公司高管，学术领域营销专家、行业特聘专

家等组成评审委员会。

一、初审

初赛采用多向盲审制，案例随机分配给评审专家，进行交叉打分，

并给出反馈建议，评审专家回避评审本公司案例。参赛公司所提交

的评审版案例素材（ PPT、WORD、VEDIO ）必须隐去参赛公司

名称，广告主公司名称则可保留。如评审专家对案例有异议，将集

中讨论二次评审。最后根据案例总体得分排名确定入围决赛案例。

二、终审

决赛将采取现场答辩+评审专家现场打分的形式；大赛组委会提前公

布入围决赛案例，参赛公司提前准备答辩PPT，现场答辩，评审专

家现场提问，打分，最终评出获奖案例。

三、颁奖

召开代理商年度大会对获奖团队颁发奖杯和证书，参赛团队之间现

场充分交流。

初审 终审 颁奖

2017.12.15-12.30 2018年1-2月 2018年代理商大会

时间
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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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参赛

一、了解规则

参赛单位报赛前，请仔细阅读所有参赛材料。组委会将通过赛事说

明会、官网及社交媒体发布重要参赛信息。

二、线上报名

参赛单位准备报名之前，您需要充分理解案例要求和每类奖项的定

义，持续关注大赛组委会信息发布平台，填写参赛报名表。

三、提交资料

各参赛团队通过大赛官网提交案例。在提交之前参赛团队要严格把

关案例终版，一旦提交将不再允许修改。代理商需提交1-3个案例用

于评委匿名评审，允许案例数据做科学处理，换算成相对数据，并

提供计算方法。案例信息必须真实有效，案例组委会将对案例进行

抽查，提交人及其广告主，有义务配合抽查，一旦发现弄虚作假取

消参赛资格。

评出奖项

参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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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
参赛

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况，评委可取消这个参赛案例的参赛资格。

1、未能遵守《渠道好声音》参赛资格规则。案例参赛资格规定的

时间段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15日。参赛案例必须在以上

有效时间段内投放过。参赛案例必须在此期间取得成果，所提供

的结果数据也必须来自规定时间段。但该时间段之前的数据可以

作为背景介绍出现。

2、参赛素材中数据没有明确来源。在参赛素材的任何地方引用的

所有数据、信息、结论等都必须注明一个准确的、可核实的来源。

数据引用来源可以为：广告主数据、代理公司/媒体内部调研或第

三方调研公司数据。为保证真实准确性，《渠道好声音》专家评

审组保留核查所有信息来源的权力。来源必须尽可能详尽地记录

所有证据；能够提供数据引用来源、调查研究类型、以及时间跨

度。在来源中，请不要包含任何代理公司的名字-包括自己公司以

及竞品公司。这些数据引用来源应该以“代理公司调研”的表达

方式被引用。

3、参赛素材的评审版中出现任何代理公司名称、LOGO等相关信息。

《渠道好声音》大赛采用不能透露代理公司信息的盲评形式（仅以案

例质量为标准）；评委看到的所有报赛材料绝不能出现任何代理公司

的名字和Logo（或其他元素），包括评审版WORD，VIDEO，PPT

素材,如需提及，应该以“代理公司X”表达方式。

4、非汉语材料未包含翻译。参赛素材需用汉语填写；所有非汉语创

意材料必须在参赛素材后附上翻译页（最好为创意材料配上字幕）。

翻译页不算做参赛表正文内容，不计入参赛表页数。

5、参赛案例中任何材料的内容有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15 版）

相关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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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nzheng.baidu.com/anlidasai https://wenku.baidu.com/org/view?org=bdrz&tab=1&cid=153#org-tab https://v.qq.com/x/page/a03778t0in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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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官网：http://renzheng.baidu.com/anlidasai/

http://renzheng.baidu.com/anlida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