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大中华区艾菲奖获奖名单

奖项 案例名称 参赛类别 广告主 代理公司

铜奖 ThinkStation“亮见”整合传播 办公&速递产品与服务类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蓝色光标数字营销机构

入围奖 IBM让大数据流行起来 办公&速递产品与服务类 IBM 奥美公关北京

入围奖
ThinkServer助力中国载人航天，提
升联想企业级产品形象

办公&速递产品与服务类 联想集团 蓝色光标数字营销机构

金奖 抬头行动 餐饮与零售商类
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
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天联广告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天能

银奖 不要怕鬼 要爱鬼 餐饮与零售商类 全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奥美台北

铜奖 人人食得喜 餐饮与零售商类
Birdland (Hong Kong) 
Limited

Ogilvy & Mather Group, Hong Kong

铜奖 開個靚頭 餐饮与零售商类
McDonald's Restaurants 
(HK) Ltd.

恒美廣告國際有限公司

入围奖 老佛爷百货北京旗舰店开幕活动 餐饮与零售商类 老佛爷百货 万博宣伟

入围奖 真功夫的社会化营销之路 餐饮与零售商类 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威动（上海）营销咨询有限公司

入围奖
全家便利APP - 
零售业通路营销大翻身

餐饮与零售商类 上海福满家便利有限公司 意凌· 安索帕

金奖
刷脸吃饭——手机百度外卖O2O互动
整合营销

单一媒体活化类 百度 百度

铜奖 与郭晶晶一起创造世界纪录 单一媒体活化类 三星电子 Cheil 鹏泰

铜奖 新蒙迪欧：科技 品位，闪耀人生 单一媒体活化类 长安福特
主要代理公司：凤凰网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三人行广告有限公司

铜奖 力士“Shiny Moment”整合营销传播 单一媒体活化类 力士
主要代理公司：搜狐视频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北京恒美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入围奖 京东喜摇摇整合营销传播 单一媒体活化类 京东 180China

入围奖 麦当劳一见中薯 单一媒体活化类 麦当劳中国
主要代理公司：
Tribal Worldwide 上海(DDB中国旗下品牌)
DDB悉尼

入围奖
打造万人线上音乐现场- 
Burberry男士香氛Brit Rhythm推广

单一媒体活化类
博柏利（上海）贸易有限
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公司
安吉斯媒体

入围奖 手机里长出来的阳光橙子 单一媒体活化类 可口可乐
主要代理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公司
安索帕

入围奖 小米功夫酒新品上市微信推广案例 单一媒体活化类
安徽文王酿酒股份有限公
司

主要代理公司：成都泽宏嘉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重庆捷路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奖 必胜客“春季菜单”跨界传播 单一媒体活化类 百胜餐饮集团
主要代理公司：
网易
传立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多芬真情微纪录《致闺蜜》：分享真
情 滋养你我

单一媒体活化类 联合利华
主要代理公司：优酷土豆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恒美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入围奖
梅赛德斯-
奔驰：《侣行》走出“骑士精神”

单一媒体活化类 梅赛德斯-奔驰
主要代理公司：优酷土豆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尚扬媒介

入围奖 可口可乐全线产品植入墨迹天气APP 单一媒体活化类 可口可乐大中华区 知世·安索帕

银奖
1号店进口牛奶销量创吉尼斯世界纪
录活动

电商类 1号店 国安DDB(DDB中国旗下品牌)

铜奖
京东商城《爱情公寓4》品牌化内容
营销

电商类 京东商城 北京世纪鲲鹏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铜奖 苏宁红孩子品牌传播战役 电商类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采购中心

上海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不想扔掉的名片 电商类
深圳市易讯天空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Cheil 鹏泰

入围奖 双十一网购庆典 电商类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
司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奖 兰芝气垫BB新首发 电商类
爱茉莉太平洋贸易有限公
司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入围奖 易迅网 就是快系列 电商类
上海易迅电子商务发展有
限公司

阳狮中国

银奖
“ThinkPad 8——随时趣创造” 
新品上市推广活动

电子产品类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奥美北京

铜奖 S4 ZOOM有聊有拍，精彩不错过 电子产品类 三星电子 Cheil 鹏泰

铜奖 这一年，用心拍张全家福 电子产品类
尼康映像仪器销售（中国
）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上海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红芥茉营销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第二贡献代理公司：奥美世纪（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铜奖 联想品牌2014创客大赛 电子产品类 联想
主要代理公司：搜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电众数码（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Samsung UHD TV-
难以置信的真实之美

电子产品类 三星 Cheil 杰尔

入围奖 投你所爱-Samsung GALAXY BEAM2 电子产品类 三星电子 Cheil 鹏泰



入围奖
戴尔Venue 
平板电脑“叫板最快大脑”社会化营
销推广方案

电子产品类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VML im2.0 互动营销（北京）

入围奖
“ThinkPad 想点新的” 
热点营销与品牌推广活动

电子产品类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奥美北京

入围奖 #Find巴西 至美一拍# 电子产品类
东莞永盛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

主要代理公司：
网易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金奖
数字地球一小时：在一小时内到达百
万受众

短效传播类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事
处

百比赫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金奖/全场大奖提名
手机百度“让每一分都有意义”高考
项目

短效传播类 百度 昌荣传媒有限公司

银奖
天猫”双11” 
激发上班人群网购狂欢

短效传播类 天猫 分众传媒集团

银奖
奔驰CLA+乐视， 
狼性4虐首创跨界生态营销

短效传播类 梅赛德斯-奔驰 乐视网

入围奖 橡皮鸭悦游海港城 短效传播类 海港城置业有限公司 AllRightsReserved

入围奖
梅赛德斯-奔驰 
梦想座驾“造梦以求”

短效传播类
梅赛德斯-
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奥美北京

入围奖 IBM让大数据流行起来 短效传播类 IBM 奥美公关北京

入围奖 青岛纯生鲜活人生项目 短效传播类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奥美世纪（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手机百度马年春节节日营销项目 短效传播类 百度 百度

入围奖
伊利味可滋“天天爱消除挑战赛”品
牌传播活动

短效传播类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易铭天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嘉实多磁护-保护球迷世界杯零距离 短效传播类 嘉实多 传立媒体

入围奖 Roseonly线上线下合围营销 短效传播类 Roseonly专爱花店 分众传媒集团

入围奖
1号店进口牛奶销量创吉尼斯世界纪
录活动

短效传播类 1号店 国安DDB(DDB中国旗下品牌)

入围奖 汽车之家11.11疯狂购车节 短效传播类 汽车之家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奖
君威 “为你一再心动买单”- 
淘宝收藏夹大数据营销

短效传播类 上海通用汽车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入围奖 焕觉之旅 短效传播类
利洁时家化（中国）有限
公司

环时互动

入围奖 Jeep春晚超级碗品牌广告活动 短效传播类
克莱斯勒（中国）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灵狮中国（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凯越, 平安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短效传播类 上海通用汽车 睿狮广告传播

入围奖 苏宁红孩子品牌传播战役 短效传播类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采购中心

上海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Olay大红瓶新年战役 短效传播类 宝洁 时趣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奖 春秋航空社会化媒体精准营销 短效传播类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时趣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奖 一汽大众 宝来乐趣多系列视频 短效传播类
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
司

主要代理公司：搜狐视频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上海瀚润广告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入围奖 肯德基篮球逆袭 短效传播类
百胜（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天联广告

入围奖 杜绝老套 短效传播类 深圳万生堂实业有限公司 氩氪互动

入围奖 Wi-Fi 实时排名榜 短效传播类
彪马（上海）商贸有限公
司

氩氪集团维他命

入围奖 易迅网 就是快系列 短效传播类
上海易迅电子商务发展有
限公司

阳狮中国

入围奖 英特尔真情季：真情意，真梦想 短效传播类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优酷土豆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北京恒美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可口可乐圣诞礼花瓶无线营销 短效传播类 可口可乐大中华区 知世·安索帕

入围奖 2014国美春节营销 短效传播类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智威汤逊-中乔广告有限公司

金奖 开车别低头 非盈利机构公益类 
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
限公司

奥美北京

铜奖 全家平安碘 非盈利机构公益类 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
主要代理公司：
不来梅网路股份有限公司
狮子在飞

入围奖 換走黑暗 非盈利机构公益类 奧比斯 Ogilvy & Mather Group, Hong Kong

入围奖
数字地球一小时：在一小时内到达百
万受众

非盈利机构公益类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事
处

百比赫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入围奖 流浪动物的待用咖啡 – 待用天使 非盈利机构公益类 居爾一拳 不來梅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奖 小童大愛_花襯衫變身麥麥熊 非盈利机构公益类 
麥當勞叔叔之家慈善基金
會

香港商金獅子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铜奖 成都熊猫快闪 公共交通服务类 英国航空 奥美公关北京

铜奖
形塑长荣航空成为全球性航空品牌之
形象传播活动

公共交通服务类 长荣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我是大卫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奖 带爸妈去看看你的世界 公共交通服务类 亚洲航空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奖 高鐵歡樂卡通列車 公共交通服务类 台灣高鐵 台灣麥肯廣告

金奖 开车别低头 机动车类
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
限公司

奥美北京

银奖 Jeep信仰品牌广告活动 机动车类
克莱斯勒（中国）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灵狮中国（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铜奖 不仅仅是巧合，更是深处的想望 机动车类 台湾奔驰股份有限公司 奥美台北



铜奖
梅赛德斯-
奔驰：《侣行》走出“骑士精神”

机动车类 梅赛德斯-奔驰
主要代理公司：优酷土豆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尚扬媒介

入围奖 大众汽车甲壳虫“爱在玫瑰凋谢前” 机动车类
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
限公司

北京瑞意恒动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奖 福特翼搏FUN手趣冒险 机动车类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新意互动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东风Honda 
JADE(杰德)新车上市传播Campaign

机动车类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电通日海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君威 “为你一再心动买单”- 
淘宝收藏夹大数据营销

机动车类 上海通用汽车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入围奖 爱是阳光 再说一次我爱你 机动车类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科思世通广告（北京）有限公司

入围奖 中華新達上市整合傳播案 机动车类 中華汽車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奖 YAMALUBE 正廠機油形象推廣 机动车类
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
聯眾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奖 NISSAN JUKE上市整合傳播案 机动车类 裕隆日產汽車 聯眾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奖 全新桑塔纳 品质唯真 整合传播案例 机动车类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钦选（上海）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梅赛德斯奔驰卡车T.C.O.运营智汇 机动车类
戴姆勒卡客车（中国）有
限公司

戎马广告（北京）有限公司

入围奖 事关人命, 遵守交规 机动车类 上海通用汽车 睿狮广告传播

入围奖 昂科拉十万车主‧洗车召集令 机动车类 上海通用汽车 睿狮广告传播

入围奖 奥迪RS飙速激情－网络实境排位赛 机动车类
一汽-
大众销售责任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上海安科吉通广告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意凌· 安索帕

入围奖 奥迪Q3周杰伦互动视频营销 机动车类
一汽-
大众销售责任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上海安科吉通广告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意凌· 安索帕

入围奖 爱上雨天 机动车类 大连固特异轮胎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上海奥美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Geometry Global，Shanghai

入围奖 锋驭自驾中国整合营销推广方案 机动车类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
司

上海迪思市场策划咨询有限公司

入围奖 奔驰SMART微信卖车 机动车类
北京梅赛德斯-
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腾讯网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群邑（上海）广告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入围奖 U6 TURBO讓台灣發光 机动车类 納智捷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雪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银奖 汰渍让爱先回家 家电与家居用品类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 北京宣亚培恩国际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银奖 洞察与科技的碰撞 家电与家居用品类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铜奖 卡萨帝礼赞原味 家电与家居用品类 卡萨帝
主要代理公司：凤凰网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安索帕

铜奖 老板大吸力油烟机整合传播 家电与家居用品类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卓越形象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入围奖 一“球”搞定男人不洗衣的理由 家电与家居用品类 宝洁 艾维德传媒

入围奖 碧浪洗衣液去渍大挑战 家电与家居用品类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 北京宣亚培恩国际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入围奖
《女人帮•妞儿》第二季，中国网剧
的光影纪录

家电与家居用品类 金牌橱柜 乐视网

入围奖 晾衣那点事 家电与家居用品类 西门子家电 上海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小熊电器突破电商平台开拓新市场—
—酸奶机家酿篇

家电与家居用品类 广东小熊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平成混媒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入围奖
红星美凯龙五一促销“不怕你比，怕
你不比”

家电与家居用品类 红星美凯龙 上海维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入围奖 海尔天樽空调巴西世界杯营销 家电与家居用品类 海尔集团|（海尔中国区）
主要代理公司：搜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北京博悦互动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超能女人运动 家电与家居用品类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英扬传奇&喜邑互动复合品牌事务机构

入围奖 美的：最美的一度 家电与家居用品类 美的集团家用空调事业部
主要代理公司：优酷土豆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上海剧星文化传播广州分公司

银奖 “帮支付宝洗白白”互动整合传播 金融产品与服务类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NTA社会化传播上海公司

铜奖
平安银行“小事业大梦想”微视频营
销

金融产品与服务类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凤凰网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安瑞信杰广告有限公司

铜奖 NIL 金融产品与服务类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
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恒美廣告國際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phd Hong Kong

入围奖 泰康瞬间 金融产品与服务类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Cheil 鹏泰

入围奖 飞常保安全起航 金融产品与服务类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金奖/全场大奖提名橡皮鸭悦游海港城 旅游、景点与房地产类 海港城置业有限公司 AllRightsReserved

金奖
洲际酒店：《洲际传奇报》传承历史
经典

旅游、景点与房地产类 洲际酒店集团
主要代理公司：凤凰网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奥美

银奖 台灣房屋品牌逆勢拉升 旅游、景点与房地产类
台灣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
司

雪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铜奖 Nonstop You一路为你 旅游、景点与房地产类 德国汉莎航空
主要代理公司：威汉营销传播集团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传立媒体
第二贡献代理公司：博斐

入围奖 高達進駐時代廣場 旅游、景点与房地产类 時代廣場有限公司 OMD HK

入围奖 回到愛以前 旅游、景点与房地产类 環球購物中心 貝立德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奖
莫奈来了—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莫
奈特展O2O整合营销

旅游、景点与房地产类
新世艺商业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迈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入围奖 快乐由心笑 旅游、景点与房地产类 香港迪士尼乐园
主要代理公司：
腾讯网/广州
传立媒体



入围奖 合肥万科“你点赞，我实现” 旅游、景点与房地产类 合肥万科置业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智讯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金奖 橡皮鸭悦游海港城 媒体创新类 海港城置业有限公司 AllRightsReserved

金奖 开车别低头 媒体创新类
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
限公司

奥美北京

银奖 拒绝空调病 爽赢足球夜 媒体创新类 海尔集团
主要代理公司：
网易
北京博悦互动广告有限公司

银奖 Wi-Fi 实时排名榜 媒体创新类
彪马（上海）商贸有限公
司

氩氪集团维他命

入围奖 京东ATM机传播 媒体创新类 京东 180China

入围奖
数字地球一小时：在一小时内到达百
万受众

媒体创新类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事
处

百比赫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入围奖 百度百发叫板银行 媒体创新类 百度 百度

入围奖 手机百度五一半价游项目 媒体创新类 百度 北京嘉合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伊利 & 墨迹天气App 
移动端创新营销

媒体创新类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电众数码（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狂欢狂叫 
搞怪搞笑”2013香港万圣狂欢月

媒体创新类 香港旅游发展局 电众数码（北京）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入围奖 东风标致微信商城上线推广 媒体创新类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飞拓无限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入围奖
中国电信天翼飞Young《中国好声音
》电视互动合作

媒体创新类 中国电信
主要代理公司：
宏盟媒体集团
浩腾媒体

入围奖 汽车之家11.11疯狂购车节 媒体创新类 汽车之家 华扬联众

入围奖
茵曼、 
Artka阿卡、裂帛三大互联网原创女
装品牌 #光复单身# 双11推广

媒体创新类

客户一：广州市汇美服装
有限公司          
客户二：北京心物不二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客户三：杭州盖文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华邑品牌数字营销

入围奖 奔驰SMART微信卖车 媒体创新类
北京梅赛德斯-
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腾讯网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群邑（上海）广告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入围奖 交友神句 媒体创新类 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
天联广告中国
天时广告中国

金奖 逆袭淘宝／三思而后买 非盈利机构公益类 绿色和平 中国盛世长城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银奖 脚印的承诺 非盈利机构公益类 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 Cheil 鹏泰

银奖 泰康瞬间 媒体创意类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Cheil 鹏泰

银奖 湿剃门 媒体创意类 宝洁中国 天联广告

铜奖 爆笑摇摇看 媒体创意类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
网易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铜奖 惊品星期一 媒体创意类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新浪网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三人行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Mini 
Clubman“抽的痛快”媒体创意营销

媒体创意类 久邦数码 exis

入围奖 百事快乐送母亲邮包 媒体创意类 百事（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
Tribal Worldwide 上海(DDB中国旗下品牌) 
文明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北京完美生活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爱奇艺－三星 ZOOM 意大利之旅 媒体创意类 三星电子 爱奇艺公司

入围奖
赚足英伦范MG3为你加油—主题促销
活动

媒体创意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乘用车公司

安瑞索思（中国）

入围奖 可乐那些事儿 媒体创意类 可口可乐
主要代理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公司
安索帕

入围奖 《碧生源花儿与少年》 媒体创意类
北京澳特舒尔保健品开发
有限公司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奖
数字地球一小时：在一小时内到达百
万受众

媒体创意类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事
处

百比赫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入围奖 手机百度马年春节节日营销项目 媒体创意类 百度 百度

入围奖 百度筷搜产品视频 媒体创意类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

昌荣传媒有限公司

入围奖 把乐带回家，百事可乐新春合作 媒体创意类 百事
主要代理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公司
好耶

入围奖 冠益乳健康定义王者 媒体创意类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
网易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奖 我的第一步·创酷新车上市合作案例 媒体创意类
上汽通用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主要代理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奖
星星迷正名行动——江苏卫视《最强
大脑》事件营销推广

媒体创意类 江苏卫视广告部 华邑品牌数字营销

入围奖 孩子,请带我回家 媒体创意类 浙江深港鞋业有限公司 Cheil 鹏泰

入围奖 奥利奥“扭开亲子一刻” 媒体创意类 亿滋中国
主要代理公司：腾讯网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凯络中国



入围奖 交友神句 媒体创意类 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
天联广告中国
天时广告中国

入围奖 为盲胞读书 媒体创意类 腾讯 阳狮中国

铜奖 可口可乐mini装百度魔图合作 媒体公司类 可口可乐
主要代理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公司
安索帕

铜奖
爱奇艺《晓松奇谈》——会说话的海
报

媒体公司类
北京奇艺世纪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光标数字营销机构

铜奖
乐视网《我是歌手》第二季：话题营
销造就网台联动综艺里程碑

媒体公司类 乐视网 乐视网

入围奖 汽车之家11.11疯狂购车节 媒体公司类 汽车之家 华扬联众

入围奖 乐视606世界杯嘉年华O2O跨界营销 媒体公司类 乐视网 乐视网

入围奖 网易跟帖 深藏民间高手 媒体公司类
网易传媒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天时广告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天联广告

金奖 雅芳"蝶舞霓彩,最美一瞬" 美容产品与服务类 雅芳（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维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银奖
舒肤佳“How Many 
Touches"创意活动

美容产品与服务类 广州宝洁 ARC Hong Kong

铜奖 闺蜜滋养“芬”享 美容产品与服务类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
司

上海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铜奖 Olay大红瓶新年战役 美容产品与服务类 宝洁 时趣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奖
打造万人线上音乐现场- 
Burberry男士香氛Brit Rhythm推广

美容产品与服务类
博柏利（上海）贸易有限
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公司
安吉斯媒体

入围奖 滴露眼镜 美容产品与服务类
利洁时家化（中国）有限
公司

环时互动

入围奖 宝洁中国男人主场男人样 美容产品与服务类 宝洁中国 上海埃特公关咨询有限公司

入围奖 高洁丝的华丽蜕变 美容产品与服务类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秀出来，勇敢爱 美容产品与服务类 宝洁 腾讯

入围奖 湿剃门 美容产品与服务类 宝洁中国 天联广告

入围奖
2014龙蟠润滑油“飞越冰河，启动梦
想”大型飞车活动

农业与工业类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江苏大唐灵狮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极致驾驶体验 农业与工业类
米其林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腾迈广告有限公司

金奖 金典亲情锁 品牌公益类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Cheil 鹏泰

金奖 为盲胞读书 品牌公益类 腾讯 阳狮中国

铜奖 为爱跑腿 品牌公益类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

阳狮中国

铜奖 海尔 抱抱小灯人 品牌公益类 海尔 阳狮中国

入围奖 百事快乐送母亲邮包 品牌公益类 百事（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
Tribal Worldwide 上海(DDB中国旗下品牌)  
文明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北京完美生活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IKEA 宜學堂 品牌公益类 台灣宜家家居 奧美互動行銷公司

入围奖 玩具再分享 品牌公益类 宝洁 广州市麦丰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箭牌中国”垃圾投进趣“公益项目 品牌公益类 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 罗德公共关系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入围奖 春节公益广告-感谢篇 品牌公益类
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
中心

主要代理公司：麦肯光明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观池广告

入围奖
爱家日2013“懂得欣赏，为家人点赞
”

品牌公益类 红星美凯龙 上海维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金奖 分享Coke 分享那年快乐 Song 品牌体验类 
香港商可口可乐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奧美互動行銷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艺次元互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铜奖 IKEA邀你在「家」聚聚 品牌体验类 宜家家居 奥美台北

入围奖 2013奥迪影像季 品牌体验类 一汽-大众奥迪 北京长策天成公关策划有限公司

入围奖 猛鬼拍立得实体照相亭 品牌体验类 不来梅网路股份有限公司 不来梅网路股份有限公司

金奖
Samsung UHD TV-
难以置信的真实之美

品牌体验类 -
电信媒体科技

三星 Cheil 杰尔

金奖 为盲胞读书
品牌体验类 -
电信媒体科技

腾讯 阳狮中国

铜奖 2014国美春节营销
品牌体验类 -
电信媒体科技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智威汤逊-中乔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京东ATM机传播
品牌体验类 -
电信媒体科技

京东 180China

入围奖 不想扔掉的名片
品牌体验类 -
电信媒体科技

深圳市易讯天空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Cheil 鹏泰

入围奖 寻找交通文明第1城
品牌体验类 -
电信媒体科技

太平洋保险在线商城 网迈广告

银奖 焕觉之旅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利洁时家化（中国）有限
公司

环时互动

铜奖 换位焕新让爱更爱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阿克苏诺贝尔公司 银色琥珀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入围奖 世界最后8秒告白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联合利华 PHD

入围奖 百事快乐送母亲邮包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百事（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
Tribal Worldwide 上海(DDB中国旗下品牌)  
文明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北京完美生活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手机里长出来的阳光橙子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可口可乐
主要代理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公司
安索帕

入围奖 奥迪A3未来先见上市发布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一汽-大众奥迪 北京智创无限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伊利开放工厂怪兽欢乐吓令营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电众数码（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杜蕾斯移动小酒馆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利洁时家化（中国）有限
公司

环时互动

入围奖 创酷上市传播活动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麦肯光明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入围奖 科鲁兹掀背车上市传播活动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麦肯光明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入围奖 昂科拉十万车主‧洗车召集令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上海通用汽车 睿狮广告传播

入围奖 玩创鞋型 掌控NEO舞台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
限公司

上海腾迈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投你所好 - 2014 巴西世界杯 
Campaign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起亚汽车(中国)

主要代理公司：
上海伊诺盛广告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上海广润广告有限公司
第二贡献代理公司：上海易立移动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入围奖 交友神句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
天联广告中国
天时广告中国

入围奖 备爱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天时广告

入围奖 超能女人运动 品牌体验类-综合类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英扬传奇&喜邑互动复合品牌事务机构

金奖 百度迁徙 企业声誉与专业服务类 百度（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北京捷报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金奖 海尔 抱抱小灯人 企业声誉与专业服务类 海尔 阳狮中国

铜奖 百事快乐送母亲邮包 企业声誉与专业服务类 百事（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Tribal Worldwide 
上海(DDB中国旗下品牌)   
文明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北京完美生活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恒天然危机管理 对话恒天然 企业声誉与专业服务类 恒天然中国 DDB集团上海

入围奖 联想创客大赛 企业声誉与专业服务类 联想 蓝色光标数字营销机构

入围奖
“大道至简”——2014年SAP中国论
坛社交媒体推广案例

企业声誉与专业服务类
思爱普（北京）软件系统
有限公司

帖易Teein

金奖 昂科拉, 年轻就去SUV 青年营销类 上海通用汽车 睿狮广告传播

银奖 昂科拉十万车主‧洗车召集令 青年营销类 上海通用汽车 睿狮广告传播

铜奖
联想YOGA平板10 HD+ “刺金时代  
星辰闪耀” 小时代主题营销

青年营销类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电众数码（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铜奖 绿箭#交个朋友吧# 青年营销类
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
司

星传媒体集团

入围奖 高達進駐時代廣場 青年营销类 時代廣場有限公司 OMD HK

入围奖 不耐烦有理! 青年营销类 腾讯 奥美台北

入围奖
联想YOGA刺金平板《小时代3》整合
营销

青年营销类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比酷天地文化有限公司

入围奖
康师傅 茉莉清茶「遇见茉莉  
浪漫一世」201314Campaign

青年营销类 康师傅饮品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入围奖 可口可乐：畅想毕业季，为青春留言 青年营销类 可口可乐大中华区
主要代理公司：
北京汉扬葛瑞营销顾问有限公司
人人公司

入围奖
2014 
"别太当真，只要趣多多"整合营销活
动

青年营销类 亿滋中国 博达大桥国际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入围奖
手机百度“让每一分都有意义”高考
项目

青年营销类 百度 昌荣传媒有限公司

入围奖 快乐男声 青年营销类 天娱传媒
主要代理公司：传世酷营销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扭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第二贡献代理公司：北京青年志市场营销咨询有限公司

入围奖
[原生式营销操作] 
让麦香成功攻占青少年的心

青年营销类 统一企业 电通国华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奖 创酷上市传播活动 青年营销类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麦肯光明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入围奖 杜蕾斯春漾2014音樂祭 青年营销类
香港商香港利潔時有限公
司臺灣分公司

瑞緯整合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奖 玩创鞋型 掌控NEO舞台 青年营销类
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
限公司

上海腾迈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网易跟帖 深藏民间高手 青年营销类
网易传媒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天时广告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天联广告

银奖 Wi-Fi 实时排名榜 时尚风格与休闲生活类
彪马（上海）商贸有限公
司

氩氪集团维他命

铜奖 六福村35周年專案活動 时尚风格与休闲生活类 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

铜奖 拯救冰封新能量 时尚风格与休闲生活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聚胜万合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森马调味冬日城市PK赛 时尚风格与休闲生活类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范思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周大福品牌虚拟形象营销案例 时尚风格与休闲生活类 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 宣亚国际传播集团

入围奖 海澜之家：为父爱“型”动 时尚风格与休闲生活类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优酷土豆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铜奖
2013 
Zespri紐西蘭奇異果幼兒品牌營銷計
劃

食品类 
紐西蘭奇異果國際行銷公
司

瑞緯整合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铜奖 《谁是你的菜》综合案列 食品类 
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
司

上海谢与骆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必胜客官方微博运营 食品类 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 DigitasLBi 乐必扬

入围奖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梦想主题+促销活动

食品类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 安沃传媒

入围奖 孔雀饼乾，我的饼乾 食品类 乖乖股份有限公司 奥美台北

入围奖
2014彩虹糖「有事嗎彩虹 
吃一口彩虹」網路行銷活動

食品类 台灣留蘭香股份有限公司 奧美互動行銷公司

入围奖
2013易口舒季節罐活動﹣「小小一錠 
勁放聖誔炫音」

食品类 台灣留蘭香股份有限公司 奧美互動行銷公司

入围奖 洽洽世界杯整合互动营销案 食品类 洽洽食品 北京植信堂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入围奖 彩虹糖 – 《鸡给黄鼠狼拜年》 食品类 
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
司

广州恒美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真男人”吸引“女吃货”的世界杯
！——百草味全渠道联动营销

食品类 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杭州柏立广告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杭州推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奖 《把乐带回家》综合案例 食品类 
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
司

上海谢与骆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交友神句 食品类 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
天联广告中国
天时广告中国

金奖/全场大奖提名为盲胞读书 网络、电信产品与服务类 腾讯 阳狮中国

银奖 开口说爱 让爱远传 网络、电信产品与服务类 远传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奥美台北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波谷影片有限公司

铜奖 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 网络、电信产品与服务类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铜奖
手机百度“让每一分都有意义”高考
项目

网络、电信产品与服务类 百度 昌荣传媒有限公司

入围奖 面對面的讚，更讚！ 网络、电信产品与服务类 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BBDO香港商黃禾國際廣告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入围奖 腾讯新闻事实派 网络、电信产品与服务类 腾讯 奥美台北

入围奖
“4D触感视频” 
百度视频愚人节整合营销

网络、电信产品与服务类 百度 百度

入围奖
刷脸吃饭——手机百度外卖O2O互动
整合营销

网络、电信产品与服务类 百度 百度

入围奖 手机百度五一半价游项目 网络、电信产品与服务类 百度 北京嘉合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腾讯网世界杯实时营销项目 网络、电信产品与服务类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主要代理公司：北京锐易纵横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雅酷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第二贡献代理公司：博特互动
第三贡献代理公司：精硕世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入围奖 Google Now Just Do Right Thing 网络、电信产品与服务类 谷歌台灣
主要代理公司：浩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我是大衛

入围奖 陌陌洗白白战役 网络、电信产品与服务类
北京陌陌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环时互动

入围奖 Google搜寻app即时资讯随时在手 网络、电信产品与服务类 Google台湾
主要代理公司：我是大卫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柔石制作

银奖 TGIF 文化娱乐及运动类
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
限公司

上海腾迈广告有限公司

铜奖 《爸爸去哪儿》大电影 文化娱乐及运动类
浙江东阳天娱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北京伯乐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浙江东阳引力传媒有限公司

铜奖
第八屆廣告節-
看見廣告英雄的無限潛能

文化娱乐及运动类 台灣廣告經營人協會 ADK聯旭廣告

入围奖 2014 阿迪达斯 Women’s Campaign 文化娱乐及运动类 阿迪达斯 vml im2.0(shanghai)

入围奖 adidas 越冬越动 文化娱乐及运动类
adidas Sports (China) 
Ltd.

vml im2.0(shanghai)

入围奖 Adidas NEO - 青春出走 文化娱乐及运动类
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
限公司

意凌· 安索帕

金奖
2014国美春节营销之“会说爱的盒子
”

小预算类-电信媒体科技类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智威汤逊-中乔广告有限公司

铜奖
“ThinkPad 想点新的” 
热点营销与品牌推广活动

小预算类-电信媒体科技类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奥美北京

铜奖
“趁活着，使劲玩”百度手机助手整
合营销

小预算类-电信媒体科技类 百度 百度

铜奖 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 小预算类-电信媒体科技类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入围奖
“4D触感视频” 
百度视频愚人节整合营销

小预算类-电信媒体科技类 百度 百度

入围奖
民声时代我有我态度——手机百度20
14两会双屏互动项目

小预算类-电信媒体科技类 百度 百度

入围奖
联想智能电视-
恐归族实录:不回家的人

小预算类-电信媒体科技类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北京知行合一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联想乐pad《爱在线》小熊开店 小预算类-电信媒体科技类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电众数码（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帮陌陌洗白白 小预算类-电信媒体科技类
北京陌陌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环时互动

入围奖 金立ELIFE《极品女士》植入合作 小预算类-电信媒体科技类
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
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搜狐视频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北京奔跑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金奖 平安圣诞祝福信用卡 小预算类-商品类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智威汤逊—中乔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银奖
数字地球一小时：在一小时内到达百
万受众

小预算类-商品类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事
处

百比赫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铜奖 东风标致301上市互动整合营销案 小预算类-商品类 东风标致 上海映盛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巴黎欧莱雅会员臻选日 小预算类-商品类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CCE GROUP

入围奖 李施德林：不要再与口腔怪兽为伍！ 小预算类-商品类 强生 Isobar China group

入围奖 阿尔卑斯棒棒糖“有爱亲子一刻钟” 小预算类-商品类
不凡帝范梅勒糖果（中国
）有限公司

北京华扬创想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电影《超凡蜘蛛侠2》DSP广告推广案
例

小预算类-商品类 索尼国际影片发行公司 北京派悦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奖
美国运通电子旅行支票-“测旅商 
赢美金”

小预算类-商品类
美國運通旅行服務有限公
司

主要代理公司：豆瓣网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奥美世纪广告公司

入围奖
蠢蠢的活法，坚持生活不打折——全
新买手制Hi百货愚人节窄众突围

小预算类-商品类
正佳集团 
广州嗨生活馆百货有限公
司

广东广旭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玩具再分享 小预算类-商品类 宝洁 广州市麦丰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真男人”吸引“女吃货”的世界杯
！——百草味全渠道联动营销

小预算类-商品类 杭州郝姆斯食品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杭州柏立广告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杭州推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入围奖 梅赛德斯奔驰卡车T.C.O.运营智汇 小预算类-商品类
戴姆勒卡客车（中国）有
限公司

戎马广告（北京）有限公司

入围奖 ＃抬头行动＃ 小预算类-商品类 星巴克（中国） 腾讯网

入围奖 湿剃门 小预算类-商品类 宝洁中国 天联广告

入围奖 交友神句 小预算类-商品类 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
天联广告中国
天时广告中国

入围奖 Nonstop You 一路为你 小预算类-商品类 德国汉莎航空
主要代理公司：威汉营销传播集团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传立媒体
第二贡献代理公司：博斐

入围奖 Wi-Fi 实时排名榜 小预算类-商品类
彪马（上海）商贸有限公
司

氩氪集团维他命

入围奖 你买宜家，中航买单 小预算类-商品类 中航地产 重庆高戈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安佳在危机中上市 新产品与服务类
恒天然商贸（上海）有限
公司

DDB集团上海

入围奖 碧浪洗衣凝珠全亚洲首发 新产品与服务类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 北京宣亚培恩国际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入围奖 妮维雅男士舒安小白瓶市场推广活动 新产品与服务类 妮维雅（上海）有限公司 博达大桥国际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入围奖
打造互联网第一奶粉品牌——君乐宝
纯金装婴幼儿奶粉区域事件推广

新产品与服务类
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
司

河北电视广告发展总公司

入围奖 创酷上市传播活动 新产品与服务类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麦肯光明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金奖
“我是射手”——杰士邦的世界杯情
趣营销

医疗及营养保健产品与服
务类

武汉杰士邦卫生用品有限
公司

威动（上海）营销咨询有限公司

银奖 白蘭氏五味人生大歌舞
医疗及营养保健产品与服
务类

馬來西亞商食益補國際股
份有限公

台灣麥肯廣告

入围奖 剛毅超人
医疗及营养保健产品与服
务类

Reckitt Benckiser (Hong 
Kong) Limited

PHD Hong Kong / KITCHEN

入围奖 講Taste, BB有Say
医疗及营养保健产品与服
务类

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
司

主要代理公司：恒美廣告國際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領先媒體

入围奖 焕觉之旅
医疗及营养保健产品与服
务类

利洁时家化（中国）有限
公司

环时互动

入围奖 痒痒舞
医疗及营养保健产品与服
务类

滇虹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口碑互动IWOM（北京）网络营销机构

入围奖 辉瑞制药（善存、钙尔奇）新年活动
医疗及营养保健产品与服
务类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群邑（上海）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加一勺活力
医疗及营养保健产品与服
务类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
公司

阳狮中国

铜奖 怡宝纯净水《变形金刚4》品牌传播 饮料-非酒水类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
限公司

奥美世纪（北京）广告有限公司

铜奖
康师傅 茉莉清茶「遇见茉莉  
浪漫一世」201314Campaign

饮料-非酒水类 康师傅饮品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铜奖
脉动蓝莓口味新上市7-
11便利店赠饮样品派送营销

饮料-非酒水类
乐百氏（广东）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

广州蓝门数字营销顾问有限公司

入围奖 『可口可乐』歌词瓶 饮料-非酒水类 Coca Cola Isobar China group

入围奖 可口可乐那些事儿 饮料-非酒水类 可口可乐
主要代理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公司
安索帕

入围奖
牧场在云端-
蒙牛精选牧场“码”上追溯

饮料-非酒水类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入围奖
红牛花式足球世界杯虎扑体育推广案
例

饮料-非酒水类 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 虎扑体育

入围奖 王老吉为辣而生 饮料-非酒水类
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入围奖 可口可乐圣诞礼花瓶推广 饮料-非酒水类
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
限公司

环时互动

入围奖 伊利QQ星爸爸去哪儿网台联动 饮料-非酒水类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Cheil 鹏泰

入围奖 可口可乐“午后畅爽3点秒杀” 饮料-非酒水类 可口可乐 腾讯

入围奖
最牛幸福年——蒙牛2014春节营销战
役

饮料-非酒水类 蒙牛乳业

主要代理公司：
天能广告
华扬联众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体验营销·中国
第二贡献代理公司：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第三贡献代理公司：江苏永达高铁传媒有限公司



入围奖 可口可乐歌词瓶 饮料-非酒水类
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
限公司

星邑互动

入围奖 康师傅每日C - 交换新鲜人生 饮料-非酒水类 康师傅饮品控股有限公司 意凌· 安索帕

入围奖 阳光养橙 饮料-非酒水类
可口可乐（上海）饮料有
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知世.安索帕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新易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哈尔滨啤酒：世界杯不仅仅是一场体
育盛事

饮料-酒水类
百威英博（中国）销售有
限公司

百比赫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入围奖 百威2014新年“马到成功”传播活动 饮料-酒水类
百威英博（中国）销售有
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非常创意（上海）广告有限公司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埃特公关
第二贡献代理公司：VICE中国
第三贡献代理公司：上海精诣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第四贡献代理公司：im2.0互动营销集团

入围奖 中信尼雅：不做赶路人 饮料-酒水类 中葡酒业
主要代理公司：凤凰网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圣关传播

入围奖
雪花勇闯天涯翻越喜马拉雅整合营销
案例

饮料-酒水类 华润雪花啤酒 汉威士媒体

金奖 开车别低头 影响者营销
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
限公司

奥美北京

金奖 中信尼雅：不做赶路人 影响者营销 中葡酒业
主要代理公司：凤凰网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圣关传播

银奖 ThinkPad “桌阅人生” 影响者营销
联想集团中国区Think事业
部

蓝色光标数字营销机构

铜奖
君威 “为你一再心动买单”- 
淘宝收藏夹大数据营销

影响者营销 上海通用汽车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入围奖 不想扔掉的名片 影响者营销
深圳市易讯天空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Cheil 鹏泰

入围奖 极致驾驶体验 影响者营销
米其林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TBWA\SHANGHAI

入围奖
梅赛德斯-奔驰 
梦想座驾“造梦以求”

影响者营销
梅赛德斯-
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奥美北京

入围奖 奔驰SUV《纵议院》骑士精神特别版 影响者营销
北京梅赛德斯-
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凤凰网
第一贡献代理公司：尚扬

入围奖 凤凰网原生营销研究院 影响者营销 凤凰网 凤凰网

入围奖 脉动 回复你心中的蜘蛛侠 影响者营销
乐百氏（广东）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

广州蓝门数字营销顾问有限公司

入围奖 杜蕾斯移动小酒馆 影响者营销
利洁时家化（中国）有限
公司

环时互动

入围奖 滴露眼镜 影响者营销
利洁时家化（中国）有限
公司

环时互动

入围奖 做一回久违的自己，十年不晚 影响者营销
克莱斯勒（中国）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
灵狮中国
广告门

入围奖
2013 
Zespri紐西蘭奇異果幼兒品牌營銷計
劃

影响者营销
紐西蘭奇異果國際行銷公
司

瑞緯整合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入围奖
哈尔滨啤酒"让影响者尽情释放"微博
营销战役

影响者营销
百威英博(中国)销售有限
公司

主要代理公司：
帖易Teein
上海奔越广告有限公司

金奖 脉动品牌重塑持续传播 长效传播类 中国达能饮料 扬罗必凯广告

银奖 昂科拉, 年轻就去SUV 长效传播类 上海通用汽车 睿狮广告传播

银奖 《把乐带回家》综合案例 长效传播类
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
司

上海谢与骆广告有限公司

铜奖
《爱不停炖》——小熊电器电热饭盒
营销战役

长效传播类 广东小熊电器有限公司 英扬传奇&喜邑互动复合品牌事务机构

入围奖 中国梦之声 长效传播类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三人行广告服务有限公司

入围奖 闺蜜滋养“芬”享 长效传播类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
司

上海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入围奖 美宝莲潮妆学院 长效传播类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入围奖
“WHO IS THE 
NEXT？”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O2O艺
术营销

长效传播类
新世艺商业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迈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入围奖 换位焕新让爱更爱 长效传播类 阿克苏诺贝尔公司 银色琥珀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2014大中华区艾菲奖总计入围案例364件，获得等级奖案例106件，其中金

奖27奖，银奖26件，铜奖53件。入围比例低于1/3，等级奖比例低于1/11。

总计34个类别中，14个类别金奖空缺，其中两个类别没有任何奖项；全场大

奖4年来首次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