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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Shop 
中国零售设计奖
EuroShop RetailDesign Awar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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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背景

EuroShop 中国零售设计奖（ERDA China） 由 EuroShop 零售设计奖 衍生而来，后者由欧洲流通联盟零售业研

究院和杜塞尔多夫展览集团联手打造，是 EuroShop Trade Fairs 系列展会的同期活动之一。自2008年起，每年从

来自全球的众多申请中甄选出三个建筑、色彩、材料、照明和视觉营销元素结合最完美，产品理念传递最清

晰，对客户最具吸引力的门店设计作品。

考虑到中国零售业在飞速发展中所形成的独特的模式，我们特别设立 EuroShop 中国零售设计奖（ERDA China），

面向中国境内的优秀设计作品，采用更适配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在原有国际评审的基础上邀请国内权威人士加

入，以此认可并激励中国的优秀设计，促进国内外的设计交流，帮助中国设计走向世界。

本赛事遵循自愿参加原则，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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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日程

评选标准

征稿阶段： 2021年04月08日 ‒ 07月20日

参赛嘉宾需按要求提交作品相关材料。

评审将分为4个维度进行，各维度权重占比如下：

环保理念践行度  10%

设计思路创新力  20%

消费体验满意度  35%

品牌理念传达度  35%

大赛初审： 2021年07月21日 ‒ 07月30日

由主办方与大赛合作媒体共同对报名作品进行初审，提名30个符合4项门店设计理念的作品进入下一轮。

品牌评审： 2021年08月02日 ‒ 08月13日

由100位来自品牌商、购物中心、咨询机构的C-star专业观众所组成的品牌评审团将对作品进行独立评分。

专家评审： 2021年08月02日 ‒ 08月13日

由10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团将对进行独立评分。

颁奖典礼： 2021年08月31日

结合两轮的评选结果，从所有合格作品中选出得分最高的前三名，授予奖项



获奖福利

1) 获奖团队将获得带有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的EuroShop中国零售设计奖定制奖杯及证书;

2）获奖团队将免费获得一个C-star 2021 设计师专区9平米展位一个（价值25,992元）;

2) 获奖项目主创团队将受邀参加EuroShop中国零售设计奖颁奖晚宴（至多2人），且由主办方承担参加晚宴涉及

     的往返交通及住宿费用；

3）获奖项目负责人将受邀在C-star 2021国际零售论坛向在场的500余位零售人士分享项目经验及亮点;

4）获奖项目将被保送至EuroShop零售设计奖的最后一轮评选，直接角逐冠军;

5）获奖项目主创团队将接受展会官方媒体的专访，专访内容将在C-star全渠道，媒体平台及EuroShop 3|6|5 发布，

    面向国内外的零售人士。

品牌评审来自

提名福利

1）提名作品资料将被展示给10+专家大咖和100+来自知名品牌的评审进行投票；

2) 提名项目图片将被制作成明信片（含联系方式）免费发放给莅临C-star 2021展会现场的12,000+品牌观众；

3）每个提名项目享有2张EuroShop中国零售设计奖颁奖晚宴的免费VIP入场券（价值1000元/张）；

4）主创团队将有机会获得赛后专访，访谈实录将发布于C-star官方微信、网站、及合作媒体平台。



专家评审

深圳京基百纳商业管理

副总裁

陈斌

建业商业管理集团

董事总裁

张子玉

Shop!大中华国际零售营销广告

协会主席

Berman Law

Hi设计

创始人

柏伟宁

欧洲流通联盟零售业研究院

店铺策划和设计总监

Claudia Horbert 

澳大利亚澳瑞姆公司

中国战略顾问

王玮

中购联购物中心发展委员会

中国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联合会

主任/副会长

郭增利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

会长

范君

Eurasia Global Limited

Helmut Merkel 博士

EURASIA Global Concept 主席

欧洲流通联盟零售业研究院

高级副总裁

Ulrich Spaan



参赛要求

2020年7月后在中国境内落成并开业的实体零售门店(如超市、专卖店、概念店、购物中心等)设计作品。 以项目为

单位进行申报，品牌方和设计师均可作为申请方，每个申请方最多提交3个项目。

报名流程

                下载参赛 《 EuroShop中国零售设计奖参赛报名表 》

准备申报材料

完整填写报名表并准备 5-20 张项目实景图片， 按空间划分命名，
图片精度≥300dpi且尺寸≤5M。

（可选）视频资料（3min以内）， 实景效果动态图， 相关新闻稿等

提交完整报名材料
将完整材料压缩并发送至主办方邮箱： Laura.liu@mds.cn

注意：  1）文件名：项目名称+申请单位
             2）文件过大请使用WeTransfer发送）

点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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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首届EuroShop中国零售设计获奖作品赏析

深圳欢乐海岸喜茶LAB店
设计方：东木筑造    |   品牌方：喜茶

同仁堂新物种知嘛健康概念店
设计方：无象空间   |   品牌方：北京同仁堂健康

Nike SH 001 - E.A.R.L Adapt BB
设计方：文罡（半点 Bringidea）   |   品牌方：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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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设计打破了常规运动品牌的陈列规则， 内部
被划分出了相当比例的空间专用于展示各种艺术
性装置， 将产品背后的技术与科技细节通过艺术
语言传达。装置除了视觉化的表达，也调动了听觉
上的体验。 配合LED屏球的视频，同时播放电机转
动的背景音，模仿产品调节鞋带时的机械音。顾客
在浏览产品的同时，也可以通过与装置互动，从全新的角度了解产品与其背后的故事。

从首层向上，知嘛健康分别以象、食、养、医为主题
完成了整个概念店的主题设置。 榫卯结构纵横连
接的金属 圆管，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质感，传递了
品牌变 革的痛感和决心。 红色故宫景泰蓝艺术屏
风利用传统工艺体现当代气质。 屏风后面为亚洲
唯一最大自助售药机，寓意同仁堂健康“集百草香

 
天下， 普健康惠众生”的愿景。 地面是传统的水磨石工艺， 水磨石的工艺和传统中药工艺都是对传统工艺的尊重， 
同时也是传统与创新的一种尝试！

设计师围绕喜茶四大理念核心 ，结合深圳科技元
素，营造电子沉浸体验。 以园林为“形” ，体验为

“境”。通过意境、未来、灵感三个维度， 营造出集
科技抽象景观体验感为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园林”。 
设计师创作逻辑建立在品牌对消费场景体验化的
洞察之上，超越常规的设计参照，在解构消费人群
需求层次与情绪符号的基础上， 延展喜茶在消费升级层面的商业价值发挥空间， 谋略规划运作， 实现独到创意，
用设计创造空间价值和全新体验。



言殊造物-西安益田假日里空间店

设计方：刘承，肖蓉

品牌方：言殊造物

SND

设计方：万社设计

品牌方：SND

THE MIX LAND 潮牌集合店

设计方：现象设计

品牌方：THE MIX LAND

US17 深业上城店

设计方：深圳添睿室内设计

品牌方：US17

食通天・发现（厦门店）

设计方：株式会社GARDE

品牌方：食通天

考拉全球工厂店首家线下店

设计方：杭州瑞德设计

品牌方：考拉海购

盒马鲜生

设计方：Area-17 建筑与室内设计

品牌方：阿里巴巴集团

OVV 2.0 上海新天地店铺

设计方：黄士铧

品牌方：海澜之家

Seibmaca 西安大华店

设计方：杭州上宅良营空间设计

品牌方：香港潮艺基金管理

参考资料： 首届EuroShop中国零售设计奖提名作品赏析



成都仁禾市集

设计方：深圳万维商业空间设计策划

品牌方：成都市高新区仁和百货

往夕 studio

设计方：帕姆建筑设计咨询

品牌方：往夕服装工作室

欢乐海岸 O'garden    

设计方：GARDE CO., Ltd.

品牌方：深圳华侨城都市娱乐投资公司

内田家具展厅

设计方：深圳市超级平常空间设计

品牌方：深圳市内田家具有限公司

森林奇境 

设计方：立品设计

品牌方：重庆森林奇境企业管理咨询

模糊边界 - 广州来回咖啡

设计方：广州安森设计事务所

品牌方：广州来回咖啡

SkinCeuticals 医学美容旗舰店

设计方：MPLUS Design

品牌方：SkinCeuticals

MITHRIDATE haute couture

设计方：睿上形素室内设计

品牌方：MITHRIDATE

喜茶广州LAB店

设计方：立品设计

品牌方：喜茶



上海穿梭·智能生活体验馆

设计方：平介设计

品牌方：扬子智能家居

喜茶城市山水（厦门店）

设计方：深圳市绽放品牌设计顾问

品牌方：深圳美西西餐饮管理

华见 SUPERVALUES（广州店）

设计方：华见设计

品牌方：广州华见超市

梵誓苏州诚品店

设计方：平介设计

品牌方：梵誓珠宝

喜茶-南京金茂汇茶空间店

设计方：深圳市超级平常空间设计

品牌方：喜茶

奇点汽车体验店

设计方：石家庄常宏建筑装饰工程

品牌方：奇点汽车

杜嘉班纳美妆香港 IFC 旗舰店 

设计方：广州恩博品牌策划

品牌方：杜嘉班纳美妆

鲁马滋咖啡-前滩店

设计方：寻长设计

品牌方：鲁马滋咖啡

LENTOSCANA意式甜品-环宇荟店

设计方：寻长设计

品牌方：上海乐托美餐饮管理



参考资料：2018-2020年度德国EuroShop零售设计奖获奖作品赏析

De Vinos y Viandas（西班牙）
店铺类型： 红酒商店
销售面积： 35 m²
设计方： Zooco Studio

L&T Sport（德国）
店铺类型： 体育用品商店
销售面积： 5,000 m²
设计方： Prof. Moths Architekten

The Shop at Bluebird（英国）
店铺类型： 概念店
销售面积： 1,394 m²
设计方： Dalziel & Pow

Zwilling flagship store（中国）
店铺类型： 概念店
销售面积： 650 m²
设计方： MTD-R, Matteo Thun 
                 Antonio Rodriguez

Fooby Lausanne Bel-Air（瑞士）
店铺类型： 食品商店
销售面积： 1,000 sqm
设计方： Brem+Zehnder AG

La Rinascente（意大利）
店铺类型： 百货商店
销售面积： 15,000 m²
设计方： architect Vincent van Duysen

VÈLO7（波兰）
店铺类型： 自行车商店
销售面积： 100 m²
设计方： mode:lina™

SPAR MARKET PUERTO RICO
（西班牙）

店铺类型：  食品商店
销售面积： 2,207 sqm
设计方： RCO ARQUITECTOS

The Making Of Harry Potter
（英国）

店铺类型： 主题商店
销售面积： 836 sqm
设计方： Lumsde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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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Liu 刘颖           
手机： +86 18817834931          
邮箱： Laura.liu@mds.cn

联系我们

请关注C-star微信平台 请关注C-star领英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