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ECI Awards 奖获奖名单
序号

作品名称

等级

参赛类别

主要贡献公司

商业模式创新类
1

艺薯家IP文化创意餐厅

铜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行业/产业级

艺薯家（北京）餐饮投资有限公司

2

日日顺大盈家

铜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行业/产业级

海尔净水电商

3

爱回收

铜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消费级

爱回收

4

顺逛三店合一模式引领社群经济

铜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行业/产业级

北京新意互动广告有限公司

5

VCONT 自由创意平台

铜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行业/产业级

VCONT

6

friDay加购

铜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消费级

时间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喜乐航“商旅人群时间管理运营商”客舱增值服务运营方案
铜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消费级

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特创易——互联化的超级设计公司

北京易创意科技有限公司

9

美课啊扑 - 新锐中产女性品质生活教育及品位电商平台
银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消费级

银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行业/产业级

上海美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 当当阅界书店

银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消费级

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 闪电购

银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行业/产业级

闪电购

12 YouWorld

银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消费级

You World Inc.

13 多啦衣梦-会员制时装换穿平台

金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行业/产业级

成都必酷科技有限公司

14 ibon平台與服務行動化運用(ibon APP)

金

商业模式创新类-实体经济-消费级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行业/产业级

小米公司

15 “智能人群包”小米大数据智能营销产品 金
空缺

商业模式创新类-虚拟经济-消费级

服务创新类
16 易观万像

铜

服务创新类-企业/行业服务

易观

17 车点点

铜

服务创新类-消费者服务

杭州网兰科技有限公司

18 “喜乐航X支付宝”空中实时在线支付解决方案
铜

服务创新类-消费者服务

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 小米营销平台

银

服务创新类-企业/行业服务

小米公司

20 汽车之家AR网上车展

银

服务创新类-企业/行业服务

汽车之家

21 Bacchus Burnout Reader

银

服务创新类-消费者服务

DX SQUARED

22 无讼法务：云端的共享法务部

金

服务创新类-企业/行业服务

无讼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3 爱回收智能价格体系

金

服务创新类-消费者服务

爱回收

管理创新类
24 天士力国际全球社交媒体品牌营销管理平台铜

管理创新类

天津天士力国际营销控股有限公司

25 群脉SCRM数据驱动“新零售”，引领英氏打造数字新生态
铜
管理创新类

群硕软件开发(上海)有限公司

26 兴业银行“黄金眼”系统

银

管理创新类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 金数据

金

管理创新类

精硕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创新类
28 VE音乐壁

铜

产品创新类-实体产品数字化延展

北京奇正悦扬科技有限公司

29 小狗D-535无线手持吸尘器

铜

产品创新类-实体产品数字化延展

小狗电器互联网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30 泰健康

铜

产品创新类-数字产品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1 酷狗KTV

铜

产品创新类-数字产品

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32 Coach T智能网球助手

银

产品创新类-实体产品数字化延展

创客大爆炸

33 Air by crazybaby碳纳米管蓝牙无线耳机 银

产品创新类-实体产品数字化延展

crazybaby

34 Wilson X Connected Basketball

银

产品创新类-数字产品

Phenomenon

35 维蜜街

银

产品创新类-数字产品

上海宝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6 便携式薄膜太阳能发电产品

金

产品创新类-实体产品数字化延展

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7 康得新LOHO智慧魔镜

金

产品创新类-数字产品

同方健康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创新类
38 Video++视频AI应用系统

铜

技术创新类-商业价值提升

Video++

39 故宫博物院：数字导览系统

铜

技术创新类-用户体验改进

正邦创意（北京）品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 儿童纸板书智能装订系统

铜

技术创新类-用户体验改进

苏州蓝宝石机械有限公司

41 AirHub客舱局域网解决方案

银

技术创新类-商业价值提升

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 “百度公益+”儿童安全AR公益营销案

银

技术创新类-商业价值提升

百度

43 疆域智能无人机Hornet 2

银

技术创新类-用户体验改进

深圳市疆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4 VR地产场景化营销工具-VRoom

银

技术创新类-用户体验改进

指挥家VR

45 Creators - automated 3D creation and distribution
金
tools
技术创新类-商业价值提升

HEAX

46 咪咕灵犀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金

技术创新类-用户体验改进

营销创新类
47 凯迪拉克&大头频道圈层营销“融”之道 铜

营销创新类-汽车产业类

爱奇艺

48 别克英朗-小Y知道24节气

铜

营销创新类-汽车产业类

凤凰网

49 美度“灵感源自建筑”城市摄影大赛

铜

营销创新类-服饰/箱包/鞋帽/配饰类

网易传媒

50 LEE《男生永远不会懂的终极难题》

铜

营销创新类-服饰/箱包/鞋帽/配饰类

杭州二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1 NextDayBetter x AARP Unconditional Love
铜

营销创新类-文化体育类

AARP

52 荣耀magic风格大赏

铜

营销创新类-3C数码类

新浪

53 2016年vivo照亮里约-奥运战略合作

铜

营销创新类-3C数码类

搜狐公司

54 福特汽车CNY品牌传播方案

银

营销创新类-汽车产业类

搜狐公司

55 FAMI-NAVI

银

营销创新类-汽车产业类

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

56 NIKE个性化智能伴跑电台，一步开启“乐”跑新场景
银

营销创新类-服饰/箱包/鞋帽/配饰类

腾讯

57 网易2016有态度人物盛典

营销创新类-文化体育类

上海氩氪广告有限公司

58 有态度不独行-2016vivo网易有态度人物盛典
银

营销创新类-3C数码类

网易传媒

59 Smile Lock Outlet

银

营销创新类-3C数码类

Dentsu Inc.

60 极智逃生-奔驰新E级微信朋友圈VR大片

金

营销创新类-汽车产业类

腾讯

61 陈奕迅唱I Do给你听

金

营销创新类-服饰/箱包/鞋帽/配饰类

北京听见时代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62 《穿越火线：枪战王者》升维营销推广创意金

营销创新类-文化体育类

阳狮网帆（上海）信息传输有限公司

63 手机芯战

金

营销创新类-3C数码类

华邑品牌数字营销

64 蒙牛优益C 吃货经济时代乘风破浪

铜

营销创新类-美食茶酒类

美团点评

营销创新类-美食茶酒类

世纪鲲鹏娱乐营销

银

65 泸州老窖•桃花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IP创新营销
铜

66 佳洁士X三只松鼠年货节“一口好牙吃得开”电商整合项目
铜
营销创新类-日化产品类

广州市原象广告有限公司

67 巴黎欧莱雅戛纳电影节

铜

营销创新类-日化产品类

CCE GROUP

68 得力818文具节

铜

营销创新类-家电家居类

两江同创（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9 用冰淇淋来卖蒸箱，超级爆点引爆单品

铜

营销创新类-家电家居类

卓越营销咨询机构

70 墨迹天气35度计划

铜

营销创新类-生活服务类

北京沃姆互动行销策划有限公司

71 肯德基-红色鼓励

铜

营销创新类-生活服务类

意凌•安索帕

72 如果嘉士伯做KTV，一定是世界上最正点的银

营销创新类-美食茶酒类

广州恒美广告有限公司

73 蒙牛特仑苏《更好2017从新年第一缕阳光开始》
银

营销创新类-美食茶酒类

网易传媒

74 电梯小空间大创意，薛之谦寻找飘柔真女神银

营销创新类-日化产品类

分众传媒

75 打造迪奥超级电视营销钜阵 建奢侈品营销新渠道
银

营销创新类-日化产品类

乐视生态营销

76 西门子飓风系列吸油烟机上市活动

银

营销创新类-家电家居类

琥珀传播上海

77 Sonic Sweetener

银

营销创新类-生活服务类

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

78 肯德基&阴阳师跨界应援二次元营销

银

营销创新类-生活服务类

网易传媒

79 GLICODE

金

营销创新类-美食茶酒类

Dentsu Inc.

80 乐敦×网易云阅读【易起读好书漂流行动】金

营销创新类-日化产品类

网易传媒

81 红星美凯龙2天来了

金

营销创新类-家电家居类

上海维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2 搜狐新闻客户端品牌推广活动

金

营销创新类-生活服务类

搜狐

83 OfO小黄车微博营销

铜

营销创新类-旅游出行类

微博

84 喜马拉雅FM向知识致敬24小时实验

铜

营销创新类-虚拟商品类

嘉年华整合营销

85 360推广-年轻，就要不一样——京东花椒直播营销案例
铜
营销创新类-虚拟商品类

360

86 哥伦比亚 寒冬·热爱

铜

营销创新类-大健康类

上海欧安派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87 AIR POLLUTION DISCOUNT

铜

营销创新类-大健康类

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

88 Be A Giver整合行销

铜

营销创新类-其他类

雪芃顧問有限公司

89 技术领航传播新趋势——百度地图采集系列全传播项目
铜
营销创新类-其他类

宣亚国际品牌管理（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90 中國信託 你在那好嗎?

铜

营销创新类-其他类

麥肯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91 Water for Lives

铜

营销创新类-其他类

KPR&Associates inc

92 “尽享·最香港”——香港旅游发展局年度整合营销案例
银
营销创新类-旅游出行类

WE Marketing Group / WE Digital

93 去哪儿网&小米“暖冬礼屋”主题互动营销银

营销创新类-旅游出行类

小米公司

94 360推广-驴妈妈玩转花样暑假营销案例

银

营销创新类-旅游出行类

360

95 支付宝春晚五福营销

银

营销创新类-虚拟商品类

微博

96 IBM人工智能 X 时尚活动

银

营销创新类-虚拟商品类

北京奥美互动咨询有限公司

97 奥运杜杜情报社

银

营销创新类-大健康类

北京一点网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8 秀她所绣

银

营销创新类-其他类

阳狮广告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99 Airbnb “够彭友“共度“奇屋一夜”

金

营销创新类-旅游出行类

Carnivo

100 The Better Wishes

金

营销创新类-虚拟商品类

OMD Taiwan

空缺

营销创新类-大健康类

101 Pop Up Start Up全球创业狂

金

营销创新类-其他类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02 网易虚拟主编王三三上任事件

金

营销创新类-其他类

上海氩氪广告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