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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h REARD®GLOBAL DESIGN AWARD(2022) 

第七届 REARD®全球地产设计大奖 

参赛合同（申请表） 

                                                                        2022 年度|合同编号：         

甲方（参赛机构|请填写盖章名称）： 

乙方（主办方）：REARD®锐地星设计 | www.REARDatChina.com | 上海锐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一、 申报类别（组委会有权根据当年行业情况及对奖项类别做适当微调）： 

1） 产城类：产业园、总部办公| 独栋办公、厂房、研发中心、创意园、产业新城、众创空间、产业街区等； 

2） 商办类：写字楼、总部基地、综合体、TOD、区域性/社区型商业中心、商业街区、企业总部/企业园区、办公楼、联合

办公、企业会所等； 

3） 旅游类：旅游小镇，旅游度假区、特色小镇、主题公园、游客中心、古镇古街等； 

4） 酒店类：度假酒店、精品酒店、城市酒店、民宿等 

5） 餐饮类：餐厅、咖啡馆、茶馆、甜品店、饮品店、酒吧等 

6） 居住类：示范区、大区、别墅、售楼处； 

7） 文化/教育类：文化新区 | 新城、体育馆、博物馆、图书馆、会展中心、美术馆、学校、培训机构、实验室、音乐厅等； 

8） 医养类：医疗机构、医院、度假型养老社区、集中式养老社区、老年公寓等 

9） 儿童类：儿童乐园、游乐设施、少年宫、幼儿园等 

10） 公建类： 

i. 市政/基建：机场、车站、政府大楼、市政厅、交通枢纽等； 

ii. 公共景观：公共绿化带、城市空间、海绵城市等； 

iii. 生态景观：生态湿地、滨水等 

11） 照明类：商办照明、居住照明、旅游文化照明、城更产业照明、儿童养老照明等； 

 

二、 项目申报要求： 

1） 如评审会认为该类别提交的项目没有符合该类别评审标准的项目，该类别奖项可能落空；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奖项设置

做增加或减少的适当调整； 

2） 在上一年度同一类别中已经参与过申报的建成项目不可在第二年再次申报（在建到建成不在此范围内）； 

3） 申报项目所在地点：中国境内及境外均可； 

4） 奖项平均入围率：单个类别的 30%-40%作为入围项目，但该值仅为参考值，组委会将根据各类别的单项申报总数进行

适当调整； 

5） 申报项目时间期限：2020 年 1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间的项目可提交（具体根据申报类型，以申报系统为准）；

该时间范围定义：建成项目指竣工时间，在建和方案类项目指设计时间。 

 

三、 本年度相关时间节点： 

a) 作品申报及资料提交截止日：2022 年 8 月 20 日    

b) 评 审 阶 段：2022 年 9 月-10 月 

c) 颁 奖 典 礼：2022 年 11 月         

注：因疫情存在不可预估的不可抗力，可能会有所微调，请以主办单位公示为准，敬请谅解 

四、 参赛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1）   退赛及违约条款： 

1） 参赛机构在评审未开始前有权删减申报项目数量或申请退出比赛，但所提交的参赛申报费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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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赛机构如在评审开始后申请退出比赛，所提交的参赛申报费不予退还，且因项目已经完成评审，组委会有权保留公示

退赛项目的权利； 

3） 参赛机构在入围名单公布日后退赛（具体时间以组委会微信公布入围名单日期为准），所提交参赛项目的参赛申报费不予

退还，且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违约金及大赛实际产生物料的费用，具体如下： 

i. 违约金：报名费的 20%； 

ii. 单独奖杯开模制作费：RMB800（人民币：捌佰元整）； 

4） 组委会若有任何舞弊行为，参赛机构在发现提交相应证据并举报后，有权索取已提交的所有参赛费； 

（2） 知识产权条款： 

1） 参赛机构必须保证其参赛作品及相关公开材料中不存在任何侵犯或违反第三方权益的情况，包括商标权、知识产权等； 

2） 设计、名称以及已注册或尚未注册的专利权，如因参赛机构违反此项而造成与他人的纠纷，主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3） 参赛机构申报项目时，有义务通知所申报项目的合作|联合设计方，获得合作|联合设计方的认可或同意方可申报该项目。

如在公布奖项后，因参赛机构未提前告知并得到合作|联合设计方的认可或同意而与第三方设计方产生的纠纷，或者对任

何因为联合设计方缺失或瑕疵引起的争议承担全部责任。组委会原则上进行采取协调的原则，如协调不成组委会有权收

回该项目的获奖资格。如参赛机构和合作|联合设计方达成可共享该奖项，该项目的合作|联合设计方同时需要补办相关

申报及付款手续。 

五、 相关费用： 

项目报名费 
2000RMB 

一个项目 

增值服务： 

1）入围项目在 REARD 官方网站、微信、小程序中进行

1 年的免费发布（档期由组委会统一安排）； 

2）可以邀请入围项目的甲方（设计总监级别以上）成

为奖项评委团；  

优惠政策： 

1） REARD 会员单位根据不

同合作方式可免费申报；

2） 2022年3月20日前申报享

受早鸟9折优惠；

3） 申报 5 个项目享受 9.5 折优

惠；10 个项目 9 折优惠；

每增加 5 个项目，折扣多

5%，以此类推，折扣上限

30%，即申报 30 个项目及

以上，享受 7 折优惠。 

4） 以上优惠不可叠加使用 

（以上折扣仅涉及报名费，

入围参会费不享受折扣）； 

入围费 

1） 项目入围后支付该

款项，入围即获奖 

2） 本合同对入围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入围

费不再另行签署合

同 

 

4000RMB 

一个项目 

 

入围包含： 

1）获奖奖杯、证书 1 套； 

2）大会手册 1 套； 

3）REARD 大会整体宣传； 

4）出席人员：每个项目可以有 1 位代表出席颁奖仪式； 

5）如需增加随行人员（线下颁奖）：2000 元/位； 

6）如不参加视任何形式的颁奖，则视为自动放弃（具

体颁奖形式根据疫情发展随时进行调整）； 

 

其他 
入围费中已经包含奖杯及奖状一套，如需另外加做：1200 元/套 

（加做奖杯周期在 15-20 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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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申请表 

 

我公司将参加 2022 年度“7th REARD® GLOBAL DESIGN AWARD”大奖，并保证提供的所有信息真实并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相关法律，同时保证参赛作品及相关公开材料中不存在任何侵犯或违反第三方权益的情况，包括商标权、知识产权等。 

1） 为避免知识产权的纠纷，申报项目时建议附上：与该项目业主方签署合同的盖章页复印件或扫描件，如未附上而造成第 

三方的知识产权纠纷，乙方（主办方）恕不负责； 

2） 奖项申报主体为唯一授奖主体，同一项目其他设计方仅作为此奖项的联合设计以适当的方式出现在宣传中，除非征得申 

报主体同意，原则上无权获得该奖项； 

3） 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将为参赛公司提供电子申报资料的账号给予参赛机构。本协议壹式贰份，双方盖章后有效。 

 

我司参赛数量 ____________________个 
申报费（入围参会费实际金额请参照后续

入围通知支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以下内容作为本次申报的参考资料，以在 REARD 申报系统中上传的类别、专业等所有资料作为最终评审依据 

建成 | 方案 
□ 建成  □ 在建   

□未来设计（方案） 
参赛专业 

 □ 建筑规划   □ 景观 

 □ 室内    

参赛类别 

□ 产城类         □ 商办类         □ 旅游类      □ 酒店类    □ 餐饮类   □ 居住类        

□ 文化/教育类      □ 医养类           □ 儿童类        □ 公建类     □ 照明类 

（本项为非必填项，以系统上传的类别为最终评审依据） 

特别说明 
1、参赛项目数量按专业和类别计数，一个项目对应一个专业和一个类别。 

2、参赛专业和类别以系统填报为准。如因专业类别填写错误而影响评分，主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合同签署后一周内将申报费汇入以下账户 

账户名：上海锐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账  号：1001 2566 0900 7504 817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鞍山路支行 

主办机构联系方式 

T：021-66690276 

E-mail: info@reardatchina.com 

您的联系方式： 

T： 

E-mail:  

联系人：  

 

 

签字及盖章 

参赛机构：                               主办方：上海锐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          地址：上海市彭江路 602 号德必易园 I 座 207-316 室 

电话：          电话：021-66690276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盖章：          盖章： 

日期：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