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ACA世界大赛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World Championship（中文：ACA世界大赛），

是一项在创意领域，面向全世界13岁-22岁青年群体的重大竞赛活动，主要为广大青

少年提供学术技能的展现和职业发展机会。每年举办一届，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七

届。2019年ACA世界大赛中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及地区的13万多名参赛者。 

2020 ACA世界大赛中国总决赛是由Adobe中国授权培训中心主办，橡皮人网协

办，并经教育部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国家林业与草原局人才开

发交流中心、中国电影美术学会及ACA中国设计委员会指导的创意设计领域内的顶尖

赛事。 

2020 ACA世界大赛中国赛区自去年11月举办以来，受到了全国近300所院校和

机构的热烈欢迎，近2万名院校学子报名参与。本次大赛旨在帮助院校通过“以赛代

练”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实操水平，并让参赛选手有机会与全国甚至全球的参赛选手同

台竞技，全面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在即将到来的 2020 ACA 世界大赛中国总决赛中，参赛选手将按照 ACA 世界大

赛中国总决赛的规则，决出各个奖项。获得中国总决赛的冠亚季军选手将有机会代表

中国，参加在美国举行的 ACA 世界大赛全球总决赛，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同

台竞技争夺世界冠军的荣誉。 

              

 

 

 

 



 

 

致参赛选手和指导老师的一封信 

 

亲爱的参赛选手、指导老师： 

您好！ 

2020 ACA世界大赛中国总决赛定于2020年5月28日举行，目前新冠病毒的防疫

并未完全解除，考虑到参赛选手的健康安全，ACA世界大赛中国赛区组委会决定将中

国总决赛，通过互联网线上评审及直播颁奖的形式进行。 

首先，恭喜各位参赛选手晋级2020 ACA世界大赛中国总决赛。经过几个月的重

重筛选，各位用参赛作品证明了自己的成长与进步。 

2020 ACA世界大赛中国区赛事即将接近尾声，在此感谢所有参赛院校、机构、

指导老师、参赛选手的大力支持，感谢大家为2020 ACA世界大赛中国区赛事增色添

彩！ 

群雄逐鹿，谁能最终代表中国出征ACA世界大赛全球总决赛？让我们拭目以待！ 

 

               

 

         Adobe 中国授权培训中心总经理 

ACA 世界大赛中国赛区组委会主席 

                                            2020 年 5 月 

 

 

 



 

2020ACA 世界大赛中国总决赛细则 

一、总决赛规则 

（一）参赛资格 

1、各省级赛区、机构赛区晋级至中国总决赛的参赛选手，且符合13-22岁的年龄

段； 

2、参赛选手参赛前应取得Adobe国际认证（ACA）证书。 

（二）比赛规则 

1、本次总决赛比赛时长为8小时内完成一幅平面作品的创作。 

2、参赛选手根据命题自主完成作品的创作，并通过线上指定入口上传作品。 

3、参赛选手比赛期间务必遵守大赛时间安排，作品上传通道仅在比赛时间内开放，

比赛时间截止时将关闭作品上传通道，未完成作品上传将视为弃赛。 

4、总决赛命题将在比赛开始前30分钟进行公布，参赛选手认真阅读并下载命题材

料。 

5、参赛选手严格遵守比赛纪律，参赛作品应以原创性为原则，遵守《广告法》和国

家有关法律及政策法规、行业规范等要求。如有发现或被举报抄袭他人作品者，一律

取消参赛成绩。 

二、ACA 世界大赛中国总决赛软件要求 

Adobe Photoshop CC 、Adobe Illustrator CC 、Adobe InDesign CC  

比赛过程中，所有参赛选手可选择以上三款软件中的一款或多款组合应用。 

三、总决赛日程表 



 

2020  

5 28  

08:30-09:00  

09:00-17:00  

18:00  
 

2020  

5 29  

09:00-17:00  

18:00  
 

2020  

5 30  
18:00  

 

2020  

5 31  

10:00-12:00  

14:00-15:00  

四、中国总决赛评委会介绍 

1、评委会主席：王敏，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前

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讲座教授、国际

平面设计师协会（AGI）中国区主席、北京奥组委形象与景观艺术总监，曾任教于美

国耶鲁大学艺术学院并担任世界最大出版设计软件公司Adobe 高级艺术指导与公司

设计部门总管。 

2、评委：汤涤，原中方广告创意群总监，20年⼴告及品牌管理经验。中国第⼀个在

国际斩获头奖的⼤陆平⾯设计师，中国第⼀个汽⻋⾃主品牌——荣威品牌的创造者和

⻓年合作伙伴，同时也是MG、⼤通的营销及品牌传播团队主要领军⼈物。“极限挑

战”“欢乐喜剧⼈”等现象级综艺包装及传播的执⾏指导。先后于奥美、M&C 

Saatchi、李奥⻉纳、CCG等⼤型⼴告机构任职。服务客户遍及汽⻋、电器、⾦融、

快销及娱乐等各个领域⼀线品牌。 



 

3、评委：陶磊，25HOURS⼴告⾸席创意官/合伙人。先后进⼊上海天联⼴告公司

（BBDO SHANGHAI），上海奥美⼴告公司，上海李奥⻉纳⼴告公司，任职创意

群总监。作为业界最著名的⼴告⼈之⼀，曾经在中国⼤陆⾸次获得⾹港 4As⾦帆⼤

奖、中国⼤陆⾸次获得纽约⼴告节⾦奖银奖、中国⼤陆⾸次获得克⾥奥中国创意⼤

赛⾦奖、获得⼆⼗余项李奥⻉纳全球 7+作品，在国内多项大奖中出任评审工作，

于 2017 年被中国⼴告协会评为中国当代杰出⼴告⼈。 

4、评委：赵晓⻜，前 BBDO天联⼴告执⾏创意总监，16 年⼴告从业经验。曾任职

于 Creasia 创亚⼴告，Lintas 灵狮⼴告，Ogilvy Action 奥美⾏动，LOWE 睿狮⼴

告传播，曾获戛纳、ADfest、Spikes Asia、4A⾦印、⻰玺、⻓城等多项国内外奖

项，曾出任 4A⾦印、中国⼴告节⻓城奖、Cresta Awards等评审⼯作。 

5、评委：吴贞炎 （⿊⼦），上海⿊⼦⼴告&⼀修图⽂创始⼈。从事汽⻋⼴告摄影

和修图⾏业。⼗余年来，注重职业⼼态和专业技能，在实战中历经千锤百炼，形成

了⼀套规范化且实⽤的修图系统。曾获中国汽车广告奖、金投赏、戛纳等多项国内

外奖项。 

6、评委：刘涛，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教研副总裁。19 年的数字艺术行业及教学经

验，Adobe 中国第一期网页设计与平面设计双讲师认证，Adobe 专家委员会委

员，编辑出版九十余本专业类图书；曾在多个设计公司担任艺术创意总监；曾任新

东方学校、天极网校、中央电视大学数字艺术教学方向负责人、安博教育集团品质

保障部高级产品经理（数字艺术方向）； 

7、评委：杨雪果，中国电影美术学会 CG 艺术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国际 

CG 艺术双年展总策展⼈之⼀、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动画与数字媒体系

主任、云南省美术家协会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动画与数字媒体教学指导委员



 

会秘书⻓。国际知名 CG 艺术家、概念设计师、动画师、中国 CGDA 游戏⼈制作

⼤赛评委、GGAC 全球游戏动漫美术概念⼤赛评委。数⼗件 CG 作品发表于国内外

各⼤CG 艺术杂志和⺴站。多部作品⼊选国际权威 CG 图集和⼤赛，并先后荣获

Expose7 ⼤师奖，CG Overdrive ⼤赛卓越奖等。 

五、评选规则及流程 

1、将围绕作品的创意、文案、视觉表现、主题关联度四个方向，由五名评委进行评

选。 

2、总决赛作品评选流程： 

初审：评委从比赛作品中选出70%的作品晋级第二轮。 

第二轮评审：评委进行作品打分，并选出30%的作品晋级至终审。 

现场终审：各评委在现场对晋级作品进行评分及投票选出冠亚军及相应名次。 

六、总决赛奖项设置 

2020 ACA 世界大赛中国总决赛 

奖项设置 奖金（品） 奖牌 证书 

冠军1 名 15000 元人民币奖金 

赴美参赛补助金15000元人民币 

晋级全球总决赛资格 

有 有 

亚军1 名 10000 元人民币奖金 

赴美参赛补助金10000元人民币 

晋级全球总决赛资格 

有 有 



 

季军1 名 5000 元人民币奖金 

赴美参赛补助金5000元人民币 

晋级全球总决赛资格 

有 有 

一等奖2名 奖品 有 有 

二等奖5名 奖品 有 有 

三等奖10名 奖品 有 有 

最佳人气奖1名 奖品  有 

最佳表现奖1名 奖品  有 

优秀作品奖50名   有 

自强不息奖2名 1000元人民币或等值奖品  有 

最佳院校赛区10所 牌匾   

最佳省级赛区2个 牌匾   

冠军优秀指导教师1名 8000 元人民币 有 有 

亚军优秀指导教师1名 5000 元人民币 有 有 

季军优秀指导教师1名 3000 元人民币 有 有 

优秀指导老师   有 

备注：全球总决赛举办地为美国，目前国外地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总决赛

举办地及举办方式以全球总决赛组织方通知为准。 

七、费用及奖金税收、补助金说明 

1、关于参赛费用 



 

ACA世界大赛中国总决赛不收取参赛费用，晋级全球总决赛的选手参加全球总决赛期

间发生的差旅、食宿等费用由个人承担。 

2、关于获奖奖金税额 

获得奖金者应按国家要求进行个人所得税的扣税，主办方有权在发放奖金前要求获得

奖金者完成税款的缴纳或由主办方代缴。如奖金获得者未完成税款缴纳，主办方有权

不予发放奖金。 

3、关于赴美参赛补助金 

补助金用于晋级选手到美国全球总决赛举办地参赛所产生费用的补助，旨在减轻选手

费用承担的压力。选手参加全球总决赛结束后，提供参赛期间的费用凭证发送给到组

委会，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应补助金额度的发放。如选手放弃参赛资格或因签证、

个人原因等不能前往美国参赛，等同于放弃晋级全球总决赛资格，组委会有权取消该

选手的赴美参赛补助金，并将补助金顺延给到下一名次愿意赴美参赛的选手。如全球

总决赛未能举办或取消，主办方有权取消赴美补助金。 

八、大赛声明 

1、参赛者在提交作品前请确保已经阅读并且愿意遵守相关比赛规则，任何违反比赛

规则的作品，主办方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所有的作品必须在大赛指定8小时内完

成； 

2、参赛者提交的参赛作品均须未被商用或授权他人使用，必须为参赛者原创，不得

抄袭、盗用他人作品，且版权未移交他人。参赛作品的版权仍归原作者所有。主办单

位及承办单位拥有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展示、报道、宣传及用于市场活动的权利，作

者保留对其作品的署名权，若在比赛或商业应用过程中发生版权纠纷，法律责任由参

赛者本人承担； 



 

3、为保证本次赛事活动的公平公正，参赛期间，参赛者均使用大赛组委会统一提供

的素材包，不得使用自带素材；参赛作品不得添加任何与本次大赛无关的第三方

LOGO与素材，一经发现，主办方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 

4、为了作品呈现的统一性以及便于评委评审，进行作品提交时请按照大赛作品提交

要求，包括命名、格式等； 

5、请参赛者合理安排参赛时间，及时保存提交，避免超时或提交失败； 

6、获得晋级全球总决赛名额的选手，如放弃参加全球总决赛，组委会将有权将全球

总决赛名额顺延至下一名次选手。 

7、在大赛征集期间如有任何疑议请与组委会联系，2020 ACA世界大赛中国总决赛

会务组服务热线：021-60718509； 

8、以上大赛规则最终解释权归ACA世界大赛中国赛区组委会及Adobe中国授权培训

中心所有。 

 

 

预祝佳绩！ 

 

ACA 世界大赛中国赛区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