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 应用 创新

2018（第六届）中国 E-learning 行业年度评选
评选通知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历经十余年历程，中国 E-learning 行业的应用企业
为推动和引领行业应用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鼓励和表彰这些优秀企业，
在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的指导下，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人力资源教育专业委
员会、中国 E-learning 促进中心、中教全媒体、中培新媒、中教新媒、中国企
业 MOOC 联盟、在连续四届成功举办中国 E-learning 行业评选的基础上，与今
年面向中国大中型企业 E-learning 实施单位和部门再次进行“2018（第六届）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卓越应用年度评选”。
评选以“变革 应用 创新”为主题，面向全行业 E-learning 应用和实施企
业进行征集，评选出中国 E-learning 行业那些在 E-learning 实践和应用中有
着突出贡献和最佳实务的企业，那些在新技术、新模式应用和课程建设中进行
卓有成效探索和创新的企业。以期共同提升国内企业 E-learning 应用水平和成
熟度；鼓励新技术、新学习模式的转化、应用和创新；为推进行业的良性发展
树立新标杆、增添新动力！
“2018（第六届）中国 E-learning 行业卓越应用年度评选”将颁发和表彰
出“中国 E-learning 行业卓越实施奖”和“中国 E-learning 行业应用创新奖”
两大奖项，并将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盛大召开的“2018 中国 E-learning 行业
大会”开幕式上进行隆重的颁奖典礼。成为中国 E-learning 行业最具权威性和
影响力的荣誉和嘉奖！
诚邀中国 E-learning 应用和实施企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共创荣光！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人力资源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 E-learning 促进中心
中教全媒体 中培新媒 中教新媒
中国企业 MOOC 联盟

2018（第六届）中国 E-learning 行业年度评选
奖项设置
2018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卓越应用年度评选以“变革 应用 创新”为主题，
面向 E-learning 行业的应用方，进行两大奖项的征集和评选：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卓越实施奖（综合奖）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应用创新奖（专项奖）
技术应用类
学习模式类
项目运营类
课程建设类

评选说明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卓越实施奖
奖项意义：该奖项旨在表彰在 E-learning 实践和应用中对企业战略发展、绩效
改进和员工学习有着突出贡献和最佳实务的企业、行业及政府机构。
参评对象： E-learning 应用和实践五年以上的企业、行业及政府机构均可参选。
奖项名额：五家
入选条件：请详见“2018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卓越应用年度评选申请表（一）
”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应用创新奖
奖项意义：该奖项旨在表彰在 E-learning 新技术、新学习模式应用以及项目运
营管理或课件开发中卓有成效，具有独特创新和亮点的企业、行业及政府机构。
参评对象：E-lear ning 应用和实践两年以上的企业、行业及政府机构均可参选。
奖项类别：技术应用类
学习模式类
项目运营类
课程建设类
奖项名额：每个类别各三家
入选条件：技术应用类、学习模式类、项目运营类奖项入选条件请详见“2018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卓越应用年度评选申请表（二）
”，课程建设类奖项入选条
件请详见“2018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卓越应用年度评选申请表（三）
”

评选流程
参评项目时限：2017-2018 年度
评选征集时间：2018 年 2 月 1 日—2018 年 11 月 1 日
评选评审时间：2018 年 11 月 1 日—2013 年 11 月 7 日
评选颁奖时间：2017 年 11 月 22 日 2018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大会开幕式进行
颁奖典礼
评选官方网站：http://www.zhongjiaomedia.com/2018/Elearning/

评委会构成
评选委员会构成由大陆及台湾 E-learning 行业学术专家、实战专家、资深顾问
及媒体联合构成。

参选权益
1、获奖单位参加“2018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大会”，在大会开幕式接受颁奖。
2、获奖单位代表将有机会在“2018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大会”以及其他有关
企业大学、企业培训会议上担任演讲嘉宾，传播 E-learning 应用成果和经验。
3、获奖单位通过中教新媒、中培新媒网站传播企业 E-learning 应用的经验和
实践，传播企业文化和培训成果。
4、中教新媒、中培新媒网将制作评选专题，对此次评选活动和获奖单位进行广
泛宣传。

参选方式
第一种：评选面向中国 E-learning 行业进行公开征集，参选单位可直接报名参
选。
第二种：由中国 E-learning 促进中心成员单位或中国 E-learning 大会合作伙
伴推荐参选。

咨询及联系方式
崔老师

电话：010-62166283 邮箱：cuijuan@cedumedia.com

附件：
2018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卓越应用年度评选申请表，请按申报奖项填写。

2018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年度评选申请表（一）
申报企业及部门
具体申报奖项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卓越实施奖

负责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地址
领导寄语

具体内容包含：（500 字左右）
1、上级领导对 E-learning 实施意义和应用效果的评价及前瞻性思考。
2、对于此次评选寄予的期望等。

E-learning 具体内容包含：（800 字左右）
实施概况
卓越实施奖
评选条件

1、企业 E-learning 实施概况、主要经验、实施效果、意义等。
具体内容如下：
1、 实施和应用 E-learning 五年以上，赢得企业领导认可和员工满意度；
2、E-learning 实施和定位结合企业战略和绩效改进，并与员工业务提升和学
习需求相融合，兼顾员工良好学习体验；
3、 E-learning 运营推广深入有效，采取多种策略和方式，增强员工学习粘性；
4、 不断探索和应用 E-learning 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以及新模式，提升和改
进学习效果；
5、 E-learning 应用卓有成效，取得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
6、 具有很大的行业代表性和标杆价值。

申报文件详
细内容（主

注重提供实操性内容，具体包含：（4000-5000 字，并提供拓普图、模型图）
1、 企业简介；

要 评 审 依
2、 企业培训概况，E-learning 实施背景；

据）

3、 企业 E-learning 实施规划，平台功能；
4、 E-learning 培训需求如何确定，课程体系建设；
5、 E-learning 实施推广及运营策略；
6、 新技术、新模式与 E-learning 的结合、探索与应用；
7、 E-learning 实施效果、经验总结、亮点之处；
8、 未来规划及发展方向。
参选方式

1、直接参选
2、推荐参选 （ 推荐公司：

）

主要服务商
申报部门盖章
2018 年

月

日

备注：请参选单位如实填写申请信息及申报文件资料，如发现内容失实，评委会有权取消参
选资格。申请资料填写完整后请发送至邮箱：cuijuan@cedumedia.com

2018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年度评选申请表（二）
申报企业及部门
具体申报奖项
具体申报类别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应用创新奖
□技术应用类

□学习模式类

负责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地址
领导寄语

具体内容包含：（500 字左右）

□项目运营类

1、上级领导对所申报项目实施意义和应用效果的评价及前瞻性思考。
2、对于此次评选寄予的期望等。
申报奖项

具体内容包含：（800 字左右）

实施概况

1、申报项目实施概况、项目设计、主要经验、实施效果、意义等。

应用创新奖
评选条件

注重提供实操性内容，具体内容如下：
1、申报项目实施和应用一年以上，赢得企业领导认可和员工满意度；
2、从技术应用、学习模式或项目运营任一 E-learning 应用创新角度进
行申报，范围可涉及：混合式学习、移动学习、快速化学习、社会化学
习、游戏化学习、云计算、3D 虚拟应用以及特色、重点 E-learning
实施项目等等；
3、项目方案设计针对性、可行性及效果评估；
4、技术的选择和运用；
5、项目应用的创新性和推广价值。

申报文件详细内
容（主要评审依

具体内容包含：（4000-5000 字，并提供拓普图、模型图）
1、企业简介；

据）
2、企业 E-learning 实施概况，申报项目实施背景；
3、项目规划设计、开发和运营策略；
4、项目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及创新解决思路；
5、新技术、新产品在项目实施中的创新性应用；
6、项目实施评估及成效经验；
7、项目创新应用之处和行业推广价值；
8、未来发展思路
参选方式

1、直接参选

2、推荐参选 （ 推荐公司：

）

服务厂商
申报部门盖章
2018 年

月

日

备注：请参选单位如实填写申请信息及申报文件资料，如发现内容失实，评委会有权取消参
选资格。申请资料填写完整后请发送至邮箱：cuijuan@cedumedia.com

2018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年度评选申请表（三）
申报企业及部门
具体申报奖项
具体申报类别

中国 E-learning 行业应用创新奖
□课程建设类

负责人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地址
领导寄语

具体内容包含：（500 字左右）
1、上级领导对所申报课件学习效果和课件品质的评价。
2、对于此次评选寄予的期望等。

申报课件

具体内容包含：（800 字左右）

应用情况

1、申报课件学习效果、课件品质、学员学习体验、亮点之处等。

优秀课件奖

注重提供实操性内容，具体内容如下：

评选条件

1、 E-learning 实施和应用一年以上，参选课件为企业自行定制或开
发的非购买类优质课件；
2、 课件内容组织的正确性，与学习需求的切合度；
3、 教学设计的运用，交互性设计的考虑；

4、 富媒体元素的恰当使用；
5、 新技术、新学习模式在课件开发中的应用;
6、 课件制作的创意和创新之处。
申 报 文 件 详 具体内容包含：（4000-5000 字，并提供参评课件 demo）
细内容（主要 1、 企业 E-learning 实施概况及 E-learning 课程体系建设；
评审依据）

2、 申报课件学习需求如何确定，课件使用效果和学员满意度；
3、 课件内容设计和开发流程；
4、 课件教学设计及富媒体策略的运用；
5、 新技术、新学习模式在课件开发中的应用；
6、 课件创意部分和亮点之处。
1、直接参选

参选方式
2、推荐参选 （ 推荐公司：

）

服务厂商
申报部门盖章
2018 年

月

日

备注：请参选单位如实填写申请信息及申报文件资料，如发现内容失实，评委会有权取消参
选资格。申请资料填写完整后请发送至邮箱：cuijuan@cedumed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