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餐烹饪世界锦标赛暨北京文创美食文化创意大赛
Chinese cuisine World Championship and Beijing food culture and creativity competition 



经世界厨师联合会官方认证，是迄今为止

全球唯一洲际中餐烹饪竞赛

<   <  赛事介绍  >   >

已连续举办5届

覆盖50+国家   300+城市
4亿次

获诸多品牌方和政府方的支持

中餐烹饪世界锦标赛是由中国烹饪协会于2015年创立



<   <  赛事介绍  >   >

全国八大赛区

创办至今征集文创项目  5000+
顶尖专家、创业导师组成的评审专家已达500+

前三届百强项目累计实现融资90余亿元

北京文创大赛由中共市委宣传部牵头，创立于2016年



2020年 中餐烹饪世界锦标赛 & 北京文创美食文化创意大赛

——联合举办——

媒体3个月的超长曝光
政府高度重视

国际十五个分赛区、全球网络媒体、海内外行业领袖、知名人士、顶级裁判



中餐烹饪世界锦标赛暨北京美食文化创意大赛
2020年主办方阵容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中国烹饪协会

中共北京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

北京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心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

北京东方嘉禾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中餐烹饪世界锦标赛 & 北京文创美食文化创意大赛

厨神评委 X 明星表演 X 全民参与                                                                         国际十五个分赛场

“线上海选 + 线下决赛 + 颁奖仪式”

全民参与

国内赛区
专业创意组

海外赛区
专业组

业余组

全民参与组
民间厨神组

明日之星组



打造国际化的中华饮食文化盛宴 
中餐行业顶级盛会

<   <  2020赛事阵容  >   >国内赛场--------                                                          -------国际赛场                                                      

 厨神评委 X 明星表演 X 全民参与



2020赛事阵容  >   > -------国际赛场       

                                                                                       
拟设国际十五个分赛区  覆盖华侨数十万人

日本分赛区

西班牙分赛区

英国分赛区

美国分赛区

加拿大分赛区

缅甸分赛区

澳大利亚分赛区

新西兰分赛区

泰国分赛区

德国分赛区

柬埔寨分赛区

韩国分赛区

丹麦分赛区

荷兰分赛区

菲律宾分赛区



国际分赛区负责人介绍 ——已确定的部分



▲周建虹（左一）与巴达罗那市警察局局长Conrado 先生合影

在巴塞罗那近20万侨胞群体中周建虹备受敬

重，被亲切称为巴塞罗那的“青田村长”。

周建虹

Ø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会长

Ø西班牙中华餐饮文化协会顾问

Ø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中餐业协会名誉会长

西班牙分赛区



                

期待您的加入......



成为海外赛事负责人——你需要

u募集所属赛区的餐厅或厨师加入此次大赛活动中

u协调、统计、组织海外选手的报名情况



成为海外赛事负责人——你将获得



由中国烹饪协会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

北京东方嘉禾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认证的大赛官方聘书

中餐烹饪世界锦标赛暨北京文创美食文化创意大赛
Chinese cuisine World Championship and Beijing food culture 

and creativity competition

<   <  海外负责人权益  >   >

证书图例仅供参考



所组织的参赛餐厅或个人

将有机会获得

由中国烹饪协会X文促中心X东方嘉禾

联合认证的金牌餐厅或赛区入围餐厅

并由海外负责人评选并授予

中餐烹饪世界锦标赛暨北京文创美食文化创意大赛
Chinese cuisine World Championship and Beijing food culture 

and creativity competition

<   <  海外负责人权益  >   >

银牌餐厅

证书图例仅供参考



中餐烹饪世界锦标赛暨北京文创美食文化创意大赛
Chinese cuisine World Championship and Beijing food culture 

and creativity competition

<   <  海外负责人权益  >   >

全球媒体报道并露出



一起打造国际化的中华饮食文化盛宴 
中餐行业顶级盛会



<<  2020赛事流程  >>



10月中旬（启动）
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启动预热传播

12月24-12月25日（颁奖典礼）
在首都举办颁奖典礼全球媒体跟进关注传播

12月24-12月25日（决赛赛）

拟邀钓鱼台国宾馆总厨-郝保力，人民

大会堂国宴主厨-潘晓林等9位国家级

评委(进行专业评审，30位特邀评审进行人

气评审，角逐国内外冠亚季军及最佳人气奖

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初赛）

全球比赛视频征集，国内外短视频

平台全方位展示，全媒体传播

2020赛事流程  >   >   

钓鱼台国宾馆总厨-郝保力



 

卢朝华

特一级烹调师
中式烹调高级技师
中国烹饪协会理事

四川省烹饪协会常务理事
餐饮业国家一级评委

中国烹饪大师

王开发

中国烹饪大师
国家级评委
中国烹饪名师
中国国际美食节大赛评委

彭子渝

中国烹饪大师
成都市烹饪协会秘书长
餐饮业国家级评委
劳动保障部国家级技能竞赛
评审员



2020赛事流程  >   > -------竞技项目      

冷盘、热菜、面点、雕刻



大赛报名入口开启

1）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或指
定的邮箱开放大赛报名入口
2）提供相关参赛资料并附上修改后
的制作视频、参赛图片
3）登录YouTube、Facebook搜索
大赛相关页面或美未微信公众号查看
其它参赛选手作品

名人堂大师指导

1）中烹协名人堂烹饪大师对参赛
视频进行指导反馈
2）经指导学习后，可以二次上传
视频

颁奖典礼

1）主办方发言人致辞
2）冠名赞助商致辞
3）冠军、亚军、季军分别获得
国际认证资格证书
4）海外中餐推广形象的颁奖礼
5）金牌评委的颁奖礼
6）入围餐厅的颁奖礼

线下决赛开启

1）线上比赛大陆地区各赛项成
绩优秀者获得参与资格：由国
家级的专家组进行评选，评选
出30位选手进行线下决赛，由
大众评审评选出最具创意的菜
品
2）全程中餐烹饪大师指导训练
3）各媒体PR全程跟踪报道

2020赛事流程  >   > -------中餐烹饪世界锦标赛暨北京文创美食文化创意大赛



z

2020赛事阵容  >   > -------颁奖典礼       

线上+线下 同步直播
颁发中烹协暨文促中心联合授权的荣誉证书

海外中餐形象大使 冠亚季军选手 金牌评委 金牌赞助合作伙伴

?
入围餐厅



2020赛事阵容  >   > -------颁奖嘉宾       

中国烹饪协会第五届六届副会长 

世界厨师联合会终身荣誉委员

中国国家级烹饪职业技能竟赛裁判员

中国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1、2、3》首席顾问、总顾问

曾任中国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课题组组长

曾任广东顺德、澳门、江苏扬州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世界美食之都顾问

边疆



2020赛事阵容  >   > -------颁奖嘉宾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

《北京经济蓝皮书》主编。

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高级公共管理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市世界城市研究基地副主任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

梅 松



赛事媒体宣传矩阵

2020年活动传播预计曝光超过5亿人次



媒体宣传矩阵

国内

户外大屏

新闻媒体

新媒体

直播

海外

中餐馆大屏

社交媒体平台

海外华人社群、公众号

海外餐饮协会

高铁站、机场、地标大屏

人民网、新华社、央视频、腾讯、网易、新浪等

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B站等

YouTube、Facebook大赛频道推广，YouTube
直播现场表演赛和颁奖仪式

与海外数十个国家餐饮协会合作推广

海外60余个国家近20000个中餐馆的大屏终端

覆盖海外以海外华人为主要群体的数十万华人

一直播、央视频、优酷直播等直播现场表演赛和
颁奖仪式



国内主流媒体
Domestic mainstream media



国内合作媒体



国内社交短视频平台深度合作

➢ 短视频平台进行官方深度合作，共 同围绕大赛进行专题
策划；全程参与赛事传播

➢ 开通大赛短视频平台官方账号，依托新华社“快看生活” 
进行全方位展示

➢ 官方账号发起话题，鼓励国内外名厨及相关机构开设自媒 
体账号互动传播

➢ 微博、B站等社交媒体，网红、达人全程互动



国际媒体资源
International media resources



国际合作媒体报道 ChinaNews    BBC   赫芬顿邮报 

英语、日语、韩语、西语、德语五种语言同时发布

总量逾410家次-访问量预计超过6500万人次



国际社交短视频平台深度合作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2019年活动传播累计曝光超过4亿人次



大赛主办方东方嘉禾   千万级海外华人影响力

15000+海外终端 千名海外侨联



海外中餐馆媒体矩阵 

62+国家

300+城市、

20000+中餐馆

及商业场所的

显示终端， 对大赛进行全程直播和参赛作品展播



美未智能数字媒体标牌分布情况，数据截止2020年5月

美未传媒建立直播入口和视频库  

全球15000点位全程配合大赛

覆盖国家

以北美、南美、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区为主，覆盖62
+国家。

覆盖城市

以华人聚集区为主，覆盖国家首都、最大城市、第二大城市等属性

的城市，共计301+城市。

点位数量

覆盖20000+海外商业场所。

影响人次

每日影响客流近10000000人次

全球华人商业场景传播网络



（2019）中餐烹饪世界锦标赛传播影响



户外媒体推广

2019“鲁花杯”中餐烹饪世锦赛在8月15日-8 月24日活动期间

通过

北京站东广场LED、

上海虹桥机场LED、

沈阳站候车室LED、

大连站候车室LED

对活动进行户外投放推广，传播覆盖旅客人群千万以上。



稿件策划传播

2019年8月6日-26日，第五届中餐烹饪世锦赛前后分阶段策划稿件

16篇，传统媒体及新媒体总采用量超过330家次，引发网民互动超

过685.5万次。

人民网、央广网、中工网、中国经济网、中国政府网、中国网、中国日报网、中国报

道、辽宁日报、大连日报、辽宁卫视、大连电视台、大连FM103.4、大连晚报、半

岛晨报、大连天健网、凤凰网、东方网、财经网、 和讯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

北青网、新京报、北京日报、扬子晚报网、红网、视界网、百度新闻、UC头条、趣头

条等数十家专业、都市生活类的平面媒体、广播电视媒体、网络、客户端媒体参与传

播，对活动进行 了全程报道，新华社民族品牌专区对大赛相关稿件进行了展示。



百度搜索 
2019 
鲁花杯
中餐烹饪世锦赛

 得到相关结果约

16900条



稿件报道



全媒体现场直播

2019鲁花杯中餐烹饪世锦赛通过全媒体直播策划，有效扩大

了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和网民线上的参与范围。

在新华社客户端、中国报道、直播金普、刚刚直播、优酷直播、

百度新闻直播等传统媒体现场直播，对活动进行完整呈 现之外，

本届大赛首次邀请网络红人进行直播，通过 一直播平台和新浪

微博、抖音平台互动，新媒体直播 总曝光量超过2.1亿人次。



一直播：      曝光2.1亿  + 334.9W 互动

新浪微博：  曝光1899.5W + 13313次互动

抖音平台：   5371.3W播放  + 447人参与

       

#大家来晒中国菜#

#大家来晒中国菜#

--全民参与--



海外主流媒体传播

2019年 8 月 28日 ， 推 广 稿 《 Top Chinese chefs were 

gathered by Luhua Group, launching“Luhua Family 

Banquet”》在亚太地区、欧美地区 以英语、日语、韩语、西

语、德语五种语言同时发布， 并在第一时间被当地主流媒体、

门户网站及重点资讯网 站广泛转载落地，总量逾410家次，

访问量预计超过6500万人次。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中国烹饪协会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

北京东方嘉禾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餐烹饪世界锦标赛暨北京文创美食文化创意大赛
2020

诚邀您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