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报送ID 类别 作品名称 报送单位/个人

特等类

1 15770 视频 一百年 一切为了人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一等类

1 21146 视频 祖国花朵心向党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15627 视频 小羊快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3 21241 视频 你记得我 我就活着 兰普博森（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21150 视频 逐梦冬奥，青春无悔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21342 视频 接力 新华社中国搜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16304 视频 大事小事 湖南广播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16705 平面 彷徨 刘怡晨

8 21324 平面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国家发展战略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

University of Macau
澳门大学

9 18114 音频 求救电话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16386 音频 答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二等类

1 18478 平面 冰雪梦古今 江西师范大学 戴雨洁 官诗颖 舒涵

2 16885 平面 无处遁形 天津嘉鹤广告有限公司

3 18308 平面 杜绝以开会考察之名，行公款吃喝之实 陈宇

4 20422 平面 失眠 海南省广协选送

5 15661 平面 来自星星的孩子 陈小兰

6 18116 音频 山河无恙 英雄不朽 北京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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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6385 音频 入党志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8 16393 音频 你可能想不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9 15782 视频 人民之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10 15760 视频 一声爸妈 就是过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11 15756 视频 妈妈的请假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12 15374 视频 从黑白到五彩斑斓的世界 佛山拍掂影传媒有限公司

13 15598 视频 奔跑吧，追梦少年 云南广播电视台

14 16308 视频 中国腔调 湖南广播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20091 视频 海龟勇士正在集结 野生救援（美国）北京代表处

16 16307 视频 珍惜粮食 湖南广播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21313 视频
Zina Stories
Zina的故事

Be Brand People Digital & Marketing
俄罗斯Be Brand People 数字营销公司

18 21343 视频 新中国之歌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

三等类

1 20903 平面 二十四节气系列 杨小汀

2 16534 平面 关心孩子成长 合理安排学习时间（系列作品） 曾军婉

3 20321 平面 雄狮怒吼国民醒，巨龙腾飞九州欢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乔译苇

4 16276 平面
语言暴力系列之《子弹篇》《匕首篇》

《冷箭篇》《斧头篇》《地雷篇》
李建明

5 18754 平面 人与自然 临沂大学  宋苗苗

6 20433 平面 愚昧 曲阜师范大学  季丞

7 18819 平面 关注儿童用药安全 安庆正奇远航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8 15498 平面 百年风华 范书斌

9 16405 音频 用公筷 不见外（相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10 16392 音频 你的食物余额不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11 15744 音频 没事儿，有我呢 云南广播电视台

12 19106 视频 百年封面 青春特刊 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

13 15461 视频 幸福美好生活分享给你 海南广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4 15549 视频 石头的秘密 海南广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5 19972 视频 我们向阳而生 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16 21315 视频
Earn Respect
赢得尊重

AIDA Pioneer
白俄罗斯AIDA Pioneer创意公司

17 19210 视频 做个自带派 野生救援（美国）北京代表处

18 21300 视频
Hope to wear

重塑衣着 寻找希望
 Articul Media

俄罗斯Articul Media数字营销公司

19 17500 视频 随手做志愿 生活有品位 浙江星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 18074 互动 忆昌平百年，获达人称号 北京市昌平区融媒体中心

优秀类

1 20635 平面 保护海洋 曲阜师范大学  孙晓丽

2 15628 平面 做个自带派 野生救援（美国）北京代表处

3 15420 平面
百年非遗——庆祝建党一百周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

海报
刘东为、马子晴、刘雨萱

4 20090 平面 气吞山河 姜帆 

5 19981 平面 百年印记 唐锐

6 20416 平面 珍惜粮食 反对浪费 邓传毅

7 20417 平面 听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徐楷迪、张千惠

8 16911 平面 保护古建，留住文明！ 天津嘉鹤广告有限公司

9 16280 平面
扫码有风险系列之《狙击手篇》

《歹徒篇》《饿狼篇》《狮子篇》
李建明



10 17781 平面 反对语言暴力 世纪人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1 20644 平面 做自己 威海职业学院  宋雯、潘露云

12 18327 平面 米系列 张思文

13 20643 平面 身残志坚 山东省威海市威海职业学院  吕松泽

14 17609 平面 2021记录光阴-河南平安系列稿 世纪人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5 17966 平面 减贫之路 中国广告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16 16434 平面 离开你是最好的决定 野生救援（美国）北京代表处

17 16636 平面 如此“共生”？ 石一然

18 20358 平面 最高荣誉系列 山东省广告协会

19 16921 平面 雾霾山水 天津嘉鹤广告有限公司

20 18299 平面 饭否 陈兴旺

21 16918 平面 开车时请不要使用手机 天津嘉鹤广告有限公司

22 20413 平面 海洋日报 赵攀

23 18958 平面 中国香气—京剧 济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孟丹

24 17773 平面 传递正能量 关爱老年人 世纪人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5 20407 平面 粮票 符祥万

26 20993 平面 约定 湖南文理学院  包静怡 曹曦予 黄宇星 马丽娅 黄方鸿

27 21318 平面
COMPASSION
关爱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ASSOCIATION (IAA) MALAYSIA
(iaa.org.my)

国际广告协会（IAA）马来西亚分会

28 20313 平面 中国精神 中国速度 中国信念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薛钧文

29 16456 平面 是谁在悄悄和我们告别 网易传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30 16040 平面 请不要邦架孩子的生活 曾姜渊

31 20440 平面 美“人”鱼畅游 张波

32 16654 平面 关爱孩子 张思文  汪忆忱



33 16380 平面 书的写法 同济大学  王小桐

34 16159 平面 百年辉煌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王文雪 周晓红 仇可新

35 16359 平面 刻不容缓 白留伟

36 17948 平面 旧杂志的“新装” 沈淼洋

37 17968 平面 有阳光有未来 防控近视科普常识 中国广告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38 20438 平面 未来的家在哪里 张贵芬

39 16451 平面 温柔的铠甲 网易传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40 20309 平面 故里 禤达侯 吴坤庚

41 16499 平面 被手机冷落的亲情 曾军婉

42 18290 平面 核心价值观之文明系列 张勇

43 15433 平面 小康生活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何明 蔡佳宏

44 20410 平面 海洋之花 绚丽绽放 海南省广告协会

45 20353 平面 “竭泽而渔” 潍坊学院  田斐

46 18162 平面 惜食如金系列 石廷金

47 15800 平面 山里的世界 杭州致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48 20308 平面 拒绝海洋垃圾，还一片碧海蓝天 吴选云

49 17770 平面 别在水里埋炸弹 曾军婉

50 21002 平面 长江未来 湖南文理学院  包静怡 曹曦予 黄宇星 马丽娅 樊俊骏

51 16503 平面 百年风华 丁伟

52 18900 平面 “压倒”篇 石家庄市星河广告有限公司

53 18324 平面 责无旁贷 崔怀阳

54 21072 平面 一事一生·匠心筑梦 张家港市形象广告有限公司

55 17945 平面 上山容易下山难 沈淼洋

56 21074 平面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 张家港市形象广告有限公司



57 16602 平面 因为有你的善心善言善行（系列作品） 曾军婉

58 20344 平面 不要放手 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王云鹏

59 16556 平面 粒粒盘中餐，皆是辛苦换 曾军婉

60 15465 平面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朱琦 石逸昀 马启涛 何沛霖

61 17471 平面 映山红似海 湖湘盛世花 北京首都机场广告有限公司

62 16268 平面 新青年 杨丹 陆鑫雨

63 16574 平面 水是生命的源头 曾军婉

64 17629 平面 重如鸿毛 山东开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5 16611 平面 助人为乐（系列作品） 曾军婉

66 18978 平面 世界粮食日报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李江儒

67 15794 平面 就地过年 杭州致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68 16509 平面 承诺绿色 曾军婉

69 15937 平面 粒粒皆辛苦 李良葵

70 17876 平面 如此珍珠 济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71 16139 平面 点亮中国 曾科管

72 17805 平面 米粒 济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73 16051 平面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曾姜渊

74 16583 平面 文明就在我们身边 曾军婉

75 16595 平面 宣传垃圾分类共创文明新风 曾军婉

76 21036 平面 生命力 湖南文理学院 曹曦予 包静怡 黄宇星 马丽娅 樊俊骏

77 21065 平面 感受平凡人的真善美 张家港市形象广告有限公司

78 16505 平面 唱响文明分类主旋律 曾军婉

79 16775 平面 保护海洋,和谐共生 安庆正奇远航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80 18908 平面 “鸟笼”篇 石家庄市星河广告有限公司



81 15500 平面 沂蒙精神，永垂不朽 范书斌

82 20419 平面 未来海洋 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王新宇

83 15559 平面 聆听党的声音 北京互通天地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84 20427 平面 塑先生 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蔡雨昕

85 17883 平面 碎系列 济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86 20385 平面 公益海报 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张渝婧

87 15887 平面 学习雷锋从身边做起 曾科管

88 15771 平面 南湖红船-巍巍巨轮 丁来 石一然 叶晓辰

89 17590 平面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乡村振兴 刘巧巧

90 16945 平面 保护生物多样性 于洁

91 18726 平面 禁止吸烟 徐佳妮

92 18224 平面 ”和平鸽“ 吉林艺术学院 刘金 闫晨

93 16572 平面 失去水源就失去生命 曾军婉

94 16641 平面 锦绣天下 对党不忘初心 曾军婉

95 15930 平面 节约能源健康同行 李良葵

96 19540 平面 探千年之神秘，传万古之文明 郑蓉儿

97 16954 平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于洁

98 15903 平面 传承家风 李良葵

99 16566 平面 请关爱老人的健康或生活 曾军婉

100 21014 平面 和平之花 湖南文理学院 包静怡 曹曦予 黄宇星 马丽娅 高成

101 16031 平面 水去哪里了？ 曾姜渊

102 16047 平面 雷峰精神照亮生活 曾姜渊

103 21282 平面 春风向西 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樊君

104 16642 平面 我的祖国 曾军婉



105 18313 平面 海南“邮票” 张春苗

106 15855 平面 陪伴是最好的告白 曾科管

107 15872 平面 文明伴我行 曾科管

108 16604 平面 这个饭能吃吗？ 曾军婉

109 16639 平面 党时时刻刻为人民谋福利 曾军婉

110 18151 平面 禁烟 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罗梦

111 15677 音频 百年回声·理想照进现实 北京广播电视台

112 15673 音频 聆听轴线上的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

113 17660 音频 做孩子的引导者和帮助者 北京广播电视台

114 16401 音频 我爸打了几个电话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115 15737 音频 别让爱等太久 云南广播电视台

116 16414 音频 越准越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117 17655 音频 百岁老人的入党夙愿 北京广播电视台

118 15452 音频 我心赤诚永向党，红色基因代代传 孙钦敏 朱莹 孙美尚 孙添意 赵龙开

119 15672 音频 关爱妇幼·反对家暴 北京广播电视台

120 16391 音频 精打细算为长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121 15671 音频 地球需要你的呵护 北京广播电视台

122 16397 音频 她的梦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123 15736 音频 爱护环境也可以是一种风尚 云南广播电视台

124 15741 音频 汇聚青春力量 弘扬中国精神 云南广播电视台

125 15746 音频 母亲的火塘 云南广播电视台

126 17663 音频 一封家书 北京广播电视台

127 17521 音频 静敬境镜 合肥声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28 16693 音频 守护方言，传承文明 湘潭市广播电视台



129 17606 音频 永远跟党走 王宝慧

130 18069 音频 公益广告--乱扔垃圾-河神篇 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经营中心

131 16695 音频 制止餐饮浪费，倡导节俭新风 湘潭市广播电视台

132 15739 音频 传承工匠精神 云南广播电视台

133 20139 音频 拴好狗绳 幸福选择 云风话语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134 16697 音频 来日，并不方长 湘潭市广播电视台

135 15757 视频 身边的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经理室

136 21265 视频 7.1理想 兰普博森（北京）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7 21145 视频 密云水库 北京广播电视台

138 21307 视频
Anything is possible

一切皆有可能

Endorphin
阿塞拜疆Endorphin广告公司

139 15729 视频 教师妈妈张桂梅 云南广播电视台

140 21310 视频
Bullying Leaves a Mark

霸凌留痕

Not Perfect Tallinn
塔林Not Perfect广告公司（爱沙尼亚首都）

141 21311 视频
Women Should
女人就应该

Endorphin
阿塞拜疆Endorphin广告公司

142 16305 视频 未来的你 湖南广播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3 17823 视频 中国共产党百年问答书 山东广播电视台

144 20088 视频 餐桌上的绿色生活 野生救援（美国）北京代表处

145 15726 视频 父亲扶贫路上那些事 云南广播电视台

146 19180 视频 贺岁公益动画短片惊喜的订单 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

147 19054 视频 信仰 马骏、闪婧、张莹莹、毛德赟、潘浩、王治奕、赵灿灿

148 19204 视频 做好样的你-问题青年自救指南 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

149 15752 视频 点亮 云南广播电视台



150 16946 视频 绣花功夫藏着幸福密码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151 21317 视频
Positive Guide
积极指南

Wow | Deltaplan Group
俄罗斯Wow | Deltaplan 传播集团

152 21322 视频
Pyros Collection
火烧木家具

FCB LISBON
里斯本博达大桥广告公司

153 17496 视频 礼让斑马线 城市奏鸣曲 浙江星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54 20753 视频 共建无烟环境 共享健康生活（蔡国庆版）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55 16700 视频 路 泉州时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56 16275 视频 公筷公勺 分餐不分爱 浙江星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57 19300 视频 德润三秦 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经营中心

158 15731 视频 微光 云南广播电视台

159 15475 视频 传承经典文化 浸润童心成长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160 19995 视频 犟味平生 王兴政

161 19406 视频 百年红船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王瀚雪 刘宇飞

162 19385 视频 征途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聂蕊 崔委庆

163 16160 视频 半生在党一生追随 福建省优一影视有限公司

164 20754 视频 共建无烟环境 共享健康生活（童朝辉版）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65 17493 视频 排队守秩序 有爱就有礼 浙江星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66 20698 视频 “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济南大学 陈成

167 25555 视频 公益气象服务大众 华风气象传媒集团

168 15518 视频 百年薪火 福建省优一影视有限公司

169 19367 视频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湖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

170 17517 视频 孝老爱亲 贵在用心 浙江星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71 19396 视频 我看见 皮致远 王莉 任懈平 李相贇 刘占宾

172 15517 视频 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山 福建省优一影视有限公司

173 16267 视频 冬奥集装箱 魏文静、李宇博、于艺嘉

174 20520 视频 我与小康的故事 青岛黄海学院 何亚楠

175 17509 视频 碳中和 利万代 浙江星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76 16786 视频 爱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海南广电国际传播融媒体中心

177 17824 视频 我的支部在一线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

178 20730 视频 当你老了 山东政法学院 李文 丁可宣 杨文君 范晓慧

179 16699 视频 大地之子 泉州时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80 17163 视频 青春各自精彩 徐潇潇 李泽雨 叶子龙

181 17822 视频 我是党员 山东教育电视台

182 20724 视频 请学习 山东师范大学

183 16340 视频 百年风雨 再创辉煌 李嘉乐 王海雯 宋修斯

184 20284 视频 心之所向 远方不远 山东教育电视台

185 17736 视频 困在时间里的人 云南民族大学 吕昕彤 刘敏 顾曦

186 17799 视频 我在这里，我是共产党员 济南市长清区融媒体中心

187 21319 视频
COMPASSION
关爱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ASSOCIATION (IAA) MALAYSIA
(iaa.org.my)

国际广告协会（IAA）马来西亚分会

188 21291 视频
Wild Delivery

野生动物投喂餐厅

SETTERS
俄罗斯SETTERS广告公司

189 16328 视频 金融防诈骗科普视频 华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90 20303 视频 非法集资 博山致爱宅影视设计工作室

191 17794 视频 我的时代 宁波思华年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92 20295 视频 急送救命血 鲁中晨报社

193 20505 视频 开平色彩 山东艺术学院 郑建新 于宜加 许超然

194 20396 视频 连接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

195 21283 视频 重逢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196 21286 视频
Settlements
居住地

Inbrax
智利Inbrax创意公司

197 18092 互动  来，和昌平对口支援地的村民，打个视频 北京市昌平区融媒体中心

198 21292 互动 做好防护/蒙上口罩 诺亚方舟通讯有限公司

199 18086 互动 骑行打卡昌平地标 北京市昌平区融媒体中心

200 18145 互动 听昌平老兵说 北京市昌平区融媒体中心

201 21303 互动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KNOW HER NAME)

国际妇女节（知道她的名字）

REDWOLF Digital
塞浦路斯REDWOLF数字创意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