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报送ID 类别 作品名称 报送单位/个人

一等类

1 20870 平面 消亡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陈甜甜 马焯婷 庞炳楠

2 16338 音频 文明乘车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19527 音频 你吃了一头大象 朱亚光 苗竞丹

4 15626 视频 带上你的眼睛
北京身未动心已远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5 20605 视频 莫让公仆变味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6 21158 互动 百年之前的留法之旅 中国传媒大学 问欣  陈袁 黄钰霖 张可馨

二等类

1 16262 平面 保护森林·保护生灵系列鹿篇、虎豹篇、大象篇 李建明

2 20538 平面 中国科技 任辰晞、林洁、赵燕芳、贾雨薇

3 20081 平面 万物共融系列 北京首都机场广告公司

4 20610 平面 反对浪费系列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5 20608 平面 爱系列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6 16623 平面 种子 上海商学院 王楠

7 17057 音频 不当甄好骗 渭南广播电视台

8 19558 音频 打击盗版文抄公篇 朱亚光

9 19013 音频 做文明的冠军 陕西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15667 音频 聆听西藏：回声跨越70年 北京广播电视台

11 19028 音频 如何不乐活 陕西音乐广播

2021第三届北京国际公益广告大会创意征集大赛等级名单
（未发布类·成品）



12 17010 音频 听爷爷讲党史 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运营中心

13 16256 音频 重启 中原工学院 杨子思 杨泽民 王梦雨

14 21290 音频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向未来

University of Ottawa
渥太华大学

15 17142 视频 革命者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6 15684 视频 中国梦我的梦 吉林广播电视台 姜涵予、焦天驷、马源、卢光熠

17 16314 视频 卓玛的琴声 李渝

18 20458 视频 是什么杀了西红柿？ 济南大学 徐园园

19 16843 互动 小康之路 四川美术学院 舒禹诏

三等类

1 20626 平面 垃圾分类系列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2 18713 平面 丈量生命的长度 聊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李永芳

3 19545 平面 文明好功夫系列 广东黄与莫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4 20574 平面 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系列 莫绍萍 谭述华 陈锦辉 王丽娟 张娅芳 王智群 徐艳妮

5 19769 平面 传统中国年 传奇冬奥梦 李蒙含

6 17827 平面 红色传家宝 济南公共交通集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17909 平面 理想的乐章 胡贝贝

8 20499 平面 百年伟业系列 济南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9 19583 音频 规律作息、健康生活 朱亚光 苗竞丹

10 15644 音频 医生的誓言 中原工学院 杨子思 杨泽民 王梦雨

11 15643 音频 一条特殊的消息 中原工学院 杨子思 杨泽民 王梦雨

12 16718 音频 多种面孔 东北林业大学 韩磊 孙程博 刘毅

13 15637 音频 记者的战疫手记 中原工学院 杨子思 杨泽民 王梦雨

14 15639 音频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中原工学院 杨子思 杨泽民 王梦雨



15 16384 音频 传承 继续 王云楼、王丽

16 17036 音频 致敬平凡 东北林业大学 韩磊 孙程博 

17 20012 视频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叶锦嫦 刘家威 袁碧君  吴沛豪 吴沛文

18 20152 视频 我成为了你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欧阳侨治 李亚楠

19 18158 视频  理想照耀中国 旗帜高扬我心 金一丁，常婉月，张洁昕

20 16326 视频 请送我回家 姚远 王晓雪 李昙湉 张潇月 张子怡

21 18546 视频 关注大山里女孩的教育 北京体育大学 李昱慧 刘莹檀 杨梦琪 李润多 杨康 吴思雨

22 18009 视频 传承 北京艺典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3 21152 视频 山里娃冰球队 北京广播电视台

24 21154 视频  传承经典 筑梦冬奥 北京广播电视台

25 19401 视频 学习强国 李志强 胡澎宇 程志豪 朱志远 卢阳

26 17817 互动 “塑”求本“源” 北京工商大学 徐璐

优秀类

1 17591 平面 别让垃圾代代相传 亚洲中韩设计师协会

2 19056 平面 衣服篇 石家庄市星河广告有限公司

3 20817 平面 建党百年 不忘人民 湖南文理学院 樊俊骏 黄方鸿 包静怡 曹曦予 黄宇星

4 20086 平面 融化 范含雪

5 19164 平面 节气 视觉传达设计学院

6 16125 平面 榜样的力量系列 王强/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7 16238 平面 走出去留下来 河北汇景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8 20215 平面 网络时代消费主义 南京乔恩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9 16230 平面 咏新乡村--电商篇 旅游篇 农业篇 河北汇景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0 20803 平面 不忘初心 建党百年 黄方鸿 樊俊骏 王心语 郑义龙

11 16734 平面 最可爱的人 北京首都机场广告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12 19560 平面 和谐共生系列 广东黄与莫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13 20622 平面 耕耘篇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14 19370 平面 现代病 吕由

15 20859 平面 光盘行动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刘生 李港聪 吕聪

16 20501 平面 榜样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郭澳城

17 18896 平面 网络安全—蜘蛛篇 石家庄市星河广告有限公司

18 20613 平面 知识就是战斗力系列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19 20549 平面 建党百年 赵燕芳

20 16627 平面 百年追梦 白雪瑞

21 20503 平面 复兴100年之红船到航母 世纪人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2 18659 平面 野生动物不是靶子 孙睿

23 20595 平面 见证 赵金迪

24 17607 平面 英雄系列 潍坊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告分公司

25 20234 平面 非凡冬奥 青岛农业大学 杜建伟

26 20245 平面 色彩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余珊汝 王泽葵

27 19175 平面 减负 北京城市学院 刘庚彦

28 20967 平面 COVIDE-19标识系列 辽宁师范大学 王世龙

29 16432 平面 岁月的收藏 （系列篇） 北京首都机场广告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30 19052 平面 鱼翅篇 石家庄市星河广告有限公司

31 21116 平面 扫码“枪” 丽水市叁国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2 19397 平面 百年巨变 谢依林

33 20214 平面 沂蒙精神文创产品 山东师范大学 罗慧敏

34 16284 平面 理解和平常心 杨泽磊

35 21176 平面 对校园暴力说NO 北京工商大学 蔺芳苑 刘姝怡 李雪菲 李雅滢



36 16653 平面 本来、外来、未来 尹小康

37 20790 平面 资源海洋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陈甜甜 庞炳楠 薛桂成

38 18032 平面 建党百年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39 20592 平面 百年征程 苏荻

40 18824 平面 乘风破浪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告分公司

41 18669 平面 百年颂歌 方佳

42 19453 平面 百年历程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朱梦颖

43 20224 平面 门神年画民俗传承系列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吕文佳

44 19610 平面 读书 临沂大学 孙宝莹

45 16837 平面 最美逆行 冲锋一线 魏杭天

46 18729 平面 谁偷走了我的皮肤-系列 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经营中心

47 19092 平面 奋进百年路 起航新征程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告分公司

48 17988 平面 百年荣华 许文静  黄欣

49 16251 平面 建党百年 历久弥坚 新安晚报社

50 17829 平面 百年奋进系列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周青奇

51 17808 平面 启航中国梦 山东开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2 16834 平面 沂蒙山红嫂小调 李秉睿 /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国家公派博士

53 16631 平面 理想与未来 王翠

54 18560 平面 向前的脚步 王钰

55 19856 平面 一起去看海 郭新享 卞雪霏 王碧涵 谭舒文

56 19274 平面 关闭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刘梦瑶

57 18031 平面 共生共长共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浩然

58 15652 平面 合--徽班进京主题意象图形设计 周致尹

59 15773 平面 百年英烈数英魂 同济大学 王逸潇



60 16807 平面 新·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魏杭天

61 16315 平面 中国军队（系列篇） 北京首都机场广告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62 20074 平面 文明安全出行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王一格

63 18869 平面 人与生态 杨骏莹 葛美琦 吴诗诗 钟敏 刘桦

64 17538 平面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从哪里来（系列篇） 北京首都机场广告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65 16102 平面 奔赴 欧丽微

66 17785 平面 新蓝图、新征程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姜晓慧 张羽晴

67 20531 平面 禁止校园暴力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李地辉 史东盛 吕聪

68 18003 平面 建党100周年系列-草鞋篇、军帽篇、入党篇 潍坊润德广告有限公司

69 18789 平面 消失的生命 江西师范大学 彭佳威 蒋佩琳

70 15758 平面 世界经典游戏之垃圾分类 崔毓雷 梁子涵 葛江凯 姚运昌 刘寰宇

71 20532 平面 钉子精神、百年传承 王嘉运

72 16733 平面 一把利剑 北京首都机场广告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   

73 20393 平面 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系列 莫绍萍

74 15568 平面 聆听党的声音 北京互通天地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75 20222 平面 齐鲁民玩设IP形象设计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吕文佳

76 18447 平面 不忘初心、百年辉煌 陕西师范大学 苏霞 翟齐婧

77 20123 平面 呵护自然·有你有我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王泽葵 吴坤庚

78 16607 平面 百年华诞 黄震昊 陈瑾

79 19190 平面 北京2022 徐诗棋

80 19287 平面 关爱老人 别了空巢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黄爱如

81 18034 平面 伟大中国梦 青岛农业大学 巩莲友 张传琦

82 20504 平面 光辉岁月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姜晓慧

83 19099 平面 血脉筑国 山东大学 王智慧



84 16288 平面 个人简历 张敏

85 18643 平面 解锁新时代 同济大学 马珺瑶

86 19947 平面 小小红船·扬帆再启航 范泠杉、刘佳音、廖一佳

87 20560 平面 日新月异 共见新发展 王一科

88 21075 平面 空巢老人 湖南文理学院 马丽娅 曹曦予 王心语 包静怡 黄宇星

89 17865 平面 穿越百年、见证辉煌 赵楠楠

90 17814 平面 1921-2021衣食住行的变化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杨越

91 19365 平面 一百周年 杨正朝 陈明慧 郭怡伟

92 18641 平面 中国精神 卢心怡

93 20115 平面 大有可为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廖开进 陈淑怡 胡明强

94 16589 平面 虎虎生威 喜迎冬奥 张滢晰

95 21022 平面 表里 湖南文理学院 马丽娅 曹曦予 王心语 包静怡 黄宇星

96 18826 平面 低碳生活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告分公司

97 16649 平面 缅怀先烈、不负英魂 三明学院 黄龙波

98 20500 平面 版画插画-百年征程初心不变 世纪人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99 17810 平面 庆百年 山东英才学院 郑玉洁

100 15745 平面 躬身为桥、连接山海 陈紫琪

101 19194 平面 党业顺泽 王智瑄

102 20614 平面 勤俭朴素系列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103 20116 平面 呵护海洋——共生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陈淑怡 廖开进 蔡丽雯

104 20118 平面 共生——生命始于海洋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陈淑怡 蔡丽雯

105 18179 平面 动物的伤痕 烟台南山学院 高永恒

106 18231 平面 光盘三步曲 刘博文 王俊杰 邹祯怡

107 18580 平面 “东方赋·飞天行”系列招贴 滨州学院 王效云



108 19487 平面 要复工先消杀 陶成龙

109 19249 平面 敢奋斗、敢创新 黄玉兰

110 18268 平面 新冠病毒的自白 华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11 19074 平面 红色 马紫涵

112 19325 平面 风雨百年铸辉煌、党的光辉照我心 党璐璐

113 18382 平面 韵味海南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吴坤庚 王泽葵 李地辉

114 18111 平面 红色精神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赵子悦 赵嘉然 蔡巧玲 钱柏慧

115 19201 平面 团结·力量 张菊 于博

116 18211 平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北京工商大学 段纪元

117 16424 平面 招财猫国潮系列插画  胡慧 贾静

118 16630 平面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创周边设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万子川

119 18039 平面 美丽新中国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王堃燕

120 17626 平面 小米中性笔系列 山东省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121 19852 平面 中华民族大团结 王碧涵  谭舒文 王碧涵 卞雪霏 郭新享

122 18348 平面 感触海南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吴坤庚 余珊汝 王泽葵

123 18194 平面 拒绝宠物盲盒 烟台南山学院 邱梓源

124 18377 平面 百年风华 吉林艺术学院 闫晨 刘金

125 19528 平面 自裁者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王春昭

126 19100 平面 拒绝垃圾围城 山东师范大学 马坤

127 17614 平面 背背佳 泰安闪亮登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128 15605 音频 一滴水的自述 徐雪茵

129 17168 音频 到更远的远方去、青春各自精彩 徐潇潇

130 18167 音频 救死扶伤 从献血开始 渭南广播电视台

131 16390 音频 科教兴农 助力乡村振兴 王云楼、王丽



132 19024 音频 让垃圾回家 江西师范大学 张婷 闵楠思

133 15811 音频 铿锵牡丹 中国人民大学 张叶清

134 15635 音频 春天遂响起 中原工学院 杨子思 杨泽民 王梦雨

135 16750 音频 扶贫必扶智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136 16688 音频 新时代的木兰花 东北林业大学 韩磊 孙程博

137 17106 音频 孤独的天使 吕浩

138 15607 音频 答案 薄欣然

139 15658 音频 不忘初心 季雅琪

140 15613 音频 伟大的红船 吉林广播电视台

141 17122 音频 我的成长路 邵文泊 蒋卓言

142 17166 音频  致敬先辈、继续前行 徐潇潇

143 17113 音频 星火 邵文泊 蒋卓言

144 17029 音频 凌云青年颂 邵文泊 蒋卓言

145 15591 音频 红船、青年、太阳 王蕾

146 17906 音频 请爱他们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王宇丹凝

147 20260 音频 红船之家 传承精神 吴丽娜

148 15780 音频 两位青年的致敬 同济大学 王逸潇

149 20925 视频 武汉必胜 中国必胜 江苏炫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50 16410 视频 倒带 同济大学 俞樾

151 16525 视频 我们的一点爱 安徽金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152 17048 视频 建党百年·征程永远在路上 安徽易视觉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53 16093 视频 地球之肺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王亚斌、关金国、王旸、魏庆峰、宋端

154 19992 视频 女扶贫书记 刘家威  刘洁彤  陈涓涓  吴沛豪

155 17782 视频 手 山东广播电视台



156 17466 视频 我家的垃圾守护者 施佳妮

157 18497 视频 守正创新 传承非遗 曲阜师范大学 刘冲

158 20895 视频 保护海洋 北京电影学院 何梦泽

159 21281 视频 东方燕燕探中轴 北京东方文化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60 20208 视频 风雨百年 忠诚守望 重庆市广告协会

161 16358 视频 平凡工作 精彩生活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李渝 陈勇 王睿

162 20928 视频 天下粮仓 “粮”在我心 江苏炫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63 17221 视频 金色的鱼钩 张紫垚、刘佳音、韦卓君、廖一佳

164 16989 视频 守望 徐晗 张志健 方旭 方俊锋

165 17078 视频 贪污“魔术” 李冰冰

166 16356 视频 年轻的样子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李渝 陈勇 吕曦

167 19263 视频 次数论 北京工商大学 张雨 陈明子 张希昕 王佳慧 史书羽

168 21266 视频 责任、担当 北京电影学院 胡致侨

169 15735 视频 百年芳华 永葆初心 陈伟兴

170 20204 视频 见证 四川美术学院 段凯凯 李静 陈信廷 张宇豪

171 20944 视频 不要停、勇敢跑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易蓉 李若兵 廖羽 施昌豪

172 16383 视频 她的眼睛 曹樱子、邓雅心、陈涵、陈鈺、程幽兰

173 15616 视频 都选一个答案 吉林广播电视台 王莺莺 刘轶男 张红丽 李宁 朱晓明

174 16696 视频 无间道 滁州市萌芽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175 21268 视频 百年征程 胜在今朝 北京电影学院 李泓楷

176 20877 视频 “连线”老红军 何爱东 王君娜 张纪波 张建锋 王国静

177 21174 视频 礼“节”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蔡子惠 冯亮 刘若楠 杨承希

178 20161 视频 百年中国百年党 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尹思予 王尉 王向荣 刘鸿璇

179 18361 视频 信念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陈泽泉



180 18457 视频 减塑 滨州学院 王鹏坤

181 16464 互动 党的百年、家的百年 四川美术学院 朱冠达 龚园 贾雅帆 胡润之 欧阳鼎

182 18696 互动 穿越1921 陈璐

183 19965 互动 两万五千里 周游 吕佩煜 向明媛

184 19501 互动 集邮之旅 张芮颍

185 19266 互动 建党百年时光穿梭机 江西师范大学 叶昱杰 丁珺怡 王梦丹

186 18936 互动 你有一份穿越百年的潮搭指南 孔海洁 李泽雨



序号 报送ID 类别 作品名称 选报单位

一等类

1 15678 音频 声音记忆：重返联合国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19267 视频 光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徐周瑾 陶依然

二等类

1 19479 视频 与恶共舞 北京工商大学 周易 范辉 陈良卓

2 20956 视频 怪物谜语 北京大学 杜灵漪 郑婷婷 吕晨琳 谢贝宁 林清怡

三等类

1 20896 视频 一纸情书 盖若彤

2 19347 视频 背影 江西师范大学 吴莉 朱欢

3 18604 视频 日历 彭碧莹

优秀类

1 15733 平面 拥抱自然 保护环境公益广告系列作品 于洋

2 18533 平面 百年只是序章 江西师范大学 王静洁

3 18891 平面 明灯-无畏 江西师范大学 李功怡

4 17854 音频 换位 东北林业大学 杜文清  孙程博

5 19010 音频 一生只一次的违规 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倪海艳

2021第三届北京国际公益广告大会创意征集大赛等级名单
（未发布类·文案）



6 16274 视频 舞台 谢然

7 21153 视频 看不到的升旗仪式 李文斐

8 21109 视频 乡村振兴之石门村“艺术扶贫” 北京大学 葛家诺

9 18527 视频 我的愿望 江西师范大学 韩诗燕

10 20219 视频 我与红船有个约定 北京工商大学 颜旭江

11 16719 视频 “百手”起家 北京丞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2 19978 视频 生命诚可贵、健康价更高 江西师范大学 管雪梅

13 17138 视频 拼搏！一起向未来！ 北京服装学院 易文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