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  市
浙 省

浙市监广 〔⒛18〕 3号

关于浙江省第十九届
“
金桂杯

”
助力小微企业和区域

经济发展广告创意大赛获奖情况的通报

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告协会,省广告协会各会员单位,有关

广告经营单位 :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实施小微企业三年

成长计划的决策部署,以小微企业提质行动为抓手,充分发挥龙

头广告企业专业特长,引 导广告创意行业成为小微企业和区域经

济发展新引擎,省市场监管局 (原省工商局 )、 省广告协会联合开

展了浙江省第十九届
“
金桂杯

”
助力小微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广

告创意大赛。大赛共收到各地选送的参赛广告作品 629件 ,其中

平面作品469件 ,视频作品98件 ,音频作品62件。

本次大赛评委会由业内专家和高校教授组成,通过专家评委

的两轮网络评选、一轮现场评审,最终评出获奖作品 194件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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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附后 ),其中平面作品147件 (金奖 6件、银奖 15件、铜奖 21

件、优秀奖 105件 ),视频作品 28件 (金奖 1件、银奖 3件、铜

奖 5件、优秀奖19件 ),音频作品19件 (金奖 1件、银奖 2件、

铜奖 3件、优秀奖 13件 )。

杭州燧人广告有限公司选送的 《道骨仙风 磐安云峰》等 8件

作品荣获金奖,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选送的《启路文具 (书

写人生篇 ,,9等 20件作品荣获银奖,宁波远见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选送的 《来自 3060尺的高度》等 29件作品荣获铜奖,浙江高速

广告有限责任公司选送的 《甘露百花蜂蜜品牌包装》等 137件作

品荣获优秀奖。

根据各市广告协会组织参赛作品的具体情况,大赛组委会决

定授予宁波市广告协会、金华市广告协会、湖州市广告协会、绍

兴市广告协会、台州市广告协会等 5家单位为组织奖。

希望获奖单位和全省广告经营单位、广告策划、创意设计人

员再接再厉,不断创新,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为促进我

省广告创意产业、促进我省小微企业和区域经济更快更好发展做

出新的贡献。

附件:第十九届
“
金桂杯

”
获奖作品名单

狲蛔

饧^砀

银: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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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十九届
“
金桂杯

”
获奖作品名单

平面作品

序号 编号 报送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金奖6件

B85 宁波泼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西湖盛宴包装设计 高炳炳

B87 宁波泼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熊猫有礼鳕鱼干、鱿鱼干包装 高炳炳、严涵

3 B96 宁波泼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抢鲜一步食品形象设计推广 高炳炳

刀
吁 B259 湖州视新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十二邀 ·阅湖州系列 9幅 吕舜

B298 义乌市品智广告有限公司 栖隐大安品牌形象设计 何少兵、唐宗春

B367 台州市核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台州礼物定位篇系列 岳雷

银奖 15件

7 B1 沆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M主张生活》系列 陈佳军

8
D
D 沆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爱上萧山峰》系列 陈佳军

B31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今天您充电了吗 蒋亚清

D
D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灯泡三部曲》

柏力中、蒋冰璐、

王雅倩

B158 绍兴市雅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化妆舞会 蔡立群

B184 绍兴市陈楷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财勿忧一门神系列 2幅 陈楷

B187 绍兴市陈楷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元亨面-四 心系列 4幅 陈楷

14 B202 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常常欢笑,尝 尝乐莱堡 陆晓雯

B226 湖州谢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菜场里的信仰——排队〓广告,口 碑〓

广告,位置〓广告》系列三幅
沈键、费雪芳

B229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天池水 黄兴国

B236 湖州泰仑广告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闲置系列 2幅 李超

B254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与大厨一起做煮系列广告海报 4幅 董思洋

B265 湖州谢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咬你一大口 我有牙保姆》系列三幅 沈键、费雪芳

B300 浞乌市品智广告有限公司 义金红系列包装设计 7阝 Ⅱ扛

B357 台州市玉榴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自然 张健龙

铜奖2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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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纸阅读》系列 岳彩超

B13 浙江高速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请勿疲劳驾驶 (前程似锦篇、一家团圆

篇、安居乐业篇 )

张增辉

B23
上海大释广告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
华数-十周年老用户回馈海报 5幅 程清

B103 宁波远见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来自3060尺 的高度 傅超雨

B256 湖州泰仑广告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倾听自然,渔音未了系列 3幅 吴梦帆

B258 德清县清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德清旅游系列 5幅 姚丽丽

B260 湖州谢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源流就是源流,潞村还是潞村,蚕事

必是传世》
沈键、费雪芳

B261 湖州谢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个个丰满》系列三幅 沈键、费雪芳

B267 湖州泰仑广告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更多的组合,更多的口味 姚卫锋

B270 金华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艺福堂姜茶系列 蒋乐

B299 义乌市品智广告有限公司 义供红糖系列包装设计 7阝 ψ争

B314 杭州有氧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我在杭州为时代肖像掌镜 朱嘉怡

B316 浙江风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动漫车站》 李立琼

B337 朝辰平面设计工作室 美食市集 阮泮婷

B340 朝辰平面设计工作室 青龙寨 阮泮婷

B342 浙江汇宝广告有限公司 活黄鱼 陈挺

B365 台州市核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车窗玻璃手机洞篇 岳雷

B446 温州市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IY Marker组 装工厂 吴柏飞

B448 温州市珊瑚广告企划有限公司 发现之雨伞篇、灯笼篇 李若丹

B453
温州交运集团城东公交有限公司

广告服务分公司
妙鲜保鲜膜 季雅芳

B456 喘安市快乐门企划印务有限公司 信用瑞安 LOG0 林放

优秀奖 105件

B3 沆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报以》系列 岳彩超

D
D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看见看不见的价值》系列 岳彩超

刀
△ B6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人生得意 须峰景》系列 陈佳军

B7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伞 爱》系列 陈佳军

刀
△ B9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伞的故事》系列 陈佳军

B10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为你我尽其所能——孩子》系列 岳彩超

B17 浙江高速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甘露百花蜂蜜品牌包装 张增辉

B20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 不要光做白日梦 3幅 徐晓菁、章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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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

院
专属活力酵程 3幅 龚成、伍星航

B24
上海大释广告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

华数&乐橙-智 慧安防
“
眼系列

”
海报 :

幅
程清

D
D

上海大释广告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
华数-“没钱做广告

”
海报 程清

D
D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关注酒驾 康诗垒

B32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让看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康诗垒

B33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让我们共同承诺 康诗垒

B45 宁波远见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嘴

”
享受》 史岚

B50 宁海县宴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古噜鸭连锁品牌 俞程元

B51
宁波友联盛业文化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牧村文旅系列 LOGO设 计 常文进

B53
宁波友联盛业文化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老鄞江 LOG0设计 郑芸芳

B55
宁波友联盛业文化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水璇律 LOGO设计 赵梦丽

B74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苏可果茶》 蒋亚民

B77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让你的生活与众不同》 姚碧莹

D
D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膨胀 ing》 李燎燎

B81 浙江八瓦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八瓦 IP梦工场海报设计 王坚

B86 宁波泼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熊猫有礼端午礼盒包装设计 高炳炳

B90 宁波泼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熊猫有礼年终礼盒及推广海报 高炳炳

D
D 宁波泼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伯虎花月中秋礼盒 高炳炳、严涵

B94 宁波泼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徵米电动形象设计推广 高炳炳

B97 宁波泼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潘火汽车大道标识导视 高炳炳

B98 宁波远见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阅读如此立体真实 傅超雨

D
D 宁波远见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鱼跃血糖仪》 王玲

B106 宁波远见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单指按压 贞口有神助 周捷

B114
宁波江北瑞臣工艺品设计有限公

司
千灯万盏不如心灯一盏 张玉洁

B115
宁波江北瑞臣工艺品设计有限公

司
星球杯系列包装 王燕燕

B120 浙江尊荣千想传媒有限公司 千想传媒-赢在路上宣传海报 3幅 郑元笙、李照

B140 绍兴市上虞区交通广告有限公司 想当网红的灯泡 胡子墨

B143 绍兴市上虞区交通广告有限公司 Wcngo萌 口少儿荚语 ⅤIs 金虞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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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4
绍兴市上虞创想传媒环艺有限公

司
巧哥净菜配送 3幅 朱建江

B149
绍兴市上虞创想传媒环艺有限公

司
上虞仙果 四季飘香 4幅 朱建江

B159 绍兴市雅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货货必达 陈孝坤

B160 绍兴市雅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匠心 王秀文

B171 新昌县良品堂广告有限公司 茶文化节户外广告 俞良辉

B178 绍兴市翰堂广告有限公司 老绍兴 ·醉江南 (绍兴旅游指南 ) 范轶峰

B183 绍兴市陈楷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财勿忧-冰冻系列 3幅 陈楷

B185 绍兴市陈楷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财勿忧-扫 雷系列 3幅 陈楷

B186 绍兴市陈楷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艺术不独舞系列 3幅 陈楷

B188 浙江博远将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禾风江南系列大米包装 张琴燕

B197 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酱心 吴劲草

B201 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不要让食物代替你说话 戴可为

B204 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江南印象餐饮系列 徐炅

B208 嘉兴千里马传媒有限公司 逗蛙形象设计 马雪梅

B218 个人 爱蒙思男装系列 吴佳杨

B220 个人 助你把握人生——宝岛眼镜 王利兰

B224 湖州视新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丝 (思 )念 吕舜

B225 胡州视新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湖州名人书斋名信片系列 6幅 吕舜

B227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心”
之所属 黄兴国

B228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 司
萌芽 (系 列 ) 黄兴国

B235 湖州泰仑广告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无声 李超

B237 浙江贝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湖笔四德系列 4幅 陈海峰

B238 浙江贝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环保系列 3幅 马凯锋

B248 浙江赢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屁饨颂系列 7幅 孙玮

B250 浙江路友广告有限公司 盱的定制没那么贵 杨静

104 B253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真材食料系列 4幅 费海琴

105 B255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动物世界系列 3幅 施严敏

B257 湖州城色空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穿针引线 杨家权、杨杰

B263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份有 极限酷爽系列 2幅 黄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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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B266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 司

势均荔敌/桃之夭夭/压梨山大/坐享其

橙
吴晨

B275 金华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和平整形医系列 杨小晗

B276 金华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生活的味道系列 卢如周

B295 义乌市恒风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新星儿童玩具 LOG0设 计 周健伟

B296 义乌市恒风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信蜂手工皮具网站页面及 LOGO设计》 张峰

B317 浙江风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横店春节大庙会》 李嘉卉

B324 肮州巴士传媒有限公司 《任性的靠近你》 贺婉蓉

B326 沆州巴士传媒有限公司 午得多 严加佳

B331 杭州巴士传媒有限公司 《大嘴巴》 贺婉蓉

B333 个人 御济中药真精诚 熊春萍

B335 朝辰平面设计工作室 越界-夏至 阮泮婷

B366 台州市核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盘神篇 岳雷

B368 台州市核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阅读让生活更清新 岳雷

B369 台州日报广告有限公司 大光明眼镜形象推广 解凉意

B373 丽水日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看书就不会输 李爱伟

B379 丽水市大家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白鹭锈板景观墙 郭尧

B380 丽水市大家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遇见好山好水好林 郭尧

125 B382 丽水市大家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龙虾大佬再掀风云 郭尧

B385 丽水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茶姬洗发护发组合包装 朱湘君

B388 丽水市越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生生堂国医馆标志设计 吴小敏

B391 缙云县人本装饰广告有限公司 缙云土面之乡愁篇 麻城阳

B400 江山灵诺广告有限公司 雅迪乐企业宣传画册 王喜良

B403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浙江灵动广告有限公司

实验学校百年校庆品牌形象及校园文

化建设广告设计制作
温百秋、吕炜巍

B404
街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浙江灵动广告有限公司
大疆沃土产品广告设计 温百秋、杨文渊

B405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浙江灵动广告有限公司
开化气糕产品广告设计 温百秋、胡佳雨

B406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浙江灵动广告有限公司
广盛集团品牌广告设计 温百秋、茹丹盈

B407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浙江灵动广告有限公司

齐溪茶香小镇品牌环境文化建设广告

设计与制作
温百秋、吕炜巍

B408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水亭门遗址公园品牌环境文化建设广 温百秋、杨文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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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灵动广告有限公司 告设计与制作

B424 温州叶丹企划设计有限公司 苍南月饼伴手札包装礼盒 叶其丹、缪姿玲

B431 温州百代家居制造有限公司 卡雅三大风格系列海报 余聪、林一丹

B438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俞吃 杨方冕

B441 浙江四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世界东方-让世界看见你在改变创意海

报
张登峰

刀
△ B442 浙江四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泰龙茶叶品牌 LOGO设 计 张登峰

B443 瑞安市飞豹广告装璜有限公司 瑞安清明早茶 高明、余斜钧

B447 温州市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神奇骨头 吴柏飞

刀
△ B454 瑞安市路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天瑞地安

”
瑞安伴手礼 林放

144 B457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爱好伴你成长 李彤瑶

刀
△ B460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途 刘欣

刀
△ B461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印记 裘丽娜

刀
△ B462 舟山今日传媒有限公司 渔民画 傅栋杰

视频作品

序号 编号 报送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佥奖1件

1 A1 杭州燧人广告有限公司 道骨仙风 磐安云峰 蒋凭轩、胡云鹏

银奖3件

2 A14 宁波点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星火传奇》 卢斌

3 A52 金华市非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古婺窑火
孙海、何远瑶、李沐芸、应

谆、徐平、何飞、吴文含

A65 杭州有氧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我看见城市的脸 展丹丹

铜奖 5件

5 A2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我们在您身边 康诗垒

6 A13 宁波宝葫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堰广告片王琳篇 赵书松

7 A37 浙江枭龙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家乡的梦 江云飞

A76 浙江风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Leaveˉ厉乏:日 毕花、蒋依笑

A79 浙江乐韵传媒有限公司 小糊涂仙酒广告片 王建伟

优秀奖 19件

▲

^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知识让人生更加美好 康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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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姚市广播电视广告有限公硎 越窑瑰宝 胡晓云、袁峰

余姚市广播电视广告有限公司 何记面馆 毛晓红、袁峰、周成森

A17 余姚市广播电视广告有限公司 咖啡卫道者 傅琛、黄斌鑫

‘

^ 宁波奇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白禾品牌故事 方谷

A19 宁波奇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马威励志篇 卢超军

A20 宁波弘成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东海半边山一东海学堂宣传

片
赵奕

A36 浙江浙派电器有限公司 浙派集成灶三维视频 闫红涛

^
^ 义乌梵道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赵善荣

A63 金华广电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幸福家 ·快乐家》 汪爱群、钱迎亚、戴江豪

^
^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
蛙喔

”
品牌形象广告

郑涛、周全、王冰雷、陈霖、

陈春

A68 浙江新零点广告有限公司 妻怠爿台+INDUsTRY 黄霖炫

A69 温岭日报有限公司
为温岭打 Ga11∶ 中国童鞋,看

我们 !

陶仙萍、叶平安、王迪青

A75 浙江风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此刻开始不一样-涂鱼坊画板 毕花、卢晓媛

A80 浙江乐韵传媒有限公司 子歌乐器广告片 王建伟

A87 温州广进祥食品有限公司 舌尖上的广进祥 梅百亨

A88
温州叶丹企划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乐韵传媒有限公司
《满福》微电影 叶其丹、王建伟

A90 浙江冠素堂食品有限公司 玛祖卡中秋月饼-孟 子篇
舟山盛世汉唐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侯兴雷 )

A98 舟山新威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玛祖卡月饼 董列中

音频作品

序号 编号 报送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金奖1件

1
卩
ι 湖州广播电视总台 老娘舅商务套餐 (高铁篇 ) 张立、梅海、章晓瑛、周志蓥

银奖2件

C3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 启路文具 (书 写人生篇 ) 王满慧、李骏、宣一萍

C28 湖州广播电视总台 老恒和酱油 (传承篇 ) 梅海、章晓瑛、张立、周志蓥

铜奖 3件

C10 宁波市北仑区广播电视中心 京味东来顺 吴孟洋

C11 宁波市镇海广播电视台 房洽洽 徐礼兵、李杰、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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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 平湖市广播电视台 本土风味-ˉ 老平湖 李英涛、谢飞

优秀奖 13件

7
冖
ι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 民泰银行 (在希望的田野上 ) 王满慧、李骏、宣一萍

C4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 雪涛澳洲海盐 (春节版 ) 朱静媛、李骏

C23 恁清县广播电视台 浙一家红枣枸杞黄酒 胡杭昀

C24 德清县广播电视台 红糖馒头 胡杭昀

C32 湖州广播电视总台 本官的茶
陈洪操、汤怡明、李希佳、赵

秋阳

C35 安吉广播电视台 安利森 林荣高

C38 金华市非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振扬厨具
孙海、何远瑶、李沐芸、应谆、

徐平、何飞、吴文含

C40 东阳市广播电视台 马自达昂克赛拉 徐静

C47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 ⒊090主题影城 章艳婷、赵姗姗

C48 金华广播电视台对农广播 《楼氏酱鸭广告》 吴健

C50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 明家装饰森呼吸 章艳婷、赵姗姗

C54 三门广播电视台 和记火锅 王瑜、孔令仪

C59 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普惠金融虾农贷 支农支小圆

梦想
范慧蓉、章杰伟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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