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浙市监广 匚⒛19〕 2号

关于
“
放心消费在浙江

”
公益广告比赛情况的通报

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
“
放心消费在浙江”

行

动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公益广告在营造放心消费社会共建共享

氛围中的积极作用,省市场监管局 (原省工商局 )、 省广告协会联

合开展了
“
放心消费在浙江”

公益广告比赛。活动得到了各地广

告协会、各级媒体和广告机构的积极响应,期 间共收到参赛广告

作品502件 ,其中平面作品420件 ,视频作品45件 ,音频作品37

件。

现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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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件 ,其中平面作品142件 (金奖 6件、银奖 13件、

铜奖 19件、优秀奖104件 ),视频作品⒛件 (金奖 1件、银奖 1



件、铜奖2件、优秀奖 16件 ),音频作品17件 (金奖1件、银奖

1件、铜奖2件、优秀奖 13件 )。 具体获奖作品名单详见附件。

根据各市广告协会组织参赛作品的具体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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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单位为活动组织奖。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协会和获奖单位要通过各种媒介途

径与方式方法,加大对优秀公益广告获奖作品的宣传展播,进一

步传播放心消费社会正能量。希望全省广告经营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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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
“
放心消费在浙江”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附件:“放心消费在浙江”公益广告比赛获奖作品名单



附件
“
放心消费在浙江

”
公益广告比赛获奖作品名单

平面作品

序号 编号 报送革位 作品名称 作者

佥奖6件

D
D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放心是伞,放心是灯 陈佳军

B7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放心不只是挂在嘴边的亲,更是摔在手
心里的心

陈佳军、马欣、张

殊君

3 B21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自然系列 黄忠

"
" B27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让良心如影随形 康诗垒

B125 绍兴市陈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不玩猫赋系列⒁幅) 陈楷

B204 胡州泰仑广告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汶心系列 2幅 李超

银奖13件

B9 沆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z4小 时系列 黄忠

B10 肮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安检系列 黄忠

B13 抗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放心系列 黄忠

B14 抗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铙头系列 黄忠、马欣

B15 抗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科普系列 黄忠

B18 沆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蔬菜肠胃系列 黄忠

B23 宁波市奉化滤钪广告设计工作室 别让它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康诗垒

B33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用尺度规范自我 康诗垒

B126 绍兴市陈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良之四心系列 (4幅 ) 陈楷

B192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成语新解系列 2幅 黄兴国

B275
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浙里消费有码可依
“
肉禽篇

”、“蔬菜

篇’、 “水果篇功 朱培青

"
△D

D 金华市非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 放心消费
孙海、许栋梁、何

远瑶、胡加慧

B403
绍兴市上虞创想传媒环艺有限公

司
安全浙江放心食品系列 朱建江

钼奖19件

n
υ

o
‘ B2 浙江高速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抖新鲜 (虾、蟹、鱼) 张增辉



B5 浙江高速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步到味(白 菜豆腐汤、玉米排骨汤 ) 张增辉

B16 沆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泣链系列 黄忠

B17 沆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礼物系列 马欣、张殊君

B22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
浙
”
颗心不能少 康诗垒

B28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食品不是药品 康诗垒

B35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指纹篇 康诗垒

B69 宁波泼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双保险 高炳炳

●

z B84 宁波坤晨广告有限公司 故心消费系列 (魔方篇 )(口 红篇 ) 何军

o
‘ B94

绍兴市柯桥区百世代广告装潢中

心
韵达在用心 王林丽

B118 绍兴市翰堂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比心、放心、品心 范轶峰

B205 湖州泰仑广告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不做伪装者系列2幅 吴梦帆

B261
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不差毫厘-“肉类篇
” “

水杲篇
” “

五

谷杂粮篇
” 朱欣露

B267
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实事求是-“买椟得椟
”
篇、 “

指鹿为

鹿
”
篇

吴伊丽

B297 佥华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淮吃谁 蒋乐

B299 佥华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重拾那一份纯其 卢如月

B347 丽水 日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每天放心 李爱伟

B360 丽水市叁国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禁卖品 陈毅

B361 丽水市叁国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扫码
“
枪

1

陈毅

优秀奖104件

B3 浙江高速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美味陷阱 张增辉

0
D 折江高速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安全保卫战-(蝙蝠侠篇、蜘蛛侠

篇、钢铁侠篇、美国队长篇 )
张增辉

刀
’ B11 沆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点赞系列 黄忠、张殊君

B12 沆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法律系列 黄忠

B19 肮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蔬杲安全系列 黄忠

"
i B20 沆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运动系列

陈佳军、马欣、张

殊君

B29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泰山篇 康诗垒

B30 宁波市奉化滤铳广告设计工作室 小添加 大危害 康诗垒

B31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心口如一 康诗垒

B32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以信立业 康诗垒



"
" B34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这一点不能少 康诗垒

B45
宁波联动优势文化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呆护伞 任丹丹

B57 佘姚日报社 心中有秤 张闻雯
D
D 余姚市信诚广告有限公司 汶心消费在浙江 韦先镲
D
D 宁海县图南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汶心消费在浙江 字体设计 彭赛赛

c
J B77 宁波直众 21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lE绝过度包装 孙文杰

B78 宁波直众 21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担绝价格欺诈 包鑫

B89 宁波泼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
J 高炳炳

D
D 衣嘉县经典广告有限公司 营造环境 展现风采 刘明康

D
D

绍兴市柯桥区百世代广告装潢中
心

故心,买买买 ! 王林丽

B100 绍兴市上虞区交通广告有限公司 诚信微商 王建杜

B104 绍兴市上虞区交通广告有限公司 故心在
“
浙
”

李茜

B105 绍兴国艺广告有限公司 故心浙江 陈超群

B112 折昌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诚信 315 甄海斌

B113 新昌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故心消费 甄海斌

B114 新昌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保护伞 甄海斌

B116 绍兴日报报业广告有限公司 故心消费在浙江 (2幅 ) 施淑琴

B124 绍兴天启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扶心消费在浙江 孙诗涛

B127 绍兴市陈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以心换心条码系列(6幅 ) 陈楷

B129 渚暨市勤+缘礼仪广告有限公司 消费安全 苦钟长鸣 (3幅 ) 李元栋

B134 折江一百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于恒远》 袁振斌

B141 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放心买》系列 张铮

B147 嘉善县城市公交有限公司 故心消费 邬平平

B151 个人 屎险柜式的保障 王利兰

B155 长兴广告有限公司 《锁》 《心锁》系列 2幅 孙佳伟

B157 长兴广告有限公司 《将心比心》 孙佳伟

B158 浙江佰世龙腾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故心消费在湖州 黄敬成

B159 浙江佰世龙腾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心口一致 黄敬成

B160 浙江佰世龙腾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汶心消费责任有约系列 3幅 余文慧

B163 长兴恒嘉广告有限公司 美好生活从放心消费开始 周飞

B176 安吉新闻集团 厨房革命 刘倩梅



B183 安吉新闻集团 舜房革命标准引领,放心消费精准治理 陆腾飞

B195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公平买卖 黄兴国

B198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 司

钱币 黄兴国

B200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食品

“
写真

”
系列 3幅 童思洋

"
△ B202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我读书少,不要骗我系列 3幅 徐贤君

B203 湖州泰仑广告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故心消费所需要的
“
坚持

”
系列 3幅 陈俊良

B206 胡州泰仑广告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汶心涂料系列 4幅 吴梦帆

B208 湖州泰仑广告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澡护消费,放心消费 姚卫锋

B211 湖州泰仑广告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天天消费,天天放心 姚卫锋

B212 湖州泰仑广告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严 “
打
”

系列 3幅 余方周

B218 湖州巨业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故心消费 庞淑颖

B219 胡州南浔瑞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平秤 李东青

B222 湖州南浔瑞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放心消费 诚信湖州 陈传江

B230 浙江万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汶心消费在湖州 沈敏

"
吁 B236

湖州浙北国鹰美术装璜广告有限

公司
诚信链接未来 唐殿东

B237
湖州浙北国鹰美术装璜广告有限

公司
诚信乃立足之本 唐殿东

B238
胡州浙北国鹰美术装璜广告有限

公司
汶心消费在湖州 唐殿东

B240
湖州浙北国鹰美术装璜广告有限

公司
成信湖州 唐殿东

B241
湖州浙北国鹰美术装璜广告有限

公司
诚信不是

“
儿戏

”
唐殿东

B247 胡州城色空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拥抱爱 杨家权、赵京慧

B249 胡州职业技术学院 故心消费在餐饮 李祯祯

B250 胡州职业技术学院 放心消费在商店 李祯祯

B253 义乌市恒风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美
“
实
’

朱荐芬

B255 义乌市恒风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在
“
浙
”
消费 张峰

B257 义乌市恒风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幸福的味儿 吴兰君

105 B263
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汶心网店 身临其境 陈璐



106 B264
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故心消费在浙江,无需练就火眼金睛

喝茶篇、住宿篇、吃桃篇
吴婷

107 B265
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三潭印月 龚超萍

B268
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食品安全 《安全培训篇》、 《检查检疲

篇》、 巛健康上岗篇》
胡含菲

B270
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听见即所得 王珍珍

110 B272
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
沁 朱轩愉

111 B274
折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广告有限

贵任公司
浙里购,放心 ! 吴玲玲

B278 佥华市天彩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工作之钟 孙黎明、盛寒洁

D
D 佥华博瑞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看

“
浙
”

里 唐东方

114 B283 佥华博瑞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汤购 杨浩

115 B286 义乌商报报业集团 良心生产 品质保证 放心消费 郑巧华

B294 金华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放心消费在浙江》系列 杨小晗

B296 金华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卖家秀与买家秀 徐晓彤

118 B305 磐安县大自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战信如金 叶滨滨

B317 浙江汇宝广告有限公司 汶心浙江 陈挺

^
υ B325 趄越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汶心消费源头做起系列 於璐

B332 台州市玉榴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秤砣 叶定

122 B334 台州市玉榴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洁 叶定

123 B338 台州市玉榴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言用浙江 叶定

124 B340 台州赤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还我本性 陈超奇

125 B344 台州市核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lBl刺 叉篇 核意文化创意

126 B355 缙云县人本装饰广告有限公司 购物车 1 麻城阳

127 B357 缙云县人本装饰广告有限公司 清白 麻城阳

128 B358 丽水市叁国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故护伞 刘冰竹

129 B359 丽水市叁国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清除
“
尘秽

”
刘冰竹

B362 丽水市叁国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无忧 胡佳雯

B363 丽水市叁国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消失 胡佳雯

B364 丽水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红盘子&绿盘子 毛俊华

133 B365 丽水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蔬呆不美容 毛俊华

"
’ B374 舟山日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吃得放心 用得放心 游得放心 陈琳



B378 舟山晚报传媒有限公司 巛诚信经营》系列 应傲立

B390
舟山市定海金石广告设计有限公

司
冢色消费,健康每一天! 顾伟宏

137 B393
舟山市定海金石广告设计有限公

司
资源有限、善待环境、请合理消费 ! 顾伟宏

B395
舟山市定海金石广告设计有限公

司
绿色生态 健康消费 顾伟宏

B410 绍兴市雅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故心消费 蔡立群

140 B416 绍兴上虞金胜广告有限公司 放心消费在浙江-系 列海报 康婷婷

141 B417 绍兴上庋金胜广告有限公司 故心消费在浙江-西游篇 李林

142 B418 绍兴上虞金胜广告有限公司 在
“
浙

”
里,就购了 李林

视频作品

序号 编号 报送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佥奖 1件

1 A9 佘姚市兄弟广告发展有限公司 不能厚了利润,薄 了豆浆 杨琼

银奖1件

A1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汶心不只是挂在嘴边的亲,更

艮捧在手心里的心
陈佳军、马欣

铜奖2件

A21 浙江弦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动画 (严厉打击篇 ) 阮梁

A43 舟山海威影视动漫有限公司 卖鱼 “放心消费在浙江’
潘汉渭

优秀奖16件

A2 宁波方太营销有限公司 美善产品 让你放心 刘洋

A4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还原食物本色 请勿速法添加 康诗垒

A5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工作室 用良知保障食品安全 康诗垒

A7 宁波启阳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相聚 仇阳

9 A8 滇海电视台 放心消费在浙江 李欣

A10 佘姚市广播电视广告有限公司 金桥红木
毛晓红、袁峰、周成森、娥

东

A11
宁波市公众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运

营服务中心
汶心消费在浙江公益广告片 周正显

A19 浙江枭龙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汶心消费在浙江-美味浙江 江云飞

A22 浙江弦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 阮梁



"
△ A23 浙江弦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奶粉篇公益 阮梁

A24
安吉广电梅地亚广告策划有限公

司
汶心消费从余村出发 李伟萍

A27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擦边安全
谢泳飞、徐丹、李跃、谢訇

婷、李明国

A31 佥华市非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治病又道 买药有方
孙海、徐平、何飞、应谆、

吴文含、何远瑶、李沐芸

Λ33 兰溪市广播电视台 《放心消费在浙江》
文案:李 霏 制作:冯艳匏

配音:祝佳

A42
三门县传媒中心 (三 门县广播电初

台 )
放心消费在浙江公益广告 章宏坤

A44 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海分局
定海区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区

宣传片
梅娜

音频作品

序号 编号 报送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佥奖 1件

1
冖
ι 余姚市广播电视台 有点不一样 娄城、娄智伟、陆晓珊

银奖1件

2 C13 绍兴广播电视总台
巛放心消费在浙江之菜场奇缘

篇》
胡扬、赵莹

铜奖2件

C17 长兴广播电视台 小餐馆的早晨 叶綦

4 C27 台州市黄岩区传媒集团
它们都是放心消费建设示范单

位
符莺

优秀奖 13件

5
冖
ι 鄞州区广播电视台 安心消费不止在浙江

王海棠、贺叶、俞瑜、张瑾、

杨峥

C5
永嘉传媒集团 (永嘉县广播电视

台 )

嘿嘿,放心买
金瑶瑶、陈琼玲、戴金鑫、潘

识系、叶冰峰

7 C12 绍兴广播电视总台 《放心消费歌》 沈宗泽

8 C18 长兴广播电视台 病茵攻防战 孙力

9 C19 湖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总 台 ) 安全消费知多少之办卡篇 吴昊珈、赵秋阳

冖
ι 磐安县广播电视台 诚信经营 放心消费 黄航飞、何丽丽、亓伟达

冖
ι 磐安县广播电视台 严查消费欺诈 黄航飞、何丽丽、亓伟达

C30
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 (临海市广

潘电视台)

汶心消费在浙江 徐笑



C31 台州市天台县传媒中心 买自行车 言君飞

14 C33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 浃心消费在浙江 (杜甫篇 ) 黄尤嘉、李骏

C34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 巛放心菜场启》 李骏

∠
● C35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 《南了》 谢或、李骏

C37 淅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 阳光厨房 王浦忘、李骏



抄送:浙江省广告协会、各市广告协会。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zO19年 3月 8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