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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第二十三届“金桂杯”广告创意大赛
入围获奖作品名单

商业广告入围获奖作品

序号 类别 报送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1 视频 宁波东钱湖文旅传媒有限公司 《新中式新净界·青岩绣》 冯哲 谢雄

2 音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晚安（睡眠博士）
方艺蔚、李骏、贾健、

柒一民

3 平面 诸暨市唐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春秋花房 杨挺

4 平面 钱江晚报 钱江晚报形象广告 谢敏婕

5 平面 申燕 原料百分百 申燕

6 平面 丽水蓝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果酒微熏》果酒礼盒 毛俊华

7 平面 长兴天工装饰广告有限公司 《固若金汤 滴水不漏》 陈骏

8 平面 杭州致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欢乐之旅系列
刘浩、杨剑、余翔、涂

倩、冷丰江

9 视频 奥杰广告（杭州）有限公司 保利橙管乐园 奥杰广告

10 视频 安吉新飞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父爱无言 哈啰相随 曲毅

11 视频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微电影《照亮》 周志兰

12 平面 华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幸会绿茶》 周杨

13 平面 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书如……》系列 徐炅

14 平面 湖州视新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书香之节日海报 王云峰、杨赟 、吕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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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平面 申燕 百年相守 百年见证 申燕

16 平面
湖州南控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象外环保系列海报 章程

17 平面 嘉兴市左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嘉兴学院红船精神育人成果

展示馆
张学雄

18 视频 浙江天贺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5G智云领航”助力

企业纾困解忧篇
马明举

19 平面 绍兴灵犀广告有限公司 越窑青瓷 标签 绍兴灵犀广告有限公司

20 视频 衢州火神瓷业有限公司 衢州白瓷麻蓬拳四方茶具 衢州火神瓷业有限公司

21 平面 嘉兴市奥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平湖东湖前街商业街 VI视觉郭郁甫

22 平面
浙江雅图传媒环艺股份有限

公司
崧厦伞城 冯凯栋

23 视频 玉环市全策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全新品牌形象
张瑞煎

24 平面 浙江灵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泉井边村农产品包装设计 温百秋、叶理惠

25 平面 嘉兴市纳海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张萃丰嘉兴伴手礼——嘉禾

八景

嘉兴市纳海品牌策划有

限公司

26 平面 嘉兴市纳海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顺丰中秋公益礼盒设计—开

启美好生活（莲花助学+顺丰

森林）

嘉兴市纳海品牌策划有

限公司——王周超

27 平面 湖州市众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INSPORT 费海琴

28 平面 杭州致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安全座椅系列
刘浩、杨剑、余翔、

涂倩、冷丰江

29 视频 浙江日报传媒有限公司

铸就硬核力量 筑梦共同富裕

-浙江交通集团20年改革发展

纪实片

王家杰、钱水强、

徐晓文

30 视频 浙江尚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席师傅广告片 董广明

31 视频 杭州有氧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滴滴代驾发光包春节篇 有氧 YOYA

32 视频 杭州有氧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国宝不止一面 有氧 YOYA

33 平面 奥杰广告（杭州）有限公司 保利蓝宝隐秘美学 奥杰广告



- 3 -

34 平面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每天都是度假 黄兴国

35 平面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
礼帽出行手机壁纸海报 陈佳军

36 平面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
欢迎大象回家 郑刚

37 平面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
春风十里留人醉 徐绍飘

38 平面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
HELLO杭州 陈佳军

39 视频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
礼帽出行 logo创意演绎 陈佳军

40 音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 《横店的夜》 焦子明

41 平面 中通服慧展科技有限公司
超级 SIM卡——军刀篇 打印

机篇
鲍增伟、陈玉婷

42 视频 金华非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金华火腿 金华市非凡传播

43 音频 中通服慧展科技有限公司 电信流量卡电台广播 刘念念

44 平面
浙江一百广告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
蟹临门

浙江一百广告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45 平面
浙江国瑞网科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方寸间

浙江国瑞网科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46 平面
浙江国瑞网科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东缇岛 DONGTEA

浙江国瑞网科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47 视频 宁波广播传媒有限公司 奉化香榧
李雯倩、罗音吟、

王伟波、邱靖蕾

48 平面 诸暨市唐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生物多样性 杨挺

49 视频 杭州燧人广告有限公司 《西湖龙井》 蒋凭轩

50 平面 湖州奇艺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一根银丝“纺”全球 杨家权

51 平面
温州市非常印象广告装饰有

限公司
欢喜美学研习社 陈湘晖

52 视频
浙江东阳市爱游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非遗篇｜东阳市麦秆画非遗

传承技艺——执秆为画，点草

成金！

爱游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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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平面 台州市核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雪鹄胖大海包装创意 岳雷

54 平面 台州市核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大元泵业产品形象广告引擎

钥匙篇
岳雷

55 平面 钱江晚报 精神富有 读领风尚 谢敏婕

56 视频 韩渊瀚 花香悦然，“樱”为有你 韩渊瀚

57 平面 孙可欣 睡得自然 孙可欣

58 视频 宁波众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寻·梦 东钱湖 JUN酒店品牌

片
陈峰

59 平面
浙江衢州南孔文化创意传播

有限公司

孔子爷爷（南孔爷爷）系列文

创产品

浙江衢州南孔文化创意

传播有限公司

60 视频 嘉兴市嘉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衣柜香薰蜡片 赵百武

61 平面 嘉兴市奥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玉品汤臣餐饮 VI视觉 郭郁甫

62 平面
湖州南控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弁山景区法华寺导视系统设

计
章程

63 平面 宁波大学
御见宁御承堂美术馆文创产

品品牌形象设计
许少桦

64 平面
浙江兄弟广告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江浙顶峰茶

吴杰、沈伟杰、

雷伟、雷诗琪

65 视频 丽水市后浪文化有限公司 today coffee 兰旭淼

66 平面
浙江兄弟广告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畲小妹

吴杰、沈伟杰、

雷伟、雷诗琪

67 平面 浙江灵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钱江源味道农产品包装设计
浙江灵动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68 平面 浙江灵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钱江源味道农产品包装设计
浙江灵动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69 平面 浙江灵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明果村乡村品牌设计
浙江灵动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70 平面 嘉兴市纳海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浙江龙谦食品有限公司吉祥

物

嘉兴市纳海品牌策划有

限公司

71 平面 湖州市众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趣农场 徐贤君

72 平面 嘉兴市伟亮广告有限公司 金色童话 张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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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平面 浙江赢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乌镇老树林酒吧-中西音乐节

（1-3）
曹超、孙玮

74 平面 长兴天工装饰广告有限公司 《玖月甜品》2幅 高蕾

75 平面 长兴天工装饰广告有限公司 《从齿开始 光辉灿烂》 陈小岚

76 视频 浙江共鸣影视有限公司 舞女神 共鸣影视

77 平面 温州市珊瑚广告企划有限公司
《榴上品》《芒有味》《要荔

志》《葡将就》
李若丹

78 平面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秘境 黄兴国

79 平面
东阳市虎鹿一间文化传播工

作室
马生的面 朱洪峰

80 视频 杭州有氧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人生之喜”数字虚拟人 有氧 YOYA

81 视频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畅游所“箱”
毛周杰、张舒雅、

郭珊珊、于小玥、杨承露

82 平面 义乌市恒风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晶雅茶具品牌视觉展示 张峰

83 平面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
三亚 嗨了 陈佳军

84 平面 浙江力的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浙江省运会造型 郑艳

85 视频 嘉善县传媒中心
嘉善农商银行--善向未来 共

富致远
周频

86 平面 绍兴聚慧堂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一把雨伞 一个世界 一种真

情
顾金丽

87 平面 杭州诺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幽幽管产品宣传海报
杭州诺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88 平面 丽水市劲马广告有限公司 强防护 伢牙乐 陈诗苑

89 视频 杭州朝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西湖论剑网络安全大会病毒

视频【元宇宙篇】

杭州朝禾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90 平面 浙江华林广告有限公司 非常时刻 非常可乐 彭国珍、胡瑞荣

91 平面 金华源动力传媒有限公司 防晒雪人 于子良

92 平面 陈鑫怡 果味“浪”一下 陈鑫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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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视频 东阳市融媒体中心 我的妈妈是超人
张巍、顾巍伟、何梦菁、

邵嘉诚、邵大源、傅露芬

94 音频 金华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 义乌机场线路推荐（沈阳） 章艳婷

95 平面 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歌缇雅防脱发洗发水系列广

告
陆晓雯

96 平面 诸暨市唐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西夏肉邦 杨挺

97 平面
东阳市虎鹿一间文化传播工

作室

东阳史志期刊装帧设计（季

刊）
朱洪峰

98 平面 钱江晚报 有奖寻找勤报员 戴影

99 视频 浙江托包科技有限公司 艾力斯特-父亲节 翁迪薪

100 平面 何军 有范系列 何军

101 平面 何军 黔同学 何军

102 平面 何军 飒歌 何军

103 平面 何军 甜 何军

104 平面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装得下世界，装得下梦想 唐丽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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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入围获奖作品

序号 类别 报送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1 音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宋韵流芳，“浙”味最浓 林莉、宋思周、胜楠

2 平面 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关注孩子，不要关住孩子 陆晓雯

3 视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数字赋能美丽浙江 王肃方、黄冠、张艺卓

4 音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关爱老人，关注阿兹海默症
陈潇敏、宋思周、

蔺芳、胜楠

5 平面 中通服慧展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诈骗——鳄鱼篇、蛇

篇、蝎子篇
吴旺勇

6 平面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他们》文明实践海报 费晓笑

7 视频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微电影《勇敢者的使命》 费晓笑

8 平面 王佳远 《地球本色》 王佳远

9 平面 华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投“棋”所好》 谢怡卿

10 平面 个人 化石系列 李波

11 平面 个人 低碳生活点滴做起系列 李波

12 平面 个人 安全带系列 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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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平面
舟山市定海金石广告设计

有限公司

铭记历史，珍惜生命，爱护

粮食，反对浪费！系列创作
顾伟宏

14 平面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逆行者 王武

15 视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加油，百分之六
何楚倩、胡冰、韩果子、

高艳烨、牛迪、王煜华

16 平面 林祝生 快乐是一种心态 林祝生

17 平面
台州市核意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
版权保护-迷宫篇 岳雷

18 平面 苍南县广告协会 融入 李小威、施文盛

19 平面 苏霏 尊重知识产权 苏霏

20 音频 浙江广电集团 《运河两岸是家乡》 孙艺玮

21 视频 宁海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自在宁海 宁海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22 平面
湖州泰仑广告装潢工程有

限公司
这样最“OK” 姚卫锋

23 音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数字浙江 全民畅想
王满慧、李骏、贾健、许

正怡、吴书佳、姚迟贝蒂

24 平面
安吉标煜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光盘行动 反对浪费 祝海凤

25 平面
杭州巴士传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别让霸凌成为青春的一道

疤
茹捷

26 平面
杭州巴士传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蓝天白云-美丽祖国 陈庆

27 平面
杭州巴士传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助农筑梦 贺婉蓉

28 视频 东阳市平行线影视工作室 “结”身守道 笃行致远 王曦、张兆长、楼蒋宏

29 平面
温州交运集团公交广告分

公司
阅读——照亮 季雅芳

30 平面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乐章 黄兴国

31 音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 《乡村振兴看“浙”里》 王硕颖 谢靖原

32 音频 浙江广电集团交通之声 网络热词与文化传承
董越、孙小丁、路逊、柒

一民、何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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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平面 中通服慧展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暴力——评篇 赞篇

转篇
鲍增伟

34 平面 中通服慧展科技有限公司
光盘行动——皮相之美篇

骨感之美篇 光色之美篇
周雅婷

35 平面 中通服慧展科技有限公司 共克时疫-地球篇 周雅婷

36 平面 中通服慧展科技有限公司
阅读日——化妆刷篇 睫毛

刷篇
陈玉婷

37 平面 中通服慧展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驾驶-导航篇 短信篇

微信篇
廖鸿浩

38 音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广播经

济频道
《上山的共富路》 李宁、张舒

39 视频 慈溪市鸿达广告有限公司 《不获全胜 不收兵》 沈巧敏

40 平面 沈海英 有爱别伤害 沈海英

41 视频 金华非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家书》 徐云峰

42 平面 华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全民运动系列》 周杨

43 音频 绍兴传媒策划服务有限公司 谨防溺水歌 王晓玫

44 音频
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嘉兴

市广播电视总台）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

吕炳浩、王兰鸽、

傅云蕾、周静

45 视频 东阳市平行线影视工作室 清白不浮华 王曦、张兆长、楼蒋宏

46 平面 绍兴上虞风雨广告有限公司 关爱留守儿童 王颖

47 平面
舟山市定海金石广告设计

有限公司
学习强国 顾伟宏

48 音频 王宇 诸葛亮新计 王宇

49 平面 个人 如此珍珠 李波

50 平面 个人 科技兴农系列 李波

51 平面 个人 多米诺骨牌 李波

52 平面 个人 党徽系列 李波

53 平面 个人 传承系列 李波

54 平面 奏韵品牌设计工作室 节约是福 卢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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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音频 吕浩 《孤独的天使》 吕浩、章杰伟、陈柯米

56 视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防疫动画：守护绿码大作战
阮凯、崔敬、钱群、

刘紫怡、丁思宗

57 视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92岁的心愿
姜岩辉、杨轶雯、李明、

徐昊、金孙卫、刘力

58 平面 林祝生 关爱空巢老人 林祝生

59 平面 金华市华文广告有限公司 我们后代的看图识字 李新培

60 视频 义乌市融媒体中心 保护生物多样性 从我做起 卢康利

61 平面 国鹰文创（浙江）有限公司“疫”路爱相随 唐殿东

62 平面 浙江广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文明记忆》 麻广林、毛赛华

63 平面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

工作室
绿色出行 你我同行 康来水

64 平面
东阳市天一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
老有所依 蒋洪峰

65 平面 浙江金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忆苦思”田“，安于”盘食“》田烨庆、陈炜钱

66 平面 苏霏 久坐有害健康 苏霏

67 平面 国鹰文创（浙江）有限公司纸、电、粮 施琪

68 平面 杭州致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山里的世界
刘浩、杨剑、余翔、

涂倩、冷丰江

69 平面
湖州南浔瑞诺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遨游 黄杰

70 平面
杭州巴士传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爱满为患 徐梦迪

71 平面
湖州南浔瑞诺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浙风十礼 我承诺 我践行 陈传江

72 平面 金华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带走半瓶水》 孙海、许栋梁

73 平面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视觉

广告工作室
必胜中国 王媚

74 平面 金华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想念 胡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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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平面
温州交运集团城东公交有

限公司
《关爱老人》 张天璇

76 平面
杭州巴士传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法声入耳 法声于心 茹捷

77 平面
温州交运集团公交广告分

公司
陪伴 季雅芳

78 平面
温州交运集团公交广告分

公司
匠人精神 季雅芳

79 音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 《杭州@你》 冯正阳

80 视频 长兴众拓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勤俭一度电 照亮一片天 赵瑞祥

81 音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 《逆行者》 韩晓雨

82 平面 杭州师范大学 青春之中华 鲁秋辰

83 平面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杭州市钱塘区供电公司
动感亚运，魅力杭州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杭州市钱塘区供电公司

84 平面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杭州市钱塘区供电公司
践行文明新风尚系列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杭州市钱塘区供电公司

85 平面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杭州市钱塘区供电公司
“喝”护城市风景线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杭州市钱塘区供电公司

86 平面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杭州市钱塘区供电公司
人人光盘，扮靓城市风景线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杭州市钱塘区供电公司

87 平面 中通服慧展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沉溺——药片篇 药丸

篇
倪振波

88 平面 中通服慧展科技有限公司 手机成瘾——囚徒篇 廖鸿浩

89 音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广播经

济频道
《守住规矩，守好底线》 陶振宇、叶世忠

90 视频
安吉新飞亚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荷塘绿意 曲毅

91 平面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样本 黄兴国

92 视频 象山县广告商会
青少年居家近视防控指南-
电子产品使用时间

象山县广告商会

93 视频 宁波广播传媒有限公司
讲文明、树新风，做文明有

礼宁波人

王伟波、邱靖蕾、

李雯倩、罗音吟

94 平面 宁波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文明有礼宁波人系列公益

广告
东方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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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视频 王庆 陶国梁 陈薇 《以心铸梦 与税同行》
王庆、吴奕、

陈薇、陶国梁

96 视频 宁波广播传媒有限公司 让每一刻都有温度 王伟波、邱靖蕾

97 平面 宁波广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一米线 戴卓琳

98 平面 田佳 理性消费 合理购买 田佳

99 视频 金华广播电视总台
浙风十礼·行有礼：言谈有礼

貌，出行讲秩序

胡冬妮、陈佳、范唯、

应佳妮、赵梦圆、方梓亦

100 平面 余珍凤 绿色制造 余珍凤

101 音频 舟山广播电视总台 让老年人放心触网 徐革

102 平面 德清恒元广告有限公司 在湖州 张学翔

103 平面 德清恒元广告有限公司 量腹而行 张学翔

104 平面
湖州奇艺果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百里挑一 杨家权

105 平面 华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分类去污系列》 周杨

106 平面 华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下一棵树》 周杨

107 平面 杨多艺 《浙江有礼•红色十礼》 杨多艺

108 平面 浙江新维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愿饥饿不在人间 陈顺钊

109 平面 纬创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节约 顾星星

110 平面 绍兴上虞风雨广告有限公司 关爱未成年人 王颖

111 平面
东阳市虎鹿一间文化传播

工作室
史志宣传帆布袋设计 朱洪峰

112 平面 杭州蓝拾广告 精彩血液 董希澄、潘晓

113 平面 绍兴上虞风雨广告有限公司 我的家在哪 王颖

114 音频 舒小林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公益广

告时间之“言传与身教”
舒小林、舒适、

舒禾、储敏

115 平面 杨多艺 《吞 噬》 杨多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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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平面 杨多艺 《幸福之匙》 杨多艺

117 平面 个人 珍爱生命 远离酒驾系列 李波

118 平面 个人 裙裾飘飘系列 李波

119 平面 个人 米粒 李波

120 平面 个人 笼中人 李波

121 平面 个人 巨变系列 李波

122 平面 个人 龟裂系列 李波

123 平面 个人 丰系列 李波

124 平面 个人
发展特色农业 助力乡村振

兴系列
李波

125 视频 桐乡市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亚运会，我们银发族也

要做个弄潮儿
邓杰、费鸿嘉

126 视频
宁波众诚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终结结核，自由呼吸，做回

自己 系列
陈峰

127 平面 奏韵品牌设计工作室 雷锋螺丝钉精神 卢剑飞

128 平面 林祝生 立夏 林祝生

129 平面 林祝生 绿色消逝 林祝生

130 平面
绍兴市易天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盘中餐 陈红梅

131 平面
绍兴市上虞创想传媒环艺

有限公司
核酸检测 朱建江

132 平面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

工作室
艰苦朴素系列 康诗垒

133 平面
宁波市奉化滤镜广告设计

工作室
绿色亚运 你我同行 康来水

134 平面
丽水市叁国策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低碳出行》

丽水市叁国策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135 平面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消费成灾生活如麻 徐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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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平面
台州市玉榴春艺术文化有

限公司
绿色奥运 叶定

137 平面 浙江金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食为天·习以幼》 田烨庆

138 平面 钟黎辉 为亚运会出行环境穿针引线钟黎辉

139 平面 钟黎辉 文明金牌系列 钟黎辉

140 平面 钟黎辉 文明一脉传承系列 钟黎辉

141 视频 钟黎辉 水是万物之源 钟黎辉

142 平面
嘉兴市经开力道广告设计

工作室

一起齐心，杜绝浪费，一粒

米，一滴水。
杨建其

143 平面 绍兴万杰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电“粮”不足 节约“食”用 陈根娣

144 平面
丽水市南明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一心一意》 应俏玮

145 平面
湖州市众创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杀毒” 徐贤君

146 平面 绍兴杨策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品牌改变命运 杨策

147 平面
绍兴市悦动公交广告传媒

有限公司
《乘风破浪》 朱茂松

148 视频 宁海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宁海镇府网 app 宁海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149 视频 宁海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宁海 宁海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150 平面 绍兴天启文化创意有限公 廉政 杨斌

151 视频 浙江共鸣影视有限公司
开展节水行动 护美绿水青

山
共鸣影视

152 平面
嘉兴亿路锋芒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湖小嘉盲盒 ip设计 赖雅蕙

153 平面
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广

告有限责任公司
拒绝网络暴力 朱培青

154 平面
湖州泰仑广告装潢工程有

限公司

“塔”里塔，“庙”里庙，“桥”
里桥

姚卫锋

155 平面 杭州致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垃圾分类系列
刘浩、杨剑、余翔、

涂倩、冷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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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平面 杭州致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酒驾入刑系列
刘浩、杨剑、余翔、

涂倩、冷丰江

157 平面
浙江天越盛世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
我想有个家 杨海

158 平面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缺水” 葛晨阳

159 平面
杭州巴士传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重视石油污染保护海洋生物徐梦迪

160 视频
嘉兴市嘉莹传媒科技有限

公司
无废亚运

嘉兴市嘉莹传媒科技有限

公司

161 平面
湖州南浔瑞诺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呼吸 黄杰

162 平面
杭州巴士传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拒绝网络暴力 倡导文明上

网
徐梦迪

163 平面
安吉标煜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不爱了 就分“梨” 柴明忠

164 平面
嘉兴市蓝色创意设计有限

公司
《帮帮我》 王伟

165 平面 安吉标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爱过期 “药”分离 柴明忠

166 平面
嘉兴市蓝色创意设计有限

公司
《在哪》 汪洋

167 平面 湖州新时空广告有限公司 绿色亚运，低碳生活 吴玥如

168 平面 金华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最美的风景 胡加慧

169 平面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山窝飞出金凤凰 黄兴国

170 平面
杭州巴士传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疫情防控“红绿灯” 茹捷

171 平面
杭州巴士传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孩子不是商品 茹捷

172 平面
杭州巴士传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童年枷锁 贺婉蓉

173 平面
杭州巴士传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伪时尚 陈庆、吴晓睿

174 平面
杭州巴士传媒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疫”网打尽 贺婉蓉

175 平面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希望》 翁礼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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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音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 《体育强国》 卢俊、谢靖原

177 平面
温州交运集团公交广告分

公司

系好“安全带” 守护“生命

带”
沈小叶

178 音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 《数字化改革之健康中国》刘焕

179 平面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青年为梦想当燃则燃 章子颖

180 平面 湖州新蟠龙广告有限公司 利刃系列 施严敏

181 音频
龙游传媒集团（龙游县广播

电视总台）
给绿色让路 施维嘉

182 平面 衢州精策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三思而后行 陈燕玲

183 平面
杭州及时沟通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
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王泽宇

184 平面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杭州市钱塘区供电公司
全民光盘，开启美好生活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杭州市钱塘区供电公司

185 平面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杭州市钱塘区供电公司

“扬清风正气，建清廉杭州”
之古今穿越系列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杭州市钱塘区供电公司

186 视频 长兴县融媒体中心
感觉疲劳停一停 休息休息

再前行

严越峰 何悦 杨恩印 钱

瑜 施亮

187 平面
宁海县金元门广告装饰有

限公司
“罩”顾好自己 王超巧

188 平面 中通服慧展科技有限公司 阅读——面条篇 饮品篇 周雅婷

189 平面 温岭市大秦广告有限公司 文明家庭 刘娟

190 平面 中通服慧展科技有限公司 抗疫-健康出行 众志成城篇吴旺勇

191 平面 中通服慧展科技有限公司
电信诈骗- 捕鸟笼 捕鼠夹

篇
倪振波

192 视频 浙江省慈溪广告有限公司 为爱点亮千户万灯 邹沪斌、陈鸿轩、施丹霞、

193 视频 桐乡市传媒集团 热血人生
徐琳、贝讷湄、

姚黎杰、钱志君

194 平面 林雪平 水深危险 刘娟

195 平面 叶彬煜 全民抗疫 叶彬煜

196 平面
诸暨市勤+缘礼仪广告有限

公司
呼吁停火 边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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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平面 金华博瑞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共富未来 周宇晴

198 平面
湖州市中杰创意产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拒绝语言暴力 黄兴国

199 平面 长兴广告有限公司 弘扬 孙佳伟

200 平面 长兴广告有限公司 良言一句三冬暖 孙佳伟

201 视频 诸暨市融媒体中心 以房养老反诈骗 蔡燕鸣

202 平面 浙江叶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防疫创意夹缬
叶其跑、缪姿玲、蒋志伟、

叶其丹、施德完、叶方彩

203 视频 胡利淮 《激情盼亚运》 胡利淮

204 视频 东阳市融媒体中心 让文明之光照亮东城
张巍、顾巍伟、何梦菁、

邵嘉诚、邵大源、傅露芬

205 视频 金华非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微电影《值得》 徐云峰、许敏、刘东杲

206 音频 宁波广播传媒有限公司 公筷才是爱 王伟波、邱靖蕾

207 平面 宁波广播传媒有限公司 君子之道 王伟波、邱靖蕾

208 平面 浙江菰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节电从思想开始》 姚烨

209 平面 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希望我“嘉”快快恢复往日的

样子
陆晓雯

210 平面 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文明用语，奏响美丽乐章（系

列）
陆晓雯

211 平面 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你这样也很美 陆晓雯

212 平面 浙江五星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别让生态平衡成为游戏》黄梦桐

213 视频
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嘉兴

市广播电视总台）

《脑波球的颜色青少年心理

健康服务总站》
夏斌莱、王琰

214 音频
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嘉兴

市广播电视总台）
《防疫公益广告（取快递）》

马郁珏、刘思佳、

张澳、周静

215 音频
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嘉兴

市广播电视总台）

《防疫公益广告（老年人出

行）》

马郁珏、刘思佳、

张澳、周静

216 平面 杭州蓝拾广告 加入我们拯救生命 董希澄、潘晓

217 平面 邓堂贵 湖州闲话 邓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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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平面
舟山市定海金石广告设计

有限公司

书写精彩人生，展现亚运风

采！系列创作
顾伟宏

219 平面
舟山市定海金石广告设计

有限公司
《助力绿色亚运》系列创作顾伟宏

220 音频 温岭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垃圾分类（数来宝） 王子健、蒋华彪、陈晓

221 平面 杨多艺 《网络文明五官篇》 杨多艺

222 平面
舟山市定海金石广告设计

有限公司

吸天地之气，享自然之福（绿

水青山篇）
顾伟宏

223 视频
衢州广电传媒集团（衢州市

广播电视总台）
《迎着光加油-志愿者篇》

监制：占金良、姜丽华；

策划：石国栋、王春俊；

摄制：张苏杰、刘凯灵、姜博译、

英姿、赵云、王静怡、缪晨洁

224 平面 个人 流逝系列 李波

225 平面 个人 吉他 李波

226 平面 奏韵品牌设计工作室 塑料海洋 卢剑飞

227 平面 奏韵品牌设计工作室 和平握手 卢剑飞

228 平面 奏韵品牌设计工作室 武汉加油 卢剑飞

229 平面 李爱志 倡导使用公筷公勺 李爱伟

230 音频 吕浩 《无饮食公交》 吕浩、章杰伟、陈柯米

231 音频
三门县传媒中心（三门县广

播电视台）
《全民抗疫 舍小家为大家》邓佰成、倪艺恬

232 视频 宁波居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量“粒”而行 居上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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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广告入围获奖作品

序号 类别 报送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1 音频 孔令坤 《青春正能量 清朗在行动》 孔令坤

2 平面 杭州师范大学 三“气”青年 李玲

3 视频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以青年之我 砥中华之国
邱鑫儒、谢志成、戴怡

佩、陈郑越、杨颖

4 平面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逆光者的浪漫
戚定峰 陈嘉铭 施贝莉

林福基 胡子浩

5 视频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梦比初恋甜》 赵艺凯、吴诗玥

6 平面 余珍凤
云南白药养元青包装设计--
青丝、玉竹系列

余珍凤、杨荣明

7 平面 余珍凤 卡勒家族 IP形象设计 余珍凤、杨荣明、吴彦臻

8 音频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暖心电台》 温婷然、徐榀淑

9 平面 陈丽绮 《美好生活小帮腿》 陈丽绮

10 视频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赋予世界设计的力量
陈奕男、李正宇、陈锦

伟

11 平面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银行 YOUNG起来 蒋丛笑

12 平面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火柴人群像
郑萱儿、林思思、杨颖、

苏凌洁

13 平面 杭州师范大学 云水浙江·创意雅宿 金潇

14 音频 黄愉翔 先锋连抗台 黄愉翔

15 平面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创·不同 冯丰宁

16 平面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绿色出行
陈可欣、

王如畅（指导老师）

17 平面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到此一游
奚梦霞、

王如畅（指导老师）

18 平面 冉家诚 和则两利，分则两败 冉家诚

19 平面 徐亚男 光盘行动 徐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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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平面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忘记摘吊牌也无妨 赵佳妮

21 平面 杭州师范大学 WEAR YOUR WORLD 黄思源

22 音频 孔令坤 《税收助力伟大复兴》 孔令坤

23 平面 胡昕悦 暖暖贴心店 胡昕悦

24 视频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欢迎来到，国潮美妆 章梦秋、刘芳

25 平面 宁波大学
LNNU美术学院 2021迎新海

报
赵祉衡、周小力

26 平面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湖州三绝——在湖州看见美

丽中国
程琳暄、杨兰

27 视频 浙大城市学院 职场江湖之成功秘笈
陈忆凡、宋嘉琪、

金雨婷、彭越、杨佳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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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富有我”广告入围获奖作品

序号 类别 报送单位 作品名称 作者

1 平面
台州市虫二乡旅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
天台和合二仙文创

台州市虫二乡旅文化创

意有限公司

2 平面
浙江兄弟广告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瓷都·龙泉 雷诗琪

3 平面 张增辉
雕刻美好——之古堰画乡镇

纸
张增辉

4 平面
景宁畲族自治县惠明茶行业

协会

中华文化名茶惠明茶包装设

计
郑严俊

5 视频 常山柴进文化传媒 【非遗】常山贡面制作技艺 柴进

6 平面
浙江兄弟广告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千峰翠色 雷诗琪

7 平面 安吉标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春笋“破土而出” 柴明忠

8 平面 台州日报广告有限公司 三门小海鲜——迷道赞 解凉意

9 视频 淳安县千岛农品共富促进会 千岛农品-让生活更鲜活 黄小平

10 视频 遂昌县龙谷名茶开发中心 遂昌牡丹亭高山名茶宣传片 遂昌县龙谷名茶开发中心

11 平面
浙江兄弟广告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携手共富 雷诗琪

12 平面 安吉标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一片叶子 富了一方百姓 柴明忠

13 视频 绍兴天启文化创意有限公 生态平水 共富乡村 裘月青

14 视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 《廊氡一梦顺心来（泰顺）》
王硕颖、汪舒婷、

刘少聪、张欢欢

15 视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 《畲乡天径那朵云》
张雪原、汪舒婷、

张璐文、刘少聪

16 视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 《跨越山海尽鲜甜（三门）》袁方正、汪舒婷、刘少聪

17 视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 《红都绿野碧海岛（平阳）》
袁逸、汪舒婷、

刘少聪、张欢欢

18 视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 《云上天路——磐安自驾线》
李涛、汪舒婷、

刘少聪、金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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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平面 浙江五星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江南早春第一茶—乌牛早

茶》
黄梦桐

20 平面 华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茶妹儿-畲茶》 谢怡卿

21 平面 青田县侨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青田康玥菊花茶 叶露露

22 视频 青田县侨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鱼

米
叶露露

23 平面
浙江兄弟广告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聚富瓷 雷伟

24 视频 浙江日报传媒有限公司
跨越青山 携手共富-山区 26
县一县一策短视频

王家杰、钱水强、

杨泽宇、王诗慧

25 视频 温州市今日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最好的礼物 林云高

26 平面 华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浙丽红》老白茶 周杨

27 视频 舟山报业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消夏音乐季·虾意生活节”
舟山报业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28 视频 杭州友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温州平阳新联村宣传片-畲香

茶韵

杭州友义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