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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 2019 年黑龙江省优秀公益广告 

评选展示活动获奖单位及个人的决定 
 

各市（地）委宣传部、文明办、市场监管局、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北大荒农垦集团、龙江森工集团、哈尔滨铁路局、大庆油

田公司党委宣传部、文明办，省直有关单位，各普通高校： 

为生动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辉煌成就，充分发挥公

益广告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树立好形象方面的积极作

用，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委教育工委、省市场监管局、

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 2019 年黑龙江省优

秀公益广告作品评选展示活动的通知》，于 2019 年 5 月—9

月，在全省开展以“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为主题的优秀公益

广告作品评选展示活动。 

本次活动得到了省内外广告专业制作机构、各级新闻媒

体、普通高校师生及关心热爱公益广告事业人士的积极参与和

大力支持，共收到省内外参赛单位及个人报送的作品 3246 件。

其中，影视类公益广告 326 件，广播广告类公益广告 219 件，

平面类公益广告 2701 件。经过业内专家公开、公正、规范的

评审，共评选出获奖作品 115 件，其中，金奖作品 4 件、银奖

作品 8 件、铜奖作品 16 件、优秀奖作品 87 件。获奖作品涵盖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文明创建、绿色环保、反腐倡廉、扫黑除恶、勤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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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志愿服务、传统文化、孝老爱亲、关爱弱势群体等主题。

同时，评选出获得优秀组织奖的 3 家单位。 

希望在本次活动中获奖的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再创佳

绩，不断提高公益广告创意水平和制作质量，创作推出更多更

好的优秀公益广告作品。各地、各有关单位，要以本次优秀公

益广告评选活动为契机，认真总结经验，采取有效措施，积极

做好公益广告的策划创作、组织发动和宣传推介工作，要利用

公共设施、文化场馆、主要街道、交通工具、建筑围挡和新闻

媒体等广泛深入开展公益广告宣传展示活动，充分发挥公益广

告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

社会文明进步中的积极作用，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营造安定、

祥和、热烈的浓厚氛围。 

附件：1.2019 年优秀公益广告评选展播活动获奖名单 

2.2019 年优秀公益广告评选展播活动优秀组织奖 

名单 

 

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中共黑龙江省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局 

2019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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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优秀公益广告评选展播活动获奖名单 

 

影视广告类 

金奖 

《做新时代铁人》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 

齐天 李成 王雪 邢岩嵩 刘振江 徐峰 董宇 赵泽宁 刘姿琳 

银奖 

1.《拒绝贪腐》黑龙江省吾尚智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刘文光  金振国  江盼盼  张富岩 

2.《心里“画”篇》  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陈奇  王庆丰  宋磊  朱锐  霍金梁  赵作彬 

铜奖 

1.《为国守青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 

齐天 李成 王雪 杨云鹏 赵可心 刘振江 董宇 赵泽宁 刘姿琳  

邢岩嵩 

2.《爱是武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段君凯  张晓凝  赵秋月  董志明  云翔宇  于阳 

3.《践行人间真情》    崔建德 

4.《给爸爸的一封信》  东北农业大学   

李子扬  李恩临  郭惠玲  刘福利  郭弘  张连军  臧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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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1.《家国兴 步步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邓雷  吕凡 

2.《传承文明风尚》   钟黎辉 

3.《改革开放 40 年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 

苗壮  蒲月明  崔岩志  王楚元  任显锐 

4.《弘扬优良文化》   康诗垒 

5.《点赞文明》吉林省立方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刘文强 

6.《家有贤妻》东北农业大学   

李子扬  李恩临  郭惠玲  臧崴臣  郭弘  付岩  辛建轩  唐正则 

7.《你的自私正在扼杀他的呼吸》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段君凯  张晓凝  满佳蕾  戴英联  付宏举   

8.《提倡垃圾分类》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吴笛  王蕾韩  露枫  谭志平 

9.《文明对待 美景常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 

苗壮 蒲月明 崔岩志 王楚元 倪子 添尉祥 

10.《奋斗的青春最无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运营中心 

曾庆怡 张海玉 汤庆勋 朱桂霞 韩冰 李美琪 

11.《礼让》 张定龙 

12.《表里不一系列》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段君凯 张晓凝 赵秋月 戴英联 于阳 

13.《让爱温暖世界》  张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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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哈尔滨理工大学   

姜赫阳 高卓 孙文博 王瑜 金璐 张凯鑫 耿慧勇 林园 张笑  

周立伟 李杰 

15.《小康的春风吹遍大地》  查佩仙 

16.《文明乡风 助力振兴》   查佩仙 

17.《我爱我的家》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 

苗壮 蒲月明 崔岩志 王楚元 

18.《壮丽 70 年主题 MV》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邓雷 吕凡 

19.《最帅的造型》哈尔滨鑫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殷平 

20.《如何拨打“120”急救电话》哈尔滨市急救中心 

姜硕 白璐 姜国林 吴继楠 王晓辉 李樱 董洪波 赵红霞 陈东升  

王滨娜 王程程 金亮 冀运财 邹元立 北京金诺佳音 

21.《家训》佳木斯广播电视台  孟华 王琦 周生军 

22.《第一次》七台河市妇女联合会 

23.《请和我们一起行动》  康诗垒 

24.《文明手册篇》吉林省立方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刘文强 

25.《我们都是追梦人》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王璐 周俊伟 张沫 崔红哲 鞠涛 陈晨 郭庆华 

26.《我是你的眼宣传片》黑龙江省悦咿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张斌斌  王晶  王睿  ZR 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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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壮丽七十年 歌唱新时代》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运营中心 

曾庆怡  张海玉  汤庆勋  朱桂霞  韩冰 

28.《遵章驾驶》吉林省立方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刘文强 

29.《“清廉”节约 造就幸福一生》 张盼盼 

30.《适当抬抬头》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崔幽 

31.《文明乡风 从简做起》  张盼盼 

32.《清赖行动专项整治》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   

张广民  李树岐 

 

广播广告类 

金奖 

《龙江奋斗人》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高校广播 

张东新 赵佳男 王菲 庞伟 

银奖 

1.《好人篇》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陈奇  影视发展事业部 

2.《同唱一首歌 共爱一个国》  冯芝洲 

铜奖 

1.《“钱”路丰碑 榜样力量》  王霞 

2.《粮安天下中国梦》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梁玉新 焦朦 高德峰 肖宇 刘蒙 

3.《点赞龙江 献礼华诞》 宋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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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祖国的未来篇》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奖 

1.《时代先锋 青春力量》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陈永权 梁玉新 李丹丹 刘蒙 肖宇 

2.《为中国喝彩 RAP 版》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陈永权 梁玉新 李丹丹 高德峰 刘蒙 肖宇 

3.《奋斗龙江人》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梁玉新 焦朦 高德峰 肖宇 刘蒙 

4.《小餐桌 大时代》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都市女性广播 

程闫 任拓 胡哲 

5.《爱心背书客》 张怡帆 

6.《榜样篇》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陈奇  影视发展事业部 

7.《奔跑逐梦 祝福祖国》  宋玉玲 

8.《匠心筑梦新时代》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高校广播 

张东新 赵佳男 王菲 庞伟 

9.《倡导文化消费》佳木斯市广播电视台 李刚 

10.《奉献无悔青春》 丛云 

11.《多彩新时代·共圆中国梦》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高校广播 马威 

12.《父亲节公益》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都市女性广播 程闫 赵凌宇 

13.《公益广告-出行篇》牡丹江人民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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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明  张帆  杨树波  周丹 

14.《无底线的宽容》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总编室  

孙戈 苑洪春 于学尧 

15.《感谢为梦坚持的你》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总编室 

孙戈 苑洪春 于学尧 

16.《勿以恶小而为之》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总编室 

孙戈 苑洪春 于学尧 

17.《最好的孝顺》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总编室 

孙戈 苑洪春 于学尧 

18.《光荣纳税人，共筑家国梦》赵丽丽 

19.《黑土篇》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陈奇 林盛 影视发展事业部 

20.《祭扫英烈 传承精神》   张怡帆 

21.《敬老孝亲》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董家骥  赵轶伦 

22.《留守儿童心向北京》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赵新宇  王楠楠 

23.《流淌的时光》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高校广播 张东新 潘春薇 

24.《讴歌时代 歌唱祖国》  周雪莲 

25.《平凡你我 70 年》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老年少儿广播  

王虓 由笑凡 

26.《时代篇》大庆广播电视台 王晨 刘德洋 韩雪松 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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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世界读书日系列》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都市女性广播 程闫 李旭 

28.《关爱儿童》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田尊师 丛志成 刘爽 孙博洋 

29.《龙江骄傲之垄上 70 年》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田尊师 刘爽 孙博洋 

30.《一个 90 后新农人的述说》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田尊师 丛志成 刘爽 孙博洋 

31.《不陪我就真的长大了》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老年少儿广播 

赵研均 王虓 由笑凡 

32.《志愿服务，温暖在冰城》  赵丽丽 

33.《致敬刘永坦宣传》曾庆仪 张海玉 韩冰 

34.《中央大街的面包石》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老年少儿广播 

王一婷 张洋 由笑凡 

35.《子女的关爱，才是父母最好的保健品》 冯元章 

36.《秋分节气，丰收中国》 邹吉帝 

 

平面广告类 

金奖 

1.《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黑龙江省吾尚智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刘文光  王靖雯  江盼盼 

2.《乡风文明系列宣传画》   东北林业大学   宫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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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奖 

1.《你是我的眼系列》 上海朴形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张勇 

2.《学习雷锋好榜样》 上海朴形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张勇 

3.《关爱空巢老人》   康诗垒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   四川美术学院  匡立想 

铜奖 

1.《关爱系列》黑龙江省咏大传播责任有限公司  刘芳宇 

2.《光源系列》济南市农业信息中心  李波 

3.《廉政之坐牢系列》  上海朴形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张勇 

4.《餐食系列-父亲篇、孩子篇》 

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崔锋  陈燕  宋慧驰 

5.《穿越 70 年之变》  黑龙江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夏红 

6.《弘扬优秀文化》  康诗垒 

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花系列》  

黑龙江众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陈志岩 

8.《学习雷锋好榜样系列》济南市农业信息中心  李波 

优秀奖 

1.《文明城市价值》   

黑龙江省孜闻传视企业形象设计推广有限公司  高丽楠 

2.《陪伴系列》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崔锋  樊虹  宋慧驰  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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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扶贫济困剪纸系列 》  查佩仙 

4.《节约能源-手系列》  崔怀阳 

5.《差异系列》济南市农业信息中心  李波 

6.《精准扶贫系列》  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崔锋  樊虹 

7.《车外抛物如手雷》哈尔滨工大集团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李启慧 

8.《禁毒篇》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崔锋  陈燕 

9.《法不可倒下》 查玉仙 

10.《距离产生美》 查玉仙 

11.《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济南市农业信息中心 李波 

12.《打赢蓝天保卫战公益宣传海报》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 

13.《论语系列》 康诗垒 

14.《爱心捐赠系列》哈尔滨工大集团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王雪 

15.《厉害了我的国和党系列》 东北石油大学 

孟祥波 刘振达 孙睿洁 赵婷 

16.《家和天下系列》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崔锋 樊虹 陈燕 

17.《尊重他人空间，缔造文明环境》  

哈尔滨工大集团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贾传宇 

18.《循环节约，变废为宝》四川美术学院 匡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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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拒绝过度包装系列》 张定龙 

20.《行动至上》 蒋亚清 

21.《文明城市价值》黑龙江省孜闻传视企业形象设计推广有限公司  

高丽楠 

22.《惜粮惜福，文明用餐》 仲兰兰 

23.《低碳生活衣食用行系列》 崔怀阳 

24.《读书与知识系列》 济南市农业信息中心  李波 

25.《新时代正能量》 陈丹丹 

26.《别让亲情等待》  仲兰兰 

27.《放下手机，安全驾驶》 仲兰兰 

28.《关爱儿童系列》 ADCK 亚洲中韩设计师协会 周作利 

2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剪纸系列》 查佩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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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优秀公益广告评选展播活动 

优秀组织奖名单 

 
1.东北林业大学 

2.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3.哈尔滨市广告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