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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文件

中共黑龙江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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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局

黑宣通〔2021〕57号

关于 2021 年黑龙江省

优秀公益广告评选展示活动获奖情况的通报

各市（地）委宣传部、网信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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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大庆

油田公司党委宣传部，省直有关单位，各普通高校：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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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人们建设大美龙江、法治龙江、文



2

明龙江、幸福龙江、诚信龙江的思想共识，省委宣传部、省委

网信办、省委教育工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广播电视局于 3—7月，联合开展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

题的全省优秀公益广告评选展示活动。

本次活动得到了省内外广告专业制作机构、各级新闻媒

体、大中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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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件。

其中平面类公益广告 1238件，电视类公益广告 89件，广播类

公益广告 133件，动漫短视频新媒体类 141件。经过专家公开、

公正、规范的评审，最终评选出本次公益广告大赛获奖作品

71件，其中金奖作品 5件、银奖作品 10件、铜奖作品 20件、

优秀奖作品 36件。获奖作品涵盖庆祝建党百年、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国精神、乡村振兴、大美龙江、传统文化等主题。

同时，评选出活动优秀组织奖单位 3家、十佳公益广告创作单

位 10家、十佳公益广告媒体单位 10家。

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发挥公益广告普及主流价值、

凝聚社会共识、传播文明理念、振奋人们精神、引领时代新风

的重要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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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营造浓厚氛围。

附件：1．获奖作品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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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秀组织奖名单

3．十佳公益广告创作单位名单

4．十佳公益广告媒体单位名单

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中共黑龙江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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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局

2021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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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获奖作品名单

一、平面广告类

金奖

1.《龙江四大精神》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高福双

2.《推动绿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大庆师范学院 张万鑫

梁若璇 汪旭苗

银奖

1.《我和我的祖国—幸福龙江篇、文化龙江篇、大美龙江

篇、富饶龙江篇》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徐星明

2.《我和我的祖国—华章系列》个人 李波

3.《中国精神系列海报》东北林业大学 宫立明

4.《勤俭节约系列》个人 张思文

铜奖

1.《理性消费篇》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陈奇 樊虹 宋慧驰 崔锋

2.《有些牺牲伟大而无声》东北农业大学 高明慧

3.《诚信系—尺篇、称篇、算盘篇》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陈奇 樊虹林 盛崔锋

4.《脱贫跟党走系列海报》哈尔滨师范大学 高歌



5

5.《丰收系列》个人 张思文

6.《感动华夏的颜色》黑龙江大学 李芯蕊

7.《助力乡村振兴系列》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王焯群

8.《与党同行》黑龙江东方学院 徐丽 罗亚

优秀奖

1.《盛世如画山海和鸣》大庆师范学院 张万鑫 贺蕊 高

玉荣

2.《百年伟业系列》个人 李波

3.《共撑中国》萍乡学院 黎晴辉

4.《醉美牡丹江》牡丹江市妇幼保健院 孙赛 李震

5.《共抗疫情系列》哈尔滨师范大学 高歌

6.《我和我的祖国》黑河学院刘国涛 刘悦

7.《我和我的祖国—魅力龙江》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徐星明 石海涛 石晶 孙玉婷 朱晓松 李轶欧

8.《文明健康 爱卫同行》牡丹江市赢美教育印刷有限责

任公司 周景富 李震 吴龙梅

9.《文明旅游系列》牡丹江市佳泰广告图文制作中心 孟

朝阳 李震

10.《百年礼赞，赤子党心》哈尔滨理工大学 刘思含

11.《我和我的祖国》哈尔滨师范大学 白雪岩 刘硕

12.《感恩有你的 100年》黑龙江财经学院 边微 李欣儒

宋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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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敬恋一座城》个人 赵娜 秦鑫

14.《建党 100周年》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王金婵

15.《让生命与使命同行》萝北县朝鲜族学校 胡焱皓

16.《中国梦》齐齐哈尔大学 刘宜熙 鹿飞

17.《庚子年印象》龙江县春岩美术工作室 刘春岩

18.《百年华诞，闪耀中国》齐齐哈尔大学 冯珂

19.《出门“袋”我文明旅游系列公益海报》牡丹江新闻传

媒中心 石鑫 李震

20.《龙江画卷》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李志川 金路

陈浩 王旭 蔡敏强

21.《百年风华》哈尔滨工大集团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刘丽

颖 冯甜甜

22.《有罩故有家》哈尔滨工大集团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刘

丽颖 杨博

二、电视广告类

金奖

1.《星火》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刘育辰 贺渤懿 董

宗泽 王智慧

银奖

1.《我是一面镜子》大庆广播电视台 任立东 马云婷 赵

竹第

2.《失忆老兵》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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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林盛 宋慧驰 佟麟增 李庆

铜奖

1.《我和我的祖国》饶河县融媒体中心 李亮亮 王成 张

振华 侯羽杨 孙宏伟 金玉欣

2.《敬业奉献砥砺前行》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于海

礁 董宗泽 卢德宇 李昕鹏 刘建康 江苹苹 曾雨桐 张茂 张

新阳

3.《青春正当时奋力不止步》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于

海礁 郭航 刘欣

4.《为你加油为他守候》牡丹江广播电视台 郭庆华 张沫

刘欣 崔红哲 顾红磊 隋文超 刘永政 陶冉

优秀奖

1.《理想照耀中国》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路 原佟勇 赵献刚

王天明

2.《防患未“燃”》大庆广播电视台 任立东 马云婷 肖敬

雯

3.《一起打疫苗》大庆广播电视台 任立东 马云婷 包蕾

邢超 赵竹第

三、广播广告类

金奖

1.《脱贫攻坚》佳木斯市广播电视台 文赫旋

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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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与党共成长》黑龙江财经学院 房雪 任玥 佟欣

2.《公益广告—感恩篇》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

限公司 陈奇 林盛 宋慧驰

铜奖

1.《垃圾分类歌》佳木斯市广播电视台 孙冕

2.《回望百年党史，致敬马旭老人》东北林业大学 韩磊

孙程博

3.《觉醒年代篇》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陈奇 林盛 宋慧驰

4.《大山里的奇迹》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

司 陈奇 林盛 宋慧驰

优秀奖

1.《垃圾分类公益广告》佳木斯市广播电视台 赵彦博

2.《心怀家国情责任记心中》大庆广播电视台 黄景斌 那

雯 丁皓然

3.《历久弥新共同振兴》东北林业大学 韩磊 孙程博

4.《“我”和祖国的故事》黑龙江大学 鞠依彤 易佩洁 韩

瑞彤

5.《乡村扶贫—农家蜂蜜篇》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

份有限公司 陈奇 林盛 宋慧驰

6.《文明上网，拒绝网暴》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

有限公司 陈奇 林盛 宋慧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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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你打疫苗了没》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

司 陈奇 林盛 宋慧驰

8.《榜样的力量》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陈奇 林盛 宋慧驰

9.《心在一起》佳木斯市广播电视台 温泉

四、动漫短视频新媒体类

金奖

1.《网游冰雪系列（共 6集）》黑龙江一个盒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张小盒 青川

银奖

1.《预言》哈尔滨石油学院 古煜东 李莹

2.《我们的答案》大庆油田电视中心 蔡鑫 杨砚超 孙玉

嫔 王子辰 胡宇 岳鹏

铜奖

1.《致祖国的左手情书》黑龙江大学 杨致刚 王启帆 王

玉洁 刘宇欣 徐政豪

2.《奋斗》大庆油田电视中心 蔡鑫 王东辉 杨砚超 孙玉

嫔 秦阳

3.《绿色鹤城百年卜奎（共 6集）》黑龙江一个盒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张小盒 青川

4.《“文明健康有你最美”微信接力传递》东北林业大学

宫立明 陈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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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1.《环境文明》大庆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李博古 鸿

儒 张潇文 阮新起

2.《绿色出行》大庆师范学院 敖立琦 孙涛 侯文鑫 赵博

宇 李贺

3.《青年永在，青春永在》佳木斯大学 李洁 朱春雨 王

艺诺 周雪 刘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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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优秀组织奖名单

1.东北林业大学

2.哈尔滨师范大学

3.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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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十佳公益广告创作单位名单

1.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2.哈尔滨海润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3.黑龙江吾尚智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大庆广播电视台

5.佳木斯广播电视台

6.黑龙江一个盒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东北林业大学

8.哈尔滨师范大学

9.黑龙江众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绥化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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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十佳公益广告媒体单位名单

1.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2.哈尔滨分众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3.哈尔滨工大集团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4.黑龙江龙视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5.哈尔滨琦峰万里广告有限公司

6.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7.鸡西广播电视台

8.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9.牡丹江市新闻传媒中心

10.黑河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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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办公室 2021年 8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