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A01-13-0019 诚信美德 立业之本 影视-公益 泰兴市广播电视台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A01-06-0001 节水 影视-公益 江苏润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A01-03-0001 算好七笔账 影视-公益 张家港形象广告有限公司

E01-05-0011 线 影视-公益 江苏卡龙动画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A01-06-0002 阅读伴随一生 影视-公益 镇江市文化广电产业集团

A01-06-0004 诚实守信 童叟无欺 影视-公益 镇江市文化广电产业集团

A01-13-0003 爱的传递 Love Pass 影视-公益 靖江市零距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A01-13-0009 秀出你的环保搭档 影视-公益 泰州市姜堰区广播电视台

E01-05-0002 放下手机，多陪陪孩子 影视-公益 金坛广播电视中心

E01-05-0010 老爸的烟灰缸 影视-公益 金坛广播电视中心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A01-13-0007 关注安全，从细节开始 影视-公益 泰州市姜堰区广播电视台

A01-13-0005 传递爱传递孝 影视-公益 靖江市广播电视台

A01-03-0002 一杯清茶点滴关爱 影视-公益 苏州电视广告有限公司

A01-06-0003 今年，你看了几本书? 影视-公益 镇江市文化广电产业集团

A01-13-0004 生祠小孝星 影视-公益 靖江市广播电视台

A01-13-0014 地沟油危害大 餐饮市场远离他 影视-公益 泰州市姜堰区广播电视台

E01-05-0005 遵守交规 拒酒先行 影视-公益 金坛广播电视中心

E01-05-0004 爱护环境香蕉皮篇 影视-公益 金坛广播电视中心

E01-05-0006 书的高度 影视-公益 常州恐龙园股份有限公司

E01-05-0001 星空 影视-公益 江苏卡龙动画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A02-02-0008 海澜之家轻羽绒TVC 影视-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铜奖作品：

优秀奖作品：

影视-商业

金奖作品：

江苏省第二十一届优秀广告作品评选结果

影视-公益

金奖作品：

银奖作品：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A02-02-0007 苏宁易购618 Ready Go 影视-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A02-15-0002 天目湖水世界 影视-商业
苏州工业园区同志企业形象策划服务有
限公司

A02-02-0004 不透气的体验 影视-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A02-02-0006 苏宁易购618学霸系列 影视-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A02-05-0003 常州地铁logo演绎宣传片 影视-商业 江苏印象乾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A02-11-0001 《中盐海露·风生水起》 影视-商业 江苏大丰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A02-06-0001 生活因分享而美好——翼咖啡 影视-商业 镇江弘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A02-13-0001 金蚂蚁装饰 影视-商业 泰兴广播电视台

A02-13-0004 多沃果粒橙 影视-商业 泰兴市广播电视台

A02-03-0001 健康口腔 才能幸福晚年 影视-商业 苏州广播电视总台

A02-02-0001 我们的梦 影视-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A02-15-0003 卡威商务车 影视-商业
苏州工业园区同志企业形象策划服务有
限公司

A02-02-0009 海澜之家Hi—T TVC 影视-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B01-13-0007 公共场合注意仪态 平面-公益 泰州报业传媒集团

B01-05-0012 比咖啡更醇香 比武器更有力 平面-公益 江苏加减品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01-13-0027
诚信江苏，放心消费（诚实守信赢

天下）
平面-公益 泰州市华日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F01-02-0010 传承 不要忘了 平面-公益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96 《诚信——盲文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明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33 戒烟 平面-公益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46 让孩子自由成长 平面-公益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11 公益—不文明刻字-角色反转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6-0004 雾霾 平面-公益 镇江日报社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B01-13-0023 请勿过度砍伐 平面-公益 泰州灵通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B01-03-0022 听听中国的声音 平面-公益 昆山市中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B01-13-0003 拉一把中华传统美德 平面-公益 泰州市华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01-02-0019 银行储蓄 生物识别技术 平面-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B01-02-0017
我们看不见/说不出/听不见，但能感

受被爱！
平面-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金奖作品：

银奖作品：

银奖作品：

铜奖作品：

优秀奖作品：

平面-公益



B01-13-0006 请及时行爱 平面-公益 泰州报业传媒集团

B01-11-0004 体无完肤，走向灭亡 平面-公益 盐城市城市干线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F01-06-0008 孤立 平面-公益 镇江红星文化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F01-02-0041 民族长城 平面-公益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06-0003 深陷“题”中 平面-公益 镇江日报社

F01-02-0112 关爱老人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34 今天你吃药了吗？ 平面-公益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29 关爱留守儿童 平面-公益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89 颜如玉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明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91 《书与梦想系列》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明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77 生命的激情来自知识的多少 平面-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F01-02-0081 《敬业—三碗不过岗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明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01 能量不足？请及时补充！ 平面-公益 江苏有线邦联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F01-02-0070 成长的根基 平面-公益 江苏有线邦联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B01-13-0014 凝聚 平面-公益 泰州宝恒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B01-02-0015 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 平面-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B01-13-0018 保护环境系列 平面-公益 泰州中山广告有限公司

B01-02-0013 点线面的关系 平面-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B01-03-0020 人人都是志愿者 平面-公益 昆山市中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B01-13-0008 别让学生成为学习的奴隶 平面-公益 泰州报业传媒集团

B01-13-0015 血液中的信仰 平面-公益 泰州宝恒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B01-07-0009
公益广告（扬州日报书香社会系列

之一）
平面-公益 扬州报业广告公司

B01-02-0009
珍惜亲情—远离传销 （父亲篇 母亲

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B01-13-0026
诚信江苏，放心消费（信心是一切

的一切）
平面-公益 泰州市华日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B01-03-0014 未来生活 平面-公益 昆山市中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B01-13-0013 食品安全——拒绝地沟油 平面-公益 泰州报业传媒集团

B01-13-0019 保护水源系列 平面-公益 泰州中山广告有限公司

B01-13-0021 生命之源 平面-公益 泰州宏峰广告有限公司

B01-02-0006 到此一游 平面-公益 南京市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1-02-0007 污染系列 平面-公益 南京市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1-13-0004 “浊”尔不群 平面-公益 江苏百成数码影业有限公司

F01-02-0072 书香社会 平面-公益 南京零距离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F01-02-0073 掌纹篇、虹膜篇、声音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F01-02-0074 阅读的意义 平面-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F01-02-0075 知识是最好的维他命 平面-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F01-02-0021 保护孩子身心安全 平面-公益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22 保护水资源 平面-公益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85 《 戒烟——病床篇 》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明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78 茹素。读书 平面-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F01-02-0011 低碳生活系列作品 平面-公益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93 《读书行万里》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明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94 《未来——运钞车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明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铜奖作品：



F01-02-0095 《未来——加油机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明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01 公益——景点刻字涂鸦擦除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3-0027 书的力量 平面-公益 昆山市中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F01-03-0028 你也需要充电 平面-公益 昆山市中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F01-02-0047 如此光鲜，你敢吃吗？ 平面-公益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05
关爱老人——像对待婴儿一样对待

老人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06 公益——光盘行动-雨刮器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10-0006 阅读让内心强大 平面-公益 淮安市长江广告有限公司

F01-10-0007 易逝的生命 平面-公益 淮安市长江广告有限公司

F01-03-0006 思考者 平面-公益 苏州太湖广告有限公司

F01-10-0018 错过 平面-公益 淮安市长江广告有限公司

F01-02-0103 阅读可以让你走的更远更快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08 反腐公益广告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09 爱心献血传递生命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5-0010 “阅”飞“阅”高海报设计 平面-公益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F01-05-0011 阅读点亮人生 平面-公益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F01-02-0126 公益-酒驾-刑具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3-0001 书香社会 平面-公益 万国广告标识（苏州）有限公司

F01-03-0007 书香 悦读 致千里 平面-公益 苏州市鼎盛广告有限公司

F01-03-0008 闻书香 思远方 平面-公益 苏州市鼎盛广告有限公司

F01-03-0009 “月”读书，越成功 平面-公益 苏州市鼎盛广告有限公司

F01-03-0010 读书=富强 平面-公益 苏州市鼎盛广告有限公司

F01-03-0021 心电图 平面-公益 苏州华夏设计营造有限公司

F01-03-0030 书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 平面-公益 苏州华夏设计营造有限公司

F01-03-0031 信号 平面-公益 苏州华夏设计营造有限公司

F01-03-0032 闻书香，思远方 平面-公益 苏州华夏设计营造有限公司

F01-11-0016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平面-公益 阜宁县经纬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F01-11-0010 中国梦交响 平面-公益 江苏悦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F01-11-0009 《“离”“学”“劳”“归”》 平面-公益 江苏悦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F01-11-0007 《文明旅游行为指南》 平面-公益 江苏悦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F01-04-0005 阅读是一种传承 平面-公益 无锡蓝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F01-04-0007 优秀程度取决于阅读广度 平面-公益 无锡蓝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01-03-0003 看图识字 酸甜苦辣 平面-公益 张家港形象广告有限公司

B01-03-0004 毕业季≠撕书节 平面-公益 张家港形象广告有限公司

F01-15-0001 书香之食粮 平面-公益
苏州工业园区瑞安多媒体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

F01-15-0003 阅读——最强大脑 平面-公益
苏州工业园区瑞安多媒体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

F01-15-0007 腹有诗书气自华 平面-公益
苏州工业园区瑞安多媒体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B01-03-0015 筷子 平面-公益 昆山市中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B01-13-0009 如果雾霾也能被吸走 平面-公益 泰州报业传媒集团

B01-13-0010 绿色网购诚信经营 平面-公益 泰州报业传媒集团

B01-13-0011 放下手机找回你的生活 平面-公益 泰州报业传媒集团

优秀奖作品：



B01-03-0026 光合作用 平面-公益 昆山市中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B01-13-0017 无偿献血系列 平面-公益 泰州中山广告有限公司

B01-05-0003 中国梦 平面-公益 江苏上游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B01-02-0004 践行绿色生活 平面-公益 江苏省声屏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B01-02-0016 说好的减负呢 平面-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B01-02-0018 完美时刻花园餐厅 平面-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B01-02-0014 教育孩子被拐时自救 平面-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B01-05-0013 社会主义海报系列 平面-公益 嬉戏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B01-07-0001 勤俭节约我行动 低炭生活创无忧 平面-公益 扬州市现代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B01-11-0001 叔叔，请把妈妈寄回家 平面-公益 盐城市城市干线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B01-11-0006 进步 平面-公益 盐城市城市干线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B01-13-0001 可不可以给她一个家 平面-公益 泰州市泰有趣传媒有限公司

B01-02-0002 一个地球 关爱型消费 平面-公益 江苏省声屏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B01-13-0005 吃不了兜着走 平面-公益 江苏百成数码影业有限公司

B01-13-0024 餐桌上的毒品 平面-公益 泰州时代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B01-13-0012 正因为残缺，更需要关爱 平面-公益 泰州报业传媒集团

B01-03-0021 生活之美 勤奋之道 平面-公益 昆山市中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B01-03-0008 喝了 晕了 别开了 平面-公益 苏州情感印象广告有限公司

B01-03-0009 书香社会——公交车篇 平面-公益 张家港市华闻传媒有限公司

B01-03-0012 今天你"吃"了吗? 平面-公益 张家港市华闻传媒有限公司

B01-03-0005 还是书好 平面-公益 苏州情感印象广告有限公司

B01-03-0006 沉鱼落雁 闭月羞花 平面-公益 苏州情感印象广告有限公司

B01-03-0007 拒绝酒驾 珍爱生命 平面-公益 苏州情感印象广告有限公司

B01-03-0029 一位市长的就职书 平面-公益 昆山市中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B01-03-0032 诚信守法 平面-公益 昆山市中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F01-02-0127 和谐婚姻和谐社会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28 禁烟——不要在公共场合行凶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30 回头是岸做清官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32 戒烟——冰毒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34 何谈平等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35 反战——纸飞机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36 世界自然基金会——3D打印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5-0001 文明江苏 传递正能量 平面-公益 嬉戏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05-0005 字由心生系列丛书海报设计 平面-公益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F01-05-0013 逐渐消失的记忆——关爱老年痴呆 平面-公益 江苏东方雄狮广告有限公司

F01-06-0001
少一些纷争，多一些礼让,世界更美

好
平面-公益 镇江市飞天广告有限公司

F01-06-0002 诚心江苏 放心消费 平面-公益 江苏尚鼎广告有限公司

F01-02-0110 保护环境共同的承诺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7-0008 书香江苏 平面-公益 扬州大唐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F01-07-0011 渴望精神食粮 平面-公益 扬州大唐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F01-11-0012 书香社会——飞越篇 平面-公益 东台市大宝广告有限公司

F01-12-0005 善恶一念间 平面-公益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通市分公司广告有
限公司

F01-12-0006 失控的舆论 平面-公益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通市分公司广告有
限公司

F01-12-0008 文字，不是伤人的利器 平面-公益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通市分公司广告有
限公司



F01-13-0004 一个环保袋就是一片绿 平面-公益 靖江日报社

F01-14-0001 我们的正能量 平面-公益 宿迁东润传媒有限公司

F01-06-0005 开车斗气，后果严重 平面-公益 镇江日报社

F01-06-0006 书香社会 平面-公益 镇江日报社

F01-02-0028 关爱儿童健康成长 平面-公益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11-0003 安全距离保安全 平面-公益 江苏天地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F01-03-0020 知识饥渴 平面-公益 昆山市中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F01-03-0026 书 伴我成长 平面-公益 昆山市中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F01-10-0010 忘了停下来 平面-公益 淮安市长江广告有限公司

F01-10-0011 你知道吗？ 平面-公益 淮安市长江广告有限公司

F01-10-0012 与书为友 平面-公益 淮安市长江广告有限公司

F01-10-0013 我的爸爸是个骗子 平面-公益 淮安市长江广告有限公司

F01-10-0015 世界那么大 平面-公益 淮安市长江广告有限公司

F01-10-0016 无痛“纹身” 平面-公益 淮安市长江广告有限公司

F01-02-0107 公益——廉政-去除四风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63 资源有限 请省着点用 平面-公益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31 捍卫婚姻法 平面-公益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38 开卷有益 平面-公益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13 公益——不要被手机绑架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15 公益——空格停顿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19 公益——反对暴力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20 公益——文明乐章五线谱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22 停止戏弄喂食，爱我就别逗我了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25 公益——酒后驾驶的终点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3-0036 书香——充盈我们的精神食粮 平面-公益 苏州新浪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F01-03-0037 书香——让文明城市更芬芳 平面-公益 苏州新浪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F01-07-0016 断浮躁，轻阅读 平面-公益 江苏金海洋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F01-10-0001 我和文明有个约定 平面-公益 淮安市长江广告有限公司

F01-10-0003 放飞灵魂 平面-公益 淮安市长江广告有限公司

F01-10-0005 我是超人 平面-公益 淮安市长江广告有限公司

F01-03-0004 阅书 平面-公益 苏州情感印象广告有限公司

F01-02-0098 光污染——人造星空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100 禁止拐卖儿童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92 自由笼中鸟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明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12 节俭兴邦系列作品 平面-公益 江苏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83 《敬业——白饭篇》 平面-公益 南京市博明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F01-02-0067 请及时充电 平面-公益 江苏有线邦联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F01-02-0069 读书照亮未来 平面-公益 江苏有线邦联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B02-02-0252 Rio——相聚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413 移动车联网——导航功能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66 天翼4G小老头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68 胶囊治愈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平面-商业

金奖作品：



B02-02-0469 手中手系列粉领篇、主妇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70 美加净防晒霜隐形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74 和包《神器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81 网厅手机促销《挤》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88 中国移动农情气象——早知道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266
腾讯新闻客户端——事实派，不抽

象！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69 保护动物器官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278 花儿艺术旅行——梦想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502 《全新mini》 平面-商业 南京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2-0503 《沙宣柔顺丝滑——拔河篇》 平面-商业 南京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2-0508 《全面坚固你的牙齿》 平面-商业 南京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2-0510 《杜蕾斯避孕套——薄如轻翼》 平面-商业 南京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2-0514 粉红丝带——水果篇 平面-商业 南京雷迪欧广告公司

B02-03-0001 原汁原味，脆到爆 平面-商业 苏州市明日企业形象策划传播有限公司

B02-03-0004 生活 必有喜力 平面-商业 苏州市明日企业形象策划传播有限公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B02-03-0006 乐动世界每一处 平面-商业 苏州市明日企业形象策划传播有限公司

B02-03-0012 我爱徽姑娘餐厅品牌秀 平面-商业 苏州林达广告有限公司

B02-03-0002 清晰视觉，睛彩人生 平面-商业 苏州市明日企业形象策划传播有限公司

B02-05-0024 紫金农商银行·益农存 平面-商业 江苏加减品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02-05-0026 你还是年轻的味道 平面-商业 常州市利笛广告有限公司

B02-06-0018 记得 平面-商业 江苏大学艺术学院

B02-06-0019 吉时来罐王老吉 平面-商业 江苏大学艺术学院

B02-06-0027 触手可及 平面-商业 江苏大学艺术学院

B02-02-0504 乐虎——超人篇 平面-商业 南京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2-0499 金纺——鲜花篇 平面-商业 南京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2-0366 过“碱法”的日子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30 心相印之“小梦想，心相印”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35 我的青春 无所畏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111 花儿艺术旅行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268 浙江移动生活哲学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045 娃哈哈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101 花儿艺术旅行，邂逅真情与美景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13-0007 唯有黑夜，方知光明 平面-商业 泰州灵通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B02-02-0021 花儿艺术旅行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5-0017 创意改变生活 平面-商业 江苏上游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B02-02-0479 电信博览会《好好休息》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80 电信宽带《走钢丝》篇 《骑车》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86 中国移动咪咕游戏——打断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71
卫岗果粒酸奶壁咚篇、熊抱篇、挑

逗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72

和包《保镖篇》、《收银员篇》、
《话务员篇》、《小丑篇》、《搞

定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18 电信外星人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银奖作品：



B02-02-0416 万圣节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261 万物由心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54
和阅读阅咖啡《女汉子篇》《中二

青年篇》《文青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256 和阅读《老大篇》《夫子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091 完美一对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B02-02-0058 这不是勒索信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458 4G套餐《心魔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001 和谐 平面-商业 江苏尚成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002 松竹梅 平面-商业 江苏尚成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010 也许她该试试透气的洁婷？系列二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259
星级服务《别计较篇》《不客气篇

》《你先请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260 C驱动——活力四射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244 Let’s RIO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060 瘦得更轻松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072 999青春三部曲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249 心相印——山一水一梦间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62 缇加花草茶——邂逅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64 花儿艺术旅行——笔尖上的旅行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322 雷柏在手，天下我有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41
哇哈哈之C驱动之花样游泳篇、篮

球篇、跳水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17 电信百分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02 走出混沌状态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59 电信夏天《拼爽快》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60 移动和商务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67
和阅读《指南针篇》、《定位标篇

》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64
B.Duck之《玛丽莲梦露篇》《迈克

杰克逊篇》《卓别林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65 电信《周三疯》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75
和阅读名家见面会《小时代篇》、

《品三国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76 榜中榜《点赞篇》、《推荐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82 移动和商务《轻办公》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4-0021 青瓷 平面-商业 无锡市当纳利广告有限公司

B02-05-0009 999感冒灵系列海报设计 平面-商业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B02-05-0010 蜀陶紫砂茶具系列海报设计 平面-商业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B02-05-0012 爱婴系列海报设计 平面-商业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B02-02-0489 车pad大有看头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4-0014 周生生 平面-商业 无锡雅仕维地铁传媒有限公司

B02-02-0491 诺诗兰保暖滑雪服英雄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博明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2-0032 娃哈哈C驱动 教你过期末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485 中国移动咪咕游戏-找WiFi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铜奖作品：



B02-02-0016 花儿艺术旅行，最好的平台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13-0003 房地产广告2 平面-商业 泰州市中广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B02-13-0004 房地产广告1 平面-商业 泰州市中广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B02-13-0005 美即面膜 平面-商业 泰州灵通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B02-02-0109 花儿艺术旅行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046 营养快线水果篇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040 纯天然，一家人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119 营养快线欢乐时光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121 水果哪去了？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188 封面旅行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267 梅尼耶干蛋糕——“干脆”去看看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81
花儿艺术旅行——行与美中，随花

儿动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82
招财狗——乐在其中篇、随心所欲

篇、心动行动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95 天天窦文涛——弹簧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296 奇瑞倒车影音监视系统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298 苏宁易购618地名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299 苏宁易购不粘锅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345 快克——让速度改变你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58 招财狗系列漫画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59 蘑菇贴之重量篇、时间篇动作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31 发现名医的小秘密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72 有一种爱叫久久久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52 加加正能量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78 跟着花儿旅行 遇见艺术生活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79 定义我的999感冒灵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23
娃哈哈C驱动之《篮球篇》《网球

篇》《足球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24 心相印之纸与你心相印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98 邦迪——轮胎篇 平面-商业 南京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2-0501 《觅鹰才，诏忠臣，寻黑马》 平面-商业 南京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2-0453 移动迎新促销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54 电信意外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49 心相印之“纸”要有梦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57 移动4G不二之选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96 平安车险排挡篇 平面-商业 南京博明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2-0507 《让雀巢唤醒你》 平面-商业 南京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6-0024 短板 平面-商业 江苏大学艺术学院

B02-06-0021 工作之余盼着片刻干脆吧！ 平面-商业 江苏大学艺术学院

B02-05-0027 海天拌饭酱 平面-商业 常州市利笛广告有限公司

B02-03-0009 美的空调典故系列 平面-商业 苏州市明日企业形象策划传播有限公司

B02-03-0005 高清时代 不做格子控 平面-商业 苏州市明日企业形象策划传播有限公司

B02-11-0003 水上游 平面-商业 江苏大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02-11-0002 玩转大丰港 平面-商业 江苏大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02-06-0027 RIO释放真我 平面-商业 丹阳市新时代广告有限公司

B02-13-0002 名字来源 平面-商业 江苏久鼎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B02-03-0007 宝马mini——爱玩才会赢 平面-商业 苏州市明日企业形象策划传播有限公司

B02-03-0010 没钱也任性，车价由你定 平面-商业 苏州通广尚品广告有限公司

B02-03-0011 放假回家 平面-商业 苏州通广尚品广告有限公司

B02-04-0002 尚善好少年海报 平面-商业 无锡蓝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02-05-0022 紫金农商银行·随房易贷 平面-商业 江苏加减品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B02-03-0003 不要让牙齿不堪一击 平面-商业 苏州市明日企业形象策划传播有限公司

B02-02-0515 中石化98号汽油——蓝色药丸篇 平面-商业 南京雷迪欧广告公司

B02-02-0513 二手烟——脐带篇 平面-商业 南京雷迪欧广告公司

B02-02-0509 《大，无可能》 平面-商业 南京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5-0028 乐动我心 平面-商业 常州市利笛广告有限公司

B02-05-0032 孔雀 平面-商业 江苏上游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B02-05-0033 米图葡萄酒 平面-商业 江苏上游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B02-06-0023 多个角度看真相 平面-商业 江苏大学艺术学院

B02-06-0020 关键时刻怎能没有你 平面-商业 江苏大学艺术学院

B02-02-0497 佳得乐——闪电篇 平面-商业 南京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2-0450 招财狗之它更懂我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52 移动四侠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55 流量共享《剩男篇》《剩女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56 移动分手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500 《薇婷脱毛品牌——拉链篇》 平面-商业 南京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2-0506 《劲爆你的表情》 平面-商业 南京博尚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2-0425 雷柏之精彩时刻，拒绝束缚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428 洁婷透气之内裤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53 欢乐招财狗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57 C驱动系列漫画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68
黄老五花生酥之荷花篇，向日葵

篇，郁金香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74 妹纸别怕，蘑菇贴来了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76
蒙牛之《歌唱篇》《篮球篇》《旅

游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38 跟着花儿走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39 洁婷之“透气就是任性”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41 太阳雨净水机《家庭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61 屁股大，好尴尬！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62 我们的互动大师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63 为“爱”冲满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64 青春，敢ZUO敢为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49 梦于心印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50 洁婷之植物篇、动物篇、娃娃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51
Duck三喜之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

夜、他乡遇故之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03 做时间的主人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44 在腾讯在现场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297 苏宁易购618学霸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280 艳遇中国——回避篇、肃静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83 七度空间——遨游篇、飞翔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优秀奖作品：



B02-02-0284 999感冒灵——启动篇、停止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85 黄老五花生酥——就要酥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289 腾讯体育——在哪儿，都是现场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90 缇加花草茶——舒眠中的香氛梦境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91 曼卡龙珠宝——梦——少女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94 任意门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113 《艺术世界，一同造访》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270 心相印——陪伴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71 修正——关爱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72 雷柏——无限生活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74 艳遇中国——梦露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75 RIO锐澳鸡尾酒——聚会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191 跟着花儿，就go了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208 来一榨be your hero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214 真C真柠檬，年轻C驱动！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217 运动C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219 只使C驱动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122 亲生的柠檬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130 无需多余添加的来一榨椰汁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135 C驱动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041 跟着花儿去旅行！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042 驱动年轻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343 爱你，久久久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5-0020 新弘泰 平面-商业 江苏上游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B02-02-0047 C驱动 爱生活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13-0006 你看到的不仅仅是风景 平面-商业 泰州灵通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B02-13-0008 购物新风尚 低碳带你逛 平面-商业 泰州灵通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B02-02-0035 口感纯正，天然新鲜的来一榨椰汁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036 真柠檬真驱动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038 娃哈哈营养快线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022 手绘你的精彩！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026 花儿艺术旅行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028 万花筒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492 哈佛SUV恶劣环境篇 平面-商业 南京博明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4-0008 蘑菇街 平面-商业 无锡雅仕维地铁传媒有限公司

B02-04-0009 苏宁易购 时光盛典 平面-商业 无锡雅仕维地铁传媒有限公司

B02-04-0010 高校锡东 品质生活 平面-商业 无锡雅仕维地铁传媒有限公司

B02-04-0011 无锡协和双语国际学校 平面-商业 无锡雅仕维地铁传媒有限公司

B02-04-0012 洋码头 平面-商业 无锡雅仕维地铁传媒有限公司

B02-04-0015 乐事 谁是你的菜 平面-商业 无锡雅仕维地铁传媒有限公司

B02-04-0016 雪孩子 平面-商业 江苏奥达传媒有限公司

B02-02-0490 奥克利眼镜野生动物篇 平面-商业 南京博明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B02-05-0016 常林装载机广告设计 平面-商业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B02-04-0025 岭峰——竹海金茗 平面-商业 无锡市当纳利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83 中国移动聚能量——蝙蝠侠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84 中国移动冲浪快讯——霓虹灯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87 中国移动聚能量——投票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78 和阅读《约会篇》、《画展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73
佰草集一花一木《闺蜜篇》、《基
友篇》、《真爱篇》、《知己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461
999感冒灵颗粒之亲情篇、友情篇、

爱情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19 B.Duck之be playful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403 爱是一种冲动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05
王老吉之《路遇扶》《不坑队友》

《彩虹计划》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06 小内芯大透气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07 减负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12 腾讯网之只在指上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14 手游彩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385 娃哈哈之来一榨椰汁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93
999红糖姜茶之《购物篇》《美食篇

》《工作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99 花儿旅行，带你遇见不一样的艺术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401 艺术的旅行——花儿艺术旅行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31 58到“甲”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37
999感冒灵之快乐篇、青春篇、幸福

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39
 999感冒灵之线团篇、话筒篇、纸

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40
 B.DUCK之皇帝篇、贵妃篇、仕女

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09
蘑菇贴之蘑菇屋篇、沙滩椅篇、热

气球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12 娃哈哈之动力篇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13 RIO无处不在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14 梦相印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317 七度空间蘑菇贴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B02-02-0250
B.DUCK——嗨起来！为何你要如

此严肃？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077 999红糖姜茶暖你心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245 艳遇中国——记得带伞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46
花儿艺术旅行——跟着花儿说走就

走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47 健康加分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257
4G流量套餐《歌曲篇》《电影篇》

《游戏篇》《阅读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258
非常假期零漫游《纪念币篇》《游

戏旗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255
和阅读《韩寒篇》《刘震云篇》《

张小娴篇》
平面-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B02-02-0253 心相印——民族系列 平面-商业 南京林业大学

B02-02-0012 拒绝保鲜膜，我只要洁婷！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015 我们的花儿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059 身体里的苗条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005 梦想的距离——中国梦，恒安梦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009 绝密武器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093 记录你的每一次感动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149 碰撞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151 艳遇中国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153 可“乐”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156 艳遇中国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158 艳遇中国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174 你眼中的世界来自花儿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175 一画?一景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178 百闻，不如一见！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B02-02-0231 艳遇中国 平面-商业 南京财经大学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H01-02-0006 万物和谐 户外-公益 南京林业大学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D01-02-0003 中国境外执法 户外-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H01-02-0002 让爱循环 户外-公益 南京林业大学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D01-03-0004 一览众山小 户外-公益 苏州美丽华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D01-02-0005 绿色生活，低碳演绎 户外-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H01-02-0001 “旧”爱循环 户外-公益 南京林业大学

H01-02-0003 节约手中的绿色血液 户外-公益 南京林业大学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D01-02-0001 选择不同，未来来不同 户外-公益 南京零距离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D01-03-0003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户外-公益 苏州美丽华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D01-02-0002 地球一小时 户外-公益 南京零距离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H01-02-0008 保护伞 户外-公益 南京市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H01-02-0004 大自然馈赠的时间 户外-公益 南京林业大学

H01-10-0001 错过 户外-公益 淮安市长江广告有限公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D02-04-0002 无锡动物园公交车身广告 户外-商业
江苏广电移动新媒体有限公司无锡分公
司

D02-04-0008 盛世家博公交车身广告 户外-商业
江苏广电移动新媒体有限公司无锡分公
司

户外-公益

金奖作品：

银奖作品：

铜奖作品：

优秀奖作品：

户外-商业

铜奖作品：



D02-13-0001 兴化贡蟹 户外-商业 江苏久鼎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D02-04-0004 Kitty 猫乐园公交车身广告 户外-商业
江苏广电移动新媒体有限公司无锡分公
司

D02-04-0006 立顿公交车身广告 户外-商业
江苏广电移动新媒体有限公司无锡分公
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C01-06-0002 留住乡愁 广播-公益 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C01-06-0009 真假美猴王 广播-公益 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

C01-03-0003 陪伴 广播-公益 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广播都市音乐频率

G01-05-0003 每一位妈妈都是孩子的读书引路人 广播-公益 常州广播电视台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C01-13-0004 见证家乡发展，与家乡共成长 广播-公益 泰州市姜堰区广播电视台

C01-13-0007 中华美德 孝感天下 广播-公益 泰州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

C01-13-0011 简单动作 共创和谐 广播-公益 泰州广播电视台

C01-13-0014 诚信心中存 心直路不弯 广播-公益 泰州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

G01-05-0001 一脉书香 广播-公益 常州广播电视台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C01-03-0001 中国人中国梦 广播-公益 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广播都市音乐频率

C01-03-0007 放下手机 广播-公益 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广播都市音乐频率

C01-03-0010 睦邻 广播-公益 张家港人民广播电台

C01-06-0012
公益广告——尊重劳动者从点滴做

起
广播-公益 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

C01-06-0014 保护环境 从身边小时做起 广播-公益 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

C01-13-0005 城市文化美景，我们共同创建！ 广播-公益 泰州市姜堰区广播电视台

C01-13-0006
爱护航空设施，就是守护我们和谐

美好新世界！
广播-公益 泰州市姜堰区广播电视台

C01-13-0009 幸福 广播-公益 泰州广播电视台

C01-13-0010 让一让 广播-公益 泰州广播电视台

G01-05-0004 为孩子多买书 广播-公益 常州广播电视台

G01-05-0005 爱读书 广播-公益 常州广播电视台

优秀奖作品：

广播-公益

金奖作品：

银奖作品：

铜奖作品：

优秀奖作品：

广播-商业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C02-02-0002 中国移动N2 MAX 手机 “认真篇” 广播-商业 南京银都奥美广告有限公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C02-02-0004 输赢篇 广播-商业 南京雷迪欧广告公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C02-02-0006 喜事篇 广播-商业 南京雷迪欧广告公司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所属类别 作者姓名

C02-04-0004 无锡可达奔驰 广播-商业
无锡广播电视发展有限公司广播传媒分
公司

C02-07-0002 万科快板 广播-商业 扬州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广告中心

C02-09-0001 过江龙火锅 广播-商业 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C02-13-0002 正太·周山汇水系列广告 广播-商业 泰州广播电视台

C02-13-0006 农业银行 广播-商业 靖江市广播电视台

C02-13-0008 骥洋食品 广播-商业 靖江市广播电视台

优秀奖作品：

金奖作品：

银奖作品：

铜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