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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鲁市监广字〔2019〕376 号

关于山东省第九届“学院创意杯”和 2019 年度
“泰山杯”广告作品大赛暨教育公益广告

作品征集获奖情况的通报

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局，有关院校：

2019 年 6 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教育厅联合开展了山东

省第九届“学院创意杯”、2019 年度“泰山杯”广告作品大赛暨

教育公益广告作品征集活动（以下简称“大赛”），此次活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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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山东教育电视台、山东省广告协会具体承办，在各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局、广告协会和有关院校的大力支持下，

圆满完成了作品征集、评选工作。

“大赛”共征集作品 6090 件，评出获奖作品 702 件。其中:

“学院创意杯”金奖作品 29 件，银奖作品 55 件，铜奖作品 83 件，

优秀奖作品 261 件,合计 428 件;“泰山杯”金奖作品 21 件，银奖

作品 51 件，铜奖作品 57 件，优秀奖作品 145 件，合计 274 件。

本次大赛将为获优秀奖以上作品作者颁发获奖证书。

本次大赛中，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山东教育电视台、山东省

广告协会获得特别组织奖；潍坊理工学院等 17 所院校获得“学院

创意杯”最佳组织奖；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等 14 所院校 15 名

教师获得“学院创意杯”优秀指导教师奖。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泰安市广告协会等 12 个单位和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

公司等 10 家企业获得“泰山杯”最佳组织奖。

本届“大赛”参赛作品数量与去年基本持平，作品创意水平

显著提高，不仅为我省院校和广告企业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和

展示的平台，也为第 26 届中国国际广告节——长城奖、黄河奖征

集活动储备了优秀广告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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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升全省广告创意水平，推动全省广告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作出

新贡献。

http://zuopin.chinaciaf.org/
http://zuopin.chinacia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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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山东省第九届“学院创意杯”广告大赛获奖作品名单

2.2019 年度“泰山杯”广告大赛获奖作品名单

3.山东省第九届“学院创意杯”、2019 年度“泰山杯”

广告作品大赛各项获奖单位及个人名单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教育厅

2019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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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第九届“学院创意杯”广告大赛获奖作品名单（学生平面）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指导老师

1 金奖 观围 平面 济南大学 刘袆伟 董传超

2 金奖 你能正确选择吗？ 平面 济南大学美术学院 郭梦晨 辛学坤 董传超

3 金奖 永远的欢迎光临 平面 济南大学美术学院 王允萱 刘旭皓 董传超

4 金奖 中华孝道 平面 青岛黄海学院 李 莹
王英全

姜颖道

5 金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平面 青岛黄海学院 吴丹丹
王英全

姜颖道

6 金奖 印象·上海 平面 曲阜师范大学 马 颂 李 娜

7 金奖 我已苦不堪言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黄海涛
董雪莲

邓亚楠

8 金奖 泉之音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齐远帆 孙敬仁 张培源

9 金奖 山东好人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建志 张培源

10 金奖 锦绣——创新生态共享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微子 芦佃杰 孙大刚

11 金奖 捉迷藏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焦桐雯
刘峰

倪鹏飞

12 金奖 截击保护，自有一套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沈瑞冉
刘峰

倪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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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指导老师

13 金奖 责任与担当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张传锐
刘峰

倪鹏飞

14 金奖 涂缓缓平面创意广告 平面 山东科技大学 燕子凡 宋美音

15 金奖 极效速达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甄晶莹 刘东峰

16 金奖 温暖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谷金昊 刘波

17 金奖 山东记忆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朱倩倩 孙迎峰

18 金奖 爱马仕箱包坚不可摧 平面 潍坊理工学院 李哲
庄园

李敬合

19 银奖 探歌—探索新趣路 平面 济南大学 高彤雪 董传超

20 银奖 ad 钙之城 平面 济南大学 马民辉 董传超

21 银奖 durex x 实验室密令 平面 临沂大学 李琳 赵杨 王艺潜 刘青

22 银奖 身无陈杂一身轻 平面 青岛黄海学院 孙苗芳 吴依然 姜颖道

23 银奖 五彩斑斓的黑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胡衍谨 董雪莲

24 银奖 窒息的美景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黄海涛 邓亚楠

25 银奖 海洋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李奥 李豪
于威正

李娜

26 银奖 山东好人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王之琳 齐远帆

孙敬仁
张培源

27 银奖 猪福您嘞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许超纪 张培源

28 银奖 二十四节气插画设计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许超纪 张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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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指导老师

29 银奖 苹果 apple pencil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晖 于伟正

30 银奖 未必同化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建志 张培源

31 银奖 动超凡爱持久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董港君
刘峰

倪鹏飞

32 银奖 3D 大颗粒乐享真激情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匡硕 倪鹏飞

33 银奖 确保安全，自有一套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王芬芳
刘峰

倪鹏飞

34 银奖 rio 一个人的小酒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颜雪儿 倪鹏飞

35 银奖 东缇岛奶茶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朱亚擎 倪鹏飞

36 银奖 杜蕾斯“closefit”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韩娜 赵崇立

37 银奖 皮影运动会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王亚萌 周臻

38 银奖 一滑到底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邢益波 周长亮

39 银奖 帮扶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谷金昊 刘波

40 银奖 简单多一点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张智慧 刘波

41 银奖 中国文化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朱倩倩 刘波

42 银奖 环境侵蚀 平面 泰山学院 刘岩松 赵胜男

43 银奖 㙓 平面 潍坊理工学院艺术学院 王俊童 庄园

44 银奖 还不关注吗？ 平面 潍坊理工学院 张冬雪
庄园

李敬合

45 银奖 换个角度看世界 平面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宋舒欣 王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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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指导老师

贾静

46 银奖 尊师重教 平面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刘本悦
王金玲

贾静

47 银奖 请不要过度消费 平面 聊城师范大学 郑小强 李凯

48 铜奖 厉害了我的国 平面 滨州学院 刘悦 杨蜜

49 铜奖 光滑美感 无须忧虑 平面 济南大学 姚昱弘 董传超

50 铜奖 教育失格 平面 济南大学 胡欢 董传超

51 铜奖 形 平面 临沂职业学院建工学院 郭旭 郭烽

52 铜奖 薇婷小工 平面 鲁东大学艺术学院 王晓瑜 龙真

53 铜奖 就要不一样 平面 青岛黄海学院 李亚鑫 李超宇

54 铜奖 女子力 平面 青岛黄海学院 林淼 李超宇

55 铜奖 英雄送货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 尹雨萱 吕宗礼

56 铜奖
京东便利店之圣诞老人篇

哆啦 A 梦篇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 胡慧 罗洁

57 铜奖 孝育正 平面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卢梦娇 李雅文

58 铜奖 生日快乐 平面 山东大学 张子薇 赵鹏

59 铜奖 支配 平面 山东大学 卢文阕 赵鹏

60 铜奖 这不是同理心 平面 山东大学 杨小弨 袁宙飞

61 铜奖 光鲜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卢喆涵 张晖
于伟正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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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指导老师

62 铜奖 与你共舞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王芬芬
刘峰

倪鹏飞

63 铜奖 年轻不止，探索不息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颜雪儿
刘峰

倪鹏飞

64 铜奖
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国与家

共富裕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匡硕 张乂喆 倪鹏飞

65 铜奖 犀牛的命运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朱昊天 倪鹏飞

66 铜奖 精准小快克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王彬 倪鹏飞

67 铜奖 乐高积木的“亲密无间”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周薇薇 倪鹏飞

68 铜奖 RIO 一个人的小酒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董大潮
刘峰

倪鹏飞

69 铜奖 霸王防脱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王彬
刘峰

倪鹏飞

70 铜奖 字由字在系列 平面
山东科技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耿彪 宋美音

71 铜奖 纵横有道 平面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王绪振

72 铜奖 哇哈哈宜茶时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苑婷婷 谢如红

73 铜奖 关爱留守儿童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郭庆苓 侯焱 史磊

74 铜奖 赡养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马浩然 史磊

75 铜奖 绚烂杜蕾斯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金政怡 刘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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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指导老师

76 铜奖 经典工艺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刘憬依 周臻

77 铜奖 夹缝中的反抗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吴沐珅 高佳

78 铜奖 镜中感情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马妍妍 邢益波

79 铜奖 禁 平面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徐晓 袁明鉴

80 铜奖 逝去（保护动物系列）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申丽雪 孙迎峰

81 铜奖 垃圾分类 减量行动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张智慧 孙迎峰

82 铜奖
管道、齿轮装置及

楼体挂表设计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聂新桐 孙迎峰

83 铜奖 生命之源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谷金昊 刘波

84 铜奖 猪年吉祥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张智慧 孙迎峰

85 铜奖 请用文明尺子丈量自己 平面 聊城师范大学 郑小强 李凯

86 铜奖 盲道系列 平面 泰山学院 陈楷航 赵胜男

87 铜奖 “鲁”字不可上小下大 平面 潍坊理工学院 刘学 庄园

88 铜奖 衣食住行 平面 潍坊理工学院 宋洋 孙浩崴 张素哲

89 铜奖 看不见的可靠 平面 潍坊理工学院 王士宇 李敬合

90 铜奖 致敬建国 70周年 平面 潍坊理工学院 尹晓宇 庄园

91 铜奖 乙亥猪年 平面 潍坊理工学院 谭伟 冯亚男

92 优秀奖 夜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张曼
刘峰

倪鹏飞

93 优秀奖 语言暴力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李琳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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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指导老师

94 优秀奖 古今幻想的碰撞 平面 曲阜师范大学 邢睿鹏

95 优秀奖 去落毛尘，稳占 C 位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刑荥 谢如红

96 优秀奖 如何共生 平面 烟台南山学院 王丹

97 优秀奖 平安校园 爱校如家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刘金乾 张培源

98 优秀奖 鱼目混珠 平面 山东大学 文潇 王文灏

99 优秀奖 杜蕾斯 intense 系列 平面 鲁东大学 李浩 楼正国

100 优秀奖 诚恳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梁春奇 吕娟娟

101 优秀奖 眼泪与口水 平面 济南大学 曹靖松 董传超

102 优秀奖 海洋文化系列 平面 鲁东大学 盛川川 龙真

103 优秀奖 我们的角色 平面 济南大学 马珮琪 董传超

104 优秀奖 钱 平面 济南大学 刘念、李莜琳 董传超

105 优秀奖 保护动物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郑静雯 董雪

106 优秀奖 将要断的绳子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王玺执 吕娟娟

107 优秀奖 责任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徐辑胜 殷志豪 邢益波

108 优秀奖 奥普-为爱设计 平面 济南大学 史宇君 董传超

109 优秀奖 减掉烦恼从运动开始 平面 山东大学 王彦力 王文灏

110 优秀奖 为你研发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孟圆
刘峰

倪鹏飞

111 优秀奖 文化潮流爱华仕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李彤 吴金蔚 刘东峰

112 优秀奖 重生 平面 山东大学 朱弈达 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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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指导老师

113 优秀奖 高中钙 平面 济南大学 兰姝岩 董传超

114 优秀奖 责任与担当 平面 青岛黄海学院 吴依然
王英全

杨丽

115 优秀奖 年轻不重 young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 潘跃 吕宗礼

116 优秀奖 家庭篇 社会篇 平面 济南大学 高子茹 董传超

117 优秀奖 责任是什么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金政怡 周臻

118 优秀奖 保护女性！安全篇 平面 枣庄学院 吴中昊

119 优秀奖 汉字之韵—五行相生 平面 泰山学院 韩路军 张咏宜

120 优秀奖 紧致生活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段巧涵 刘东峰

121 优秀奖 加量番茄酱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卢喆涵 张晖
于伟正

李娜

122 优秀奖 一滑到底 平面 青岛黄海学院 李亚鑫 李超宇

123 优秀奖 做孩子的榜样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公莉 吕娟娟

124 优秀奖 关注校园暴力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马慧 董雪

125 优秀奖 世界水日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申丽雪 刘波

126 优秀奖
欲火酌情，迷人冻情，内燃

激情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匡硕 倪鹏飞

127 优秀奖 火锅伴侣，超吉美味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朱昊天
刘峰

倪鹏飞

128 优秀奖 明月花车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申丽雪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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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指导老师

129 优秀奖 香茗袅袅塑经典之美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孙敏玲 倪鹏飞

130 优秀奖 “细微”的作用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闫润东 倪鹏飞

131 优秀奖 垃圾分类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李奥 李豪
于伟正

李娜

132 优秀奖 无力回天 平面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马路遥 魏向昕

133 优秀奖 我就是这么不一样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甄晶莹 刘东峰

134 优秀奖 爱京东 爱生活 平面 滨州学院 王恒达 高东影

135 优秀奖 哇哈哈宜茶时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颜雪儿
刘峰

倪鹏飞

136 优秀奖 安全如你 平面 鲁东大学 霍雨琪 龙真

137 优秀奖 反对家庭暴力 平面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秦雪儿 袁明鉴

138 优秀奖 司机责任大过天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石春淼 黄莉茹 邢益波

139 优秀奖 文化共享 平面 山东大学 张琳 王文灏

140 优秀奖 承诺 123 平面 山东职业学院 李凌峰 于丽娜

141 优秀奖 童年回忆（AD钙奶）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 赵连朋 张格瑜 罗洁

142 优秀奖 廉德是福系列 平面 临沂大学 蒋旭 汤红利 刘超 姜睿

143 优秀奖 长舌妇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卢喆涵 张晖 张培源

144 优秀奖 藤茶（古茶钩藤）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薛宇 张培源

145 优秀奖 杜蕾斯之纹身 平面 济南大学 陈心茹 田雪梅

146 优秀奖 海洋灾害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李倩 赵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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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优秀奖 中国精神 平面 滨州学院 玄蓉蓉 杨蜜

148 优秀奖 器官捐赠 平面 滨州学院 吴瑶 杨蜜

149 优秀奖 关爱女性健康发展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李萌雨 董雪

150 优秀奖 追梦 AD钙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沈孜冉 邢益波

151 优秀奖 家国在肩责任在行 平面 济南大学 许新飞 董传超

152 优秀奖 糖衣毒药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沈瑞冉
刘峰

倪鹏飞

153 优秀奖 东缇岛奶茶 平面 滨州学院 韩会成 杨蜜

154 优秀奖 生肖年文化—庚子鼠年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赵子悦 张培源

155 优秀奖 防脱发用霸王系列 平面 临沂大学 蒋旭 汤红利 姜睿

156 优秀奖 茶尚好，不宜迟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张欣雨 谢如红

157 优秀奖 夏天到了，该“除草”了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张可涵
刘峰

倪鹏飞

158 优秀奖 薇婷展现裸肌美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崔路阳 谢如红

159 优秀奖 变身记 平面 济南大学 见汝 董传超

160 优秀奖 用课工厂，有大神助力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 王润曦 吕宗礼

161 优秀奖 我的“心里话” 平面 济南大学 吴彤 董传超

162 优秀奖 儒风论域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张智慧 孙迎峰

163 优秀奖 微小的诗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张曼
刘峰

倪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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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优秀奖 畅想啤酒包装 平面 临沂大学
赵杨 蒋旭 刘超

钟耕辉

165 优秀奖 四季敦煌旅游纪念品设计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赵子悦 张培源

166 优秀奖 细数闲岁 平面 潍坊理工学院 李轩 庄园

167 优秀奖 不要让文化只剩下文字 平面 曲阜师范大学 李玲玉 李春雨 苗红磊

168 优秀奖
国际莱布尼茨研究中心

网站设计
平面 山东大学 张子薇 赵鹏

169 优秀奖
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

网站设计
平面 山东大学 张子薇 赵鹏

170 优秀奖 修正帮你治颈腰 平面 山东大学 王彦力 王文灏

171 优秀奖 局限 平面 山东大学 杨小弨 袁宙飞

172 优秀奖 劲，不重 young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邵瑞 董雪

173 优秀奖 畅响哇哈哈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 姜春晓 罗洁

174 优秀奖 责任与担当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董大潮
刘峰

倪鹏飞

175 优秀奖 对或不对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张曼
刘峰

倪鹏飞

176 优秀奖 温扶那几天的小腹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孟圆
刘峰

倪鹏飞

177 优秀奖 失而复明 平面 曲阜师范大学 魏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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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优秀奖 平凡而伟大的责任与担当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李彤 吴金蔚 邢益波

179 优秀奖
为了中国环保大业，我们走

在一起
平面 潍坊职业学院 徐瑜烨

刘金刚

崔研因

180 优秀奖 水与乐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建志 张培源

181 优秀奖 国粹的传承与创新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朱昊天 倪鹏飞

182 优秀奖 海洋生态系列 平面 烟台南山学院 赵鹏
宿彩艳

张磊

183 优秀奖 书中有美好 平面 山东科技大学 吴林烨 宋美音

184 优秀奖 三重奏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王芬芬
刘峰

倪鹏飞

185 优秀奖 与娃哈哈一起 平面 济南大学 张璐 董传超

186 优秀奖 文明走天下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郑茹芯 吕娟娟

187 优秀奖 责任与担当 平面 济南大学 刘念 李莜琳 董传超

188 优秀奖 现代流行裸肌美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孟圆 刘峰

189 优秀奖 十二生肖 平面 曲阜师范大学 宋绪娟 孔勇

190 优秀奖 天地共生 平面 曲阜师范大学 宋莉 孔勇

191 优秀奖 幼有所依，老有所养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李傲雪 倪鹏飞

192 优秀奖 童痛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建志 张培源

193 优秀奖 生活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牛燕燕
刘峰

倪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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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指导老师

194 优秀奖 海洋便利店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徐超纪 张培源

195 优秀奖 “印象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邱见红 周静

196 优秀奖 百脉至美系列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于今 孙迎峰

197 优秀奖 谨防网络诈骗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申丽雪 孙迎峰

198 优秀奖 厚道鲁商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岳顺 吕娟娟

199 优秀奖 今天你给父母打电话了吗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宋贝贝 赵月

200 优秀奖 知识的桥梁 平面 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杨梦洁

201 优秀奖 哇哈哈包装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马浩然 郑蕾

202 优秀奖 责任与担当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田湾 林助兴 邢益波

203 优秀奖 探歌——无限可能 平面 济南大学 刘念 李莜琳 董传超

204 优秀奖 海洋杀戮 平面 青岛黄海学院 蒙欣明 宋柯林
王英全

杨丽

205 优秀奖 “白色”浪花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赵中平 华慧

206 优秀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刘勇 戚烜瑜 黄海

涛
董雪莲

207 优秀奖 课工场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朱亚擎
刘峰

倪鹏飞

208 优秀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平面 青岛黄海学院 李莹
王英全

杨丽

209 优秀奖 雷锋精神 平面 临沂大学 蒋旭 汤红利 刘超



- 17 -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指导老师

210 优秀奖 精彩哇哈哈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金政怡 丁翠红

211 优秀奖 脑风暴过山车 平面 济南大学 刘祎伟 董传超

212 优秀奖 干湿分明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杨金龙 张培源

213 优秀奖 为所欲为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董港君
刘峰

倪鹏飞

214 优秀奖 宜茶时功能篇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傅璇璇 丁翠红

215 优秀奖 打孩子 平面 山东大学 陈嘉玮 赵鹏

216 优秀奖 杜蕾斯（手写版）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杨如玮 倪鹏飞

217 优秀奖 感同身受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薛太羽 张培源

218 优秀奖 何以为爱 平面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曹蕾 雷利香

219 优秀奖 杜杜的奇幻之旅 平面 青岛黄海学院 孙元鑫 张博 孙铭

220 优秀奖 贴身定做，紧密无间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孙敏玲 倪鹏飞

221 优秀奖 爱心接力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朱昊天 倪鹏飞

222 优秀奖 好喝好玩哇哈哈 平面 滨州学院 郑行港 吴瑞园 杨蜜

223 优秀奖 紧之韵 平面 滨州学院 李一杰 杨蜜

224 优秀奖 杜蕾斯系列海报 平面 滨州学院 董明帅 杨蜜

225 优秀奖 预防艾滋病日 平面 山东建筑大学 朱昊天
刘峰

倪鹏飞

226 优秀奖 杜蕾斯三部曲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孙崇玉 谢如红

227 优秀奖 王老吉 平面 滨州学院 周福磊 张靖夫 杨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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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优秀奖 济南城市形象标识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申丽雪 孙迎峰

229 优秀奖 绿色出行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卢喆涵 张晖 张培源

230 优秀奖 保护环境 平面 潍坊理工学院 李松 庄园

231 优秀奖 福瀛集团花车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申丽雪 孙迎峰

232 优秀奖 有力不一定给力 平面 聊城师范大学 雷雨晴 李凯

233 优秀奖 等量不一定等值 平面 聊城师范大学 雷雨晴 李凯

234 优秀奖 为爱点赞 平面 聊城师范大学 马奔传 李凯

235 优秀奖 还我们一片湛蓝的天空 平面 聊城师范大学 宋林旋 李凯

236 优秀奖 装扮不同责任相同 平面 聊城师范大学 何婷婷 韩兆生 李凯

237 优秀奖 家的门，每天斗为米开着 平面 聊城师范大学 张静 樊艳慧 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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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九届“学院创意杯”广告大赛获奖作品名单（教师平面）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1 金奖 零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王儒雅 韩永刚

2 金奖 中国力量系列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董雪莲 焦燕 周明阳

3 银奖
生态文明—绿色家庭

生态文明—绿色社区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高蓬 梁颖

4 银奖 新时代 新生活系列招贴设计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王雪

5 银奖 国华瓷器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王玮

6 银奖 孕育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培源

7 银奖 岁月 平面 山东管理学院 杨一诺

8 银奖 我和我的祖国 平面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闵媛媛 张培源

9 铜奖 风尚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杜明星

10 铜奖 小儿童大美术品牌形象及应用 平面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赵鹏

11 铜奖 圆梦时代系列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唐国峻 杨轲

12 铜奖 降解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王儒雅 韩永刚

13 铜奖 24 节气系列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于伟正 李凤华

14 铜奖 反腐倡廉—大老虎，拍苍蝇 平面 苏州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韦莉

15 铜奖 践行科学教育理念系列公益海报 平面 齐鲁师范学院 谭征

16 铜奖 一个都不能少！平安出行拒绝酒驾！ 平面 枣庄学院 吴中昊

17 优秀奖 小康社会新图景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修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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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优秀奖 践行科学教育理念系列公益海报 平面 齐鲁师范学院 谭征

19 优秀奖 世界读书日系列招贴 平面 潍坊学院美术学院 张文波

20 优秀奖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平面 潍坊学院 赵红玉

21 优秀奖 切肤之痛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李娜

22 优秀奖 最美逆行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耿岳敏

23 优秀奖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吕娟娟

24 优秀奖 榜样处处在-公交小雷锋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培源

25 优秀奖 孔孟文化之孔子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培源

26 优秀奖 孔孟文化之孟子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培源

27 优秀奖 2020 寿鼠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培源

28 优秀奖 绑缚的人生 平面 云南大学 庞杰

29 优秀奖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吕娟娟

30 优秀奖 5G 畅快篇、爽快篇 平面 潍坊理工学院 何玉亮

31 优秀奖 接力沂蒙精神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常言平 郑建鹏

32 优秀奖 OPEN 平面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张洋洋

33 优秀奖 语境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唐国峻

34 优秀奖 猫人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楠 杨舒棋

35 优秀奖 朱子家训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杜明星

36 优秀奖 墨泉海报设计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于伟正 孙梦茹

37 优秀奖 竹韵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姜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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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优秀奖 独具慧眼-校园形象吉祥物设计 平面 枣庄学院 宋文 李扬

39 优秀奖
雷锋精神主题宣传月卡通形象设计

“雷小峰”
平面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李金硕

40 优秀奖 新丝路文化交流贸易中心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修艺源

41 优秀奖 乐善 厚道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焦燕

42 优秀奖 现代人的情绪 平面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刘宏广

43 优秀奖 邂逅·微风 平面 山东女子学院 曹扬

44 优秀奖 Dior 口红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张宇

45 优秀奖 父与子 平面 滨州学院 崔小雪

46 优秀奖 青岛小嫚儿—餐垫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匡莉

47 优秀奖 爱心的传递 平面 济南大学 钟月汝

48 优秀奖 “典”燃梦想 平面 山东管理学院 梦蕾

49 优秀奖 简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马妍妍

50 优秀奖 压缩城市 平面 山东师范大学 王洁 韩英

51 优秀奖 杜蕾斯超薄安全套广告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 周晓彤

52 优秀奖 “视力”的较量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田雨 张馨戈

53 优秀奖 我喜欢你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田雨 张馨戈

54 优秀奖 缺席 平面 临沂大学传媒学院 王琳

55 优秀奖 与你无 LOVE 不欢 平面 青岛农业大学 毕建超

56 优秀奖 寻 平面 青岛黄海学院 时聪睿 赵振杰



- 22 -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57 优秀奖 对比 平面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孙韬 丁梓轩

58 优秀奖 “瘾”人入胜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任浩铭 王子川

59 优秀奖 尴尬 平面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徐誉轩 王青竹

60 优秀奖 一个广告人的自白 平面 滨州学院 连健含 刘悦 路朝阳

61 优秀奖 无形的伤害 平面 山东华宇工程学院 李亚宁 李威

62 优秀奖 对比 平面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孙韬 丁梓轩

63 优秀奖 小责任与大担当 平面 滨州学院 李国超 周忠港

64 优秀奖 娃娃生气了 平面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朱雷莎 梁彤

65 优秀奖 别让网络吞噬您的感情 平面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刘雨 吴萍

66 优秀奖 中国义乌 走向世界 平面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周跃

67 优秀奖 猎枪之下 平面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张宇航

68 优秀奖 乐仕眼镜广告 平面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张桂美

69 优秀奖 杜蕾斯的三重美妙体验 平面 成都理工大学 江承超 李心悦

70 优秀奖 杜蕾斯—“三重极致体验” 平面 山东艺术学院 刘玉娜 高瑞敏 来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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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九届“学院创意杯”广告大赛获奖作品名单（学生影视）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1 金奖 无心之言 无形伤害 影视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张慧茹 李佳欣

2 金奖 白纸 影视 临沂职业学院 赵青松 杜小文

3 金奖 担当新时代，不做隐形人 影视 山东华宇工程学院 郑寒蕾 王浩

4 金奖 纸人寻家记 影视 山东华宇工程学院 焦曼曼 申春凤

5 金奖 中国精神不断开拓 影视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蔡仕奇 夏泽铭

6 金奖 垃圾分类的意义 影视 滨州学院 于燕晨 郭静雯

7 金奖 拥抱海洋 影视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吕乐 杜小玉

8 银奖 极速世界 影视 青岛黄海学院 李馨 王美琪

9 银奖 变色龙 影视 青岛黄海学院 戴玉涵 邓娅玟

10 银奖 谎言 影视 青岛大学 刘梦

11 银奖 愿所有青春都被温柔以待 影视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卢坤宁 郝林杰

12 银奖 感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刘文旭 田雨

13 银奖 X榨汁机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任浩铭 贾方舟

14 银奖 薇婷发现你的裸肌美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王吉燕 李峰羽

15 银奖 宜茶时保护你的味蕾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华婷 岳可欣

16 银奖 课工场 APP 包含书里的全部知识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王吉燕 岳可欣

17 银奖 星星的孩子 影视 临沂职业学院 高迎利 高雪纯

18 银奖 还海洋一片洁净 影视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隋妍琨 白文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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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19 银奖 娃哈哈之蜘蛛篇 影视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刘雨

20 银奖 不忘初心 影视 滨州学院 候红波

21 银奖 低碳出行 影视 青岛滨海学院 纪伊梦

22 银奖 去哪儿 影视 潍坊科技学院 任卫明 孙嘉浩

23 银奖 潮 YOUNG 影视 潍坊科技学院 李雨 张书豪

24 铜奖 我的能量我做主 影视 青岛黄海学院 吕玉赫

25 铜奖 小迷糊之月球旅行 影视 青岛黄海学院 张帅涛 董凯迪

26 铜奖 王羲之吃墨 影视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陶柯霖

27 铜奖 反家庭暴力公益广告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苏允鑫 靳星

28 铜奖 朦胧，美么?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刘慧敏 范书琦

29 铜奖 停止想象相信真相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许桐桐 王峻森

30 铜奖 斗榫合缝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赵一苇 许桐桐

31 铜奖 以青春歌唱祖国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32 铜奖 一起脱毛鸭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朱玉 孙鸽

33 铜奖 宜茶时花语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韩世琛 李峰羽

34 铜奖 反腐 影视 临沂职业学院 邹棋凯 张岩

35 铜奖 垃圾箱的经历 影视 临沂职业学院 许伟 张祥松

36 铜奖 美白打印 影视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杨继斌徐凡淑

37 铜奖 本真 影视 滨州学院 程青 王秀

38 铜奖 孩子成长的引导 影视 滨州学院 郑行港 吴瑞园 黄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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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39 铜奖 家庭责任篇 影视 滨州学院
王文泮 于仁泽 张敬威

张靖夫

40 铜奖 环保底线 影视 滨州学院 唐家明 曹传帅

41 铜奖 京东便利店 影视 滨州学院 马德月 戎凤琪

42 铜奖 爱华仕——装得下世界都是你的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 刘玉娜 高瑞敏 来玟慧

43 铜奖 校园生活的设计师 影视 成都理工大学 江承超

44 铜奖 米粒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影视 鲁东大学 李亚宁 李威

45 铜奖 父亲开始看我们的脸色行事了 影视 鲁东大学 岳跃山

46 铜奖 陪伴是最好的良药 影视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刘文静

47 铜奖 器官捐献 生命永续 影视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张宁

48 铜奖 乐高——海盗寻宝 影视 菏泽学院

49 铜奖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影视 潍坊科技学院 苏琳涵 吕国文

50 铜奖 火线英雄 影视 潍坊科技学院 张杭宇 徐鑫

51 铜奖 发现你的美 影视 潍坊科技学院 杨修璞 崔文鹏

52 优秀奖 陪伴 影视 青岛黄海学院 艺菲 李泳秀

53 优秀奖 浴 影视 青岛黄海学院 吕玉赫

54 优秀奖 陪你去旅行 影视 青岛黄海学院 宋新梅 舒琪

55 优秀奖 鲁班授徒 影视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郁淏元

56 优秀奖 拒绝校园贷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刘文旭 李兴三

57 优秀奖 我喜欢你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田雨 张馨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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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58 优秀奖 带刺的玫瑰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田雨 韩旭

59 优秀奖 多点关怀公益广告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赵静雯

60 优秀奖 547. 1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李睿格 贾方舟

61 优秀奖 薇婷 for you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王俊 刘慧敏

62 优秀奖 课工场 APP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韩世琛 华婷

63 优秀奖 凌晨四点半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 戴一名 朱玉

64 优秀奖 留守儿童 影视 临沂职业学院 诸葛文雨 颜丽婷

65 优秀奖 每人一小步，环境一大步 影视 临沂职业学院 詹斌 王恒 高超绪

66 优秀奖 校园霸凌 影视 临沂职业学院 任彩云 朱婷

67 优秀奖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影视 山东华宇工程学院 马世杰 李晨

68 优秀奖 低头·迷失人生 影视 山东华宇工程学院 成芳菲 陈祥金

69 优秀奖 纸片式风暴 影视 山东华宇工程学院 姜乃毓 董文英

70 优秀奖 平凡的职业，不平凡的人 影视 山东华宇工程学院 潘梦琴 王慧泽

71 优秀奖 青春再遇见 影视 山东华宇工程学院 钟立国

72 优秀奖 毕业季的礼物 影视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徐誉轩 范祥祥

73 优秀奖 别让网络吞噬您的感情 影视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刘雨 吴萍

74 优秀奖 补水滋润更饱满 影视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于童 廉雅琦

75 优秀奖 简单小迷糊 影视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尹牛盾 孙韬

76 优秀奖 京东满足您 影视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程晓宁 单春晓

77 优秀奖 课工场的陪伴 影视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张广宇 刘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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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78 优秀奖 释放 影视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丁梓轩 孙韬

79 优秀奖 指纹 影视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巨丹丹 李瑞雪

80 优秀奖 家庭责任 影视 滨州学院 周福磊 许言落 王恒达

81 优秀奖 每一次的你 影视 滨州学院 隋林佑

82 优秀奖 科技梦 强国梦 影视 滨州学院 李文森

83 优秀奖 刀下显情，纸上生花 影视 滨州学院 徐光洁

84 优秀奖 超级课工厂 影视 滨州学院 连健含 刘悦 路朝阳

85 优秀奖 两个瓶子的罗曼史 影视 滨州学院 宋雨 宋民先

86 优秀奖 青春不重 young 影视 滨州学院 王双双 魏盈成

87 优秀奖 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 影视 滨州学院 田玉娟 庄晓佳

88 优秀奖 拒绝酒驾 影视 滨州学院 夏万林 李淑乐

89 优秀奖 低头一族 影视 滨州学院 周忠港 刘晓彤

90 优秀奖 厉害了我的国 影视 山东大学 陶雨婷

91 优秀奖 不要让孩子成为你的木头人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 谢从从 孙煜 朱琨

92 优秀奖 与你相遇在负 18厘米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 于欣然 李嘉欣 滕惠

93 优秀奖 杜蕾斯 影视 山东艺术学院 张芷菁 徐亚茹 张鸣瑞

94 优秀奖 拒绝语言暴力 影视 临沂大学传媒学院 王琳

95 优秀奖 定制你的方案 影视 成都理工大学 江承超

96 优秀奖 挥洒自如的爱情 影视 成都理工大学 江承超

97 优秀奖 让你苦尽甘来的茶 影视 成都理工大学 江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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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98 优秀奖 让衣品再上一个台阶 影视 成都理工大学 江承超

99 优秀奖 做回真正的自己 影视 成都理工大学 江承超

100 优秀奖 杜蕾斯的 Intense 三重体验 影视 成都理工大学 江承超

101 优秀奖 青春为祖国歌唱 影视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刘林泉

102 优秀奖 你坚强的后盾 影视 鲁东大学 岳跃山

103 优秀奖 文明观影公益广告——影院交响曲 影视 鲁东大学 王银岚

104 优秀奖 保护资源 刻不容缓 影视 鲁东大学 李帆

105 优秀奖 环保的呼唤 影视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王梓涵 刘子楠

106 优秀奖 孝心孝行孝能 影视 潍坊科技学院 黄娜 刘梦洁

107 优秀奖 轻盈 影视 潍坊科技学院 梁庆香 左晓莉

108 优秀奖 带上我，走遍世界 影视 潍坊科技学院 任卫明 孙嘉浩

109 优秀奖 承欢 影视 潍坊科技学院 刘凯 赵正权

110 优秀奖 遇见宜茶时 影视 潍坊科技学院 朱如婷 马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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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九届“学院创意杯”广告大赛获奖作品名单（教师影视）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1 金奖 爱的致意 影视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赵鹏

2 银奖 同桌的你 影视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姜楠 朱宝东

3 铜奖 爱的力量 影视 青岛农业大学 陈莉 马顺礼

4 优秀奖 梦想在这里遇见你 影视 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 朱煜 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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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九届“学院创意杯”广告大赛获奖作品名单（摄影）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指导老师

1 金奖 英雄赞歌 摄影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丛海亮

2 银奖 发现城市之美系列 摄影 济南大学 董传超

3 银奖 回首与向前 摄影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翟倩倩

4 银奖 丰收的喜悦 摄影 济南大学 钟月汝 董传超

5 铜奖 中国梦 摄影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从海亮

6 铜奖 岁月 摄影 山东管理学院 高杰 张刚

7 优秀奖 回首与向前 摄影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翟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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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度“泰山杯”广告大赛获奖作品名单（平面）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1 金奖 济南新八景之明湖泛舟篇等 平面 山东省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曹乐友

2 金奖 因类而异 平面 新之航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霍金燕

3 金奖
爆炸发篇、飞机发篇、摇滚发篇

唱吧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薛翔

4 金奖 无处可逃系列 平面 潍坊颐和广告有限公司 张然

5 金奖 驱蚊手环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张梦雪

6 金奖 穿针引线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秦晓媛

7 金奖
惠普打印机—从不墨守成规大象篇

等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丁海亮

8 金奖 边走边聊—骑车篇 平面 山东东方天健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东方天健创作

团队

9 金奖 陪伴 平面 新之航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刘洋

10 金奖 马路文明 平面 山东高新传媒有限公司 王晶

11 金奖 开车不玩手机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胡晓洋

12 银奖 康比特 fast·加速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胡晓洋

13 银奖
海信天猫 919 超级品类日 一张嘴创

意海报
平面 青岛深度传媒有限公司 任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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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14 银奖 中华有为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秦晓媛

15 银奖 无药可救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胡晓洋

16 银奖 奏响系列 潍柴 1、2、3、4 平面 潍坊颐和广告有限公司 张燃

17 银奖 有人偷偷爱着你 平面 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公交广告公司 王秀美

18 银奖 扫黑除恶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梁虹

19 银奖 顺丰快递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姚雨萌

20 银奖 全民阅读 走进经典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姚雨萌

21 银奖 麦斯威尔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于洪生

22 银奖 虚拟现实系列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超

23 银奖 有一个世界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孙庆国

24 银奖 爱在身边 平面 新之航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刘洋

25 银奖 垃圾分类新时尚 平面 济南公共交通总公司公交广告公司 张肖肖

26 银奖 超速危险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潘天骐

27 银奖 “沉”醉 平面 山东开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晨

28 银奖 泳别&永别 平面 济宁市任城区正道平面设计工作室 张庆华

29 银奖 霸王防脱洗发水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田鑫

30 银奖 本田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秦晓媛

31 银奖 手铐 平面 济南市农业信息中心 李波

32 银奖 鹿大福快餐厅 logo 平面 济南之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韩维

33 银奖 放下手机 平面 天津嘉鹤广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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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34 银奖 A brave heart 勇敢的心 平面 青岛深度传媒有限公司 廖梦天

35 银奖 争做复合型人才系列 平面 济南市农业信息中心 李波

36 银奖 吸烟如饮弹 平面 青岛深度传媒有限公司 廖梦天

37 银奖 吸烟有害健康 平面 北京互通联合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吴金山

38 银奖 502 强力胶 平面 泰安闪亮登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袁俊刚

39 银奖 一张嘴创意海报 平面 青岛深度传媒有限公司 廖梦天

40 铜奖 白求恩精神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张梦雪

41 铜奖 我的梦想系列 平面 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公交广告公司 张璐莹

42 铜奖 飞跃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于洪生

43 铜奖 靶夹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姚雨萌

44 铜奖
中国人物系列之袁隆平、屠呦呦、钱

学森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代婷婷

45 铜奖
频道系列—篮球篇、跑道篇、网球篇、

乒乓球篇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秦晓媛

46 铜奖
“有限”系列—水篇、天空篇、原野

篇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田鑫

47 铜奖 泉水之上-清泉自来畅快嗨 广告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王慧萍

48 铜奖 薄，保护不少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鑫宁

49 铜奖 去健身，做自己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马媛

50 铜奖 垃圾分类系列 3 幅 平面 山东省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曹乐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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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51 铜奖 小米 VR 眼镜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王晓倩

52 铜奖 让抄袭成为过街老鼠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李强

53 铜奖 黛安芬现代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秦晓媛

54 铜奖 握紧手中维权利器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肖婷婷

55 铜奖 英派斯健身沙漏篇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梁虹

56 铜奖
绿箭口香糖—爱情篇、交友篇、社会

篇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李强

57 铜奖 垃圾分类，不只是游戏 平面 新之航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孟振

58 铜奖 小米无线充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谭海鸢

59 铜奖 汇源果汁广告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王慧萍

60 铜奖 安全驾驶 平面 山东新之航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刘明

61 铜奖 暴龙眼镜系列—眼镜也疯狂 平面 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公交广告公司 孙琳琳

62 铜奖
珠江钢琴劝学系列之琴谱篇、琴键

篇、脚踏篇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王晓倩

63 铜奖 儿时的游戏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肖婷婷

64 铜奖
厚道鲁商系列—舍满篇、义利篇、破

茧篇、凤凰篇
平面 潍坊颐和广告有限公司 张燃

65 铜奖 科龙五一利益点海报 平面 青岛深度传媒有限公司 任晓宇

66 铜奖
索尼耳机—吉他篇、德克萨斯篇、

竖琴篇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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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67 铜奖 交通公益海报 平面 新之航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张震

68 铜奖 创可贴 平面 银座集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王峰

69 铜奖 夹板 平面 泰安闪亮登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袁俊刚

70 铜奖 树莓果汁包装 平面 济南之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韩维

71 铜奖
①不看盗版书②不听盗版盘

③维护版权，人人有责
平面 天津嘉鹤广告有限公司 郭编辑

72 铜奖 读书与知识系列 平面 济南市农业信息中心 李波

73 铜奖 举手之劳 平面 北京互通联合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吴金山

74 铜奖 天心云谷 logo 平面 济南之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韩维

75 铜奖 精准扶贫 平面 济南市农业信息中心 李波

76 铜奖 迪奥眼霜 平面 泰安闪亮登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袁俊刚

77 铜奖 保护树木就是保护自己系列 平面 济南市农业信息中心 李波

78 铜奖 其实我是 平面 山东天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王蕾

79 铜奖 微信读书 平面 北京互通联合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史晓媛

80 铜奖 BAYGON 杀虫剂 平面 银座集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王峰

81 铜奖 陌生的大自然 平面 山东圣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大虎

82 优秀奖
科龙空调“回家的 100 个理由”

活动倒计时海报
平面 青岛深度传媒有限公司 任晓宇

83 优秀奖
海信天猫 10.1 淘抢购—权益倒计时

海报
平面 青岛深度传媒有限公司 任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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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84 优秀奖 only photo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蒋玉洁

85 优秀奖 可口可乐火锅篇、意大利面篇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梁虹

86 优秀奖 不做低头族，情系斑马线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磊

87 优秀奖 自杀的医生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蒋玉洁

88 优秀奖 科龙金尊空调发布会倒计时海报 平面 青岛深度传媒有限公司 任晓宇

89 优秀奖 国风系列—信仰篇、勤俭篇、诚信篇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秦晓暖

90 优秀奖 奉献之光 平面 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公交广告公司 张璐莹

91 优秀奖 走投无路 平面 新之航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王功美

92 优秀奖 寓教于乐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薛翔

93 优秀奖 洗颜专科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姚雨萌

94 优秀奖 Smart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付荣

95 优秀奖 打击拐卖儿童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胡晓洋

96 优秀奖 雅诗兰黛美肤霜 平面 潍坊颐和广告有限公司 张燃

97 优秀奖 关键时刻必胜客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胡晓洋

98 优秀奖 禁止酒驾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松坤

99 优秀奖 沂蒙精神—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 平面 山东中铁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张震

100 优秀奖 华为 5G之过山车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梁虹

101 优秀奖 诚信鲁商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付荣

102 优秀奖 绿色回忆 平面 新之航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窦子严

103 优秀奖 本色视界 平面 海阳市长河广告有限公司 荆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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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104 优秀奖 叫醒他！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吴志鹏

105 优秀奖 禁锢梦想 平面 新之航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于会亭

106 优秀奖 “典”燃梦想 平面 山东管理学院 梦蕾

107 优秀奖 水陆两栖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王克

108 优秀奖 金伯利钻石系列 1、2、3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谭海鸢

109 优秀奖
雀巢咖啡—人生喜之加官又进爵、人

生喜之金榜题名时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李强

110 优秀奖 安全出行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付荣

111 优秀奖 谁乱扔垃圾系列 平面 济宁市任城区正道平面设计工作室 张庆华

112 优秀奖 五常大米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付荣

113 优秀奖 金士顿优盘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李强

114 优秀奖 守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平面 新之航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张震

115 优秀奖 垃圾分类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张梦雪

116 优秀奖 印象济宁 兖州兴隆 平面 山东中铁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张震

117 优秀奖 文化中国系列—中药篇、文学篇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秦晓媛

118 优秀奖 出来总是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秦晓媛

119 优秀奖 红牛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秦晓媛

120 优秀奖 适应没有水的世界 平面 新之航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于会亭

121 优秀奖 清新动能 平面 新之航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于会亭

122 优秀奖 看不见的危机系列 平面 山东东方天健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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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123 优秀奖 金光大道 平面 山东美尔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于立强

124 优秀奖 寿比南山 平面 山东美尔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于立强

125 优秀奖 我想玩系列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王晓倩

126 优秀奖 飞利浦 吸尘器 平面 济南公共交通总公司公交广告公司 薛玉萍

127 优秀奖 节约用纸 平面 新之航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于会亭

128 优秀奖 舒服有治 平面 济南公共交通总公司公交广告公司 巩南

129 优秀奖 大好山河篇、丹霞地貌篇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梁红

130 优秀奖 熄灯一小时—冰川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付荣

131 优秀奖 不再等待 平面 新之航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袁尚磊

132 优秀奖 地道济南小吃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琳琳

133 优秀奖 反家暴—无法弥补的伤痕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啸风

134 优秀奖 科龙空调双十一倒计时海报 平面 青岛深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廖梦天

135 优秀奖 键盘—反对网络暴力 平面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环宇

136 优秀奖 关爱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平面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王晓倩

137 优秀奖 海信天猫 10.1 淘抢购 平面 青岛深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廖梦天

138 优秀奖 高空坠物害人害己 平面 济南公共交通总公司公交广告公司 巩南

139 优秀奖 冷酸灵—冰山企鹅篇 平面 山东省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曹乐友

140 优秀奖 没别的！就是风大！ 平面 威海市丰盛广告有限公司 黄军伟

141 优秀奖 凯创茶庄 RELAX 平面 山东凯拓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李丽

142 优秀奖 蓝月亮—球员篇等 平面 山东省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曹乐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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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143 优秀奖 飞天鹰手机充电器 平面 临沂市百辰广告有限公司 李娜

144 优秀奖 文明让出来 平面
山东大众报业集团鲁中传媒发展有限

公司
刘丹丹

145 优秀奖 记忆中的酒馆 平面 山东阳光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46 优秀奖
海外数字营销地铁车厢场景营销

创意海报
平面 山东汉亚都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47 优秀奖 青岛四季风景 平面 山东汉亚都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48 优秀奖 青岛网红景点创意海报 平面 山东汉亚都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49 优秀奖 节约就是救赎 平面 潍坊朝阳广告有限公司

150 优秀奖 乱丢垃圾，危机四伏 平面 潍坊朝阳广告有限公司

151 优秀奖 这样的星空？ 平面 潍坊朝阳广告有限公司

152 优秀奖 塑命 平面 山东开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广琦

153 优秀奖 “沉”醉 平面 山东开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晨

154 优秀奖 少一分掌控多一分倾听 平面 泰安市龙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吴鹏

155 优秀奖 怕上火喝王老吉 平面 泰安市龙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王振玲

156 优秀奖 改变源自热爱 平面 泰安市龙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王振玲

157 优秀奖 “共享” 平面 烟台烽火广告有限公司

158 优秀奖 告白 平面 烟台烽火广告有限公司

159 优秀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平面 烟台烽火广告有限公司

160 优秀奖 电信业务—双卡双待孕育片 平面 世纪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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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泰山杯”广告大赛获奖作品名单（影视）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1 金奖 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 影视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城梅地亚

创作团队

2 金奖 921 就爱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 影视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城梅地亚

创作团队

3 金奖 统帅电器 影视 山东松和广告有限公司 曹治军

4 金奖 踏实做事 诚信做人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邢文滔

5 金奖 花样开榴莲 影视 淄博太阳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纪传旭

6 银奖 科技让爱不再牵挂 影视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孔德刚 曹新月

胡凡刚

7 银奖 中国好山水 天赐恩施州 影视 长城广联（北京）国际有限公司
长城广联（北

京）创作团队

8 银奖 蜗牛 影视 济南纬锐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王盛龙 李尚谦

王成风 梅汝超

李娜

9 银奖 世相 影视 青岛盛世奥海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徐楠 李浩 于洋

杨阳 王黎

10 银奖 兔木匠家装 影视 淄博市广播电视台 翟蕾

11 银奖 中国人过中国年 影视 山东东方天健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裴娜

12 银奖 奇怪的爸妈 影视 淄博太阳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纪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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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13 银奖 留守儿童的心声 影视 山东省教育台 白传之

14 银奖
山东泰山啤酒有限公司—了不起的

老头形象宣传片
影视 济南之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韩维

15 银奖 关注孩子 不要关注孩子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张健

16 银奖 不为历史雕刻 振兴中华民族 影视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城梅地亚

创作团队

17 银奖 红领巾公益广告 影视
共青团菏泽市委

菏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8 银奖 新龟兔赛跑 动画 山东阳光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山东阳光盛世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19 铜奖 贝全母婴 TVC 影视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城梅地亚

创作团队

20 铜奖 家乡·滕州 影视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城梅地亚

创作团队

21 铜奖 中国绿茶之乡 江南水韵之城 影视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城梅地亚

创作团队

22 铜奖 关爱老人 影视 淄博市广播电视台 李照

23 铜奖 济南公交一分钟 影视 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公交广告公司 巩南

24 铜奖 素质教育立德树人 影视 山东省教育台 王俊芝

25 铜奖 假面生活 影视 淄博太阳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纪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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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26 铜奖 谁在你的身边 影视 山东远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管彤

27 铜奖
法治中国梦 我与宪法同行·一念系

列短片
影视 聊城市金鼎广告有限公司

聊城市金鼎

广告有限公司

28 优秀奖 国人西服成长篇 影视 德州广播电视台 吕鹏程 王彬茹

29 优秀奖 每天一小时，书香满荣成 影视 荣成市融媒体中心

30 优秀奖 学习传统文化 影视 菏泽市定陶区广播电视台 王一泽

31 优秀奖 奋斗 影视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穆大刚

32 优秀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影视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孔德刚 徐霏

尹盼利 胡凡刚

33 优秀奖 每一个为梦想坚持的你都是英雄 影视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城梅地亚

创作团队

34 优秀奖 我不是英雄 影视 高青简印象摄影店 张杰

35 优秀奖 女的士司机 影视 淄博冲击力影视广告有限公司

36 优秀奖 舌尖上的美食——周村烧饼 影视 山东周村烧饼有限公司 宋轶

37 优秀奖 强恕堂 影视 淄博市广播电视台 李照

38 优秀奖 有爱有温度 影视 淄博市广播电视台 刘琦

39 优秀奖 榜样就在身边 影视 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公交广告公司 陈青燕

40 优秀奖 后宰门街·小麻叶 影视 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公交广告公司 陈青燕

41 优秀奖 等 影视 淄博太阳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纪传旭

42 优秀奖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形 影视 济南之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韩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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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宣传片

43 优秀奖 看见梦想的力量 影视 山东远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管彤

44 优秀奖 公仪休拒鱼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邢文韬 王俊芝

45 优秀奖 超越钟表篇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常玉青 王小群

46 优秀奖 乘坐电梯坠落时的处理办法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白传之 赵玉芬

47 优秀奖 防溺水（沙画）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张健 张硕楠

48 优秀奖 公交起火莫慌张，镇定逃生有保障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毕海萍 赵静

张健

49 优秀奖 关爱生命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张海会 盛桦

50 优秀奖 加减乘除小运算 防震减灾大民生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王小群 邢文韬

51 优秀奖 谨防踩踏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盛桦 毕海萍

52 优秀奖 邻里之间好榜样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王俊芝 常玉青

53 优秀奖 让欺凌远离校园，筑梦孩子成长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赵静 张海会

54 优秀奖 实录防溺水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白传之 张硕楠

55 优秀奖 食品安全五大要点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赵玉芬 张健

56 优秀奖 铜钱篇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邢文韬 王俊芝

57 优秀奖 文明用语 从小做起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常玉青 王小群

58 优秀奖 野外游泳危险多，以身犯险惹出祸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白传之 赵玉芬

59 优秀奖 中国好家风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张健 张硕楠

60 优秀奖 助人为乐 乐在其中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毕海萍 赵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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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61 优秀奖 做奉公守法好公民 影视 山东教育电视台 张海会 盛桦

62 优秀奖 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 影视 东营市广播电视台

63 优秀奖 飞扬男团 济南市形象宣传片 影视 山东开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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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泰山杯”广告大赛获奖作品名单（广播）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1 金奖 关爱女性“外卖”篇 广播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 金奖 三角轮胎 广播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 金奖 同祝一个国，共爱一个家 广播 济南乐无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邹吉帅

4 金奖 清梅居—情书篇 广播 淄博市广播电视台 刘晓莉

5 金奖 回家的路 广播 荣成市融媒体中心

6 银奖 请勿乱弹琴 广播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孔德刚 胡凡刚

刘雨

7 银奖 土豆的疑问 广播 德州广播电视台 程娜 张博

8 银奖 成语新解（塑料篇） 广播 东港人民广播电台 冯芝洲

9 银奖 电话上门新骗术 空巢老人莫轻信 广播 东港人民广播电台 张怡帆

10 银奖 动能转换 时代齐鲁 广播 济南乐无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邹吉帅

11 银奖 五十年无人商店，构筑诚信美德 广播 济南乐无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邹吉帅

12 银奖 新地标 广播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3 银奖 时代赋予我的责任 广播 成都理工大学

14 银奖 春暖回家路 3 广播 山东阳光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5 银奖 电信诈骗公益广告 广播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冯珍珍

16 铜奖 中秋团圆，欢迎回家 广播 荣成市融美体中心

17 铜奖 整洁城市先“整洁”你的心 广播 淄川区融媒体中心 李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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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18 铜奖 父母养我长大 我陪他们变老 广播 淄博市广播电视台 刘晓莉

19 铜奖 珍爱生命 远离烟草 广播 东港人民广播电台 张春雨

20 铜奖 懂了 广播 主播小帅工作室 邹吉帅

21 铜奖 圆梦 广播 山东阳光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2 优秀奖 儿童教育从点滴做起 广播 德州广播电视台 柴森

23 优秀奖 普吉岛亲子游路线 广播 德州广播电视台 麻文娟 朱瑜

24 优秀奖 梁山好汉教您维权 广播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孔德刚 胡凡刚

刘雨

25 优秀奖 消费维权之快板篇 广播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孔德刚 胡凡刚

刘雨

26 优秀奖 京京和东东 广播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孔德刚 巩香婷

胡凡刚

27 优秀奖 在路上 广播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孔德刚 刘雨

胡凡刚 李登峰

28 优秀奖 祝福祖国永远昌盛繁荣 广播 沂源县融媒体中心

29 优秀奖 防卫热案 以法为本 广播 主播小帅工作室 邹吉帅

30 优秀奖 传承爱国基因 奉献无悔青春 广播 济南乐无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邹吉帅

31 优秀奖 流浪地球 垃圾分类篇 广播 济南乐无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邹吉帅

32 优秀奖 同龄成长 共筑祖国 广播 济南乐无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邹吉帅

33 优秀奖 我的祖国我的情 广播 济南乐无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邹吉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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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34 优秀奖 旗帜家国情 广播 济南乐无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邹吉帅

35 优秀奖 新时代班列丝路，新鲁商开放力量 广播 济南乐无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邹吉帅

36 优秀奖 绿水青山 税济家园 广播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7 优秀奖 山东银座旅游集团朵芭安酒店广告 广播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8 优秀奖 周村烧饼方言民谣广播版 广播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9 优秀奖 章丘铁锅广播版 广播 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40 优秀奖 百善孝为先 广播 成都理工大学

41 优秀奖 寻觅茶饮花香的清新味道 广播 成都理工大学

42 优秀奖 永和豆浆的醇香味道 广播 成都理工大学

43 优秀奖 爱心助力高考 广播 山东阳光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4 优秀奖 诗和远方 广播 山东阳光盛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5 优秀奖 快递员也需要遵守安全 广播 东营市广播电视台

46 优秀奖 好家风 广播 东营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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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泰山杯”广告大赛获奖作品名单（摄影）
序号 奖项 作品名称 类别 参赛单位 参赛作者

1 优秀奖 冬日泉城 摄影 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公交广告公司 王格非

2 优秀奖 金光大道 摄影 山东美尔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于立强

3 优秀奖 琉璃艺术摄影 摄影 淄博驰佳广告有限公司

4 优秀奖 海鸥 摄影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梁红

5 优秀奖 彼得堡教堂篇、莫斯科红场篇 摄影 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梁红



- 49 -

附件 3：

山东省第九届“学院创意杯”、2019 年度“泰山杯”

广告作品大赛各项获奖单位及个人名单

一、“学院创意杯”“泰山杯”特别组织奖单位

1.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2.山东教育电视台

3.山东省广告协会

二、“学院创意杯”最佳组织奖单位

1.潍坊理工学院

2.山东女子学院

3.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4.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5.山东建筑大学

6.滨州学院

7.山东艺术学院

8.临沂大学

9.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10.济南大学

11.青岛农业大学

12.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13.山东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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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泰山学院

15.山东艺术职业学院

16.山东职业学院

17.曲阜师范学院

三、“学院创意杯”优秀指导教师

1.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吕娟娟

2.潍坊理工学院 庄园

3.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师谦

4.潍坊职业学院 崔研因

5.山东女子学院 张利

6.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张培源

7.山东建筑大学 倪鹏飞

8.山东艺术学院 孙迎峰

9.滨州学院 杨蜜

10.济南大学 董传超

11.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赵鹏

12.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王鲁光

13.山东师范大学 邢益波

14.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翟倩

15.菏泽学院 刘进

四、“泰山杯”最佳组织奖单位

1.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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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潍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4.济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5.菏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6.淄博市广告协会

7.潍坊市广告协会

8.泰安市广告协会

9.临沂市广告协会

10.威海市广告协会

11.聊城市商标广告协会

12.菏泽市广告协会

五、“泰山杯”最佳组织奖广告企业

1.潍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广告分公司

2.青岛深度传媒有限公司

3.长城梅地亚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4.泰安闪亮登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5.济南市农业信息中心

6.济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公交广告公司

7.银座集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8.济南之式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9.济宁正道工作室

10.新之航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 52 -

抄送：山东省广告协会

本局：局领导，办公室，广告处，存档。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9月１７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