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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省 广 告 协 会 文 件

粤广协〔2021〕通第 002号

                                                    

 广东省第 27 届广告优秀作品汇展

暨公益广告创作大赛获奖通告

由广东省广告协会主办的广东省第 27届广告优秀作品汇展暨

公益广告创作大赛于 2021年 3月 20日圆满结束。本届大赛采用

参赛单位网络提交作品、评委在线评审的网络赛事系统，在各会

员单位、广告经营单位的积极参与下，共有省内外 162家广告经

营企业参与，征集参赛作品 862件（套）。

评审委员会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对全部作品

开展了认真仔细的评选工作。评出影视商业类、影视公益类、广

播商业类、广播公益类、平面类、平面系列类、户外类、数字营

销类、公关/活动、公益广告类等十一个类别作品共计：金奖 13

件，银奖 27件，铜奖 55件，优秀奖 95件。根据赛事计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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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各参赛单位及主创人员的获奖情况，省广集团等十家参赛单

位荣获“2020年度广东广告十强单位”，罗百君等荣获“2020年

度广东广告十佳广告人”，省广集团、因赛集团等 2家企业荣获

“数字营销先锋奖”，新年集团等 21家参赛单位荣获“2020年

度广东广告创意进步力量奖”。依照网络关注及投票的情况，影视

公益类作品《广东扶贫济困公益视频宣传》当选网络人气奖作品。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协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2020 年度广东广告十强单位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希尔文化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东广旭整合营销传播有限公司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广州市公益广告中心

广东平成广告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诚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北奥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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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广东广告十佳广告人

罗百君 珠海华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周达光 广州灵橙传媒有限公司

邹吉帅 主播小帅个人工作室

张  曲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鲍成杰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颖琳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谌  譞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国华 佛山拍掂影传媒有限公司

黄龙劲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第一事业群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广东广告创意进步力量奖

广东新年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集和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凡奇广告有限公司

广州灵橙传媒有限公司

广东昌辉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盛思广告有限公司

汕头市华文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广东黄与莫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广东博艺广告有限公司

广东程视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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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墨策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幕大业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中山市智聪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佛山拍掂影传媒有限公司

广州市珍宝广告有限公司

深圳市汉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交易会广告有限公司

汕头市精英广告有限公司

广东新导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天津嘉鹤广告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广东数字营销先锋奖

网络人气奖作品

广东扶贫济困公益视频宣传

金奖作品：13 件（套）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送评单位

数字营销
《疫情之下让你我重新相连》－

中国联通国际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疫情之下让你我重新相连》－

中国联通国际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神奇动物夜 广东平成广告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创维元春系列 TVC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公益 从黑白到五彩斑斓的世界 佛山拍掂影传媒有限公司

广播公益 热干面，家国情 主播小帅个人工作室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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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
海天海鲜酱系列《八爪鱼篇》

《蟹篇》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比好更好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星河湾 园林篇 广州市盛思广告有限公司

户外
我不是小丑系列-《黑熊篇》《猴

子篇》《狮子篇》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关/活动 华帝 2019发布会传播案例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它不需要时尚系列-《海龟篇》

《海狮篇》《鲨鱼篇》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保护野生动物-自食其果 广东希尔文化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银奖作品：27 件（套）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送评单位

数字营销
盛世传承 汉为观止 比亚迪×

Bilibili整合营销案例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 华帝洗碗机乐队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
珠江 0度《后疫情时代 如何点燃

首播餐饮消费热潮》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华帝智慧家智能管理系统痛点视频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小天才电话手表 广东平成广告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追风者》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公益 黄埔消防五四青年 广州墨策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影视公益 会回来的礼物 中山市智聪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播商业 罗浮宫 家的声音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广播公益 公益广告-环保有你选秀大赛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平面 美的冰箱-福满中国年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 英雄联盟 X路易威登-时尚大片 KV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 电网人的台风夜——人物篇 江门市江诚实业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地球的皮肤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广州地铁 IP 广州集和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商家品牌联动系列海报 广州凡奇广告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再硬朗也需防疫系列 珠海华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广发美国运通系列 广东广旭整合营销传播有限公司

户外 西关风情 希视多媒体广告有限公司

公关/活动 索菲亚康纯板营销推广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关/活动
动感地带“动感 5G，不潮不玩”

品牌快闪体验事件活动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有一种抗疫姿势叫共奋战《工人

篇》《快递员篇》《白领篇》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卡尔蔡司光学-免费午餐“FMTW”

公益系列活动案例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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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共建文明社区系列 广东希尔文化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钢琴 广东昌辉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地球扛不住系列 珠海华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韶关市中心血站献血教程公益广告

视频
广州灵橙传媒有限公司

铜奖作品：55 件（套）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送评单位

数字营销类
移动爱家《红楼梦又重拍了！》创

意 H5案例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 神奇物种 H5的系列广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 梦工厂大冒险新年跑酷小游戏 H5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
幸福医药#幸福速递，让幸福常在#

整合营销传播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云中奇境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小天才护眼平板 广东平成广告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华为 P40CMF视频-美自自然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钧明潮玩 广东新年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美的取暖器-全屋定制取暖 TVC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别看！去听！听得见的瓷砖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华为 WatchGT2-运动精神视频-

ExploreMore （探索不止）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公益 致敬英雄 广州市公益广告中心

影视公益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

促进运用篇》公益广告视频
广州灵橙传媒有限公司

影视公益
掌握保健食品常识 保健健康精彩

人生
广东新导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影视公益 飞龙出山 姚文龙

广播商业 百年糊涂 陪伴篇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广播商业 华山泉之珍惜用水篇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广播公益 弘扬勤俭节约，传承文化美德 主播小帅个人工作室

广播公益 家训家风 时代传承 主播小帅个人工作室

平面 寻找最美职工 广州市公益广告中心

平面
2019 TGA腾讯电竞运动会冬季总

决赛 主视觉海报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 最美逆行冲锋一线 广州市公益广告中心

平面 得力文具顺滑圆珠笔 广东希尔文化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 2020PUBG鸡斯卡-片场主 KV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 保护红树林 珠海华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榨干了 广东广旭整合营销传播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王牌战士-不删档 KV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平面系列 《一母同胞  命运共生》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长隆，快乐赞放 广东广旭整合营销传播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2020PUBG鸡斯卡-片场须知海报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MIO米奥 广州集和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英雄联盟“真实伤害”虚拟乐队项

目-工作室日常系列海报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阅读的人生系列 济南市农业信息中心

平面系列 长隆夜间动物世界黑眼圈系列 广东广旭整合营销传播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蓝月亮《快去“油”乐场》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地球扛不住系列 珠海华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户外 电商直播带货系列 广东希尔文化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户外 透支消费伤害自已 广东希尔文化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户外 食口安全网红带货货不对板系列 广东希尔文化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关/活动 创维天猫 618传播案例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关/活动 小鹏 P7南区上市发布会 广州市天幕大业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公关/活动 让徐州轻起来 整合传播推广 广州凡奇广告有限公司

公关/活动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点亮第一盏

灯

上海恒能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瑞永设

计策划分公司

公益广告 透支消费伤害自已 广东希尔文化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你浪费的不只是水 佛山市北奥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江淮汽车安全驾驶计划系列《表情

篇》《信息篇》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何处为家 广州交易会广告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扮猫扮狗系列-《留守儿童篇》

《空巢老人篇》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一根火柴能毁万亩林 林祝生

公益广告 停止滥食野生动物最后的晚餐 广东广旭整合营销传播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勿忘业余爱好 林祝生

公益广告 保护红树林 珠海华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手机不是孩子成长的营养品 广东博艺广告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老小孩 佛山市北奥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我想成为爸妈手中的手机 曾洁洪

优秀奖作品：95 件（套）

作品类别 作品名称 送评单位

影视商业 尊旅卡倒计时系列 广东广旭整合营销传播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荣耀 9X系列 x荣耀锐科技大使黄景

瑜视频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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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商业
华帝·吴亦凡 酷而不凡全新广告

大片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华帝智慧家智能管理系统痛点视频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2019PUBG首届鸡斯卡宣传片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超 现 实 的 秘 密  |TCL Mini-LED 

Technology
广东程视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咪咕阅读“原始人的阅读小剧场”

短视频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蝴蝶森林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华为 P40发布会开场视频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李沛聪讲大清帝国 广东新年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影视商业 荣耀 9X“X基地篇”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影视公益 惠州市节约用水公益广告视频 广州灵橙传媒有限公司

影视公益 狮出东方 广州市公益广告中心

影视公益
电力总动员“抗疫”公益系列宣传

动画室内办公篇
广州君易广告有限公司

影视公益 《护航》 江门市麦氏影视有限公司

影视公益 文明用餐系列公益广告：广节粮缘 广州市公益广告中心

影视公益 MV《你街头的热干面》 广州市公益广告中心

影视公益 文明用餐系列公益广告：不落粮心 广州市公益广告中心

广播商业 松本开关 快高长大篇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广播商业 松本开关 细节贴心篇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广播公益 垃圾分类，你我同行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广播公益 用心去关爱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广播公益 发展中先声夺人 四十年不断领跑 主播小帅个人工作室

平面 广发咖啡俱乐部 广东广旭整合营销传播有限公司

平面 停止滥杀野生动物多米诺篇 广东广旭整合营销传播有限公司

平面 电网人的台风夜——人物篇 江门市江诚实业有限公司

平面 广州历史画卷 广州市公益广告中心

平面 电暖人间 江门市江诚实业有限公司

平面 网络卡顿生活篇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 阅读创造生命奇观 珠海华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平面 消防通道停车与死神合谋 珠海华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平面 光盘行动 广州市公益广告中心

平面 那拉泉冷水鱼酱包装 惠州市国际展览广告有限公司

平面 【百年明月】中秋礼盒 汕头市华文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平面 潮汕记疫 文创礼盒 汕头市华文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美的冰箱功能点海外营销系列视觉 深圳市精实广告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BELLE百丽 广州集和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腾讯电竞国际电子竞技联合会价值

诠释海报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卡尔蔡司光学-免午活动 梦想海报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旅游品牌跨界系列海报 广州凡奇广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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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系列 城主卡特权系列海报 广州凡奇广告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小发羊春节宜日历系列海报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和谐共存》系列 广东黄与莫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捕猎伤害的不仅是动物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酒后驾驶迷魂阵系列-《回不了头

篇》《失去方向篇》《转不了弯篇》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命运共同体“没有枪炮的世界”系

列
珠海华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扼杀无异自杀系列 珠海华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藏起来的博士梦系列 珠海华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梦洁睡魔仕床垫隔离系列 广东广旭整合营销传播有限公司

平面系列 梦回花季系列《纠正你的年龄》 广东黄与莫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户外 食用即是杀害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户外 词义新解 汕头市精英广告有限公司

户外 温氏牛奶 广州市珍宝广告有限公司

户外 《文明好功夫》系列 广东黄与莫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户外 原味益力多 深圳市汉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户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深圳市汉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户外 武汉十二时辰 汕头市精英广告有限公司

户外 共建文明社区系列 广东希尔文化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 款待 为了爱 广东省广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
即点即玩 100%还原游戏体验-《龙

族幻想》手游云捏脸活动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
“一片千年陶瓷的华丽蜕变”——

FEELM inside·TVC品牌概念片
广东程视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
三国志 · 战略版-三国武运占卜

H5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
《恋爱物语》APP内嵌小游戏-谁是

卧底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 珑熙府   新媒体-系列海报 汕头市华文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
“风无界·新氧空间”——格力

2020广交会展会宣传视频
广东程视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营销
“一缕清风入墙来”——格力《风

无界》概念片
广东程视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关/活动 创维 2020元春品牌营销案例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关/活动 2020PUBG鸡斯卡-创意营销案例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关/活动 华南二区 T60营销专案 广州市天幕大业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公关/活动 百年糊涂吃游记 广东希尔文化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关/活动 无名之“背” 情话悄悄诉说… 江门市江诚实业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罩你 佛山市北奥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谣言声波 佛山市北奥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电商直播带货系列 广东希尔文化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水资源可贵 广东昌辉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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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勤洗手之如果病毒看得见》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齐心抗疫 希视多媒体广告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惠州市节约用水公益广告视频 广州灵橙传媒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扫毒 佛山市北奥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疫情防控-保持距离 广东希尔文化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系列《老人篇》《青年篇》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公益短片【阅读，感知心际】 广东早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南方电网《点亮瞳心》广告 tvc 广州墨策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生存空间》系列 广东黄与莫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保护野生动物 清远尚美创意策划传播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化罩为盾，打赢战疫 佛山市北奥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别让孩子孤独成长 广东昌辉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禁止猎杀 广东昌辉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我爱你中国 广州市珍宝广告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全球变暖 广东博艺广告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开车时请不要使用手机 天津嘉鹤广告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致敬逆行 抗疫必胜 天津嘉鹤广告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圾”乐净土系列《北极熊篇》《海

豹篇》《巨蝠鲼》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汕头市华文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 勇敢的逆行者 广州思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告协会                          2021年 3月 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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