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节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评审等级

1
格林卡 交响幻想曲《卡玛

林斯卡亚》作品105号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奚培 一等奖

2 《佛珠》 四川广播电视台 赵欣、陈露曦、余建 一等奖

3
格拉祖诺夫《降B大调第五

交响曲》第二乐章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刘蕾 一等奖

4 笙与乐队《关东情》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心睿；陈瑞增；鲁牧岩 一等奖

5
布鲁赫《小提琴协奏曲》

第3乐章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陈小斌、陈曦 一等奖

6 《山歌唱到月亮旁》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 雷庆胜;廖春杨;周鹦 二等奖

7 盛开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周克胜；杭正东；赵晓星 二等奖

8
实况古筝协奏曲 《如是》

选段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王惠;于凡超;石博 二等奖

9 民族管弦乐“实况”《良宵》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海东；庄增田；陈瑞增 二等奖

10 老子曰 湖北广播电视台 王  迎，胡从容，王志斌 二等奖

11 大地芬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林阳；孙峥；秦梓元 二等奖

12 洪湖主题随想曲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吴挺 二等奖

13 踏歌丽江 云南广播电视台 李钢;李苗;尹伟 二等奖

14 歌谣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曹漫、程春、李怀畅 二等奖

15 北斗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乔建军，左巍，张婷 二等奖

16
柴可夫斯基《e小调第五交

响曲》
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 张一龙；董凌；裴勇 二等奖

17 重庆味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杜超艺、白雅云、杜楠竹 二等奖

18
民族打击合奏《老虎磨牙

》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王柯、邬运河 三等奖

19
实况-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协

奏曲-第一乐章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张迅；孙宗军；亓伟 三等奖

20 九黎之舞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 赵晓冬；孙轶文；郑华伟 三等奖

21 《大美安徽》 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洪卫  侯树明  曾令虎 三等奖

22 民乐《小开门》 四川广播电视台 李培、郭庆、陈晨 三等奖

23
实况钢琴协奏曲《黄河》

选段
辽宁广播电视台 欧阳海涛；赵晓维； 三等奖

24
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第

四乐章（实况）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李理；赵培义；曾黎 三等奖

25 勇士进行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林强军；周天纵 三等奖

26 多情内蒙古（实况） 贵州广播电视台 周晓鸣；付竟凯；陈建华 三等奖

2016年广播节目技术质量奖（金鹿奖）评审结果

一 录制技术质量奖

音乐类



27
实况蒙古族原生态音乐 《

祭祀颂》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尹华;关大伟;王惠 三等奖

28 《唱起山歌迎客来》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 傅荣;雷庆胜;陈薇 三等奖

29 闲聊波尔卡 陕西广播电视台 郭艳虹    王嘉寅    陈松 三等奖

30 天际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莫若铭、胡瀟月、胡一民 三等奖

31 时光神偷 湖北广播电视台 王洪远，蔡俊鹏，王  平 三等奖

32 花开中国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莫若铭、胡潇月、方午梅 三等奖

33 音乐《奋进交响曲》 河北广播电视台 杨澜；范凤娟；宋健 三等奖

1 越剧《玉蜻蜓——拒子》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汤泓 一等奖

2 《牡丹亭》选段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胡一民、方午梅、郑侃 一等奖

3
京剧《香莲案》选段——

相见难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心睿；刘海东 一等奖

4 越剧《梁祝——十相思》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刘蕾 二等奖

5 锡剧-珍珠塔-跌雪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周克胜；杭正东；刘畅 二等奖

6 西厢记选段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林强军；林阳 二等奖

7 昆曲-琵琶记 解三醒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张迅；卢小勉；王丽 二等奖

8 京剧《金猴闹春》片段 天津广播电视台 庄增田；刘心睿；鲁牧岩 三等奖

9
戏曲《别以为你干的事我

不知道》
河北广播电视台 王勇；冯占山；苑拥军 三等奖

10 中国京剧 济南广播电视台 姜波；胡伯乐 三等奖

11
二人转《朱元璋斩婿》选

段
辽宁广播电视台 欧阳海涛；邓群；付煜 三等奖

12 誓把反动派一扫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于立良、秦润培 三等奖

13 《十五月圆再相见》 安徽广播电视台 杨勤生；陈坤；雷旭 三等奖

14 《月照枫林渡》唱段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李彬；李光模；杨曦 三等奖

15 湘剧《先生讲革命》选段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 王悉玄;李坚;王晓静 三等奖

16 曾侯乙 湖北广播电视台 邓昌浩，李  兵，龙向东 三等奖

17
秦腔《大河儿女》音乐荟

萃
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 李铭；张一龙；顾卿源 三等奖

1 苏州弹词-清明花开时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江广；王知翰；袁长建 一等奖

2
河南坠子《吕洞宾戏牡丹

》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海东；鲁牧岩；陈瑞增 二等奖

3 评弹-姑苏好风光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周克胜；袁林宏；杨晶飞 二等奖

4
新编长沙弹词《巡逻一艇

》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 吴正旺;周华林;伍商君 二等奖

5 刘伶醉酒 济南广播电视台 姜波；胡伯乐 三等奖

6 滩簧《智贞描容》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刘维玮 三等奖

戏曲类

曲艺类



7 梅花大鼓《宝玉劝黛玉》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海东；陈瑞增；鲁牧岩 三等奖

8 莲花落《大年三十》选段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胡一民、郑斌、汪丽芳 三等奖

1
国画大师李苦禅的“暗战”生

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张校茵、于立良 一等奖

2 广播专题《信仰的力量》 上海广播电视台 柯影影；刘蕾 一等奖

3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戴欣、杨淼、陈锦 一等奖

4
一个犹太摄影师的上海岁

月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李涛；韦伟；尤苗 一等奖

5
《梅香入梦 玖韵芳存——

追忆梅葆玖》
上海广播电视台 徐莹；严慧 一等奖

6 听见童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林强军 一等奖

7 草原上的心灵之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石良红 二等奖

8
年轻的乡愁——台湾80后

诗人的故乡记忆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王继东；俞文英；王飞 二等奖

9 《穿越百年五大道》 天津广播电视台 朱佳；黄伟 二等奖

10 呼兰河传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 韩海丽；许在敏；李继银 二等奖

11
她从工人队伍中走来--关牧

村
天津广播电视台 王萍；李鸿桐；鲁牧岩 二等奖

12

踏过硝烟——直击中越边

境第三次大扫雷（第三

集）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王继东；何燕；潘婉榕 二等奖

13 我深爱这多情的土地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  璐；赵  雷；马晓光 二等奖

14
《大墓追踪——揭秘南昌

西汉海昏侯墓》
江西广播电视台 陶清、徐晓刚、高康 二等奖

15 有种爱叫“王宽家”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武青 二等奖

16 我的青镇我的桥 宁夏广播电视台 刘琛洁；曹玉虹；李瑞锋 二等奖

17 古道山歌长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 王艺霖;邹宁;孟宪 二等奖

18 那一只托天的手掌 陕西广播电视台 张冰    郭艳虹    郭宏波 二等奖

19
《乌镇烟雨——祝贺2015

互联网大会胜利闭幕》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莫若铭、汪丽芳、方午梅 二等奖

20 山高水长王屋情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 夏永安；陈冰；郑华伟 二等奖

21 竹海里的诗意栖居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 王艺霖;邹宁;钟婧 二等奖

22
文学专题《纯净书香伴一

生》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 三等奖

23 信仰的传承 济南广播电视台 吕晓燕；张鹏飞 三等奖

24 十五贯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斌、陈乐欢、汪丽芳 三等奖

25 老药工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王君媚；钱伟成；袁长建 三等奖

26
义务守墓半个多世纪的古

稀老人王山泉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明；吴俊生；韩明 三等奖

27
语言（专题）：太行浩气

清漳柔情
广东广播电视台 陈文丹，曾志群，冯洁萍 三等奖

语言



28
原生态音乐专题 《民歌·科

尔沁》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王惠;贾晶妍;张红路 三等奖

29 一个回族普通党员的情怀 宁夏广播电视台 张晶晶；刘刚；徐思远 三等奖

30 专题《念桥边红药》 贵州广播电视台 王喆；令狐昌健；黄敏轩 三等奖

31 生命吟唱 山东广播电视台 王红军；韩湘川；于峰 三等奖

32 《古声遗韵远流长》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 李松立；林宗武；刘志雄 三等奖

33 悦动在渝东南边陲的苗歌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杨淼、李钢弦、戴欣 三等奖

34 《跨越七十八年的家书》 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倪讴、洪卫、刘安东 三等奖

35 牙齿牙齿扔屋顶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武鹏；袁林宏；吴京国 三等奖

36 今晚说电影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傅博 三等奖

37 行在江南烟雨中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赵晓莉 三等奖

38 藏尊讲故事《借你幸福》 四川广播电视台 赵欣、陈露曦、余建 三等奖

39 生命的奇迹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张莹；肖宇 三等奖

40
《今夜有狼——听，齐秦

》
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余宁生 三等奖

41 胶东抗日 山东广播电视台 王红军；尚焕霞 三等奖

42
城市轨迹—南宁地铁呼啸

而来
南宁人民广播电台 罗雪松；黄健春；杨俊 三等奖

1 《天鹅之歌》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心睿；侯佳骏；刘海东 一等奖

2 奉天战俘营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  璐；李书宇；吕蔚丽 一等奖

3 好大一个家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 易强;王悉玄;王承永 一等奖

4 广播连续剧《我的1945》 上海广播电视台 张治；汤泓 二等奖

5 广播剧《红旗颂》 上海广播电视台 张治；李一诺 二等奖

6 微剧《特殊的化妆》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斌、胡潇月、朱捷 二等奖

7 广播剧 《埋枪》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于凡超;周凤伟;刘鹏鑫 二等奖

8 守望敦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王敏；房大文；孙海泓 二等奖

9 《沙漠玫瑰》 天津广播电视台 侯佳骏；王锡林 二等奖

10
广播剧《野山红霞》第二

集
贵州广播电视台 王喆；令狐昌健；陈发林 二等奖

11 抗战儿童剧-东周第一枪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梁跃；陆正国；薛文 三等奖

12 七号收费站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胡骏；王秋静；丁嵘 三等奖

13 广播连续剧《乌拉草》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谷建锋、刘雪峰、文思奇 三等奖

14 六月童话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傅博 三等奖

15 汉太尉杨震 陕西广播电视台 王嘉寅   龙胜婷   刘君 三等奖

16 广播剧《古港寻梦》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 三等奖

广播剧



17 《广播微剧--立木取信》 安徽广播电视台 杨勤生；雷旭；陈琨 三等奖

18 再会吧南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王敏；房大文；孙海泓 三等奖

19 微剧《过年》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斌、汪丽芳、陈丰 三等奖

1 穿越百年系列节目片花 天津广播电视台 黄伟；朱佳 一等奖

2
环洞庭湖大型新闻采访《

大湖的腔调》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 王艺霖;邹宁;伍商君 一等奖

3 观点 天津广播电视台 朱佳；李雪莱 一等奖

4 《家书的故事》 上海广播电视台 汤泓；李一诺 一等奖

5 广播电影故事片花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  璐；朱淑珍；姜  帅 一等奖

6 大报恩寺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陆正国；卢小勉；薛 文 二等奖

7 麦子熟了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张春丽、刘枫、张劲松 二等奖

8 《无证之罪》 上海广播电视台 张治；田苗 二等奖

9 葬密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孟孟 二等奖

10 Ｇ20峰会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胡潇月、郑侃、莫若铭 二等奖

11
《2015跨年宣传——黄雷

》
贵州广播电视台 黄维恒；陈垚；李雨霏 二等奖

12 声音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王敏；孙海泓；张子凡 二等奖

13 和平的名义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陆正国；孙宗军；葛 颖 二等奖

14 雪天宣传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梁和芝 二等奖

15 新闻频道宣传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马荧鸿；黎佳灏；车丽娟 二等奖

16 音乐正当午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杨帅；井立圆；徐宁 二等奖

17 《交道口二十四号》片花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  璐；李玉强；马晓光 二等奖

18 考古学大会宣传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曹艳艳 二等奖

19 形象片花（亲情版）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俞文英；马荧鸿；陈小润 三等奖

20 《赶尸匠》 四川广播电视台 赵欣、陈露曦、余建 三等奖

21
环球资讯广播频率公益片

花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潘涛；聂明；郭向军 三等奖

22 2016里约奥运会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王强、郑侃、朱捷 三等奖

23 《北平无战事》片花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坤；袁家芬；雷旭 三等奖

24 跟着梦想一起出发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丁小敏 三等奖

25 片花：英魂永存 广东广播电视台 陈文丹 三等奖

26 国学瑰宝 济南广播电视台 刘亚然；吕晓燕 三等奖

27 中国音乐周 云南广播电视台 李钢; 彭澎; 刘洋 三等奖

28 《大秧歌》片头 山东广播电视台 王红军；吴士学；庄昊飞 三等奖

29 藏地大穿越（宣） 南宁人民广播电台 罗雪松；杨俊；李佳励 三等奖

30 中国声音中国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杨琛 三等奖

片花



31
HMG“温暖城市的心”冰雪

严寒公益宣传
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倪讴、汪雨晨、赵骞 三等奖

32 片花 《寻龙诀》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于凡超;郑金山;池东眉 三等奖

33 韦辰书场 安徽广播电视台 吴俊生；陈明；袁家芬 三等奖

34 无损音乐宣传 海南广播电视台 吴欣 吴东 三等奖

1 广告：爱岗敬业 广东广播电视台 陈文丹 一等奖

2 广播评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马笑宇 一等奖

3 回归经典阅读 广东广播电视台 吴铮 一等奖

4 珍惜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房大文；孟凯；覃颖 一等奖

5 《光明牛奶“抢先篇”》 上海广播电视台 徐莹；严慧 二等奖

6 公益广告《归途》 四川广播电视台 赵欣、陈露曦、余建 二等奖

7 公益广告（关爱儿童）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沈杰、刘虹、杨力 二等奖

8 雅戈尔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侃、方午梅、胡潇月 二等奖

9 一分钟. 家庭篇 安徽广播电视台 吴俊生；吴涛；安泽华 二等奖

10 我们的爱需要有你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明；袁家芬；韩明 二等奖

11 大爱无疆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 张耀；夏永安；赵晓冬 二等奖

12 《躲不过的贪婪》 贵州广播电视台 黄维恒；陈垚；李雨霏 二等奖

13 广告《关爱家人》 河北广播电视台 范凤娟；丁荣格；李鹏飞 二等奖

14 致敬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 张耀；夏永安；赵晓冬 二等奖

15 人类益生菌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李俊、郑侃、汪丽芳 二等奖

16 顺丰速运 天津广播电视台 朱佳；黄伟 二等奖

17 公益-禁毒宣传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邱 瑜；梁 跃；葛 颖 二等奖

18 纳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董珂 三等奖

19 公益广告—中国梦开车篇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张亚磊；魏楠；王安然 三等奖

20 《环卫——匠人篇》 上海广播电视台 徐莹；陈奕；刘蕾 三等奖

21 2016少儿艺术节 南宁人民广播电台 罗雪松；杨俊；李佳励 三等奖

22 公益-母亲节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胡骏；龚益民；武鹏 三等奖

23 公益广告 《大话雾霾》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王惠;朴英录;刘新 三等奖

24 文明养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房大文；覃颖；孟凯 三等奖

25 碰撞 湖北广播电视台 邓昌浩，王  迎，金小红 三等奖

26 BMW7用户尊享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齐亚坤 三等奖

27 《有问必答的男人》 贵州广播电视台 黄维恒；陈垚；李娟 三等奖

28 禁毒——把幸福还给生活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 李波;吴正旺;王悉玄 三等奖

29 华数云宽带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辛静 三等奖

30 坚守 天津广播电视台 李想；黄伟 三等奖

31 消防篇-公益广告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何伟；王晟；王琛 三等奖

广告



32 公益广告 《陪伴-父母篇》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邱峰;王宇恒;赵云舟 三等奖

33
公益广告（关爱生命 远离

毒品）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沈杰、李榕军、刘虹 三等奖

34 行走美丽中国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潘婉榕；张媛；林杰 三等奖

1 梧桐的记忆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杨晶飞；胡骏；智瑾 一等奖

2
门德尔松 《e小调小提琴协

奏曲》第一乐章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奚培 一等奖

3 比才 《阿莱城姑娘组曲》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奚培 一等奖

4 保护野生动物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侃、莫若铭、胡一民 二等奖

5 蓝色多瑙河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忻震 二等奖

6 《好花红》（实况） 贵州广播电视台 张青；李理；赵培义 二等奖

7
《我是歌手》总决赛——

月光爱人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 王艺霖;熊昭民;肖卫华 二等奖

8 93阅兵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林强军 三等奖

9 特种兵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曹漫、张校茵 三等奖

10 丝绸之路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梁跃；陆正国；段渝汉 三等奖

11
《侗家姑娘爱唱歌》（实

况）
贵州广播电视台 周晓鸣；袁俊；朱华铀 三等奖

12 声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初熙；权胜；房大文 三等奖

13
民族管弦乐“实况”《 连年

有余》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海东；刘心睿；庄增田 三等奖

14 片花《情到刻骨》 天津广播电视台 林玮；侯佳骏 三等奖

15 新街美 云南广播电视台 黎明;周雪岭; 尹伟 三等奖

序号 申报单位 频率数 主要完成人员 评审等级

1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第一套

李维民、王强、仇玉萍、朱捷、莫若

铭、刘旭伟、陆缨、夏岚、钟继平、

何民伟

一等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FM91．5频率

毛矛;潘涛;李燕;王晟;李春雷;何伟;魏

楠;康文婷;刘虎楠;吴光达;于钦飞;张

亚磊;娄子军;张博;王世娜

一等奖

3
上海广播电视台技术运营

中心
990/93.4频率

洪匀、徐侃、王祥麟、于亦敏、汪磊

、陈奕、范振荣、倪学青、钱辰、吕

德胜、冷燕梅、张忠辉、徐莺、孙敏

、刘敏

一等奖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第一套 中国之声

周明辉；张云鹤；冯桂林；张金国；

潘贤振；石莽；祁桂春；路畅；方

悦；杨静；丁添；许振峰；张立宇；

武晋军；王伟

一等奖

环绕声

二 播出技术质量奖



5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第一套 AM828KHz频率

姜扬；陈兵；周瑾莹；曹桔香；刘

爽；张仲一；陆承凤；曹漫；赵庆

锋；吴琛；薄浩；陆暄；段宏伟；李

刚；吴蓝；

一等奖

6 四川广播电视台  新闻频率

刘超靖、李 化、康 敏、杨志华、吴

莉娜、蒋葆光、王瑽玥、勒阿果、石

光、王柯山

二等奖

7 辽宁广播电视台 第一套 辽宁之声

金明磊；付煜；李天蔚；刘利军；李

嵩；陶治；刘洋；姜帅；王东；吕东

旭

二等奖

8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新闻频率

张卫伟；朱光荣；孙岩君；华明；陆

正国；袁长建；邓辉；张强强；韩明

良；涂剑飞；孙昌凤；倪恩泉;刘思

伽；孙杰；李杰

二等奖

9 天津广播电视台 第1套 97.2MHz频率

王虹、刘伟、杨靖、刘扬、艾福森、

周一峰、王建明、王楠、范良鸣、韩

得柱、高鑫、李春爽、石壁飞、赵森

棽、姚东方

二等奖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 第1套 Fm104.6MHz频率

许光明；龙向东；王宇新；翟军；管

海建；危辉；柳爱凤；李旻；张磊；

郝平化；白莉；杨彧飞；李兵；邓昌

浩；陈浩心

二等奖

11 江西广播电视台 第一套 综合新闻频率

余恒、徐晓刚、陶清、樊波、周文德

、陈帅、徐媛媛、李小波、周剑军、

廖志林

二等奖

12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FM107.1MHz频率

艾少平；俞文英；陈大开；陈小润；

李大为；于宗桥；潘婉榕；潘兴陆；

陈蓉；巫振兴

二等奖

13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 第1套 新闻频率

寿晓霁；朱超；刘典军；张科峰；刘

侃；陈刚；周世争；雷卫彬；张帆；

钱峰；肖亭勇；周路；刘媛；张璇；

魏静

二等奖

14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第1套 FM95MHz频率

郭万军、宝力道、马志广、代钦、王

鑫、吴杰、青格勒、李鹏飞、蔡国庆

、唐斯克

二等奖

15 南宁人民广播电台 第1套 FM101.4Mhz频率
黄健春；杨俊；罗雪松；蒙献忠；王

艺；黄进
三等奖

16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第一套 新闻综合频率
蔡志福;李伟;林欢;林田;廖锦瑛;黄国

政;陈宜峰;吴了岸;
三等奖

17 贵州广播电视台  94.6频率
陈秀荣;杨再礼;吴光华;李彬 周礼坤;

黄海;赵觅;付平;邹起霞;宋玮
三等奖



18 云南广播电视台 第1套 新闻广播频率

黎明 周雪岭 郑建颖 何睿 何绍丹 许

碧波 黄波 魏昆平 王仕国 王兆新 林

珊 李罡 刘刚 李贞睿 宋志刚

三等奖

19 广东广播电视台  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蔡科谛；范彦艳；吴嘉彦；陈楚民；

李啟生；张亮；袁仕昌；何镜浩；刘

凯；林晓鹏

三等奖

20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 第1套 91.0MHz频率

张俊杰、钟玉龙、关洁、李婧、杨华

、欧政权、林宗武、黄荣考、陈玉吉

、马晨

三等奖

21 新疆人民广播电台 第1套 961新闻频率

刚勇、伊沙米丁、孔源、叶尔兰、陈

矛、赵刚、贾林、卡纳提、努尔艾力

、邹旭、刘建、努尔兰、索伟耀、丑

博锋、卢伟

三等奖

22 安徽广播电视台 第1套 安徽新闻综合频率

马飞、陈娟、毕金明、张向阳、胡

磊、杨啸天、章洪兵、张双莹、施康

、王文霞、高俊、蔡小红、王晋、陆

挺、姚笛

三等奖

23 陕西广播电视台 第1套 新闻频率

高波；张毅强；马蕾；吴波；李文

军；郭宏波；郭艳虹；龙胜婷；李晓

凯；侯磊；惠鹏程；姚远；王鹏；郭

兵；李睿。

三等奖

24 合肥市广播电视台 第1套 新闻综合频率

陈程、刘晓曦、樊勇兵、王磊、侯树

明、洪宇峰、王承海、曾令虎、孙宏

婷、时鹏程

三等奖

25 河北广播电视台 第1套 综合频率

石宏杰；苑拥军；王学军；范凤娟；

冯占山；李春刚；张宁；张钦；曹

雨；张栋

三等奖

26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

中心
 潇湘之声频率

王涓;唐炜;王艺霖;周华林;罗志海;章

鹏;钱峰;王宇翔;黄智;伍商君
三等奖

27 大连广播电视台 第1套 新闻频率

艾红权；张肇兴；程秀君；黄维东；

于金波；欧阳鼎立；由斌；陆慈龙；

王立群；任若冰

三等奖

28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

台）
 重庆之声频率

陈勇、肖晨、彭浪、邓新、巩艾平、

王聪、郑雨薇、付应林、蒙明元、刘

舟

三等奖

29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第1套 新闻综合频率

陈起来；孙刚鸿；姚培红；丁小敏；

忻震；陈军；陈晔；黄河；齐亚坤；

吴海翔

三等奖

序号 单位名称

1 上海广播电视台

2 天津广播电视台

三 金鹿综合奖

获奖人员名单

汪建强;林伟明;王波;刘建宏;张建;奚培;刘蕾;祝锋利;邓天;徐莹

王虹；张少华；杜宝森；朱佳；杨秋鸣；杨靖；艾福森；刘杨；毕连旭；佟鹏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6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赵卫东；李晓晖；张旭；刘爽；谷会敏；高素萍；程春；邵然；马白桦；张海华

张卫伟；徐北骏；胡骏；朱光荣；孙岩君；陆正国；卢小勉；华明；张强强；孙昌凤

曹晓玲、迟文德、洪萍、薛飞、刘逸飞、邵庆海、纪巍、贾栋、张剑、付燕

杨勇、蔡国炎、李维民、王强、汪丽芳、莫若铭、朱捷、仇玉萍、刘旭伟、吴宇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