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申报号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学位 推荐单位 职务/职称 专业专长

1 20180041020002 于志强 19760823 男 学士 北京中视广信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部经理 计算机及应用

2 20180028020001 王栋 19750609 男 无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副科长/工程师 视频技术

3 20180004020001 朱光荣 19740603 男 硕士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技术部主任/研究员

级高工
广电工程

4 20180010020001 朱自淙 19820401 男 学士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声学设计

5 20180074020001 向荣 19751129 女 学士 湖南广播电视台 高工 广播电视传输技术

6 20180001020003 刘玓 19760217 女 硕士 中央电视台 副处长/正高 计算机及应用

7 20180158020001 许志强 19810928 男 硕士 四川传媒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
全媒体融合、智能网络
、综合媒体服务等领域

的融合研究

8 20180107020001 孙文涛 19751026 男 学士 国家广电总局监管中心 处长/正高 网络视听新媒体监管

9 20180008020001 李雷雷 19800418 男 博士 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正高 广播电视技术

10 20180106020001 余清波 19780418 男 无
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电视卫星管理

中心
科长/高工

通信工程、广播电视集
成传输

11 20180011020001 张远 19731204 女 博士 中国传媒大学 教研室主任/教授
视频处理与多媒体通
信，智能媒体分析

12 20180032020001 张荣建 19760621 男 硕士 国家广电总局无线电台管理局 传送处处长/正高 广播影视节目传送

13 20180071020001 张勇 19810306 男 硕士 河北电视台 科长/高级工程师 广播电视技术

14 20180005020002 张韬 19820426 男 硕士 上海广播电视台 研发部总监/高工 融合媒体技术研发

15 20180033020001 张鑫 19781124 男 硕士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数字电影

      2018年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青年科技奖”评选结果（按姓氏笔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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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青年科技奖”评选结果（按姓氏笔画排序）

16 20180001020001 陈辰 19760702 男 硕士 中央电视台 科长/高工 外场电视转播

17 20180001020002 陈欣 19790102 男 硕士 中央电视台 科长/正高 电视工程

18 20180005020003 陈蓉 19821224 女 学士 上海广播电视台 融媒体业务部总监/高工 广播电视与通信技术

19 20180009020001 苗勃 19791228 男 硕士 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
技术经济所所长/高级工

程师
新媒体传播

20 20180100020001 林晓飞 19760428 男 硕士 中国电影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正高 计算机与数字电影技术

21 20180032020002 赵亚和 19770125 男 硕士 国家广电总局无线电台管理局 九五一台台长/正高 信息与通信工程

22 20180002020001 赵涛 19821212 男 学士 北京电视台 副科长/高工
电视台制播网技术、融

合媒体技术

23 20180066020001 赵腾 19760729 男 学士 甘肃广播电影电视总台（集团） 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网络化制作

24 20180074020002 胡强 19800625 男 学士 湖南广播电视台 网络科负责人/工程师 广播电视工程

25 20180025020001 高自强 19760622 男 硕士 天津广播电视台
技术管理部副主任/高级

工程师
广播电视技术项目规划

与运行管理

26 20180025020002 高虎 19730130 男 硕士 天津广播电视台 网络部副主任/正高 广电全台网建设

27 20180012020001 商同 19730507 男 博士
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副总裁/高级工程师 电视播控

28 20180056020001 粟迎南 19760911 男 硕士 辽宁广播电视台 主任工程师/网络工程师 网络技术

29 20180010020002 潘国林 19761123 男 硕士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 电影所所长/高级工程师 供配电、特殊照明

30 20180067020002 薛建霞 19800322 女 学士 广西电视台 科长/高级工程师
广播电视技术、计算机

网络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