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申报单位 申报奖项 节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名次

1 广东 新闻（标清） 《广东新闻联播》 王良涛、梁汝勋、凌楠、郭敏谦 一等奖

2 海南 新闻（标清） 海南新闻 邓天、王山月、周智星，陈建春 一等奖

3 湖南 新闻（标清） 帮女郎大视野 罗廉政、胡雷、刘永、彭静 一等奖

4 深圳 新闻（标清） 《深视新闻》 莫锦营、梁筱颖、陈夏 、张小东 二等奖

5 广西 新闻（标清） 广西新闻 陈冠霖、黄禹德、李砾、刘汉瑜 二等奖

6 辽宁 新闻（标清） 《辽宁新闻》 彭湘宁、李帅、唱华、宋吉成 二等奖

7 吉林 新闻（标清） 吉林新闻联播 王鑫、张宏雷、赵丹丹、杨宗翰 三等奖

8 湖北 新闻（标清） 《湖北新闻联播》 沈慧、罗宏新、万毅、刘念 三等奖

9 河南 新闻（标清） 《都市报道》 张翼、景涛、张力、王轶 三等奖

10 黑龙江 新闻（标清） 新闻联播 赵岩、朱崇辉、孟鉴、胡家硕 三等奖

序号 申报单位 申报奖项 节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名次

1 广东 播出技术质量奖（标清） （广东卫视）台播出
黄永洪、黎  攀、曾幸浩、冯伟卓、高云鹤

、陈国杨、林伟鸿、周晖霞
一等奖

2 湖南 播出技术质量奖（标清） （湖南卫视）台播出
周松林、李跃龙、龚如林、方林、
黄晓峰、胡强、姜雄兵、姜翔宇

一等奖

3 辽宁 播出技术质量奖（标清） （辽宁卫视）台播出
姜鹏、 张旭、 张亮、 李惠儒、李敏、 马

初蕾、 裴璐、  张梦露
一等奖

4 吉林 播出技术质量奖（标清） （吉林电视）台播出
张志华、姜大博、付春艳、刘  勇 、张媛媛

、吴  丹、孙  畅、王惠斌
二等奖

5 湖北 播出技术质量奖（标清） （湖北）台播出
杨罗经、刘圣兵、李琦、李萍、龚袅、朱星

慈 祝晶、黄韦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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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南 播出技术质量奖（标清） （三沙卫视）台播出
王天宜、王云、伍荣福、张裕斌、冯启华 吴

宗武、苏庆丰、蔡鸿泽
二等奖

7 深圳 播出技术质量奖（标清） （深圳）台播出
王晓兵、雷荣达、张宇平、刘澄东、江凯、

熊海翔、徐凌波、李秋蕾
三等奖

8 广西 播出技术质量奖（标清） （广西卫视）台播出
杨  波、李炎彬、何  雁、蒙寿勇、张  辉

李皓晖 、梁丰程 、李  宇
三等奖

9 大连 播出技术质量奖（标清）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
张学骞 张彬 马西宏 谭成鑫 邹斌 张传

辉 韩啸 曲强
三等奖

10 河南 播出技术质量奖（标清） （河南）台播出
李继龙、曾诗阳、陈宇、许津子、 王丹璞、

梁皓、朱俊磊、谭晓光
三等奖

11 黑龙江 播出技术质量奖（标清） （卫视）台播出
赵大鹏、刘彬彬、朱红、张国宏、
王亚臣、王天宇、段希龙、闫经宇

三等奖

序号 申报单位 申报奖项 节目名称 主要完成人 名次

1 湖南 专题（高清） 《湘西》灵动的家园篇 蒋云山、吴 鹏、李 路、姚清平 一等奖

2 湖北 专题（高清） 长江（第一集） 罗建民 、孙斌 、董伟 、黄星 一等奖

3 广东 专题（高清） 老广的味道-古今 罗映辉、梁伟明、王普学、高思超 一等奖

4 深圳 专题（高清） 《宅人食堂 3》 宋洋、郝延华、陈许伟、张敏 一等奖

5 广西 专题（高清） 萤火虫 唐晓晖、赵新宇、张美芳、孙丽梅 二等奖

6 辽宁 专题（高清） 《满族时光中的行走-红带子》 王瑄、展博群、徐硕、柏晨 二等奖

7 吉林 专题（高清） 黄大年--《遗爱》 姜殿宇、尹乐、耿秀峰、李迪群 三等奖

8 海南 专题（高清） 还看今朝·海南24小时 傅秀敏、路仁杰、张宇、孟春雪 三等奖

9 河南 专题（高清） 毋改英雄意气 石巍、冯玉坚、陈峥、郑荀文 三等奖

10 黑龙江 专题（高清） 拉林河畔 王妍、胡德卿、郑唯、张洋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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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南 综合文体（高清） 跨年
周立宏、韩坚定、万立顺、吴文静、邓旻、

罗睿斐、刘晓夏、姚倩媛
一等奖

2 广西 综合文体（高清） 畅游丝路—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民歌大汇演
唐晓晖、蒙文凯、李兵、陈彦、李超云、黎

旭东、黄彦钧、陈树成
一等奖

3 广东 综合文体（高清） 国乐大典第十二期
龚学龙、叶志坚、李宏、陈伟祥、刘昌伟、

袁康健、陈文飞、赵圣杰
一等奖

4 河南 综合文体（高清） 欢乐中国年——2018河南省春节联欢晚会
张鑫、翟世鹏、马思达、晁大凯、黄燕舞、

韩李美、齐航、冯源
二等奖

5 深圳 综合文体（高清） 《爱情找对门》
李土荣、杨添颖、池哲炜、王大为、江炯波

、宋琰琰、赵子涵、纪华宇
二等奖

6 湖北 综合文体（高清）
走进新时代 共筑中国梦——2018年全国社区网络

春晚

柳金麟、方活学、夏雨、高羽、肖婧、张铭
夏春玲 、李怡 二等奖

7 辽宁 综合文体（高清） 《2018辽宁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王瑄、侯佳、高原、李倩、白如冰、李心、

刘梦楠
二等奖

8 海南 综合文体（高清） 2018海南黎苗族三月三晚会
张德凯、罗小毅、秦斌、张亚光，吴淑敏，

苗鑫，奚铭，杜才树
三等奖

9 吉林 综合文体（高清） 2018年吉林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王贺、郭璐斌、侯硕、夏一舒、
李欣、于猛、李晓巍、刘伟新

三等奖

10 黑龙江 综合文体（高清）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2018年春节大联欢
廉志明、王磊、宋平、孙岩、刘营、户岩龙

、李麟、高阳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