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节目名称 获奖单位 主创人员名单 等级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大会庆祝大会 （阅兵式、

群众游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赵伟、陶湛、张毅、田盛、陆振洵、杨
言、范文淼、李培、张宇、李东洲、刘
斌、韩铮、刘浩、盛楠、闵际元、艾馗
、田会昌、王璥琢

特等奖

2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圣火采

集仪式
上海广播电视台

汪艇、高磊、凌晨、袁跃、沈元、符江
、刘泓昊、周晓帆、翟爽、傅亚炜、丁
亦昕、李轶玮、葛玉兰、夏宇静、陈怡
、张宏斌、戚荣辉、毛庆成

一等奖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

动会开幕式
山西广播电视台

李生平、李飞、王剑锋、杨琳、宋巍巍
、姜海、石科、杨朔、李冰、王洋、张
文伟、韩葳蕤、原春、吴杰、曹辉、葛
燕云、马晓芳、王旭东

二等奖

4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陆振洵、王志强、宋易、梁书利、顾青
山、徐伟源、高润泽、孙逸浩 、李培、
艾馗、杨如鹏 、代天、赵志鹏、靳嵩、
王峰、慕永晖、刘浩、孙祎龙

二等奖

5
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

奥会开幕式
天津广播电视台

王松鹏、徐锴、林可、徐樵、张浩、苏
久旺、李泳江、杜杨、赵学增、孟庆亮
、刘秀军、王鹏翔、王春建、单玲玉、
王笑楠、李建凯、魏军、张宏玮

三等奖

6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开幕式
郑州电视台

廖祥锋、王伟鹏、何剑、王璐、关卡、
张相若、王晔、杨光、杨华、周劲、李
征、尚进、黄晨明、张慧、郜晓博、桑
烨、王钰、韩超

三等奖

7 丰收中国，新疆美开幕式晚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

刚勇，蔡贺，叶建华，全东宁，陈琪，
帕尔哈提·艾合买提，吴毓隆，赵柯，
阿布都拉·阿合买提汉，杨文杰，塔伊
尔·海米都拉，师咏宁，刘冠，郭建
华，刘民江，马春林，李宏飞，宁晓雅

三等奖

序号 节目名称 获奖单位 主创人员名单 等级

1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

仪式特别报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康旻杰、李培、张宇、李源、李东洲、
查毅、冯靖云、刘浩、王笑雪、刘昊、
张继跃、代天

一等奖

2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专题

报道
上海广播电视台

林伟明、谈渊渊、金逸乐、丁建平、袁
跃、倪浩耿、张华、袁君、江哲、柴为
民、杜贝康、王岑巍

二等奖

3
贵州恋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
贵州广播电视台

周挺、王炜、宋煜、赵兴刚、谢炜、张
俊欣、李乾、李一超、付竞凯、李健、
龙文鹏、周晓鸣

二等奖

2019年度外场转播综合技术奖评定结果（庆典类）

 2019年度外场转播综合技术奖评定结果（新闻类）



4 第三届智能大会直播特别节目 天津广播电视台
徐樵、刘秀军、孙福翔、张玉涛、李泳
江、张浩、王文博、刘佳伟、李健凯、
刘伟、魏军、傅杰

三等奖

5 农历八月十八看钱塘大潮
中视科华有限公司北
京新闻技术服务分公

司

曲锐、于滨、胡森、张原宾、范鑫、马
超、范本辉、范晨、郭明银、宋杰、吴
涛、刘雨

三等奖

6
《祖国，我是你的骄傲》大型
全媒体特别报道---《元气满
满的早晨》包头市早间直播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杜中、白振东、云晓丽、刘华健、沈利
俊、陈楠、李畅、张子力、白雪松、刘
凯程、李强、关晓亮

三等奖

序号 节目名称 获奖单位 主创人员名单 等级

1 2018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 上海广播电视台
王振、高磊、金逸乐、刘泓昊、尹悦、
俞海、王史荣、许春夏、杜茜、杜贝康
、王晶楼、周子龙

一等奖

2 2019定向越野世界杯 广东广播电视台
龚学龙、张宇、陈文飞、赵圣杰、张京
重、冯冲、叶志坚、陈伟祥、王方霖、
孙经武、李永强、廖泽林

一等奖

3
2019年第十八届环青海湖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第六赛段 茶卡

至鸟岛

青海广播电视台
北京永达天恒体育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芬菊、马若云、李吉、王翀、刘正文
、何钰、谭家权、张芙铭、马少君 黎亮
、杨雪、齐瑞

一等奖

4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军事

五项”比赛
上海广播电视台

林云川、袁跃、金逸乐、谈渊渊、顾哲
宇、邵清、沈小龙、朱伟军、徐聪杰、
葛文寅、曹志伟、张震

二等奖

5 2019中国网球公开赛（HD）
北京嘉果艺术设计中

心
孙悦、刘伟、陈兆存、王熠、刘方舟、
张伟、孙涛、张明阳

二等奖

6
2019年男篮世界杯C组西班牙

VS伊朗比赛
腾讯演播技术中心

向宇、凌少华、王延丰、徐磊磊、邓子
平、周海涛、刘孟、李晨、张昊森、沈
昭、浑何明

二等奖

7
2019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游

泳转播
济南广播电视台

王琨、李上、王虎、栾艺、张建明、张
一鸣、王浩鷁、潘娜、梁皓、段晓峰、
张良学、朱波

二等奖

8
2019年WTA广州国际女子网球

公开赛
北京锐驰思创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

陈旭海、闫柏潼、赵永利、甄义民、林
菲、张聪毅、李超、马长宁、段艳丰、
孙伟齐、李鑫、郭梦娜

二等奖

9
2019/2020KHL（大陆冰球联
赛）常规赛 Kunlun RS vs HC

Sochi
天津广播电视台

徐樵、刘秀军、孙福翔、刘严、苏久旺
、杜杨、王达维、王鑫、孟庆亮、赵学
增、王鹏翔、谢鹏

二等奖

10
2018-2019赛季中国男子篮球
职业联赛北京首钢VS北京北控

北京电视台
叶志云、康金萍、张磊、许沛然、帕尔
哈提·艾合买提、段然、李颖、齐伟、
刘畅、王一明、杨梓江、刁旭

三等奖

11 2018-2019赛季CBA总决赛 新疆广播电视台

刚勇，蔡贺，叶建华，全东宁，克比尔
·买买提，陈琪，吾兰·海拉提，杨文
杰，赵柯，王鹏，廉洁，艾赛提·沙洪
拜

三等奖

2019年度外场转播综合技术奖评定结果（体育类）



12
2018汇丰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

总决赛
北京锐驰思创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

安永茂、王振国、徐国青、刘浩、林立
、庞序韬、邱玉森、解殿椿、徐帅、康
增强、胡彬、李铭奇

三等奖

13
2019秦皇岛国际马拉松暨全国

马拉松锦标赛直播
河北广播电视台

孙力、傅庆涛、杜会明、武进义、陈焱
、刘嘉、王汉清、王天石、何彦宁、高
成、卜实、刘毅

三等奖

14 2019游泳世界杯济南站转播 济南广播电视台
王琨、李上、王虎、孙明超、栾艺、张
建明、 张一鸣、王浩鷁、潘娜、梁皓、
刘冰、徐结明

三等奖

15 重庆马拉松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李恭永，梁铁牛，吴梦霞，江珂，吴
虞，尹红，陈开鹏，李妍，王荣昌，陈
昔，谢鸣，汪登峰

三等奖

16 2019郑州国际马拉松赛
北京星拓视联文化传

媒服务有限公司

刘菲、沈一冰、姜颜琦、高明珠、赵丰
伟、邵斌、张智慧、丁振、黄鹤、曹进
、郭于停、成海洋

三等奖

17
2019年《湖南都市频道-天门

山国际翼装飞行大赛》
湖南广播电视台

胡晓峰、黄征海、庄大力，周义、赖凡
、万立顺、王磊、徐忠、吴文静、胡楚
熙、胡娟、龙鹏

三等奖

18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乒乓球

女子单打决赛中国VS朝鲜
北京电视台

韩士聪、谢原、马捷、侯毅 帕尔哈提·
艾合买提、杜波 张宁、黄玮、陈思策、
张骞、粱辰硕、纪梦

三等奖

序号 节目名称 获奖单位 主创人员名单 等级

1
用奋斗点亮幸福-2019年江苏

卫视跨年演唱会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陆锋、吴英露、周克胜、张航、侯大伟
、沈劲松、徐徯、李君、王梦斐、朱高
翔、杨融、金文龙

一等奖

2 亚洲文化嘉年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张宇、焦岩、郭玮彬、李增辉、张峻、
赵满静、赵志鹏、杨畅、查毅、张继跃
、唐建评、郭树鹏

一等奖

3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及

文艺晚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陆振洵、王志强、武晋生、艾馗、宋易
、梁书利、顾青山、李燕伟、高润泽、
石鑫、祝威、腾孟林

二等奖

4 2018双十一天猫盛典 上海广播电视台
唐惠荣、谢秦、刘泓昊、黄奎、蔡一斌
、施睿、金逸乐、姚力、尹悦、金炜、
沈晓俊、江晟

二等奖

5 2019东方卫视跨年盛典 上海广播电视台
尚峰、翟爽、谢秦、谈渊渊、兰嘉亮、
徐茂栋、陈亚欢、周晓帆、顾礼华、张
韩、张轶婷、王滔

二等奖

6 创造营2019总决赛 腾讯演播技术中心
浑何明、徐磊磊、苟辉、刘洋、王月、
郑旭东、刘颖、王延丰、彭帅、 李晨、
张昊森、裴永尚

二等奖

7
2019年《湖南卫视-舞蹈风暴

》
湖南广播电视台

肖卫华、王骏、喻狄、王勇、姜里、张
亚楠、赵政、伍泓涛、王译苓、吴俊杰
、林其昭、吴题

三等奖

 2019年度外场转播综合技术奖评定结果（综艺类）



8 浙江卫视2019年中音乐盛典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郭亮、陶红、洪超、尚劼、徐鋆、刘雅
雯、程龙、曾奕炜、芦毅、赵文越、孙
野、金彦如

三等奖

9
《浙江卫视“领跑2019” 爱

你依旧演唱会》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红哲、郭红华、陈晓钟、刘晟、陆叶
、李雪松、林白云、叶康能、梁辉、王
凯丽、钱恋恋、倪杭军

三等奖

1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山东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大型文艺演出
山东广播电视台

李萌、郭鸣鹤、李峰、王海峰、张斌、
王健、陈铭、李本光、肖建坪、李末、
王峰、邱延存

三等奖

11 祖国颂 新疆广播电视台

蔡贺，叶建华，全东宁，陈琪，克比尔
·买买提，王景路，吴毓隆，杨文杰，
吾兰·海拉提，阿布都拉·阿合买提
汉，努尔兰·乌马尔汗，刘民江

三等奖

12 创赢2019新年演唱会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宋泉、王黎明、刘强、邱冬庆、邴岩、
郭鑫、徐庆鹏、程瑶、邹大龙、赵雪松
、马晨、姜卫

三等奖

序号 节目名称 获奖单位 主创人员名单 等级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联欢活动（4K）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吴军、王刚、范颀、萧洒、谭昕、孟涛
、秦萌、王帆、康旻杰、慕永晖、张雅
琢、王笑雪、徐伟源、张继跃、王海涛
、冯靖云、叶亮显、 张玉阶

特等奖

2
2019-2020年度CBA联赛揭幕战

4K转播
广东广播电视台

吴金成、叶志坚、赵圣杰、陈文飞、邓
祖志、古柏、叶舟、龚学龙、邱宇哲、
王亦兵、陈伟祥、李宏

一等奖

3
2019中华龙舟大赛海南万宁站

（4K）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刘斌、孟涛、谭昕、慕永晖、刘掖、冯
岩、赵蓉、任正龙、张永亮、赵宏辰、
杨如鹏、徐启倬

二等奖

4
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盛

典（4K）
上海广播电视台

张建、金逸乐、沈元、翟爽、周斌、傅
亚炜、丁亦昕、尹悦、俞海、王凯强、
李轶玮、戴伟琦、郁亮、王海强、束慧
超、吴剑东、张轶婷、黄鹏

二等奖

5
2019中超联赛第23轮（北京中

赫国安VS广州恒大淘宝）
（4K）

体奥动力（北京）体
育转播有限公司

刘宇、李杰、祝建平、石静溪 韩柏、夏
鹏震、尹双庆、李子寅、刘腾、王笑林
、聂鑫、花帅

三等奖

6
2019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

会(4K)
北京电视台

朱雨稼、谢苏文、姜世杰、吴铮、郝纪
、张磊、郭强、帕尔哈提·艾合买提、
许沛然、李达、杜波、马驰

三等奖

7 我在贵州等你（4K） 贵州广播电视台
周挺、王炜、宋煜、赵兴刚、谢炜、张
俊欣、李乾、李一超、付竞凯、李健、
龙文鹏、周晓鸣

三等奖

2019年度外场转播综合技术奖评定结果（4K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