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节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评审等级

1 斯美塔那《喜剧演员之舞》 上海广播电视台 刘剑平；刘维玮；季皓玮 一等奖

2 实况录音《查尔达什舞曲》 扬州广播电视台 姚正；张隶军；沈振宁 一等奖

3 归去来兮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钱伟成；胡颉；阎律 一等奖

4
《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第三乐

章》
天津广播电视台 赵学增；石家瑞；赵屹 一等奖

5
《柴科夫斯基钢琴协奏曲第三

乐章》
天津广播电视台 赵学增；石家瑞；赵屹 一等奖

6
笛子与乐队《归去来兮•雪山之

恋》
北京广播电视台 曹漫；李倩 一等奖

7
实况-蒙古族原生态音乐《Huh

dul》
吉林广播电视台 周凤伟；王惠；张吉 一等奖

8
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第

四乐章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奚培 二等奖

9 《 定 》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明、张瑶、雷旭 二等奖

10 实况交响乐《火车托塔卡》 贵州广播电视台 周挺；曾黎；李彬 二等奖

11 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赵学夫；龙晓卫；杨国栋 二等奖

12
室内乐：维瓦尔第四季第一乐

章
湖北广播电视台 许光明；王洪远；吴亚宁 二等奖

13 歌剧实况-拉贝日记选段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周克胜；武鹏；李昊天 二等奖

14 实况录音《流浪者之歌》 扬州广播电视台 姚正；沈振宁；梁小军 二等奖

15
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第

三乐章
云南广播电视台 康乐 ；赵雄伟； 高宇 二等奖

16 民乐合奏《二泉映月》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刘程煜，刘勇，王海青 二等奖

17
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曲 第三乐

章
云南广播电视台 何睿； 寸垒 ； 师霞 二等奖

18 《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南宁广播电视台 黄健春；杨俊；刘旭 二等奖

19 实况（李宗盛）《爱的代价》 吉林广播电视台 王惠；孟庆洋；王宏升 三等奖

20 肆意玩乐 河北广播电视台 宋健；杨澜；丁荣格 三等奖

21 《戏曲音乐会节选》 陕西广播电视台 王嘉寅；蔡云；陈曦 三等奖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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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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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况交响乐《春之声圆舞曲》 贵州广播电视台 周晓鸣；杨曦；李理 三等奖

23 呼伦贝尔组曲——额尔古纳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乔建军；张婷 三等奖

24 《Sweet Molly's Lament》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莫若铭；胡潇月；毛志成 三等奖

25 《钢铁洪流进行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央广 林强军;林阳;秦梓元 三等奖

26 樱花路 河南广播电视台 赵晓冬 ;杨涛 ;李艳霞 三等奖

27 童声合唱《云雀》 沈阳广播电视台 高琦 三等奖

28
《大海·牧羊·少林-连奏三部曲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央广 初熙 三等奖

29 《宁波欢迎你》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陈起来 三等奖

30 合唱《湖畔》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莫若铭；张烁；金彦如 三等奖

31 红河谷 河北广播电视台 宋健；李鹏飞；马春娟 三等奖

32 致远方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郑凯，王晗，季相光 三等奖

33 《二胡狂想曲》 辽宁广播电视台 赵雷；马晓光；赵晓维 三等奖

34
手风琴演奏《音乐会组曲之终

曲》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邬运河 三等奖

35
《音乐剧-永远的西柏坡》国家

大剧院建党99周年献礼
北京广播电视台 马笑宇 三等奖

36 歌曲《你》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杨柳，管春博，苗芃 三等奖

1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十相思

》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胡一民；方午梅；吴明泽 一等奖

2 京剧《白娘子》选段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剧大伟；齐兵；杨帅 一等奖

3 昆曲《转调货郎儿（八转）》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忻震 二等奖

4 花灯戏选段《秋染枫林》 贵州广播电视台 周晓鸣；杨曦；何旭 二等奖

5 昆曲《转调货郎儿（二转）》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孙刚鸿 二等奖

6 京剧《月儿如钩》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奚培 二等奖

7 评剧《三看御妹》选段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剧大伟；董博；齐兵 二等奖

8 昆曲-玩笺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吴京国；邱瑜；李心一 二等奖

9 《海滩别》 安徽广播电视台 袁家芬、程永军、陈琨 二等奖

10 九江口西皮摇板片段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陈岷 二等奖

11 锡剧-紫砂梦选段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周克胜；杨晶飞；李泉 二等奖

戏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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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京剧《楚宫恨》选段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海东；陈瑞增；王全义 二等奖

13
保定老调《在家中奉了严亲命

》
河北广播电视台 范凤娟；李鹏飞；李志杰 三等奖

14 评剧《战疫情》 沈阳广播电视台 高琦 三等奖

15
越剧《花烛泪-面对苍天喊冤枉

》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胡一民；方午梅；方建文 三等奖

16 柳腔小段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尹增辉，刘欣，王煦 三等奖

17 京剧《汉明妃》选段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海东；鲁牧岩；王全义 三等奖

18 昆曲实况《春江花月夜》 贵州广播电视台 周晓鸣；杨曦；付啸 三等奖

19 京剧《凤还巢》选段 河北广播电视台 冯占山；吴琪；张艳华 三等奖

20 《梁秋燕》 陕西广播电视台 王嘉寅；蔡云；郭宏波 三等奖

21 红豆曲 云南广播电视台 李贞睿；何绍丹； 董辉 三等奖

22 湘剧《沁园春▪长沙》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

中心
王凯 三等奖

23 戏曲《一桥飞架伶仃洋》 广东广播电视台 伍君一、温伟明 、郭 权 三等奖

24 京剧《我自幼孤苦寒微》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江海波 三等奖

1 梅花大鼓《黛玉葬花》 天津广播电视台 庄增田；陈瑞增 一等奖

2 梅花大鼓《十字西厢》 天津广播电视台 庄增田；鲁牧岩；陈瑞增 一等奖

3 评弹《四季歌》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宣晔 二等奖

4 昆腔-豆叶黄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刘靖；郑海龙；王晁晟 二等奖

5
杭州滩簧《银瓶-为父长年在疆

场》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胡一民；郑斌；莫若铭 二等奖

6 滩簧《投军别窑》选段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 三等奖

7 西河大鼓《长寿村》 河北广播电视台 石宏杰；张晨；张欣 三等奖

8 评弹《剑阁闻铃》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姚培红 三等奖

9 昆腔-嘉庆子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梁跃；王知翰；许蓉 三等奖

10 评弹《新琵琶行》选段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斌；郑侃；方午梅 三等奖

11 四季神歌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

台）
赖海涛、杜楠竹、唐坤 三等奖

1
《故宫600年特别策划：国之

瑰宝景泰之蓝》
上海广播电视台 朱立红；徐莹；严慧 一等奖

曲艺类

语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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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真理的力量——《共产党宣言

》中国首译全本百年纪念
上海广播电视台 汤泓；刘蕾 一等奖

3 万米高空生死救援 天津广播电视台 李鸿桐；刘海东；林玮 一等奖

4 《海市蜃楼》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侃；舒大卫；张烁 一等奖

5 卖火柴的小女孩 河北广播电视台 冯占山；李鹏飞；范凤娟 一等奖

6 《兰州声音印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央广 秦梓元；权胜 一等奖

7 土家喜爱唱山歌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李彬；李理；何旭 二等奖

8 文学专题《武汉嫂子》 武汉广播电视台 何林；王宏；曾鼎 二等奖

9 一件白大褂的特殊旅行 河北广播电视台 张欣；石宏杰；宋健 二等奖

10 《父辈的1949：孙孚凌》 北京广播电视台 孟孟；何梦凡；叶思成 二等奖

11
音乐专题《五十年前奏响的永

恒乐章》
吉林广播电视台 王惠；贾晶妍；张红路 二等奖

12 《最后的时光》 陕西广播电视台 田喜艳；牛雨迪；侯克 二等奖

13 故乡——在湘江 广西广播电视台 周家帆;涂琛婷;覃诗雅 二等奖

14 专题《森林之子》 吉林广播电视台 徐达；王惠；王浩懿 二等奖

15 《南方北方》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侃；胡潇月；贾如 二等奖

16 《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央广 杨琛 二等奖

17 曹姨炸糕 天津广播电视台 林玮 二等奖

18 诗意江南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梁跃；陆正国；殷茵 二等奖

19 城市新高度之螺洲古镇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赖思佳；陈洁颖；张希泉 三等奖

20 《致橡树》 辽宁广播电视台 周勇；夏克波；陈岩 三等奖

21 《青春之歌》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庄奇斌 三等奖

22 《宁夏宁夏》 宁夏广播电视台 刘琛洁；许泽；王君 三等奖

23 语言专题《突发》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费竞翔，叶涵，邹鸣 三等奖

24 《乡村记忆》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张静怡 三等奖

25 夜谈古今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陆正国；王君媚；杨鲲娅 三等奖

26 《3号楼下》 陕西广播电视台 牛雨迪；田喜艳；冯伟 三等奖

27 贵阳解放 贵州广播电视台 王利；尹博伟；李彬 三等奖

28 朗诵《若我归来》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陆捷；刘荣；何文婕 三等奖

29 《生如夏花》 安徽广播电视台 雷旭、袁家芬、陈琨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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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孝义格天 山东广播电视台 王红军；朱军；王宗运 三等奖

31 骑楼风雨传粤韵 广西广播电视台 钟玉龙;涂琛婷;覃诗雅 三等奖

32 我的敖鲁古雅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左巍；梅丽亚 三等奖

33 语言专题《首飞》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费竞翔，叶涵，邹鸣 三等奖

34 正月里的战争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

台）
杜楠竹、戴欣、王越 三等奖

35 《我和我的祖国 第一集 前夜》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琨、钱军、袁家芬 三等奖

36 洒满歌声的旅程 湖北广播电视台 李兵；邓昌浩；蔡俊鹏 三等奖

1 广播剧《金银潭24小时》上集 上海广播电视台 张治；陈涛 一等奖

2 广播剧《生死时速》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心睿；张锋；鲁牧岩 一等奖

3
广播连续剧《猎豹在线》第一

集
上海广播电视台 张治；刘蕾 一等奖

4 《红城天使》第三集 贵州广播电视台 赵培义；周晓鸣；杨曦 一等奖

5 广播剧《追光者》 吉林广播电视台 王宇恒；梁爽；王理子 一等奖

6 广播剧《一锤定音》 吉林广播电视台 王惠；张吉；杨鑫 二等奖

7 《图云关之恋》第二集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李理；李彬；付啸 二等奖

8 英雄的守护之方舱医院 湖北广播电视台 龙向东；王洪远；王平 二等奖

9 《夜莺破晓》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侃；郑斌；刘家继 二等奖

10 《良渚》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侃；郑斌；王安雅 二等奖

11
《一同扛起雷神山的安徽臂膀

第一集》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琨；查雯；程永军 二等奖

12 蛟龙号二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杨杰，刘程煜，郑堃 二等奖

13 广播剧《花木兰》 安徽广播电视台 雷旭; 陈明; 高俊 二等奖

14
广播剧《劳动人民的红线女》

（选段）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 三等奖

15 我绝不贪生怕死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李康；丁嵘；段渝汉 三等奖

16 儿童广播剧《九色鹿》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董凌；裴勇；王进宏 三等奖

17 奔向远方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李晓丹；王君媚；王丽 三等奖

18 《福满楼》第1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央广 房大文；张旭；周天纵 三等奖

19 艾米 广西广播电视台 涂琛婷；周家帆；雷庆胜 三等奖

20
《咱们的名字叫建国》之“开路

先锋“
山东广播电视台 于峰；庄昊飞；王丹 三等奖

21 沙海老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

视台
郭枫；付广新；李延宏 三等奖

广播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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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广播剧《攀登》 武汉广播电视台 何林；张文波；王宏 三等奖

23 康巴汉子 云南广播电视台 段垚尧 ；白雪峰 ；桂瑜 三等奖

24
系列广播情景剧《上下五千年

》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

台）
谢天、杜楠竹、邹昌杰 三等奖

25 《武则天》片段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罗天琦 三等奖

26 《出征》 陕西广播电视台 牛雨迪；周思辰；赵洋 三等奖

27 心愿 四川广播电视台 谢正军    陈伟清    王莉 三等奖

28 一个人的生产线 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 郭城池；白浪；张旭 三等奖

1 《白衣战士》 上海广播电视台 朱立红；徐莹；严慧 一等奖

2 《再读天使日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央广 秦梓元 一等奖

3 片花《亵渎》 吉林广播电视台 王惠；周凤伟；池东眉 一等奖

4 水韵江苏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陆正国；柯同舟；钱伟成 一等奖

5 《人生第一次》宣传片 上海广播电视台 汤泓；刘蕾 一等奖

6 《这，很武汉》 河南广播电视台 牛剑光 一等奖

7 动听885周年宣传带 天津广播电视台 李雪莱；朱佳；黄伟 一等奖

8 为生命而突击 山东广播电视台 王红军；胡蒙；唐燕燕 二等奖

9 《读古典文化 品百味人生》 北京广播电视台 董珂 二等奖

10 赞美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赵新宇；剧大伟；王子威 二等奖

11 《雷神山》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琨；袁家芬；程永军 二等奖

12 《冬奥•这一刻》 北京广播电视台 叶思成；何梦凡；孟孟 二等奖

13 青春，我的战役时刻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杨曦；何旭；姚擎 二等奖

14 见证者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武鹏；钱伟成；王震 二等奖

15 《爱护动物》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路逊；郑斌；芦毅； 二等奖

16 直播中国新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国广 何伟;王晟;魏楠 二等奖

17 《世界地球日聆听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央广 秦梓元 二等奖

18 片花《文明你最美》 东港人民广播电台 胡顺境、杨雪明、朱明丹 三等奖

19 早安河北 河北广播电视台 张晨；范凤娟；李志杰 三等奖

20 广东电台70年台庆宣传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 三等奖

21 《爱旅行、爱生活》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璐；吕东旭；朱淑珍 三等奖

片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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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绿色家园 河北广播电视台 李鹏飞；杨澜；郭宜隆 三等奖

23 《分享平凡的一天》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璐；孟娇；刘平 三等奖

24 行走城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

视台
汪洋；马雷；郭佳 三等奖

25 《传世芳华》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斌；胡乔；马悦 三等奖

26 《黄河岸边是我家》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曹艳艳 王国辉 三等奖

27 抗击疫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国广 刘虎楠;陶鑫;王琛 三等奖

28 她时代她力量 贵州广播电视台 黄维恒；陈垚；毕嘉勋 三等奖

29 《我和我的祖国》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琨；程永军；查雯 三等奖

30 《飞虎日记》版宣 南宁广播电视台 黄春燕;蒙民;杨俊 三等奖

31 音乐花园 海南广播电视台 吴欣；吴东；吴文霞 三等奖

32 印象俄罗斯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刘枫；张劲松；高鹏 三等奖

33 津门英雄谱 天津广播电视台 林玮 三等奖

1 中国大桥 河北广播电视台 冯占山；苑拥军；张宁 一等奖

2 我们在一起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李晓丹；龚益民；徐慧 一等奖

3 《声临其境》 上海广播电视台 朱立红；徐莹；严慧 一等奖

4 放下手机拾起爱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苑涛，魏大鹏，田代强 二等奖

5 《重启美好生活》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李骏；郑斌；吴南 二等奖

6 手机课堂让老年人乐享夕阳红 天津广播电视台 李鸿桐；刘海东；林玮 二等奖

7 这一刻，我终于听懂了国歌 河北广播电视台 范凤娟；张晨；张艳华 二等奖

8 反对语言暴力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刘枫；张劲松；宋雪姣 二等奖

9 《世界地球日之星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央广 秦梓元 二等奖

10 《与野生动物共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央广 房大文;张旭;周天纵 二等奖

11 沂蒙精神 山东广播电视台 王红军；韩克收；李英华 二等奖

12 《苕溪两岸》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侃；舒大卫；李雪松 二等奖

13 《 共产党人 》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明、雷旭、张瑶 二等奖

14 公益广告《端午节》 江西广播电视台 陶清；廖志林；高远 二等奖

15 《公筷 • 公勺》 上海广播电视台 徐莹；朱立红；严慧 二等奖

16 不做低头族 湖北广播电视台 邓昌浩；杜威；管海建 二等奖

17 点亮意犹未尽的青春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陆正国；段思平；荣幸 二等奖

18 贵阳的声音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杨曦；付啸；姚擎 三等奖

广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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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健康过六一 湖北广播电视台 龙向东；邓昌浩；陈浩心 三等奖

20 《你能看的只有我了》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齐亚坤 三等奖

21 《用生命书写青春》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明；程永军；张瑶 三等奖

22 公益广告《承诺》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 三等奖

23 切勿高空抛物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张筱笛；杨铠璠；李伊伊 三等奖

24 全民阅读公益广告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

台）
沈杰 三等奖

25 一双公筷 健康文明 贵州广播电视台 黄维恒；陈垚；李娟 三等奖

26 《同心战疫》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赵培焱 三等奖

27 《党在第一线》 北京广播电视台 叶思成；何梦凡；程春 三等奖

28 公益广告《像风一样自由》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关大伟；王惠；徐达 三等奖

29
公益广告《举手之劳，贵在坚

持》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董凌；董伟；裴勇 三等奖

30 公益广告《生死之间》 吉林广播电视台 张吉；梁爽；梁仲汉 三等奖

31 《女司机》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璐；李书宇；丁丽 三等奖

32
公益广告《敬畏自然  珍爱生命

》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陆捷；黄爽；何文婕 三等奖

33 《无偿献血》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赵丹 三等奖

34 公益广告《民生宣传》 江西广播电视台 陶清；李小波；邹璐璐 三等奖

35 旅行见证美好 海南广播电视台 吴欣；吴东；吴文霞 三等奖

36 公益广告-拒绝占用应急车道 南宁广播电视台 李鹏；张晓旭；尹江月 三等奖

1 《请您检阅精华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央广 林强军；林阳；秦梓元 一等奖

2 唢呐协奏曲《吹飞寒》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邓天 一等奖

3
《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

第一乐章》
天津广播电视台 赵学增；石家瑞；赵屹 二等奖

4 红色与青春歌曲联唱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

中心
王凯 二等奖

5
门德尔松《A大调第四交响曲“

意大利”》第四乐章
北京广播电视台 叶思成；何梦凡；程春 二等奖

6
阿曼多吉多尼《奇妙协奏曲》

第三乐章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刘维玮 二等奖

7 实况交响《流浪者之歌》 贵州广播电视台 赵培义；周晓鸣；杨曦 二等奖

环绕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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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绕声《青雪故事》（剧场

版）
吉林广播电视台 徐达；关炜橙；王惠 二等奖

9 韶华丹青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周克胜；王晁晟；马继超 三等奖

10 环绕声《斗战天下》 吉林广播电视台 梁爽；王宇恒；徐达 三等奖

11 运河魂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梁跃；李康；胡忆坤 三等奖

12 汨罗江幻想曲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陈洁颖；陈洁；严明 三等奖

13 《来咧，伙计》 陕西广播电视台 周思辰；牛雨迪；樊卓佳 三等奖

14 《采茶舞曲》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莫若铭；胡潇月；张威 三等奖

序号 频率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评审等级

1 FM 91.5频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国广

魏少平;朱锐;宋云萍;于钦飞;张

郁;郭向军;张翰森;吴朝晖;孟茁;

刘杰;张亚磊;吴光达;刘虎楠;张

磊;高智

一等奖

2 第一套或中国之声频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央广

朱晓蓓;赵洁;王亮;杨硕;潘立麒;

沈芳旌;张京;贾栋;李珊;王青;丁

添;郭彤旭;范玮;张雪峰;楼允

一等奖

3 第1套或中波873频率 武汉广播电视台
张海亮 万建 张文波 王军  刘毅

徐俊 冯武蜀  周桢 杨萍 卢华伟
二等奖

4 第1套或广东新闻广播频率 广东广播电视台

伍君一 ；温伟明； 杨雄俭 ；简

平； 陈志军 ；蔡科谛； 陈楚

民； 何镜浩； 谢广斯； 张玮

二等奖

5 第1套或990千赫/93.4兆赫频率 上海广播电视台

吉祥；陈奕；范振荣；陈海峰；

史斐庭；朱文博；汪永福；徐

莹；徐侃；刘敏；刘蕾；倪学

青；汪阳；冷燕梅；伍伟

二等奖

6
第一套或

AM828KHz/FM100.6MHz频率
北京广播电视台

姜扬；刘鹏程；周瑾莹；任海

全；赵奕晴；曹漫；李倩；王志

杰；胡国伟；罗志强；李忠实；

李东；薛晓洁；董研博；吴蓝

二等奖

7 第1套或104.6MHz频率 湖北广播电视台

许光明；龙向东；李兵；王宇

新；陈浩心；杜威；翟军；吴亚

宁；管海建；危辉；李旻；张

磊；杨彧飞；刘勇；白莉

二等奖

8 第1套或新闻频率 新疆广播电视台

刚勇；孔源；叶尔兰；邹旭；孔

殷刚；刘建；丑博锋；索伟耀；

滕飞；刘一年；

二等奖

二 播出技术质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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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1套或AM738/FM91.6频率 吉林广播电视台

关大伟；孙成勇；周凤伟；王

惠；陈枫；杨鹏；马志强；陈

忱；陈磊；马城城；

二等奖

10 第1套或97.2MHz频率 天津广播电视台

李广全；杨靖；王楠；王建明；

周一峰；赵盛力；高鑫；石壁

飞；赵森棽；李春爽；王源；李

建伟；赵军；韩德柱；刘祎

二等奖

11 第1套或FM101.6 AM810频率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孙剑忠;刘旭伟;钱亦焕;王舒;方建

文;郑斌;徐宇梁;陆缨;董兰;杨磊;
二等奖

12 第1套或新闻综合频率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金剑；李臻；陆捷；何文婕；吴

平；汪舟；高涛；戴玮；宗艳

艳；周蓉芳

二等奖

13 第1套或1频率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邵红星;余胜洁;林海波;杨栋;张广

涛;曹伟强
二等奖

14 第1套或87.7频率 贵州广播电视台

陈海琼; 余晋杉; 付啸; 何旭; 邓文

勇; 周晓鸣; 黄海; 周礼坤; 王 斌;

赵祖波

三等奖

15 第4套或交通频率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

中心

王涓；周华林；张剑；王凯；周

军；陈罡；段文辉；黄飞舟；黄

智；陈攀峰

三等奖

16 第1套或新闻综合频率 安徽广播电视台

戚洪江; 陈娟 ;刘继亚; 程永军; 胡

磊; 陈明; 杨啸天; 袁正义; 张向

阳;崔国海; 许丰如; 王文霞; 王晋;

姚笛;  查雯

三等奖

17 第1套或新闻综合频率 广西广播电视台

钟玉龙;涂琛婷;雷庆胜;陈玉吉;周

冲;王雄峰;吴子珎;刘璐;卢勉励;

冯伟良

三等奖

18 第1套或新闻综合频率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王国辉；孙建敏；崔帅锋；朱祖

来；刘春林；张兆宇；黄战营；

王帅；鞠学龙；李刚

三等奖

19 第1套或96.0频率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杨济世、高誉戈、杨怀德 、巩铖

、张锐、张维 、陆斌 、王凯 、

魏翔 、张云霞

三等奖

20 第一套或新闻广播频率 海南广播电视台
孙照学;陆善锦;李景萍;田劲松;吴

东;陈家雄;吴文霞;刘海妮
三等奖

21 第一套或FM99.0频率 南宁广播电视台
杨俊;黄健春;罗雪松;陆震;凌敏;

成六祥
三等奖

22 第1套或新闻频率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孙岩君 、邓辉  、袁长建 、陆正

国 、李康、李轩、施仁政、王晁

晟、顾小磊、窦涛、刘思伽、徐

钰、李苇泱、王益芬 、朱陈忠

三等奖

23 第1套或辽宁之声频率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晨；李天蔚；唐茁阳；王丹；

张林；吕东旭；涂鑫；耿岩；王

东；姜帅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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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第1套或调频FM89Mhz频率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郭万军；王丽娟；宝力道；代

钦；王鑫；吴杰；包磊；李鹏

飞；张淼；蔡国庆；

三等奖

25 第一套或新闻综合频率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林田；廖锦瑛；林欢；胡悦；徐

立和；林其波；余海涛；王钦

辉；赵昙；张桂洪

三等奖

26 第1套或综合频率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李建杰、张建栋、杨杰、刘勇、

迟巍、樊培彩、刘波、王庆伟、

段孝讯、于鹏

三等奖

27 第1套或新闻综合频率 青海广播电视台

杜庆玲；郭常华；李文杰；王红

红；赵连训；张晓兵；刘晖芳；

夏珺；李玉姣；逯芳园

三等奖

28 第一套或104.5频率 沈阳广播电视台

莫克；霍其峰；胡迪；鹿猛；王

宇；陈阁；石波；张贺翔；刘

爽；刘欣艳

三等奖

29 第1套或新闻频率 云南广播电视台

黎明；周雪岭；何睿；彭澎；何

绍丹；赵雄伟；张梦阳；高宇；

魏昆平；王兆新；段垚尧；李

苗；董辉；寸垒；王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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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4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央广

6 吉林广播电视台

三 金鹿综合奖

李志明；周凤伟；王惠；陈枫；杨鹏；杨鑫；王宇恒；徐达；梁爽 ；张

吉

获奖人员名单

陈雨人；林伟明；黄奇志；王振；邵勇；朱爱华；奚培；刘蕾；邓天；徐

莹

李广全；郝学术；杨靖；杜宝森；庄增田；于洪波；刘扬；高铭；艾福

森；毕连旭

李声；李晓丹；苏琦；陆正国；孙岩君；张强强；周克胜；梁跃；孙昌

凤；卢小勉

杨勇；郑红哲；郭亮；孙剑忠；王强；吴晓东；莫若铭；郭红华；陈丰；

汪丽芳

李杰;董帅;张棋;申璁;赵如曦;张赫;路畅;王万福;刘逸飞;李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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