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项 序号 作品名称 著作权人
1 《百年光华》书画 何水法
2 《一池花开》农民画 高建浓
3 《南孔爷爷有礼了》图案 浙江衢州南孔文化创意传播有限公司
4 《梦三国十一周年庆黄忠》壁纸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探迹者Scutum系列包》设计图 杭州淘马科技有限公司
6 《生态永溪》摄影作品 叶云平
7 《我的舞台》 韩晓霞
8 《金龙滩》摄影 郑剑宏
9 《秦时明月陆上篇沧海横流》动画片 杭州玄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下姜村的绿水青山梦》动画剧本 杭州友诺动漫有限公司
1 《丝绸之路周》 中国丝绸博物馆
2 《有凤来仪丝巾》图案 浙江丰达丝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FG-bjH02801》图案 浙江中胤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4 《塘河秋树图》油画 陈向东
5 《前程似锦》麦秸画 徐敏杰
6 《湖州城市品牌》 中共湖州市委宣传部
7 《芳华》细纹刻纸 周是一
8 《湖包包形象》设计图 杭州千岛湖岛予科技有限公司
9 《旋翅》雕塑 杭州玖鹿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10 《百年征程组合》图案 浙江省现代陶瓷艺术博物馆
11 《钱椅》 温州澳珀家俱有限公司
12 《放学路上》 应洪法
13 《晨捕》 陈亚军
14 《小调皮》摄影 张莹
15 《深海潜行》视频 宁波胜利映画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6 《派乐萌奇》动画第三季 杭州多萌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7 《小鸡彩虹（Rainbow Chicks）》动画第七季 杭州天雷动漫有限公司
18 《龙门古镇传说》故事集 孙文喜
19 《皇帝中二病》 徐兰芳
20 《衢州有礼赋》 马俊兵
1 《长福禅寺》LOGO 范蒋蒋
2 《Flower women》图案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3 《一苇以航》花型 海宁市新空间布业有限公司
4 《雀之翎》花型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5 《儿童伞动物系列》伞面图案集 浙江橙幸科技有限公司
6 《老城集市》中国画 黄怡雯
7 《千岛湖甄藏621》包装图 杭州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
8 《嘉禾八景纹样》盘扣 嘉善县西塘镇云农农村文创专业合作社
9 《挺进浙南》石雕 王晓放, 王细日
10 《第七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视•界》设计稿 浙江东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11 《鲸梦》设计效果图 浙江盛元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12 《蒸蒸日上》 黄建军
13 《白溪晨澜》 王志辉
14 《碎金滩涂》 程晓亮
15 《灵剑尊》动画第十季（201-220集） 杭州索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6 《微视频：追星者》 崔丽君
17 《越女长歌》视频 李柏范
18 《极夜》沉浸式话剧剧本 杭州有耳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19 《天上掉下苹果来》故事 鲁永平
20 《独处》散文 赖映姿
1 《建德美食》草莓小镇logo 建德市杨村桥镇人民政府
2 《未来社区》logo 中国美术学院
3 《碇步龙舞》设计图 章汉立
4 《安吉白茶辅图》 安吉县农业农村局茶叶站
5 《桃花有源》图案 杭州经纶堂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6 《青花喜上眉梢》花型 浙江艾叶文化艺术品股份有限公司
7 《六骏马》设计图 柳连华
8 《清丽江南韵》花型 湖州鸿艺丝绸科技有限公司
9 《敦煌•忍冬九色鹿》花型图案 浙江云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0 《山海经》花型 绍兴创丹纺织品有限公司
11 《百鸟朝凤》花型设计图 哀警卫
12 《罗曼蒂克F019》花型 绍兴市晶远花型设计有限公司
13 《QX-baH028019》图案 杭州中胤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14 《S211136》花型 海宁市舒雅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15 《山茶花印花》图案 宁波红传服饰有限公司
16 《文字动物》图案 宁波市星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7 《居家游戏》花型 浙江捷信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18 《原色5421》花型 浙江原色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9 《彩色橼ZMRKH161》花型 绍兴彩色橼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0 《流水生财》花型 绍兴舒亦雅纺织品有限公司
21 《花展GY4167》花型 绍兴柯桥区归零纺织品有限公司
22 《MJ10513》花型 宁波萌恒抽纱有限公司
23 《倾城牡丹》花型 绍兴柯桥楚柔纺织有限公司
24 《录明文精选闲赏之春夏秋冬》书法 李冬生
25 《荷塘秋色8联屏》油画 吕海舟
26 《天台非遗》海报 何羽婷
27 《张家桐》美术 占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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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山河锦绣》美术 徐丁法
29 《清理水葫芦》农民画 庄菊华
30 《时鲜四季》农民画 张永勤
31 《莲风荷韵一》农民画 冯云青
32 《大吉图 》农民画 毛老虎
33 《金色的路》美术画 钟昌山
34 《颐和风华礼盒-01》图案 浙江晴耕雨读实业有限公司
35 《鹤翎风月（3）》美术作品 温州利百加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36 《谢太守麦饼歌》楠溪嘉品产品漫画 尤力力
37 《福满中秋款》走马灯图案 陈蓓蕾
38 《京杭大运河》插画 杭州一礼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39 《稻香小镇伴手礼》包装设计 建德市创易物产有限公司
40 《眼见为食餐具》包装图 聂忠平
41 《舌尖上的高铁鱼悦千岛》包装设计图 浙江铁道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2 《春暮西园》包装手绘图 吴明强
43 《布兰兔东方寻茶记》游姑苏图案 杭州可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44 《富贵吉祥夹缬》图案 浙江叶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45 《丝路行》蓝印花布装饰画 朱雪芬
46 《海》装饰画 胡耀飞
47 《蟹脸谱》蟹壳画 陈祥来
48 《古貌新颜话临海 (1)》剪纸作品 张秀娟
49 《童趣》剪纸作品 陈咨旺
50 《扬州印象》剪纸 汪凌秀
51 《奥利小勇士之健康卫士联盟》漫画（第一季1-12话） 杭州大诚太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2 《灵枢卡》画集第二部套装 杭州紫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3 《“顾家牛-牛爸爸”》卡通IP图形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54 《杭州中国动漫博物馆卡通形象“云小漫”》 杭州中国动漫博物馆
55 《雅虎吉祥物》图案 浙江雅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56 《雾山五行》-火行形象立牌设计图 林佳奇
57 《小济公》卡通插图1 台州赤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8 《雨天小恐龙一次性便携雨衣袋》图案 浙江文武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 《心动澳门设计稿》插画设计 王骢颖
60 《字母怪兽C》图案 浙江空盒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61 《章小鱼.回形针》图案 台州云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2 《动漫形象-薄荷兔Mint Rabbit》美术作品 陈昕
63 《耍牙》美术 秦琪
64 《小药童》形象 杭州流彩动画有限公司
65 《好大的一颗种子？发现啦！》水彩画 杭州一览了然贸易有限公司
66 《草木之心》二域版图图案 杭州洲际化妆品有限公司
67 《梨园往事》组图 杭州解觉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68 《馨园口腔爱牙大使》卡通图3 金华江南馨园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69 《手艺人笔记》组图 杨柳
70 《数字诗路e站永嘉IP开发体验中心IP形象“小永”》 浙江诗路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71 《萧山机场公路通惠路互通》摄影 萧山日报社
72 《狮子岩晨霞》摄影 张则斌
73 《美丽田园稻花香》摄影 徐永义
74 《楠溪烟云》摄影 徐苍峰
75 《通途》 梅振扬
76 《珠山风场电雾景》 林善定
77 《红杉恋歌》摄影 娄奇洁
78 《精灵》摄影 任秀玲
79 《匆匆岁月》摄影 赵德庆
80 《工地协奏曲》摄影作品 周学军
81 《仙池》 朱丽琴
82 《一呼百应》剧本 浙江美视众乐影视有限公司
83 《体检单》小品剧本 郑新华
84 《灵韵菇乡本土文化教育活动》设计方案 庆元县中心幼儿园
85 《吆喝》散文 王勤福
86 《勘验师》小说 浙江文阅文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7 《金风玉露一相逢》剧本 杭州木惟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88 《九天玄女之妖都幻夜》网络电影剧本 杭州星空泛娱科技有限公司
89 《还在睡吗》剧本 杭州笃影映画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90 《牛二爷》 杭州朱炳仁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91 《香鹿》雕塑设计稿 浙江鸿鑫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92 《呦呦梅花鹿》雕刻 永嘉县华艺雕刻厂
93 《挺进·新时代》石雕 卓乃枢
94 《鹿鸣游歌系列》摆件5 浙江宝贝故事实业有限公司
95 《猫和老鼠》酒架 沈国华
96 《探迹者机甲背包》设计图 杭州凸凹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97 《三潭印月音乐盒》产品设计 杭州唐马仕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98 《星武神诀》动态漫画 杭州若鸿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99 《小小画家熊小米之二十四节气篇》1-24集动画 宁海熊小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 《无声战“疫”》视频 邵毅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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