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赛类别 奖项 作品名称 省份 申报单位

包装箱 铜 星座 订制小瓶装纪念红酒套装 北京 北京世纪恒宇印刷有限公司

包装箱 铜 花香月韵 月饼套盒 山东 山东兴安彩印有限公司

包装箱 铜 小象回家 浙江 宁波盒象科技有限公司

报纸 铜 《参考消息》 四川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

报纸 铜
《新疆日报》
（哈萨克文）2020年10月19日

新疆 新疆日报社印务中心

标签 铜 飞鹤臻稚盖标 北京 北京德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标签 铜 宝宝奶瓶果蔬清洗液 上海 上海明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标签 铜 姜黄葛根保健品环标标签 浙江 松裕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大学教材 铜 《新能源汽车结构与检修》 天津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大学生最佳
设计奖

（在校生）
铜 Urban Futures 香港 香港知专设计学院

袋
（4色及以

上）
铜 日文口罩袋(7片装) 浙江 绍兴市华富彩印厂

儿童类 铜 《极简漫画  中国历史》 北京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儿童类 铜
《玩转百科的古诗词》
--春、夏、秋、冬

北京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儿童类 铜 《中国童话》 河北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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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类 铜 《故宫.显微镜下的紫禁城》 河北 河北彩和坊印刷有限公司

儿童类 铜
《奇妙的空间探索游戏书》
（套装2本）

河北 河北彩和坊印刷有限公司

儿童类 铜 《给孩子的古诗词》 黑龙江 黑龙江天宇印务有限公司

儿童类 铜 《聊斋志异》 辽宁 辽宁虎驰科技传媒有限公司

儿童类 铜 《好忙好酷的交通工具》 天津 艺堂印刷（天津）有限公司

儿童类 铜 《Maisy's World》 香港 石华堂印刷有限公司

儿童类 铜 《VR深海探迷》 香港 中华商务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儿童类 铜 《大工地》 香港 中华商务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儿童类 铜 《儿童图解百科全书--人体》 香港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儿童类 铜
《家里的动物园3D认知卡》
（套装）

浙江 浙江华旭实业有限公司

防伪印刷 铜 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 北京 中标防伪印务有限公司

防伪印刷 铜 局部揭开物流防伪套标 湖南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防伪印刷 铜 哈药酒精凝露标签 辽宁 辽宁票据印务有限公司

防伪印刷 铜 科德士卡 山东 山东泰宝防伪制品有限公司

防伪印刷 铜 智泊国际防伪（股权书） 浙江 温州豪格防伪科技有限公司

非平面印刷 铜 12星座桌面台历 北京 北京印特尔佳艺名片有限公司



固定纸盒 铜 云海之翼双开门精装盒 广东 广州市亚华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固定纸盒 铜 如意吉祥礼盒 香港 骏宏企业有限公司

固定纸盒 铜 变形香水展示盒 香港 利奥包装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贺卡/请柬类 铜 2021大牛年贺年套装 北京 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贺卡/请柬类 铜 屏风恭喜发财系列红包 广东 深圳市粤之彩印刷有限公司

贺卡/请柬类 铜 圣诞卡套装--圣诞欢愉 浙江 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印刷 铜 数码柯式镂空烫画T恤 广东 中山市泰拓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印刷 铜 《雄乘》 河北 保定永丽印务有限公司

环保印刷 铜 绿色印制环保包装袋 山东 山东彩汇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印刷 铜 好利来（上海）纸袋 上海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环保印刷 铜 《我的洗水书》 香港 永经堂印刷有限公司

环保印刷 铜
《云南画报》
2020年第10、11、12月刊

云南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环保印刷 铜 吊坠布袋 浙江 浙江晴耕雨读实业有限公司

胶装1-3色 铜 《马祖尔物理学：实践篇下册》 北京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胶装1-3色 铜 《坐着坐着天就黑了》 广东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胶装1-3色 铜
《余映潮口述--用奋斗定义时
光》

广西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胶装1-3色 铜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江苏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胶装
4色及以上

铜 《西藏，西藏！》 北京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胶装
4色及以上

铜 《去南极去北极》 广东 珠海市豪迈实业有限公司

胶装
4色及以上

铜 《荷浦珠还》 香港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 铜 5年中考3年模拟.中考《英语》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材 铜 义教《化学》九年级下册 广西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教材 铜
义教教科书《语文》
（一年级上册）

黑龙江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有限责任公司

教材 铜 《化学》九年级下册 湖南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

教材 铜 《语文》四年级下册 江苏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 铜 《道德与法治》六年级上册 江西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教材 铜 《语文》八年级下 江西 江西新华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教材 铜 《5年中考3年模拟  中考英语》 辽宁 辽宁虎驰科技传媒有限公司

教材 铜 《中国历史》七年级上 山东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教材 铜 一年级《语文》上 山西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教材 铜
《义务教育教科书 语文
（三年级下册）彩色》

山西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教材 铜 《美术》八年级上册 四川 四川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教材 铜 义教《世界历史》九年级下册 云南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教材 铜
义务教育教科书 《道德与法治
》
 二年级下册

浙江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精装1-3色 铜 台湾奔驰车主专属杂志2020.01 广东 广州市岭美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精装1-3色 铜 豪邸年鉴2021 山东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

精装1-3色
图片类

铜 《中国神话故事》 浙江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精装1-3色
文字类

铜 《教育研究》40年典藏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精装1-3色
文字类

铜 《教育研究》40年典藏 北京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精装1-3色
文字类

铜 《剑桥科学史》 河南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精装1-3色
文字类

铜 《项狄传》 江苏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铜
《生命的力量：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百年 》

北京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铜 《中草药彩色图谱》(第五版) 福建 福建新华联合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铜 《翰墨典藏》 河南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铜
《梦里依稀
--20世纪中国水彩画名家庄弘
醒》

江苏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铜 《安徒生童话》 山东 山东韵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铜
《中国少数民族设计全集：东乡
族》

山西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铜 《中华弓马剑槊图说》 山西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铜 《辞海》第七版 上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铜 《咫尺大象》 天津 天津艺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铜 《全球军刀与匕首百科全书》 天津 天津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铜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
》

浙江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酒包 铜 柔印提篮 福建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酒包 铜 国台国标酒2015酒盒 贵州 贵州新华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酒包 铜 习酒--碧荷生泉 四川 成都鑫瑞宝峰艺术制品有限公司

酒包 铜
小五粮·长城系列酒盒(双瓶提
袋装)

四川
四川宜宾五粮液精美印务有限责任公
司

酒标 铜 张裕金奖传奇白兰地酒标 山东 烟台万豪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年鉴 铜
《小康中国发展口述史》
（中文）两册

北京 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年鉴 铜 《南安年鉴》E-2 福建 福州雄胜彩印有限公司

年鉴 铜 《文县志》（1989-2007） 甘肃 甘肃鑫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年鉴 铜 《黎族现代史》（1912-1949） 海南 海口永发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年鉴 铜 《影像江西70年》 江西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年鉴 铜 《影像中国70年--内蒙古卷》 内蒙古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年鉴 铜 《利奥集团周年报告》(2018) 香港 利奥纸品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年鉴 铜 《四川省志》 香港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年鉴 铜 《克拉玛依独山子年鉴》2019 新疆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平装 铜 《豪邸年鉴2021》 台湾 博麗彩色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铜 《谁在看中国画》 北京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铜
《新冠肺炎防控漫画》（农村
版）

广东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铜 茶之路《生活月刊》 广西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铜
《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治
 九年级上册》

陕西 陕西思维印务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铜
《谁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津门战“疫”的平凡英雄》

天津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铜 《人体解刨学与组织胚胎学》 天津 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

其他印刷 铜 “金百年”烟用接装纸 河南 河南省新郑金芒果实业总公司

其他印刷 铜
西藏布达拉宫3D立体DIY装饰彩
盒

四川 四川宜宾普什集团3D有限公司

其他印刷 铜 彩蝶飞舞绣花卡 香港 安量彩印制盒有限公司

日历、台历 铜 2021故宫织绣日历 北京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日历、台历 铜 2021 牛年台历 广东 力嘉包装

日历、台历 铜 中国牛台历 山西 山西基因包装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历、台历 铜 中国画挂历 天津 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



日历、台历 铜 2020利奥台历套装 香港 利奥纸品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日历、台历 铜 周而复齿 香港
伟民制本(中国)有限公司&
香港知专设计学院

日历、台历 铜 似水牛年台历 浙江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商业票据 铜 长春冰雪新天地门票 吉林 吉林省环宇安全印刷厂

商业印刷 铜 社区疾病与预防 北京 北京机工印刷厂

商业印刷 铜 创业人 纸•艺 福建 厦门创业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印刷 铜 问道礼盒 广东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商业印刷 铜 婚纱精美样册 山东 山东道克图文快印有限公司

食品包装 铜
600ML脉动维生素饮料（青柠口
味）PETG收缩标签

广东 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食品包装 铜 香蜜桂花酿酒盒--天地盖 江苏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食品包装 铜
液体食品保鲜包装用纸基复合材
料（1000ml派森百鲜榨橙汁纸
盒）

山东 济南泉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食品包装 铜 宾得利小牛哄哄黑椒牛排袋 山东 山东得利斯彩印有限公司

食品包装 铜 马口铁盒 山东 山东阿华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食品包装 铜 SUPER MILK 包装袋 浙江 温州尊豪包装有限公司

手提袋 铜 茅台酒提袋 贵州 贵阳德堡印务有限公司

数码印刷 铜 <人间时节挂历> 广东 深圳国际彩印有限公司



数码印刷 铜 《迪奥广宣画面》 江苏 南京鑫彩峰广告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铜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精装典
藏版)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铜 《第三届深圳国际摄影大展》 广东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铜 《孙禄堂武学集注》（5册/套） 河北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铜
《全本详注金瓶梅词话》（1-6
卷）

河北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铜 《辞海》（第七版）1-8册 山东 山东韵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铜
《中华传统故事(纳西文、
汉文)民族双语普及系列》共六
卷

云南 云南国方印刷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以上

铜 《林崇德全集》 北京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以上

铜
《晚清民国报刊
汉冶萍公司文献辑1-12卷》

湖北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以上

铜 《文选》 江苏 常州市金坛古籍印刷厂有限公司

特殊创新 铜 游戏奖票刮刮卡 浙江 温州豪格防伪科技有限公司

特殊创新
（整合印刷
技术与IT技
术的印刷

品）

铜 “牛气冲天”防伪包装盒 广东 广东金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殊非传统
书（1-3色）

铜 《不要玫瑰--灰娃自选集》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特殊装帧 铜
皇家朱丝兰精写宣纸线装本《易
经》

浙江 杭州富阳正大彩印有限公司

烟包 铜 长白山(圣境)条盒 吉林 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



烟包 铜 泰山(常胜将军)小盒 山东 青岛嘉泽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烟包 铜
泰山（taishan23）（MO）
条盒、小盒

山东 青岛黎马敦包装有限公司

烟包 铜 利群（软蓝） 浙江 增和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药包 铜 预灌充疫苗包装盒 北京 北京盛通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药包 铜 爽口片包装 山东 青岛市贤俊龙彩印有限公司

药包 铜 双汇左旋肉碱礼盒 山东 临沂华铠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药包 铜 中科特膳美膳美姿彩盒9月版 天津
汇源印刷包装科技（天津）股份有限
公司

艺术品复制 铜 魔方精装盒 广东 广州市恒远彩印有限公司

艺术品复制 铜
《翎静芳馨
---南京博物院藏陈之佛作品展
》

广东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艺术品复制 铜 《蔡布榖书兰亭序》 广东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艺术品复制 铜
《新新皮影图谱》（上）、
（下）

辽宁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艺术品复制 铜
《回望东坡--2019四川中国书
画
创作学术邀请展作品集》

四川 成都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艺术品复制 铜
10k & The Kriminal World themed
T-shirt and playing card box set

香港 安量彩印制盒有限公司

杂志 铜 《客家龙南》 广东 深圳市龙辉印刷有限公司

杂志 铜 《产城》 四川 成都博瑞印务有限公司

杂志 铜 《Tatler TAIWAN MARCH/2020》 台湾 科億资訊科技有限公司



杂志 铜 《翻阅,渡槽桥》 台湾 科億资訊科技有限公司

折叠纸盒 铜 芳华--气垫 山东 青岛市贤俊龙彩印有限公司

折叠纸盒 铜 三星固态硬盘小盒 陕西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折叠纸盒 铜 蝴蝶盒 上海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折叠纸盒 铜 生物卸妆湿巾盒 天津 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

折叠纸盒 铜 白象蹦辣包装盒 天津 天津艺虹智能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折叠纸盒 铜 同仁堂珍珠粉小盒 浙江 浙江鑫祥印业有限公司

折叠纸盒 铜 天骄TM013彩盒 浙江 温州市正好印务有限公司

政宣类 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思想基本问题》

北京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政宣类 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思想学习纲要》

云南 云南国方印刷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