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赛类别 奖项 作品名称 省份 申报单位

包装袋 优秀 沙滩休闲风情--环保小U袋 福建 福建南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箱 优秀 曼诺德龙船彩箱 山东 烟台报捷新闻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包装箱 优秀 真心食品 黄桃 山东 山东兴安彩印有限公司

包装箱 优秀 娃哈哈御粥坊八宝粥礼盒 山东 山东阳光概念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箱 优秀
得益五层纸箱
（J6/R4/B1/R4/J6）

山东 山东叶华纸制品包装有限公司

报纸 优秀 《中山日报》 广东 中山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本册
（1-3色）

优秀 金融扶贫理论的中国实践研究 北京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标签 优秀 御花园瑞兽酒标 北京 北京星汉特种印刷有限公司

标签 优秀 脐带血库标签 河北 唐山元升科技有限公司

标签 优秀
伊利果果满杯橙柚狂想
260g优酸乳扫码积分版

江苏 苏州江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标签 优秀 益膳房 山东 临沂鑫诺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标签 优秀 张裕驿站庄园葡萄酒标 山东 烟台万豪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标签 优秀 仙林亚洲干红葡萄酒标签 四川 成都汇彩设计印务有限公司

大学教材 优秀
《新视野大学英语》
（第三版）（读写教程）4

河北 河北鹏盛贤印刷有限公司

第八届中华印制大奖作品类
优秀奖获奖名单



大学生最佳
设计奖

（在校生）
优秀

《潍坊印象·
奎文门创意纸雕灯》

山东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大学生最佳
设计奖

（在校生）
优秀 《文·艺》创意书签设计 山东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儿童类 优秀 《了不起的故宫》 北京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儿童类 优秀
《儿童职业启蒙百科
--长大后我要做什么》

北京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儿童类 优秀 《蒙氏数学好好玩》 北京 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

儿童类 优秀 《节气农场》 广东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儿童类 优秀
《成长文库 世界儿童文学精选
一千零一夜》 拼音版

河北 河北环京美印刷有限公司

儿童类 优秀 《哈希童书馆》*翻翻书 内蒙古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防伪印刷 优秀 牛年纪念版收藏卡 北京 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防伪印刷 优秀 金装红米酒标签 广东 广东万昌印刷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防伪印刷 优秀 金杯电缆防伪合格证局部揭开标 湖南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防伪印刷 优秀 股权证 四川 成都通通印防伪票证标签有限公

非平面印刷 优秀 全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门票 福建 厦门趣匠文创创意有限公司

非平面印刷 优秀 武汉抗疫纪念明信片 江苏 南京见字如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非平面印刷 优秀 圣诞松枝花环风铃 浙江 杭州五分熟文化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非平面印刷 优秀 红船文创书签 浙江 嘉兴活版工房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固定纸盒 优秀 京东2020中秋家礼包装盒 北京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固定纸盒 优秀 追月·舞月 礼盒创意包装 广东 惠州市国鹏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纸盒 优秀 二十四节气眼影盒 广东 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纸盒 优秀 黄金肽礼盒 山东 潍坊市恒瑞彩印有限公司

固定纸盒 优秀 广合腐乳礼盒 上海 上海瑞时创展印刷有限公司

固定纸盒 优秀 安瓿瓶礼盒 上海 上海扬盛印务有限公司

固定纸盒 优秀 花纹朱古力月饼盒 香港 骏宏企业有限公司

固定纸盒 优秀 几何文具套装 香港
香港知专设计学院&
安量实业有限公司

固定纸盒 优秀 乌毡帽酒标1 浙江 浙江众腾包装有限公司

贺卡/请柬类 优秀 菜谱 天津 天津市津惠立印刷装潢设计有限公司

胶装1-3色 优秀 《机械制图》（第3版） 河北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 优秀 《信息简史》 河北
大厂回族自治县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教材 优秀 《语文》六年级上册 河北 大厂回族自治县益利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 优秀 《劳动与技术》 九年级下册 河南 郑州市毛庄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 优秀 《劳动与技术》九年级下册 河南 郑州市毛庄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 优秀 《数学》二年级 下（人教版） 吉林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教材 优秀 《语文》（二）上 江西 江西新华印刷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教材 优秀 《语文三年级下册》（人教版） 江西 江西新华九江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 优秀 汉文：《数学》六年级下册 新疆 新疆八艺印刷厂

教材 优秀 《365个人体奥秘》上册 浙江 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

精装1-3色 优秀 翻阅,渡槽桥 安徽 合肥添彩包装有限公司

精装1-3色 优秀 金掌奖历届得奖作品集 北京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精装1-3色 优秀 Tatler TAIWAN MARCH/2020 天津 天津创先河普业印刷有限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兰亭序（绘本版）》 北京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雪域揽胜》 北京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家装工程施工与验收》 北京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精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元明清云南文化史》 广西 广西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红楼梦．
十二金钗立体美人图》

湖北 武汉新鸿业印务有限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活塞设计及发动机试验》 山东 山东彩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精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故城：重庆记忆时光卡》
第1-6卷

重庆 重庆新金雅迪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精装书 优秀 《百年法治进程中的人和事》 北京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精装书 优秀 《一字不识》 广西 广西昭泰子隆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精装书 优秀 《清风正气话竹魂》 河北 吴桥金鼎古籍印刷厂

酒包 优秀 石湾玉冰烧洞藏九精品酒盒 广东 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酒包 优秀 43度冠群芳酒盒 山东 菏泽环宇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酒包 优秀 金徽28年省外版 四川 四川蓝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酒标 优秀 张裕驿站庄园葡萄酒标 山东 烟台万豪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年鉴 优秀 《安徽大学年鉴2018》 安徽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年鉴 优秀
《中国海关博物馆展藏精选
-关博萃珍》

北京 北京九天鸿程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年鉴 优秀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第一卷》
（1902-1949）

北京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年鉴 优秀 《石狮市志》 福建 泉州市丰泽区佳泰印刷有限公司

年鉴 优秀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古籍善本图录》

吉林 吉林省吉广国际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年鉴 优秀 《2020年平房年鉴》 辽宁 哈尔滨博奇印刷有限公司

年鉴 优秀 《兖州年鉴》 山东 济宁诚信彩印科技有限公司

年鉴 优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20统计年鉴》

新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印刷厂

年鉴 优秀 《2020嘉兴统计年鉴》 浙江 嘉兴宏扬印务有限公司

平装1-3色 优秀
《安徽经济社会发展
若干问题研究2019》

安徽 安徽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平装1-3色 优秀 《邮电--普林斯顿》 北京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平装1-3色 优秀 《体育场馆管理》 北京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平装1-3色 优秀
《峥嵘回望：建设工程房地产等
典型案例复盘与分析》

河北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平装1-3色 优秀
《图形图像处理-Photoshop CS6
基础与案例应用》

山东 山东百润本色印刷有限公司

平装1-3色 优秀
《民族哲学
暨伍雄武学术思想研究集》

云南 云南金伦云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艺用解剖学笔记》 北京 北京东方宝隆印刷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梨园明月》 北京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肌肉训练完全图解》 北京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简爱》 河北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避雷器故障检测与处理》 河北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钢琴完全自学教程
-钢琴自学从入门到精通》

河北 临西县阅读时光印刷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英雄城记》 湖北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阿嚏，不要--远离流行病》 吉林 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史前动物百科图谱》 辽宁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峡山区志》
656P圆脊精装书  21*28.5cm

山东 山东星海彩印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民歌汇》 山西 山西基因包装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时代的浮标
--许燎源物感主义作品集》

四川 四川新财印务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义务教育教科书
美术 三年级下册》

云南 云南朗明印务有限公司

平装
4色及以上

优秀 《主流媒体看平湖》 浙江 浙江正方设计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印刷 优秀 风花雪月啤酒标签 广东 广东万昌印刷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日历、台历 优秀 世相历2021 北京 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日历、台历 优秀 庚子年台历“时间回响” 广东 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历、台历 优秀 世界的阅读者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日历、台历 优秀 红船日历 江苏 杭州捷派印务有限公司

日历、台历 优秀 2021年台历 江苏 镇江奥博包装设计有限公司

日历、台历 优秀 2021学习鸭台历 山东
世纪开元智印互联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历、台历 优秀 2021万事橙伴手礼 香港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日历、台历 优秀 鞭牛迎春台历 浙江 浙江华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商业票据 优秀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单

北京 北京东港安全印刷有限公司

商业票据 优秀

长春净月潭门票（15元）
（国家AAAAA级）
（可变数据印刷品  T-1 商业票
据、奖券、门票

吉林 吉林省环宇安全印刷厂

商业印刷 优秀 宣传册 广东 明鑫企业有限公司



商业印刷 优秀 大清相国铁壶产品展示卡 山西
纸间印物（晋城）
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

商业印刷 优秀 《复兴文明智典》 陕西 陕西思维印务有限公司

食品包装 优秀 侬一点中老年高钙核桃蛋白饮料 福建 福建铭冠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食品包装 优秀 冰激凌铝箔纸套 上海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御天包装印务分公司

食品包装 优秀 MEDICINE口罩包装袋 浙江 温州尊豪包装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优秀 《中国古建筑大系》全套共10册 北京 北京缤索印刷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优秀 《中国民法典释评》十卷本 河北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优秀 《四书五经》（大儒注本） 江苏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优秀 《思维启蒙第1课》（3本/套） 天津 捷鹰印刷（天津）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优秀
《国家图书馆藏
青铜器全角拓集成》

浙江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特殊非传统
书（1-3色）

优秀 《中国赋》手卷 江苏
南京斑点艺术品复制设计制作
有限公司

特殊非传统
书（4色及以

上）
优秀 《千里江山图》 北京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特殊非传统
书（4色及以

上）
优秀 《妈勒纹样的诗》 广西 广西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烟包 优秀 龙烟（冰雪）小盒 山东 济南泉永印务有限公司

药包 优秀 桃花简盒 山东 山东阿华医药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药包 优秀 科伦药业  天舒欣 康复新液 山东 山东瀚海印务有限公司



药包 优秀 “冰冻时光雪莲要垫”包装盒 山东 山东泰宝防伪制品有限公司

药包 优秀 21金维他药盒 浙江 浙江新雅包装有限公司

艺术品复制 优秀 子建习作--一览众山小小谱 北京 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艺术品复制 优秀 《千里江山图》 天津 雅迪云印（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艺术品复制 优秀
精装宣纸拉页
《浙派名家书画集》

浙江 杭州富阳正大彩印有限公司

折叠纸盒 优秀 凯基生物 100*65*75 江苏 江苏凤凰印务有限公司

折叠纸盒 优秀 韩式炸鸡盒 山东 山东百舸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折叠纸盒 优秀
山东亚奥特乳业有限公司
（自己养牛纯牛奶包装）

山东 济南百龙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折叠纸盒 优秀
小葵花鳕鱼肝油软胶囊
药品包装盒

浙江 浙江新振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纸制品展架 优秀 可拆装移动咖啡屋 上海 上海瑞时创展印刷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