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赛类别 奖项 作品名称 省份 申报单位

包装箱 银 U6海信电视机包装箱 山东 山东新兴华环保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包装箱 银 滑水板包装箱 山东 威海祥同彩印包装纸业有限公司

报纸 银 《解放军报》 云南 云南国方印刷有限公司

标签 银 smart cook 广东 中山市邦鹏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标签 银 劲牌520ml35度中国劲酒 湖北 武汉七彩印务有限公司

标签 银 铂金盾聚合瓷镀膜剂 天津 天津香江印制股份有限公司

儿童类 银 《打开北京》 北京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儿童类 银

《美国国家地理STEM少儿百科
》(汉英双语版):
天文.地理/哺乳动物探秘/野生动
物探秘

天津 天津市银博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儿童类 银 《经典童话系列》 香港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防伪印刷 银
中国福利彩票--
《韩熙载夜宴图》

北京 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防伪印刷 银 立白浓缩洗衣粉桶贴 广东 广东万昌印刷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防伪印刷 银 希腊谷红酒表 山东 山东泰宝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固定纸盒 银 八角菱柱香水盒 广东 东莞市华翔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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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纸盒 银 花西子红釉礼盒 上海 上海扬盛印务有限公司

固定纸盒 银 中秋奇妙夜礼盒 浙江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环保印刷 银 特色餐盘 四川 四川宜宾普什集团3D有限公司

胶装1-3色 银 《哇唧唧哇2020年年册》 北京 北京奇良海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胶装1-3色 银 《苏联人镜头中的新中国》 山西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胶装
4色及以上

银 《中国彝族传统服饰图典》 广东 深圳国际彩印有限公司

胶装
4色及以上

银 《灼烁重现》 香港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 银
义教课标《语文》
二年级上册

福建 福建新华联合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教材 银
《道德与法治》
七年级下册

广东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教材 银
《中学地理复习考试地图册
—思维图解版》

黑龙
江

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教材 银
《书法练习指导》
（实验） 四年级 上册

黑龙
江

黑龙江天宇印务有限公司

教材 银 《高中数学》必修1 山西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教材 银 《语文》四年级上册 新疆 新疆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教材 银 “义教”《数学》五年级上 浙江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精装1-3色
图片类

银 《国书》 广东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精装1-3色
文字类

银 《创新药物研发经纬》 北京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精装1-3色
文字类

银 《这个字原来就是这个意思》 广东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精装1-3色
文字类

银 《画说初心》丛书 江苏 杭州捷派印务有限公司

精装1-3色
文字类

银 《圆明园旧影》 香港 中华商务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精装1-3色
文字类

银 《飘》 浙江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精装4色
及以上

银 《世界画集--新西兰》 湖南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精装4色
及以上

银 《冰花碎语》 辽宁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精装4色
及以上

银
《中国地图、世界地图》
（百科知识版）

天津 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

精装4色
及以上

银 《尚美设计》 香港 中华商务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酒包 银 景阳冈--透瓶香 山东 山东东泰包装有限公司

酒包 银 多层激光切割酒盒 香港 利奥包装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年鉴 银 《中国石油石化工程建设年鉴》 北京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年鉴 银 《荔湾年鉴（2019）》 广东 广州市岭美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年鉴 银
《台湾奔驰车主专属杂志》
2020.01

台湾 科億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印刷 银 《九色鹿》 广东 深圳国际彩印有限公司

其他印刷 银 《稼轩长短句》 江苏 常州市金坛古籍印刷厂有限公司

日历、台历 银 研禧礼盒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日历、台历 银 启功摹古日历2021 北京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商业票据 银 特仑苏奖卡DM 天津 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

商业印刷 银 《贝聿铭的建筑密码》 北京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商业印刷 银 《嘉人》 winter2020 北京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食品包装 银 印尼椰汁 上海 上海界龙永发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食品包装 银 2020改版 mini eggs 350g自立袋 浙江 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数码印刷 银 《国学备览》 北京 北京七彩京通数码快印有限司

数码印刷 银 《一切都好》 江苏 南京鑫彩峰广告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银 《辞海》（第七版）1-8卷 安徽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银 《马藏(第一部)1-8卷》 北京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银 《清代进士传录》 北京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银 《中华文明史（全四卷）》 北京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银 《壮族科学技术史》 广西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及以下

银 《约翰克利斯朵夫（1-4卷）》 江苏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套书
10册以上

银 《本草纲目》 北京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特殊装帧 银 《南极日记》 广东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特殊装帧 银
《华城记--
历史记忆中的千年成华》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市豪迈实业有限公司）

烟包 银 南京（炫赫门炫彩）条、小盒 江苏 江苏顺泰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烟包 银 泰山（拂光细支） 山东 山东鲁烟莱州印务有限公司

烟包 银 烟盒系列 四川 四川宜宾普什集团3D有限公司

药包 银
25mg千威\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盒\12片

山东 山东齐鲁黄河药用包装有限公司

药包 银 布洛芬圆形片小盒 山东 山东鲁信天一印务有限公司

艺术品复制 银
《中国手工纸文库画册
--贵州上下卷》

广东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艺术品复制 银
《仰潼观止
--程十发国画册页精品》

广东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艺术品复制 银 《清宫后妃氅衣图典》 天津 天津图文方嘉印刷有限公司

艺术品复制 银 龙 香港 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

杂志 银 《半月谈》2020年第21、22期 广东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杂志 银 《求是》2020年21-23期 河南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杂志 银
《中国国家地理》202003期
（总第713期）

湖南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杂志 银 《金掌奖历届得奖作品集》 台湾 科億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折叠纸盒 银
毛戈平化妆接盒
Maogeping Beauty Box (Folding
Carton)

香港 新洲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折叠纸盒 银 光影闪耀香江情 香港 光群雷射科技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折叠纸盒 银 玫瑰红茶 浙江 浙江顺福印业有限公司

政宣类 银 《中国共产党简史》 湖北 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纸制品展架 银 一叶子快速成型展架 上海 上海瑞时创展印刷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