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第九届全国品牌故事大赛演讲比赛总决赛获奖名单 

奖项 企 业 名 称 演讲题目 选手姓名 

一 

等 

奖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无

锡供电分公司 
《“朋友圈”里的美丽白塔》 范妮娅 

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航空梦 中国梦》 罗 文 

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一场吉时雨，圆梦万家情》 王春龙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青春如电 照亮新丝路》 桑 丹 

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 
《从“0”到“1”的故事》 林琳琳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暗号“红帽子”》 孙嘉雯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稻花香里说丰年》 黄文夫 

上海地铁第三运营有限公司 《大时代，小时代》 郁怡宾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把阿胶送给毛主席》 翟凯旋 

贵州磷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昂首阔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

央》 
黄  橙 

国网杭州供电公司 《总书记的三封来信》 缪乐颖 

贵州磷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凿开中国磷化工产业的钢钎》 陈 威 

湖南中铁五新钢模有限责任

公司 
《铁骨丹“新”铸脊“梁”》 王薪程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

公司 
《海炼故事》 

张媛、张

文文、周

林、徐翰

儒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分公司 
《我和“安小青”的不解之缘》 陈 星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无锡供

电分公司 

《自力更生奋勇攀登——三代国
网电力人的创新接力》 

于 淼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万里电缆路 百年守护情》 刘永禄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金华货运中心 
《信仰的味道》 吴 莹 

湖北齐星集团 《齐星不言败，三字铸品牌》 张 嫣 

昆明雪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 《你好，段玉娟》 赵麟烨  

二 

等 

奖 

国网江苏电力南京供电分 

公司 
《“橙”为你》 张书玮 

包钢钢管公司 《为油管血管装个支架》 

孟德海、

王琦、张

文波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金华车务段 
《归燕伴飞，春暖人间》 王 蕾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 
《科技赋能 初心接力》 韩 悦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 
《地缸传奇》 贡爱华 

贵州磷化（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善用资源，造福人类》 赵孝峰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珠海

供电局 
《为了民族的灯火》 刘峻涵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有限公司 《工业之眼，广陆“量”心》 彭 莉 

陕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匠心铸品质 服务赢未来》 

杨莎莎、

毛戈、苗

郭鑫、王

婵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平凡微光，点点“歆”意》 陈家贞 

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 《行稳致远 我们在路上》 吴智超 

中国电建集团贵州工程有限

公司 
《一缕风的旅行》 唐 雪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周恩来号”——千万里我追

寻着你》 
王雪岩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 《打开地下宝藏的钥匙》 
胡慧琳、 

马赛麟 

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 《从“红船”到“红桥”》 傅帅童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松阳县供电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乡村守灯人》 
华卫新、

胡青青、



云和县供电公司 王舒层、

陈新和 

陕西华清宫文化旅游有限 

公司 
《永远的“长恨歌”》 杜 菲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振华加梯，为民而生》 王 琛 

武汉艾德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我眼中的视界长城》 唐建明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杭

州市富阳区供电公司 
《谁是画中“第九人”》 赵 正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用心质造——致敬质量奋斗者

的日日夜夜》 
佟 野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芜湖工务段 
《宁安夜行侠，铺就安宁路》 陈 靓 

贵州吉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跨越油气时代，打造汽车新动

力》 
李枋珂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红十字会 
《一条急救巾  上善紫金情》 

倪坤、张

昭君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

公司安检护卫部 
《我是谁》 

李培婷、

李金航 

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 

有限公司 
《吉利出海行动-宝腾复兴之路》 宋 蕾 



白云机场现场巡查督察大队

（客户服务中心） 
《春风白云，志愿同行》 郑诗婷 

新疆天鼎红花油有限公司 《他就是品牌》 赵丽萍 

冠捷显示科技(武汉)有限 

公司 

《民族品牌中国心，长城显示别样

红》 
梅 晔 

阜阳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陈燕线路，点亮品牌》 储艳红 

三 

等 

奖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善行义举 同心战“疫”》 刘 顺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365 天×0.2 毫米=1283 天安全

运营》 
龙唐星 

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十秒速度，十年温暖》 
刘文辉  

王昱人 

珠海华发物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有我在·您放心》 郑智强 

深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真情“箱”遇，美好同行》 曹雨虹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 

公司 
《烽火军号》 

张姝、李

子瑜 

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 
《精测细判铸国器，星耀苍穹创

未来》 
王巳予 

昆明航空有限公司 《书写温暖的人，一直在路上》 许 萌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 

《科技反诈，虚拟世界背后的迷

雾追踪》 
王佳焱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SC2021 如约而至扬帆起航》 王辰希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

公司 
《“移”路相伴，“5”动精彩》 王 雪 

周口银龙水务有限公司 《有一种精神从未改变》 庄 菁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团委 

《上铁青年讲师团：用信仰之光

照亮奋斗之路》 
邸如雪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 

公司 
《齐心协力铸就“包钢”品牌》 

李华云、 

梁佳男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品质源于责任   诚信创造价

值》 
罗卿卿 

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 《守初心铸品牌 担使命谱新篇》 
王辉、张

瑞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卷烟厂 
《光》 许 珊 

青岛前湾联合集装箱码头有

限责任公司 
《一把钥匙的故事》 周子凯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徐州机务段 

《火车头上的金兰花——炙热信
仰点燃巾帼力量》 

齐士豪、

朱芮莹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

连供电公司 
《城市电力隐行人》 桑荟然 

荆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身边的人》 潘高慧 

珠海正圆控股有限公司 《老人的今天 我们的明天》 李欣檬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石油分公司 
《一路上有你》 关 倩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硬币与金川镍》 彭 亮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二号航站

区管理有限公司 
《春风白云，为爱启航》 王 冬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我和附小的故事》 

赵若言  

段泽宇  

袁语潞 

湖北白云边酒业股份有限 

公司 
《兼香首创 匠心传承》 熊雨雨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本质不变，初心不改，让世界

认识中国智造》 
么晓冉 

井冈山旅游发展总公司 《大手和小手的故事》 匡小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质量协会 《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 赵齐婉茹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品质地铁服务双区建设》 吴新宇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运营分公司 
《我是本次列车司机》 刘慧君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

公司运行控制中心 

《践行春风服务  铸就白云品

格》 
蒋 莉 

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双有爱有未来》 赵高民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大道如砥踏歌行 饱蘸浓墨写新

篇》 
柴 戎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

有限责任公司 
《以品立牌》 陈卜翠 

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长白山机场分公司 

《长白使者冰凌花，空地一站铸

品牌》 
潘 宇 

大连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守望者的一天》 宋锎民 

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 
《讲好改革开放故事，推动干部

培训创新》 
李 航 

  

  



附件 2 

第九届全国品牌故事大赛征文比赛总决赛获奖名单 

奖项 企 业 名 称 作品名称 

一 

等 

奖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一粒“碳”的蜕变》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一束光照亮一座城》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桐乡市供

电公司 
《择光而行》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代“大众”出租车的自述》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宽厚板民族品牌是这样炼成

的》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苏州供电

分公司 
《太湖西山一记红》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一只鸡引发的寻鲜记》 

珠海华发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借星光引路 破风雨起航》 

深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一呼百应，顺心出行 — 赞赞深圳
机场的“新”举措、“心”服务》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使命必达，一张登机牌的小确幸》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我与卡车司机那些事》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高铁工人逆行非洲》 

洛阳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 《中集凌宇是怎样“绿”起来的》 

荆州恒隆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质量铸就品牌 创新引领发展》 

甘肃红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我和我的父辈》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丽的转身》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好电惠新疆，好棉暖四方》 

上海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 《因为我是你的眼》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无锡供电

分公司 
《一盏煤油灯》 

内蒙古中孚明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孚明丰那些人》 

 

 

 

 

 

 

 

 

 

 

 

 

 

二 

等 

奖 

云南盐业有限公司 《白象逐梦》 

上海巴士第一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 路--一张上海的公交品牌名片》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我是一杯衡水老白干酒》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钢绿”的发展史》 

国网乐清市供电公司 《95598 公里》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 《点亮夜空  守护希望》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耕环保，用行动铸就责任品牌》 

贵州磷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偷”走的宝贝》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一顶飞行帽，见证民航事业传奇历

程！》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

营分公司 

《手捧老友之心，传递老友之情--福

建园站“老友”班组品牌故事》 

上海博昂电气有限公司 《BiNY，灯联网！》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有限公司 《坚守初心，方得始终》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永嘉县供

电公司 
《电动竹筏里的“绿富楠溪”》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汇聚创新力量 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世界级装备制造企业品牌》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数字赋能引领隆德精益创新之路》 

江苏中烟徐州卷烟厂 《特派小组的市场保卫战》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

任公司 
《一杯老习酒，岁月且悠悠》 

上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 
《体验高铁速度  品味高铁美食——

旅客身边的华东印记美食》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卫欣”展翅，坚守门“沪”》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装备，大国重器，终身献之，

乐在其中》 

湖南机场集团常德桃花源机场分 

公司 
《常来常往 德行天下》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特等生”的奋进路》 

国网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供电有限

公司 

《“三代人都做笋，这是一种情

结”》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用爱守护，贴心伴行》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

公司地勤服务分公司 
《百年风华，“疫”见真情》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福达股份：用曲轴直连世界》 

广西彰泰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彰泰物业灵魂团队——秩序铁军》 

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 
《精益求精保成功，攻坚克难铸国

魂》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直击“华龙一号”海外工程建设一

线，创新成就卓越品质》 

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 《军服兵王的光荣和骄傲》 

三等奖 

卢氏县杨献民茶叶有限公司 《失传的贡品如今重现-连翘茶》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守护江浙之巅》 

内蒙古包钢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煤

焦化工分公司 
《师傅的心愿》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醉翁亭 揭秘千年太守之乐》 

格力电器（合肥）有限公司 《初心不忘  逐梦前行》 

吉林市老爷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老爷岭农业的“禾下乘凉梦”》 

山东济华燃气有限公司 
《“安所在 爱相随”：传递孝心，让

爱生生不息》 

荆州恒隆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恒以匠心铸精品 隆门智造再领航》 

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让我们的生活“跑”起来》 

昆明茨坝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情系木利》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守正创新擦亮招牌，创建一流医药

制药企业》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东江糖厂 《什么是香江精神》 

黄花国际机场长沙分公司 《“安小青”的成长之旅 》 

珠海凯邦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凯邦 10087 的故事》 

湖南国彩新材料有限公司 
《外墙脱落岂儿戏，涂料亦能护平

安》 



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河》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珠海供电局 《致敬特区中平凡的电力玫瑰》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蚌埠

货运中心 
《“移动粮仓”助力农民奔小康》 

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高邦：做一个有温度的爱心企业》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奔赴“0”和“1”的星辰大海》 

澄迈文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打造万亩椰林·助力乡村振兴》 

广西真龙天瑞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以精益求精 点燃改革创新》 

厦门国宇健康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标点说 品质说》 

深圳市深粮多喜米商务有限公司 《轻松相聚-我们的樾秋茶酒》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十而已 矢志不渝》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传承》 

河南功达环保有限公司 《为了蓝天白云，功达在努力》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金华车务段 

《愿我们的真情，点亮你的生命之

光》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九局铁军，匠心铸就世界奇迹》 

深圳市大工业区水务有限公司 《平凡中的坚守》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你好，1956》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空港快线运输 

有限公司 
《春风快线，温暖人心》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

任公司 
《我和习酒的那些事儿》 



贵州赖茅酒业有限公司 
《匠心“苦”诣，一“赖”传承——

一瓶好酒“赖茅不赖”的百年浮沉与
基因传承》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华纺：四十五载风雨路，品牌建设

无止境》 

湖北白云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楚酒经典，匠心传承》 

荆州市中心血站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爱心之约》 

昆明市儿童医院 《迟到的拥抱 甜蜜的回笑》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实验检测

研究院 
《三采巾帼的科研路》 

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 《31 小时，2032 公里》 



附件 3 

第九届全国品牌故事大赛微电影比赛总决赛获奖名单 

奖项 企 业 名 称 作品名称 

一 

等 

奖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一骑当先》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苏州供电分公司 《上山》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爱的温度》 

百世物流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百世快递：快递美好·包裹幸

福》 

交运集团青岛温馨巴士有限公司 《24 小时》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小小的愿望》 

国网浙江余姚市供电有限公司 《惦记》 

摩托罗拉（武汉）移动技术通信有限公

司 
《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到老》 

桂林福达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福达文旅的故事》 

国家能源集团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一场“平价上网”的时代考验》 

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粮农》 

昆明爱尔眼科医院 《我的奥特曼爸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往前走，一直在》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景宁县供电公

司 
《乡村机长》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

公司 
《情暖易捷》 



二 

等 

奖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嘉善县供电公司 《向光而生》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平凡之歌》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一拍即“和”》 

河北冀翔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不平凡的热线》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海宁市供电公

司 
《点亮索县》 

榆林合力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 《枣悦》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这都不是事儿》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执念》 

国网银川供电公司 《诶！老马》 

玉田县万发日用品有限公司 《走向大舞台的“农民发明家”》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 《安全帽》 

安徽中天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聚英才 凝高智 创价值 担使

命》 

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断舍离》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武汉供电公司

计量中心 
《向阳而生》 

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高桥的桥》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舟山供电公司 《柔性互联》 

摩托罗拉（武汉）移动技术通信有限公

司 
《逆风生长的青年》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东阳市供电 《心中的日月》 



公司 

交运集团青岛温馨巴士有限公司 《一路温馨 美好出行高清》 

中国移动在线营销服务中心 广东（广

州）中心 
《看得见的光》 

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海港梦》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燎原》 

桂林福达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书愿》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蝴蝶效应》 

临涣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成功的密码》 

三 

等 

奖 

云南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可期 云纺与你”》 

湖南千源铝业有限公司 《铝途》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 《90 100》 

甘肃红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有家有爱有红川》 

交运集团青岛温馨巴士有限公司 《温馨瞬间》 

招商银行兰州分行 《你怎么定义美好》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之下》 

深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向前》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桐乡市供电 

公司 
《茭白田里的希望》 

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攻坚——引领金鹭创造，发扬中

国制造》 

韶关市仁化县柑橘产业协会 《霞光与共 甘之如饴》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墨脱天堑变通途》 

圣孟堂（海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医魂》 

淮北矿业集团 《老爸的秘籍》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守护健康的天使》 

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春城地铁卫士》 

厦门大白科技有限公司 
《赢在变革——卫浴硅谷的黑马品

牌》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嘉兴供电公司 《影》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背水一战》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童工》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质”我超越》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商界分公司 《“木婚”夫妻的 12 小时》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石榴红了》 

广西金嗓子有限责任公司 《彼此的宝》 

根力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守根》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凡的力量》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安馨”送温暖，“巾帼”守平

安》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不可能的可能》 

江苏中烟徐州卷烟厂 《坚守》 

贵州海尔电器有限公司 《目标》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致敬在疫情下坚守的山航人》 

运城银龙水务有限公司 《闫宇帅的七夕》 

昆明珍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回家》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机辆段 《星火传承》 

西部管道乌鲁木齐输油气分公司 《铁军之路》 

 



附件 4 

第九届全国品牌故事大赛短视频比赛总决赛获奖名单 

奖项 企 业 名 称 作品名称 

一 

等 

奖 

国网浙江义乌市供电有限公司 《低碳中国》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悦行你我，心心“箱”惜》 

淮北矿业集团淮北选煤厂 《九神焦精煤》 

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端好平安碗 开好平稳车》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杭州市富阳区

供电公司 
《电力赋能新富春山居图》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大家”之选》 

沙市久隆汽车动力转向器有限公司 《标杆》 

云南多宝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坚持小细节大制造》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舟山供电 

公司 
《在云端》 

陕西华清宫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百年华清》 

二 

等 

奖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区

供电公司 
《钢丝上行走》 

武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每一次许诺，我们安全必达》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

司 
《东升哥带你去爬山》 

国网杭州供电公司 《时光刻度》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老机长，祝您空军建军节快乐》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连云港供电分

公司 
《男友的超长待机》 

今麦郎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今麦郎凉白开品牌故事》 

广西三环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瓷之美-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礼品茶具<守望相助>生产纪

实》 

山东泰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远路不远》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衢州供电公司 《“浙”份情谊，真中！》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岛市分 

公司 
《那些“不掉线”的故事》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用心照顾你的家人》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遂昌县 

供电公司 
《光明》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速来围观多姿多彩的“钢铁

侠”》 

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 《五粮液首登世界舞台》 

三 

等 

奖 

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旅游观光双层巴士介绍》 

摩托罗拉（武汉）移动技术通信有限公

司 
《品牌宣言》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马钢一分钟》 

山东爱普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守护每一份精彩 》 

瑞福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一粒芝麻》 

荆州市中心血站 《有小爱，聚大爱》 



昆明爱尔眼科医院 《我们想种下一片光明》 

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 《一颗卫星成功的背后》 

上海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最美石榴，与爱相随》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复兴号”是怎样炼成的》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为美好智造》 

黄鹤楼酒业有限公司 《一粒粮食的独白》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嘉兴供电公司 《梦想》 

昆明市官渡区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生态校园 快乐童年》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长春分

公司客户响应中心 
《初心》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

公司 
《工建“夜行侠”》 

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芯薪之火，可以燎原》 

五田家控股有限公司 《五田家就是无添加》 

武汉艾德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而好战，永不言弃》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为中国科技点赞》 

附件 5 

第九届全国品牌故事大赛优秀承办单位获奖名单 

奖项 单位名称 

优秀承办单位奖 

上海市质量协会 

深圳市质量协会 

贵州省质量协会 



广东省质量协会 

昆明市质量协会 

  



附件 6 

第九届全国品牌故事大赛优秀组织单位获奖名单 

获奖名单 单位名称 

特别贡献奖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优秀组织单位 

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春江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无锡供电分公司 

荆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正圆控股有限公司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冠捷显示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丽水供电公司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