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深圳·金凤凰”工艺品创新设计大赛获奖作品一览表

奖项 序号 品  类 产品名称 作者 职称 参展单位 省市

金 1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一月照千湖》 吕红星 陈仁
玉雕师
广西省工艺美术大师

广西省工艺美术大师陈仁工作室 广西省

金 22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雅趣》 秦志国 玉雕师 红艺工作室 广西省

金 26 雕塑•玉雕 翡翠雕《祈愿》 何旻 工艺美术师
桂林天玺荟（何旻）艺术创作工
作室

广西省

金 31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饮露高歌》
梁振明 涂祐翟
刘家旺

八桂-玊.造玉雕艺术 广西省

金 34 雕塑•玉雕 翡翠雕《刻绘玉册·山水》 蒋昌辉 广西桂林市广生堂工作室 广西省

金 49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五岳独尊》 陈时云 李泽焱 桂林艺永红有限公司 广西省

金 61 雕塑•玉雕 缅甸翡翠雕《喜获丰收》 高兆华 高级工艺美术师
广州市荔湾区高兆华玉雕艺术工
作室

广州市

金 68 雕塑•玉雕 翡翠雕《应龙战蚩尤》 张文亮 技师 文亮玉雕艺术工作室 佛山市

金 70 雕塑•玉雕 台山玉雕《爱》 兰家青 广州市

金 78 雕塑•玉雕 新疆玉雕《怀古》 张焕学 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 广州市

金 82 雕塑·玉雕 和田玉盘子《喜事连连》
王安群 李彬
周孝垄

深圳市工艺美术大师 深圳市冰语艺术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

金 92 雕塑•玉雕 翡翠雕《千手观音》 陈志其 玉雕大师 四会市传其翠宝珠宝有限公司 四会市

金 107 雕塑•石雕 缅茄雕《三星》 张嵩 工艺美术师 八分斋艺术工作室 广州市

金 108 雕塑•石雕 南方玉雕《满堂富贵》 陆军 工艺美术师 荔湾区长连堂明珠玉苑工作室 广州市

金 128 雕塑·石雕 石雕《高风亮节》 肖长培 中级 上海定贤石刻艺术工作室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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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30 雕塑•石雕 铁丸精石《自得其乐》 张保庆 工艺美术大师 深圳市真明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

金 138 雕塑•木雕 古沉木雕《民族梦》
李文 彭付武
胡蔚龙

李文工作室 广西省

金 142 雕塑•木雕 崖柏雕《老子论道》 方坚
广西高级工艺师
桂林市工艺美术大师

桂林方氏工艺 广西省

金 149 雕塑•木雕 金丝楠木雕《普度众生》 何艳勤 工艺师 艳波根雕 广西省

金 153 雕塑•木雕
黄杨木雕《凤凰牡丹精雕太子笼
》

谢文俊 木雕工艺师
广州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强仔鸟笼
工作室

广州市

金 181 雕塑•木雕 黄杨木雕《自在观音》 何正明 技师 中山市红古轩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

金 184 雕塑•木雕 赞比亚紫檀木雕《荷香》 厉国阳 高级工 中山市大涌镇厉国阳木雕工作室 中山市

金 197 雕塑•牙雕 猛犸牙浅刻微雕《隔江远眺图》 沈鸿英 助理工艺美术师 沈韵坊微雕工作室 江苏省

金 203 雕塑•牙雕 猛犸象牙雕《十八尊》 林立阳 工匠 喜阳阳民间雕刻工艺 中山市

金 208 雕塑•牙雕 猛犸牙雕《臂搁三十六应真》 曾金栋 中山市泓善雕刻工艺厂 中山市

金 230 雕塑•竹雕 毛竹雕《出关》 于常青 工艺美术师 江苏省常州白氏留青竹刻博物馆 江苏省

金 242 雕塑•核雕 橄榄核雕《普渡众生图》 曾金栋 中山市泓善雕刻工艺厂 中山市

金 254 雕塑 莆田林氏车雕《五行六合酒具》 陈泉兴 林庆征 高级工程师 厦门闽遗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福建省

金 258 雕塑 摄影师蜡像 周雪蓉 刘志庆
工艺美术大师
雕塑师

中山市大象东方蜡像艺术有限公
司

中山市

金 266 陶瓷•陶塑 陶塑《降倭》 黄志明 工艺美术师 自由黄志明--降倭 佛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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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267 陶瓷•陶塑 陶塑《国色天香》 李松阳 广东省陶一郎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

金 286 陶瓷•陶塑  陶塑《牧 歌》 廖婵冰 陶瓷工艺师 佛山市工巧明集雅居 佛山市

金 290 陶瓷•陶塑 石湾美陶《月上眉梢》 宋敏 工艺美术师 原创生活艺术馆 佛山市

金 291 陶瓷•陶塑 石湾美陶《惠风和畅》 童盛强 工艺美术师 佛山肃雅陶意工作室 佛山市

金 292 陶瓷•陶塑 陶塑《大吉大利》 吴欣瑜 中级 广州市

金 300 陶瓷•陶塑 陶粘土《夏夜荷塘》 余立元 陶艺工艺美术师 雍垚堂工作室 广州市

金 309 陶瓷•陶塑 陶塑《乐升平》 霍家荣
高级工艺美师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佛山市新石湾美术陶瓷厂有限公
司

佛山市

金 311 陶瓷•陶塑 陶塑《悟法禅师》 庞文忠
高级工艺美师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佛山市新石湾美术陶瓷厂有限公
司

佛山市

金 313 陶瓷•陶塑 陶塑《山望系列（3件）》 杨帆 研究生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陶艺系 深圳市

金 314 陶瓷•陶塑 茶具《涡•轮》 刘良乾 工艺美术师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深圳市

金 330 陶瓷 瓷板画《五喜图》 颜永新 高级工艺技师 颜永新艺术工作室 广州市

金 332 陶瓷 瓷板画《松鹤延年》 刘圣悦 省中级工艺美术师 何丽芬广彩精瓷馆 广州市

金 335 陶瓷 瓷板画《绣球花卉写生四条屏》 黄龙 中级
醴陵玉瓷艺术馆黄龙--绣球花卉
写生四条屏

湖南省

金 348 陶瓷 瓷盘广彩《仕女图》 郭伯龙 高级技师 伯龍瓷艺工作室 广州市

金 392 陶瓷 坭兴陶《“印”--花器》 张彰 任慧敏
工艺美术师
工艺美术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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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405 陶瓷
书画紫砂艺术-书画陶刻·四方
壶

陈显伦 彭文斌 显林斋文化 广州市

金 415 陶瓷 丝路情 潘长杰
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
师

景德镇潘长杰工作室 江西省

金 432 漆器 《春夏秋冬-手镯系列》 卢威 韦绍甲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省

金 442 竹编 竹编《“金鸡报喜”小香簸》
张应军 肖沁芳
姚本顺 姚元飞

研究员       学生
省级传承人
市级传承人

保靖县比耳本顺竹艺专业合作社 湖南省

金 461 刺绣
苗绣《精美苗族盛装》   （妇
女上装）

刘忠兰
省工艺美术大师、高
级工艺美术师、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

凯里市好菊香民族手工刺绣坊 贵州省

金 463 刺绣 苗绣《苗族服饰》 邰秀花 贵州省

金 476 刺绣 苏绣《桃源仙境》 卢福英 张黎星
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
术师、工艺美术师

苏州高新区卢福英苏绣制作中心 江苏省

金 478 刺绣 刺绣《春色满园》 朱桂丽
国家高级商业设计师
广西工艺美术大师
民间工艺师

广西自治区南丹县桂俪民族工艺
坊

广西省

金 488 剪纸 剪纸《锦绣前程》 田承坤 高经技师 黑龙江双鸭市剪纸协会 黑龙江

金 494 烙画 葫芦烙画《水浒一百单八将》 赫连洁静
河南省民间工艺美术
大师

河南省禹州市文联 河南省

金 509 烙画 葫芦烙画《竹林七贤》 王晓杰 褚兴彪 副教授 深圳弘扬烙画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

金 523 工艺画 锲金画《灵犀心语》 张春玲 初级工艺美术师 锲金画艺术工作室 山东省

金 528 工艺画 麦金画（观音） 何俊刚 高级技师 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 深圳市

金 530 工艺画 《遨游创意》微书 曹利新 锦州市工艺美术师 锦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局 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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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535 民族工艺 手缫手染手纺大条丝《望春晖》 孙海东 高级工艺美术师 潍坊海孚丝绸有限公司 山东省

金 544 民族工艺品 紫檀木毛笔《莲花妙笔》 姚真泉 二级技师 湖州真鹿湖笔有限公司 浙江省

金 569 金属工艺 “富贵”花丝赏瓶 周彦君 熊世华
高级工艺美术师
高级工艺美术师

北京工美集团研发营销分公司 北京市

金 573 金属工艺 银壶《心经》 姜韶青 烟台吉纹斋工艺品有限公司 山东省

金 578 金属工艺 君子剑·书写工具 缪利群 装饰美工 深圳米尔顿马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

金 587 金属工艺 锌合金《追梦》 柳炎冰 工程师
深圳市博尔博尔创意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深圳市

金 599 琉璃 琉晶玻璃《境》 罗鸣 琉晶岁月公司 惠州市

金 618 工艺品 竹纤维毛巾《锦上添花》 赵礼平 中级 安吉乐佳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

金 621 刺绣 《满园春色》珠绣屏风
黄伟雄 黄溢琳
林红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高级工艺美术师
工艺美术师

深圳市百师园工艺美术研究院 潮州市

银 4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旗开得胜》 林志明 玉雕师 广西桂林市57玉器工作室 广西省

银 6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少年红雨》 王绍清 玉雕师 广西桂林市梦石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西省

银 11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寻仙问道》 林建平 玉雕师 桂林市万玉·真灵 广西省

银 27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菩提树下》 陈际军 陈仁
玉雕师
广西省工艺美术大师

广西省工艺美术大师陈仁工作室 广西省

银 29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拥抱希望》 周运学 玉雕师 周运学玉雕工作室 广西省

银 33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雷锋印象》 陈仁 广西省工艺美术大师 广西省工艺美术大师陈仁工作室 广西省

第 5 页，共 24 页



 2017年“深圳·金凤凰”工艺品创新设计大赛获奖作品一览表

奖项 序号 品  类 产品名称 作者 职称 参展单位 省市

银 36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仙女散花》 张琼月 林粦忠
雕刻师
省大师

桂林市旺宝阁—林粦忠玉雕创作
室

广西省

银 39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梦想家园》 林锋飞 林粦忠
雕刻师
省大师

桂林市旺宝阁—林粦忠玉雕创作
室

广西省

银 79 雕塑•玉雕 翡翠玉雕《福寿如意》 姜盛灵 设计师 武汉传家宝玉珠宝有限公司 湖北省

银 86 雕塑•玉雕 通天玉雕《弥勒佛》 罗方电 方志敏 董事长   高级技师
湖南.临武县石尚通天玉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湖南省

银 111 雕塑•石雕 惠东蜡石雕《秋色观雁》 翁桂朋 技师 琢玉坊艺术 佛山市

银 113 雕塑•石雕 玛瑙雕《霸王别姬》 李鸿 中级技师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宗翡翠艺术工
作室

佛山市

银 120 雕塑•石雕 芙蓉石雕《禅之明灯》 林清廉 中级工艺美术师 石缘禅心 福建省

银 143 雕塑•木雕 金丝楠木雕《出水芙蓉》 李矿生 桂林美女峰根雕工作室 广西省

银 145 雕塑•木雕 金丝楠木雕《醉在春风里》 唐江峰 桂林市工艺美术大师 广西省

银 154 雕塑•木雕 交趾黄檀木雕《琴棋书画》 余合立 吴连峰 技师 广州信宝轩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

银 155 雕塑•木雕 崖柏木雕《我从何来》 蔡祖恩 高级技师 广州.蔡祖恩雕刻艺术工作室 广州市

银 192 雕塑•木雕 檀香木雕《吉利连生》 陈正民 工艺美术师 中山市陈正民木雕工作室 中山市

银 194 雕塑•牙雕 猛犸牙雕《十八罗汉笔筒》 张灼银 张灼银艺术工作室 广州市

银 199 雕塑•牙雕 猛犸牙雕《同心球》 罗建荣 工匠 猛艺犸 肇庆市

银 206 雕塑•牙雕 猛犸象雕《二十四孝》 曾金伟 云飞民间雕刻工艺 中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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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207 雕塑•牙雕 猛犸象牙雕《鱼篮观音》 吴志伟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
师

中山市泓善雕刻工艺厂 中山市

银 213 雕塑•牙雕 猛犸牙雕《司马光砸缸》 尹国荣 中级技师 中山市荣艺工艺品厂 中山市

银 217 雕塑•竹雕 竹簧雕《溪山清韵》 张宗凡 石建华
高级工艺美术师
工艺美术师

湖南省邵阳市宝庆竹刻研究所 湖南省

银 221 雕塑•竹雕
竹刻翻簧六方画罐《桃源觅友图
》

陈田安 高级工艺美术师
湖南省邵阳市养心斋竹刻陈田安
工作室

湖南省

银 226 雕塑•竹雕 毛竹雕《节节高》 白曦敏 工艺师 江苏省常州白氏留青竹刻博物馆 江苏省

银 227 雕塑•竹雕 毛竹雕《太湖一角》 白雪飞 高级工艺美术大师 江苏省常州白氏留青竹刻博物馆 江苏省

银 234 雕塑•根雕
异形竹根雕笔筒《别有筹粮術山
头石一拳》

陆凡林
省高级工艺美术师、
省工艺美术大师

湖南省邵阳市竹木根雕研究所 湖南省

银 235 雕塑•根雕 根雕《竹报平安挂件》 徐岩 助理工程师 安吉沃佳竹木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银 236 雕塑•核雕 橄榄核雕《阿弥陀佛》 胡鹏 一工坊雕刻艺术工作室 广州市

银 239 雕塑•核雕 核桃雕《达摩悟道》 孙向阳 美术师 孙向阳核雕工作室 山东省

银 240 雕塑•核雕 核桃雕《多子多福活链提梁瓶》 耿东旺 市大师
陕西蒲城耿东旺核雕发展传承有
限公司

陕西省

银 245 雕塑•铜雕 铜雕《荷塘夏韵》 潘康明 中级工艺美术师 广州百合雕塑有限公司 广州市

银 248 雕塑•铜雕 文昌镇宅宝塔 陈绪鹏 柴勃 工艺美术师 深圳市门道艺术品公司 深圳市

银 250 雕塑•铜雕 铜浮雕《紫气东来》 陈绪鹏 深圳市门道艺术品公司 深圳市

银 256 雕塑 仿象牙雕《四鸡吉祥（套娃）》 许云雷 深圳红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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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272 陶瓷•陶塑 陶塑《宋金茶盏》 应业超 福州永恒鸿业商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

银 279 陶瓷•陶塑 坭兴陶瓶《花山情》 李卉子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省

银 288 陶瓷•陶塑 石湾美陶《武松打虎》 刘永波 工艺师 刘永波陶艺工作室 佛山市

银 293 陶瓷•陶塑 陶塑《鱼趣》 陈睿 高级工艺美术师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

银 299 陶瓷•陶塑 紫砂《四方壶》 梁放 工艺师 广州市

银 301 陶瓷•陶塑 陶塑《多子多福》紫砂 张娣 工艺师 广州市

银 324 陶瓷•陶塑 陶塑《梦蝶》 冼毅良 工艺美术师 冼毅良陶艺创作室 广州市

银 326 陶瓷 瓷板画《书香世家》 赵嘉 工艺美术师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广西省

银 328 陶瓷 瓷板画《观云海》 操驰 高级工艺美术师 广东东方彩墨艺术馆 广州市

银 342 陶瓷 瓷盘广彩《春到岭南》 赵艺明 冯瑞华 高级技师
广州市海珠区兰桂堂广彩艺术研
究院

广州市

银 344 陶瓷 16寸圆盘《大闹天宫》 郑广荣 明心斋工作室 广州市

银 354 陶瓷 《浅雕艺术瓷盘.中国娃娃》 王钦福 讲师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市

银 358 陶瓷 瓷瓶《大唐击鞠图》 刘忠 工艺美术师 广州市

银 364 陶瓷 瓷瓶《四君子》 余小伦 国家一级美术师 惠州市东平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惠州市

银 369 陶瓷 瓷瓶《饮马云水间》 李建平 工艺美术师 醴陵市一觉轩工作室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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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371 陶瓷 瓷瓶《锦上添花》 陈金华 中级 醴陵市龙韬瓷艺设计中心 湖南省

银 372 陶瓷 陶瓷花瓶《民乐》 王卫国
湖南醴陵玉振瓷坊陶瓷艺术工作
室

湖南省

银 374 陶瓷 瓷瓶《唐大明宫图》 颜志康 工艺美术师
湖南轻工高级技工学校陶瓷产业
系

湖南省

银 378 陶瓷 陶瓷花器《桃花源》 江宏
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
师

江西省陶瓷研究所特聘工艺美术
师

江西省

银 383 陶瓷 陶《狮钮壶》 唐小红 广西工艺美术大师 桂林大唐居 广西省

银 398 陶瓷 坭兴陶茶具《番禺八景》
李水权 李锡权
朱赵林

广州市一物堂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

银 414 陶瓷 陶瓷扁瓶《松竹梅》 江宏
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
师

江西省陶瓷研究所特聘工艺美术
师

江西省

银 422 陶瓷 前程似锦（灯笼）茶具 孙延飞 黄荣森 设计艺术学硕士 深圳市吉之礼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

银 436 漆器 大漆犀皮漆笔筒 汶军祥 一级美术师 西安雅韵艺术品有限公司 陕西省

银 438 竹编 “难得糊涂”平面竹编字画
张应军 姚本顺
姚元飞

研究员
省级传承人
市级传承人

保靖县比耳本顺竹艺专业合作社 湖南省

银 443 棕编 棕编《龙》 王娇 深圳市

银 444 刺绣 真丝玻璃珠绣《清香溢远》
谭展彬 谭靖榆
陈少芳

技师 广州市绣赟苑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

银 445 刺绣 潮绣《春兰秋菊》 陈泽瑶
潮州市湘桥区碧丽嘉（潮绣）工
艺坊

潮州市

银 447 刺绣 广绣《翡翠玉瓶》 王新元 中级 聚元祥刺绣研究所 广州市

银 480 刺绣 缎面刺绣《百鸟争鸣》 罗媛媛 南丹花间堂艺术工作室 广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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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492 剪纸 剪纸《深圳上河图》 袁曼君 副教授 深圳市剪纸艺术协会 深圳市

银 502 烙画
木板烙画《临刘继卤动物四条屏
》

孙希才 褚兴彪 副教授 深圳弘扬烙画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

银 506 烙画 烙画木板《雪牛图》 田玉田 深圳弘扬烙画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

银 507 烙画 木板烙画《民谣》 万东梅 高级工艺美术师 深圳弘扬烙画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

银 521 工艺画 金玉满堂浮雕画
江敏   赵梓昊
徐靖云 徐雄

深圳市七里香开运金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

银 532 工艺画 鱼皮画《中华龙》 宁雷 高级技师 深圳市大爱艺术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

银 538 民族工艺品 皮影《假婿乘龙》 赵百平 张花荣
市工艺美术大师
高级工艺美术师

赵百平皮影有限公司 陕西省

银 539 民族工艺品 园林全竹扇
胡新华 骆小波
庄水根

总经理    产品设计
手磨师傅

安吉六合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

银 552 金属工艺 珐琅彩《兰之恋套装》酒具 兰锦龙 岳钢 设计经理    董事长 深圳市天一坊精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

银 566 金属工艺 景泰蓝掐丝珐琅画《青花鱼》 罗月云 技术指导 惠州市藝心景泰蓝工作室 惠州市

银 572 金属工艺
《普天同庆·中华盛世珐琅双尊
》

深圳市金一百艺
术品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金一百艺术品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

银 595 金属工艺 铸铜《朱天才》 方澄 广州市

银 597 琉璃 琉璃《安居乐业》 魏宝松 文化设计
弘福臻品(深圳)珠宝文化有限公
司

深圳市

银 602 电子礼品 好美特除菌宝 张进功 温帅飞 总经理     经  理 深圳市好运达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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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609 工艺品 可折叠多功能车载箱 魏伟生 汕头市远图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

铜 2 雕塑•玉雕 独山玉雕《净悟》 潘志伟 玉雕师 广西桂林辉达玉坊 广西省

铜 8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香象渡河》 王绍清 梁靖
玉雕师
玉雕师

广西桂林市梦石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西省

铜 17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忠肝义胆》 牟荣 广西工艺美术大师 广西牟荣大师工作室 广西省

铜 20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文化宝藏》 刘智 广西省

铜 21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觅食》 秦志国 玉雕师 红艺工作室 广西省

铜 23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秋鸣》 韦忠华 玉雕师 红艺工作室 广西省

铜 37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天女散花》 张琼月 张志有
桂林市工艺美术师
玉雕师

广西省工艺美术大师陈仁工作室 广西省

铜 42 雕塑·玉雕 翡翠雕《富贵花开》 韦树秋 桂林旅创玉道珠宝有限公司 广西省

铜 50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水月洞天》 陈绍德 陈时云 工艺美术师 桂林艺永红有限公司 广西省

铜 52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独领风骚》 陈绍德 胡志耕 工艺美术师 桂林艺永红有限公司 广西省

铜 56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香山佛影》 李泽焱 桂林红之醉 广西省

铜 58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玄音》 董提 广西省

铜 60 雕塑•玉雕 和田白玉雕《阴阳相融》 胡晶云 玉雕师
广西桂林市工艺美术大师胡晶云
工作室

广西省

铜 69 雕塑•玉雕 台山玉雕《人与自然》 黄日富 高级技师 广州弘石坊—黄日富玉雕工作室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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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73 雕塑•玉雕 翡翠雕《富甲一方》 刘佼琪 广州市

铜 87 雕塑•玉雕 和田玉雕《观音（挂件）》 何国明 惠州市惠城区缘创妙造玉器行 惠州市

铜 91 雕塑•玉雕 翡翠雕《大愿地藏王》 陈志其 玉雕大师 四会市传其翠宝珠宝有限公司 四会市

铜 95 雕塑•玉雕 翡翠雕《四海升平》 陈志其 玉雕大师 四会市传其翠宝珠宝有限公司 四会市

铜 102 雕塑•石雕
寿山石雕（五彩芙蓉石）《日出
》

林荣泰
国家一级高级技师
工艺美术师

林荣泰寿山石雕工作室 福建省

铜 103 雕塑•石雕 石雕《静兮石》 韦绍甲 卢威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省

铜 105 雕塑•石雕 紫金玉雕《雅聚仙山》 张焕学 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 广州市

铜 106 雕塑•石雕 缅茄雕《十八罗汉》 张嵩 工艺美术师 八分斋艺术工作室 广州市

铜 115 雕塑•石雕 天然大理石《山峦暮色插屏》 李弋筹 广州市

铜 129 雕塑•石雕 铁丸精石《倒流香-踏山泉》 张保庆 工艺美术大师 深圳市真明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

铜 132 雕塑•石雕 印度七彩玛瑙雕《红色记忆》 魏烈峰 广东省高级技师 卓越玉雕工作室 四会市

铜 136 雕塑•木雕 千年香樟《陆羽》 李文 胡蔚龙
工艺师
工艺师

李文工作室 广西省

铜 139 雕塑•木雕 古沉木雕《莫高窟东煌飞天》
彭付武 李文
胡蔚龙

工艺师 李文工作室 广西省

铜 147 雕塑•木雕 缅甸金丝楠木雕《空》 罗泽广 广善缘根艺根雕工作室 广西省

铜 150 雕塑•木雕 崖柏木雕《冬》 何艳勤 工艺师 艳波根雕 广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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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161 雕塑•木雕 老船木雕《余生》 陈应毫 一木工坊 广州市

铜 163 雕塑•木雕 黑酸枝木雕《春色满园》 罗敏欣 工艺美术师 广州佳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市

铜 164 雕塑•木雕 老香樟木雕《战官渡》 马国伟 马国伟木雕工作室 广州市

铜 165 雕塑•木雕 香樟木雕《望乡》 刘完菊 湘杨宝庆木雕工作室 湖南省

铜 168 雕塑•木雕 金丝楠木雕《禅悟》 杨石生 刘完菊 湘杨宝庆木雕工作室 湖南省

铜 171 雕塑•木雕 阴沉楠木雕《秦·兵魂》 史俊贤 国家高级技师 泉州海峡两岸雕塑艺术研究院 福建省

铜 172 雕塑•木雕 桃木雕《西羌画韵之车挂葫芦》 李云川 四川汇德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四川省

铜 182 雕塑•木雕 黄杨木雕《秋收》 王新民 高级技工 中山市红古轩家具有限公司 中山市

铜 185 雕塑•木雕 黄杨木雕《瑞鹤献寿壶》 厉国阳 高级工 中山市大涌镇厉国阳木雕工作室 中山市

铜 188 雕塑•木雕 檀香木雕《和美》 翟华锋 中山市翟华锋木雕工作室 中山市

铜 196 雕塑•牙雕 猛犸象牙雕《双龙出海》 马卓斌 卓艺雕刻 广州市

铜 210 雕塑•牙雕 猛犸牙雕《八仙贺寿》 曾金栋 中山市泓善雕刻工艺厂 中山市

铜 219 雕塑•竹雕 翻簧挂件《兰竹双香》 王建国 雕刻工艺大师 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国家税务局 湖南省

铜 224 雕塑•竹雕 竹雕臂搁《抚琴论道》 李胜得 谢青海 湖南竹刻工艺大师 李胜得竹刻工作室 湖南省

铜 238 雕塑•核雕 核桃雕《福禄三多》 战常伦 工艺美术师 山东潍坊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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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241 雕塑•核雕 核桃雕《化蝶》 耿东旺 市大师
陕西蒲城耿东旺核雕发展传承有
限公司

陕西省

铜 243 雕塑•铜雕 手工铜雕《金凤舞吉祥》 何旻 工艺美术师
桂林天玺荟（何旻）艺术创作工
作室

广西省

铜 260 陶瓷•陶塑 陶塑《彼岸花之她》 张微微 中级工艺美术师 佛山市艺术创作院 佛山市

铜 268 陶瓷•陶塑 陶塑《看上去很美》 袁洁 中级 韩山师范学院 潮州市

铜 273 陶瓷•陶塑 陶塑《运财弥勒》羊脂白瓷 蔡杰 康明辉有限公司 福建省

铜 280 陶瓷•陶塑 陶塑《“梯田印象”系列作品》 杨恩举 讲师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省

铜 312 陶瓷•陶塑 陶塑《金榜题名-伦文叙》 胡志斌 中级工艺美术师 新石湾美术陶瓷厂有限公司 佛山市

铜 316 陶瓷•陶塑
茶具《琴瑟羊壶（含天山冰壶和
提梁•羊大为美）》

熊涛涛 周汉新
徐力 苟斌 良乾

副教授
工艺美术师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深圳市感触创意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深圳市

铜 320 陶瓷•陶塑 茶具《竹韵7套件》 李洋 国家二级陶瓷工艺师 云南省红河州特殊教育学校 云南省

铜 323 陶瓷•陶塑 陶塑《葛洪炼丹》 张宏秋 惠州市东平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惠州市

铜 327 陶瓷 瓷板画《松趣》 付新阳 广西省工艺美术大师 桂林万泉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省

铜 336 陶瓷 瓷板画《南无白度母》 王珮雲 醴陵市上云瓷艺 湖南省

铜 340 陶瓷 瓷盘《海丝遗韵》 涂金旺 泉州市工艺美术师 泉州市德化县第八中学 福建省

铜 345 陶瓷 18寸圆盘《好伙伴》 郑广荣 明心斋工作室 广州市

铜 349 陶瓷 瓷盘广彩《蝶趣》 何芊芊 广州大学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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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353 陶瓷
耀州青瓷《女娲补天青釉刻花盘
》

李文 高级环艺师 陕西龙吟雕塑有限公司 陕西省

铜 357 陶瓷 10寸薄胎冬瓜瓶《石竹图》 黄祖本 技师 广州市

铜 361 陶瓷 瓷瓶《苍龙御海啸蓬莱》 舒智敏 雅舒阁工艺品店 广州市

铜 370 陶瓷 瓷瓶《听得微风花上遇》 朱子昂 中级工艺美术师 醴陵市红瓷典瓷业公司 湖南省

铜 373 陶瓷 瓷瓶《云林探幽》 颜志康 工艺美术师
湖南轻工高级技工学校陶瓷产业
系

湖南省

铜 375 陶瓷 瓷瓶《其乐融融》 张伟 湖南汉博精瓷有限公司 湖南省

铜 376 陶瓷 瓷瓶《花开富贵》 丁志勇 工艺美术师 陶香酒业 潮州市

铜 379 陶瓷 陶瓷镶器瓶《安居乐业》 江宏
江西省高级工艺美术
师

江西省陶瓷研究所特聘工艺美术
师

江西省

铜 382 陶瓷 紫砂《汉韵套壶》 庾寒雪 邓波 寒雪工作室 广西省

铜 387 陶瓷 坭兴陶《壮乡情韵双嘴提梁壶》 冀海玲 郑昊
高级工艺美术师
高级工艺美术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省

铜 390 陶瓷 梅兰竹菊陶瓷小音箱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博物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广西省

铜 394 陶瓷 老锻泥《“担”--茶器》 任慧敏 张彰
工艺美术师
工艺美术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省

铜 400 陶瓷
书画紫砂艺术-书画陶刻·大度
壶

郭剑林 郭沈豪 显林斋文化 广州市

铜 412 陶瓷 紫砂《雪山飞壶》 钱盈盈 工艺美术师
江苏茗翠香紫砂文化艺术有限公
司

江苏省

铜 413 陶瓷 紫砂茶具《龙凤呈祥》
顾明智 徐勤
戴凌

教授
高级工艺美术师
国家级助理工艺美术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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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418 陶瓷 骨瓷《蒂凡尼之舞功夫茶具》
深圳长城世家商
贸有限公司

深圳长城世家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

铜 435 漆器 漆器《广玉兰叶脱胎茶则》 肖云峰 助教 西安市长安区秦漆阁漆艺工作室 陕西省

铜 449 刺绣 广绣《金凤凰》
陈少芳 谭展鹏
黄敏健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高级技师 高级技师

广州市鹏喜工艺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

铜 452 刺绣 广绣《孙中山先生发绣像》 马佩琼 马佩琼广绣艺术工作室 广州市

铜 460 刺绣 乱针绣《硕果累累》 傅爱香 江西省工艺美术师 江西赣锦绣艺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

铜 466 刺绣 羌绣《最羌红真丝绣品》 李云川 四川汇德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四川省

铜 467 刺绣 秦绣《永乐宫壁画》 崔萌 中级工艺美术师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文化馆 陕西省

铜 470 刺绣 蜀绣《福禄寿》 杭琴娜 助理工艺美术师 重庆蜀江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市

铜 482 刺绣 纱绣《时光轮回》 邹桂花 龙洁 初级 经纬湘纱绣艺术馆 湖南省

铜 487 剪纸 剪纸《民族大团结共筑中国梦》 赵春平 徐春风 绥化工艺美术大师 黑龙江省海伦市春平剪纸工作室 黑龙江

铜 490 剪纸 剪纸《抓鸡娃娃》 王红雨 讲师 深圳市黑马学社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

铜 498 烙画 椴木烙画《拙政园－香洲》 谢俭 会计师 禊湖斋烙画 江苏省

铜 513 烙画 烙画木板《兰心蕙质》 高劲松 一级美术师 高劲松美术馆 江苏省

铜 518 工艺画 宝玉石画《金陵十二金钗》 邓凤竹 王勇 中级
桂林惠仁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工场）

广西省

铜 525 工艺画 蜡版画《生命之花》 姜旭东 姜旭东艺术工作室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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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533 工艺画 指画《七彩鹏城T恤衫》 刘永 非遗传承人 深圳市大爱文化艺术研究院 深圳市

铜 534 工艺画 竹明信片 徐岩 助理工程师 安吉沃佳竹木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

铜 547 民族工艺品 风车扇
胡新华 肖雨庄
水根

美工主管
车间主任

浙江安吉冉大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省

铜 548 民族工艺品 高档传统文化套装《吉·礼》
郭亚东 钟晓丽
黎泳

副教授 广州航海学院 广州市

铜 551 民族工艺品 桐木《传统马勺—戽斗》 彭芳 深圳市

铜 559 金属工艺 珐琅彩《梅开五福》 王德群 艺术总监
深圳市金鼎盛工艺品制造有限公
司

深圳市

铜 562 金属工艺 景泰蓝《水陆重光-文殊菩萨》
厦门九朝汇宝美
术馆

厦门九朝汇宝美术馆 福建省

铜 570 金属工艺 “吉祥”花丝内画熏 周彦君 高级工艺美术师 北京工美集团研发营销分公司 北京市

铜 574 陶瓷 瓷盘《赤壁随想》 吴植华 高工 佛山市工艺美术学会 佛山市

铜 576 金属工艺 金属工艺-富贵福旺 陈丰 工艺美术师 深圳市金博源精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

铜 589 金属工艺 银《三圣》 杨晓园 设计总监
弘福臻品(深圳)珠宝文化有限公
司

深圳市

铜 592 金属工艺 银发簪《目目·心》 李瀛龙 讲师 广州美术学院 广州市

铜 596 琉璃 琉璃《佛家(让炯)点睛》 孙武 工艺师 太仓琉璃艺术策划中心 江苏省

铜 604 电子礼品 石墨烯智能理疗护膝
烯旺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烯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

铜 613 工艺品 紫禁系列 皮具
缪利群 李勇军
魏琳琳

装饰美工 深圳米尔顿马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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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615 工艺品 OPanDee（欧潘迪）12生肖 刘得维 林少锋 设计师   手工艺师 深圳市噢深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

铜 616 工艺品 折叠PG布《西羌画韵之晴雨伞》 李云川 四川汇德轩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四川省

铜 622 工艺画 漆画《拨云见日》 谢晗孛 广州美术学院 广州市

铜 625 陶瓷 陶瓷《九子壶》 曾庆成 德化县博盛礼品陶瓷有限公司 福建省

优秀 14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凤凰涅槃》 牟荣 广西工艺美术大师 广西牟荣大师工作室 广西省

优秀 19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道德经五千文》 刘智 广西省

优秀 30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浣女朝凤》 周运学 玉雕师 周运学玉雕工作室 广西省

优秀 41 雕塑•玉雕 翡翠雕《守中致和（荷）》 阳梦祥 秦才高
高级工艺美术师
工艺美术师

桂林旅创玉道珠宝有限公司 广西省

优秀 45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秋韵》 何木铿 林禄云 桂林市工艺美术大师 悠然居——何木铿玉雕工作室 广西省

优秀 48 雕塑•玉雕 翡翠雕《人之初》 胡资英 秦才高 桂林万泉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省

优秀 53 雕塑•玉雕 桂林鸡血玉雕《禅》 陈时锦 陈时云 桂林艺永红有限公司 广西省

优秀 63 雕塑•玉雕 新疆金丝玉雕《火眼金鸡》 王廷圳 广州市

优秀 65 雕塑•玉雕 缅甸翡翠雕《蝉》 叶新明
广州市荔湾区高兆华玉雕艺术工
作室

广州市

优秀 71 雕塑•玉雕 翡翠雕《度化》 李鸿 中级技师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宗翡翠艺术工
作室

佛山市

优秀 74 雕塑•玉雕 新疆三彩玉雕《利市大开》 王正宝 鑫诚坊玉雕工作室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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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 75 雕塑•玉雕 翡翠雕《西方三圣》 吴清华 设计总监 佛山市南海区清华翠盛玉器店 佛山市

优秀 81 雕塑•玉雕
和田玉雕《普天同庆·九州方圆
宝玺》

深圳市金一百艺
术品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金一百艺术品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

优秀 84 雕塑•玉雕 通天玉雕《大展宏图》 黄昌顺 周黎明 经理     玉雕师
湖南.临武县石尚通天玉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湖南省

优秀 88 雕塑•玉雕 东陵玉雕《生生不息》
高保熊 孙志林
贺晓芳

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
市珠宝学校

深圳市

优秀 98 雕塑•玉雕 缅甸翡翠雕《千手骑龙观音》 林九智 简匠翡翠艺术馆 四会市

优秀 109 雕塑•石雕 南红、绿松石雕《章鱼一家》 吴国忠 村长驾石工作室 广州市

优秀 117 雕塑•石雕 蓝玉髓雕《童子拜观音》摆件 邱锦辉 鲜视觉珠宝玉石艺术工作室 广州市

优秀 119 雕塑•石雕 寿山虎岗石雕《灵猴拜佛》 林清廉 中级工艺美术师 石缘禅心 福建省

优秀 123 雕塑•石雕 泰山石雕《道法自然》 王传斌 技师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省

优秀 148 雕塑•木雕 缅甸金丝楠木雕《乐》 罗泽广 广善缘根艺根雕工作室 广西省

优秀 158 雕塑•木雕 檀香紫檀雕《知足》 周益溪 益溪木雕工作室 广州市

优秀 189 雕塑•木雕 沉香木雕《荷香》 翟华锋 中山市翟华锋木雕工作室 中山市

优秀 190 雕塑•木雕 红檀木雕《春晖》 李儒本 高级工 李儒本木雕工作室 中山市

优秀 214 雕塑•牙雕 猛犸牙雕《桃园三结义》 尹国荣 中级技师 中山市荣艺工艺品厂 中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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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 225 雕塑•竹雕 楠竹雕《文人竹雕笔筒荷趣图》 王浩宇 李子迷
省高级工艺美术师
工艺美术大师

邵阳市宝庆竹艺精品馆 湖南省

优秀 231 雕塑•根雕 杜鹃根雕《九龙祝寿》 梁文检 桂林盛装木业有限公司 广西省

优秀 246 雕塑•铜雕 铜雕《相偕而依》 郑萍
高级工艺美术师
深圳市工艺

深圳广美雕塑壁画艺术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市

优秀 247 雕塑•铜雕 国家开发银行大楼模型 柴勃 欧阳小江
工艺美术师
工艺美术师

深圳市门道艺术品公司 深圳市

优秀 249 雕塑•铜雕 铜雕《钓鱼岛模型》 欧阳小江 蒋永 工艺美术师 深圳市门道艺术品公司 深圳市

优秀 262 陶瓷•陶塑 陶塑《禅茶一味》 吴满炽
高级工艺
美术大师

陶腾轩陶艺工作室 佛山市

优秀 265 陶瓷•陶塑 陶塑《记忆童年》 王为敏 为敏陶艺工作室 佛山市

优秀 271 陶瓷•陶塑 陶塑《关公》 李良启 总经理 福建省德化县龙民陶瓷研究所 福建省

优秀 274 陶瓷•陶塑 德化白瓷《悟禅》 温清民
国家一级高级技师
工艺美术师

温清民德化陶瓷工作室 福建省

优秀 275 陶瓷•陶塑 《高歌》人像陶塑组合 李翠 邓新实 高级工艺美术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钦州学院 广西省

优秀 277 陶瓷•陶塑 “和而不同”-坭兴陶花器
邓剑锋 陈晓春
郑昊

高级工艺美术师
工艺美术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省

优秀 281 陶瓷•陶塑 坭兴陶手拍壶《丹凤朝阳》 李思源 助理工艺美术师 广西南宁思源工作室 广西省

优秀 282 陶瓷•陶塑 陶塑《自鼓情怀》
黄连珍 肖文豪
陈永华

桂林旅创玉道珠宝有限公司 广西省

优秀 287 陶瓷•陶塑 灰塑《清香溢远》 刘娟
广州市花都区灰塑文化产业研究
院

广州市

优秀 289 陶瓷•陶塑 陶塑《说莲》 宋珂 江门市猫咪森林艺术中心 江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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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 294 陶瓷•陶塑 陶塑《大愿地藏王菩萨》 范岩平 高技 本真陶工作室 佛山市

优秀 297 陶瓷•陶塑 紫砂壶《竹海》 管贤 广州市萝岗区苏泥艺陶艺经营部 广州市

优秀 302 陶瓷•陶塑 泥塑《来之乡村的荷塘月色》 庄俊敏 王建鑫 设计总监    董事长 惠州市惠城区嵩宝轩艺术园 惠州市

优秀 307 陶瓷•陶塑 陶塑《天晓》 余仁鹏 学生 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院 江西省

优秀 308 陶瓷•陶塑 陶塑《我心飞翔》 陈爱东 高级工艺 美术师
佛山市新石湾美术陶瓷厂有限公
司

佛山市

优秀 310 陶瓷•陶塑 陶塑《皆大欢喜》 李义鹏 高级工艺美术师
佛山市新石湾美术陶瓷厂有限公
司

佛山市

优秀 321 陶瓷•陶塑 茶具《西施梅花6套件》 刘钦福 国家二级陶瓷工艺师 云南省红河州特殊教育学校 云南省

优秀 325 陶瓷 瓷板画《眺》 陈俣行 工艺美术师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省

优秀 337 陶瓷 瓷板画《牧笛》 张伟 湖南汉博精瓷有限公司 湖南省

优秀 339 陶瓷 瓷盘《戏水图》 王榕茂 工艺师 佛山市王榕茂陶艺工作室 佛山市

优秀 346 陶瓷 瓷盘《冬归图》 操慧 工艺美术师 广东东方彩墨艺术馆 广州市

优秀 350 陶瓷 瓷盘《龙凤呈祥》 陈新寿 高级工艺美术师 湖南省铜官窑五行艺术藏馆 湖南省

优秀 355 陶瓷 瓷盘广彩《耶稣受难图》 蓝田 学生 广州大学 广州市

优秀 365 陶瓷 瓷瓶《春临江南福满门》 宋华青 高级工艺美术师 宋华青陶瓷艺术工作室 湖南省

优秀 368 陶瓷 瓷瓶《王者之风》 丁勇波 工艺美术师 醴陵市醴源窑 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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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 380 陶瓷 《琴棋书画手绘瓶》玉脂瓷 李丽娇 工艺美术师 德化县典器陶瓷厂 福建省

优秀 384 陶瓷 泥塑《“旧时光”盖碗》 钟运意 任慧敏 工艺美术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省

优秀 385 陶瓷 德化黑陶《“福馨”茶罐》 熊璇
副教授/高级工艺美术
师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省

优秀 424 陶瓷 陶瓷餐具《印迹》 姜虎 省工艺美术师 湖南省醴陵市精陶瓷业 湖南省

优秀 429 漆器 《大漆葫芦黑天鹅摆件》 侯秋华 学生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省

优秀 434 漆器 漆艺花瓶 李弋筹 广州市

优秀 446 刺绣 刺绣《国香春霁》 王宇文 陈圆芝 圆芝绣坊 惠州市

优秀 454 刺绣 广绣《绣之雅---壶、杯垫》 刘炳金 欧淑敏
助理工艺美术师
绣艺总监

名绣莊手工刺绣厂 佛山市

优秀 468 刺绣 手推绣《脸谱》 赵春 工艺美术师 春萌秦绣工作室 陕西省

优秀 469 刺绣 蜀绣《变脸》 杭建琴 助理工艺美术师 重庆蜀江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市

优秀 483 剪纸 《剪纸花篮灯》 黄宏宇 工艺美术师 佛山市博艺彩灯工艺有限公司 佛山市

优秀 484 剪纸 剪纸《夏日清荷》 练晓红 助理工艺美术师 广州市

优秀 496 烙画 木板烙画《秋趣》 杨金婷
高级、河南省工艺美
术大师

嵩县金婷烙画艺术工作室 河南省

优秀 499 烙画 烙画木板《高原人家》 郝友友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
师

深圳弘扬烙画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

优秀 500 烙画 烙画木板烙《那个年代》 曲柏思 烙画传承人 深圳弘扬烙画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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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 511 烙画 烙画椴木板《秋后》 杨平 深圳弘扬烙画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

优秀 512 烙画 木板烙画《梁上的玉米》 张秋娟 深圳弘扬烙画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

优秀 517 工艺画 漆画《黑夜静悄悄》 庞国华 教授 广州美术学院 广州市

优秀 526 工艺画 工笔花鸟画《四喜图》 易新萍 中级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文化体育中心
宣传组

深圳市

优秀 527 工艺画 麦秆画《忠义关羽》 王红雨 讲师 深圳市黑马学社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

优秀 529 工艺画 棉花画《家在东北》 鲁彦君 一级/高级技师 鲁韵艺品（鲁氏棉花画工作室） 辽宁省

优秀 536 民族工艺 手纺棉纱《春晓曲》 孙艺菲 助理工艺美术师 潍坊海孚丝绸有限公司 山东省

优秀 543 民族工艺品 蝙蝠扇 周莺 庄水根
常务副总
美工      车间主任

安吉悠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浙江省

优秀 550 民族工艺品 活字印刷线装笔记本（套） 李锵鸿 广州市

优秀 555 金属工艺 珐琅彩《福运连连》鱼缸 韩长安 岳钢 设计总监    董事长 深圳市天一坊精品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

优秀 557 金属工艺 珐琅彩《五福临门》 王德群 艺术总监
深圳市金鼎盛工艺品制造有限公
司

深圳市

优秀 564 金属工艺 景泰蓝画（丝路花语） 焦衍丽 深圳市蓝葆斋创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

优秀 568 金属工艺 “如意八宝”银胎錾刻银茶壶 贾亦显 高级工艺美术师 北京工美集团研发营销分公司 北京市

优秀 579 金属工艺 寿龟墨盒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博物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广西省

优秀 581 金属工艺 金属工艺《万里长城》 何超
中山市天工金美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中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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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 584 金属工艺 锌合金《鹘鹰冲天》 柳炎冰 工程师
深圳市博尔博尔创意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深圳市

优秀 591 金属工艺
银包金《福慧两足尊·释伽牟尼
佛》

江敏 赵梓昊
徐靖云 徐雄

深圳市七里香开运金饰有限公司 深圳市

优秀 612 工艺品 乳胶枕 徐涛 深圳径邦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

优秀 617 工艺品 竹纤维《Asport运动巾》 鲍群群 安吉登冠竹木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省

优秀 623 工艺画 漆画《鸡蛋花》 方晓媚 广州美术学院 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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