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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版权”主题作品征集活动获奖名单

号 作品类别 作者单位 作者姓名 作品名称 奖项

版权理论探索奖

1 文字作品 哈尔滨师范大学法学院 陈彦熹 俯瞰元宇宙——论著作权的“生存法则” 版权理论探索奖

2 文字作品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聂元元 浅析学术类图书版权输出的机遇、困境与应对策略 版权理论探索奖

3 文字作品 黑龙江格言杂志社有限公司 崔文尧 期刊编辑工作中的图片版权问题分析 版权理论探索奖

4 文字作品 哈尔滨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孙迪
赵宏佳

我国童书版权贸易现状与对策探究 版权理论探索奖

5 文字作品 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 李嘉航 区块链技术在版权集体管理制度中的应用 版权理论探索奖

版权意识推广奖

6 文字作品 黑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李玉洋 出版单位常见知识产权纠纷案例评析及风险防范 版权意识推广奖

7 文字作品 哈尔滨师范大学法学院 邱悦
抖音与爱奇艺达成合作，短视频二次创作或将迎来春

天？
版权意识推广奖

8 文字作品 哈尔滨师范大学法学院 刘建淑 奥迪“小满”事件版权问题分析 版权意识推广奖

9 文字作品 黑龙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刘婷 短视频版权治理的思考 版权意识推广奖

10 文字作品 黑龙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王欢欢 《保护版权 人人有责》 版权意识推广奖

新媒体表现奖

11 H5作品 黑龙江大学 唐悦 我们身边的版权故事 新媒体表现奖



12 视频作品 黑龙江东北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金晨 你们为自己的作品登记著作权了吗？ 新媒体表现奖

13 视频作品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王萌 拒绝盗版从我做起 新媒体表现奖

14 视频作品 哈尔滨师范大学
高麒滨 张涵 
苏勇嘉 贾腾
达 付鸿博

网络图片侵权案 新媒体表现奖

15 视频作品 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沈若彤 被侵权后我们如何维权？ 新媒体表现奖

优秀内容贡献奖

16 文字作品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河市作协） 姚霁桐 维权路上 优秀内容贡献奖

17 文字作品 黑河市爱辉区瑷珲镇中心卫生院 王平 在版权的世界里 优秀内容贡献奖

18 文字作品 哈尔滨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杨浥新 我与版权 优秀内容贡献奖

19 文字作品 原鹤岗矿区文联《金鹤》编辑部 贾文华 我的文字 优秀内容贡献奖

20 文字作品 绥芬河市作家协会 金鲲 谢谢你的尊重 优秀内容贡献奖

最佳版权故事奖

21 文字作品 哈尔滨作家协会 赵琦 《快乐银行》背后的故事 最佳版权故事奖

22 文字作品 佳木斯市作家协会 孙代君 签上自己的名字 最佳版权故事奖

23 文字作品 七台河作家协会 冯欢 乡村老太太有了大名 最佳版权故事奖

24 文字作品 双鸭山作家协会
刘月春(一

尘)
三分之痛 最佳版权故事奖

25 文字作品 哈尔滨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刘丹 我与版权二三事 最佳版权故事奖



最佳版权宣传奖

26 海报作品 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韩庆庆 版权保护 从我做起 最佳版权宣传奖

27 海报作品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刘纯 我与版权—尊重版权，反对抄袭，打击盗版，保护原创 最佳版权宣传奖

28 海报作品 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陈嘉琦 打击侵权盗版 加强版权保护 最佳版权宣传奖

29 海报作品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艺术设计系 刘清洋 我与版权 最佳版权宣传奖

30 视频作品 友谊县第三中学 陈菁菁 增强版权意识 尊重智慧结晶 最佳版权宣传奖

最佳版权研究奖

31 文字作品 哈尔滨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赵晶
“一带一路”倡议下黑龙江图书版权“走出去”发展策

略研究
最佳版权研究奖

32 文字作品 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 马驰 黑龙江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版权保护研究 最佳版权研究奖

33 文字作品 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 程琳 法考视频的侵权行为研究 最佳版权研究奖

34 文字作品 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 仪然 虚拟现实技术可版权性保护问题的研究 最佳版权研究奖

35 文字作品 哈尔滨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曲昀佳
曲宁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的版权保护研究 最佳版权研究奖

最佳创作奖

36 摄影作品 黑龙江东北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张健 我与作品打交道的日子 最佳创作奖

37 文字作品 黑龙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王欢欢 《我与另一个“我”》 最佳创作奖

38 海报作品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罗琳、单迪 红色印记 光耀黑土 最佳创作奖

39 视频作品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陈绪东 小眼镜 最佳创作奖



40 视频作品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黄春凯 海洋生物海中精灵 最佳创作奖

最佳视觉冲击奖

41 海报作品 黑龙江东北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牟研 我与版权 最佳视觉冲击奖

42 海报作品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刘乐 诚信赢天下 盗版失人心 最佳视觉冲击奖

43 海报作品 黑龙江大学 张可欣 尊重原创 保护版权 最佳视觉冲击奖

44 海报作品 大庆市美术馆 董鸣 我与版权 最佳视觉冲击奖

45 海报作品 黑龙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王欢欢 《让版权之花无限绽放》 最佳视觉冲击奖

最佳主题奖

46 文字作品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郭建廷 对版权和版权贸易工作的认识 最佳主题奖

47 文字作品 黑河税务局（黑河市作协） 高振杰 我与版权 最佳主题奖

48 文字作品 大庆油田文化集团 刘淑婧 我与版权事记 最佳主题奖

49 文字作品 黑龙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王欢欢 《向盗版说“不”》 最佳主题奖

50 文字作品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杜晓晔 我国图书版权对外贸易现状研究 最佳主题奖

最具创意版权奖

51 海报作品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徐波 奋力拼搏的你 最具创意版权奖

52 海报作品 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 崔硕 请不要复制我 最具创意版权奖

53 美术作品 牡丹江市委宣传部 王川 我与“盗版”之无间“盗” 最具创意版权奖

54 美术作品 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 郑政 法律的天平 最具创意版权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