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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税收公益广告作品征集活动

视频类扶持作品名单

类别 作品名称 报送单位

一类

与您同行 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

60秒知晓与你息息相关的
税收新科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记事本 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

蒙古马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
包头市光影视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税收合作，让世界更美好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税收 伴你成长 助你圆梦 个人（张盼盼）

二类

税月匆匆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

局

减税降费·让梦想更有力量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中国税务杂志社

数字背后的你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务局

小沧日记
国家税务总局沧州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沧州经济开发区税务
局

践行宪法 聚财为民 国家税务总局平凉市税务局

税收助力脱贫攻坚 共圆小康梦 个人（秦永杰、秦宇轩）

时间的颜色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团 圆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

局

因为懂得 国家税务总局海门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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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为你，更懂你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花都区税务局

三类

与税同行 共享繁荣
国家税务总局12366上海国际

纳税服务中心

我的爸爸是超人 国家税务总局廊坊市税务局

幸福加减法 国家税务总局潍坊市税务局

微光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

承诺 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

我眼中的你
国家税务总局沧州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任丘市税务局

税改新变化 让我们的生活美如画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长治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长治市城区税务局

税改进行时篇
广西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税务战“疫”在行动 国家税务总局克山县税务局

成长 国家税务总局清远市税务局

代号白西裤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大雨治水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

局
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让失信者寸步难

行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稽查局

找红利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秦皇岛市税务局

科技赋能 智慧兴税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南山区税务局

税月传承 国家税务总局麦盖提县税务局

减税降费为了一切更美好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

局

减税办的一天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象屿保税区税务

局

减税降费 让梦生花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

减税降费，助力美丽中国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闵行区税务局

%E4%BD%9C%E5%93%81/%E9%87%8D%E5%BA%86%E5%B8%82%E7%A8%8E%E5%8A%A1%E5%B1%80%EF%BC%88%E9%82%AE%E7%AE%B116535467@qq.com%EF%BC%89/%E5%85%AC%E7%9B%8A%E5%B9%BF%E5%91%8A%E5%A4%A7%E8%B5%9B%E4%B8%8A%E6%8A%A5%E4%BD%9C%E5%93%81/%E8%AE%A9%E5%AE%88%E4%BF%A1%E8%80%85%E4%B8%80%E8%B7%AF%E7%95%85%E9%80%9A %E8%AE%A9%E5%A4%B1%E4%BF%A1%E8%80%85%E5%AF%B8%E6%AD%A5%E9%9A%BE%E8%A1%8C


减税降费编织美好未来 国家税务总局眉山市税务局

电子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区税务局

20元风景有你有我有税收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

局

优秀类

百年传承：减税降费
烹出舌尖上的好豆腐

国家税务总局芦溪县税务局

税收72变 甘肃省飞视新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加减乘除小运算 减税降费大民生
国家税务总局宿州市税务局

安徽今扬映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税游记》税法宣传动漫系列 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

“减”税“加”菜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税务局

让我们的生活加满幸福的滋味 国家税务总局大同市税务局

环保税-反哺绿水青山 云南皇威传媒有限公司

创意RAP|税务人的新创作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精准扶贫 税务同行 国家税务总局元谋县税务局

请查收，
一名财务人员的2019年度办税报告

国家税务总局黄山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黄山市徽州区税务局

新晋商的春节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晋中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祁县税务局

看见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

局

包正与宏章 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

拉勾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税务局

唱支山歌给你听 国家税务总局龙岩市税务局

助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津南区税务局

因小失大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虽然我的笑差强人意，
但我希望你的笑发自内心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秀英区税务局

时间去哪 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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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信时代 诚信赢未来 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税务局

寻找小WEI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第三税务分局

税务战疫日志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点亮心愿
点亮幸福生活

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

惠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务局

蔚蓝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津南区税务局

爱在税途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
业         开发区（新市区）税务

局

个税年度汇算 我们共同的责任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曲江新区税务局

税启新时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三水区税务局

我们都是中国梦的执笔人
福建电视台东南频道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初心坚守 匠心传承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武进区税务局
易如反掌（常州）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小满的一家 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税务局

希望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减税降费 你有获得感 我有成就感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我多一步，你少一步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务局

梭子蟹的减税一生
国家税务总局舟山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舟山市普陀区税务局

减税降费，轻装前行 南宁微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有温度的税法 有温度的家乡
国家税务总局日照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五莲县税务局

不忘初心 智慧前行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减税降费——
让每个越努力的人越幸福

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税务局

优秀类



小故事大税务
国家税务总局乌海市海勃湾区税务

局

减税降费 利企惠民 国家税务总局安顺市税务局

个税汇缴别忘记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

制胜“法宝” 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晋安区税务局

追梦路上 一路有你 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龙文区税务局

入围类

税收送来幸福泉
国家税务总局太原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太原市迎泽区税务局

挽救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税务局

让时间减减肥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

局

守诚信底线，做守法公民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

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动漫宣传视频

国家税务总局上饶市税务局

手绘美少女创业成长记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

办税厅奇妙夜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

局

3分钟读懂印花税 广州市月天动漫设计有限公司

税收汇聚力量，创业成就梦想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集美区税务局

时代的记录者 国家税务总局阳泉市税务局

路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

局

创业与税 国家税务总局温州市鹿城区税务局

减税降费与海岛女孩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

剪剪剪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

局

税事小欢喜 国家税务总局东阳市税务局

唱响红利新时代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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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税” 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

老友税事之新生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

局

个税改革要悉知 佛山市人民广播电台

梦想 无畏平凡
国家税务总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

局

初心
国家税务总局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古丈县税务局

希望 国家税务总局永州市税务局

打击虚开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

为了共和国的税收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

局

这一次，听我的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安全的冒险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萧山区税务局

有你真好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税收木偶小剧场—海丝税曲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鲤城区税务局

简单不简单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

局

遇见“税”月 新疆塔城地区广播电视台

有时候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

一份特别的成绩单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纳税服务中心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保定市税务局

心愿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非税收

入处

我的师父是超人
国家税务总局保山市税务局

保山市广播电视台

减税降费 与梦同行
国家税务总局桐乡市税务局

桐乡市传媒集团

奉献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

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税务
局

入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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