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全国税收公益广告作品征集暨展播活动扶持作品名单
（视频类）

序号 报送单位 作品名称 奖项

1 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工业园区税务局 算得更清楚 生活更轻松 一类

2
国家税务总局丽水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丽水市莲都区税务局
安家 一类

3 国家税务总局调兵山市税务局 追赶 一类

4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翔安区税务局 春风列车 一类

5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 关系 一类

6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绿色税收相伴 一类

7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税务局稽查局
智税 二类

8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减税降费 守护万家灯火 二类

9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严厉打击“三假” 维护税收秩序 二类

10 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 税收优惠促发展 惠企利民向未来 二类



11 国家税务总局盐城市税务局 税收，是什么颜色 二类

12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税务局
一双温暖的手 二类

13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

宁波思华年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回家 二类

14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思明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同安区税务局

底气 二类

15 国家税务总局开封市税务局 税收助力 为了人民的饭碗 二类

16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密云区税务局
窗 二类

17 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 爱的底色 三类

18 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 等待 三类

19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 税映青山绿 九曲黄河长 三类

20 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 福鱼游记 三类

21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保定市税务局

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支持你 三类

22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发票里的光阴 三类

23
国家税务总局东营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温暖永不打烊 三类



24 国家税务总局开平市税务局 守护 三类

25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 与你携手 三类

26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税收创造美好生活 三类

27 国家税务总局牡丹江市税务局 诚信汇聚于点滴 纳税让人生满分 三类

28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 海口折叠 三类

29
国家税务总局休宁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黄山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少”存大义,“多”显不凡 三类

30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北仑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

区）税务局
宁波众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税途 三类

31 国家税务总局开化县税务局 税收托起家国梦 三类

32 国家税务总局大庆市让胡路区税务局 我家的“一带一路”情 三类

33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税收护航追梦路 三类

34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市北区税务局 爱接力 三类

35 国家税务总局昌都市税务局 大河 三类

36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象屿保税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海沧区税务局

智慧税务 点燃你的创业梦想 三类



37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阳市税务局

化蝶 优秀

38 国家税务总局翼城县税务局 新速度 心服务 优秀

39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富阳区税务局 研发之路 税务守护 优秀

40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
智慧办税新图景 优秀

41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邯郸市税务局

智慧税务 伴你前行 优秀

42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河西区税务局 智慧税务更便捷 优秀

43 国家税务总局赣州市税务局 家 优秀

44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一颗娃娃菜的旅程 优秀

45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山县税务局

一粒沙 优秀

46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越向前越美好 优秀

47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海门区税务局 我的爸爸 优秀

48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高明区税务局
汇聚点滴力量 税务为您护航 优秀

49 国家税务总局荆门市税务局 闪亮的日子 优秀



50 国家税务总局兰州新区税务局 向绿而行 因税而美 优秀

51

国家税务总局内江市税务局
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内江市广播电视台
内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税惠非遗 一路同行 优秀

52
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张家界市税务局

致每一个坚守初心的你 优秀

53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唐山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廊坊市税务局

奔赴 优秀

54 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鼓楼区税务局 前行的力量——税务让生活更美好 优秀

55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 税连国脉惠泽民生 优秀

56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充市税务局

守护税收点滴之爱与责任 优秀

57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东城区税务局
点亮梦想 入围

58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办公室 退税减税图鉴 入围

59 国家税务总局商丘市税务局 陪伴 入围

60 国家税务总局晴隆县税务局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入围



61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心声 入围

62 国家税务总局德阳市税务局 便利的电子发票 入围

63 国家税务总局温州市税务局 承诺 入围

64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税务局 贵州速度 入围

65 国家税务总局淮北市税务局 温暖如茶 入围

66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阎良区税务局
携手税收向未来 入围

67
国家税务总局攀枝花市税务局                             

 攀枝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绿色税制，守护未来 入围

68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萧山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
民之所向，税之所行 入围

69 国家税务总局玉环市税务局 父亲的散文诗 入围

70 国家税务总局昆明市税务局 税润花开 入围

71 国家税务总局梧州市税务局 幸福之声 入围

72 国家税务总局昌都市税务局 交响 入围



73 国家税务总局德州市税务局 相“惠” 入围

74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绵阳市税务局

税收优惠促发展 惠企利民向未来 入围

75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 美好生活一起出发 入围

76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高明区税务局
税收让“共同富裕”图景更美 入围

77 国家税务总局兴安盟税务局 你退税了吗？ 入围

78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城阳区税务局 时差 入围

79 国家税务总局郑州市税务局 春风里 入围

80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非接触”一样可以很温暖 入围

81 国家税务总局哈尔滨市税务局 税收助力端牢中国饭碗 入围

82 国家税务总局泰安市税务局 更懂你 入围

83 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 遇到拒开发票怎么办 入围

84
国家税务总局凉山彝族自治州税务局

凉山彝族自治州电视台
关键一票 入围



85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 为你考虑多一点 入围

86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湖里区税务局 绿色税收 为了明天 入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