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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部门 项目名称 周期

中央纪委监察部

（2项）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5年

党风廉政建设好新闻奖 2年

中央

办公厅

（５项）

全国党政系统机要密码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5年

全国机要交通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5年

中直机关事务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4年

全国档案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4年

全国保密工作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4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

（２项）

“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新闻奖 2年

人大新闻奖 2年

全国政协办公厅

（３项）

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和先进承办单位 5年

全国政协好新闻 2年

政协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2年

最高

人民

法院

（4项）

全国模范法院和全国模范法官 5年

全国优秀法院和全国优秀法官 2年

全国法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2年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2年

最高

人民

检察院

（4项）

全国检察机关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5年

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和杰出检察官 3年

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 4年

检察业务优秀集体和业务能手 3年

中央

组织部

（５项）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 5年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5年

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 5年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先进党支部 3年

全国组织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3年

中央

宣传部

全国道德模范 2年

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文明单位 3年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5年 2次



主办部门 项目名称 周期

（５项） 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单位 2年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

者
3年

中央

统战部

（３项）

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5年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评

选表彰
5年

全国统战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3年

中央

政法委

（３项）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5年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新闻作品 2年

涉法涉诉信访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3年

中直

工委

（９项）

中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5年

中直机关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五四红旗团委（团支

部）
1年

中直机关文明单位 3年

中直机关“五好文明家庭” 2年

中直机关模范职工之家、模范职工小家和优秀工会工作者 5年 2次

中直机关五一劳动奖状、五一劳动奖章 1年

中直机关青年文明号 2年

中直机关青年五四奖章 1年

中直机关青年岗位能手 2年

中央国家机关

工委

（６项）

中央国家机关“创建文明机关、争做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
3年

中央国家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5年

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状、五一劳动奖章 5年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文明号” 2年

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五四红旗团委（团

支部）
2年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 2年

中央编办

（2项）

全国机构编制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5年

全国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3年以上

中央党校

（２项）

全国党校系统科研成果 2年

马克思主义研究优秀成果 2年

中央 全国党史部门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 5年



主办部门 项目名称 周期

党史

研究室

（２项）

全国党史部门党史研究优秀成果 3年

全国

总工会

（８项）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工人先锋号 1年

全国工会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 5年

全国“安康杯”竞赛活动评比表彰 2年

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表彰 3年

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 2年

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评选表彰 2年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小家和优秀工会工作者 5年 2次

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标兵 2年

共青团

中央

（10 项）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年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

支部）
1年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2年

青年文明号 2年

中国青年创业奖 2年

“母亲河”奖 2年

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2年

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组织奖、项目奖 2年

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2年

全国优秀少先队员、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全国优秀少先队集

体
2年

全国

妇联

（8项）

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 1年

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2年

全国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5年

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2年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2年

全国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5年

中国儿童慈善奖 2年

中国妇女慈善奖 2年

中国

中国戏剧奖 2年

中国电影金鸡奖 2年



主办部门 项目名称 周期

文联

（14 项）
大众电影百花奖 2年

中国金钟奖 2年

中国美术奖 5年

中国曲艺牡丹奖 2年

中国舞蹈荷花奖 2年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2年

中国摄影金像奖 2年

中国书法兰亭奖 2年

中国杂技金菊奖 3年

中国电视金鹰奖 2年

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5年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 2年

中国

作协

（4项）

鲁迅文学奖 3年

茅盾文学奖 4年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3年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3年

中国

科协

（8项）

中国青年科技奖 2年

“讲理想、比贡献”活动先进集体、科技标兵、优秀组织者 2年

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创建活动 2年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1年

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 5年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年

王大珩光学奖 2年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 2年

中国

侨联

（4项）

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中国侨界杰出人物 5年

全国侨联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 5年

全国侨联系统先进基层组织、先进个人 5年

侨界贡献奖 2年

中国

法学会

（3项）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 3年

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 5年

全国法学会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5年

中国 中国新闻奖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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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协

（2项）
长江韬奋奖 2年

全国台联

（1项）
全国台联系统信息表彰 2年

中国贸促会

（1项）
全国贸促工作先进单位 3年

中国

残联

（4项）

残疾人事业好新闻奖 2年

全国残疾人体育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4年

全国自强模范暨扶残助残表彰 5年

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3年

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

（2项）

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5年

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 2年

宋庆龄

基金会

（3项）

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 2年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 2年

孙平化日本学术奖励基金 3年

中华职教社

（1项）
黄炎培职业教育奖 2年

中国计生协会

（1项）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5年

全国

工商联

（4项）

全国工商联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含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
5年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 2年

全国就业与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暨“关爱员工、实现双赢”

表彰
2年

光彩事业国土绿化贡献奖 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