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发证机关 申报机构 剧名 集数 许可证号 发证日期

1 总局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

有限公司
爱的厘米 44

（广剧）剧审字
（2020）第023号

2020/10/29

2 总局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金色索玛花 20
（广剧）剧审字
（2020）第024号

2020/10/30

3 总局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
乡村篮球队 35

（广剧）剧审字
（2020）第025号

2020/10/30

4 总局
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

传媒有限公司
我有特殊沟通技巧 26

（广剧）剧审字
（2020）第026号

2020/10/30

5 总局
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
人民总理周恩来 40

（广剧）剧审字
（2020）第027号

2020/11/12

6 总局
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

心
谎言真探 16

（广剧）剧审字
（2020）第028号

2020/11/23

7 总局
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

心
你是我的城池营垒 40

（广剧）剧审字
（2020）第029号

2020/12/03

8 总局
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

心
巡回检察组 43

（广剧）剧审字
（2020）第030号

2020/12/10

9 总局
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

心
也平凡 31

（广剧）剧审字
（2020）第031号

2020/12/10

10 总局
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

心
卧底警花 35

（广剧）剧审字
（2020）第032号

2020/12/24

11 总局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
跨过鸭绿江 40

（广剧）剧审字
（2020）第033号

2020/12/24

12 北京局 北京响巢投资有限公司 战火熔炉 13
（京）剧审字

（2020）第027号
2020/10/22

13 北京局
北京唐声汉影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创想季 39

（京）剧审字
（2020）第028号

2020/10/30

14 北京局
北京鸿浩影视文化有限

责任公司
我的单板女孩 18

（京）剧审字
（2020）第029号

2020/10/30

15 北京局
北京左城右隅影视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好好说话 40

（京）剧审字
（2020）第030号

2020/11/17

16 北京局
龙虎风云（北京）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万物生 40

（京）剧审字
（2020）第031号

2020/11/27

17 北京局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

司
了不起的女孩 36

（京）剧审字
（2020）第032号

2020/11/27

18 北京局
北京天沐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长江人家 40

（京）剧审字
（2020）第033号

2020/11/27

19 北京局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

司
生活万岁 38

（京）剧审字
（2020）第034号

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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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北京局
北京金色池塘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烽烟尽处 39

（京）剧审字
（2020）第035号

2020/12/25

21 北京局
响想时代娱乐文化传媒

（北京）有限公司
八零九零 40

（京）剧审字
（2020）第036号

2020/12/30

22 北京局
北京东王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血盟千年 44

（京）剧审字
（2020）第037号

2020/12/31

23 北京局
北京华谊兄弟娱乐投资

有限公司
古董局中局之掠宝

清单
46

（京）剧审字
（2020）第038号

2020/12/31

24 陕西局
西安曲江影视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号手就位 50

（陕）剧审字
（2020）第009号

2020/11/27

25 陕西局
西安曲江影视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盛装 31

（陕）剧审字
（2020）第010号

2020/12/18

26 上海局
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爱的理想生活 43

（沪）剧审字
（2020）第016号

2020/10/10

27 上海局
上海好故事影视有限公

司
有翡 51

（沪）剧审字
（2020）第017号

2020/10/26

28 上海局
上海颖立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你好，对方辩友2 30

（沪）剧审字
（2020）第018号

2020/10/26

29 上海局
上海兴格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谷鼓齐鸣 37

（沪）剧审字
（2020）第019号

2020/11/13

30 上海局
丰果影业（上海）有限

公司
长河大典（第一

季）
6

（沪）剧审字
（2020）第020号

2020/11/25

31 上海局 上海广播电视台 大江大河2 39
（沪）剧审字

（2020）第021号
2020/12/16

32 上海局
上海剧酷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亲爱的，挚爱的 38

（沪）剧审字
（2020）第022号

2020/12/17

33 上海局 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 两个人的上海 38
（沪）剧审字

（2020）第023号
2020/12/23

34 上海局
上海青新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起跑线 40

（沪）剧审字
（2020）第024号

2020/12/29

35 上海局
上海慈文影视传播有限

公司
椰树高中之蒙面大

叔
3

（沪）剧审字
（2020）第025号

2020/12/29

36 江苏局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石头开花 20

（苏）剧审字
（2020）第006号

2020/11/11

37 江苏局 南京广播电视台 妈妈在等你 47
（苏）剧审字

（2020）第007号
2020/12/03

38 江苏局
启蒙影业（无锡）有限

公司
假日暖洋洋 35

（苏）剧审字
（2020）第008号

2020/12/16

39 江苏局
江苏稻草熊影业有限公

司
一起深呼吸 40

（苏）剧审字
（2020）第009号

2020/12/29

40 浙江局
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

公司
斗罗大陆 40

（浙）剧审字
（2020）第006号

20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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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浙江局
浙江东阳昇格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
英雄觉醒 36

（浙）剧审字
（2020）第007号

2020/11/06

42 浙江局
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
热血枪手 36

（浙）剧审字
（2020）第008号

2020/11/30

43 浙江局
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

公司
流金岁月 40

（浙）剧审字
（2020）第009号

2020/12/01

44 浙江局
杭州福润影视策划有限

公司
美好的日子 48

（浙）剧审字
（2020）第010号

2020/12/07

45 浙江局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

公司
长歌行 50

（浙）剧审字
（2020）第011号

2020/12/28

46 浙江局
浙江东阳新媒诚品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一见倾心 38

（浙）剧审字
（2020）第012号

2020/12/28

47 浙江局 浙江金溪影视有限公司 我和我们在一起 35
（浙）剧审字

（2020）第013号
2020/12/28

48 浙江局
浙江东阳浩瀚影视娱乐

有限公司
我是真的爱你 40

（浙）剧审字
（2020）第014号

2020/12/31

49 浙江局
云舍影视文化传媒（杭

州）有限公司
请多关照 20

（浙）剧审字
（2020）第015号

2020/12/31

50 浙江局
浙江海宁国爱文化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玫瑰与饼干 31

（浙）剧审字
（2020）第016号

2020/12/31

51 浙江局
东阳欢娱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
玉楼春 45

（浙）剧审字
（2020）第017号

2020/12/31

52 浙江局
浙江晟喜华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良辰好景知几何 43

（浙）剧审字
（2020）第018号

2020/12/31

53 浙江局
东阳欢娱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
传家 53

（浙）剧审字
（2020）第019号

2020/12/31

54 浙江局
平湖振耀鸣珂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平湖往事 36

（浙）剧审字
（2020）第020号

2020/12/31

55 湖南局
湖南天娱影视制作有限

公司
江山如此多娇 31

（湘）剧审字
（2020）第003号

2020/11/18

56 湖南局 湖南广播电视台 这就是生活 40
（湘）剧审字

（2020）第004号
2020/11/18

57 湖南局 湖南广播电视台 当天真遇见爱情 40
（湘）剧审字

（2020）第005号
2020/12/22

58 湖南局 湖南芒果娱乐有限公司 别想打扰我学习 24
（湘）剧审字

（2020）第006号
2020/12/29

59 福建局
厦门飞宝无限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蓝焰突击 33

（闽）剧审字
（2020）第004号

2020/12/25

60 福建局
厦门市天下集美文广传

媒有限公司
顾靖尧与林湘君 39

（闽）剧审字
（2020）第005号

2020/12/31

61 广东局 广东广播电视台 追时代（第一季） 20
（粤）剧审字

（2020）第010号
20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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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广东局 广东广播电视台 追时代（第二季） 20
（粤）剧审字

（2020）第011号
2020/11/23

63 广东局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天南地北深圳人 41
（粤）剧审字

（2020）第012号
2020/12/02

64 广东局 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天作之合 2
（粤）剧审字

（2020）第013号
2020/12/14

65 广东局 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开心一家人 20
（粤）剧审字

（2020）第014号
2020/12/14

66 广东局 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飞来横福 2
（粤）剧审字

（2020）第015号
2020/12/16

67 广东局 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姐妹结 2
（粤）剧审字

（2020）第016号
2020/12/16

68 广东局 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夜风沉醉 2
（粤）剧审字

（2020）第017号
2020/12/30

69 四川局
四川星空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紧急公关 40

（川）剧审字
（2020）第003号

2020/10/28

70 四川局
绵阳文化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
红灯记 40

（川）剧审字
（2020）第004号

2020/12/02

71 重庆委 重庆广播电视总台 深潜 50
（渝）剧审字

（2020）第004号
2020/12/30

72 云南局
云南金彩视界影业股份

有限公司
我们的西南联大 40

（云）剧审字
（2020）第003号

2020/11/19

73 新疆局
喀什飞宝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小女霓裳 40

（新）剧审字
（2020）第002号

2020/12/30

74 海南厅
海南双豪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找好男人嫁了吧 36

（琼）剧审字
（2020）第001号

2020/12/09

75 吉林局
吉林省东北风影视剧制

作有限责任公司
鲜花盛开的山村 40

（吉）剧审字
（2020）第001号

2020/10/09

76 江西局
上饶市司艺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像我们这样奋斗 37

（赣）剧审字
（2020）第001号

2020/12/07

77 山东局 烟台市广播电视台 燃烧大地 38
（鲁）剧审字

（2020）第003号
2020/10/30

78 山东局
山东赤蓝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
我们的小康时代 31

（鲁）剧审字
（2020）第004号

2020/10/30

79 山东局
青岛鲸屿万泽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无忧面包店（第二

部）
24

（鲁）剧审字
（2020）第005号

2020/11/06

80 山东局
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

公司
温暖的味道 40

（鲁）剧审字
（2020）第006号

20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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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阳光之下》，原名《掌中之物》，40集，（京）剧审字（2019）第064号，发证日期：2019年12月27日，现更名
为《阳光之下》，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2.《明天我们好好过》，原名《不婚女王》，45集，（沪）剧审字（2018）第029号，发证日期：2018年9月30日，现
更名为《明天我们好好过》，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3.《绝地反击》，原集数43集，（京）剧审字（2019）第024号，发证日期：2019年4月26日，现变更集数为40集，在
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4.《兄弟情谊》，原名《明星兄弟》，45集，（浙）剧审字（2015）第052号，发证日期：2015年12月16日，现更名
为《兄弟情谊》，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5.《谁与同行》，原名《闺蜜同行》，35集，（桂）剧审字（2020）第002号，发证日期：2020年9月11日，现更名为
《谁与同行》，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6.《兄弟营》，原集数45集，（鄂）剧审字（2018）第001号，发证日期：2018年5月14日，现变更集数为39集，在原
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7.《如意芳霏》，原集数48集，（沪）剧审字（2020）第010号，发证日期：2020年7月29日，现变更集数为40集，在
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8.《舒克与桃花》，原集数42集，（京）剧审字（2017）第003号，发证日期：2017年1月18日，现变更集数为40集，
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9.《我的不惑青春》，原集数43集，（京）剧审字（2019）第030号，发证日期：2019年6月3日，现变更集数为40
集，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10.《铁血殊途》，原集数44集，（京）剧审字（2018）第001号，发证日期：2018年1月3日，现变更集数为43集，在
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11.《了不起的儿科医生》，原集数48集，（京）剧审字（2019）第065号，发证日期：2019年12月27日，现变更集数
为44集，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12.《正道无敌》，原名《隐战》，49集，（广剧）剧审字（2019）第004号，发证日期：2019年3月27日，现更名为
《正道无敌》，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13.《正青春》，原集数53集，（京）剧审字（2019）第037号，发证日期：2019年7月26日，现变更集数为47集，在
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14.《那时的我们》，原集数40集，（新）剧审字（2019）第003号，发证日期：2019年7月12日，现变更集数为39
集，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15.《装台》，原名《我待生活如初恋》，42集，（陕）剧审字（2020）第002号，发证日期：2020年3月9日，现更名
为《装台》，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16.《大秦赋》，原名《大秦帝国之天下》，80集，（广剧）剧审字（2020）第006号，发证日期：2020年3月20日，
现更名为《大秦赋》，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17.《瞄准》，原集数60集，（浙）剧审字（2019）第025号，发证日期：2019年12月25日，现变更集数为57集，在原
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18.《奶爸当家》，原集数43集，（浙）剧审字（2016）第014号，发证日期：2016年6月20日，现变更集数为42集，
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19.《青春创世纪》，原集数49集，（京）剧审字（2020）第024号，发证日期：2020年9月4日，现变更集数为47集，
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20.《绝代双骄》，原集数53集，（浙）剧审字（2018）第035号，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4日，现变更集数为44集，
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21.《阳光正好依然是你》，原名《万水千山总是情》，48集，（浙）剧审字（2017）第019号，发证日期：2017年8
月14日，现更名为《阳光正好依然是你》，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22.《玲珑》，原集数44集，（津）剧审字（2020）第003号，发证日期：2020年9月15日，现变更集数为40集，在原
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23.《青春向前冲》，原名《青春二月当艳阳》，40集，（浙）剧审字（2018）第002号，发证日期：2018年3月13
日，现更名为《青春向前冲》，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24.《那年小米正芬芳》，原集数50集，（川）剧审字（2018）第003号，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4日，现变更集数为
48集，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25.《燕云台》，原集数50集，（沪）剧审字（2020）第014号，发证日期：2020年9月15日，现变更集数为48集，在
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26.《隐秘而伟大》，原集数55集，（湘）剧审字（2019）第006号，发证日期：2019年9月26日，现变更集数为51
集，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27.《亲爱的设计师》，原集数40集，（沪）剧审字（2017）第038号，发证日期：2017年12月28日，现变更集数为38
集，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28.《与晨同光》，原集数48集，（京）剧审字（2019）第011号，发证日期：2019年1月31日，现变更集数为44集，
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29.《情深缘起》，原集数56集，（沪）剧审字（2018）第023号，发证日期：2018年9月21日，现变更集数为48集，
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30.《我的漂亮朋友》，原集数44集，（沪）剧审字（2020）第012号，发证日期：2020年8月24日，现变更集数为42
集，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31.《红色使命》，原名《龙潭双枪》，42集，（川）剧审字（2018）第005号，发证日期：2018年12月28日，现更名
为《红色使命》，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32.《越过山丘》，原集数45集，（京）剧审字（2019）第047号，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7日，现变更集数为44集，
在原许可证上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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