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文件

关于举办第三十五届河北新闻奖

广播电视报新闻作品初评的通知

各设区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各有关新闻单位:

第三十五届河北新闻奖广播电视报新闻作品初评由河北省新

闻工作者协会主办。

广播电视报新闻作品初评定于2019年4月举行,报送参评

作品截止时间为2019年2月21日。请各推荐单位务必在截止时

间前寄送参评作品,逾期未报,视为弃权。

河北新闻奖评选办公室将组织新闻教研机构和新闻媒体中品

行正、作风务实、办事公道、熟悉业务的专家组成审核组,按评

选办法和评选细则规定对参评作品材料进行全面审核,提出书面

审核意见,为评选委员会评定作品提供参考依据。未经审核的作

品,不提交评选委员会。

希望各推荐单位加强领导,按照评选办法规定,严格把关,

认真核实参评作品情况,切实推荐优秀作品参加初评。

此 《通知》及附件可在河北记者网 (www.bhjzw.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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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载。

有关评选事宜请与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联系。

联系人:吴志同　孟　龙

电　话:0311-87902789

附件:1.第三十五届河北新闻奖广播电视报新闻作品初评评

选办法

2.河北新闻奖广播电视报新闻作品初评推荐作品目录

3.河北新闻奖广播电视报新闻作品参评推荐表

4.河北新闻奖新闻专栏参评作品推荐表

5.河北新闻奖系列 (连续、组合)报道作品完整目录

河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201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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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三十五届河北新闻奖

广播电视报新闻作品初评评选办法

河北新闻奖是河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全省优秀新闻作

品最高奖,是经省委宣传部批准设立的全省性常设新闻奖,每年

评选一次。为推荐优秀广播电视报新闻作品参加河北新闻奖定

评,省记协举办河北新闻奖广播电视报新闻作品初评。

一、参评资格

参评作品必须是全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广播电视报

2018年度首次刊发的新闻作品。

二、评选项目

1. 消息类:迅速报道新闻事实的新闻作品。字数不超过

1000字 (含标点符号,不含标题、署名、注释等内容,下同)。

2.评论类:对社会关注的新闻事件、热点话题、社会现象

等进行事实分析和说理的新闻作品。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署

名评论等,不包括杂文。字数不超过2000字。

3.通讯与深度报道类:用分析性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

性报道、新闻特写、新闻综述等多种表现手法对新闻人物、事件

等进行深入报道的新闻作品 (含分上、下两期刊发的通讯)。通

讯、新闻特写、新闻综述等不超过3000字,分析性报道、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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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报道、调查性报道不超过4000字。

4.系列 (连续、组合)报道类:系列报道是指围绕某一主

题或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等所做的多角度、多侧面报道。作品

策划性强,单件作品之间关联性强,成系统。连续报道是指围

绕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连续刊发的 “跟踪式”报道。组合报道

是指围绕同一主题、现象、人物、事件在同期同一专题内刊发

的不同体裁的报道。本评选项目不包括系列评论和系列理论文

章,不含将分散发表的、主题或内容相关的报道集纳在一起的

作品。参评该项目的作品,其单件作品不少于3篇。作品字数

以所申报的每篇代表作体裁适用相应项目规定,有一件代表作

超长,即视该组作品为超长作品。刊发时间跨年度的系列报道

和连续报道,按作品结束时的刊发年度申报。

5.新闻专栏:指定期刊发有共同特征 (同类主题、同类题

材、同类体裁)的新闻报道的版块 (单元)。有固定的名称,位

置相对固定和独立 (不含专版、专刊)。

三、评选标准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贯彻团结稳定鼓劲、正

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2.内容真实,具有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好。

3.新闻性、时效性强,主题鲜明,富于创新,语言文字生

动,制作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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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落实 “三贴近”要求,关注体现 “走转改”精神、改进

文风的作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短、实、新作品。

5.消息类作品要求新闻性强、时效性强,语言文字简明扼

要,表述准确,逻辑清晰,有完整的新闻要素,有规范电头。

6.评论类作品要求观点鲜明,论点正确、有新意,论据准

确,分析深刻,论述精辟,论证有力。

7.通讯与深度报道类作品要求主题鲜明,选材典型,事实

准确,结构合理,语言生动,评议、刻画到位,感染力强。

8.系列 (连续、组合)报道类作品要求主题鲜明,结构完

整,报道全面,有深度。

9.新闻专栏要求内容选择与栏目定位、版面位置相适应;

形式新颖,特色鲜明;编排制作精良,社会影响较大。须连续刊

发一年以上且年度内刊发不少于48周,每周刊发不少于一次,

不包括围绕某一重大事件 (主题、活动等)而临时开设的新闻性

专栏。

10.在全部获奖名额中,报刊类超长作品不超过1个。

四、分配数额

各推荐单位按分配数额推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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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数额 参 评 媒 体 备　　注

5件 河北广播电视报

3件

声屏之友报、张家口广播电视报、
承德广播电视报、视听之友报、唐
山广播电视报、廊坊广播电视报、
保定广播电视报、沧州广播电视报、
衡水广播电视报、邢台广播电视报、
邯郸广播电视报

　　系列、连续和组
合报道每个媒体最多
报送1件

　　五、报送须知

1.推荐参评作品时,须用 A4纸打印 《推荐作品目录》 (表

样见附件2),并加盖推荐单位公章,电子版发至:hbxwjpx@

163.com。

2.报送参评作品时,另附1份关于履行报送程序 (包括参

评作品公示时间、地点等情况)的说明,并加盖参评单位公章。

3.每件参评作品须报送25套文字材料,每套由1份参评推

荐表 (附件3)、1份作品组成,并装订在一起。新闻专栏装订顺

序为1份新闻专栏推荐表、1份上半年代表作基本情况、1份上

半年代表作 (剪报清晰复印件)、1份下半年代表作基本情况、1

份下半年代表作 (剪报清晰复印件)、1份刊发作品目录。每件

作品附1套完整样报。参评推荐表须加盖参评单位和推荐单位公

章。

4.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须在开始、中间、结尾三部分中各

选1篇代表作,并附1000字以内报道内容简介;组合报道选择3

件代表作,其字数限制按代表作体裁适用本办法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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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评作品的作者以刊发时的姓名、人数、排序为准,送

评时不得变更,否则将对相关单位、人员按虚报、篡改处理。消

息类、评论类、通讯与深度报道类作品作者超过3人颁发集体证

书,每件作品编辑署名不超过2人 (须与发稿单署名一致)。系

列 (连续、组合)报道参评作品按 “主创人员”申报,包括作品

策划、采写记者、编辑等,按对作品重要程度和人员贡献率排

序,超过7人颁发集体证书。新闻专栏按 “主创人员”申报,包

括栏目策划、采写记者和编辑等,超过6人颁发集体证书。

6.参评作品须由编辑记者民主推荐,经评委会评选,单位

领导班子审核,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后,由领导签字并加盖

单位公章 (盖部门章无效)。

六、奖惩办法

1.从广播电视报新闻作品初评中推荐优秀作品参加河北新

闻奖定评。按照中国记协的有关规定,推荐优秀作品参加中国新

闻奖评选。

2.凡发现参评、获奖作品和相关申报材料存在修改、伪造

及未按规定程序推荐等违规问题,一经核实,省记协将按 《河北

新闻奖评选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七、河北新闻奖广播电视报新闻作品初评委员会由省记协聘

请新闻界有关领导和专家组成。

八、省记协享有获奖作品的使用权。评选办法的解释权归省

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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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寄送须知

1.报送参评作品截止日期为2019年2月21日。逾期未报,

视为弃权。

2.邮寄请用特快专递,以免延误或丢失。

3.寄送地址:石家庄市师范街75号,省直民心广场办公楼

2204房间,省记协秘书处

邮　　编:050051

联 系 人:吴志同　孟　龙

联系电话:0311-8790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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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河北新闻奖(广播电视报)新闻作品
初评推荐作品目录

编号 作 品 标 题 参评项目
作　者

(主创人员)编　辑 刊发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经我单位审核,上述作品内容真实,申报材料情况属实。

(请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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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河北新闻奖(广播电视报)新闻作品

参评推荐表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作　　者
(或主创人员) 责任编辑

系列 (连续、组合)报道
不另报责任编辑

刊发单位 首发日期

刊发版面 作品字数

作

品

评

介

采

编

过

程

社

会

效

果

　　经我单位审核,该作品内容真实,申报材料情况属实。

　　　　 (请加盖参评单位公章)　　 (请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联系人 手机

领导签字:

　 (此表附在每件参评作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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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

河北新闻奖(新闻专栏)参评作品推荐表

栏目名称 创办日期 　　年　月　日

专栏周期 刊发日期

刊发版面 主创人员

参评专栏简介

(包括专栏定位、作品评介、形式体裁、风格特点、受众反映、社

会效果等,不超过2000字,可另附页)

　　经我单位审核,该作品内容真实,相关申报材料属实。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请加盖参评单位公章) (请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联系人 手机

领导签字:

　 (此表附在每件参评专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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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2

参评新闻专栏2018年每月第2周刊发作品目录

月 标　　题 刊发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注:填写连续12个月每月第2周刊发的作品标题,日刊栏目填写每月

第2周任一天刊发的作品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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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河北新闻奖系列(连续、组合)报道作品完整目录

作品标题

序号 单篇作品标题
刊播
日期

字数 作者 编辑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附在系列 (连续、组合)报道参评作品推荐表后,按发表时间排序,
在 “备注”栏注明代表作,3篇代表作必须是从开头、中间、结尾三部

分中各选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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