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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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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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闻作品初评由河北省新闻工作

者协会主办。

网络新闻作品初评定于2019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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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jz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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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石家庄市师范街75号,省直民心广场办公楼2204

房间

附件:1.第三十五届河北新闻奖网络新闻作品初评评选办法

2.河北新闻奖网络新闻作品初评推荐作品目录

3.河北新闻奖网络评论类新闻作品参评推荐表

4.河北新闻奖网络新闻专栏参评作品推荐表

5.河北新闻奖网络新闻专题、新闻访谈、网页设计

作品参评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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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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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

荐优秀网络新闻作品参加河北新闻奖定评,省记协举办河北新闻

奖网络新闻作品初评。

一、参评资格

全省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的由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新闻

单位主办的具有登载新闻业务资质的新闻网站 (不含网络版、电

子版)2018年首次登载的新闻作品。

二、评选项目

1.新闻评论类:新闻网站首发的原创评论,每篇字数不超

过2000字。

2.新闻专题类:用图片、文字、音视频、Flash等多媒体手

段和多种新闻体裁,从不同角度全面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或同一新

闻主题的作品,页面层次结构不少于2层。

3.新闻访谈类:主持人与嘉宾就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新

闻事件或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在线访谈作品,主持人与嘉宾现场

交流谈话内容不少于作品的2/3。本项目不含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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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页设计:网站首页、新闻频道首页或新闻专题首页。

5.新闻专栏:在固定页面有固定名称和链接位置,发布有

共同特征 (同类主题、同类题材、同类体裁)的新闻报道的板

块。要求已连续登载一年以上且年度内登载不少于48周,每周

登载或更新不少于一次的新闻性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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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 “三贴近”要求,

社会效果好。

2.主题鲜明,内容真实,新闻性强,时效性强,文字精炼,

富于创新,能够充分应用网络新技术和多媒体表现手段,体现交

互性强、信息量大等网络特色。

3.新闻评论要求观点鲜明,论点正确、有新意,论据准确,

分析深刻,论述精辟,论证有力,有鲜明的网络特色。

4. 新闻专题要求主题得当,特色鲜明;容量大、采集广、

更新及时;交互性强、表现形式丰富多样;页面结构清晰、逻辑

分明、布局合理,页面设计新颖美观,富有特色,达到形式、内

容与主题思想的完美统一。

5.新闻访谈要求选题恰当,时效性强;嘉宾有代表性、权

威性;谈话主题集中,脉络清晰,结构完整;语言简洁生动流畅

准确;主持人提问、转承自然得当,对现场节奏把握适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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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运用得当。

6.网页设计要求主题鲜明,风格独特;能够完美、准确展

示新闻内容、体现首页功能性;布局合理、富于创新;细节精

致、色彩协调;符合读者阅读习惯,体现新闻性、艺术性和网络

特点的完美统一。

7.网络新闻专栏要求内容选择与栏目定位相适应;形式新

颖,特色鲜明;编排制作精良,社会影响较大,信息量大,交互

性强,有鲜明的网络特色。

四、分配数额

各推荐单位按分配数额推荐作品。

分配数额 参 评 单 位 备　　注

5件

长城新媒体集团 (长城网)、河北新闻
网、共产党员网、石家庄新闻网、张家
口新闻网、承德新闻网、秦皇岛新闻
网、环渤海新闻网、环京津新闻网、衡
水新闻网、邢台网、邯郸新闻网

必须 报 送 不 同
评选项目

　　五、报送须知

1.各推荐单位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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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套文字材料。每套材料装订顺序

为1份参评作品推荐表、1份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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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文字稿要求是首页及3件代表作的打印件。

访谈文字稿要求是在线访谈全部页面的打印件。

专栏文字稿要求是2018年上半年、下半年各1件代表作全

部页面的打印件和2018年每月第2周登载的任意1篇代表作品

的标题目录,每件代表作前请附代表作基本情况。

4.每件参评作品须报送作品名称及链接地址 (电子版)。评

论和网页设计要求为参评作品所在网页;专题要求含所在网站或

频道的页面、专题首页和3件代表作的网页;新闻访谈要求含在

线访谈全部内容的网页 (视频作品须附视频数据);专栏要求含

所在网站或频道的页面、专栏首页和2件代表作的网页。以上内

容请以 “参评项目+标题”命名存储于 U盘,一同报送。

5.参评作品的作者以登载时的姓名、人数、排序为准,送

评时不得变更。

网络新闻评论的作者要填真实姓名,作者超过3人颁发集体

证书,编辑人数不超过1人。网络专题、新闻访谈、新闻专栏主

创人员超过6人颁发集体证书。网页设计主要奖励网页的设计人

员和编辑,超过3人颁发集体证书。

6.未公开发表的作品不能参评。

7.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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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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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网络新闻作品初评中推荐优秀新闻作品参加河北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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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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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新闻奖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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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办法解释权归省记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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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特快专递邮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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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吴志同　孟　龙

联系电话:0311-87902789

电子邮箱:hbxwjp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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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河北新闻奖(网络新闻)作品初评推荐作品目录

　推荐单位:

编号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字数∕

时长

作者
(主创人员)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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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评论类)新闻作品参评推荐表

作品标题

刊播网站 首发日期

网站审批/登记编号 字　数

作品网页地址

作　者
(实名)
(网名)

责　编
(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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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申报材料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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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闻专栏)参评作品推荐表

参评专栏 创办日期 　年　月　日

刊播网站 主办单位

网站审批/登记编号 更新周期

专栏首页链接地址

主创人员
(实名)

联系人 手机

参评专栏简介

　 (包括基本情况、专栏定位、作品评介、形式特点、社会效果等,
不超过2000字,可另行打印)

　　经我单位审核,该作品内容真实,相关申报材料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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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签字:

　 (此表附在每件参评专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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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2

河北新闻奖(网络新闻专栏)

2018年每月第2周代表作品标题

月份 作 品 标 题 作者 (实名) 登载时间
作品网页

地址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此表附在每件参评专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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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河北新闻奖(网络新闻专题、新闻访谈、

网页设计)作品参评推荐表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刊播网站 首发日期

网站审批/登记编号 字数/时长

作品网页地址

主创人员

作

品

评

价

采

编

过

程

社

会

效

果

经我单位审核,该作品内容真实,相关申报材料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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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