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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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驻冀主要新闻单位新闻作品评选的通知

中央驻冀主要新闻单位:

第三十五届河北新闻奖中央驻冀主要新闻单位新闻作品评选

定于2019年4月举办,报送参评作品截止时间为2019年2月21

日。请各单位按照评选办法规定,严格把关,认真核实参评作品

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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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通知》及附件可在河北记者网 (www.hbjzw.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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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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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驻冀主要新闻单位新

闻作品评选办法

2.河北新闻奖推荐作品目录

3.河北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

4.河北新闻奖新闻访谈节目、新闻现场直播参评作

品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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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驻冀主要新闻单位新闻作品评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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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参评资格

参评作品必须是中央驻冀主要新闻单位原创并在2018年度

内首次刊播的新闻作品。

二、评选项目

1.消息类:迅速报道新闻事实的新闻作品。报纸、通讯社

作品长度不超过1000字,广电作品时间不超过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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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评论为主的述评性节

目。报纸、通讯社作品长度不超过2000字,广播作品不超过15

分钟,电视作品不超过40分钟。

3.通讯与深度报道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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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分析性报道、解释性报道、调

查性报道、新闻特写、新闻综述等。通讯、新闻特写、新闻综述

等不超过3000字,分析性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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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4000字。

4.新闻专题类:从不同角度报道、分析同一新闻事件、新

闻人物、社会现象的新闻作品。包括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调

查性报道、新闻特写、新闻综述 (含电视新闻纪录片和分上、下

两期刊发的专题)等。广播作品不超过30分钟;电视作品不超

过45分钟。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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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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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不同体

裁的报道。本评选项目不包括系列评论和系列理论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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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新闻现场直播类:指与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同步

播出,集现场报道、背景介绍与事态分析等于一体的新闻节目。

要求必须以自采新闻现场音像信号为直播主体,采用音像资料的

时长不超过整个节目时长的1/3。不包括纪念会、报告会、文艺

演出、工程庆典、剪彩仪式、活动开幕式和以演播室直播谈话等

为主体的节目。

7.新闻访谈节目类:主持人与嘉宾就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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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谈话节目和新闻人物访谈节目,

要求主持人与嘉宾现场交流谈话占整个节目时长不少于2/3。节

目时长不超过1小时。

8.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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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真实,新闻性强,时效性强,主题鲜明,富于创新,

语言文字生动,制作精良,感染力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3.在同等条件下,短小精炼的作品优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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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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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通讯与深度报道类作品要求主题鲜明,材料典型,事实

准确,结构合理,语言生动,评议、刻画到位,感染力强。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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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广播电视新闻专题要求主题鲜明,材料典型,事实准确,

结构合理,语言 (声音、画面)生动,有细节,有深度,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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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运用得当,有感染力。

9.广播、电视新闻现场直播要求主题重大,策划周密,能

够全面迅速准确地采集与传播新闻现场的重要信息,导播调度合

理,主持应变机敏,音质画面清晰。

10.广播、电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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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内

容与节目定位、播出时段相适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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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运用得

当。

11.内参报道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全面真实地反映情况,防

止以偏概全。坚持内外有别,严格遵守内参报道纪律,坚持讲政

治,坚持依法监督。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一致性。

主题重大,对领导机关决策有参考、启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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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件 人民日报社河北分社、新华社河北分社

4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河北记者站、中央电视台驻河北记者

站、光明日报驻河北记者站、经济日报驻河北记者站、科

技日报驻河北记者站、工人日报驻河北记者站、法制日报

驻河北记者站、中国青年报驻河北记者站、农民日报驻河

北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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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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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盖参评单位公章。

2.每件参评作品须报送20套文字材料,每套由1份参评推

荐表 (附件3)、1份作品 (报纸为剪报清晰复印件,广电作品为

文字稿)组成,并装订在一起。报纸作品须附1份完整样报。参

评推荐表须加盖单位公章。广电作品文字稿内容要求同原播出作

品一致,段落清晰完整,文字与标点符号使用正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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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超过3件代表作,其长度限制按代表作体裁适用本办法中的规定。

4.广电新闻访谈节目、新闻现场直播须在参评推荐表后附1

份2000字以内的作品简介。

5.广播电视作品须提交1份该作品原版播出作品复制件。

原版播出作品请复制为数据文件储存在 U 盘中,文件以参评项

目+标题命名,如 “广播专题　太行新愚公———李保国”。广播

作品复制为音质较好的 MP3格式文件;电视作品复制为 MP4格

式文件。复制时不得对作品播出原版进行重新录制、编制,不得

删除片花、广告等任何内容。播出时含有片头、片尾的独立作

品,务必完整复制片头、片尾内容。复制后请务必检查作品内容

是否完整;音质、画面是否清晰;播出是否流畅,能够前进、后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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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连续、组合)报道代表作的音视频文件须在文件末端

注明代表作序号,如 “广播系列　太行山上红苹果　代表作1”。

6.参评作品的作者以刊播时的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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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字类作品参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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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连续、组合)报道按 “主创人

员”申报,超过7人颁发集体证书。内参作品作者超过3人颁发

集体证书。广播、电视作品参评项目:广播、电视作品按 “主创

人员”申报。消息类、评论类,广播作品主创人员超过4人颁发

集体证书,电视作品主创人员超过5人颁发集体证书。新闻专题

类,广播作品主创人员超过5人,电视作品主创人员超过6人

(超30分钟的电视作品,主创人员超7人)颁集体证书。系列

(连续、组合)报道广播作品主创人员超过7人颁发集体证书,

电视作品主创8人。新闻访谈超过6人颁发集体证书。新闻现场

直播广播作品主创人员超过8人,电视作品主创人员超9人颁发

集体证书。新闻节目编排超过3人颁发集体证书。内参作品超过

4人颁发集体证书。

7.个别超过规定长度的作品,各参评单位要从严掌握,并

须经主要领导签署特别推荐意见,方可参评。

8.所有参评作品须是原刊播的作品,不得为参加评奖重新

修改、编排、制作;参评作品须由编辑记者民主推荐,经领导班

子集体审议,在本单位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后,由领导签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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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单位公章 (盖单位部门章无效),附上规定的推荐材料,一

并报送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六、中央驻冀主要新闻单位参评作品评选委员会由省记协聘

请新闻界有关领导和专家组成。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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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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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民心广场办公楼

2204房间

联 系 人:吴志同　孟　龙

电 　 话:0311—8790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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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河北新闻奖推荐作品目录

编号 作 品 标 题 参评项目
作　者

(主创人员) 刊播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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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作　　者
(主创人员)

刊播单位 首发日期

刊播栏目
(版面) 作品长度

作

品

评

介

制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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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手机

领导签字:

　 (此表附在每件参评作品前)

—11—



附件4

河北新闻奖新闻访谈节目、新闻现场直播

参评作品推荐表
标　　题 参评项目

播出频道 播出单位

播出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节目时长

主创人员

参

评

作

品

简

介

　　经我单位审核,该作品内容真实,相关申报材料属实。

(请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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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