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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年度浙江省重大主题报道组织奖
获奖单位名单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杭州市委宣传部

宁波市委宣传部

湖州市委宣传部

嘉兴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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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年度浙江省重大主题报道策划创新奖获奖作品目录
（报刊网络组 7件）

序号 题目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溯源新理念 大潮起之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

践”系列报道
浙江日报 集体

2 “我最喜爱的习总书记的一句话”微视频传播、微音频朗读汇活动 浙江在线 集体

3 我在之江读“新语” 共产党员杂志 集体

4 “让我们荡起双桨”大型报网互动策划报道 杭州网、杭州日报 集体

5 从余村走向中国 湖州日报 集体

6 双城记·聚焦嘉兴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建设 南湖晚报 集体

7 用新闻的力量助推浙江自贸区建设——“东西南北 问道自贸”融
媒体新闻行动总结

舟山日报、

舟山广播电视台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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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浙江省重大主题报道策划创新奖获奖作品名单
（广播电视组 5件）

序号 题目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嘉善日——“嘉善县域科学发展”主题报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集体

2 向人民报告 浙江之声 集体

3 “大地的回响——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系列报道 浙江卫视 集体

4 喜迎十九大“五个一”系列宣传
宁波广电集团

多媒体新闻中心
集体

5 大型融媒体新闻行动“潮起杭州湾” 嘉兴广播电视台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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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7年度浙江省重大主题报道优秀作品奖获奖作品目录
（报刊网络组 44件）

一等奖作品（12件）

序号 题目 刊播单位 体裁 作者（主创人员） 编辑

1 迎十九大特别报道•浙江专刊 人民日报 通讯 王慧敏、江南、方敏 彭波、江琳

2 “浙江新使命”组稿 新华社 通讯 集体 袁元

3 攀登世界角膜移植高峰——记浙大邵逸

夫医院眼科主任姚玉峰
光明日报 通讯 严红枫 李春林

4 浙江：最多跑一次是如何实现的 经济日报 通讯 黄平 武力

5 长风浩荡催征帆 浙江日报 评论 王玉宝、杜博、张萍 郭庆、张永贵

6 十九大特别报道 钱江晚报 通讯 集体

7 重磅！关于“八八战略”来听 11位市委书

记原声亮相
浙江新闻客户端 H5 集体

8 红船缘 新蓝网 微视频 集体

9 杭报 TV、AR、H5群落：杭州日报中央

厨房融媒“智造”十九大
杭州日报 TV、AR、H5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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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带一路 宁波先行”——探寻“活化石”
魅力十四城纪行

宁波日报、甬派客户端、

中国宁波网
专题 集体

11 一船红中国 喜迎十九大——践行新理念

的嘉兴微样本
嘉兴日报 系列报道 集体

12 “喜迎十九大·我们向党报告”主题报道 金华日报 系列报道 集体

二等奖作品（12件）

序号 题目 刊播单位 体裁 作者 编辑

1 玉环再改图 人民日报 通讯 王慧敏 费伟伟

2 沉甸甸的报表 沉甸甸的民生——三份报

表看浙江
新华社 通讯

何玲玲、李亚彪、

商意盈
朱冬菊

3 勇立潮头谱新篇杭州互联网法院诞生记 法制日报 通讯 陈东升
杨燕生、

张琼辉

4 浙江“最多跑一次”破壁：从政府承诺到自

我革命
中国新闻社 通讯 柴燕菲、李佳赟 王旻

5 勇立潮头鲁冠球 浙江日报 通讯 邓崴、陈文文 苏靖、刘伟

6 “美丽浙江 百镇争流”2017浙江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网络 PK赛
浙江在线 新闻专题 集体

7 开讲了！村社书记走进省委党校 共产党员杂志

多媒体电

子期刊、

微信专栏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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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湾区来了 浙商杂志 通讯 集体 集体

9 “杭州引力”系列报道 都市快报 系列报道
顾国飞、程超、沈积慧、

林司楠、梁应杰、童蔚

10 “坚定文化自信 创新温州发展”系列评论 温州日报 评论
王丹容、张佳玮、

姜巽林

潘建中、

林秀贝

11 “英雄儿女”系列报道 湖州日报 系列报道 集体

12 卓玉宝人物系列报道 台州日报 系列报道
黄保才、牟同飞、

詹晓霞、马丽、马滨生

三等奖作品（20件）

序号 题目 刊播单位 体裁 作者 编辑

1 从浙江出发践行总书记“两山”理念，中国

环境状况日益改善
中国日报 深度报道 郑金冉、史小风 史小凤

2 浙江：青年创业赶上好时光 中国青年报 通讯 董碧水 集体

3 解析浙茶 农民日报 通讯 蒋文龙、朱海洋 余向东

4 全球首个“10亿吨”大港如何炼就 浙江日报 通讯 刘乐平、张帆 王凯艺 苏靖

5 文化灯塔耀瓯江——温州打造二十四小

时城市书房纪事
浙江日报 通讯 李文芳、林中牧 集体

6 再看义乌“无中生有” 浙江日报 通讯 集体
谭伟东、

吴妙丽

7 东海人文纪行 钱江晚报 通讯 集体 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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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五年，第一次…… 浙江新闻客户端 H5 聂李黛芳、霍翟羿、吴雅茗、 俞熙娜

9 扬帆正当时 起航砥砺行
浙江新闻客户端、

浙江在线
视频 集体

10 嘿，同志！咱们最多就跑一次 新蓝网 H5 集体

11 “新时代 再出发——三十而立的浙江青

年”系列报道
青年时报 系列报道

丛杨、张晶、骆阳、刘永丽、

周淳淳、周巍、陈洁、黄一刚

12 “致敬！唤醒城市的劳动者”系列报道 浙江工人日报 通讯 集体 集体

13 猪场里写就不朽“论文” 科技金融时报 人物通讯
孟佳韵、褚田芬、

邵敏
王宝聪

14
“两山论”引领下的农业绿色发展之路

——浙江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试点省

建设纪实

农村信息报 通讯 金国栋 杨辉、孙燕勤

15
“衢州缘何频现‘最美教师’” “为何他们的

青春如此闪亮” “最美教师，风景‘浙’里
好”

浙江教育报 系列报道
于佳、陈蓓燕、张乐琼、

金澜、陈蓓燕、于佳

16 总书记之问引出红色传奇故事 宁波晚报 通讯 杨静雅、石承承 任晓云、钱浩

17 “总引擎·新动能”主题报道 绍兴日报
消息、评论、

述评、特刊、

系列报道

集体

18 金华古道 金华日报 融媒体
李艳、章果果、许健楠、

张海滨、叶骏、汪蕾
陈东、劳剑晨

19 衢州“最多跑一次”改革攻坚系列报道 衢州日报 系列报道
蓝晨、徐双燕、

葛志军、毛水华、徐颖之

20 唱支山歌给党听 丽水日报 系列报道
丁小伟、陈安、王巷扉、张李杨、

叶浩博、聂陈杰、李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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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浙江省重大主题报道优秀作品奖获奖作品目录
（广播电视组 28件）

一等奖作品（6件）

序号 题目 刊播单位 体裁 主创人员

1 迎十九大特别节目“还看今朝——浙

江：勇立潮头”
中央电视台、浙江卫视 直播 集体

2 潮起钱江 浙江之声 系列报道 集体

3 走进品字标“浙江制造” 浙江电台交通之声 系列报道
徐莞秋、陈杨、陈璐媛、姚菲菲、

安建军、鲍平、戴家琪

4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第二季：红船 浙江卫视 系列报道 集体

5 勇立潮头 浙江卫视 专题片 集体

6 潮涌东方 宁波电视台 政论片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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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作品（11件）

序号 题目 刊播单位 体裁 主创人员

1 第四届世界浙商大会系列报道“天下

浙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系列报道 集体

2 嘉善县域科学发展启示录 中央电视台 系列报道 集体

3 探访新零售 浙江电台经济频道 系列报道
陈瑶、曹颉、应稚、

谢嘉威、叶晓刚

4 （喜迎十九大 城市面孔）杭州：创业

创新 梦想之城
浙江卫视 专题 集体

5 喜迎十九大·旗行钱塘 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 系列报道
汪迎忠、毛晓慧、陈潇夏、余婕、

吴晨、应玮婷、沈海强、徐佳佳

6
为爱奔跑—访十九大基层党代表宁波

市公安局北仑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

胡朝霞

宁波广电集团新闻广播 新闻访谈 集体

7 遵循总书记的嘱托——湖州从“两山”
理念发源地走向样板地

湖州广播电视台 新闻专题 陆立、胡霜、朱熙挺、夏军

8 提问 中国化纤双子星 嘉兴广播电视台 系列报道 李晓钰、邓涛、朱燕萍、杨明松

9 创新农业供给的绍兴图景 绍兴广播电视台 系列报道
季志良、庞雯娜、杨晨、周婵瑾、

汪海东、李晓、陈园 季志良、

孙惠强

10 人民在心中 金华电视台 新闻专题
何立、楼伟民、黄鹤、金燕晓、

叶丰鸣、姜谦、李慧

11 “精准扶贫”丽水在行动 丽水广播电视台 系列报道
吴峰平、董枫、尹世平、陈微、

傅霄虹、 潘一小、雷东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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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作品（11件）

序号 题目 刊播单位 体裁 主创人员

1 浙江：让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 中央电视台 主题报道 集体

2 “飞扬访谈：对话十九大代表”系列访谈 浙江之声 系列访谈 杨磊、毛晓琼、沈泽南、夏海云

3 “读中国”专题系列 浙江电台经济频道 社教专题 舒馨、陈瑶、舒馨、陈瑶

4 点赞青年党员
浙江电视台

民生休闲频道
系列报道

李秀平、姜岩辉、陆远鹏、

张朝拯、吴凯、鲍祺军

5 标准浙江行
浙江电视台

经济生活频道
系列报道 集体

6 国之骄傲 青年工匠—记第 44届世界

技能大赛冠军蒋应成和崔兆举

浙江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新闻专题

赵敏、王婷婷、

金俊、张晟、庄勤珠

7 “最多跑一次 民情加速度”系列报道 杭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 系列报道 陈雷、章凯静、尹新凯、章琦

8 温州公安启动“百万申请网上办”平台

把服务窗口放进群众口袋
温州广播电视台 消息 陈大柿、吴桅

9 小衢和小绿的幸福生活 衢州广电传媒
系列报道

（动画）
集体

10 潮涌筑梦义甬舟 “一带一路”谱新篇 舟山广播电视台等 广播直播 集体

11 逐梦新蓝海 舟山广播电视台 系列报道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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