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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重大主题报道奖优秀作品奖获奖作品目录 

一等奖作品（17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作者（主创人员） 编辑 刊发单位 

报刊类 

1.  
冲寒先已笑东风——新春浙江民营企业走

访实录 
何玲玲 沈锡权 商意盈 刘富 雷敏 新华社 

2.  企业精耕细作 迈向高质量发展 李中文 江南 吴丹 人民日报 

3.  《这不仅仅是一台高难度手术》 
严红枫 姜奕名 刘宇航 胡

晓军 

集体（张政 李春林 

毕玉才 刘昆 张

淼） 

光明日报 

4.  

盛世修大典 丹青耀古今——国家重大出

版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出版纪

事 

集体（曾福泉 林梢青 吴蒂 李

月红） 

童颖骏  竺大文 刘

伟 
浙江日报 

5.  初心如磐印征程 李攀 
金波 张永贵 王玉

宝 
浙江日报 

6.  浙江经济何以表现抢眼 黄平 武力 经济日报 

7.  
瓯越回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书写

新时代温州民营经济新篇章 

潘建中  胡恩强   王丹容 张佳

玮 姜巽林 章映  柯哲人 叶

凝碧  周大正   夏晶莹  王民悦  

杨世朋 郑序 

林秀贝 严芒芒 

马真正 
温州日报 

8.  

向海——绍兴“拥抱大湾区 融入长三角”

系列述评：《绍兴之醒》《绍兴之行》《绍兴

之新》 

何瑛儿 裴金红 钟兰花 
单滨新 

何国永 丁兴根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绍

兴日报 

广播电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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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底气在这里>浙江篇<弄潮钱塘>》 
王贵山 张国亮 陈瑜艳 曹

美丽 杜金明 
冯会玲 肖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

中国之声 

10.  《声动浙江》 集体 集体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

播》 

11.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何盈 高珧 梁烨 杨军威 杨少

鹏 倪铮 叶海春 于晨 

集体（罗潇 金坚 刘

浪 林侃） 
中央电视台 

12.  基层减负“加减法” 杨川源 叶欢娜 王超栋 赵林 邵一平 浙江卫视 

13.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第四季《浙江精

神》 
集体 程波 周新科 刘艳琼 浙江卫视 

14.  八任书记的八个“第一” 
林婷 牟毅 刘挺 茅伟光 杨妮 

蒋荣良 林芝蔚 
杨妮 白金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新媒体类 

15.  深藏功名！英雄的名字叫老兵 王霁月 刘彦辰 许婷 吕然 孙文 新蓝网 

16.  “红旗美如画”大型革命主题融合式直播 
王晓伟 王志芳 徐峰 朱宁

晖 江国军 王列 周勇 
郑琦 王胜国 吴敬 长兴广播电视台 

17.  《“浙江领导干部谈初心”系列短视频》 

集体（李灿 王璐怡 黄珍珍 

沈吟 万笑影 霍建虹 胡翔

宇 张幼青等） 

管哲晖 何苏鸣  
浙江日报 浙江新闻客

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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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作品（24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作者（主创人员） 编辑 刊发单位 

报刊类 

1.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共和国发展

成就巡礼”栏目） 

《初心似锦照红船 之江潮起再扬帆——

浙江续写 70载砥砺奋进壮丽篇章》 

何玲玲 李亚彪 方问禹 

王俊禄 
杰文津 刘富 新华社 

2.  浙江开启乡村经营新时代 集体 施维 
农民日报社浙江记者

站 

3.  长三角一体化观察系列 
苏靖 施力维 肖未 顾雨

婷 

裘一佼 沈建波 刘

伟 
浙江日报 

4.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特别报道，打卡

解放路》 
集体 集体 钱江晚报 

5.  
我的祖国我的城·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特别报道 
集体 

集体（万光政 沈旭

微 姚丽萍等） 
杭州日报 

6.  最好听的思政课 章萍  李臻 
曾嘉 万建刚 余维

新 
现代金报 

7.  

《山早村重生记》《“0 票反对”炼成记》

《山村变形记》等“主题教育在基层”系列报

道 

吴瑞珍 周向勇 李雪锋 吕进

科 谢树华 陈恩欣 张新彤 

蒋文泽 李伟康 何群芳 汤琰

琰 黄云峰 潘贤群 

施文洪 陈东升 项丹

妮 
温州都市报 

8.  “壮丽 70年·画里画外话变化”系列报道 集体 
施卫华 杨自强 张

春荣 
嘉兴日报 

9.  “赶考 70年  金华亮答卷” 

王春雷 徐朝晖 黄晓华 

盛游 张帅 唐宇昕 孙媛

媛 

方青云 杨准 金华日报 

10.  寻迹·台州传产业之前世今生 集体（林学富 沈海洲 王有 集体（黄保才 陈小 台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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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张超 沈海珠 周丽丽 

李平 颜静 陈赛娇 施炜 

王依妮 

波 陈永渊 赵宗彪 

胡文雄 

11.  

大写的人民·丹青颂之《丹青为人民抒写》 

《未名湖畔阐述“中国梦”》《人民在我心

中——当代美术家 70 人寄语 70年》 

周懿 叶芳芳 黄俊娴   

庄燕琳 俞越 王簃轩  厉

亦平 

杨丽 崔艳 唐永明 美术报 

广播电视类 

12.  我家住在解放路 
郑媛 朱乐艳 陈慧婷 华

虹 章琦 
傅继昌 熊丽 金波 

杭州电台新闻综合频

率（FM89） 

13.  风起长三角 听！来自示范区的改革强音 沈育霞 沈甜 屈霞 朱宇虹 沈炳忠 徐英 张锦岐 嘉兴市广播电视总台 

14.  来自蹲点一线的报道：“三服务”解难题 集体 集体 浙江卫视 

15.  （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系列特稿 集体 陶兆龙 程波 沈弘宇 浙江卫视 

16.  
众志成城——浙江抗击超强台风“利奇马”

纪实 

赵林 周新科 刘艳琼 姜周轶 

余晖 龚奇 朱贤勇 
赵林 周新科 杨海 浙江卫视 

17.  系列报道《科技追梦人》 
赵敏 章飞 张寻 金俊  

张晟  李雯 
孙欣圆 李雯 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 

18.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特别报

道：美好生活白皮书 

李秀平 姜岩辉 范彬 鲍祺

军 
卢珊 张继洪 

浙江电视台 

民生休闲频道 

19.  
电视问政《请人民阅卷》——党建治理大

花园 

王春俊 杜蔚晓 方跃飞 

舒珍 

姜丽华 黄超忆 张

文静 

衢州广电传媒集团电

视新闻综合频道 

新媒体类 

20.  “最多跑一次”改革没有局外人 
董洁 李沐子 李楠 戴利

强 王新雷 朱骅超 
李回雄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21.  “爱上大运河”全媒体行动 
郑桂岚 汪迎忠 江山 张

露 翁晓华 戴止戈 孙睿 

郑凌 王路瑶 项淑

倩 

杭州文广集团融媒体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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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型融媒体报道《画说嘉兴》 集体 
徐英 沈育霞 杨明

松 
嘉兴市广播电视总台 

23.  “八婺红色家书” 
李艳 汪蕾 唐旭昱 吴俊

斐 季俊磊 

方青云 劳剑晨 胡

睿哲 
金华日报 

24.  “蜗牛”之问，谁是拦路虎 
高建平 郑思佳 王倩倩 郑文

莹  阮逸帆 包琦 泮昊 陈胜 
周颖  裴丽阳 郭颖 “无限台州”APP 

 

三等奖作品（31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作者（主创人员） 编辑 刊发单位 

报刊类 

1.  
社会治理浙江新解：“最多跑一地”何以“春

风化雨”？ 
柴燕菲 赵晔娇 张煜欢 王旻 中国新闻社 

2.  浙江：“美丽中国”的鲜活样本 董碧水 高山 中国青年报 

3.  浙江：数以万计科特派鼓起农民钱袋子 江耘 
赵英淑 胡兆珀 彭

东 
科技日报 

4.  
《我们的书记叫“刘宝”——绍兴棠棣村党

总支书记刘建明二三事》 
何苏鸣 李攀 管哲晖 浙江日报 

5.  两个“世界冠军”的握手 刘乐平 张帆 刘刚 刘伟 浙江日报 

6.  
《国庆前一天，本报记者探访北京，记录下

——京城十二时辰》 
集体 

管哲晖 邓国芳 檀

梅 
浙江日报 

7.  

6 位普通人眼里的浙江 70 年，是诗画江南

70 年企盼的美好生活 是美丽浙江 70 年绘

就的恢弘长卷，是一幅生动的——新富春山

居图 

集体 集体 钱江晚报 

8.  担当者－100名浙江省担当作为好干部风采 
集体（钟黎明 安佳璐 李津 楼

昕 王枫林 朱丽娜 汤晓燕 余

吴中美 钟黎明 安佳

璐 
浙江共产党员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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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红 逄润鹏 徐曼丽 徐晓凤 

汤馨怡 吴凌云 王一伊） 

9.  “2019杭州院士家乡行”系列报道 

殷军领 吕磊 

林建安 叶怡霖 江玥 

黄煜轩 凌姝文 

陈奕 沈志军 顾怡 都市快报 

10.  
“你好，一带一路” 

——来自中东欧的问候 

单玉紫枫 张燕 冯瑄 徐展新 

金鹭 孙佳丽 张凯凯 
朱宇 俞永均 陈达 

宁波日报 

甬派客户端 中国宁

波网 

11.  “人民英雄”胡兆富的传奇人生 毛慧娟 葛志军 胡晨敏 衢州日报 

12.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舟山作为 
曹玲 徐祝君 庄列毅 

沈良忠 赵晓峰 张革 

来其 钟传宏  田

海生 
舟山日报社 

13.  “争当市域治理现代化排头兵”系列报道 
阮春生 钟根清 叶浩博 麻

萌楠 李倩 徐小骏 林坤伟 

聂陈杰 杨敏 蓝吴

鹏 
丽水日报 

14.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特别报道——致

敬！农民工》 

吴杭民 曾晨路 吴晓静 张

戈 
雷红 吴杭民 俞翔 浙江工人日报社 

15.  奥运冠军访谈系列报道 
张莺 汤怡虹 郦琪琛 薛原 华

雨晨 洪耀东 

集体（余敏刚 朱郑

远 洪漩等） 
体坛报 

广播电视类 

16.  大陈岛传奇 李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

广中国之声 

17.  先行的力量 
厉碧纯  雷子明  王蒙华  张

时雨 
雷子明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18.  
我以我身荐民安——追记“浙江省优秀共产

党员”李安 
费从容 陈彬 周婵瑾 庞雯娜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新闻综合频率 

19.  
广播社教专题－93岁老党员胡兆富深藏功

名 60载 

程斌 朱珊  揭雨兴 夏天谷  余

晓亮 
程斌 揭雨兴 常山传媒集团 

20.  海上枫桥——千岛之城的社会治理实践 
徐杰 张辉 张译尹 陈贞贞 

杨光 
颜兆祥 李信平 舟山广电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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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解密 GEP：生态身价 1.6 亿元的小山村到底

是个怎样的村？ 

吴峰平 尹世平 李法贵 吴

伟兰 李行 章杰伟 

董枫 楼映方 张恬

静 
遂昌县融媒体中心 

22.  我和我的祖国·功勋 
杨川源 孙汉辰 许勤 陈忠耀 

张歆宜 傅筱铭 薛雅文 
赵奕 周文 沈弘宇 浙江卫视 

23.  关注山早村----从抗灾到重建 集体 集体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24.  “重温嘱托 牢记使命”系列报道 集体 秦敏 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25.  系列报道《永恒的初心》 朱丹 李京 穆婷 余婕 王群 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 

新媒体类 

26.  带上老照片录访新景象 
季叶海 董旭明 孙潇娜 姜子

桐张迪 汪驰超 
金振东 

浙江日报浙江新闻客

户端 

27.  《我和我的祖国》系列人物视频 

李振阳 叶树刚 王娴 义乌

台何翼格 长兴台 安吉台 

舟山台 

施晨嬿 夏岚 王娜 
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公

众号 

28.  
“流动的湖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系列报道 

王健 朱熙挺 沈淑 闵冰星 

蔡昀 张军 许晶莹 
李潇潇 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29.  
“有‘援’千里来相会，携手协作奔小康”

东西部合作新闻扶贫活动 
集体 集体 

衢州日报 掌上衢州 

衢州新闻网 

30.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倒计时 

叶红 汪宇露 胡卓姗 胡绍

康 

 

詹元鹏 徐泽欢 开化传媒集团 

31.  【壮丽 70年 七彩兰溪】系列报道 

集体（徐文相  陈丰  徐超  

林剑超  余展  胡志伟  张恒  

郑冰洁  姜憬  张梦驰  王敏  

王佳丽  冯艳艳） 

陈丰 龚献 余展 徐

超 
兰溪市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