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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重大主题报道优秀作品奖获奖作品目录 

一等奖作品（16件） 

序号 作品标题 作者（主创人员） 编辑 刊发单位 

报刊类 

1  宁波企业专注实业强韧性 李中文 顾春 窦瀚洋 卞民德 人民日报 

2  
正是江南好风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 15载绘就之江新画卷 
何玲玲 商意盈 方问禹 王俊禄 张为民 新华社 

3  浙江衢州 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 严红枫 陆健 姜贤帅 张桂芬 邓海云 殷燕召 光明日报 

4  
春风又绿江南岸——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

纪实 

集体（周咏南 毛传来 刘乐平 翁浩浩 裘

一佼） 

集体（钱锋 李鹤琳 肖艳艳 滕昶 

汪旻） 
浙江日报 

5  《高端访谈》系列报道 
潘如龙、 周宇晗、章忻、吴晔、王世琪、

竺大文、苏靖 
庞承、江于夫、李应全 浙江日报 

6  吾土吾民——见证·行进中国年终特别报道 

集体（王曦煜、陈江、黄伟芬、刘俏言、

孙晶晶、俞跃、王益敏、朱丽珍、丁原波、

郑剑瑾、盛燕丹、陈曦、刘硕、张颖） 

集体（陈立华 徐洁 吴秀笔 黄莺 

蔡李皋） 
钱江晚报 

7  
生态文明润泽美丽杭州——写在“青山绿水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 15周年之际 
郑莉娜 翟春阳 姚丽萍 丁雄英 侯英帅 杭州日报 

8  武义菇农“游牧”追梦实录 
俞平  邵雪廉  李聂 吴振荣  陈丽媛  

黄泽振 胡肖飞 
方青云 俞平 金华日报 

广播类 

9  《山中青年》 集体 集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



 2 / 7 

 

广网 

10  走进‘浙’里的小康生活 

集体（鲍平、戴家琪、金亦维、巫小凤、

陈欢、何贵成、李巾、王维、谈杰、葛逸

云、杜奕慷、汪洋、潘祺琪、陈裕杰） 

裘永刚、陈磊 

周志跃 
浙江 FM93交通之声 

电视类 

11  浙江：来自外贸大省的企业生存调查 
何盈 杨少鹏 林侃 高珧 马迅 梁烨 叶

海春 刘浪 
齐银松 罗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大考——浙江战“疫”纪实 

集体（周新科 余晖 钱颖超 龚奇 桑海斌 

朱贤勇 张一莉 王文炳 姜伟 严逸伦 杨

武鑫 李仪 董晓丰 平原 张忞 邵玉娟） 

赵林 周新科 浙江卫视 

13  系列报道：在磨难中成长 从磨难中奋起 

集体（张楠 金亮 李婷 张云洁 杨川源 

苏韬 石磊 杨柯 林轩 钱丹丹 薛雅文 

高炳远 巫小丽 顾宁馨 沈泽南） 

陶兆龙 邵一平 

周文 
浙江卫视 

新媒体类 

14  援荆·重症室日记 胡元勇 
集体（金振东 栾兰 周旭辉 张敏

娴） 
浙江日报 

15  短视频专题报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张楠 杨海 钱舒昊 王文斌 姚会峰 孟文林 朱贤勇 浙江卫视 

16  8090，以青春的名义宣讲 
王维龙、周璀璇、祝金林、陈昶蕊、徐冉、

赵星星、江峰、阮胜 
毛霄云、余风、汪江渔 衢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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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作品（20件） 

序号 作品标题 作者（主创人员） 编辑 刊发单位 

报刊类 

1  六问富民乡村产业系列报道 厉晓杭、孙吉晶、陈朝霞 
集体（何英杰、张建平、陈飞、

袁明淙、杨在秀、陈达）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2  
“整体智治”下的浙江：“数字”诠释“以人民为

中心” 
柴燕菲 张煜欢 王  旻 中国新闻社 

3  《山旮旯里看创新》 蒋文龙 朱海洋 施维 农民日报 

4  
大考面前凝聚磅礴之力——浙江省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纪实 
陈宁 郑文 李娇俨 竺大文 梁建伟 汪旻 浙江日报 

5  《“三服务”促进政企互动调查》（上、下） 沈晶晶 陈佳莹  施力维 金春华 沈建波 苏靖 李建 浙江日报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吉余村提出“两山”理念 15年

来，践行者队伍迅速壮大。黄杜村，距离余村 30

公里，坚守、转化和共享的一路上，留下了与余

村相同的绿色足迹——绿水青山 兄弟同行 

杨骏 王炜丽 俞乐斌 徐敏 湖州日报 

7  “村村百万 样本小康”系列报道 
应丽斋 张芬娟 孔越 顾亦来 杨茜 杨

薇 陆省宁 
施卫华 吴天根 沈真真 嘉兴日报 

8  
“乡”约窗口系列报道 陆剑于、张睿、陈蜜、金朝丹、李艺、

洪越风、项武龙 

集体（方立明、林大为、林秀贝、

严芒芒、陈发赐、马真正） 

温州日报 

9  寻链·台州制造全球图谱 

集体（林学富、沈海洲、李寒阳、李平、

施炜、章韵、周丽丽、颜静、沈海珠、

王依妮） 

集体（张超、陈赛娇、王有献、

陈永渊、管杏琴、王宇） 
台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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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类 

10   “浙”里的青春力量 王娴 刘齐家 解梓笛 夏海云 浙江之声 

11  我家门前  幸福看见 
章凯静 叶璐  朱乐艳 葛晶 陈雷 郑媛 

华虹 
金波 熊丽 章琦 

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

合广播 

12  战“疫”声音日历（广播短音频报道） 王婷、黄浩栋、程翀、崔欢 王晓伟 长兴广播电视台 

电视类 

13  特别直播：《众志成城  防控疫情》 
集体（程波、陶兆龙、张一莉、孟文林、

叶暾、柳晓黎、金侹） 

集体（赵林、周新科、张炯、沈

弘宇、虞婷、孙慧） 
浙江卫视 

14  在一起·决胜脱贫一线行·吉林延边 

集体（励正 王勤刚 郑吟 陈彦如 王宇

权 王肃 洪旭娇 王岳森 邵亦琛 虞金

辉） 

罗建永 闫全 
宁波电视台新闻综合

频道 

15  走向融合 
胡伯良、杨明松、杨圆媛、江山红、

刘桐春、黄青松 姚丽、高云峰 
沈育霞、陈才华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16  从 0.6%看一根丝的韧劲 王勇 范强 傅明 余斌 
冯立中 何国永 

吴斌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新闻综合频道 

新媒体类 

17  《跟着古诗游浙江》系列短视频 何玲玲、孔令杭、郑梦雨 何莉 新华社 

1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扶贫印记》系列报道 

集体（李回雄、吴小龙、范波、叶海、

李利、王坚颖、董洁、甘居鹏、王嘉楠、

杨晓轩、吴煌、朱彦超、徐雪纯、叶星

辰） 

集体（李回雄 梁国瑞甘恬 董洁 

孟雪倩）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19  手绘动画 浙鄂两地书 刘彦辰 许婷 余云 陈超逸 浙江卫视 

20  “融入长三角 奋进三十强”融媒体专题报道 集体（施妍静 厉燕军 王丽丽 集体（王存瑞 胡刚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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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嘉华 徐静怡 何超群 徐晶锦 王旭东 

林佳萍 张科勇 骆尚木 谢顺杰  杨东

海 汤晓芳  俞晓鸣 薛伟国） 

王勇 竺逸超 裘一倩 

王勤） 

“越牛新闻”客户端、

绍兴日报、新闻综合频

道 

 

三等奖作品（24件） 

序号 作品标题 作者（主创人员） 编辑 刊发单位 

报刊类 

1  新安江水库泄洪背后的浙江治水“秘笈” 金梁 方臻子 刘刚 王世琪 刘伟 浙江日报 

2  联合国秘书长为何给青科会来信系列报道 
集体（叶扬 龙爱民 陈岚 钟铭 周赟 

郑娜莉 王建波 卞成德） 
李伟民 科技金融时报 

3  “两山”理念引领浙江乡村振兴 
集体（李军 杨怡 李曜清 程益新 张佳

妍 郑慧玲 郑亚楚） 

集体（陈小平 曹丽娟 葛勇进 徐

碧芳 姚力丹） 
农村信息报社 

4  “战疫”下的城市摆渡人 章燕飞 崔义刚 李若若 章燕飞 交通旅游导报 

5  
致最可敬的人——纪念抗美援朝 70周年大型采访

活动 

王若江 赵爽子、高寒潇、傅芳芳、王

乐乐、 李庭、袁寿省 

集体（方立明、 林宇、周丽峰、 

何张朋、 金智宽、 高敏） 

温州晚报 

6  我的“粮”心 
汪锦秀 金睿敏 林旭东 居丹荔 冯思

家 华婷婷 
蔡美兴 黄金凤 张燕南 平湖市传媒中心 

7  “踏访小康路 添彩小康景”新闻行动 

集体（杨燕萍 许程丽 周能兵 

陈乙炳 钟宏娇 胡安娜 高建峰 吴可

蒙 张峰 殷俊） 

周国祥 栗爱平 郑可欣 俞朝盈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绍兴晚报 

8  抗击疫情系列评论 
集体（余风 葛志军 章卫平 陈明明 杨

林涛 李啸 胡巩民 汪培坚 席晓平） 

集体(毛霄云 陈智勇 胡巩民 徐

颖之 陈璇 汪培坚) 
衢州日报 

9  “自贸区的答卷”系列报道 徐祝君 幸笑薇 董佩军 虞仁珂 钟传宏 贝文星 田海生 舟山日报 

10  “不一样的小康路 了不起的亿元村”系列报道 
王文勇 邓其锋 刘奇 项雅银 柳永伟 

蓝敬 李建波 
胡飞 陈安 麻凯程 丽水日报 



 6 / 7 

 

广播类 

11   “对话老兵”系列报道 
党君雅、邹雯、刘浩、韩晓雨、崔正昊、

李轶男、赵鹏 
潘康康、农书荣、来钧 浙江电台城市之声 

12  桐庐:乡村旅游为何“冰火两重天” 
俞晖 王晓 徐向国 童赛男 朱妍雯 方

婧 
俞  晖 桐庐县融媒体中心 

13  “疫”线调查：夯稳三农“压舱石” 
周婵瑾 庞雯娜 杨晨 樊冯飞 戴铭霞 

严锋 
茹学农 李晓 金建根 

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

绍兴综合广播 

14  脱贫攻坚 36计 
牟毅 杨妮 张欣 王以军 高鲜朝 詹 

蒋荣良 
周建业 杨妮 陈军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电视类 

15  
穿越大半个中国来接你－浙江破解返岗难 促进复

工复产工作纪实 

赵敏、焦征远、张寻、章飞、储善治、

金俊 
赵敏、孙欣圆、何莎莎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电

视教科影视频道 

16  定汪日记 叶含秀、徐焕 葛斌斌 宁海传媒集团 

17  喜迎“两山”理念提出十五周年 我们走在大路上 
童轩、冯丽然、彭文远、卓灵书、潘衡、

沈爽、伊星辉、陶高旸 
祁乐乐、童海燕、朱怀康 安吉广播电视台 

18  魅力村庄 何以长青 

集  体（杨亚初  何立 贺争怡  陈江
苹  吴静 胡法林  李维  黄鹤 陈俊  
陈梅蓉  许日华 丁宁  范浩威 黄晟 

丁向华） 

胡水申 陈建飞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19  “重要窗口”的自贸风景 

集体（史军、滕海平、王译萱、戎浩、

翁含露、 陆炳、郭超、贺贤挺、王鸿

宇、李岚、孙慧娜、应科、王伟、徐敏） 

顾良达、 缪华芳、 何英 舟山广播电视总台 

新媒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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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今夜无眠！浙一浙二邵逸夫 400多医护集结，浙江

最强大医疗队明赴武汉 
吴朝香 张冰清 杨子宸 董箫乐 贝远景 周勤 钱江晚报 

21  驰骋小康路 
余  婕 夏周 羊牧春  应玮婷 郑舒文 

庄轶玮 马丙寅 蒋婧 
朱丹 陈潇夏 徐佳佳 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 

22  湖州亲人，我们回来上学啦！  
朱熙挺、陆立、王健、闵冰星、钱龙、

陈正凯 
秦敏 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23  倚门而睡的护士 毛水仙 揭雨兴、程斌、郑徐丽 常山传媒集团 

24  台州首个县级返岗专列“玉环号”到站啦！  
集体（刘腾 张馨 张泽鹏 沈思维 潘俊 

陈灵恩 颜群欢 王静伟） 

集体（章雪丽 何文新 赵瑛瑛 黄

利军 ） 
玉环市传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