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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作品（ 24件） 

序 

号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作者 

（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1  
宁波舟山港年集装箱吞吐量疫情下实现历史性突

破 3000 万标箱，全球第三个 
消息 谢晔、王凯艺、张帆 尤畅、程少波、张亦盈 浙江日报 

2  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 1.96∶1 消息 许雅文、夏丹 刘刚 浙江日报 

3  

助推居家共享优质医疗护理 

宁波开全国“医保家付”先河 

“网约护士”3个居家医疗护理项目明起进医保 

消息 陈敏、周琼 朱宇、龚哲明、朱雯 宁波日报 

4  丽水一年有 23万朵“云”销往 52 个国家和地区 消息 王文勇 胡飞 丽水日报 

5  全国首部生态“特区”保护法规在杭出台 消息 殷军领 王佳佳、陈奕 都市快报 

6  

为了保护“鸟中大熊猫”  小山村签下生物多样性

保护协议  如今全球 2%的中华秋沙鸭在安吉安心

越冬 

消息 韩刚、俞乐斌、崔吉丽 李晓俊、姜宗敏 湖州晚报 

7  
做大“蛋糕”是前提——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系列谈

① 
评论 王玉宝、张萍、逯海涛 潘如龙、李攀、张亦盈 浙江日报 

8  别把“众群”当群众 评论 葛志军（笔名东杰） 陈智勇、姜珣、程红芬 衢州日报 

9  空心红包不是问题 空心慰问才是问题 评论 俞朝盈 栗爱平、杨燕萍、雷彦平 绍兴晚报 

10  
在红船边，看见美好中国——从嘉兴共同富裕实践

读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通讯 

集体（沈建波、毛传来、何苏鸣、

陈佳莹、陈培华） 
沈建波 浙江日报 

11  
在一次次调解中感受中国式基层民主的魅力——

义乌“洋娘舅”：有事好商量 
通讯 

集体（何苏鸣、钱祎、杜羽丰、陈

洋波） 
沈建波、毛广绘、李建 浙江日报 

12  
3年前，“最美孕妈”救了邻家孩子 现在，这座城

市一起来守护她的孩子 
通讯 钟玮、谢俊、邱泽楷 杜海锋、钟旭峰、涂孝丰 杭州日报 



 2 

13  一道“大港小航”待解题 
通讯与深

度报道 
俞永均 金波、朱宇 宁波日报 

14  泪别！袁隆平和金华的约定成绝唱 通讯 李艳 徐赞、范卫东、杨准 金华日报社 

15  
沈姐和她的爱心厨房：一炉烟火煮出家味 淡去苦

涩抚慰心灵 
通讯 何晟 王磊 钱江晚报 

16  这可能是杭州“最贵”的一条街 
通讯与深

度报道 
林建安 顾怡 陈奕 都市快报 

17  
为了跨越时空的团聚 

——孙嘉怿带领团队为 965位烈士找到“回家”路 
深度报道 杨静雅 叶飞、任晓云 宁波晚报 

18  “群”上医院 通讯 陈乙炳 杨燕萍、俞朝盈、栗爱平 绍兴晚报 

19  “寻宋解韵”系列报道 

系列（连

续、组合）

报道 

集体（竺大文、曾福泉、李娇俨、

陈宁、郑梦莹、沈晶晶、梁建伟、

沈听雨、何冬健、纪驭亚、姜晓蓉、

郑文、林婧、苗丽娜） 

集体（裘一佼、霍建虹、毛广

绘、童健、李建、李雅南） 
浙江日报 

20  玉环干江镇“股份众筹”改革 

系列（连

续、组合）

报道 

林学富、张聆听、张笑川雨 黄保才、余海鸥、崔旭川 台州日报 

21  《上虞加油》、《上虞能行》、《上虞必赢》 系列报道 

集体(何瑛儿、何超群、钟兰花、徐

晶锦、周梦琪、杜静静、范文忠、

黎欣) 

集体（单滨新、丁兴根、胡杨、

何用、秦德胜、郭巍） 
绍兴日报 

22  杭州百家小店生存报告 

系列（连

续、组合）

报道 

集体（温浩杰、葛晓娟、胡大可、

张宇灿、盛锐、章然、詹程开、边

程壹、方力、施雯、杨茜、谢春晖） 

集体（温浩杰、葛晓娟、胡大

可、张宇灿、王家屏、李珏） 
钱江晚报 

23  元宇宙迷局 系列报道 朱光函 张伟达、叶根琴 每日商报 

24  “执法车被谁装了跟踪器？” 
连续 

报道 
谢树华、胡建国 

集体（施文洪、卢俊敏、李雪

锋、黄云峰、汤琰琰、孙立彭、

王金杰） 

温州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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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作品（ 32 件） 

序 

号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作者 

（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1  “民宿智脑”让乡村慢生活走上发展“快车道” 消息 汪玲 谢俊 王倩 杭州日报 

2  
宁波舟山港捧得中国质量奖 

系浙江省和中国港口界首次获此殊荣 
消息 俞永均、王岚、冯瑄 朱宇、袁明淙、陈飞 宁波日报 

3  

（主）10487 家企业有了绿色低碳画像 

（副）湖州发布全国首个区域性融资主体 ESG评价

数字化系统 

消息 李华 徐敏、杨骏 湖州日报 

4  中国大陆首座核电站昨正式延长服役 消息 李舟英、姜鹏飞、陶玮 杨志勇、应丽斋、胡金波 嘉兴日报 

5  舟山大黄鱼资源密度达近 20年之最     消息 刘浩、王菲、徐祝君 董佩军、田海生 舟山日报 

6  从 181元到 150亿元 消息 汪锦秀、胡佳英、曹乃文 蔡美兴、戴琰、黄金凤 平湖市传媒中心 

7  
全国首创技术产权证券化 温州 12 家民企借“技”

融资 1.9亿元 
消息 王亮、麻温柔 周丽峰、王若江、朱国华 温州晚报 

8  沙雅采棉机手走俏遭“抢” 消息 朱胜伟、谭罗敏、陆巍 杨志勇、张琳、钱姬霞 南湖晚报 

9  
走出车门就进厂门  

全省首场列车招聘会助求职者开启人生新一站 
消息 曾晨路、李凡 杜成敏、吴杭民 浙江工人日报社 

10  
《全网震怒的外卖事件，浙江用一个“小封签”确

保食品安全闭环》 
消息 何颖 刘冰滢 《市场导报》 

11  共富路上不该有“接合部” 评论 张锋、徐斌姬 徐敏 湖州日报 

12  融入生活是对非遗最好的传承 评论 翟连宇 贾国勇、李凌、杨兰 
余杭区融媒体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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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待无恙 访苏杭 多来往 评论 史春波 吴蒂、黄新、丁原波 钱江晚报 

14  
一次“共同治愈”的战疫——舟山全力救助“弘进”

轮船员纪实 
通讯 

集体（林上军、郑元丹、黄宁璐、

何伊伲） 
张谷风、童健 浙江日报 

15  
从三峡移民到平湖居民 

——李小平：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通讯与深度

报道 
顾亦来 姜鹏飞、夏玮珉、何继东 嘉兴日报 

16  直播叫卖梭子蟹，信口开河怎么行？ 
通讯与深度

报道 
周杭琪、葛高蓉 李维君 舟山日报 

17  

4.3 万黄岩瓜农闯天下，种了全国 70%的精品大棚西

瓜，带动全国 10 多万农民共同富裕——干出来的

“种瓜得瓜” 

通讯 沈海洲 胡文雄、任健、崔旭川 台州日报 

18  萧山为什么能产生两家世界 500强企业 
通讯与深度

报道 
周珂 刘斌云、郭庚新 萧山日报社 

19  一张特殊的“合影照” 
通讯与深度

报道 
张柳静 刘晓平 富阳日报社 

20  桃园村，一盒录音带的回响 通讯 钟兰花、诸丹萍、范文忠 丁兴根、胡杨、郭巍 绍兴日报 

21  隔离之下，断药之急 甬绍杭三地 接力寻药 16小时 

通讯 

吴朝香 何黎、李珏、黄新 

钱江晚报 

22  燕窝新殇 通讯 朱光函 张伟达 叶根琴 每日商报 

23  文一路长长长长长…… 
通讯与深度

报道 
岳雁、魏奋、陈奕 陈奕、魏柯嘉 都市快报 

24  “阿卜来提烧烤”搬迁记 
通讯与深度

报道 
朱胜伟、陈强、丁思源 余婷婷、丁辉、张超柱 南湖晚报 

25  
嵊泗县枸杞乡探索“蓝海共富”新路子———蓝色

“养民证”的渔乡实践 
通讯 张莉莉、陈斌娜、傅志辉 张革、徐莺、洪艳芳 舟山晚报 

26  《杭州考古 发现杭州》系列报道 系列报道 熊艳、张之冰、陈浩、徐滋 李军、艾丹青、张蔚蔚 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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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这“神仙打架” 
苦了百姓，尴尬了谁？ 

系列报道 张琳、孙余丹、夏婕妤、刘宏宇 贾盈盈、刘宏宇、汪文 温州日报 

28  “1.61∶1背后的嘉兴共富密码” 系列报道 
裘建锋、陶玮、胡金波、耿俪洳、

欧林、杨薇、杨颖慧 
应丽斋、夏玮珉、陶克强 嘉兴日报 

29  “百岁初心 百年传承”系列报道 系列报道 
卢发扬、金大军、徐朝晖、吴俊斐  

倪远山、范煜琦、王卫英 
徐赞、贾永亮、金晓 金华日报社 

30  救助“弘进”轮感染新冠病毒船员连续报道 连续报道 曹玲、裘星男、陈逸麟 董佩军、田海生、李伟 舟山日报 

31  从一座火车站看一座城 系列报道 
朱胜伟、谭罗敏、陈强、黄烨、周

佩佳 

集体（杨志勇、丁辉、孙雪、

徐丽萍、余婷婷、王晓晔） 
南湖晚报 

32  浙江种业发展不完全调查（上、中、下） 系列报道 李军、程益新、杨怡 曹丽娟、徐碧芳 农村信息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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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作品（ 42 件） 

序 

号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作者 

（主创人员） 
编辑 刊播单位 

1  村干部家里不卫生 上台领扫帚和畚箕 消息 金朝丹、周渊蓓、张诚 林大为、陆剑于、严芒芒 温州日报 

2  最严格水源保护 引来“娃哈哈”落户 消息 张睿、包永强 章会、胡恩强、潘秀慧 温州日报 

3  
（主）四省六县同下“共富”一盘棋 

（副）“白叶一号”乡村振兴党建联盟昨成立 
消息 江红喜、俞莹、崔吉丽 徐敏 湖州日报 

4  义乌周周有场深改会 消息 徐赞、邵雪廉、方静 范卫东、杨准、邵建伟 金华日报社 

5  
猪价起起落落 猪倌心神不宁 “期货价格保险”

绑定一根猪尾巴 
消息 毛瑜琼 葛志军、林俊、姜珣 衢州日报 

6  
2020年，台州专利质押金额达 10.53亿元 

首次超过深圳，位居全国首位 
消息 施炜、林学富 管杏琴、任健、程露佳 台州日报 

7  一条“机器鱼”遨游万米深海 消息 孙晨 贾国勇、杨兰、翟连宇 
余杭区融媒体中

心 

8  富阳基层“议事厅”写进全国教材 消息 吴璇 施海、徐时松 富阳日报社 

9  新昌在全省率先启用“一照通用”系统 消息 俞颖颖、潘逸舟 秦德胜、裘一倩、曹本松 绍兴日报 

10  13年,小红车减少碳排放 150 万吨 消息 潘婷婷 丁淑萍 张玎 每日商报 

11  正泰“电”亮“一带一路”朋友圈 消息 施文洪、周俊朗、朱斌 卢俊敏、陈东升、朱奕 温州都市报 

12  

这是《周礼》中记载的六谷之一 

在古人诗词中寄托了对家乡的思念 

“消失”千年的湖州菰米“复活”了 

消息 韩刚 李晓俊、邹银惺、钱璟 湖州晚报 

13  储蓄孝心 回报亲情 一份“孝心工资”十年接力 消息 毛瑜琼 葛志军、席晓平、姚沐水 衢州晚报 

14  
长三角一体化帮海岛居民引来“幸福水”  

嵊泗人能喝上上海“清泉”了 
消息 陈斌娜 张革、金军、洪艳芳 舟山晚报 

15  
浙江首个地方碳普惠市场在乐清启动建设 

私人“碳资产”也可换钱 
消息 徐慧敏、尤成勇、刘帅 李伟民、孙侠 科技金融时报 

16  疫情防控须摒除“事后诸葛”思维 评论 翟春阳 丁雄英、郑霞、倪宇翀 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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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正视共富市域样板建设的长期性 言论 陆剑于、洪越风、林春芹 章会、林大为、杨昭普 温州日报 

18  数字化改革要对“样子货”说“不” 评论 汪莹 姜鹏飞、夏玮珉、应丽斋 嘉兴日报 

19  国民代步工具 一座城市的“堵”与“疏” 评论 殷军领 王佳佳、陈奕 都市快报 

20  
椒江“长情在线”应用运行半年多，仅 19名老

人点单 养老服务平台为何“剃头挑子一头热” 
通讯 李攀 沈建波、翁浩浩 浙江日报 

21  
常山紫港中学张黎明 10年为学生煮 5万个鸡蛋 

“煮蛋老师”退休了 
通讯 梅玲玲 钱洁瑗 郑徐丽 霍建虹、刘伟、陈惠 浙江日报 

22  龙游：村级监察的智治模式 通讯 胡丹、张东红 蔡琳、余晓叶 反腐败导刊 

23  “53年前的协议有效，我们愿意担起责任” 通讯 章会、潘培期 陆剑于、贾盈盈、刘宏宇 温州日报 

24  

（引）7年时间，从行业“小白”到国际领先，

这家企业诠释了“中国创造”的定力和魄力—— 

（主）与“虎”谋皮敢为先 

通讯与深

度报道 
杨骏、李华、谢尚国 徐敏、郑嵇平 湖州日报 

25  一个不再倾斜的“湖” 深度报道 葛志军、陈明明、方超 余风、陈智勇、程红芬 衢州日报 

26  “三眼透视”，呵护丽水 通讯 胡飞、阮春生 陈安、李敬民 丽水日报 

27  
小故事里的大情怀 《德德下乡日记》字字真情

记录一位基层干部的赤子之心 

通讯与深

度报道 
严梓宁 王曙丹、朱晓冬 

奉化区融媒体中

心 

28  不让一名研考生因疫情而“掉队” 
通讯与深

度报道 
成波、刘金平、李涵 何静媛、厉红祥 

上虞区融媒体中

心 

29  
“小宇凡的课堂”：一位退休教师和脑瘫少年的

“忘年交” 

通讯与深

度报道 
马叶芬、方珏、郝爽 沈建康、金芝兰 嘉善县传媒中心 

30  
一个战斗堡垒的成长记忆——驻湖武警某部特

战五中队 100 本支部记录本的故事 
通讯 李晓俊、朱慧 邹银惺、盛卫华、钱璟 湖州晚报 

31  老陈心里有个“甜蜜”的梦想 通讯 葛志军、陈明明 余风、陈智勇、郑晓纲 衢州晚报 

32  

解放一江山岛烈士张树明长眠台州 66年，他的

女儿和亲属们也苦苦寻找了 66年（引） 

跨越半个多世纪，他们昨“相见”了（主） 

通讯 符薇薇 陈国炎 梁煊 台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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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职工当家作主的“四十年样本” 通讯 李凡 雷红、俞翔 浙江工人日报社 

34  
户均 240万元，其中 3万户系首次贷款 

10万家小微一“码”融资 
通讯 赵琦、刘轩昊 李伟民 科技金融时报 

35  
发现中国大市场 
——中东欧好物入甬记 

系列报道 
单玉紫枫、冯瑄、王岚、张燕、

张正伟、孙宇卓、孙淼 
集体（朱宇、俞永均、袁明
淙、陈达、杨在秀、陈飞） 

宁波日报 

36  “咱村的年轻人”系列报道 系列报道 
季俊磊、孙媛媛、唐旭昱、韩东

儒 
俞平、王春雷、邢少红 金华日报社 

37  “贺村一中现象”系列报道 系列报道 尹婵萱、吴昊斐 汪江渔、罗东哲 衢州日报 

38  “碳中和看丽水”系列报道 系列报道 
阮春生、钟根清、叶浩博、徐小

骏、蓝倞、杨敏 
陈安、洪盛勇、蓝东海 丽水日报 

39  “100分烧饼”连续报道 

系列（连

续、组合）

报道 

汤琴、杨海虹 
集体（陈霄、徐琴微、程遥、  

罗定阳） 

乐清市融媒体中

心 

40  重构·生机——全球产业链重构下的浙商突围 

系列（连

续、组合）

报道 

苏靖、覃爱玲、陈晓 余广珠、詹雪龙 《浙商》杂志 

41  《深耕“双减”，细耘“一件小事”》系列报道 系列报道 江晨、邹红宇、金澜、舒玲玲 舒玲玲、金澜、汪恒 浙江教育报 

42  名人美术馆的破圈之路 系列报道 
杨丽、崔艳、俞越、黄俊娴、蔡

树农、厉亦平、王簃轩 
唐永明、叶芳芳 美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