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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浙江新闻奖广播作品获奖目录 

一等奖（14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类型 作者姓名 编辑 播出机构 

1 浙江在全国首创省市县三级医学检查互认共享 消息 王娴、吴迪 夏海云、施晨嬿 浙江之声 

2 
今天起延长服役 20 年  “国之光荣”秦山核电再创

“零的突破” 
消息 沈甜、王冠杰、沈飞、杨树 

施熠锋、沈甜、 

郁建平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海盐县广播电视台 

3 
数字赋能实现“身后一件事”完整闭环，4000 多万元

“沉睡存款”将找到合法继承人 
消息 

何翼格、赵一阳、丁丰罡、

王加彬 
陈旭春、曹义铭 义乌市广播电视台 

4 浙江数字化改革“赶考路” 连续（系列）报道 王娴、方梦玲、吴迪 夏海云、施晨嬿 浙江之声 

5 “红色情书”见初心 连续（系列）报道 吴巧、王秋萍、蒋博 沈弘磊、毛洲英 宁波人民广播电台 

6 
体育课上的“魔法师”——专访浙江省玉环坎门海都

小学教师叶海辉 
新闻访谈节目 

杨磊（飞扬）、施晨嬿、李

振阳、玉环台（倪孔法）、

陈博文、王娜 

施晨嬿、吴路遥 浙江之声 

7 2021 年 12 月 8 日《杭广早新闻》 新闻节目编排  章琦、明亮、郭彦宏（美辰） 金波、熊丽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8 网红村的“数字化” 新闻专题 
俞晖、王晓、童赛男、朱妍

雯、王鹏、方婧 
俞晖 桐庐县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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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空箱之痛——来自宁波的一线调查 新闻专题 高嵩 夏海云、吴悦峰 浙江之声 

10 扶贫医生汪四花 社教专题  
李芳、周玉菡、刘婷婷、邓

志青、王恩泽、高桂兰 
邓志青 

浙江电台民生资讯

广播 

11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社教专题  
沈弘磊、衡帅、刘天奇、沈

棠燕、黄育莉 
郭英杰、林玲、张钰倩 宁波人民广播电台 

12 用纯真守护书香 社教专题  樊玮、葛晶、华虹 熊丽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13 12345 满意度考核，为何各方都不满意？ 新闻评论 曹婷、宋微、严锋、钮世君 袁越菲、周婵瑾、庞雯娜 绍兴市广播电视台 

14 重走一大路 新闻现场直播 

集体（嘉兴台：唐海波、朱

娴、黄牧、吕彦廷、王子璇、

张岩岩、马轶君、 曹继德、

徐嘉韵；上海台：范嘉春、

杨叶超、向晓薇、蔡雪瑾、

车润宇、沈颖婕、宋宇皓、

赵路露、肖波） 

唐海波、朱娴、范嘉春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二等奖（18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类型 作者姓名 编辑 播出机构 

1 余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 消息 
郭彧灼、陈露、高明、夏志

红 
施亚军、祝青、陈中杰 安吉县广播电视台 

2 
义乌创新打造“百县万品”消费助农新模式 助力全

国 421 个经济欠发达县市共同富裕 
消息 

顾如荣、朱晓丹、章艳婷、

郑钢墙 
王庶、金燕晓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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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西部劳务协作出现新方式，贵州长江流域退捕渔

民在舟山考取船员证重新上岗 
消息 

张译尹、张辉、徐杰、曹光

军 
张辉、李信平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4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 
消息 王娴、叶澍蔚 夏海云、施晨嬿 浙江之声 

5 新闻特写：高山上的生日派对 消息 
吴峰平、雷蕾、樊颖、蓝健

豪 
柳依依、陈雅萍 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6 紧急营救！12 头瓜头鲸搁浅浙江台州头门港 连续（系列）报道 王维、金亦维、雷学勤 戴家琪、邓丹、金亦维 浙江电台交通之声 

7 解锁“省心密码” 连续（系列）报道 
陈璐婷、蔡柳宁、陈旺、李

扬、牟毅、彭卓、陈军 
郑大友、张洺玮、方人杰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8 AED 如何真正成为“救命神器”？ 连续（系列）报道 朱乐艳、郑媛、葛晶 熊丽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9 
学院十一峯“瘦身钢筋”成舆论焦点，全省开展大排

查 
连续（系列）报道 

李雯雯、项迟迟、刘捷、雷

子明、姜德华 
刘捷、雷子明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10 邵维正：从党史中汲取前进的动力 新闻访谈节目 
沈赟、周强、张斌、冯佳飞、

赵逸凡、沈琳、秦骁康 
徐英、胡伯良、薛开新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11 
22 岁的“浙江工匠”是如何炼成的——专访庄庆康

和他的老师肖若进 
新闻访谈节目 许琦、韩冰、叶智、李聪 许琦、廖永波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12 
聚焦义乌发展经验 15 年——“世界小商品之都”不
懈探索的中国价值 

新闻专题 
顾如荣、章艳婷、朱晓丹、

金燕晓、李蓝翀 

胡水申、陈梅蓉、 

陈旭春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13 农民画遇上古瓷片 新闻专题 亓孝飞、王春俊、胡友财 严勇波、叶剑亮 衢州市广播电视台 

14 右美沙芬类止咳药进入处方药管制推动始末 新闻专题 
刘阳、周珏、宫梓森、徐斌、

吴昊珈、何书标 

吴英、汤怡玥、 

张德平 
湖州市广播电视台 

15 凡人英雄吴小洋 社教专题 郭福莱、杨光、张宇媛 宋红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4 

16 97 岁的红色青春 社教专题 
潘瑾瑜、吕瑜、王漪、姜敏、

徐浩城 
吕瑜、王漪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17 年轻工人去哪了？ 新闻评论 
高建平、周晓霞、包琦、方

人杰 
王倩倩、苏坤、彭卓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18 别让政出多门的二维码成为扰民的乱码 新闻评论 
朱建红、盛永良、盛佳玲、

翟志嘉 
朱建红 德清县广播电视台 

 
 

三等奖（29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类型 作者姓名 编辑 播出机构 

1 杭州有了“小哥”学院 消息 郑媛、章凯静 傅继昌、熊丽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2 
“版权 AI 智审”系统面世！花样版权保护进入数字化

时代 
消息 庞雯娜、严锋、何敏 周婵瑾、茹学农、李晓 绍兴市广播电视台 

3 “真薪”数智平台让欠薪成为“过去时” 消息 谢传锟、林男、方俊勇、律丹 余清梅 淳安县广播电视台 

4 
中国首个非公企业党建“双强”指数发布——试点城

市落户温州 
消息 

邢逸川、汪伶俐、郑国健、陈

向阳 
郑国健、陈振仕、陈希瑜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5 
云和获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签发的全国首张岛屿和

酒店“碳中和”证书 
消息 严晶晶、兰荣霞、徐铭泽 潘陈飞、高璐霞 云和县广播电视台 

6 
“浙产首星”下线  “台州智造”挺进商业卫星制造领

域 
消息 蒋荣良、陈旺、舒红霞、杨妮 邹晓兵、张欣、彭卓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7 
“三块地”里刨出真金白银  德清农村居民财产性收

入三年累计增长 46.5 % 
消息 

朱建红、盛佳玲、甄诚、陈吉

瑞 
朱建红 德清县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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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存 20 年老房，享 10 万收益——江山市开出全国首

张夯土房资源储蓄单 
消息 吴骅、巫庆林、徐恩华、史潮 吴骅 衢州市广播电视台 

9 村社干部工作为何会跑偏？ 连续（系列）报道 
徐梦、董维刚、张平、沈名扬、

马文静 
周志伟、周浩 海宁市广播电视台 

10 为了 20 名中国船员 连续（系列）报道 

集体（李信平、张辉、蔡萍、

徐杰、刘晓梦、宋红、杨光、

郭福莱、陈彦卿） 

李信平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11 
“数字化赋能五金产业 永康智造跑出加速度”系列

报道（三篇） 
连续（系列）报道 

秦小建、楼洁、程勇、赵文河、

米媛媛、张浩蔚 
高樱露、陈茂当 永康市广播电视台 

12 乡村合伙人 连续（系列）报道 
尹世平、张恬静、吴卢军、林

丽辉、金豪龄、唐诗奕 
李法贵、叶肖、王文卿 遂昌县广播电视台 

13 你好，封控区的“抗疫宝宝” 连续（系列）报道 
吴梦帆、陈朔愉、马旭峰、韩

林雍、施俊杰、徐立栋 
张文波 镇海区新闻中心 

14 冠军来了——“甬”夺五金背后的故事 新闻访谈节目 

诸晓丽、翁常春、叶赵明、周

凌辉、毛欣、罗以哲、 

叶秀少 

刘莹、徐明明、毛洲英 宁波人民广播电台 

15 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落地富阳 新闻访谈节目 
王忠铭、高洁、蒋林杰、金远

舸、周略、陈奎、章其明 
刘佳丽、李楠、项竞倩 富阳区广播电视台 

16 2021 年 11 月 25 日《92 新闻晚高峰》 新闻节目编排 
集体（毛洲英、吕岸、王秋萍、

王净、范轶轩、周凌辉） 

集体（沈建华、吴福明、

徐宇辉、曹国堂、顾迎燕、

汪蓉） 

宁波人民广播电台 

17 云龙镇的两封倡议书 新闻专题 
洪晓薇、高佳胤、郁振潮、俞

朝辉、 秦玉权 
李伟、崔颖 鄞州区广播电视台 

18 山区农民致富“三部曲” 新闻专题 
尹世平、金豪龄、詹迪珠、廖

浩平、叶肖、龚隆淼 
李法贵、张恬静、张松法 遂昌县广播电视台 

19 台州破解农村宅基地之困调查 新闻专题 
阮逸帆、高建平、俞晨超、洪

艇、王倩倩、周先端 
张欣、彭卓、金簪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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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联合社如何避免“空壳化”运行 新闻专题 
王晓妘、蒋亮、蔡晓静、陈豪、

朱婷、林天桐 
王晓妘、蒋亮、蔡晓静 瑞安市广播电视台 

21 19 个少数民族的同胞在浦江一个村走上共富路 新闻专题 
陈海楠、李少俊、郑丽珍、陈

柳柳 
郑丽珍、陈柳柳 浦江县广播电视台 

22 渔歌太湖 社教专题 
刘阳、周珏、王静、高汇哲、

张德平 
吴英、汤怡玥 湖州市广播电视台 

23 耿展宇，家乡为你骄傲！ 社教专题 
王以军、陈旺、牟毅、杨妮、

茅伟光 
张欣、彭卓、邹晓兵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24 红船“诞生”记 社教专题 
樊宇丰、吴解、叶建林、郭洁、

陈斌 
吴解、叶建林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25 “手机里的爸爸”：捷克站的 1000 多个日日夜夜 社教专题 
何翼格、赵一阳、曹义铭、吴

全国、田野、毛樟旭 
陈旭春、金洪斌、王海明 义乌市广播电视台 

26 赵锷和他的朋友们 社教专题 
曹婷、赵莹、孙明、张志强、

宋微 
周婵瑾、庞雯娜、茹学农 绍兴市广播电视台 

27 一封尘封 80 年的“革命情书” 社教专题 
吴梦帆、顾雁君、王霞、计怀

斐、郑童、陈延鹏 
吴梦帆、顾雁君 镇海区广播电视台 

28 
杭州容得下，杭州且留下——评清华大学教授制止

保安劝离流浪歌手 
新闻评论 雷学勤、李伯文、王晨阳 戴家琪、金亦维 浙江电台交通之声 

29 “鲸”险大营救 新闻现场直播 

杨育杨、蔡铖、孙晓明、苏洪

涛、潘海建、牟丽虹、陈婧琦、

袁烨、张琼文 

何颖文、陈春、叶添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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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浙江新闻奖电视作品获奖目录 
一等奖（13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类型 作者姓名 编辑 播出机构 

1 
拆掉数据“围墙”浙江率先实现省市县三级医院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 
消息 

林轩、薛雅文、黄利伟、李

婷、卢嘉玺 
邵一平、朱惠子 浙江卫视 

2 
温州数字化改革对“样子货”说不 砍掉 257 个项目

省下 6.45 亿元 
消息 

汪伶俐、文志浩、陈向阳、

金颖乐 
陈亦全、方戈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3 全国首个县级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台落地安吉 消息 
朱怀康、张洁云、陶高旸、

王科、章婧 
祝青、施亚军、郑波 安吉县广播电视台 

4 光明信使 连续（系列）报道 
张天羽、潘涛、吕鹏、邵剑

锋 
王勇、何璇 绍兴市广播电视台 

5 拯救瓜头鲸 连续（系列）报道 

牟毅、王以军、徐张华、潘

财胜、包琦、孙兵、林家希、

刘心怡 

周建业、葛昕、徐红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6 电动自行车“超标”锂电池乱象调查 连续（系列）报道 夏明瑞、陈丰、陈擘 柳晓黎、孟文林 浙江卫视 

7 
对话“陋室画家”位光明：人生的画布 我最喜欢画

暖色 
新闻访谈节目 

赵奕、季晓青、杨文馨、王

文炳、姜伟 
周新科、龚奇、付琳 浙江卫视 

8 2021 年 7 月 1 日《宁波新闻》 
 

新闻节目编排 
俞玲芳、闫全、赵兵 俞玲芳、闫全、赵兵 宁波电视台 

9 让烈士“回家” 新闻专题 
姜鸣红、应侃、楼轩、黄涛、

丁向华 、姚志军 
陈建飞、吴静、杨亚初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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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字化改革之道）省市场监管局：“闪电速度”的
背后 

新闻专题 
杨川源、许勤、马思远、 

王西、孙汉辰 
邵一平、周文 浙江卫视 

11 陋室画家位光明：有梦不怕迟 社教专题 朱丽、魏文锋、胡燕 何璇、王勇、吴斌 绍兴市广播电视台 

12 爱心厨房 善待也要善治 新闻评论 
姜晓丹、季晓青、龚奇、 

王文炳 
周新科、赵奕 浙江卫视 

13 数智治理莫陷“形式主义”怪圈 新闻评论 
宋赢洲、倪力优、洪佳玮、

吴毅波、毛晓慧  
夏茂松、刘雪松、唐吟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二等奖（22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类型 作者姓名 编辑 播出机构 

1 
2020 年浙江城乡收入比首次破 2  城乡差距持续

缩小 
消息 沈泽南、杨柯、邵大望 邵一平、陈婕 浙江卫视 

2 
“我叫党员！”——记台风“烟花”中一位平凡的党员

志愿者 
消息 籍梦、张恩、周海宇、徐硕 夏吉波 宁波电视台 

3 手机一点有人应 “抢单”抢出满意度 消息 饶勇、邹文欣、黄晶、陈崇 姜丽华 衢州市广播电视台 

4 村口的“涂鸦”：藏在深山里的农民画展 消息 宋词、翁恺科、叶洋灵、黄琳 董剑辉、潘樟颜 松阳县广播电视台 

5 创业板今天迎来 393 岁创业者——张小泉 消息 莫晨涛、王培梁 李安娜、孙杭斌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6 
浙江“数字援青”建共富“绿洲” 青海乌兰牧民享智

慧放牧 
消息 

张伟、裘超奇、王涛、张哲萍、

俞丹丹 
潘潇、马红芳 德清县广播电视台 

7 柯桥轻纺城商户遭遇“著作权索赔” 连续（系列）报道 夏辉、肖研、蒋盈盈、丁杭 王巍然、王心楠 
浙江电视台经济生

活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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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列报道：梅花香自苦寒来 连续（系列）报道 王亮、李静、厉俊俏 方青云、李娜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9 “中国钮扣之乡”重塑记 连续（系列）报道 冯明健、徐英、方广林、叶翔 胡伯良、沈育霞、施熠锋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1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第十四季《人民就是江山》

第一集《生死与共》 
新闻访谈节目 

集体（周新科、赵奕、董晓丰、

姜周轶、袁非焱、平原、顾宁

馨、季晓青、王浩、杨文馨、

钱颖超、赵倬、姜伟、王文炳、

钱挺、龚奇） 

周新科、赵奕 浙江卫视 

11 杨倩：越努力 越幸运 新闻访谈节目 
金诚、何星烨、江涌、史宇健、

张馨予 
叶志达 宁波电视台 

12 2021 年 3 月 23 日《嘉兴新闻》 新闻节目编排 施熠锋、沈育霞、姚丽 施熠锋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13 二次供水改造 一户都不能少 新闻专题 
黄敏乐、芸儿（朱盈）、曾莉

婵、刘克炜、屠瀚渊、王帆 
李文、王健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14 楼建勇：浙 D12362 已到曹娥街道 新闻专题 
李佳、余斌、朱丽、李斯承、

邵剑锋 
王勇、何璇、傅明 绍兴市广播电视台 

15 110 天 共同治愈 新闻专题 
王译萱、缪华芳、应科、 应佳

蝶 
顾良达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16 宝藏老师的“飞天”梦 社教专题 
卓树理、邱奕菲、胡国稳、何

侃、章琦、陶高旸 
朱怀康、祝青、童海燕 安吉县广播电视台 

17 共富路上的沈红平 社教专题 
裘伟、袁晓东、张壬、马丽萍、

张彬 
张元、裘伟、袁晓东 嵊州市广播电视台 

18 衢江畔藏着姑蔑古国？ 社教专题 
周志贤、卢晔岚、蒋志勇、周

艰、张翔、蒋在超 
卢晔岚、张艺 衢江区广播电视台 

19 不远万里 社教专题 
段欣、沈炳忠、陈才华、沈广

宇、盛晏樑、杨志伟 
陈才华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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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0 高地上的红色种子 社教专题 
陶海燕、蒋鹏飞、厉永兵、徐

张华 
王卫萍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21 数智革新：如何变“短板”为“跳板” 新闻评论 
蒋敏、郑重、吕浩、张俊、王

珏 
沈建辉、杨敏 湖州市广播电视台 

22 龙港“撤镇设市”两年间“小马”如何拉“大车” 新闻评论 
金亮、黄利伟、钱挺、朱贤勇、

汤秋黎 
邵一平、陈婕、李阳 浙江卫视 

 

三等奖（30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类型 作者姓名 编辑 播出机构 

1 
鄞州姑娘杨倩勇夺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 打破鄞

州奥运金牌零纪录 
消息 徐焕、蔡科波、郁振潮 洪晓薇、李伟 鄞州区广播电视台 

2 浙江产生首位“正高级”技术工人 消息 朱洪凡、于书韵、裘正侃 赵敏、张操 
浙江电视台教科影

视频道 

3 涌泉 95 后橘农捐橘助科研“火”出圈 消息 
金露妮、方华、金剑锋、章晓

燕 
于恺、王常新 临海市广播电视台 

4 关山万里送祝福 情系浙江和田班 消息 
李佳、陈燕、黄涛、赵渤、阿

卜力克木 
吴静、陈鸣、姜睿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5 保税燃料油“舟山价格”赢得国际市场话语权 消息 
戎浩、何英、方琦、陆炳、 王

伟 
顾良达、王译萱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6 玉环再兴“打硬股”：农民变“股民”  同奔共富路 消息 
任武林、陈旺、方申玺、郭晓

莹、蔡柳宁 
牟毅、杨妮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7 为了 14 名乡亲的安危 消息 骆诗文、徐钤、吴博伦 王忠铭 富阳区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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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 年还款 2077 万元！90 岁“诚信奶奶”陈金英今

天还清所有债务 
消息 陈建飞、董珍珍、周叶舟 吴洲娟、王黎津、吴锡霞 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9 消防员深夜出警后用餐 “皮衣哥”悄悄买单 消息 
施克聪、林仲、刘伦里、林子

璐、余芳芳 
施克聪、林子璐、郑方芳 平阳县广播电视台 

10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发布全国首个跨省域规划建

设导则 
消息 曹力、唐芳园、郁林强 计剑平、曹力 嘉善县广播电视台 

11 
强蛟下渔 95 户村民无偿让出庭院 铺就滨海“共富

路” 
消息 张帆、赵士超、周艳阳 张帆、沈洁、尤慧婷 宁海县广播电视台 

12 重走青藏驼队路  携手共富新征程 连续（系列）报道 
李沙楠、陶伟峰、黄珺、夏军、 

陆立、沈炜瑜 
沈建辉 湖州市广播电视台 

13 
“飞线充电”隐患大 斥巨资建的公共充电桩成摆

设 
连续（系列）报道 

陈峥、邵象富、程春阳、纪卓

含 
张剑、林洁霞 瑞安市广播电视台 

14 强推“无感支付”引争议 连续（系列）报道 赵奕超、何剑 冯勇、孙杭斌、周洁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15 聋哑人租的车被拖走 连续（系列）报道 

张朝拯、王德相、陆远鹏、林

超、张继洪、朱可近、陈琳燕、

林家梁 

郁晨怡、卢宝祥、 

张凌寒 

浙江电视台民生休

闲频道 

16 圆桌特别调查——来自青山村的报告（一） 新闻访谈节目 
张林、沈雪、鲁康宁、张平、

潘星宇、陆韦、陈旭、赵荣学 
余婕、唐吟、毛晓慧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17 庄园：今天我们又下乡了！ 新闻访谈节目 

胡正涛、赵婷、叶京取、傅铁

飞、边鲁平、周凌霄、石伟、

郭亮辰 

陈仲明、宣浩军、钱旭锋 诸暨市广播电视台 

18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丽水新闻》 新闻节目编排 谢美琳、聂春梅 田芸 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19 “涌泉”相报 新闻专题 
阮逸帆、包琦、高建平、潘财

胜、蒋荣良、方晨晔、高鲜朝 
周建业、王倩倩、陈枫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20 “跑山干部”陈闵健 新闻专题 
黄堃、张斌、沈赟、周志伟、

董维刚、朱燕萍 
胡伯良、徐英、徐梦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海宁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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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郑祥武：“黄鱼岛”上的“共富梦” 新闻专题 
方荣巩、郑益群、赵梦瑶、陈

超凡、刘畅、苏友凡 
范贺然 洞头区广播电视台 

22 柯城区：一张农民画的融合之路 新闻专题 
徐志明、叶剑亮、胡友财、杨

柯、黄超忆、石国栋 
刘成安 衢州市广播电视台 

23 当好非公企业的红色引擎 新闻专题 
蒋周晴、汪伶俐、邢逸川、陆

霄、汪勇、章艳、龚良证 
郑国健、陈振仕、陈亦全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24 永不过时的蚂蚁岛精神 社教专题 
陶晨曦、顾良达、翁文彬、洪

哲浩、 王跃蒙、王伟 
胡海光、邵宇、王冠挺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普陀区广播电视台 

25 沈姐共享厨房：用“二十平米”，温暖一座城 社教专题 刘腾飞、周登、麻斐翔 
集体（樊凯青、管智勇、李

景伟、郑晓峰） 
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26 海之盐 社教专题 
张芸飞、戚一、马景鑫、江云、

李洁、许融斌、殷卓敏 
崔斓莹 宁波电视台 

27 你好，大满贯老师 社教专题 
王宇、许祥红、颜群欢、蔡琼

莉、刘爱芳 
连韶红、张建 玉环市广播电视台 

28 “非粮化”整治岂能一“整”了之 新闻评论 
叶晨慧、杨亚初、陈梅蓉、应

沛成 
方青云、何立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29 为民办实事  更需依法科学行政 新闻评论 
王益新、黄堃、张天亮、沈飞、

沈琳 
胡伯良、徐英、薛开新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30 根脉永续·重走一大路 新闻现场直播 

集体（沈育霞、朱宇虹、屈霞、

周强、张珺旖、徐书棋、高艳

涛、高馨宇、全昺闳、李承超、

孙炜航、朱妍、孙梦圆、李晓

钰、方广林、汤强、林佳、冯

路、陆英杰、郑文军） 

集体（胡伯良、杨明松、施

熠锋、秦骁康、沈琳、孙兵）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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