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豫人常办 〔２０１９〕３０号

第２８届河南人大新闻奖评选通知

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省直有关新闻单位,省人大各专门委员

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办事机构:

根据 «第２９届中国人大新闻奖评选»通知要求,为鼓励和

引导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积极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

作,充分发挥人大新闻报道的正确导向作用,不断提高人大新闻

报道的质量和水平,讲好人大故事,第２８届河南人大新闻奖评

选工作将于２０１９年５月初至６月初开展.

现将 «第２８届河南人大新闻奖评选办法»发给你们,请按

评选办法认真组织推荐参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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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２８届河南人大新闻奖评选办法及相关表格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河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２０１９年５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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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２８届河南人大新闻奖评选办法

河南人大新闻奖是全省性奖项,由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和河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每年评选一次.

一、评选宗旨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宣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鼓励

和引导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

信”,做到 “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投

身人大新闻报道工作,积极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

充分发挥人大新闻报道的正确导向作用,不断提高人大新闻报道

的质量和水平,讲好人大故事,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

进.

二、组织领导

河南人大新闻奖评选活动在省人大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由省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主办,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研究室承办.评选委员会日常工作由办公厅研究室宣传处

具体负责,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办公厅研究室宣传处.
—３—



三、评选范围

河南人大新闻奖参评作品必须是经国家正式批准的报社 (报

业集团)、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和省人大常委

会机关网站 (不含网络版、电子版),有全国统一刊号或准印证

号的省级人大常委会及其以下人大机关主办的刊物,在２０１８年

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期间首次刊播的原创新闻作品.

四、推荐办法及参评条件

省直新闻单位的参评作品由新闻单位直接向省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推荐;各省辖市的参评作品应以在本地区媒体刊登的作品为

主 (不得推荐在省外媒体刊登的作品),由省辖市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 (室)或研究室 (调研室)统一向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推

荐;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委室的参评作品按照参评作品范围要求

初审后向评选委员会办公室推荐.评选委员会办公室不受理个人

申报参评作品.

(一)重点反映各级人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依法行使各项职权的情况和成效.作品导向正确,符合宪法和法

律,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二)内容真实,具有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好.主题鲜明,

勇于创新,语言文字生动,制作精良,感染力强,为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

(三)有较大社会影响,有较高的转载量、点击率、收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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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性强.

(四)有与事实不符、新闻要素不全、事实性错误等情况的

作品不得获奖.

五、评选项目及具体要求

河南人大新闻奖设５类,共２８个评选项目.

参评作品的作者、编辑和主创人员按各评选项目要求申报.

作者姓名均以刊播时的姓名、人数、排序为准 (刊播时为笔名、

网名的,报送时可在笔名、网名后括号内填报实名,不得随意变

更).

(一)报纸通讯社作品

设６个参评项目.

１消息　迅速报道新闻事实的新闻作品.要求新闻性强、

时效性强,语言文字简明扼要,表述准确,逻辑清晰,有完整的

新闻要素.作者超过３人或未署名的,按 “集体创作”申报,可

另报责任编辑２人.

２评论　对社会关注的新闻事件、热点话题、社会现象等

进行事实分析和说理的新闻作品.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

时评、述评、短评等,不包括杂文和系列评论.要求观点鲜明,

论点正确、有新意,论据准确,分析深刻,论述精辟有力.作

者、编辑署名申报要求同上.

３通讯　用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闻特

写、新闻综述等表现手法对新闻人物、事件等进行深入报道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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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作品 (含分上、下两期刊发的通讯).要求主题鲜明,选材典

型,事实准确、结构合理,语言生动,评议、刻画到位,感染力

强.作者、编辑署名申报要求同上.

４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　系列报道是指围绕某一主题或已

经发生的新闻事件等所做的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方式报

道,１件系列报道应不少于３件作品.作品策划性强,单篇作品

间关联性强,成系统.连续报道是指围绕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连

续刊发的 “追踪式”报道,１件连续报道应不少于３件作品.该

评选项目不包括专栏、系列评论和系列文章,不含事后将一段时

间内分散发表的主题和内容相关的报道集纳在一起的作品.要求

题材重大,主题鲜明,结构完整,报道全面,新闻性强,有深

度,有影响.

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要求报送开头、中间、结尾部分各１件

代表作并附该作品１０００字以内的内容简介.

作者以代表作刊播时的署名为准,申报主创人员为作品策

划、记者、编辑等,超过７人的,按 “集体创作”申报,不另报

责任编辑.

５新闻版面　要闻版等新闻版面 (不包括摄影、漫画等专

版、专刊版面和成组的版面).要求体现政治性、新闻性、思想

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标题准确生动,照片、文字与图示兼顾,编

排整体协调,版式设计讲究、新颖、有特色,便于阅读.作者指

版面编辑和版式设计人员.超过３人按 “集体创作”申报.
—６—



６新闻专栏　报纸通讯社刊发有共同特征 (同类主题、同

类题材、同类体裁)的新闻报道的版块 (单元),每周刊发或更

新不少于一次.要求有固定的名称,位置相对固定和独立,不含

专刊和专版.要求内容选择与栏目定位、版面位置相适应;形式

新颖,特色鲜明;编排制作精良,社会影响较大,该评选项目主

创人员指栏目策划、采写和编辑等,署名超过６人按 “集体创

作”申报,不另报责任编辑.

(二)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作品

各设６个参评项目.

１消息　定义和标准同报纸通讯社作品消息.广播电台作

品主创人员包括采访记者和编辑等,超过４人按 “集体创作”申

报;电视台作品主创人员包括采访记者、摄像和编辑等,超过５

人按 “集体创作”申报.不另报责任编辑.

２评论　定义和标准同报纸通讯社作品评论.作者、编辑

署名申报要求同上.

３专题　从不同角度报道、分析同一新闻事件、新闻人物、

社会现象的广播电视新闻作品,包括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调

查性报道、新闻特写、新闻综述等.要求主题鲜明,材料典型,

事实准确,结构合理,语言 (声音、画面)生动,有细节、有深

度,音响、画面运用得当,有感染力.要求报送该作品１０００字

以内的内容简介.作者、编辑署名申报要求同上.

４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　定义和标准同报纸通讯社作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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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报道和连续报道.要求报送开头、中间、结尾部分各１件代表

作并附该作品１０００字以内的内容简介.该评选项目主创人员指

作品策划、采写和编辑等,署名超过７人的,按 “集体创作”申

报,不另报责任编辑.

５现场直播　与重大新闻事件或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同

步采集现场信号并播出,集现场报道、背景介绍与事态分析等于

一体的新闻作品.要求必须以新闻现场音像信号为直播主体,釆

用音像资料时长不超过整个作品时长的１/３.同等条件下,现场

信号为本台自釆的占优.对同一新闻事件进行的间断性直播选取

其中１个完整直播段参评.该评选项目不包括纪念会、报告会、

文艺演出、工程庆典、剪彩仪式、活动开幕式和以演播室直播谈

话等为主体的作品.要求主题重大,策划周密,能够全面迅速准

确地釆集与传播新闻现场的重要信息,导播调度合理,主持应变

机敏,音质画面清晰.要求报送该作品１０００字以内的内容简介.

该评选项目主创人员超过８人,按 “集体创作”申报.

６访谈　主持人与嘉宾就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

和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谈话作品和新闻人物访谈作品,要求主持

人与嘉宾现场交流谈话占整个作品时长不少于２/３.嘉宾与现场

观众有互动内容的作品占优.要求选题恰当,时效性强;嘉宾有

代表性、权威性;谈话主题集中,脉络清晰,结构完整;谈话内

容与节目定位、播出时段相适应;语言简洁生动、流畅准确;主

持人提问、转承自然得当,对现场节奏把握适度;背景资料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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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当.要求报送该作品１０００字以内的内容简介.该评选项目主

创人员指作品主编、编导、主持人等,超过６人按 “集体创作”

申报.

(三)网络作品

设４个参评项目.转载、链接作品不在报送之列.

１评论　新闻网站首发的原创评论,包括评论员文章、署

名时评、短评、专家评论等.网络评论要求具有鲜明的网络特

色.作者超过３人按 “集体创作”申报,并另报责任编辑１人.

２专题　用图片、文字、音视频、Flash等多媒体手段和多

种新闻体裁,从不同角度全面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或同一新闻主题

的作品.要求主题得当,特色鲜明;容量大、采集广、更新迅

即;交互性强、表现形式丰富多样;页面结构清晰、逻辑分明、

布局合理,页面设计新颖美观,富有特色,达到形式、内容与主

题思想的完美统一.要求附该作品１０００字以内的内容简介.该

评选项目主创人员指策划、采写、编辑、页面设计等,超过６人

按 “集体创作”申报,不另报责任编辑.

３访谈　主持人与嘉宾就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

或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在线访谈作品,主持人与嘉宾现场交流谈

话内容不少于作品的２/３,该评选项目不含系列访谈.评选标准

同广播电台作品访谈.要求附该作品１０００字以内的内容简介.

作者、编辑申报要求同广播电台作品访谈.

４新媒体　不设具体项目,不限体裁、报道形式.参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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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要求原创,内容丰富,传播效果好,要有阅读量、转发量等相

关数据.主创人员超过８人,按 “集体创作”申报.

(四)摄影作品

设２个参评项目.摄影作品是指报纸通讯社和新闻网站首发

的新闻摄影作品.参评作品要求新闻性强,原创、首发、现场抓

拍、表现力强、图像清晰,标题准确、文字说明新闻要素完整,

文字简洁.转载、合成、多次曝光和用电脑技术人工修改制作的

作品不在报送之列.

１单幅　指运用单幅照片表现一个主题的作品.只能申报１

位作者.

２组照　指运用一种或多种表现手法,由多幅照片表现一

个主题的作品.作者超过２人按 “集体创作”申报,可另报责任

编辑１人.

(五)人大报刊作品

设４个参评项目.

１消息　定义、标准和要求同报纸通讯社作品消息.

２评论　定义、标准和要求同报纸通讯社作品评论.

３通讯　定义和标准同报纸通讯社作品通讯.

４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　定义、标准和要求同报纸通讯社

作品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

六、评选程序及奖励办法

(一)受理　提交作品由评选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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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查　评选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参评条件和要求对报送

的参评作品进行资格审查,合格者分类装订参加评选.

(三)评选　本届河南人大新闻奖评选分为初评、复评和定

评.省直新闻单位和各省辖市推荐的作品,为初评作品.复评工

作由评选委员会办公室邀请省直主要新闻媒体的资深记者,按照

拟表彰作品的２００％遴选出进入定评的作品.定评工作由评选委

员会对参加定评的作品进行评议、讨论后,根据通过的 «新闻奖

评选办法»进行投票,按得票多少依次遴选出一、二、三等奖.

(四)公示　评选委员会将拟获奖作品在 “河南人大网”公

示５天.公示期内,对拟获奖作品有异议的,可向评选委员会反

映,评选委员会将根据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处理并作出裁决.

(五)表彰　本届河南人大新闻奖拟评出一等奖１０篇、二等

奖２０篇、三等奖３０篇.公示期满,报请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批准后,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河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名义对获奖作品进行通报表彰,并向获奖作者颁发证书和奖金.

评选委员会可根据作品实际情况评出其他奖项.

七、处罚

如参评作品、获奖作品有抄袭、虚假、失实或与刊播时不一

致,参评作品的相关申报材料有造假、虚报、篡改、伪造及未按

规定程序推荐、评选等违规问题,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将立即核

查.一经查实,报评选委员会核批后,即撤销该作品参评或获奖

资格,并责成推荐单位追回获奖证书和奖金;对推荐单位提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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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被批评单位不得参评下一届该评选项目评选;对参评作品的

作者、编辑予以通报批评,并禁止其三年内参加河南人大新闻奖

评选.

八、报送时间和报送方式

(一)确定联络员

推荐单位须确定１名联络员,其职责是:负责组织报送本单

位推荐的参评作品,向本单位获奖者发送获奖证书和奖金.联络

员须填报 «河南人大新闻奖参评单位联络员表»,重新命名为:

某某 (新闻单位或省辖市人大)联络员 (如:河南日报联络员、

郑州人大联络员).请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前,将该表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至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二)报送形式

推荐单位的联络员需在线报送参评作品的电子版,同时将作

品的原件和表格 (一式一份)邮寄至省人大办公厅研究室宣传

处.各推荐单位推荐报送的作品不得超过分配数额,无原件、电

子版及表格的参评作品视为无效作品.所有参评作品目录和推荐

表必须由推荐单位 (省直新闻单位或省辖市人大常委会)统一加

盖公章并由推荐单位统一报送,不符合规范要求的作品视为弃

权.

１报送电子版

参评作品的电子版必须与原件相一致,不得为参评重新修

改、编辑、制作.电子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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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所有参评作品的电子版 (音、视频作品的内容简介)及

各种表格,须用 Word格式保存.音、视频作品须用 mp３、mp４

格式保存.

(２)网络作品,须是原创的 (网址必须准确、有效).

(３)摄影作品保存文件数据每幅作品在２—４MB之间,文件

格式一律为JPEG.

２报送原件和表格

(１)原件指的是刊登参评文字作品、摄影作品的报纸、杂志

等.

(２)表格共４张:① «第２８届河南人大新闻奖推荐作品目

录»;② «第２８届河南人大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③ «第２８

届河南人大新闻奖参评网络作品推荐表»;④ «第２８届河南人大

新闻奖参评摄影作品推荐表» (上述表格可从新浪下载邮箱或

“河南人大网”“第２８届河南人大新闻奖评选活动”栏目下载).

(３)摄影作品尺寸须冲洗为８英寸.将单幅和每幅组照摄影

作品的文字说明填写在 «第２８届河南人大新闻奖参评摄影作品

推荐表»的 “作品文字说明”栏内.

(三)报送时间及地址

各单位推荐的参评作品,应按要求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２日前报

送至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宣传处,并在信封右上角或电子

邮件标题上注明 “XXX 单位参评作品”字样,逾期视为弃权

(以邮戳和电子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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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黄　璜　尤振璋

联系电话:６５９０９２８３　６５５０８５７７

邮寄地址: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宣传处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３

文件及相关表格下载邮箱:srdxccxz＠sinacom (密码为

１２３４５６xz).

参评作品报送电子邮箱:srdxwp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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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５月６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