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

湖北省第二十九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好新闻评选通知

省直各有关新闻单位,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 (厅)、研究室:

根据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2022年度工作要点》,报经省人大

常委会领导同意,拟于近期启动湖北省第二十九届宣传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好新闻评选工作。请各推荐单位于2022年6月15日前

完成参评作品的报送工作,逾期不再受理 (以邮戳和网上发送日

期为准)。参评作品的具体要求详见 《湖北省第二十九届宣传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好新闻评选办法》。

附件:湖北省第二十九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新闻评选

办法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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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7-87231670

联 系 人:刘 浪 027-87238740 13871262065

余 璐 18071024817 王 丹 18907160065

邮寄地址: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宣传处

邮政编码:430071

电子邮箱:hbrdpx201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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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北省第二十九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好新闻评选办法

“湖北省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新闻”是由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主办的全省人大系统的新闻奖项 (简称人大新闻奖),每

两年评选一次。获奖作品将择优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推

荐参加第31届中国人大新闻奖评选。

一、评选宗旨

开展人大新闻奖评选活动,旨在鼓励、引导新闻媒体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在人大新闻

工作中进一步深刻理解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

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不断提高人大工

作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水平,讲好中国人大故事、讲好湖北人大故

事、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湖北实践故事。

二、评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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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网站和全国人大、省级人大常委会

机关网站,有全国统一刊号或准印证号的地方人大常委会机关主

办的刊物,在2020年6月16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间首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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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原创新闻作品。

三、评选标准

(一)重点反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人大工作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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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存在与事实不符、新闻要素不全、事实性错误等情况

的作品,不得获奖;作品存在以下情形,降低获奖等次:

1.参评作品有词序颠倒、成分缺失、指代不明、归类有误

等情况的,不得获一、二等奖。

2.参评作品中的文字作品出现病句、错别字、标点符号错

误、多字、落字等情况的;视频作品字幕有错别字、音视频作品

中主持人和记者表述有误的,不得获一等奖。

上述错误在同一件作品中出现两次以上 (含两次)的,不得

获奖。

四、评选项目及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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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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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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名后的括号内填报实名,不得随意

变更)。

(一)报纸通讯社作品 (设6个参评项目)。

1.消息 迅速简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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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2人。

2.评论 对新闻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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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观点鲜明,论点正确、有新意,论据准确充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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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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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发生的某一新闻所做的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方式报

道。1组系列报道应不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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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新闻进

行的 “追踪式”报道。1组连续报道应不少于3件作品。该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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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不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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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副刊版面以及成组的版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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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另报责任编辑。

6.新闻专栏 报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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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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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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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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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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的新闻节目。要求必须以新闻现场音像信号为直播主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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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为本台自采的占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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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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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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地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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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嘉宾现场交流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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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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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评作品要求原创,转载、链接作品不在报送之列。

1.评论 新闻网站或新媒体平台首发的原创评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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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各种多媒体手段和多种新闻体裁,从不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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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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形式、内容与主题思想的高度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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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或新媒体访谈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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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要求原创,运用多种新媒体和新技术手段,形式新颖活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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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次曝光和用电脑技术人工合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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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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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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按 “集体创作”申报,并另报责任

编辑1人。

(五)人大报刊作品 (设4个参评项目)。

1.消息 定义、标准和要求同报社通讯社作品消息。

2.评论 定义、标准和要求同报社通讯社作品评论。

3.通讯 定义和标准同报社通讯社作品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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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要注重报送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的作品。

五、推荐和报送办法

请各推荐单位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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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于2022年6月2日前,将名单报送至研究室宣传处。

(一)关于推荐 省新闻单位发表的作品,由新闻单位直接

向评选委员会办公室推荐。各地新闻单位发表的作品,由所在

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或研究室向评选

委员会办公室推荐。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处室发表的作品,由各

处 (室)向评选委员会办公室推荐。

(二)关于作者 所有参评作品作者均以刊播时的姓名、人

数、排序为准,送评时必须署实名,不得随意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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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报送 所有参评作品只需通过邮寄报送1份原件、

1份相关表格即可,不用复印多份。同时,必须通过网络报送参

评作品和材料的电子版。

1.报送原件和表格

(1)所有参评作品文字材料的打印件均请使用A4复印纸。

参评作品文字材料由一份作品和一份推荐表组成,表格填写必须

详细、无漏项,原件随文字材料一同邮寄。

(2)广播电台作品:须刻录成1份CD光盘,附作品文字

稿、推荐表。

(3)电视台作品:须刻录成1份DVD光盘,附作品文字稿、

推荐表。

(4)广播电台、电视台参评作品必须是原版播出带,不得为

参加评奖重新修改、编辑、制作,评选中一经发现,即取消参评

资格。另外还须用不干胶条将作品标题、参评项目、作者姓名、

刊播单位、时长等内容标明并粘贴在光盘上。

(5)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专题、访谈须报送1000字以内

的内容简介,作品超过4000字的,应附3篇代表作。

(6)各报送单位须按规定填写清晰、完整的推荐作品目录和

推荐表 (附后),由本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如不符合规

定,将不予参评。

2.报送电子版 (不含音、视频作品)

参评作品的电子版必须与原件相一致,不得为参评重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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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辑、制作。

(1)所有文字材料的电子版,须用 Word格式保存。标题2

号宋体,一级标题3号黑体,二级标题3号楷体;正文3号仿

宋,1倍行距。

(2)音、视频作品,须是原版播出节目复制成的光盘。

(3)网络作品,须是原创的 (网址必须准确、有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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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参评作品请于2022年6月15日前 (以邮戳和网上发送

日期为准)寄送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请在信封右上角标明 “参评

作品”。逾期不再受理。

六、评选程序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组织设立评选委员会,聘请省新闻主管

部门、大专院校、省直主要新闻单位和新闻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组

成。评选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人大常委

会研究室宣传处。

1.评选分为初评、定评。

2.初评由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进行。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将核

实参评作品的相关信息,确认参评资格,并对作品不当归类进行

调整。如推荐单位确有优秀作品不在规定评选项目之内的,可与

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联系,单独报送,参评作品占本单位参评

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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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评由评选委员会进行。

省评选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聘任。

4.评选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评选委员会办公室提出意见,

报评选委员会确定。

七、其他

1.获奖作品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一、二、三等

奖作品共55件,其中一等奖12件,二等奖18件,三等奖25

件。 (不含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参评省人大新闻奖的获奖作

品)。

2.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对获奖作者颁发证书和奖金;对获

得一等奖的责任编辑颁发获奖编辑证书。

3.评选结束后由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将评选结果通知各参评

单位,并在湖北日报、《楚天主人》、省人大网站、省人大微信公

众号上公布。

4.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组织评选、推荐作品参评省人大

新闻奖事项,根据 《关于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织省人大新闻奖

事项的意见》办理。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处室报送的作品参照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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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第二十九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好新闻评选推荐作品数额分配情况

一、分配方案说明

本届好新闻奖参评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1.往年好新闻奖参评基数;

2.第二十八届省人大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数 (每个一等奖

增加1件);

3.网络、新媒体参评数。

主办单位可根据推荐情况补充推荐漏报的报道省人大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和省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等其他重要工作的

优秀新闻作品参评。

各有关单位按分配数额推荐参评。如超额报送,评选委员会

办公室将按单位报送的 《湖北省第二十九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好新闻评选推荐作品目录》顺序撤下排序在后的超额作品。

二、分配数额

单  位 推荐数额 单  位 推荐数额

湖北日报 4+1 湖北之声 2

湖北卫视 2+1 长江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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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推荐数额 单  位 推荐数额

融媒体新闻中心 湖北综合 2+1

楚天都市报 2+2 荆楚网 2

(极目新闻) 长江日报 2

湖北经视 2 省政府门户网 2

农村新报 2 长江商报 2

湖北画报 2 楚天主人 2+3

湖北人大微信 2 省人大网 2

武汉市 5+1 黄石市 4

襄阳市 4 荆州市 4

宜昌市 4 十堰市 4

孝感市 4+1 荆门市 4

鄂州市 4 黄冈市 4

咸宁市 4 随州市 4+1

恩施州 4 仙桃市 2

潜江市 2 天门市 2

神农架林区 2 省人大机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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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第二十九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好新闻奖推荐作品目录

推荐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手  机

联系地址 邮  编

序
号

作品标题
评选
类别

评选
项目

作者
姓名

刊播登载单位
(日期)

作品字数
(时长)

1

2

3

4

5

6

7

8

9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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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第二十九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

推荐单位:

作品标题

评选类别

参评项目

作品字数
(时长)

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及邮编

责编姓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刊播登载单位

刊播登载日期

采编过程

宣传效果

作品评价及
推荐意见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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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第二十九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好新闻奖参评网络作品推荐表

推荐单位: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刊播网站 首发日期

点击率 转载率

网站审批/登记编号 字数/时长

作品网页地址

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

作者网名 通讯地址及邮编

责编姓名 联系电话

采编过程

社会效果

作品评价及
推荐意见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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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第二十九届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好新闻奖参评摄影作品推荐表

推荐单位: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首发日期 摄影作品张数

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及邮编

责编姓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刊载单位

刊载版面

作品文字说明

拍摄过程

宣传效果

作品评价及
推荐意见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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