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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名专栏获奖作品 

 

序号 作品标题 作者（主创人员） 刊播单位 

1. 
《好摄之友》 赵星 陈艳 李冠男 钱江晚报 

2. 《家有喜事》 集体 海宁日报 

3. 《今日评说》 集体 浙江卫视 

4. 
《1054在行动》 

李萌 李伟通 陈娇 留恋 姚金明 宋高 杭州人民广播电台西湖之声 

5. 
《政在解读》 

集体 杭州日报 

6. 
《温州好人》 

黄碧红 戴旻斐 周骏 周军 徐克 仇春波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7. 
《晒家训传家风》 

陈春淋 章卫平 沈庆文 金梦玲  承晗璐 陈甜 衢州晚报 

8. 
《七日谈》 

黄保才 赵宗彪 于鹏 包建永 鞠贵芹 张艳春 台州日报 

9. 
《行风热线》 

方静萍 洪蕊 张蕾 赵姗姗 金华广播电视总台 

10. 
《微视界》 

陈东 李艳 吴俊斐 金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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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类获奖作品 

特别奖（1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勇立潮头谱新篇——写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召开之际 浙江日报 王玉宝 杜博 集体 

一等奖（24 件） 

党报、县报消息（5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苍南叫停大渔湾围垦工程 

 历时 30年的人海之争化解，39公里原生态海岸线得以保存 
浙江日报 沈建波 施力维 胡丹 沈建波 徐月萍 

2. 德清推出全省首块“标准地” 浙江日报 陈佳莹 苏靖 

3. 
西溪湿地水质透明度达建园以来最好水平，水清鸟儿归 

“十年不见，鸳鸯，你好！” 
杭州日报 汪玲 张蔚蔚 宋铁辉 

4. 
宁波舟山港传递全球经济复苏的中国力量 

世界首个“10亿吨”超级大港诞生 
宁波日报 

何英杰 俞永均 

张燕 
朱宇 袁明淙 

5. 我国江海直达第一船昨下水 舟山日报 徐祝君 王晓敏 来其 沈良忠 

 

专业报、都市报、校报消息（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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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天天斗嘴的母亲突遇车祸失忆，女儿在作文大赛现场写了一篇《孟

婆汤》——一篇一等奖作文引出的泪奔故事 
钱江晚报 郑琳 集体 

2. 
村事家事说出来  大事小事商量办 

象山县“村民说事”助推乡村振兴 

群众对基层党组织满意度达 95.2% 

宁波晚报 杨静雅 王思勤 任晓云 

 

党报、县报通讯（深度报道）（5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农科赤子 一心为农 浙江日报 翁杰 邓崴 刘刚 

2. 
今年上半年，我省 6个县控及以上断面出现水质反复 

治好的河水，为何又变劣Ⅴ类 
浙江日报 梁国瑞 沈建波 李鹤琳 

3. 三问甬企“千亿梦” 宁波日报 俞永均 朱宇 易鹤 

4. 
这张证是怎样炼成的——南湖区在全国首推“行业经营综合许可”

始末 
嘉兴日报 应丽斋 耿俪洳 杨秀娟 张春荣 吴天根 

5. “我在中国社区矫正的日子” 金华日报 何百林 蒋晓明 

 

专业报、都市报、校报通讯（深度报道）（5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衢州初中生突发脑溢血昏迷 15个月，班主任老师为了唤醒他病榻前

讲故事 
钱江晚报 盛伟 郑旭萍 胡大可 

http://172.16.2.6/eip/assess/appraise/remark.asp?oper_type=set&department_id=2&outcome_id=1186058&outcome_type=2&prize_id=1&operation_id=22&page_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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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红船家庭”的红船情缘 南湖晚报 姜鹏飞 陶克强 杨志勇 张奎超 

3. 一曲《星光》，唱不尽新光——浦江新光村走红全国纪事 金华晚报 
童飚 杨林聪 

方跃镇 
丰晓原 朱家华 

4. 
丈夫做完试管婴儿手术遇海难  

妻子想通过胚胎移植延其血脉 
舟山晚报 翁履平 王晓东 姚碧波 俞浙前 

5. 船叫“沧海 9”  他叫杨世钗 浙江法制报 王索妮 罗丹琳 蔡亮 

 

党报、县报评论（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警惕“一杯酒”的破坏力 湖州日报 张锋 黄君 

 

党报、县报系列连续和组合报道(4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作风建设基层调查”系列报道 浙江日报 袁艳 吕玥 李鹏 李攀 施宇翔 王璐怡 王艳 

2. 践行“习总书记一句话”的温州样本 温州日报 集体 

3. “科学发展如何示范——九问嘉善的民心答卷”系列报道 嘉兴日报 施卫华 杨洁 张瑞洁 沈哲韬 杨自强 张春荣 吴天根 

4. 抢抓一带一路机遇 谱写杭州经济新篇 杭州日报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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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报、都市报系列连续和组合报道（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蓝色钱江保姆放火案”系列报道 钱江晚报 集体 

2. 弃婴连续报道 都市快报 罗传达 金洁洁 林碧波 何欣 邢志军 王铖杰 

 

二等奖（39 件） 

党报、县报消息（6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天台严厉问责让“孙连城”坐立不安 

在位一天赶考一天 千名干部红脸出汗 
浙江日报 崔旭川 徐平 朱海兵 章先清 

2. 
有效破解美丽乡村长效管理难题 

安吉九成村庄用上城市物业 
湖州日报 

李晓俊 王炜丽  

俞乐斌 
沈振建 

3. “珍珠之乡”蚌宝宝要到巢湖吃蓝藻 绍兴日报 何超群 单滨新 丁兴根 张陆龙 

4. 义乌首创“洋街长” 百日治街气象新 金华日报 何百林 蒋晓明 

5. 
你帮我种粮食 我替你交“五险” 种粮大户董红专瞄准公司化“转

型升级” 
衢州日报 程红芬 胡宗仁 王强华 程红芬 

6. 庆元政和合发“红头文件”跨省治水 丽水日报 施龙有 阮春生 陈传敏 聂陈杰 季凌云 

http://172.16.2.6/eip/assess/appraise/remark.asp?oper_type=set&department_id=2&outcome_id=1212569&outcome_type=2&prize_id=1&operation_id=22&page_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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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报、都市报、校报消息（5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中策橡胶安装了一个“大脑” 一年增加利润上千万 都市快报 沈积慧 袁春宇 

2. 杭州“希望杯”变“绝望杯” 每日商报 胡鸿 许静凯 夏莹 

3. 新一届嘉兴市政府把首个全市性大会“搬”进法庭 南湖晚报 沈煜威 杜佳霖 杨志勇 张奎超 

4. 绍兴对“醉酒办公”开出首张罚单 绍兴晚报 裴金红 罗超华 朱建宇 

5. 智能机器人撑起“双 11”狂欢 科技金融时报 林洁 王宝聪 

 

党报、县报通讯（深度报道）（6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杭州老人登报求陪伴，戳中社会痛点 

老来无伴，我的孤独谁能懂 
浙江日报 黄珍珍 梁国瑞 

2. 
每天的上学路都是黑的 10 岁的孩子却点亮了这么多人的心（上、

下篇） 
杭州日报 汪玲 杨子健 廉笑尘 谢俊 王倩 

3. 小村“大选”——苍南大门洋村村组织换届选举现场纪实  温州日报 张沙默 郭乐燕 章会 林秀贝 

4. 县域医改的长兴实践 湖州日报 李晓俊 戈杰 潘建兰 沈振建 殷恒发 

5. 金华“鸡林会”发布引轰动 金华日报 李艳 劳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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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许子兵的三个外号 台州日报 蒋虎雄 余海鸥 阎基旺 

 

专业报、都市报、校报通讯（深度报道）（6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14岁孩子疯狂打赏“触手 TV”女主播，不到两个月花光 16 万余元；

父母在服装厂打工，一天缝上千条牛仔裤，十年攒下的血汗钱就这

么没了 

触手 TV：你对未成年人的门槛在哪里 

钱江晚报 蓝震 肖菁 郑旭萍 王磊 

2. “1505174”号小红车 去年杭州最勤奋的公共自行车就是它 都市快报 魏奋 陈奕 顾怡 

3. 

重温 80余年前红军的漫漫征途 

老华侨带领 10多名儿孙“重走”长征路 

“希望他们可以牢记自己的根在中国” 

宁波晚报 房伟 朱尉 

4. 
苍南叫停已获国家批复的大渔湾围垦工程 

——填不填？时隔 9年，这道题终有答案 
温州都市报 周向勇 戴玮    潘贤群 施文洪 项丹妮 

5. 73本工作笔记见证乡村巨变 衢州晚报 徐敏 张美昌 

6. 一句谣言害惨台州紫菜养殖户 台州商报 夏仲超 王友献 朱敏 

 

党报、县报评论（5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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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多跑一次 关键少数是关键 浙江日报 程永高 郭庆 张永贵 

2.  职称评定“三唯”怎么改 杭州日报 徐迅雷 骆剑伟 郑晖 

3.  有一种“带病提拔”长期被忽视 宁波日报 张弓（张登贵） 易其洋 杨继学 

4.  “温州精神”的不灭火种 温州日报 陆剑于 叶绍敏 严芒芒 

5.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南湖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评论 嘉兴日报 徐宁 汪莹 施卫华 胡金波 

 

专业报、都市报、校报评论（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辱母大不是，法律不该二次伤害 钱江晚报 李晓鹏 冯晔 高路 

2. 伊凡大叔告别，温州该怎么感动 温州晚报 刘雪松 王若江 缪磊 朱国华 

 

党报、县报系列连续和组合报道（4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热血·信仰·足迹 

——党章守护人的故事 
宁波日报 黄合 袁明淙 李国民 

2. “智”造湖州 湖州日报 李晓俊 邵鼎 韩刚 陈栋 郑嵇平 张斌 

3. 艰辛诉讼路 风雨二十载 金华日报 何百林 蒋晓明 

http://kh.wzrb.net/kaohe/khlistgjtj.asp?bc=49981&gjjf_id=180162&gj=319156&gjlb=04-言论类&url=epaperfile/20170315/20170315201587.jpg&jbdate=2017-3-15&bm=温州城·要闻%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bx=3%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y1=2017&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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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探寻丽水大花园的色彩密码” 丽水日报 丁小伟 阮春生 叶浩博 钟根清 叶江 姚驰 林坤伟 

 

专业报、都市报系列连续和组合报道（5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电子时代去医院拍片为啥还要买胶片？ 宁波晚报 孙美星 朱志莹 陈剑虹 卢科霞 

2. 兰小草：“隐善”十五年 离世方揭晓 温州晚报 方立明 缪磊 王若江 汪文 袁寿省 孙余丹 

3. 小城故事“镇”精彩 湖州晚报 祝原 邹银惺 姚欢 吴建勋 

4. 乌镇四年间 嘉兴“网”者荣耀 南湖晚报 集体 

5. 
28名彝族中学生余姚找工作受困  

义乌好人爱心接力助他们圆梦 
浙中新报 王志坚 邵建伟 金晓 

三等奖（56 件） 

党报、县报消息（9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宁南物流区花 2000万元为文保建筑“搬家” 宁波日报 崔小明 严世君 金波  陈达 

2. 厉害了！杭钢新产品论克卖 浙江日报 张帆 汤宸璐 刘刚 滕昶 

3. 
审批服务窗口设到国外，侨胞办事方便纷纷点赞 

温州“最多跑一次”跑出“海外好声音” 
温州日报 严芒芒 金朝丹 缪眎眎 林秀贝 

http://kh.wzrb.net/kaohe/khlistgjtj.asp?bc=53293&gjjf_id=180993&gj=346319&gjlb=01-%CF%FB%CF%A2%C0%E0&url=epaperfile/20171219/20171219299155.jpg&jbdate=2017-12-19&bm=%D2%AA%CE%C5%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bx=1%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y1=2017&m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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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省“光伏小康红包”江山首发 衢州日报 王继红 郑积亮 徐颖之 傅剑青 

5. 台州首发全国地级市“十一证合一”营业执照 台州日报 洪雨成 卢纬波 马滨生 

6. “秀才村”的网上“新闻联播” 柯桥日报 叶红 邹文伟 许东海 

7. 
一张身份证搞定 209项涉民事项 

诸暨全省率先实现“一证通办一生事” 
诸暨日报 吕岚 宣浩军 倪钰 

8. 
全国首个公益慈善综合体在鄞开园 

民间众筹近 2000万元打造，将成为中国事业发展试验田 
鄞州日报 吴海霞 余峰 罗涟浩 

9. 
种早稻也用上了“北斗系统” 

兰溪农业“机器换人”促稳粮增收 
兰江导报 冯亦柔 陈红光 王虹 

 

专业报、都市报、校报消息（7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党建公积金激发两新组织活力 温州都市报 周俊朗 吕进科 蒋文泽 周向勇 王蓓 

2. 
六十年力保不倒㘰 长兴大㘰村有着自己的“绝招” 

村里有个水利委员会 
湖州晚报 朱乐云  李波 叶福明 朱晔 

3. 绍兴援藏教师带着藏娃千里迢迢回浙江治眼疾 绍兴晚报 汤桂平 罗超华 何用 

4. 舟山建首个公海流动基地和南美办事处 舟山晚报 陈斌娜 陈斌 李涛 金军 洪艳芳 

5. 山区丽水“长”出电商“亿元村” 处州晚报 邓其锋 廖王晶 肖春霞 潘亚 王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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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月上足 12天班 福利晋升可照旧 浙江工人日报 张戈 吴杭民 曾晨路 

7. 嘉兴首张创新券在沪“消费”兑现 科技金融时报 集体 王宝聪 

 

党报、县报通讯（深度报道）（10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反贪局副局长转隶记 浙江日报 丁谨之 吕玥 袁艳 郭晓伟 

2. 千年古官河的“复”与“兴” 杭州日报 万光政 汪玲 谢俊 宋铁辉 

3. 当你“老”了 温州日报 马真正 陈发赐 程潇潇 

4. 村里的“桃二代”们又回来啦！  嘉兴日报 杨洁 孙逊 杨自强 张春荣 

5. 珍珠之乡开蚌直播为何两般景象 绍兴日报 何瑛儿 何丹 赵铭 裘一倩 

6. 50载农村教育的耕耘与收获 金华日报 杨子平 冯拾松 杨准 

7. 这里的鱼儿配“保镖” 衢州日报 余慧仙 毛水华 刘芸 

8. 拯救舟山渔场 舟山日报 徐祝君 王晓敏 来其 沈良忠 

9. 破译乡村振兴的“密码” 丽水日报 施龙有 阮春生 金小林 蓝伟荣 

10. 
1700万株桑苗“安家”乌兹别克斯坦 

海宁桑农踏上丝路送“宝”传“经” 
海宁日报 沈虹 沈虹 陆晓明 

http://kh.wzrb.net/kaohe/khlistgjtj.asp?bc=52059&gjjf_id=180664&gj=336547&gjlb=02-通讯类&url=epaperfile/20170830/20170830303620.jpg&jbdate=2017-8-30&bm=文体秀%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bx=12%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y1=2017&m1=7
http://172.16.2.6/eip/assess/appraise/remark.asp?oper_type=set&department_id=2&outcome_id=1180966&outcome_type=2&prize_id=1&operation_id=22&page_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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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报、都市报、校报通讯（深度报道）（ 7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此心安处是东衡——一个村庄的文化自信 湖州晚报 张郁 黄勇 

2. 大学生创意接力救活一家企业 绍兴晚报 何超群 周国祥 朱建宇 

3. 违建房被拆几个月，眼下又原址抢建 台州晚报 许灵敏 姚华 蒋晞 

4. 67年不间断的家书 传递华侨家庭的幸福密码 处州晚报 黄俊剑 吕恺 吴祥柱 孙蕾 

5. 要搭好脚手架 可能得花上一辈子 浙江工人日报 杜成敏 雷虹 

6. VR戒毒效果，“虚拟”还是“现实”？ 科技金融时报 孟佳韵 王宝聪 

7. 
无论输赢，这都是人类智慧的胜利！ 

——“中国乌镇 围棋峰会”启示录 
体坛报 黄维 陈亮 郦琪琛 毛锦怡 

 

党报、县报评论（6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解读传统文化要彰显时代价值 绍兴日报 何瑛儿 单滨新 骆尚木 

2. 止谣：不跟风，不跟“疯” 金华日报 王春雷 童俊伟 琚红征 

3. 警惕“最多跑一次”跑题 衢州日报 葛志军（笔名东杰） 徐颖之 

http://172.16.2.6/eip/assess/appraise/remark.asp?oper_type=set&department_id=2&outcome_id=1192014&outcome_type=2&prize_id=1&operation_id=22&page_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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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时此刻，最重要的还是干！ 舟山日报 周仲平（来其） 来其 

5.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 台州日报 胡文雄 余海鸥 马滨生 

6. 从“一直在路上”到“最多跑一次” 丽水日报 蓝东海 聂陈杰 孙玮 

 

专业报、都市报、校报评论(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莎普爱思”为什么敢虚假宣传 每日商报 岑嵘 张伟达 

2. 人类输了，但是阿尔法狗没有笑 衢州晚报 巫少飞 许彤 席晓平 

 

党报、县报系列连续和组合报道（8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绍兴市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述评（上、中、下） 绍兴日报 单滨新 王武荣 丁兴根 何瑛儿 何超群 栗爱平 张陆龙 

2. 衢州“厕所革命”之问 衢州日报 徐双燕 鲍涵 倪晗 俞施 方金 徐月明 胡晨敏 

3. 聆听十九大•连线范群 舟山日报 来其 徐祝君 

 

4. 
台州加快“大湾区”建设系列报道 台州日报 钟荣华 朱小兵 陈兴多 潘春燕 王荧瑶 陈巍 叶晨阳 

5. 两江问水 东阳日报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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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瑞安“三位一体”改革助农增收 瑞安日报 夏盈瑜 陈增童 郑拥拥 李群 

7. 最美志愿者北京助老行 慈溪日报 郑亚清 俞建明 郭俊恒 苗旭明 

8. 自产自销点成了扰民“马路菜场” 富阳日报 何芳芳 刘晓平 王永杰 

 

专业报、都市报系列连续和组合报道（7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精神的力量——解构 12位浙商的企业家精神 《浙商》杂志 臧铯 姚恩育 詹雪龙 冯永明 余广珠 

2. 杭商根生——“江南药王”冯根生特别报道 每日商报 汪琦 茹雪雯 陈敏娜 王然 沈国娣 陈颖 李锋 

3. 
流动加油车“玩火” 

夜幕下靠岸的神秘“油船”什么来头？ 
温州都市报 周向勇 李雪锋 黄云峰 杜一川 王蓓 赵亮 陈东升 

 

4. 
探寻浦江城市“文明密码”系列报道 金华晚报 杨林聪 张伟建 朱家华 范贞洪 周轩 汪咏慧 吴彰义 

5. 《台州乡村，年轻人来了》系列报道 台州商报 李平 颜静 张超 王友献 郑再灵 李洁 林学富 

 

6.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看‘两山’理论在丽水的探索与实践”

系列报道 
处州晚报 胡建金 邓其锋 余庆 黄俊剑 廖王晶 吕恺 孙蕾 

7. 探寻“浙江高水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路系列报道 农村信息报 陈小平 李军 杨凌紫 鲁益祥 孙燕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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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类获奖作品 

一等奖（16 件） 

消息（5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落户杭州 浙江之声 袁奇翔 徐锦萍 何冰倩 陈吾升 

2 老人致信省委书记车俊，点赞“最多跑一次” 浙江之声 沈泽南 何冰倩 

3 
杭州企业成功阻击美国最严厉贸易保护调查， 

为中国“智造”正名 
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城市之声 邹雯 刘浩 农书荣 华冰 

4 
比国家标准高八倍 台州产智能马桶拿到“浙江制造”认证抢占千亿

市场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肖沁影 江琴宁 张国进 陈军 

5 
农村承包土地有 “身份证”了 

德清县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全省第一证 
德清县广播电视台  朱建红 沈云霞 盛佳玲 胡杭昀 

 

系列（连续、组合）报道（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最多跑一次”的浙江探索 浙江之声 方蓓 刘齐家 毛晓琼 何冰倩 夏海云 

2 杭州引力系列报道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娉婷 陈瑶 叶晓刚 陈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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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访谈节目（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红船精神  永放光芒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张良娜 朱娴 朱伟中 李春 

 沈坚 汤文娟 

 

新闻节目编排（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2017年 11月 30日《浙广早新闻》 浙江之声 陆缨 王斌 吕薇 

 

新闻专题（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紧急救援，爱在杭城涌动 浙江之声 集体 

2 “到手的房子飞了”——荒唐遭遇撬动政策破冰 杭州人民广播电台西湖之声 李萌 陈磊 陈娇 

 

社教专题（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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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闻衣杵声，不染碧池水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张蕾 孙甜甜 郑丽馨 洪蕊 

2 人类智慧 VS人工智能 宁波市人民广播电台 仇芳华 沈欣 王泽宇 邬霄蕾 

 

新闻评论（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百姓“跑官”的背后，是社会治理的进步 浙江之声 袁奇翔 涂希冀 徐锦萍 夏海云 

2 霸气违建八年不倒，监管部门怎能“传球不射门”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郑大友 翁鑫 彭卓 

 

新闻现场直播（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直击“2.2文成房屋倒塌”事件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李晓乐 路平 李夏珍 蔡瑜 叶繁 徐迁 

 

二等奖（23 件） 

消息（8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两次举村搬迁为哪般？ 衢州市广播电视台 方跃飞 徐高徽 王丽君 姜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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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花 10亿元  杭州绕城西复线为良渚水利遗址让路 余杭区广播电视台 集体 

3 一个从废墟底下打出的生死电话 浙江电台城市之声 潘康康 应月衡 农书荣 来钧 

4 
从遮遮掩掩到接受阳光监督 

企业主动设立“阳光排污口”值得点赞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厉碧纯 雷子明 

5 
与时间赛跑  为生命接力  我国首例直升机和民航客机联运捐献器

官成功实施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沈甜 沈育霞 杨明松 

6 
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再破纪录 

 成为全球首个 10亿吨大港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徐杰 张辉 李信平 王幼平 

7 全国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今天 在绍兴执行到位 绍兴市广播电视台 陈辉敏 严锋 孙明 

8 
盘活农村居民最大的“沉睡资产” 

义乌率先建立宅基地基准地价体系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顾如荣 王加勇 宁铃艺 徐定华 

 

系列（连续、组合）报道（3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飞”进杭州的鸡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陈雷 章琦 沈麟 

2 共享单车疯狂扩张，杭州职能部门一问三不知 浙江电台交通之声 
徐菀秋 廖志东 葛莎 雷学勤 戴家琪 安建

军 李黎 

3 住宅小区没有公厕，您方便吗？ 衢州市广播电视台 孙天泉 吴旭艳 亓孝飞 郭伟建 

 

新闻访谈节目（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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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党章守护人张人亚 宁波市人民广播电台 
叶赵明 叶秀少 何瑾 陈沨韵 

 杨广杰 陈晔 

 

新闻专题（4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温州“兰小草”之谜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徐晓雅 陈小娜 刘敏俊 王芳婕 汪晓颖 

2 杭州老旧小区居民终圆“电梯梦”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郑媛 熊丽 章琦 

3 记者暗访：兰溪交警无端扣证 索要钱财 浙江电台交通之声 杜奕慷 葛逸云 戴家琪 雷学勤 安建军 

4 乐清向“千年陋习”宣战 乐清市广播电视台 郑雪平 李启高 章青青、 陈定玉 包晓宇 

 

社教专题（4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我在杭图修古籍 浙江之声 张苑 贾如 

2 心跳 余杭区广播电视台 林敏儿 朱黎晶 项加华 冯旭东 

3 揭开假慈善的面纱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陈俊 钱欢欢 李筱悦 

4 爱洒天山育桃李 援疆善教铸师魂 镇海广播电视台 吴梦帆 孙敏华 顾雁君 陈延鹏 

新闻评论（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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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廉价救命药，怎么救自己的“命” 浙江电台城市之声 潘康康 农书荣 邓丹 来钧 

2 从明星村的烦恼说开去 建德市广播电视台 吕冰峰 张红卫 许在诚 谭木森 

 

新闻现场直播（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抗击洪灾 保卫家园 兰溪市广播电视台 集体 

 

三等奖（33 件） 

消息（1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刷单”也判刑！全国“刷单入刑” 

第一案组织者获刑 5年 9个月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郑媛 章琦 沈麟 樊玮 

2 跨省两县政府共同签发治水“红头文件”携手保护母亲河 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吴峰平 董枫 蔡章元 傅霄虹 

3 首艘环中国海邮轮靠泊舟山 1400多名中外游客无法下船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徐杰 张辉 李信平 宋红 

4 一份送给器官捐献者家属的礼物 开化县广播电视台 程华勇 汪盈 江燕 胡思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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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智慧印染”引领浙江传统纺织 印染产业突围 柯桥区广播电视台 孙挺军 李文奎 赵红 裘筱洪 

6 诸暨百万“蚌军”巢湖剿蓝藻 诸暨市广播电视台 集体 

7 全国首个《美丽县域建设指南》地方标准规范今天在安吉发布 湖州市广播电视台 夏越峤 吴英 刘阳 

8 外国企业家点赞“最多跑一次”：这种效率简直不可思议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王爽 郑大友 彭卓 

9 我省全面实现建制村“客车村村通” 浙江之声 徐锦萍 夏海云 

10 我市 900多名大学生党员竞选村官为农村发展输入新鲜血液 乐清市广播电视台 陈定玉 徐文青 李启高 郑雪平 

11 安吉县建设“彩虹道路” 安吉县广播电视台 郭彧灼 杨厉昱 施亚军 高明 

 

系列（连续、组合）报道（5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来自蹲点一线的报道·重访干窑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徐英 陶慧琳 方广林 邓涛 唐磊 

2 “一带一路”义乌畅想 义乌市广播电视台 
胡滨 赵品卫 何翼格 罗献超、 

曹义铭 楼志锋 金程 

3 午间想办事 窗口闭门羹 市民呼唤最多跑一次再提升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李萌 留恋 李伟通 黄雷 

金舒尔 宋博浩 宋高 

4 喜迎十九大 温州信息经济再出发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黄振 汪伶俐 董倩倩 董玮琦、 

郭良鹏 胡君 曾小方 

5 从嘉善看县域科学发展 浙江之声 王晓玲 李振阳 毛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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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访谈（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格斗“林妹妹”养成记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王漪 吕瑜 李蜜 黄思聪 徐浩城 

2 
90后电商大咖  

驰骋在“一带一路”上的“小火车”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张蕾 郑丽馨 厉俊俏 孙甜甜 

 

新闻节目编排（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金华之声《金广早新闻》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朱锡平 方静萍 李静 

 

新闻专题（6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鲁冠球：战士走到终点 精神长存人间 萧山区广播电视台 吴松根 吴斐 王荣 汤嘉阳 

2 以人民的名义，用生命守护正义 浙江之声 李振阳 李晓华 何冰倩 徐锦萍 

3 
正义永不缺席 

——写在宁波“绿洲珠宝行抢劫杀人案”成功告破之际 
宁波市人民广播电台 吴巧 王秋萍 毛洲英 吕岸 

4 为了一张“绿色中国膜” 衢州市广播电视台 姜丽华 邹华新 郑时培 崔靖 王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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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尺讲台育桃李 一片冰心铸师魂——追忆我市援疆教师姚仁汉 宁波市人民广播电台 
周凌辉 王秋萍 李宁  

依磊 毛洲英 张倩 

6 一场特殊的海上婚礼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张辉 徐杰 诸葛有峰 李信平 

 

社教专题（6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追蜂的人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张辉 徐杰 李信平 王幼平 

2 捆绑销售猫腻多 理性购房莫中招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钱炜 唐蓉 李艳 钱锋 金彦 

3 大国工匠·技能荣耀青春 桐庐县广播电视台 肖丹 方元 

4 我家四代都治水 湖州市广播电视台 金勉 陆晨 车琦琴 陈雯 钱龙 

5 都市里的那盏灯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李晓乐 陈大柿 胡倩 叶繁 

6 因为爱 长兴县广播电视台 叶馨 雷洋 沈成思 冯茹春  

 

新闻访谈（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伊凡告别温州，我们感动之后还要行动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陈大柿 李晓乐 蔡瑜 

2 辟谣“棉花肉松” 自媒体应理性发声 永康市广播电视台 徐颖奕 章凌云 王旖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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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类获奖作品 

一等奖（16 件） 

消息（5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温州：“牵手”非公企业党组织 今年 95个经济薄弱村摘掉“穷帽

子”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汪伶俐 徐文乐 董玮琦  

文志浩 龚良证 

2 
浙江：打破“信息孤岛”取得重大突破 26个省级部门率先实现信息

共享 
浙江卫视 周文 张楠 许勤 王超栋 邵一平 

3 温州文成民房倒塌 第一位幸存者被救出 浙江电视台民生休闲频道 李秀平 姜岩辉 付宗恒 李修明 

4 浙北药业 15000瓶巯嘌呤片紧急发往各地 德清县广播电视台 杨名 潘潇 裘超奇 韩洁 

5 网上纠纷网上了 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落户杭州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侯竹梅 沈利 李兢兢 丁晟 

 

系列（连续、组合）报道（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蹲点衢州“最多跑一次”改革试点 浙江卫视 
赵林 陈婕 杨川源 管晴川  

钱挺 王春俊 陈波 



 25 / 53 

 

2 

剿劣十八招 

（一） 统一运维：打造“上下水”一体化管理平台 

（十一）跑道养鱼：养殖尾水零排放 

（十八）中水回用：工业废水成“活水” 

湖州市广播电视台 沈洁 郑重 陶伟峰 徐静赛 王侃 邱劼 

 

新闻访谈节目（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六微米的距离——小强对话眼科医生姚玉峰 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 
王志强 赵敏 焦征远 王婷婷  

金俊 张晟 

 

新闻节目编排（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2017年 12月 27日《宁波新闻》 宁波电视台 集体 

新闻专题（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长歌浩荡 浙江卫视 陈巍峰 祁汉忠 邵玉娟 朱贤勇 王西 

2 “首条民资控股高铁”落地记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牟毅 葛昕 姚丹 叶婧潘财胜 金簪 

 

社教专题（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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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你从未离开 
浙江电视台 

教育科技频道 

童晓霞 童晓婷 姜诚 陈伟骏  

任力秦 冯嘉琦 

2 薪火相传——党章守护人 宁波电视台 
杨彦翀 周洋文 徐忠晨  

王福寿 全松彬 

3 多莉：大山里的环保志愿者 德清县广播电视台 康娌娜 张伟 刘一凝 张欲飞 

 

新闻评论（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第一季） 浙江卫视 集体 

2 永宁桥为何没能“永宁”？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韩蕾 李坚 邵坚 李文 汪宾宾 

 

现场直播（空缺） 

二等奖（23 件） 

消息（7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风云九十载：中国第一本党章“回家” 宁波电视台 徐明明 丁杨明 罗建永 司陈锋 俞玲芳 

2 治水倒逼我市珍珠产业转型升级 诸暨市广播电视台 屠国苗 朱坚定 康伟 杨川源 杨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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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浙两省今天启动“联合河长制”打通行政“断头河”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徐英 陶慧琳 陈才华 郑文军 朱妍 

4 义乌人 30年不忘“老书记” 优秀共产党人值得永远牵挂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何立 黄鹤 楼伟民 冯小胜 

5 风雪路上 我陪你回家 云和县广播电视台 夏丽玲 梅明益 潘陈飞 王钦芳 

6 舟山：建立全国首个公海流动服务基地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滕海平 顾良达 

7 
全自助零材料零等候  

桐庐全国首推个体工商自助注册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应玮婷 毛晓慧 徐佳佳 余婕 丁晟 

 

系列（连续、组合）报道（4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人才公寓转租乱象调查（上、中、下） 绍兴市广播电视台 
舒文 孙骐 王勇毅 张平 王帆 周亚军 王

存瑞 

2 （战高温·体验记）杭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场等（三篇） 浙江卫视 
王米娜 金侹 赵冠杰 杨意飞 褚俊涛 王益

林 吕博 张鑫强 

3 桃色陷阱中的“微交易”(一二三） 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 
赵敏 郑飞翔 夏明瑞 高佳琳 严振国 韩仁

国 张操 

4 老小区加装电梯 考验邻里情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丁伟平 乔俊璐 邹靖豪 赵一彪 

汪宾宾 李文 孙俊明 

 

新闻访谈节目（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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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多跑一次”跑出杭州加速度（上）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集体 

 

新闻节目编排（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明珠新闻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韦轶白 张丽莉 汪宾宾 

 

新闻专题（4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最美校长陈立群：千里支教 为爱“黔”行 浙江卫视 集体 

2 嘉兴：身边的养老护理院遭抵制  亟求破解之道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王益新 林佳 施熠锋 张天亮  

金周斌 薛开新 

3 问诊渔民心理健康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陶涛 梁涛 汪明儿 傅金君 邵宇 滕海平 

4 效能在突围——温州“最多跑一次”改革深观察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郑国健 文志浩 姜智勇 陈振仕 陈亦全 

方戈 

 

社教专题（3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青春如歌—— 

追记 90后女教师陈莹丽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谢菲菲 戴旻斐 徐克 章福敏 

王琨 周明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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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追寻科技特派员的足迹 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 焦征远 章飞 赵敏 金俊 张晟 储善治 

3 中国妈妈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李佳 许日华 李艾宴 胡法林 楼华坚 

 

新闻评论（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官员“喝水照”缘何“走红”？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柳晓黎 平原 龚奇 王西 许勤 

 

新闻现场直播（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柯洁对弈 AlphaGo 浙江卫视 集体 

2. 生命大接力特别直播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集体 

 

三等奖（32 件） 

消息（1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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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人认领的“悬赏榜” 奉化区广播电视台 李健 夏亦蓟 吴洁 邢燕君 

2 一场没有观众的音乐会 宁波电视台 
丁杨明 屠佳祺 王勤刚  

孙大彬 司陈锋 

3 瑞安实施全国首例以购买公益服务落实醉驾不起诉案 瑞安市广播电视台 张森 夏郑希 南文芳 蒋震 

4 “友谊特钢”破产重整迎来“重生” 绍兴市广播电视台 集体 

5 165秒最美姿势 医生跪着救回猝死病人 海宁市广播电视台  贾鑫超 孙晨曦 徐梦 沈名扬 

6 办不动产权证看懂衢州“最多跑一次” 衢州市广播电视台  邹华新 王春俊 陈婕 舒珍 李铁峰 

7 一封漂洋过海的感谢信  点赞“最多跑一次 青田县广播电视台  刘献勇 夏晓愉 林璐 潘广为 陈玮真 

8 我们的节日·重阳：同村同天出生 二老共跨百年 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林利斌 柳俊 冯文荣 单瑾洁 徐新贤 

9 梅花鹿“落难” 多方联合施救 安吉县广播电视台 王科 董理 高爽爽 俞娇娜 

10 杨世钗：出巨资建环保船 守碧海不求回报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顾良达 王译萱 应科 缪华芳 

11 漩门湾撤坝建桥 玉环将再改地图 台州市广播电视台  张青松 蒋荣良 陈焕 苏丹丹 葛昕 

12 蒋应成：我和总理面对面交流汽车喷漆技术 桐庐县广播电视台  蔡美兰 方鹏 

 

系列（连续、组合）报道（7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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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名百姓话变迁 宁波电视台 集体 

2 宣讲的日子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张瑶 胡君 姜智勇 金颖乐 徐文乐 蒋众 

谷璋彤 曾小方 

3 诸永线上看今朝 诸暨市广播电视台 集体 

4 财富立方体——嘉兴楼宇经济调查系列报道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沈甜 屈霞 吕秀花 冯路  

汤强 方广林 杨明松 

5 笑气无法“一笑而过” 浙江电视台民生休闲频道 
 李秀平 姜岩辉 陆远鹏 张继洪  

孙汉辰 傅杰 鲍祺军 

6 杭州姑娘许艾菲  捐献造血干细胞成网红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杨萍 张宛诗  林超 周翌龙 杨楠 冯勇 

骆崎峰 

7 高质量引领五金产业新航向 永康市广播电视台 田中朝 赵文河 楼洁 

 

新闻访谈节目（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C919副总设计师周贵荣：十年坚守  铸就大国重器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沈育霞 徐英 方广林 唐磊 杨明松 朱燕萍 

2 鲁家村的田园梦 湖州市广播电视台 集体  

 

新闻节目编排（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2017年 7月 9日《舟山新闻》 舟山市广播电视台  顾良达 缪华芳 何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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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题（5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网租单车乱象 有效管理须反思 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赵一彪 高骏 孙金满 汪宾宾 

2 母亲被撞身亡 子女请求放过肇事司机 青田县广播电视台 
 刘献勇 夏晓愉 

林祖磊 陈玮真 齐丽燕 黄晓芬 

3 人与鸟“地盘”之争如何化解？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王洁 金豪 冯绍光 仇春波 

4 危情 54小时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何立 陈俊 施委 方雅丽 

张若阳 吴玲玲 

5 魂系苕溪——水利“工匠”谷红卫 安吉县广播电视台 
 邱奕菲 俞娇娜 章琦 金光华  

郑波 张雅鑫 

 

社教专题（4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戏往情深 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沈晓巍 徐巍 陈丽 陈伟力 姚加贝 刘伟 

2 援边一家的 24小时 丽水市广播电视台  刘梦婷 叶阳辉 叶筠 陈海瑛 

3 锦绣一生 宁波电视台 郭洁黎 张美庭 陈蕾 李飒 

4 故乡永远在心中 上虞区广播电视台 
 徐彪 傅安琪 丁桂君 朱锋  

吴伟懿 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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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莫让“先上车后买票” 成为行政作风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黄振 郭良鹏 杨育彦 陈亦全 裘谷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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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类获奖作品 

一等奖（16 件） 

新闻专题（3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最多跑一次” 县市区新速度  “最多跑一次”网上评议平台 浙江在线 周娜 叶嘉妍 邵琼 陶韬 贾晓雯 江小来 

2.  视频直播《浙江一小时》系列 浙江日报 集体 

3.  杭报记者最“出格”的一次两会报道 杭报集团 集体 

 

调查报道（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新闻调查：嘉善的这条河为何难“治愈”？ 浙江在线 
庞世豪 钱华良 孙璐 仲瑶卿 

蔡李章 唐明 

2.  厕所革命@杭州：我的内功 你的畅通 杭州网 徐文杰 徐洁 曹青青 刘文昭 冯铭 严勤 

 

评论（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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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租单车乱投乱放这个“锅”谁来背？ 新蓝网 戴思逸 袁爽 陈雷浩 张易哲 

 

访谈（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网红浙江》系列访谈 新蓝网 集体 

 

名专栏（3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涌金楼”专栏 浙江日报 刘乐平 袁华明 陈佳莹 夏丹 张源 邓崴 

2.  浙江在线·浙商网 浙江在线 集体 

3.  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 中国宁波网 集体 

 

数据新闻（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大数据分析“最多跑一次”半年实效 浙江在线 集体 

 

短视（音）频（3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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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迎接十九大视频姊妹篇： 

《一句话，让山水美如诗》、《一艘船，为中国开天地》 
浙江日报 集体 

2.  听！车俊报告原声浙江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 浙江卫视 许婷 谢家军 朱贤勇 钱黎明 袁爽 

3.  那山，那水，那人家 新蓝网 周凡琦 沈芸 余云 袁爽 

 

界面设计（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一图到底｜在乌镇寻找互联网创新秘籍 浙江新闻 APP 集体 

2.  “最美浙江人”网上展馆 新蓝网 集体 

 

二等奖（25 件） 

新闻专题（10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新年好，拜大年，小菜年画动起来 浙江新闻 APP 集体 

2.  杭州灯彩街附近餐馆爆炸，两名死者身份确定 钱江晚报 集体 

3.  动物园惊现老虎咬人事件，生命代价呼唤规则意识 甬派客户端 
邓少华 吴明京 吴华清 成良田 梅子满 沈

严 

4.  大爱无形，致敬“兰小草”王珏 温州日报集团 刘曜 缪磊 孙余丹 郑东 周弧 赵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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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是红船精神践行者”》三部曲 嘉报集团 集体 

6.  绍兴市“晒亮点、比业绩”考评 APP专题 绍兴广电总台 集体 

7.  中国诚信奶奶 丽水网 
王文勇 叶捷 倪洪球 吴厚非 王沁芳 莫晓

鸿 

8.  90后最美女教师陈莹丽大美大爱感天动地 乐清日报 集体 

9.  今天，我们一起送别鲁冠球 萧山网 金烽 姚晨曦 钱嫣 周喆 沈益 

10.  一场由征迁引发的乡愁 兰江导报 周友香 雷雪刚 张妙娟 汪雅婷 

 

调查报道（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放大 10000倍看水质浙江“治”出一片绿水青山 新蓝网 王逸群 俞笛 余云 王川 吕然 

2.  
义蓬一小多名学生流鼻血、起皮疹…… 

家长怀疑与校园改造工程有关，校方说会再邀第三方进行检测！ 
青年时报 汤晨阳 吴海婕、赵燕萍 

 

评论（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城中村改造别忘了他们 浙江日报 王玉宝 郭庆 张永贵 

2.  见字如面！这些亲笔信读懂鲁冠球 新蓝网 戴思逸 余云 胡茜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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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访谈：大咖面对面 浙江在线 南希 施雄风 潘洁 郭涛 徐文迪 余西萌 

 

名专栏（空缺） 
 

数据新闻（１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厉害了，我的 2016 钱江晚报 集体 

 

短视（音）频（6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动画视频神曲看看浙江的“最多跑一次” 浙江新闻 APP 集体 

2.  MV《浙江浙江我的家》 新蓝网 周凡琦 杨晓帆 张易哲 王月红 张晖 袁爽 

3.  浙江新当选的省委常委与媒体记者见面 浙江卫视 新蓝网 杨海 丁锐 吕鹏 钱挺 许婷 

4.  悦悦的朋友圈 湖州日报集团 杨晓斌 汤晓利 

5.  我们是洗脚工 金华日报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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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围观！青田副县长“吆喝”卖大米 青田广电台 季勇伟 夏晓愉 徐莹莹 季超炀 

 

界面设计（3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超级玛丽在我浙“跑一次”就通关 新蓝网 陈颖 余云 吕然 

2.  智慧树——游“转”水运 湖州广电台 沈明芳 黄宵悦 沈竹青 

3.  拯救美国大兵 丽水网 王文勇 倪洪球 叶捷 

 

三等奖（32 件） 

新闻专题（1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浙江反腐 2017，选出你觉得最给力的举措！ 反腐败导刊 集体 

2.  （独家原音重现）怀念！听冯根生讲财富、传承、人生…… 浙江之声 李振阳 徐雪莲 蔡吉康 陈乐欢 张寅 吴洋 

3.  温州“一家人”，点赞十九大 温州日报 
胡恩强 王丹容 杨世朋 郑刘英 胡安攀 单

晖 

 
4.  五大洲同频海内外共学——十九大精神海外传播网络宣讲会 温州新闻网 

董晶亮 叶双莲 徐琼峰 潘涌燚 王希凡 金

建树 

5.  
以生命的名义 

直升飞机空降嘉兴第一医院，接力生命千里送器官！ 
嘉兴广电总台 沈育霞 沈甜 徐英 杨明松 吴振宇 曾星 



 40 / 53 

 

6.  海上清道夫——杨世钗 舟山日报社 何丽芳 茅哲瑞 吴帅 王伟科 

7.  【直播】暴雨袭击岛城！舟山众志成城共抗风雨 舟山广电台 蔡萍 裘星男 黄琼霞 吕雯卉 张超 李信平 

8.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这句话出自元代诗人、画家王冕的《墨梅图》 
美术报 崔艳 叶芳芳 

9.  
别人家的食堂！种类多到没朋友，早餐 15元以内免费， 

还能私人订制，奢华堪比高级酒店！这企业招人么？ 
浙江工人日报 吴晓静 程雪 寿慧桢 

10.  教师节全媒体系列主题报道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俞沁 王英玺 马丹一 刘育志 

11.  爱有回声 长兴广电台 杨斐 张杰 徐凌燕 

12.  公益救生杆为市民安全护航 嵊州新闻传媒中心 袁晓东 裘军超 俞蕾 何东铭 袁维霞 

 

调查报道（3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调查｜城市“老漂族”的幸福期盼 浙江日报 胡芸 胡昕然 沈建波 杨俊霞 

2.  
衢州民警“当街吃东西”？ 

真相让全国网友大呼心疼 
掌上衢州 APP 

毛小明 王维龙 王业成 祝金林 陈昶蕊 林

俊 

3.  
最新！仙居大妈找到啦! 

粘稠状油的成因揭晓！独家直击视频曝光…… 
台州广电台 金初 何颖文 杨育杨 周静 彭曦 

 

评论（4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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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辞任局长当校长，“非常态”能否搅动教育界官本位？ 甬派客户端 王学进 梅子满 沈之蓥 金波 

2.  这声叫停的背后是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温州新闻网 鲍苗苗 董晶亮 郑翔 叶双莲 

3.  义利并重将心比心 湖州日报集团 张锋  

4.  致敬英雄！你的不可以不勇敢，是我的不可以不心痛…… 掌上衢州 APP 周洋 王维龙 

 

访谈（1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外交官@义乌》 中国义乌网 刘羽生 胡昕然 何剑斌 沈颖洁 

 

名专栏（空缺） 
 

数据新闻（2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数读 “百名红通”51 人落网浙江追回几个？在逃几个？ 浙江日报 集体 

2.  你的家乡富可敌国了吗 新蓝网 俞笛 王川 陈雷浩 孙文 

 

短视（音）频（6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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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她的手移动幅度只有 5厘米她的画却惊艳了全国 浙江日报 邵全海 栾兰 

2.  十九大特别节目——对话党代表 浙江之声 杨磊 张寅 沈泽南 夏海云 任帅 

3.  新时代，我的“新画像” 温州日报 刘曜 陈耸 孙余丹 邹雯雯 张睿 

4.  《足迹》系列微纪录短视频 嘉报集团 姚远 万里鹏 闫拥洲 王如舟 唐南 

5.  舟山广电主持人的朋友圈 舟山广电台 
郑晓喆 蔡萍 刘海吉 赵萧涵 李轩谊 李信

平 

6.  美女医生的“网红”之路 民生休闲频道 李秀平 姜岩辉 陆远鹏 林一乔 刘吉龙 

 

界面设计（4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主创人员 

1.  “辫儿车” 杭州网 集体 

2.  迈进 2017，我们绍兴一直在提速 绍兴日报社 胡刚 季建明 谢媛 

3.  回乡唱大戏，这是我的婺剧扮相 金华日报 潘毅 李艳 徐宁 

4.  国家级非遗•常山喝彩歌谣 常山新闻网 徐功富 周洁梅 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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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副刊类获奖作品 

一等奖（3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登上角膜移植世界之巅 浙江日报 叶辉 严粒粒 王家玲 秦军 李应全 

2.  120周年校庆之后，再去浙大校园看一看 钱江晚报 章咪佳 周炜 徐洁 孙雯 

3.  商海中，那一缕曙光 金华日报 徐莹 童俊伟 琚红征 

 

二等奖（5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浪子回头 杭州日报 王晓红 王燕 骆东华 

2.  从新安沉船，破解庆元港的历史密码 宁波日报 汤丹文 徐学敏 黄丽娟 叶向群 龚红雅 

3.  破解屋檐上的文化密码 温州日报 潘虹 潘虹 黄泽 

4.  青山为伴 湖州日报 沈振建 昌银银 李晓俊 蒋国梁 



 44 / 53 

 

5.  黄亚洲：红船的水声，一直响在我心间 嘉兴日报 许金艳 徐昊 沈秀红 张渊学 

 

三等奖（7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青春和梦想放飞在高山之巅 浙江日报 李应全 石天星 胡昊 兰剑 秦军 吴德恩 

2.  谢震业，这十年 绍兴日报 钱峰 赵铭 杨燕萍 

3.  消逝百年的中国顶尖手工纸归来？纸寿千年的开化纸重出江湖 衢州日报 李啸 陈霞 吴莉莉 杨昕 罗东哲 

4.  在西班牙，有很多人喜欢三毛 舟山日报 陈静 陈静 

5.  惟愿孩儿愚且鲁 台州日报 林立 于鹏 包建永 

6.  老娘——一位农妇半个世纪的拥军情 丽水日报 金小林 聂陈杰 崔璀 

7.  最后的摆渡人 浙江法制报 王索妮 罗丹琳 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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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漫画类获奖作品 

一等奖（2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喜结“房”缘 湖州晚报 叶品 盛卫华 

2.  漫说“最多跑一次”系列漫画 浙江在线新闻网 集体 集体 

二等奖（2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种种懒政一律免职 浙江新闻客户端 张恬怡 程永高 

2.  鸟儿也共享 嘉兴日报 张利昌 邹汉明 

三等奖（3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沉重的爱心 绍兴晚报 姚月法 周飞 

2.  乘凉的故事 宁波日报 王祖和 朱晨凯 

3.  杭州公交改革新尝试 公务出行叫滴滴有优惠 都市快报 连诚 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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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摄影类获奖作品 

一等奖（6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共享单车，谁惹了谁？（组） 浙报集团 集体 钟融融 

2.  16年养殖成功的银鲳鱼想有个“家”（组） 宁波日报 戚颢 樊卓婧 严龙 

3.  10秒 04！百米飞人大战，谢震业夺冠！ 绍兴日报 袁云 赵铭 

4.  和谐田园景 慈溪日报 王烨江 郭俊恒 

5.  绿色疗法祛“疤痕”，湖州矿坑获重生（组） 湖州日报 吴建勋 项飞 沈振建 

6.  废墟下，母亲打来求救电话（组） 温州日报 赵用 刘曜 

 

二等奖（12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1.  一封家书，看哭家长 浙报集团 杨晓轩 叶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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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着国歌奏响的方向敬礼！ 宁波日报 戚颢 金波 樊卓靖 

3.  朱鹮回嘉（组） 嘉报集团 集体 杨晓东 

4.  “孤独舞者”罗华文，传承水乡“高竿船”（组） 湖州日报 吴建勋 朱建飞 

5.  轮椅女孩：一个人的开学典礼（组） 浙报集团 王夷 金振东 

6.  史上罕见“土拍大战”精彩上演 嘉报集团 李剑铭 杨晓东 

7.  百年守望，长城脚下的“义乌人”（组） 义乌商报 吕斌 吴潮明 

8.  嘉杭京三地上演空中生命接力（组） 嘉报集团 田建明 杨晓东 

9.  “两岸一家亲”-海峡两岸恢复民间交流 30周年的家庭相册（组） 宁波日报 戚颢 樊卓婧 樊卓婧 金波 

10.  杭州互联网法院迈出第一步 浙报集团 钱璐斌 郑旭萍 

11.  放下手机，牵手孩子 嘉报集团 王振宇 张治平 

12.  “浴火”十年幸重生，余姚从此无“秦砖”（组） 余姚日报 陈斌荣 陈海东 

 

三等奖（22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刊播单位 作者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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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杭州：老外体验无现金生存，结果爽呆了！（组） 浙报集团 魏志阳 李震宇 吴新燕 

2.  房车生活新天地（组） 金华日报 洪兵 黄泽振 琚红征 

3.  体育馆瞬间变“泳池” 浙报集团 吴煌 叶玉玲 

4.  “女焊子”直播（组） 嘉报集团 王振宇 杨晓东 

5.  一棵树山三四巢，上万白鹭栖海宁 海宁日报 王超英 俞伟慧 

6.  水中“低头族”（组） 嘉报集团 冯玉坤 杨晓东 

7.  家风融入“全家福” 绍兴日报 张亮宗 寿鸥迎 

8.  真假鸳鸯，景影相融 都市快报 陈中秋 傅拥军 

9.  无现金之城（组） 诸暨日报 冯斌 何超珂 郭斌 石坚钢 

10.  最美治水人，治水不停步（组） 杭州网 王川 徐洁 

11.  从产丝绸到“卖蚕种”-湖州蚕桑业实现华丽转身（组） 湖州日报 吴建勋 沈振建 

12.  马拉松在花海中奔跑 绍兴日报 袁云 何用 

13.  浓浓水中情（组） 金华日报 黄泽振 胡肖飞 吴俊菲 

14.  “网约”女司机（组） 嘉报集团 王振宇 杨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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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借力中欧班列，义乌“买卖全球”（组） 义乌商报 吕斌 吴潮明 

16.  风雨过后桥归来（组） 温州日报 刘伟 翁卿仑 

17.  机器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组） 浙报集团 吴煌 叶海涵 

18.  二孩把奶爸“带”回来（组） 温州日报 赵用 吴敏 

19.  爱心点亮 10岁男孩上学路（组） 杭州日报 杨子健 汪玲 谢俊 

20.  百名书法学子书写《兰亭集序》 绍兴日报 袁云 栗爱平 

21.  博士“环卫工”（组） 嘉报集团 田建明 杨晓东 

22.  温州南戏，借“机”重生（组） 温州日报 苏巧将 邹雯雯 吴敏 马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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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论文类获奖作品 

特别奖（１件） 

序号 作品标题 申报单位 作者 编辑 

1. 实施供给侧改革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浙报集团 鲍洪俊 刘焜 陈志农 冷梅 

 

一等奖（2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申报单位 作者 编辑 

1.  新形势下调查记者“追问”的价值意义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汪晓珺 文璐 

2.  移动优先战略下，新媒体首发制的误区与提升路径 金华市广播电视台 陈建飞 张垒 

 

二等奖（5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申报单位 作者 编辑 

1.  电视新闻策划的思维与方法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赵林 陈婕 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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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造城市客厅：区域媒体应对新竞争的差异化选择——以《都市快

报》为例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 王晨郁 梁益畅 

3.  
“融”出最强化学反应  “合”为新型主流媒体--媒体深度融合的

温报实践与思考 
温州日报报业集团集团 潘建中 晓颖 

4.  动情点，微剧创作的密钥 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林晨 聂巧 

5.  构建“生态廊道”  赢取“金山银山” 金华日报社 陈  东 甘  恬 

 

三等奖（6 件） 

序号 作品标题 申报单位 作者 编辑 

1.  机器人写稿的技术原理及实现方法 浙报集团 申屠晓明 甘恬 宋晓农 

2.  
新闻业如何玩转“数据” 

——国内外数据新闻实践研究与差异分析 
浙报集团 

王晓婕 王漫 董立林 杨继

栋 
檀梅 甘恬 

3.  
省级地面频道民生新闻发展趋向和策略——以浙江电视台民生休闲

频道为例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李秀平 樊丽萍 

4.  从《匠·心》策划、操作看嘉报集团多元视觉手段创新主题报道 嘉兴日报社 施卫华 翟铮璇 

5.  衢州广电：如何提高典型报道的“气势” 衢州广电传媒集团 王春俊 陈国权 

6.  时政意识与人文深度：将副刊办出吸引力 义乌商报 张斌  金烨 梁益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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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版面类获奖作品 

一等奖（3 件） 

序号 报纸 版次 日期 作者 

1.  浙江日报 1版 1月 30日 俞剑弘 吴雄伟  藤昶 

2.  绍兴日报 1版 3月 31日 单滨新 栗爱平 王琨杰 

3.  钱江晚报 1版 12月 4日 宋宾娜 陈海伟 夏珊蓉 

 

二等奖（5 件） 

序号 报纸 版次 日期 作者 

1.  湖州日报 1版 8月 1日 陈坚 施闳 

2.  嘉兴日报 7版 7月 31日 何继东 夏可夫 傅菊明 

3.  舟山日报 1版 2月 12日 贝文星 毛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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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都市快报 C4-5版 12月 7日 连城 

5.  青年时报 1版 8月 29日 韦陈健 陈洁 

 

三等奖（8 件） 

序号 报纸 版次 日期 作者 

1.  宁波日报 1版 4 月 2 日 陈达 郑旭辉 

2.  金华日报 1版 3 月 19 日 杨准 钱增 徐彧 

3.  杭州日报 1版 10月 1日 骆剑伟 俞连明 

4.  衢州日报 1-4版 12月 31日 徐颖之 周燕 

5.  温州日报 1版 12月 22日 胡恩强 林秀贝 杨昊霖 

6.  丽水日报 1版 5月 31日 施有龙 朱丽勇 杨祝娟 

7.  浙江老年报 2版 1月 27日 陈莎 苗露 

8.  南湖晚报 1版 10 月 19 日 张奎超  孙欢涛 沈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