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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工作信息
公示 2019 年 7 月全国拍摄制作电
视剧备案。2019 年 7 月，全国电视剧拍
摄制作备案公示的剧目共 74 部、3030
集。按题材划分，当代题材 58 部、2374

材 2 部 90 集。近代题材 6 部、230 集，
分
别占公示总数的 8.11%和 7.59%，其中，
近代传奇题材 1 部 30 集，近代革命题材
4部160集，
近代其它题材1部40集。古

线、突出思想内涵、突出家国情怀、突出
群众参与、突出展示好国家形象的要
求，精心做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宣传，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振奋民

重播重审，把好审查关、播出关，发现问
题及时上报、果断处置。
2019 年全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
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公告。2019

集 ，分 别 占 公 示 总 数 的 78.38% 和
78.35%，
其中，
当代军旅题材 1 部 30 集，
当代都市题材 40 部 1686 集，当代农村
题材 4 部 126 集，
当代青少题材 2 部 130
集，当代涉案题材 5 部 198 集，当代科幻
题材 2 部 66 集，当代其它题材 4 部 138

代题材 2 部、100 集，分别占公示总数的
2.7%和 3.3%，其中，古代传记题材 1 部
50 集，
古代其它题材 1 部 50 集。批准立
项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目1部、
30集。
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纪录
片、动画片展播宣传工作。庆祝新中国

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要统筹安排好
各类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特别是做好爱
国主义、党史国史军史题材和现实题材
作品展播宣传工作。近期，总局确定了
一批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纪录片、
动画片展播片目，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

年全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
人资格考试定于 2019 年 10 月 19 日、
20 日举行。报名条件如下：遵守宪法、
法律、广播电视相关法规、规章；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具有完全民

集。现代题材 8 部、326 集，分别占公示
总数的 10.81%和 10.76%，
其中，
现代军
旅题材 2 部 85 集，现代农村题材 2 部 87
集，
现代涉案题材2部64集，
现代其它题

成立 70 周年宣传已进入关键阶段，各
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要按照中央要求
和部署，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
导向、价值取向，紧紧围绕突出主题主

构要提前谋划、合理安排，拿出重点频
道和时段，积极展播、宣传这些纪录片、
动画片，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营
造浓厚氛围。已播出的纪录片要注意

事行为能力；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含应届毕业生）。网上报名时间为 8
月 6 日至 8 月 31 日，现场确认时间是 9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 （据总局文件）

展新貌 看变
看变化
化 话发展

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寻找浙江那片红》主题报道评议
今年 3 月起，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
播推出《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寻

找浙江那片红》融媒体系列主题报道，
紧扣“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围绕“红
色”
“乡村”
“70 年”3 个关键词，从全省梳
理出上百处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红色
革命根据地，甄选 70 处具有代表性的村
落、景点，以展现当地“党建党组引领、
基层干部带头、村民勤劳致富”为切入
口，讲述当地党委政府利用好红色资
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
的生动故事，为具有红色基因的乡村发
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截至目前，节目已播发相关报道 36
篇、视频直播 20 场、微信推送 13 篇。相
关报道接地气、展情怀、意深远，取得良
好宣传效果。

发掘典型 记录老区新貌
我省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红色资源，
但大多革命老区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且
外界知晓度并不高。
《寻找浙江那片红》
融媒体系列主题报道选择这些老区作
为报道重点，对比其旧貌与新颜，展现
近年来老区的发展变化和喜人成果，体
现新时代乡村振兴浪潮中，老区群众在
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积极传承红色
基因、谋求创新发展的不断探索与努
力。
如节目报道绍兴市越城区上旺村，
上世纪 60、70 年代的“江南大寨”上旺
大队全国闻名，而现在的村庄传承艰苦
奋斗精神，积极发展红色旅游，期待重
现当年的辉煌。节目对村子发展口号
“红心上旺，养心岩里”的展示，让人直
观地感受到上旺村“红”与“绿”融合发
展的相得益彰。
《寻找浙江那片红》融媒体系列主
题报道将镜头对准这些红色革命老区，

灵活运用现场同期声与后期解说词，原
汁原味呈现这些村落在基础设施、旅游
开发、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真实展
现了地方政府对红色资源的利用、开发
和重视。而运用开发好这些颇具 IP 价
值的资源，提升红色旅游的品牌效应，
对外可以树起立区域发展的代表性旗
帜，对内可以凝聚干劲，带动当地多种
类型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令听众受到
鼓舞、为之振奋。

抓住亮点 传播先进经验

红色文化的旅游产业链条，形成区域融
合协调发展的局面，助推全域旅游建
设。

融合传播 助力乡村发展
《寻找浙江那片红》主题报道突出
以融媒体的方式来呈现，将视频直播和
电台线上直播打通，让受众既能听到美
丽乡村发展的故事，更能通过手中小
屏，直接跟随记者的脚步看到一路风

《寻找浙江那片红》融媒体系列主题
报道紧扣红色旅游的核心，梳理了一批

景，感受一路人文。节目还通过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途径，让主题报道的内容
在互联网上得到更为有效的传播和沉
淀。

值得宣传推广的村落，记录了一些切实
有效的发展方法，抓住亮点，做好文章，
展现各地将红色旅游与民俗风情、绿水
青山相结合，
把目前传统的
“讲解、参观”
式游览引向更为丰富的红色文化体验。
节目将红色旅游、民俗风情、绿水青山相
结合，
增强游客的获得感，
提升综合影响
力，
彰显红色品牌影响力，
高扬红色旅游
旗帜，为众多革命老区的发展提供了可

如节目来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
军二师的诞生地，被誉为中国东部延安
的台州坞根镇。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有代表性的革命老区，坞根境
内有烈士陵园、游击大队成立旧址、红
军台门、红军井、柳苦民牺牲地等红色
遗址。记者在开启视频直播后，让听众
看到了声音甜美、长相可爱的红军小学
的“小小讲解员”，也感受到红军谷“爬

资借鉴的样本。
比如，节目聚焦丽水市遂昌县王村
口镇，记录小镇以红色革命历史遗存为
基础，大力发展党员干部培训，保护当
地绿色生态，恢复古色商业街区的系列

雪山、过草地”体验项目，更让听众了解
到当地政府依托这张珍贵的红色名片，
打造“坞根北纬 28 度”这一农产品品牌
的原因、过程，以及未来的规划，助力乡
村发展。
通过记者的报道梳理、融媒产品的
传播，
以及有声有色的音频视频内容，
让

具体举措，展现小镇用“红色、绿色、古
色”的“三色发展之路”推动当地旅游业
迈入新台阶，并争创全国红色旅游示范
镇。再如报道杭州余杭区鸬鸟镇山沟
沟村保护红色基因，发展绿色经济，走
民宿转型发展之路，通过村景合作让
“山沟沟”
里的美景走出山沟沟。
这些红色村落的发展，特别是一些
景区，正在努力改变“红色资源多、具体
产业少”的现状，通过形成“吃住行游购
娱”的综合性旅游服务体系，拓展基于

红色旅游资源真正
“活”
了起来，
不再是沉
睡在博物馆、纪念馆里的文字和实物，
而
成为引领文化和旅游业发展的旗帜，
在与
当地非遗、
民俗、
山水资源的融合中，
不断
完善文旅服务体系、
壮大旅游市场。节目
有力推动了浙江革命老区形象的外在展
示,增强了凝聚力和感召力 体现了广电
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
（来源：
《视听评议》简报）

省局制定重大行政
决策程序规则
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保障
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科学性和民
主性，省局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印发
《浙江省广播电视局重大行政决策程
序规则（试行）》。
《规定》指出，纳入重大行政决策
事项范围包括全省广播电视改革发展
方面的重要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
和重大措施；贯彻落实党委、政府和上
级部门的重要决议、决定和工作部署
的意见；编制和较大调整财政预算，使
用重大财政资金，筹建重大投资建设
项目，处置重大国有资产，签订重大合
同；直接涉及公众切身利益或者社会
关注度高的其他重大事项。
《规定》要求，重大行政决策作出
前，应该广泛向社会征求意见，但依法
应当保密的事项或者内容除外。涉及
其他部门管理权限的，应当与其他部
门协商一致。决策方案中有关问题存
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
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决策方案要
进行合法性审查，主要审查内容包括
决策机关是否具有相应法定决策权；
决策方案相关内容是否具有法定依
据，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是否
抵触；决策方案制订中是否符合法定
程序要求等。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实施
决策后评估制度，必要时，应当通过征
求公众意见、专家论证和委托第三方
评估等方式，对实施效果、存在问题等
进行总结评估，并根据情况采取完善、
调整措施。
（据省局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