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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最佳版面（栏目）最佳记者（编辑）最佳新媒（项目）
2018 年度杭报集团最佳版面（栏目）

2018 年度杭报集团最佳新媒（项目）

杭州日报
“谁不说我乡村美”
大型巡回视频直播

杭州日报“杭+新闻”版
版面是基础载体，背后是“两微一端”的深
度互动，AR、H5 等新媒体手段的灵活应用。
“杭+新闻”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融媒体色彩，
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享受悦读。

杭州日报“看见”栏目

都市快报 北高峰观察

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密贴合，
与杭州改革发展
的脚步相呼应，
以小人物折射时代大发展，
“文字+图
片+视频”
的媒体融合报道模式，
兼具视听感受，
让人物
故事更生动、
具象。

以“北高峰”为名的“杭州政经地理”周刊，
从政治、经济、地理、人文等多个角度，挖掘独
家权威信息，会聚高端专家资源，把握政经大
势，深耕地产楼市，
带你看清读懂杭州未来。

每日商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故事——
我的杭州我的城

杭州网 杭州时评

近百位各行各业杭州市民用最真挚的情感，分享自己生命中最具意义的故
事，
它们折射出的价值观，
凝聚成厚重的城市
“正能量”
。

都市快报
浙医在线微信公众号

“谁不说我乡村美”是今年刚立项的项目，目
前，全网点击量突破 1000 万+，衍生出村民直播
间、寻访新农人等多个产品，成功举办了杭州市
首届乡村振兴“村民论坛”。期待，未来在更大
的舞台上展现更多乡村的绿、
富、
美。

拒绝似是而非，拒绝道听途说，采访浙江
最优秀医生，原创最专业的健康新闻，这是浙
医在线一直以来的追求。谢谢大家的信任和
支持，我们将更加用心，努力提供更专业更及
时的报道。

杭州日报
新语境下时政新媒体报道的
网络传播
在新媒体语境下，探索传统党报要闻的网
络传播新模式，突破纸媒时政报道在规格、形
式上的限制，采用细节拓展、内容整合、重点梳
理、深度解读、图文并重等多种方式，提高新媒
体时政要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结合杭州市委、市政府中
心工作和热点，及时发布有关
政策、民生等评论，多角度、多
层面，彰显杭州主流评论声音，
积极传递网络
“正能量”
。

杭州网
杭网融媒仓 H5 平台
我们建立了“策划、文字、影像、美工、前
端、开发”一条龙的生产体系，大家一起“开脑
洞”，为用户创造酷炫的新闻浏览体验。清新
明快的界面、交互性强的内容、高度沉浸式的
作品，
真正让新闻
“动”
起来。

每日商报
每满 APP

都市快报
杭州外宣厨房
城报 封面版

萧山日报“美丽萧山”栏目

富阳日报 民生议事厅

余杭晨报 问政

休 闲“匠心”栏目

立足民生选题，紧追热点事件，借鉴网络传播简洁易读
的形式，以图为主、以文为辅、图文结合，用简洁、有趣的文字
和丰富直观的制图，为地铁乘客提供最新鲜的热点新闻。

聚焦全区各镇街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新方
法、新举措、新亮点，挖潜展示各地资源特色，以
小角度切入，记录萧山农村正发生着的巨大变
化，描绘出一幅萧山乡村振兴的动态画卷。

探索建立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的“民主
促民生”机制，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同时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倾听呼声，
表达心声，
监督回声……问政关注民
生，
聚焦政风，
致力于打通连接职能部门与广大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在揭短亮丑的背后，形成一股无
形的压力，
倒逼部门立说立行，
整治效果立竿见影。

以手作方式追随内心最简单的、最
纯粹的本质，遵循自然，以匠心雕琢本
心，以文字记录这份向内寻找、承上启
下的本心，
追求内心的平和。

我们很年轻，同时我们爱创新、有活力。
年度最佳新媒（项目）的荣誉，是鞭笞、是契机，
我们将以此为自己赋能，凸显自身特色，努力
让
“每满”
无愧于这份信任和荣耀。

杭州美，美得有国际范。外宣厨房心心念
念的是，如何将这份美高保真地向外送达。这
其实并不容易，需要消弭文化鸿沟，抵抗信息损
耗，时时秉持同理心。在这条战线上我们都是
新兵，
且行且探索，
相信前景可待、
未来可期。

富阳日报
富视频
抓住短视频发展机遇，立足本土、深耕内
容，用影像记录事件，传播新闻。富视频创立
以来，已出品《秦望区块集中签约》
《碧水云
山 灵韵胥口》等短视频，打响了品牌形象，讲
好了富阳故事。

2018 年度杭报集团最佳记者（编辑）

萧山日报
新版萧山网络问政

赵芳洲(杭州日报时政要闻中心记者)
深耕时政新闻的每一天，都能感知变革中每一
步前进的喜悦。我将从独特张力与快速节奏中积聚
再次出发的动力，从每一次的倾听、观察、交流中感
受社会的脉动、城市的方向，记录时代的进程，在希
望与梦想中汲取力量。

程鹏宇(杭州日报城市新闻中心
城建报道部主任)
2013 年进入杭州日报工作，2017 年开始联系杭
州市商务委、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参与策划了一
系列重大主题报道。全程参与第四届电博会、中国
城市规划年会的相关工作。

姜晓蓉(都市快报科教中心记者)
每一个教育新闻，背后可能有千万个家庭在
关心。我会继续在教育领域奔跑，做一个快乐的
“小狮妹”！

蒋大伟（都市快报政法中心首席记者）

朱光函（每日商报记者）

新闻在哪我就在哪！奔跑在各类新闻第一线，
有辛苦和疲惫，但收获更多的是使命感和快乐。我
用文字、图片、视频记录着社会的发展，让新闻变得
更有意义。

因为热爱，所以倍感珍惜；因为热
爱，所以享受记者生涯的每一天。荣
誉，对我来说是肯定，更是鞭策，我始
终铭记入职第一天，领导的教诲：不忘
初心，
砥砺前行。

余杭晨报
“等着你”
公益寻人栏目

新版萧山网络问政以“事事有回音，件件有
着落”为准则，采取两端合一问政、线上线下合
一问政、报网融合问政等方式，对网友反映的问
题，办理单位 24 小时受理、5 个工作日内答复，
成为萧山最快、
最有效的问政平台。

老人走失、儿童走散、人员失联……我们
第 一 时 间 发 布 寻 人 信 息 ，及 时 推 送 ，全 程 关
注 ，汇 聚 公 众 力 量 ，传 递 温 暖 与 爱 。 我 们 相
信，每一次阅读每一次转发都会多增一份“找
到你”的希望，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休闲、
风景名胜
手机 APP
摆脱“图片+文字”的静态模式，呈现出
“图文+多媒体+互动”的媒体形态，使内容呈
现更加生动，信息传递更加到位，更便于用户
认知和理解。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了
资源数据库，为用户提供了个性化、多层次、
多形式的增值服务。

杭报集团 2018 年度
“最佳”
系列评选活动幸运用户（读者）名单
经公众推荐、
网络投票和评委会评议，
杭报集团 2018 年度最佳版面（栏目）、
最佳记者（编辑）、
最佳新媒（项目）评选结果已经揭晓，
根据网络投票规则和随
机选定办法，
共有 50 名参与推荐和投票的用户（读者）获得参与奖。请以下用户（读者）于 11 月 8 日起两周内（工作日），
凭有效身份证件、
获奖短信、
手机（现场
需验证与获奖手机号是否一致）到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体育场路 218 号）新大楼一楼读者接待中心，
领取面值 100 元的移动充值卡一张。逾期视为放弃领奖。

徐可（杭州网首席记者）
深耕时政报道多年，用一条条及时准确的讯息、
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记录杭州腾飞的脚步，与网
友共同见证城市发展的历程。怀着初心，带着责任，
我将一如既往地在新闻道路上继续探索前行，力求
让每一篇报道有力度更有温度。

赵忆军 （城报新闻报道中心副总监）

何学仁（萧山日报新闻中心首席编辑）

胡红吉（富阳日报融媒体中心首席编辑）

高宏丽（余杭晨报首席编辑）

在媒体多元化转型时期，从新闻记者到生活报
道，再到新媒体的跨界，不断拓展思维，锻炼能力，希
望借力年轻、快速成长的城报平台，成为熟练驾驭各
个领域的多面手。

十年，初心不改，始终相信新闻和文字的力量。
在蓬勃发展的时代大潮里，继续用纸和笔宣扬真善
美，用心编辑好一件件作品，在新闻这片时空里茁壮
成长。

十年如一日，服务家乡读者。从传统采编到新媒
体运营，始终记着，让自己的能力赶得上用户日益增
长的需求；始终记着，无论传播环境如何变迁，要保持
对新闻真相的守望和探究。因为，
我是记者。

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传播
好声音，弘扬正能量，记录余杭的发展
历程是一种幸福。每天闻着淡淡墨
香，怀着对文字的敬畏，我精雕细琢，
在版面这方不大的舞台书写芳华。

序号
手机
1
1358****679
2
1387****992
3
1340****685
4
1307****628
5
1365****485
6
1888****512
7
1377****527
8
1378****328
9
1335****322
10 1395****235

序号
手机
11 1385****321
12 1896****345
13 1306****796
14 1380****515
15 1373****796
16 1375****823
17 1876****122
18 1876****514
19 1590****820
20 1360****955

序号
手机
21 1896****852
22 1316****813
23 1396****813
24 1396****507
25 1358****111
26 1357****196
27 1360****375
28 1807****167
29 1375****609
30 1896****574

序号
手机
31 1322****005
32 1356****633
33 1306****377
34 1395****350
35 1395****879
36 1367****752
37 1358****468
38 1375****306
39 1365****095
40 1385****796

序号
手机
41 1358****826
42 1396****414
43 1342****653
44 1826****036
45 1386****308
46 1385****648
47 1385****796
48 1865****281
49 1588****826
50 1526****6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