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广播电视

浙江广电集团传达学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广电集团 陈可人）11
月 1 日，浙江广电集团召开党委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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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要突出主题主线，围绕全会主

省局帮扶龙泉台迁建项目
本报讯（省局 张轶）9月29日，
龙泉市广播转
播台迁建项目顺利验收并正式开播。龙泉台迁建
项目自2018年9月立项以来，
省广播电视局、
浙江

的深度报道、新闻评论、理论专访，把

广播电视集团和省中波发射管理中心安排技术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讲故事的方式

员赶赴龙泉，
历时十余次会商研究、
实地操作，
从技

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题，立足“三个地”主流媒体的高度，

进行宣传，不断提高宣传报道的传播

术性、
安全性、
经济性、
可操作性等方面充分论证、

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举措和下一

深入宣传全会提出的新思想、新要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科学评估研判，
帮助敲定项目建设技术路径。施工

步工作任务。

求，深入宣传全省各地学习贯彻落实

会议还就做好年底集团相关重

期间，
帮助攻克10多起技术性建设难题。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全会精神的新举措、新成效，深入宣

点工作作了部署，要求以学习贯彻四

据悉，该项目占地面积 100 多亩，新建建筑

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在
“两个

传全省各地各部门推进治理能力现

中全会精神为契机，紧紧围绕党委年

面积 2300 余平方米，总投资 6000 余万元，主要

一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
召开

代化的新实践、新经验，迅速形成强

初确定的工作目标，抓紧年前两个月

建设内容包括综合业务用房、生活辅助用房，

的一次具有开创性、
里程碑意义的重要

大舆论声势。要突出融合传播，发挥

时间，全力以赴，狠抓落实，确保见行

以及转播铁塔及设备、场外配套道路等。

会议。集团各宣传单位要迅速行动起

中国蓝融媒体中心作用，形成广播、

动、见成效，踢好最后临门一脚。要

来，
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

电视、网络立体式、全覆盖的集聚传

抓好明年工作谋划，有针对性地提出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把握

播效应，让全会精神“飞入寻常百姓

明年工作的思路、目标、举措以及要

好导向、
把握好基调、
把握好时度效，
做

家”。要强化宣传创新，发挥广播电

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为做好集团新

好对全会精神宣传报道工作，
努力在全

视宣传特色，着力推出有深度有分量

一年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萧山台积极做好
主题教育宣传
本报讯（萧山台 通讯员）自“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萧山台积极做好

华数浓墨重彩宣传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宣传报道工作。

本报讯（华数集团 通讯员）今年

屏，
并采取上下直接划屏的方式完成跨

目播出专题，
采访新街、
新塘、
所前等镇街，
从党员

以来，华数集团充分整合资源、发挥

屏交互。此外，
在主题宣传中增加互动

优势，统一开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环节，
充分调动用户参与积极性。

风貌，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保障直播 浓墨重彩掀起高潮

主题宣传，通过融媒体传播、全平台
实施、多渠道呈现，营造了浓厚持久

精心组织 形式多样形成声势

的宣传氛围，形成了华数特色的宣传
亮点。

围绕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大会、阅兵式、群众游行

在前期系列专题基础上，互动电

等重要活动，各平台第一时间做好直

视和新媒体平台持续更新内容，做精

播宣传。直播结束后迅速上线全程

主题专区。互动电视专区升级后共

回放、方队全实录、武器装备巡礼等

设置了“庆祝要闻”
“壮丽 70 年”等六

点播专题。依托杭州市户外电子屏

从 4 月中旬开始，在互动电视和

大分屏；新媒体在华数 TV 网等产品

监管应用平台，进行国庆 70 周年阅

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壮丽 70 年•

门户和天猫魔盒、浙江移动 OTT 等

兵直播，共涉及“武林商圈”等 46 块

奋斗新时代”专题，聚焦中央和省、市

播控平台统一设置 70 周年专区入

大屏，实现了“同一个城市”
“ 同一个

重要活动和重要事件，集纳各级主流

口，实现了最大范围的长效推广。

画面”
“同一个声音”。

提前部署 精彩纷呈做好预热

媒体的新闻报道，并在各平台的启动

集中开展知识竞赛、广场舞、主

精心策划选题，
营造良好氛围。在新闻报道
上紧密结合主题教育进行宣传，
在《社会聚焦》栏
如何学习、
镇街如何以主题教育为契机解决问题
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深入的报道，
形成良好的舆论
氛围。同时，
对区级层面主题教育开展情况进行
集中宣传，
并结合新闻评论开展全方位的报道。
组织线下活动，加大宣传深度。FM1079
积极开展与主题相关的线下活动，发挥主流媒
体服务百姓的功能。如举办“喜迎新中国七十
华诞，毅路有你”毅行活动等。
多平台发布，多元化宣传。在智慧萧山
APP、湘湖网等开设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新闻专题，在萧山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
推送主题教育内容，结合文字、图片、视频，表
现形式更加多元化，
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此外，华数全平台严格按照上级

“浙”里》，通过小切口反映时代变迁；

团将继续用好旗下平台资源，推进新

角度、
全方位地开展主题宣传，
达到1+

策划制作《不忘初心》MV 等，用多组

中国成立 70 周年第四阶段的宣传，

永康台开展趣味
运动会庆祝记者节

1>2 的效果。如互动电视开设多个分

镜头和多个场景展现华数人的精神

确保宣传氛围持续浓厚。

本报讯（永康台 钱秀闺）11 月 9 日，永康

页、首屏、文字推荐位等显著位置进

题 H5 等一系列线上线下融合活动；

部署和规定要求做好相关工作，全面

行全方位推荐。

重点制作系列宣传片《70 年记忆在

深化各项保障任务。下一步，华数集

在专题策划上叠加专区，力求多

台举办了“不忘新闻初心，牢记媒体使命”趣味
运动会，
庆祝第 20 个记者节。

德清台：融媒体聚焦民生痛点

开幕式上，永康台全体员工组成 12 个方阵
雄赳赳气昂昂列队入场，
“ 铁肩战队、融创战
队、初心战队……”，每个队伍都根据职能和理

本 报 讯（德清台 通讯员）2019

本期电视问政，从筹备到完成录

分录制现场的情景；在 11 月 7 日报纸

念取了颇具特色的队名和口号，为运动会增加

年第二期大型融媒体舆论监督问政

制历时 1 个多月，新闻中心全程参

《德清新闻》头版头条，刊发了《我县

了气势和活力。本次运动会共设置了 6 个集体

栏目《问政面对面》在德清台新闻中

与，从选题、策划，到短片的拍摄、制

举行“三进三服务”活动第二期电视

项目：鸿运当头、有轨电车、一马当先、横扫千

心完成录制。来自县民政局、水利

作，再到技术保障、剪辑传播，发动全

问政 全面优化服务 破解民生痛点》

军、同舟共进、四通八达。项目既突出趣味性

局、综合执法局等 7 个单位的主要

中心力量，协调各部门资源，充分发

深度解析，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后

又不失竞争性，既有协作互动又可各展特长。

负责人现场和评议代表就民生领域

挥融媒体优势，全力以赴将问政节目

续，新闻中心还将就问政中涉及到的

通过趣味运动会的开展，永康台进一步践

的 10 多项问题难题展开对话，推动

办成精品。

问题进行跟踪回访，
做到一问到底。

行“四力”，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民生痛点堵点的化解。各责任单位

节目录制过程中，新闻中心新媒

接下来，新闻中心将从新闻宣

育，展示了新闻工作者良好精气神。同时，新

负责人当场表态，问政结束后将迅

体 全 程 图 文 直 播 ，吸 引 1.1 万 人 观

传、舆论引导的角度更好服务经济社

闻工作者们也在运动中放松了身心，凝聚了干

速采取行动，加快问题处置，抓好整

看。在当晚电视《德清新闻》对问政

会发展，为德清加快实现高质量赶超

事创业力量，培养了团队合作意识，为新闻宣

改落实。

活动进行了及时报道，并生动展示部

发展做出媒体新的贡献。

传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积蓄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