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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研修班在杭参观考察
本报讯（省局 马盈）为加强中国

巴拿马、多米尼加在广播电视领域搭

观交流过程中，多位代表表示，希望

与巴拿马、多米尼加在广播电视领域

建了交流合作的平台，积极促进了中

浙江的相关媒体机构未来能够将各

的交流合作，扩大我国广播电视的国

国与巴拿马、多米尼加媒体机构间的

类节目译制成西班牙语，加强与拉美

际影响力，由商务部主办、国家广播

互信与共赢。

国家的合作。

电视总局研修学院承办的“2019 年巴

12 月 2 日-7 日，代表团全体成员

拿马新闻媒体人员研修班”和“2019

赴杭州参观考察，先后参观了浙江广

认为行程安排内容全面，涉及广播电

年多米尼加新闻官员与记者研修班”

播电视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华

视台、纸媒机构、广电技术企业和影

于 11 月 19 日 至 12 月 10 日 在 华 举

数集团、华策影视公司，深入了解中

视节目制作公司等，让全体代表对中

办 。 研 修 班 通 过 专 家 授 课、参 观 考

国省级媒体机构的经营运行情况和

国省级媒体事业的发展有了更全面

察、现场教学等多种形式，为中国与

国际交流成果，学习先进经验。在参

清晰的认识。

代表团高度评价此次杭州之行，

首届融合创新项目
孵化基金签约
本报讯（广电集团 陈可人）日前，浙江
广 播 电 视 集 团 首 届“ 创 新 项 目 孵 化 基 金 ”
签约仪式举行，12 个创新项目获得近 3 千
万元的孵化基金。
“创新项目孵化基金”是今年浙江广电
集团守正创新、深化融合的新举措，旨在加
快推进新型媒体集团建设，聚焦“新媒体、新
产业、新动能”，鼓励和引导开展内部创业，
优化产业结构、加速动能转换。
创新项目“征集令”一经发布，立刻激发
集团上下创新创业激情，干部员工纷纷亮出

宁波广电集团入驻中国蓝云

“金点子”
。经过评委会多轮筛选，
最后确定了
首批 12 个创新项目。这些项目紧紧围绕广电
传媒主业，
覆盖经营创新、
融媒产品、
内容生产、
技术研发等多个领域，
力求全方位、
立体化、
多

本报讯（浙江卫视 毛汪蕾 金超 叶

维度延伸产业链，
拓展新领域。在签约仪式上，

欢娜）日前，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和宁波广

项目团队代表城市之声主持人袁逸说：
“主持是

播电视集团举行媒体融合发展研讨会暨

我的本行，
但我有一个创业梦，
希望能主动作

宁波区域融媒体中心建设与运营合作协

为，
用我的声音为集团创造更大价值。
”

议签约仪式。

接下来，
浙江广电集团将为孵化团队提供

今后，浙江广电和宁波广电将以省

包括技术支撑、
资源对接、
创业培训、
财务法律、

市县三级互通架构理念，携手共建中国

包装推广、投融资等全方位、全周期的保障工

蓝云宁波分中心，充分发挥分中心的本

作。条件成熟时，
将进一步联合社会优质资本

地化服务保障，助推省市县媒体的优势

发起产业基金，
探索混合所有制、
团队持股、
股

叠加和高质量发展。此次双方合作，将

权激励等利益分享模式，
帮助孵化项目和团队

提高“蓝媒视频”短视频和移动端的生

进行公司化、
市场化、
资本化运作。

产功能，并有效拓展省市县媒体融合的
深度、广度和速度。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
之《治理》开播

截至目前，已有 41 家市县融媒体中
心入驻中国蓝云。

千里山海传爱心 真情帮扶解民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聚焦浙江高水平

——嘉广集团《新闻的力量“暖冬”
新闻行动》助力援建帮扶

论节目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第六季《治理》。

本报讯（嘉兴台 吴解）11 月 26

入使用，解决了黑水县 4 所乡村学校

学校捐赠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路灯

日，入围 2019 感动中国提名人物的

学生无热水洗浴、两所乡村小学夜间

和教室用的护眼灯。整个“暖冬”公

爱心人士朱丽华克服了路途遥远的

照明不达标和黑水县初级中学教室

益行动捐赠物资金额超过 100 万元。

疲惫，高原气候的寒冷，参加了黑水

健康照明等问题，让 1800 余名学生

县人民政府举办的“嘉广集团爱心帮

受益。

扶‘暖冬行动’阿坝州黑水县项目落

从党员初心到大爱无疆，
感召社会汇聚爱心

从新闻力量到媒体温度，
持续践行社会公益

成移交仪式”，见证并体验了让她牵
挂一年的爱心善举。

从嘉兴南湖到黑水乡间，
千里助学传递爱心

呼唤爱心，传递爱心，是媒体应

本报讯（广电集团 陈可人）为宣传贯彻
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浙江卫视推出电视理
《治理》共分 3 集，每集 25 分钟，主题分
别为“制度优越”
“ 治理现代化”和“省域治
理”，邀请相关领域的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走进社区，深入农村，与当地百姓围坐一堂，
让理论宣讲接地气、入人心。节目还首次尝
试引入新媒体短视频，通过“中国蓝新闻”公
众号广泛征集
“治理第一线”短视频作品。

尽的责任。近年来，嘉广集团积极响

去年 11 月，
“ 暖冬”公益行动的

应国家结对帮扶号召，充分发挥媒体

新闻报道播出当晚，栏目新闻热线接

功能和作用，不断创新形式，积聚社

到盲人按摩师朱丽华电话，表示要个

会力量，
开展爱心公益活动。

永康台扎实推进
媒体融合转型升级

去年 11 月，集团文化影视频道

人捐赠七万五千元，承担 15 台太阳

2017 年年底，嘉广集团首次举

的记者从在黑水挂职的嘉兴干部那

能热水器的采购安装费用。面对镜

办大型晚会《新闻的力量》，其中设计

了解到，冬天的黑水非常寒冷，但乡

头，朱丽华同志用朴实的话语表达了

的一条主线就是向社会发起向新疆

本报讯（永康台 楼洁 吕真珍）日前，永

村学校的孩子们还在用冰水洗脸，课

自己的心声：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

沙雅孩子献爱心的活动。晚会上，嘉

康市广播电视台与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

间孩子们想喝口热水暖暖身子都要排

党和政府向我伸出了援手，让我带着

广集团单独捐献 10 万元用于“沙雅

学院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通过请进来、

队。由于当地财政资金紧张，学校只

一群盲人朋友过上了亮堂堂的生

助学”活动，并陆续接到来自社会各

走出去的方式，进一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能保证正常的教学活动，无法解决住

活。我不能光享受人家给予的光亮，

界捐助的学习文具体、育用品和课

互补，打造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校学生们生活上的这些需求和困难。

还要让自己成为发光体。再穷不能

外读本及爱心款等，总价值约 15 万

的新型主流媒体。

文化影视频道当即策划了当年

穷教育，我自己每天省一点，就可以

元。从 2014 年至今，集团通过媒体

永康台聚焦媒体融合转型升级，投资

的“暖冬”公益新闻行动，
派出记者到

多帮助几个孩子，让他们走上不一样

宣传和倡议，鼓励市民和企业自愿

2300 万元高质量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为让

黑水县的沙窝、
卡龙等学校实地采访、

的人生道路，这是我作为共产党员应

参与点对点帮扶，在浙江龙游、安徽

广大干部员工适应新时代舆论生态、媒体格

拍摄孩子们学习生活的现状，并连续

该做的事情。
”

巢湖、新疆沙雅、四川黑水等地，以

局、传播方式，提升融媒节目质量，永康台积

帮困、助学、援建等形式，累计捐赠

极搭桥，与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建立

的力量”
新闻年会直播过程中，
呼吁社

快在嘉兴市民中感召到更多爱心。

资金（含实物折价）超过 230 万元，

战略协作关系。双方签约后，将积极发挥师

会爱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
帮沙窝、
卡

在此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集团陆续

共 资 助（含 受 益）困 难 儿 童 超 过

资优势、人才优势和载体优势，把加快人才

龙两所学校安装15台太阳能热水器。

接到 500 多位普通市民的捐赠要求，

3000 人。在这次黑水之行中，朱丽

队伍建设、提升节目品质作为重中之重，通

此后一年时间里，集团派遣记者

短短 15 天时间里，收到的善款达十

华说道：
“ 我虽然看不见孩子们的笑

过定期开展学术培训，实践演练等，在专业

又 3 次赶赴黑水，跟踪报道这些爱心

多万元。与此同时，嘉兴市骏马光电

脸，但听到他们热烈的掌声和由衷

研究以及全媒型、专家型人才队伍培养等方

项目的进展情况。今年 10 月底，所

公司、海宁市农商银行等爱心企业，

的感谢时，我觉得是你们的活动让

面进行深度合作，共同推动永康融媒事业的

有爱心项目都已安装调试完成并投

也出资出力为黑水县其它 4 所乡村

我的爱心更有意义。
”

发展。

推出相关报道。此外，
在年底的
“新闻

朱丽华的爱心善举经报道后，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