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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电精彩亮相
第27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
本报讯（省局 宗禾）3 月 20 日至 22

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

约活动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中宣

日，第 27 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

作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知名的专业

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领导出席，各 省

展览会（CCBN）在北京举行。其间，中

展会，
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中国广播电视

（区、市）广电局主要负责人参加。中国

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中宣

科技创新与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
是广播

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与中国中信集

部常务副部长王晓晖，中宣部副部长、国

电视领域应用新科技、拓展新业态、传递

团有限公司、阿里巴巴集团分别签署了

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聂辰席等领导视察

新理念、融入新时代的重要风向标。展会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1 日下午，华数集

浙江展台，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对浙江广

期间，浙江广电集团、浙江广电新媒体公

团在京举行发布会，联合华为、阿里云、

播电视工作给予肯定。省局党组书记、

司、华数集团、安吉新闻集团等多家省内

科大讯飞、海康威视、360、浙大中控等

局长张伟斌，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广洲陪

广播电视单位参展亮相，
吸引了大批观众

31 家行业领先企业，正式启动华数“智

同巡视浙江展台，并先后参加 ccbn 主题

的关注，
向国内外业界展示了浙江智慧广

慧广电+”创新生态产业联盟。展会主

报告会、全国有线电视网络融合发展战

电发展和媒体融合的最新成果。

办方还发布了 2018 年度中国电影电视

略合作签约和华数“智慧广电+”创新生
态产业联盟启动仪式等相关活动。

作为展会重要内容之一，3 月 21 日，
全国有线电视网络融合发展战略合作签

技术学会相关奖项，浙江广电集团荣获
电视节目技术质量金帆奖。

新闻奖评选揭晓
本报讯（省局 江梦）3 月 11 日至
15 日，省广电局、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省广电学会组织开展 2018 年度浙江
省广播电视新闻奖和浙江新闻奖（广
播电视部分）评选工作。
省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单烈，
浙江广电集团副总编辑华宣飞，省新
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俞文明，省广电
学会常务副会长施泉明出席评审
会。来自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浙
江广电集团、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
院、各市广播电视台的 40 多位专家
担任评委。
全省共有 150 件广播作品和 150
件电视作品参与评选，评委坚持高标

省局召开党的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会议

准严要求，力求评出具有创新创优示
范引导作用的好作品。最终，18 件广

本报讯（省局 邢博）3 月 19 日，省广

（纪委）总结 2018 年局机关党的建设和党

功夫，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真正做到内化

播作品、17 件电视作品获得一等奖，

电局召开 2019 年党的建设和纪检监察工

风廉政建设工作，
对 2019 年工作作具体部

于心、
外化于行；
要以
“四力”
教育实践工作

21 件广播作品、23 件电视作品获得

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三

署。省纪委省监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组副

为牵引，
强化思想理论武装、
强化服务群众

二等奖，33 件广播作品、32 件电视作

次全会和省纪委十四届四次全会及省直机

处级纪检员周锋到会指导。省局全体干部

本领、
强化守正创新能力，
切实锻造过硬素

品获得三等奖。

关党的工作会议和全省组织部长会议等会

职工、
协会学会负责人100余人参加。

质；要从压实主体责任、加强纪律建设、推

议精神，回顾总结 2018 年工作情况，研究

张伟斌在讲话中指出，广播电视工作

部署 2019 年工作，
推动局机关从严治党向

是意识形态重要内容，
是政治工作，
广播电

进作风建设入手，
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
努力打造清廉广电机关；要在深入实施党

纵深发展。党组书记、
局长张伟斌讲话，
党

视机关是政治机关。必须把旗帜鲜明讲政

支部建设三年提升工程、
带强干部队伍、
加

组副书记、副局长单烈主持，党组成员、机

治作为第一位的标准和要求，在政治上对

强党员日常管理等方面用力，强化基层组

关党委书记、副局长王国富代表机关党委

党绝对忠诚，
要在虚功实做、
知行合一上下

织建设，
不断增强
“战斗堡垒”
作用。

省广电局召开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会

本报讯（省局 潘晓彬）3 月 22 日，
省广电局“广电大学堂”正式开讲。第
一讲邀请了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

本报讯（省局 孙小娟）3 月 27 日，省

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文艺界社科界委员

广电局召开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传达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谈认识和体会。他围

张伟斌作总结时说，文化文艺工作是

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中共中央关于加

绕“为谁写”
“ 写什么”
“ 怎么写”三方面进

培根铸魂的工作，广播电视作为文化文艺

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重大

行分析，认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

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要坚定文化自信，沉

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及习近平总书记在看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紧扣时代主题，紧

下心来，锤炼打磨，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

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

跟时代步伐，用文艺作品体现现实生活，

代声音，坚持以人民满意的作品来回报社

的重要讲话精神等，
党组书记、
局长张伟斌

以观众美好的精神需求为首位，赋予作品

会，用高质量的电视作品让人民群众获得

主持并作学习小结，
党组成员、
副局长王国

灵魂，发挥文艺作品的传播、感化、教育作

幸福感和满足感。党员干部要有信仰、有

富作中心发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单烈，

用。同时，要处理好“推动繁荣和加强管

担当，顺应时代变化，善学善用现代技术，

党组成员黄健全、副巡视员严萍英及机关

理的关系”
“主流一元和表现方法多样化的

在本职岗位上发光发热。

各处室、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

关系”
“现实主义题材与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学习会上，王国富围绕习总书记在看

的关系”
三个关系，
把好底线，
加强引导，
创

省广电局
“广电大学堂”
开讲

作出符合时代需求的精品力作。

学习会上，相关处室负责人作了交流
发言。

术研究中心总工程师、教授、博士生导
师季新生作《5G 与广播电视》主题报
告。季新生从无线移动通信发展简
史、5G 发展概况、5G 在广电领域的应
用、如何做好移动通信安全等四方面
进行了详细讲解，重点阐释了 5G 时代
广电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党组书
记、局长张伟斌主持。局领导班子成
员，局机关和直属单位全体干部职工
及有关行业单位共 150 余人参加讲
座。
从今年开始，省局开设“广电大学
堂”，以新思想、新科技为学习重点，邀

欢迎加入
“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重要内容，是立足全党、面向全社
会的网络学习平台。
学习平台包括PC、
手机App两个终

您可以
用手机扫描右

频道，
旨在满足互联网条件下广大党员和人民

下 二 维 码 ，下

群众多样化、
智能化、
便捷化的学习需求。

载 使 用“ 学 习

平台汇集了大量学习资源，内容涵

强 国 ”App；还

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律、科

可 在 PC 端 登

技、党史、军事、国际等多领域多学科；形

录“学习强国”

端。PC端共有17个板块、
180多个一级栏目，

式丰富多样，包括新闻、期刊、图书、公开

手机App有学习和视频学习两大板块、
38个

课、戏曲、影视剧、短视频等方方面面。

《浙江广播电视》 编辑部：
（0571）87163107

下 载 学 习 强 国 APP

学习平台。

请行业著名人士、专家学者、党政领导
等开讲授课，帮助党员干部深刻认识
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深刻
理解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深刻把握科
技革命的发展趋势，紧跟时代的变化，
紧跟技术的进步，充分掌握新形势下
做好广播电视工作必备的新理论、新
知识、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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