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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传媒协会 

                                       中经传媒秘字[2022]7 号 

 

关于启动第 34 届中国经济新闻大赛 

暨经济新闻人物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有关新闻媒体及相关机构：  

“中国经济新闻大赛暨经济新闻人物评选”由中国经济传媒

协会主办，是全国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内容包括评选中国优

秀经济新闻作品和推评年度优秀经济新闻人物，是经济新闻作品

的唯一全国性评选奖项，也是由媒体评选的有全国影响的经济新

闻人物奖项。  

  依据《中国经济新闻大赛暨经济新闻人物评选办法（2022 年

修订）》（附件 1），第 34 届中国经济新闻大赛暨经济新闻人物评

选的推荐报送工作自 2022 年 9 月 2 日启动。中国经济新闻作品

申报截止时间为 10 月 10 日，初评和定评将于 11 月底完成，向

社会公示后在“2021/2022中国经济传媒大会”上举行中国经济

新闻大赛颁奖仪式；中国经济新闻人物推荐工作同步进行，网络

初评和专家定评稍晚于中国经济新闻评选，颁奖时间另定。  

  现将评选活动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繁荣新时代经

济新闻事业，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为

扎实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二、奖项设置  

  1、本届中国经济新闻奖   

  经济新闻作品评选仍设新闻报道、监督报道、新闻评论、融

合报道四类奖项。融合报道奖项下包括四个小项：短视频现场新

闻、短视频专题报道、新媒体品牌栏目、多媒体多终端融合报道。

与上届评选相比，本届短视频专题报道时长由不超过 10 分钟调

整为 12 分钟，多件短视频连续报道总时长由不超过 12 分钟调整

为 15 分钟。每家推荐单位报送作品数量不得超过 8 件，单个奖

项不超过 2 件，1 个系列报道视为 1 件作品。 

  2、本届中国经济新闻人物奖   

依托全国经济媒体传播优势，经过机构（评委）推荐、初选 150

人作为中国经济新闻人物候选名单并在网上公布，每家单位推荐

不超过 3 位。经过两轮网络投票，筛选出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定

评候选名单。由专家评审委员会综合评议，无记名投票最终评定

“十大经济年度人物”，若干位“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新锐奖”，并

通过举办颁奖盛典和融媒体平台全方位传播。 

  三、经济新闻作品申报要求  

  本届中国经济新闻奖在评选范围、评选要求、评选程序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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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等方面与去年基本相同。有正式新闻资质的报纸、杂志、通讯

社、广播电视台以及网站、移动新媒体，均可推送经济新闻作品

参评。参评作品为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评选年

度内首次刊发的原创经济新闻作品。 

  中国经济传媒协会接受参评作品申报的渠道不变。融合报道

奖由中国经济传媒协会新媒体分会组织初评。  

  四、经济新闻人物推荐要求  

以“致敬时代驱动力”为年度主题，从“创新性、颠覆性、

前瞻性、成长性、新锐性”五大维度，以年度经济新闻事件和重

要经济活动为线索，依据在经济领域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在事件中

所发挥的作用，重点评选对经济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影响

卓著的行业领军人物、企业领袖、科技创新人物、经济专家及相

关人士。 

本次经济新闻人物评选活动，指定新浪财经为全流程发布的

主平台，并委托新浪财经为“中国梦杯·中国经济新闻人物——

2022 十大经济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的主要承办机构。同时

选取若干家全国主流媒体、重点新闻网站和专业财经新媒体作为

合作媒体，广泛整合媒体资源进行全方位推广。 

[有关经济新闻和经济新闻人物的具体评选要求，请参照《中

国经济新闻大赛暨经济新闻人物评选办法》（2022 年修订）]  

  五、申报时间  

  1、经济新闻作品申报 请推荐单位在 2022 年 10 月 1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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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参评经济新闻作品的相关材料和申报表（附件 2），一式 2 份

用特快专递寄送至评委会办公室（中国经济传媒协会秘书处），

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并注明推荐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其中，

参评融合报道奖作品的相关材料和申报表报送中国经济传媒协

会新媒体分会秘书处。 

  2、经济新闻人物推荐 采用书面和网络推荐两种方式。请推

荐单位在 11 月 1 日前将推荐经济新闻人物的相关材料和推荐表

（附件 3），一式 2 份用特快专递寄送至中国经济传媒协会秘书

处，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并注明推荐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亦可由机构（评委）直接向新浪财经网络发布主平台通道推荐（推

荐地址： http://zfbxe7ffruheqxbl.mikecrm.com/hUYAA9C ）。 

     

评委会办公室（中国经济传媒协会秘书处）： 

联系人：宋敏强 15300097770 

李晓桃 18519804009   王大朋 15201102347 

电 话：010-83559057(传真)  

邮 箱：bx83559057@126.com  

网 址：www.acep.org.cn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经济日报社 A 座综合

楼 1409  

 

中国经济传媒协会新媒体分会秘书处：  

http://zfbxe7ffruheqxbl.mikecrm.com/hUYAA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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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宋园园 13716676260   

邮箱：595875141@qq.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8 号阳光广场 B2 座 2503室 

 

新浪财经 

联系人：程青 15910675365  

邮箱：chengqing@staff.sina.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西区 8 号楼新浪总

部大厦 

 

特此通知。 

   

中国经济传媒协会 

  2022 年 9 月 2 日 

 

附件：  

  1.《中国经济新闻大赛暨经济新闻人物评选办法》（2022 年

修订）  

  2.第 34 届中国经济新闻大赛参评作品推荐表  

  3.2022 中国经济新闻人物参评推荐表及网络申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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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经济新闻大赛暨经济新闻人物评选办法 

（2022 年修订） 

 

“中国经济新闻大赛暨经济新闻人物评选”由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主办，是全

国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包括中国经济新闻大赛和经济新闻人物两项评选内容，

一是评选全国优秀经济新闻作品，二是推评年度优秀经济新闻人物。 

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集中经济媒体的资源和

智慧，不断创新提升该项评选的专业内涵、品质，努力使其成为中国经济传媒领

域最有影响力的奖项。 

 

一、中国经济新闻大赛 

（一）评选宗旨 

中国经济新闻大赛（中国经济新闻奖），是全国优秀经济新闻作品评选唯一

奖项，旨在检阅我国经济新闻报道年度成果，发挥优秀经济新闻作品的示范引领

作用，激励经济媒体和经济新闻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繁荣新时代

经济新闻事业，为扎实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二）评选范围 

有正式新闻资质的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台以及网站、移动新媒体，

均可推送经济新闻作品参评。 

参评作品为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评选年度内首次刊发的原

创经济新闻作品。 

（三）评选项目 

  1．新闻报道奖：对经济改革发展中的新事件、新现象、新成就的报道，对

经济改革发展重要成就、先进经验和热点难点问题深度调研分析的报道。要求：

新闻性报道及时准确，事件完整；深度报道主题鲜明，材料扎实，分析到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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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到见解。体裁可以是消息、特写、通讯及调查性报道、述评性报道、解读性报

道等。 

2．监督报道奖：对经济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发生的负面事件的个

案性报道，要求事实准确、材料扎实，旗帜鲜明，激浊扬清。体裁以调查性报道

为主。 

3．新闻评论奖：对经济改革发展的新政策、新进展、新现象、新问题的新

闻评论。要求观点正确，具有新意，说理充分，分析深刻。体裁包括社论、评论

员文章、署名评论等新闻评论。 

4．融合报道奖：对经济事件、经济现象、经济人物、经济问题等进行的多

媒体报道与传播，要求以多种新媒体手段进行融合报道，内容真实，传播快捷，

效果显著。 

（1）短视频现场新闻  直击现场的短视频经济新闻，新闻价值高、时效性

强、现场感强，移动端或 PC端首发。 

（2）短视频专题报道  对经济新闻事件或经济人物的视频专题报道，可以

是围绕经济新闻事件或经济人物的连续短视频报道。 

（3）新媒体品牌栏目  在自有新媒体平台或第三方平台开设的经济类媒体

账号或固定栏目。 

（4）多媒体多终端融合报道  传统端（报刊版面、广播电视频道）、PC端、

移动端发挥各自优势，对经济活动、经济事件、经济人物、经济问题进行的多手

段多渠道融合报道。 

（四）评选要求 

获奖作品必须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贴

近人民，面向实际。获奖作品必须主题重要，导向正确，事实准确，文风端正，

语言生动，传播效果好，社会影响大。有导向问题，有事实和文字错误的报道，

涉嫌抄袭的报道与评论，不得参评获奖。 

（五）报送程序和标准 

1．报送程序 



8 

 

（1）各推荐单位负责本单位参评作品的推荐，并严格审核把关。近 3 年内

有不良职业道德记录的新闻从业人员单独采写或主编、主创的作品不得参评，参

与采编的作品，取消其个人参评和获奖资格。 

（2）参评作品，均需填写推荐表并附作品原件。由单位主要领导在推荐表

上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请推荐单位将推荐表及作品原件，在规定时间内报送

中国经济传媒协会评选办公室。 

（3）融合报道作品，除填写推荐表格外，需提供电子文件，提供截图、二

维码及网络作品链接，能搜索到。 

2．报送数量 

推荐单位报送作品数量不得超过 8件，单个奖项不超过 2件，1 个系列报道

视为 1件作品。 

３．作品字数、时长 

消息、特写等新闻性报道作品不超过 1200 字；深度报道（通讯、新闻综述、

分析性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不超过 3500字；监督报道不超过 3500

字；评论类作品不超过 2000字；系列报道，单件文字作品不超过 3500 字；融合

报道文字部分不超过 3000字，视频部分不超过 30分钟，图文直播作品文字部分

不超过 6000字，视频直播不超过 100分钟；短视频现场新闻时长不超过３分钟；

短视频专题报道时长不超过 12分钟，多件短视频连续报道，总时长不超过 15分

钟。系列作品（系列评论、连续性事件报道、系列短视频等），推荐代表作不超

过 3件，超过部分只列标题、发表时间及作者姓名、作品链接等；新媒体品牌栏

目要求持续发布一年以上，每周更新不少于 3 次，其中每周原创作品不少于一

件。 

４．作者 

（1）报送作品的作者包括该作品的采写（拍摄）记者和相关编辑。 

（2）单篇作品署名者超过 6 人的，按“集体”申报，并附作者名单。系列

报道总人数不受限制。 

（六）获奖数额 

  各奖项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获奖作品数额暂不设具体比例，以

质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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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情况下，经评委会决定，可设立特别奖，总数不超过 3件。 

（七）评委组成 

 邀请新闻业界、学界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委会，力求权威、精干、

高效。评委要坚持公开公正，优中选优，不徇私情。 

（八）奖励办法 

向一等奖（含特别奖）、二等奖、三等奖获奖作品的作者及编辑颁发获奖证

书。如作者和编辑为同一人的，颁发作者获奖证书。采编人员为“集体”的申报

作品，向该作品的刊发单位颁发获奖证书。 

（九）处罚办法 

1．推荐、报送单位要承担审核、把关责任，严格按照评选办法规定的标准，

推荐、报送优秀新闻作品参评。 

2．如发现参评作品、获奖作品有抄袭、虚假、失实问题，《推荐表》等申

报材料有造假、虚报、篡改、伪造等问题，一经查实，即撤销该作品、人员参评

或获奖资格；已获奖的，责成报送、推荐单位追回获奖证书和奖金。 

  3．如发现推荐单位、报送单位或参评作者、编辑等，对评委或有关人员有

请客送礼等贿评行为，一经查实，则取消该作品、参评者的参评资格或获奖资格。

对受贿评委视情处理。 

  4．各评委要严格遵守经济新闻奖评选纪律，按程序和标准评选作品。如有

违反，取消其评委资格。 

 

二、年度经济新闻人物评选 

（一）评选宗旨 

  经济新闻人物评选是由新闻媒体推评的有全国影响的重要评比表彰活动。中

国经济传媒协会依托全国经济媒体传播优势，推出每年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

生活改善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并通过举办颁奖盛典和融媒体平台全方位传播，

使人们熟悉这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与前行的鲜活面孔，由此记录中国经济社会前

行的步伐，践行经济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活力，弘扬企

业家精神，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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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深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传

递信息，树立典范，彰显力量，提振信心。 

（二）评选标准 

重点评选对经济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影响卓著的行业领军人物、企业

领袖、科技创新人物、经济专家及相关人士。以媒体报道生成的数据为重要参考，

综合考虑人物的影响力、创新力、贡献度和履行社会责任情况，是经济新闻人物

评选的主要标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及刘永好、曹德旺等著名人士先

后获评中国经济新闻人物，为奖项的公信度和影响力提升了内涵和外延。 

评选活动紧扣时代脉搏，以“致敬时代驱动力”为年度主题，从“创新性、

颠覆性、前瞻性、成长性、新锐性”五大维度，以年度经济新闻事件和重要经济

活动为线索，依据在经济领域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在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突出评

选具有较大社会反响的经济新闻人物，发掘中国转型期下的经济榜样力量和前行

驱动力，以此检验经济媒体人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记录时代和人

物的成果。 

（三）评选办法 

1．通过会员媒体、新闻界和相关机构、专家推荐，初选 150 人作为中国经

济新闻人物候选名单并在网上公布。推荐者必须认真负责，严格把握评选标准，

秉公推选，不徇私利。每个推荐单位推荐候选人不得超过 3人。 

2．将初选名单交给指定权威新媒体平台舆情分析系统进行检索，并参考若

干重要财经媒体的相关数据分析，分别统计出每位候选人在纸媒、网站、客户端、

微博及微信五个维度被报道的次数，并进行排名。经过两轮网络投票，筛选出中

国经济年度人物的定评候选名单。 

3．组建包括权威财经媒体负责人、产学研界知名专家、协会负责人等在内

的专家评委会，参考评选标准、网络票选排名、相关部门意见等，进行综合评议，

无记名投票，从入围人选中最终评定“十大经济年度人物”，若干位“中国经济

年度人物新锐奖”。 

（四）媒体平台 

  鉴于新浪财经在行业内外具有较强的传播影响力，具有组织网络评选及相关

活动的丰富经验，且在上年度中国经济新闻人物评选活动中与协会进行了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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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本次评选活动继续指定新浪财经为全流程发布的主平台，并委托新浪财经

为“中国梦杯·中国经济新闻人物——2022 十大经济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的

主要承办机构。同时选取若干家全国主流媒体、重点新闻网站和专业财经新媒体

作为合作媒体，广泛整合媒体资源进行全方位推广。 

    协会各会员媒体是本次活动的主要报道与推广主体。协会鼓励会员媒体充分

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积极支持本次评选活动。  

（五）推评原则 

推评工作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实经济高

质量发展要求。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遵守评选程序，负责任地评

选出新时代有影响、有创新、有担当、有贡献的各类经济新闻人物。凡诚信和廉

洁上存在问题者，不得入选。 

（六）公示和处罚办法 与中国经济新闻大赛公示和处罚办法相同。经济新

闻人物评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一旦发现参评者或评委有弄虚作假和营私舞弊

行为，则取消其参评资格或评委资格。 

  

三、附则 

（一）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享有“中国经济新闻大赛暨经济新闻人物评选”项 

目所有权。 

（二）本办法解释权归中国经济传媒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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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34 届中国经济新闻大赛(中国经济新闻奖) 

参评作品推荐表 

作品标题  参评项目  

作者  编辑  

刊发单位 
 

 
首发日期  

刊发版面  作品字数  

 

作品评价 

 

 

 

采编过程 

 

 

 

社会效果 

 

 

报送单位意见： 

 

 

 

 

领导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E-mail  

注：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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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中国经济新闻人物参评推荐表及网络申报通道 

参评人单位  所属行业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务  职称  学历  

联系方式  电子信箱  

通信地址  邮编  

 

 

 

主要业绩 

（推荐理由） 

 

 

 

 

 

 

 

 

 

 

 

 

 

 

 

 

推荐单位盖章            参评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承办部门  联系人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  

通信地址  邮编  

注：新浪财经网络发布主平台通道推荐 

推荐地址： http://zfbxe7ffruheqxbl.mikecrm.com/hUYAA9C   

http://zfbxe7ffruheqxbl.mikecrm.com/hUYAA9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