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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二十四

届中国新闻奖和第十三届长江韬奋奖评选

!"

日揭晓! 来自全国报社"通讯社"电台"电

视台和新闻网站的
#$%

件作品获中国新闻

奖#其中特别奖
&

件#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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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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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新闻名专栏%#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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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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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新闻工作者获长江韬奋奖# 其中长江

系列
!+

名#韬奋系列
!+

名!

获本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的人民日报

评论'守护人民政党的生命线(立意高远"论

证严密#以史料和例证叙事抒情说理#思想

性"针对性都很强!新华社通讯')三北*造林

记(以构思精巧"富有诗意的文字#塑造三北

造林人
%+

多年扎根大漠开辟绿洲的英雄群

像#讴歌三北人民追逐中国梦的时代精神!

中央电视台消息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甘

肃看望各族干部群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表达

美好的新春祝福(# 以总书记与老乡真诚牵

手"从缸中舀水品尝"为社区老人端饭等生动

细节#表现了总书记亲民务实的风格#纪实性

强#富有表现力!获一等奖的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现场直播'神舟十号航天员太空授课(主持

语言生动凝练#现场解读引人入胜#策划编排

富有新意!徐州日报调查性报道'五问县级公

立医院改革+++睢宁县改革试点的考察报

告("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评论'转基因

博弈背后的国家利益较量( 等作品关注社会

热点#内容扎实"调查深入#理性记录中国改

革发展进程的观察与思考! 获新闻名专栏的

楚天都市报 '楚望台("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

'

""*

大家帮(等聚焦社情民生#服务百姓生

活#疏导公众情绪#积极搭建政府与民众沟通

的桥梁#引领社会形成向上向善的道德风尚#

充分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第十三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
!+

名获

奖者是$按姓氏笔画排序%,工人日报社于文

国"福建日报社王国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向泽映"新华社刘思扬"西藏电视台李森"解

放军报社李靖"法制日报社陈东升"宁波广

播电视集团周洋文" 新民晚报社俞亮鑫"中

国新闻社贾国荣! 韬奋系列
!+

名获奖者是

$按姓氏笔画排序%,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卜

宇"四川日报社王沛"胶东在线网站邓兆安"

中国日报社田驰"人民日报社皮树义"黑龙

江电视台关中"深圳广电集团苏荣才"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姜保红" 中央电视台梁建增"

江南都市报社彭京!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新

闻观#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争当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他们

锐意进取#勇于创新#为党和人民的新闻宣

传与新闻事业发展做出新贡献&他们坚守职

业理想"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甘于

奉献"勇于担当#得到受众广泛好评!

第二十四届中国新闻奖

第十三届长江韬奋奖评选揭晓

编辑
,

韩瀚
-./012 , !!"##$#"%&'(()*+, *+%-

年
%.

月
!.

日 星期一
/!!

版国内综览
!

"#$ %&$

$%& '%(

!!!!!!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

月
%#

日表示#计划本周二$

%.

月
!%

日%与学

联对话#届时双方各派
&

人#历时约两小时!

对话在黄竹坑医专进行# 届时有现场直播#

并计划邀请岭大校长郑国汉担任主持人#待

他回复确认!

林郑月娥强调有诚意对话! 她说#参与

会面的政府官员包括她本人"律政司司长袁

国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副局

长刘江华及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邱腾华! 她

指出#警方
%"

日在旺角的行动并非清场#而

是希望开通被阻道路! 她谴责示威者#尤其

是那些采取激烈行动的人士#认为他们有预

谋堵路!

林郑月娥重申政改工作要按基本法及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此基础上#学生

还有什么看法#她乐意聆听!

学联方面表示#学联对会面的地点及主

持人选没有意见!

暴力冲突

!

名警员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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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示威者被捕

香港警方
%.

月
%#

日强烈谴责
%"

日晚

间及
%#

日早间在旺角非法集结" 冲击警方

防线及非法堵塞干道的人士#并指违法行为

严重危害香港公共安全!

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曾伟雄
%.

月
%#

日对记者表示 # 示威者的违法行为绝非

和平 #绝非非暴力 #有关行为严重破坏香

港的公共秩序 # 严重危害香港的公共安

全 !

他说#过去两至三周#警方以极度容忍

的态度来处理示威人士的非法行为# 目的

是希望有关人士能够冷静下来# 重新以和

平理性和合法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

非常遗憾#他们仍然依然故我#甚至变本加

厉!

在
%.

月
%#

日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

上#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许镇德表示#从

%"

日晚至
%#

日# 在旺角和中环的冲突中#

有
00

人被捕#他们涉嫌普通袭击"拒捕#妨

碍警员执行职务等 # 另外有
%#

名警员受

伤#包括被激进分子用雨伞刺伤"手脚脱臼

等伤情!

强烈谴责

#$

名香港立法会议员

期望警方缉拿涉案人

-%

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当日发表联

署声明#强烈谴责不法之徒网上煽动群众#引

发旺角暴力冲突! 声明说#造成有大批人士

聚集旺角的原因之一#是有人于网上留言#号

召市民前往旺角挑衅警方#更扬言要)抢回占

领区话事权*#否则便到港铁占领月台! 声明

认为#以网络去煽动群众参与暴力示威#实在

无法无天#更非常危险#群众一旦失控#极有

可能造成大量人命伤亡! 对于此等违法行为

予以严厉谴责#并期望警方尽快采取措施#缉

拿有关涉案人士! !据"北京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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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

月
!#

日电 !记者范春

生"辽宁省检察机关与法院"公安"边防"银

行等部门密切配合# 通过拓宽追逃防逃渠

道"完善追逃防逃措施#自
*++$

年至今已成

功抓获涉案在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

人!

这是记者从辽宁省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

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了

解到的!

据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肖声介绍#

自
*++$

年以来# 全省三级检察机关严肃查

处了一批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损害群众切身

利益的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坚持把追逃追

赃工作放在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突出位置#

不但成功抓获涉案在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

人#还追回赃款折合人民币
*""*

万元#

有力地惩治和震慑了腐败分子#取得较好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辽宁对职务犯罪嫌犯的追逃追赃之

所以取得预期效果 #除上述举措外 #发动

群众" 推出奖励机制也是一个成功经验 !

早在
*++)

年#这个省便成立 )追捕在逃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举报奖励基

金*!

记者还了解到#从今年
!+

月起#辽宁省

检察机关将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追逃

追赃专项行动#集中追捕仍在逃匿的职务犯

罪嫌疑人!为此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决定成立

专门机构#鼓励人民群众检举在逃职务犯罪

嫌疑人线索#并进一步完善落实有奖举报制

度!

辽宁 !年抓获 "#$名

涉案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对新人在仙女湖举行集体汉式婚礼
$%

月
$!

日%新人在仙女湖参加集体婚礼& 当日%

&&&

对新人汇聚江西新余市仙女湖

举行汉式集体婚礼& 这是第十一届中国仙女湖爱情文化旅游节活动之一&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