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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

浙江广播电视系统抗击第 9 号台风
“利奇马”

省局召开主题
教育系列工作会议

强化部署 深化宣传 聚焦重建
在超强台风
“利奇马”
来袭期间，
全
省广播电视系统按照省委、省政府和省

抗台期间广播电视安全。

间跟踪报道台风信息，
报道中央及省委

台风期间，全省广播电视系统把

主要领导指挥抗台救灾情况，
报道各地

防指的部署要求，
高度重视，
精心部署，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作为重大任务抓紧

防灾减灾情况等重要信息。如中国蓝

严阵以待，严防死守，一手抓好防台抗

抓好，为打赢抗台救灾宣传战役夯实

新闻开展融媒体直播，
16 小时直击防台

台宣传报道，一手抓好安全播出工作，

了基础。浙江华数宁波、温州、舟山等

第一线；台州广电台从 8 月 9 日起开通

充分发挥了广播电视媒体在防台抗台

沿海分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

“防御台风利奇马应急大直播”。引导

和抢险救灾中的舆论主阵地作用。

案，重点做好山区机房的安全工作。

性突出，发挥广电媒体信息灵敏、接近

其间，全省广播电视系统投入值班人

现场、贴近群众的优势，为抗台救灾工

员 7000 余人次，成立抢修队伍 6000 余

作提供参考、引导舆论、营造氛围。服

人次，安排巡查检查 11000 余人次，发

务性突出，及时制作传播各类资讯信

现各类问题及故障 21419 个（次），现

息，
发挥服务作用。如温州广电台解答

8 月 9 日，全省防御第 9 号台风“利

场解决问题 2929 次。省安全播出调度

听众咨询的高速出行路况、台风动态达

奇马”工作视频会议后，省局立即启动

指挥中心共开展安播监测天数 5 天，监

上百条次。正能量突出，强化典型宣

防台抗台应急机制，全时制值班、全方

测 总 量 10603 套/天 ，监 测 时 长 达 1,

传，深挖细节故事，充分展现了抗台救

位防守，并第一时间准确向各级广播

272,360 小时。

灾期间全省干部群众精神风貌。如浙

加强工作部署
做好台风防御及安全播出工作

电视台传达抗台工作会议精神和各项
要求，指导各级广电媒体加强抢险救
灾救援宣传报道。

江卫视采制了《永嘉山早村干部徐文

加强宣传报道
发挥广电媒体主阵地作用

省广播电视安全播出调度指挥中

海：救出许多村民 却与母亲永别》，杭
州之声发布《杭州抗台现场暖心一幕!》
等，
传递暖心正能量。

心紧急通知全省广电系统各单位，密

全省各级广电播出机构特别是浙

此外，全省农村应急广播体系及

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广电

江广电集团和台州、温州、宁波、杭州等

时启用，滚动、连续、多形态报道台风

设施设备的防护，全面加强对防台抗

处于抗台第一线的广播电视台，
连日来

动态信息、各地组织防台抗台情况。

台期间广播电视节目的监测监控，全

将防御超强台风
“利奇马”
宣传报道作为

如湖州市本级和各县区农村应急广播

力保障防台抗台期间广播电视节目安

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来抓，
统一调配，
统

线路测试正常，全市 8000 只农村应急

全播出。在抓好本级防台抗台工作同

一协调，
统一专栏，
充分发挥广电主流媒

广播通响率达 100%。宁波慈溪市抗

时，省局立足职能组织指导各级广播

体在防台抗台、抢险救灾中的舆论主阵

台期间，启用 447 只应急广播，共传播

电视播出机构和华数集团等重点单位

地作用，
第一时间播报相关信息。

应急信息 85 条，
总播出时长 10 小时。

制定和修改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防台

此次抗台报道时效性突出，
第一时

(下转第 4 版）

本报讯（省局 孙伟） 根据主题教
育活动总体安排，省局围绕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开展
了系列活动。7 月 29 日，省局党组书
记、局长张伟斌召开局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工
作汇报，张伟斌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整改要求，对下一步工作重点
进行部署。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巡视
员单烈，领导小组办公室全体人员出
席会议。会后，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健
全围绕主题教育邀请相关学会、协会
和老干部代表进行座谈。
7 月 31 日，省局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巡视员单烈主持召开局主题教
育调研成果交流会。机关各处室和局
属单位汇报调研基本情况、发现问题
和解决措施。单烈肯定了前段时间的
调 研 成 果 ，并 对 下 一 步 工 作 进 行 部
署。自开展主题教育调研以来，省局
各处室和直属单位共确定了 19 项调
研重点，通过上门交流、个别访谈、发
放问卷等形式掌握工作实情、听取意
见建议。在调研过程中坚持问题导
向，对基层和企业反映的问题，能够整
改的马上进行了整改；一时难以整改
的，制定整改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落
实到位，以实际成效推动广播电视强
省建设。
8 月 1 日，省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省局召开公务员职级晋升动员会

伟斌主持召开“调研解难题，深化‘三
服务’”座谈会。会上，省广电集团、华

本报讯（省局 司弋军）8 月 6 日，省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巡视员单烈，党组

代表参加会议。会上，单烈对公务员职

局召开机关公务员职级晋升工作动员

成员、副局长黄健全、王国富、张广洲出

级晋升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明确各职

会，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局机关公务员职

席会议，局机关全体在编人员、下属事

级晋升的职数、条件、范围、方式和程序

级晋升工作。党组书记、局长张伟斌，

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局机关离退休干部

等相关事项。

数集团、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千乘
影业、艺高文化创意、华语之声（杭州）
等 6 家单位及局机关、局属事业单位
代表，对浙江广电行业发展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
题提出意见建议，进行研究分析。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国富、张广洲，局

省局举办网络影视剧内容审核培训班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全体人员出
席会议。

本报讯（省局 舒扬） 为进一步提

精神、把握标准、保证质量、提高效率”

高网络影视剧审核专家队伍业务能力

为目的，审核员要坚持原则性、艺术性、

水平，锻造过硬素质、过硬本领，8 月 14

社会性、时效性四个统一，推动浙江网

核要点、网络视听节目审核通则解读

日，省局组织 47 名全省重点网络影视

络影视剧更快更好地发展。审核工作

及网络节目审核辨析等核心问题进

剧审核专家在横店开展为期 3 天的集

首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行专题授课；就重点网络影视剧审核

中培训。省局副局长张广洲、东阳市副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好党的路线

中遇到的问题、困惑以及围绕我省网

市长黄阳明出席并讲话，宁波市文广旅

方针政策，符合党的决心意志；二要传

络影视产业的发展等进行座谈和交

局副局长王水维，省政协委员、横店集

播新时代中国的正能量，鼓舞人民大众

流。培训进一步统一了我省重点网

团副总裁徐天福等参加相关授课和交

积极投身“四个全面”伟大建设；三要培

络影视剧审核专家的思想，明确了内

流座谈。省局评议中心、三大影视基

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弘扬

容审核标准和尺度，同时也促进各方

地、华数传媒总编室和横店实验区管委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四要寓教于乐，挖

力量打破壁垒、统一步调、形成合力，

会相关人员参加培训。

掘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向上向善的优

共同完成好我省重点网络影视剧审

秀作品；五要杜绝泛娱乐化，脱离低级

核工作。

张广洲表示，此次培训要以“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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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
此次培训，专家就网络剧内容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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