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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社区版）新如皋》创刊　Ｐ３３５

综综综　　　　　　　　　述述述

【概况】　市文广传媒集团有干部职工６３９人，其中

女性２０３人，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者８人、本科学

历者２１４人、大学专科学历者２０２人。集团拥有新

闻、电子、工程、播音、演艺、经济管理等专业技术人

员４１６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者６人、中级职称者

７０人、技师２人、高级工５６人。２０１２年，实现经营

收入２．３８亿元，位居全省县级广电传媒系统第一

方阵。

舆论宣传　年内，市文广传媒集团围绕全市工

作大局，及时宣传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把视角

对准基层和农村，深入一线采访报道。不断增强新

闻报道的亲切感和可视性，成功改版品牌栏目《民

生零距离》，在《如皋日报》开辟民生专版，推出如皋

首份城市晚报《新民晚报·新如皋》。广播节目结

合时代特点，打造全新、富有时代气息的ＦＭ９８．３

兆赫如皋汽车广播。广播电视节目作品在省和南

通市评比中，获省级奖５件、南通市一等奖８件。

《如皋日报》在全省县市报评奖中获奖作品１３件。

广播电视节目在南通以上媒体发稿５６３件，其中在

中央电视台播出作品５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作品２篇。平面新闻稿件在南通以上媒体发稿

１８３篇，其中在《新华日报》刊登稿件８件。对外宣

传用稿数量和档次均创历史新高，有力提升如皋知

名度和美誉度。

事业建设　年内，市文广传媒集团深入挖潜，

加大宣传和营销力度，全面提高数字电视入户率和

用户保有率。累计新增数字电视用户１２６５２户，全

市总用户突破３２万户。加大网络基础设施投入，

全面提升有线电视网络传输质量，基本完成城区双

向网改造，完成农村３１６个光节点改造任务。广电

传媒中心新址内外装饰基本结束，１６个镇广电站

标准化建设通过省级验收，启动乡镇电视频道工

程。加强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偶艺术保护传

承的扶持力度，开设电视木偶栏目《木偶总动员》。

启动精品木偶剧和木偶折子戏创作，创作排练木偶

音画《水绘情韵》参加第２１届国际木偶艺术节，获

优秀节目奖。先后完成《长寿如皋》策划文稿及市

场运作方案、数字电影《赵小亭》影片大样及《歌唱

如皋》系列歌曲ＭＴＶ制作的收集、策划工作。

产业经营　年内，市文广传媒集团各产业平台

开拓数字电视及延伸产业主营业务。通过探索主

营业务增值、整合营销资源等办法，发挥全媒体经

营优势，广告经营创收总体保持平稳态势。在城区

启动数字电视高清、双向互动业务试点，启动电视

直销汽车、家电、服装、数码等产品，效益初步显现。

开发艺术、动漫培训，形成培训新特色。与上海世

纪环球院线共同投资的声屏世纪影城，创新营销手

段，抢抓黄金档期，发展态势良好。昊天公司的户

外广告业务拓展取得较好成效。整合演艺资源，定

期策划组织演艺活动，让百姓在家门口观赏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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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电　　　　　　　　　视视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电视台拥有摄像机３０台，录

像机３１台，非线性编辑网２套、制作设备管理系统

１套、三维虚拟演播室系统１套、硬盘播出系统１

套、广告管理系统１套、分米波发射机８台、米波发

射机４台，电视现场直播系统１套、有线电视总前

端机房１个，模拟频道７个，有线数字电视总前端

机房１个，设计传输２６个频点。有数字电视节目

１４０套，硬盘播出系统承担播出频道６个。

年内，市电视台着力推进内部运行机制改革

持续深化和节目质态不断优化，打造地方电视媒

体的实力、活力和核心竞争力，《如皋新闻》彰显

“新、活、深”鲜明优势，先后实施 “科学发展成

就辉煌喜迎十八大”、“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加

快基本现代化进程”、“传承雷锋精神　弘扬城市

大爱”、 “稳增长　促转型　抓创新　强统筹”、

“见证更高水平小康路　勇当现代化先行军”等多

项重大宣传报道，为推动如皋经济社会持续加快

发展凝聚舆论力量。市文广传媒集团组建民生节

目部门，品牌栏目 《民生零距离》由原１０分钟延

长至１５分钟，围绕市民关心的焦点、热点，把最

新、最活、最吸引观众的故事和现场作为新闻切

入点，提高宣传报道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年底，

在全省广播电视新闻节目抽查中，如皋新闻节目

得到专家组 “解渴、舒服、阳光、凝练、鲜活”、

“是全省县级台的标杆”的好评。

２０１２年如皋市电视作品获南通市级以上奖项一览
　表６２

作　品　名　称 颁 奖 单 位 获　奖　名　称

《奚家铁娘子》
省广播电视局、南通市文
广新局

省局政府奖电视社教短纪录片二等奖、南通市局政
府奖社教专题片一等奖

《紧箍咒》 省广播电视局 省局政府奖电视文艺戏曲节目二等奖

《我要做如皋第５８００１个长寿老人》
省广播电视局、南通市文
广新局

省局政府奖对外电视节目消息三等奖、南通市局政
府奖对外电视节目消息一等奖

《“三理”工作法　创新在袁桥》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电视新闻专题一等奖

《星期七》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电视新闻优秀栏目一等奖

《红色印记》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电视社教专题片一等奖

《阳光伙伴》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电视社教少儿节目一等奖

《不老传奇》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对外电视节目专题二等奖

《我国油气开发向深海挺进》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电视新闻短消息二等奖

《１９８１年后另一种相聚》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电视新闻长消息二等奖

《文化要“送”更要“种”》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电视新闻评论二等奖

《伟伟的寒假》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电视社教长纪录片二等奖

《如皋新闻》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电视新闻播音二等奖

《丹心写春秋》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电视社教播音二等奖

广广广　　　　　　　　　播播播

【概况】　２０１２年，市人民广播电台有广播节目主

持人、编辑记者及营销人员１７人，拥有广播直播间

２间、制作室１间、广播直播车１辆、音频工作站３

台。电台高频广播播出频率为ＦＭ９８．３兆赫，信号

覆盖如皋及周边县市，节目采用高频、有线及与数

字电视信号共缆传输形式。全年播出新闻３８００

条。被南通电台用稿１１５篇、省级媒体用稿１０５

篇。获２０１２年度江苏省对外发稿先进单位称号。

５月１４日，ＦＭ９８．３兆赫如皋汽车广播全新改

·４３３· 如皋年鉴（２０１３）



版，增加适合车上移动人群收听的线性节目，所有

广播直播节目均采用热线电话、腾讯微博、短信平

台等方式进行互动，直播量从原每天４小时增加到

８小时，内容涵盖《轻松早班车》、《车行天下》、《财

富直通车》、《音乐在路上》、《生活慢车道》等一批更

富有时代气息、贴近听众的节目，并组织户外直播

６场次。《整点新鲜报》每天在１０个正点时间段刷

新新闻信息，《一路畅行》每天在８个半点时间段邀

请市交巡警大队嘉宾播报路况信息和出行提示。

组建金融、房产、法律等方面嘉宾团队，聘请嘉宾、

顾问２０多名，其中浙江某省级媒体房产节目主持

人、搜狐网财经评论员分别在《第一房产家居》、《财

富直通车》中围绕“楼市解析”、“经济刺激计划”等

话题连线直播。

２０１２年如皋市广播作品获南通市级以上奖项一览
　表６３

作　品　名　称 颁 奖 单 位 获　奖　名　称

《永远的丰碑———缅怀红十四军》
省广播电视局、南通
市文广新局

省局政府奖广播社教特别节目三等奖、南通市局
政府奖广播社教特别节目一等奖

《那些销魂荡魄的声音》 省广播电视局
省局政府奖广播文艺文学节目三等奖、南通市局
政府奖广播文艺文学节目一等奖

《长寿缘　两岸情》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广播对港澳台节目二等奖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之如皋解法》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广播新闻连续／系列报道二等奖

《农产品种植　莫忘风险防范》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广播新闻评论二等奖

《种出一方好风景》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广播新闻专题二等奖

《永远的小亭》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广播新闻现场直播节目二等奖

《扶起摔倒的信任》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广播新闻访谈节目二等奖

《漫画人生》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广播社教对象性节目二等奖

《真诚的力量》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广播社教公众性节目二等奖

《群众的幸福指数应是干部政绩的主要指标》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广播社教知识性节目二等奖

《银色时光》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广播社教优秀栏目二等奖

《一路放歌一路行》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广播文艺音乐节目二等奖

《梨园流芳传新韵》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广播文艺戏曲、曲艺节目二等奖

《读书时间》 南通市文广新局 南通市局政府奖广播文艺播音二等奖

报报报　　　　　　　　　刊刊刊

【概况】　《如皋日报》由中共如皋市委主办、市文广

传媒集团承办，对开８版，双面彩印，周一至周六出

版，印量２万份。２０１２年，报社有工作人员３２人。

年内，如皋日报社精心组织策划新闻采访、内容编

辑，合理安排报纸版面，增强报纸可读性。先后开

设《决战决胜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全面加快基本现

代化建设进程》、《推进村庄环境整治，加快城乡一

体步伐》、《全力实现各项目标任务“双过半”，为决

胜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夯实基础》、《聚焦重点骨干企

业》、《推动综合利用，严禁焚烧秸秆》、《稳增长，促

转型，抓创新，强统筹》、《共建文明城市，共享幸福

生活》、《大干两个月，冲刺四季度，确保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等专题栏目１０多个和《美在新如皋》、《视

界》等图片栏目。尤其在党的十八大和市“一会两

节”宣传报道中，做到快节奏、高频次，综合运用专

版、连续报道、系列评论等多种表现形式，起到较好

的宣传效果。

【《新民晚报（社区版）新如皋》创刊】　７月２８日，

市文广传媒集团联合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

创办《新民晚报（社区版）新如皋》（国内统一刊号

·５３３·大众传媒



ＣＮ３１－００６２）。晚报每周出版一期，每期１６版，采

用瘦报样式，秉承“为老百姓办，给老百姓看”的办

报宗旨，讲身边人，说身边事，打造如皋纸质媒体民

生高地、人文绿地，是全市第一份覆盖城乡的大型

生活服务类晚报。其中《必读》、《帮办》、《城事》、

《热评》、《人物》、《拍客》、《乡土》、《春泥》等栏目植

根于百姓土壤，具有浓郁的本土特征，深受读者

喜爱。

２０１２年《如皋日报》获新闻奖一览
　表６４

作　品　标　题 体裁 颁奖单位 获奖情况

《赵小亭获２０１０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特别奖》 消息 省县市报协会 消息类一等奖

《２０家省内外媒体聚焦我市“普法邮路通万家”工程》 消息 省县市报协会 消息类三等奖

《回家了，平安了！我市两名在利比亚务工人员安全抵如》 通讯 省县市报协会 通讯类二等奖

《如城镇癌症患者刘松秀：我的生命是党给的、社会给的———我要做
个好人争取入党》 通讯 省县市报协会 通讯类二等奖

《农民变“股民”实现华丽转身———雪岸万富社区创新管理让低保户
得实惠纪实》 通讯 省县市报协会 通讯类二等奖

《我的乡村我的家》 通讯 省县市报协会 通讯类三等奖

《社会救助：流浪者的温情驿站》 通讯 省县市报协会 通讯类三等奖

《“你家的田，我们来种”———走访桃园镇农业专业化服务》 通讯 省县市报协会 通讯类三等奖

《做一个“秤砣”式的年轻干部》 通讯 省县市报协会 通讯类三等奖

《零地招商，巧做“无米之炊”》 言论 省县市报协会 言论类二等奖

《“爱心邮路”在拓展》 摄影 省县市报协会 摄影作品三等奖

《惨，一千两百棵国槐遭毒手痛，忙活两年损失三十万》 标题 省县市报协会 好标题奖

９月２８日《如皋日报》Ａ３版 版面 省县市报协会 好版面奖

网网网　　　　　　　　　络络络

【概况】　市广播电视台网络（ｗｗｗ．ｒｇｔｖ．ｃｎ）设《新

闻动态》、《产业经营》、《人力资源》等栏目。现有

ＳＤＨ设备１套，承担市长热线电话、医疗保险网、

社会养老保险网等集团用户系统内网业务。承担

中共如皋市委新闻网（ｗｗｗ．ｃｐｃｒｕｇａｏ．ｃｎ）运行维

护工作。

中共如皋市委新闻网是如皋市委门户网站，由

市文广传媒集团主办，是如皋地区最权威、最具影

响力的新闻门户网站。２０１２年，网站日均访问量

突破１万人次。网站与新浪网、人民网、新华网等

５０余家全国知名网媒开展深度合作，充分利用市

文广传媒集团全媒体资源优势，及时、准确传达市

委、市政府声音，把握新闻视点，倾听百姓心声，全

面发布各类动态信息，是党委政府接地气、面向世

界的重要窗口。网站以“方向性、前瞻性、导向性、

开放性”为宗旨，高度关注并服务地方发展，以图

片、文字、动漫、音视频、访谈、论坛、网上直播等形

式参与报道重大活动。

（汤新建　陈晓岚　顾晓英　消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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