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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工作信息
发布《县级融媒体中心网络安全规

规定所称未成年人节目，包括未成

模仿的危险行为及游戏项目等；表现吸

社会稳定。为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

年人作为主要参与者或者以未成年人

毒、滥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其他违

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秩序，

《县级融媒体中心监测监管规范》。4

为主要接收对象的广播电视节目和网

禁药物；表现吸烟、售烟和酗酒；表现违

强化广播电视媒体主体责任意识，下发

月 9 日，县级融媒体中心三个规范发

络视听节目。未成年人节目管理工作

反社会公共道德、扰乱社会秩序等不良

《关于停止播出影视剧项目非法集资类

布。
《县级融媒体中心网络安全规范》以

应当坚持正确导向，注重保护尊重未成

举止行为；渲染帮会、黑社会组织的各

广告的通知》，要求各广播电视播出机

国家和行业网络安全政策、标准为依

年人的隐私和人格尊严等合法权益，坚

类仪式；宣传、介绍不利于未成年人身

构、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立即停止播

据，结合县级融媒体中心技术系统特

持教育保护并重，实行社会共治，防止

心健康的网络游戏；法律、行政法规禁

出以投资影视剧项目名义宣传非法集

点，从技术、管理和运维等三个层面，对

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

止的其他内容。

资活动的广告，并举一反三，全面清查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网络安全进行了规

度娱乐化倾向。

范》
《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行维护规范》

范。
《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行维护规范》提

所有在播和拟播广告，凡存在类似问题

制作，其服饰、表演应当符合未成年人

的，一律停止播出。各级广播电视行政

出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运行维护范围，

有的 16 项内容，包括渲染暴力、血腥、

年龄特征和时代特点，不得诱导未成年

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进一步

包括技术系统、基础设施和辅助设施，

恐怖，教唆犯罪或者传授犯罪方法；除

人谈论名利、情爱等话题。未成年人节

加强日常监管，对本《通知》印发后，继

明确了运行维护及监控的要求，规范了

健康、科学的性教育之外的涉性话题、

目不得宣扬童星效应或者包装、炒作明

续播出影视剧项目非法集资类广告的

相关应急保障和规章制度。
《县级融媒

画面；肯定、赞许未成年人早恋；诋毁、

星子女。

机构，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

体中心监测监管规范》从内容安全、技

歪曲或者以不当方式表现中华优秀传

术安全、业务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对

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广

发布 2019 年 2 月全国引进境外影

县级融媒体中心自我监测系统和第三

歪曲民族历史或者民族历史人物，歪

告，不得含有劝诱其要求家长购买广告

视剧许可证情况。近日，国家广播电视

方监管平台的功能、系统架构、数据接

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

商品或者服务、可能引发其模仿不安全

总局发布关于 2019 年 2 月全国引进境

口要求进行了规范。

神；宣扬、美化、崇拜曾经对我国发动侵

行为的内容；不得利用不满十周岁的未

外影视剧许可证情况的通知。通知指

略战争和实施殖民统治的国家、事件、

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出，2 月同意发行的境外影视剧目录显

发布《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

规定明确了未成年人节目不得含

规定要求，邀请未成年人参与节目

广告方面，规定要求针对不满十四

求，给予严肃查处。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发布《未成年人

人物；宣扬邪教、迷信或者消极颓废的

下发《关于停止播出影视剧项目非

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共引进电影 6

节目管理规定》，自 4 月 30 日起施行。

思想观念；宣扬或者肯定不良的家庭

法集资类广告的通知》。近期，一些机

部，总计 12 集。其中，
《叛逆女人》
《拯

规定明确要求，不得炒作明星子女，不

观、婚恋观、利益观；过分强调或者过度

构通过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涉嫌以投

救地球》等剧情片取材于香港，
《橘子蜂

得利用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

表现财富、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介绍或

资影视剧项目等名义，面向公众开展非

蜜》
《孤岛奇缘》等影片取材于欧洲。

告代言人。

者展示自杀、自残和其他易被未成年人

法集资活动，严重影响经济金融秩序和

（上接第 1 版）我们还注重节目自

民生的关系；要坚守导向意识，注意

中，原创内容比例偏低等问题。我们

身横向与纵向对比，注重对重点节目

感性与理性的结合；要提升服务意

积极关注广电融媒体发展新趋势，加

做全方位的解剖，增强研判效果，推

识，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彰显

大了对省级传媒集团所属新媒体的

进节目优化成长。如今年一季度，我

创新意识，增强民生新闻报道传播力

评议力度。2018 年，
又增加了网络视

们对浙江卫视《智造将来》
《大冰小

和影响力。这些建设性意见获得了

听节目网站的评议内容，
刊发了多篇专

将》
《少年国学派》
《王牌对王牌（第四

业内人士的首肯和赞同。

题评议文章。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平

季）》几档重点栏目均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评析，其中评议《王牌对王牌（第

几年来，我们还陆续刊发了《当
前电视社会新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台及其服务，
对华数 TV、新蓝网、浙江
在线、
淘宝网等全省数十家持证网络视

四季）》节目时，我们还将其与之前第

《电视娱乐新闻报道应注意社会导

听单位进行定期分析和系统排查，
大幅

三季的节目加以对比分析。每一份

向》
《重视新闻编排中的四个结构性

提升了新媒体监管研判的及时性、
准确

评议，均对节目所展现出的制作理

问题》
《省本级广电媒体对农宣传的

性、高效性。截至去年底，
共发现并处

念、内容特色、社会反响进行了概括，

现状、问题及建议》
《重视电视综艺节

理了200余条违规链接。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提升意见，得

目过度娱乐化问题》
《电视相亲类节

到了业内人士的充分认可。

目应注意把握的几个问题》
《引进类

三 、完善研判方式
完善研判方式，
，解决“ 干
得好”
得好
”
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们关注广播电视、
网络视听媒体中一些倾向性、苗头性
问题，注意趋势化、类型化的归纳总
结。比如，我们针对当前非时政类新

节目要注意本土化改造》等评议文
章，这些内容均属围绕媒体发展而提

五 、加强省市联动
加强省市联动，
，解决“ 谁
来干”
来干
”
的问题
做好收听收看工作，建设一支政

出的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治素质高、专业素养好、敬业精神强的

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评 议 队 伍 是 关 键 所 在 。 截 至 2018

四 、拓宽研判范围
拓宽研判范围，
，解决“ 全
覆盖”
覆盖
”
的问题

年，省、市两级全部建立了广电监测
中心，并由专人负责开展内容评议工
作，在全国率先形成省、市两级功能

闻节目崇尚拿来主义、过度追求“眼

按照网上网下统一导向、统一标

完善，覆盖省、市、县三级广电播出机

球效应”、缺乏个性解读的现状，出刊

准、统一尺度的要求，我们出台了《关

构的视听评议工作局面，推动监管评

《当前非时政类新闻节目应该注意的

于加强广电媒体公众号建设和管理

议形成合力。省局建立了评议专家

几个倾向性问题》，提醒新闻单位要

的意见》，努力实现对广播电视、网络

库和省市两级共享评议专家的合作

努力提升新闻品质，切实解决新闻同

视听媒体监管全覆盖、全方位、无死

机制，支持省广电学会定期组织调

质化、新闻时度效把握不当、新闻源

角。我们跟踪评议广电媒体微信公

研、培训活动，开展省市年度评议稿

引用不够规范等问题。民生新闻节

众号的相关内容，出刊了《广电主流

件评选评优。近几年来，省局坚持每

目因为接地气，10 余年来颇受观众喜

媒体公众号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等

年召开省市视听评议员培训会议，邀

爱。我们在大量收看的基础上，围绕

评议，指出不少公众号还存在与开办

请总局相关负责人以及资深评议专

总局相关宣传报道要求，对民生节目

主体“两张皮”——两种编排方式、两

家等授课，向评议员全面解读上级指

提出了创新创优五条意见，包括：要

套指导理念、两个评判标准以及重大

示精神和有关宣传管理要求，提升专

强化时政意识，坚持正面报道为主；

事件关注不够，
“ 三俗”内容比较集

业素质，增强节目研判分析能力。

要增强主流意识，处理好大民生与小

（据总局文件）

省局工作信息
开展全省广播电视行业安全大检
查巡查工作。4 月中旬，省局将组织安
全大检查工作检查组，对全省广电行业
组织开展安全大检查自查整改情况进
行巡查。巡查范围：一是市级广电行政
部门、监测机构和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
构、广电有线网络公司等安全播出责任
单位。县级广电单位则进行抽查。二
是 IPTV、互联网电视、手机电视集成播
控传输分发服务单位、网络广播电视
台，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融媒体中心
等安全播出责任单位。三是市级广电
行政部门网站、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
电有线网络公司与互联网连接的业务
系统等。巡查通过听取汇报、查阅台账
资料、现场实地检看等方式，对照“安全
大检查自查表”
各项内容进行逐一检查，
指导各级广电单位全面排查安全播出和
网络安全存在的问题隐患，并对巡查中
发现的问题和安全隐患提出整改意见或
建议。巡查时间为 4 月 15 日至 4 月 25
日。
印发《2019 年度培训项目计划》。
为进一步提高全省广播电视从业人员
队伍业务能力水平，锻造过硬素质、过
硬本领、过硬作风，省局印发《2019 年度
培训项目计划》，要求各单位结合实际
做好本单位年度培训安排，并按要求选
派学员参加省局组织的各类培训。境
内重点培训项目有：全省文化广电旅游
局局长、广播电视台台长能力提升研讨
班。省内业务培训项目有：全省广电系
统信息员培训班、行政审批培训班、全
省广播电视专职视听评议员培训班
等。其他培训项目有：融媒体环境下的
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素养提升培训
班、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创意与研发研讨
班 、县 级 融 媒 体 中 心 建 设 培 训 等 。
（据省局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