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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以来，廊坊市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全面建设创新廊
坊、数字廊坊、健康廊坊、平安廊
坊、品质廊坊，争当河北首都政治

“护城河”排头兵、京津冀协同发展
排头兵、全省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一系列典
型亮点。为生动讲述我市全面建设

“五个廊坊”的感人故事，全面展示
全市人民“激情干事业 挑战不可
能”的精神风貌，市委网信办凝聚
各方力量和资源，广泛开展“记在
心上的‘五个廊坊’”网络传播作
品征集推选活动。围绕产业创新、
城市发展、乡村振兴、生态改善、
文化繁荣、民生幸福等方面，向全
社会大力征集优秀网络传播作品，
在网络空间唱响廊坊好声音、传播
廊坊好故事、树立廊坊好形象。

一、活动主题
记在心上的“五个廊坊”

二、活动时间
2022 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3月

31日

三、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共廊坊市委网信

办
协办单位：各县 （市、区） 委

网信办、廊坊开发区党政办、廊坊
临空经济区党政办，廊坊日报社、
廊坊广播电视台

四、作品要求
（一）作品内容要求
作品要紧扣“记在心上的‘五

个廊坊’”主题，用图文、VLOG、
H5、视频、VR/AR等新媒体方式，
围绕全面建设创新廊坊、数字廊
坊、健康廊坊、平安廊坊、品质廊坊
进行创作，以小切口反映大时代、小
故事讲述真感情。生动展现廊坊经济
高质量发展、交通高效便捷、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民生福祉更加殷实、城
市品质明显提升的美好景象，切合廊
坊新一轮发展战略定位，展示廊坊的
独特魅力，让廊坊好声音传递得更
广、更远。

（二）作品创作要求
作品要主题鲜明坚持原创。创

作时间要求在2021年 1月以后。作
品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方
向和价值取向，符合法律法规。作
品内容不得抄袭，不得含有水印、
LOGO，不得植入商业广告等。

1.视频类：包括微电影、微纪录
片、短视频、微动漫、歌曲MV、快
闪视频、VLOG等类型。要求视频
画面清晰，时长不超过5分钟，视频

分辨率≥1080P，建议采用MP4视频
格式，同时提供相应视频简介（200
字左右）。

2. 平面作品类：包括图文、图
解、漫画、海报等。图片要求格式
为 JPG 或 PNG，单幅作品不小于
1M，并提供相应文字说明 （200字
以内）；图文作品类，要求观点鲜
明、图片优美、生动鲜活，原则上
需配图3张以上。

3. 互动类：包括H5、VR/AR、
小游戏等类型。需提供作品链接、
作品文案和宣传海报等相关材料。

五、活动安排
（一）征集发动环节
通过多渠道动员，立体式宣

传，将征集推送活动传播到各级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乡村社区等
各个领域。一是发挥传统媒体的中
坚力量。在廊坊日报、廊坊都市报
重要版面刊发活动《启事》；在廊坊
广播电视台电视及电台各频道的黄
金时间和各县 （市） 广播电视台循
环播放活动《启事》。二是发挥新媒
体的传播优势。在市直新闻网站、
各级政务新媒体平台连续推送活动
《启事》，动员廊坊市新媒体行业协
会等社会组织、网络名人、网络志
愿者积极转载、评论，形成立体式
宣传效应。三是发挥线下传播的扩
散作用。市直各部门要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通过海报、电子屏等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征集宣传。
各县（市、区）、廊坊开发区、廊坊
临空经济区要因地制宜，采取更加
广泛灵活的宣传方式和渠道，进一
步扩大宣传覆盖面、增强征集推选
活动宣传效果。

广领域征集、多层级开展，发掘
推出视野独特、贴近群众的网络传播
精品。一是各地开展征集推选活动。
各县（市、区）委网信办，廊坊开发
区、廊坊临空经济区党政办，要结合
本地实际情况，创新载体、丰富形
式，自主组织开展本地“记在心上的

‘五个廊坊’”网络传播作品征集推
选活动，充分动员属地内的单位、企
业、群众积极参与。各地网信部门汇
总征集展播本地网络传播作品，同时
择优报送至市委网信办。各地推荐总
数不低于20个。二是市直单位开展
征集推选活动。市直各单位根据自身
工作实际，在本单位、本系统内开展

“记在心上的‘五个廊坊’”网络传
播作品征集推选活动，同时将优秀传
播作品报送至市委网信办。推荐总数
不低于5个。三是社会各界广泛推
送。充分发挥廊坊市新媒体行业协
会、市内外优秀新媒体制作传播机构
示范作用，精心挖掘、制作、推介形
式新颖的网络传播产品，动员全社会

广大群众集思广益、记录身边的美好
瞬间，通过自身优势大力传播，按要
求积极将优秀作品自行发送至指定邮
箱。

（二）作品展播环节
层层深入、多阶段推进，不断

掀起活动热潮。一方面，坚持日展
示、月汇总，对各地各单位每月推
出报送的优秀作品进行汇总通报。
另一方面，立体式、多维度推出反
映创新廊坊、数字廊坊、健康廊
坊、平安廊坊、品质廊坊的生动鲜
活的网络传播作品，将征集推选活
动不断推向高潮。

创新形式、全方位推送，全力
唱响廊坊好声音。一是通过网站、微
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
对优秀作品进行全面展播；二是在各
大新闻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开设“记在
心上的‘五个廊坊’”专栏、专题，
开设微博话题进行集中展播；三是根
据作品形式在报纸、广播、电视台和
户外大屏幕上进行线下分类展播，多
形式、多角度对优秀作品进行宣传推
广，扩大宣传声势。

协同联动、矩阵式传播，生动
讲述廊坊好故事。一是国家级网络
媒体宣传展播。向人民网、新华
网、光明网、中国经济网、中国
网、中国新闻网、腾讯、新浪、凤
凰网、今日头条等中央主要新闻网
站、知名商业网站和新媒体平台集
中推送优秀作品，在全国进行展
播；二是省级网络媒体宣传展播。
向河北新闻网、长城网、河北共产
党员网、河北日报客户端、冀时客
户端等省级主要新闻网站和新媒体
平台集中推送优秀作品，在燕赵大
地奏响廊坊好旋律；三是市级新闻
媒体宣传展播。在环京津新闻网、
廊坊传媒网、廊坊发布等市内新闻
网站和新媒体平台全面推送各地各
单位优秀作品，扩大网络宣传声
势。四是市直单位合力宣传展播。
各市直单位要利用本单位、本系统
的政务新媒体、电子屏等线上线下
传播平台，展示全市和本单位征集
的优秀作品，形成浓厚的活动氛
围。五是各地联动宣传展播。各县
（市、区） 委网信办，廊坊开发
区、廊坊临空经济区党政办要动员
各方力量，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和
新媒体平台的优势，贴近群众进行
推广展播，在域内开展有特色、有
深度、有内容的征集展播活动。开
展联动式宣传，合力形成强大的传
播声势、浓厚的氛围，将全面建设

“五个廊坊”的生动故事传到每个
角落、传到千家万户。

（三）作品评选环节
1.网络投票
在市直新闻网站，廊坊发布、

网信廊坊微信公众号上搭建“记在
心上的‘五个廊坊’”活动主页，
进行集中展示，广泛发动网民开展
网络评选。推选出暖人心、接地气
的网络传播精品。市委网信办将综
合网络投票和作品实际情况，确定
入选专家评审环节的作品。

2.专家评审
市委网信办牵头成立专家评审

组，由专家评审组结合网络民意、
作品主题、创新创意以及作品的实
用性、典型性、可推广性等指标对
进入专家评审阶段的作品进行评
定。最终确定特等奖1名，一等奖3
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0名，优
秀奖20名，优秀组织单位若干。

（四）总结深化环节
1.组织召开总结交流会。评审结

束后，组织召开“记在心上的‘五
个廊坊’”网络传播作品征集评选
活动总结交流会，对优秀传播作品
和优秀组织单位进行表彰奖励。全
面深入总结工作经验、巩固深化活
动成果，进一步促进网络传播工作
高质量开展。

2. 深化活动成果，加强推广运
用。对获奖作品进行全方位、立体
化的推广，掀起活动热潮。将优秀
作品辑印成册并制作精美的U盘作
为廊坊城市宣传品，进行广泛投
放，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全面宣
传展示廊坊良好的城市形象。

六、报送要求
报送方式为单位推荐和个人报

送相结合。一是各地各单位报送要
求。填写 《“记在心上的‘五个廊
坊’”网络传播作品 （单位） 推荐
表》（加盖单位公章）、作品简介或
说明 （Word版） 及作品、《作品真
实性承诺书》，同时将单个作品的所
有材料合成一个压缩包进行报送，
随有随报。报送文件名为“单位名
称+类别+作品名称”（例：市委网信
办+微视频+《“吾”爱廊坊》）。二
是个人报送要求。填写 《“记在心
上的‘五个廊坊’”网络传播作品
（个人） 报送表》、作品简介或说明
（Word版）及作品、《作品真实性承
诺书》，单个作品请合成一个压缩包
进行报送。报送文件名为“姓名+类
别+作品名称”（例：张三+微视频+
《“吾”爱廊坊》）。报送材料需提
交至指定电子邮箱，邮件主题请注
明“记在心上的‘五个廊坊’”字
样。

邮箱： langfangchuanbo@163.
com

联 系 人：高凯丽、沈逸轩
联系电话：0316-2339856

中共廊坊市委网信办
2022年1月4日

关于深入开展“记在心上的‘五个廊坊’”
网络传播作品征集推选活动的启事

(上接第1版)
会议强调，今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
召开二十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党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深入学习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扣筹备和
召开党的二十大聚焦发力，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定历史自信，保持历
史主动，增强忧患意识，提升斗争本
领，察大势、应变局、观未来，凝心聚
力、担当作为，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
工作。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组自身
建设，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
慧和力量，满怀自豪感，振奋精气神，以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中央书记处要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围绕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部署要求，立足自身职责定
位，突出重点抓好落实，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