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1月18日讯（记者
刘海鹏） 转变，转型！为了每一
位读者，我们一直在路上。17日，
2014年度齐鲁传媒奖颁奖暨报系
总结会举行颁奖典礼，87件作品
和114名表现优秀的编辑记者、业
务主管、敬业员工和经营人才受
到表彰。

2014年，传统媒体的新闻、经
营和发行遭受了来自新媒体和市
场的猛烈冲击，齐鲁报系积极推
进内容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经
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事业发展开
辟了新局面。

本届齐鲁传媒奖的评选，追
踪传媒格局的新变化，强调内容
创新和报网融合，不断扩大传播
力；应对市场竞争的新要求，强调
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实现
经营方式转型，不断强化竞争力；
适应事业发展的新需要，强调提
高员工的职业精神和业务素质，
不断增强创造力。

本届齐鲁传媒奖共评出最佳
创新奖、最佳事件新闻报道、最佳
舆论监督报道等17个奖项，其中
金奖16件，银奖23件，铜奖47件，
年度大奖1件。

优秀员工类奖项评出了最佳
编辑记者37名，最佳业务主管21
名，最佳经营人才40人，最佳敬业
员工14名，最佳新人2名。获奖作
品及优秀员工集中体现了齐鲁报
系2014年度在新闻采编、经营创
收、事业拓展、队伍建设等方面取
得的成绩，展现了整个团队迎难
而上、改革创新的精神风貌，对于
报纸向主流媒体转型具有积极意
义。

在获奖作品中，既有11个月
女婴被扎12根针、济南婴儿安全
岛系列报道、大三女生遭拘禁
等事件新闻报道，也有村干部
白条吃垮小饭馆、没有房产证
竟能提出公积金、出生证明告
急等舆论监督报道。朱彦夫漫
记、全媒体直播中秋等体现了
纸媒在报业创新转型方面所做
的尝试与努力。码帮、济南区县深
耕布局、金融服务手册等则体现
了齐鲁报系的经营和事业拓展进
一步走向深入。

2015年是报业实现转型发展
的关键一年。面对报业新常态，只
有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才能把握
住机遇，赢得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齐鲁报系全体员工将不断提升报
纸传播特色和内容优势，切实转
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和
报业的转型升级。2015年，我们已
经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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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转变变，，转转型型！！为为每每位位读读者者
2014年度齐鲁传媒奖颁奖，我们一直在路上

颁奖现场，齐鲁壹点形象代言人“壹点妹”（左一）登台领奖，引起了台上台下的欢呼关注。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最佳创新奖
金奖
房产全产业链运营（房产事业中心）
银奖
朱彦夫漫记（徐金红 张洪波 高峰 任
鹏 陈熹 龚海 申慧凯）
深耕行业推动资源拓展（行业工作室 两
报广告中心）
铜奖
生活日报进军儿童剧演出市场（张德华
朱琳佳 编辑中心）
直播中秋（总部及地方站百余名记者 全
媒体网编 要闻编辑）
最佳事件新闻报道
金奖
11个月女婴全身被扎12根缝衣针（郑希平
范洪雷 王鑫 于海霞 边良 邱建国）
银奖

“孤岛”求生——— 济南婴儿安全岛系列报道
（杜洪雷 吴金彪 张泰来 田宇 戴伟

王杰 龚海 任志方 王娟 宋立山）
乡医刘庆民的1880张欠条（贾凌煜 陈朋）
铜奖
大三女生遭拘禁成性奴（朱武涛 韩晓茜）
曼德拉逝世专题（王晓鹏 赵恩霆 张文

王昱）
寻找“东营最美女孩”（张园园 刘海滨
曹萌 牛明明）
最佳舆论监督报道
金奖
没房产证没合同，竟能提出公积金（喻雯
李师胜 任鹏 翟恒水）
银奖
不设防的花季——— 女大学生失联系列报道

（张泰来 许亚薇 张伟 邢志彬 杜洪
雷 王娟 陈朋）
投资公司乱象调查（张璐 张頔 龚海
申慧凯）
铜奖
出生证明告急系列报道（王尚磊 李军
张鹏飞 龚海）
村干部9万“白条”吃垮小饭馆（杜洪雷 徐
亚薇 任鹏 任志方）
聚焦山东北斗卫星定位终端专营乱象（荆
鹏飞 张爰杰）
最佳深度报道
金奖

“黑户”32年（张亚楠 赵念东 陈朋）
银奖
个人POS机竟成套现“神器”（赵国陆 邱
建国）
铜奖
搜寻MH370的国家义务（刘帅 任鹏 龚海）
海尔的互联网突围（孟敏 刘相华 姜宁

蔡宇丹）
最佳公众服务报道

金奖
有爱不孤单——— 关爱留守儿童，培训乡村教
师（要闻部 洪波工作室 龚海 宋立山）
银奖
步行齐鲁之小清河治污调查（廖雯颖 李
师胜 许亚薇 王媛 王娟 宋立山 张
鹏飞 地方站记者）
铜奖
泺文路延期修路熬痛商家市民（王倩 梁
开文 张浩 赵丽萍 于海霞）
拒做手机奴（周国芳 宋立山 尹明亮
陈朋）
玉米剥皮机频频“咬”伤粮农手（李德领
戚云雷 雒武 刘海鹏）
最佳摄影报道
金奖
毒战（王媛 张鹏飞 任鹏）
银奖
妈妈去哪了（戴伟 杜洪雷 王娟）
铜奖
传爱 （戴伟 任鹏）
外长记者会，一直很揪心（王媛 张鹏飞）
最佳新闻策划
金奖
最好的时代（刘志浩 刘德峰 寇润涛
刘帅 朱洪蕾 张文 王昱 高扩 李钢

张泰来 吴金彪 任鹏 龚海 申慧凯
陈熹 任志方 赵恩霆）

银奖
二孩来了！（王富晓 秦聪聪 于梅君 于
海霞）
铜奖
凡人善举评选“公益纸”（陈朋 牛长婧）

“蓝翔另一面”系列报道（王建伟 李阳
宋立山 任鹏 任志方 王娟）
去留之间——— 棚户区蹲点纪实（陈玮 郑
雷 王娟）
青荣城铁沿线行——— 烟台青岛威海三地联
动大型采访（胡永庆 张琪 蒋大伟 赵
金阳 王帅 冯荣达 林丹丹 管慧晓）
最佳文体报道
金奖
朱李叶大冒险——— 世界杯特别报道（李志
刚 叶嘉利 许恺玲）
银奖
国学是什么，什么让你自信（陈玮 魏新丽

张榕博 陈熹）
铜奖
天龙“巴”部（邱建国 苗楠 文体新闻中心）
最佳新闻评论
金奖
新起点，有行动才有红利（沙元森 陈朋）
银奖
依法治国需要每个人观念升级（娄士强
吴金彪）
铜奖

别指望靠限号限行就能留住蓝天（邱建国
于海霞）

最佳业务论文
金奖
读世界是为了更好地懂中国（闫杰）
银奖
大数据时代靠什么进行新闻创新（蔡宇丹

卢文昭）
铜奖
以公正立场理性研判舆情（张跃伟 荆成）
报纸影响力的再造与营销（魏传强）
最佳名牌专栏
金奖
有事您说（齐鲁晚报济南新闻中心）
银奖
厚德山东-齐鲁世家（张榕博 刘帅 刘德
峰 刘志浩 寇润涛 朱洪蕾 张向阳
马云云 张洪波 郑雷 黄广华 孟凡萧

王欣 赵磊 李蓉 龚海 任鹏 吕冰）
铜奖
一周史记（王昱 张文）
凡人歌（晚报要闻部）
我在现场 有呼必应（新闻中心 编辑中
心）
最佳版面创意
金奖
视觉两会——— 十张图读懂报告（龚海 任
志方 陈朋 申慧凯 宫照阳 马晓迪
罗强 牛长婧 许雁爽 金红）
银奖
这些年咱追过的APEC（赵恩霆 许雁爽

刘德峰）
铜奖
打虎净党（任鹏 高峰）
生活日报系列形象广告（舒畅 郭嘉 王
鑫 张爰杰 帅为 编辑中心）
最佳活动策划
金奖
徒步大运河（时政新闻中心 济宁站 要闻
部）
银奖
齐鲁晚报企业家联盟成立暨“全国媒体看
山东”（经济新闻中心）
铜奖
家乡的河及江河卫士系列报道（山东新闻
中心 经济新闻中心 各地方站 刘海鹏

岩鹰）
感动济南年度人物推选（段婷婷 王健
王帅军 编辑中心）

“舞动泉城”济南首届广场舞大赛（李文平
王僖 林媛媛 肖龙凤 于洋 李明 戚淑
军 康鹏 彭传刚 于梅君 李良栋）
最佳年度大奖
齐鲁汽车生活广场项目开业运营（大众报
业集团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晚报汽车
事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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