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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转型型，，突突破破！！我我们们在在路路上上
2015年度齐鲁传媒奖颁奖，56件作品和93名优秀员工受表彰

本报济南1月17日讯（记
者 李钢） 转型，突破！2016
年，我们已经在路上。16日，
2015年度齐鲁传媒奖颁奖暨
报系总结会举行简约的颁奖
典礼，56件作品和93名表现优
秀的编辑记者、业务主管、经
营人才、敬业员工受到表彰。

2015年，面对经济形势和
新技术的双重冲击，齐鲁报系
御风而行，积极投身媒体融合
实践，全面推动内容升级和经
营创新，在这场伟大的数字化
变革中，唱响了齐鲁最强音。

本届传媒奖评选，紧扣融
合转型的主题，围绕巩固提升
报纸的影响力，坚持正确舆论
导向，突出内容的独特性和不
可替代性，强化公共新闻的话
语权和本地新闻的特色；追踪
传媒格局和市场竞争的变化，
为产业升级提供技术驱动和
平台支持；适应事业发展的要
求，强调员工的专业素养和创
造力，为采编、经营创新提供
智力支撑。

经过读者参与、专家评审
等环节，最终本届齐鲁传媒奖
共评出最佳本土报道奖、最佳
公共报道奖、最佳策划奖、最
佳网络爆品奖等七个奖项，其
中金奖11件，银奖18件，铜奖
27件。优秀员工类奖项评出了
最佳编辑记者30名，最佳业务
主管17名，最佳经营人才30
人，最佳敬业员工14名，最佳

新人2名。
获奖作品及项目，体现了

齐鲁报系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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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团队逆境自强、改革创新的
精神风貌，对于下一步的融合
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在获奖作品中，既有“光
荣时刻”大型抗战报道、“一带
一路 山东机遇”等具有独特
性的公共报道，也有“瀚洋医
疗垃圾”一追到底，“治治霸王
锁”等舆论监督报道。而“晚报
帮您上头条”融媒体策划，异
地置业海南看房全案营销，今
日运河直通大医生预约诊疗
平台等则体现了齐鲁报系融
合转型和经营事业拓展进一
步走向深入。

2016年将是报业实现转
型突破的一年。面对传媒生
态的深刻变化，转型升级是
大势所趋，新的一年，齐鲁报
系全体员工将全力推动内容
和经营升级。在内容生产上，
努力实现新闻按需生产，借
助新媒体实现新闻的定时、
定点、定人群精准推送，建立
起“科技+智慧+个性”的新闻
生产变革，进一步提升报纸
影响力。在经营方式上，我们
将全方位推进数字化营销，
在建立数字化平台的基础上
进行整合营销、全案营销等，
实现转型升级。

本报济南1月17日讯
2015年，齐鲁晚报紧扣大众报
业集团党委“控体、明路、建
端”的媒体融合路径，通过全
媒体平台的建设与应用，影响
力得到拓展与延伸。其中，齐
鲁壹点客户端用户突破百万
级。齐鲁晚报官微、官信粉丝
量大幅增长，稳居山东媒体第
一，其中微信荣获“年度优秀
媒体公号”。

2015年，齐鲁晚报积极投
身媒体报道的融合实践，突发
事件多渠道传播形成同频共
振。泰安金店被抢劫事件，新
媒体平台当晚进行即时发布、
实时互动，创造了单篇稿件15
万的点击量纪录。时光邮局、

抗战报道等实现了报纸发布、
新媒体持续互动。青岛地铁通
车、济南CBD规划等重大事
件节点都实现了报、网、端的
分层发布，各具特色的多元传
播壮大了舆论影响力。

全媒体平台打通资源整
合渠道，拉长产业链条，满足
了用户专业化、个性化的需
求 。“ 晚 报 帮 您 上 头 条 ”、

“OTO购房节”、“东西南北大
团购”等融媒体策划方案，受
到客户好评。2015年年底，专
营山东特色农产品与文化产
品的“齐鲁有货”，在淘宝和天
猫上线，建成资源变现平台，
在电商大潮中小试牛刀。

（本报记者）

最佳本土报道奖
（4金5银9铜）

●金奖
“瀚洋医疗垃圾风波”独家调查
记者：王建伟 李阳 王晓莹
编辑：王娟 龚海 张鹏飞 田
宇
修好还没半月，解放路又挖开
了——— 城市“马路拉链”重复施工
调查
记者：梁开文 编辑：于海霞
治治霸王锁
记者：吴永功
编辑：张浩 于梅君
新书记遇到什么样的济南
记者：马云云 刘雅菲
编辑：彭传刚
●银奖
事业编考试，滕州高分生井喷
记者：甘倩茹
编辑：田宇 刘海鹏
半 年 三 上 听 证 会 ，只 是 巧 合
吗——— 青岛地铁票价听证被疑造
假，当事人与物价局否认
记者：吕璐
编辑：李师胜

“青岛虾”不缺监管，监管者谁来
监督
记者：娄士强 编辑：娄士强
全国大气公益诉讼第一案报道
记者：廖雯颖 刘红杰 刘振
编辑：李师胜 申慧凯

“五问淄博供暖为何不降价”
记者：刘晓 李超 樊淑瑜 李
康宁 郭波
编辑：于雪莲
●铜奖
环检造假系列报道
记者：刘红杰 刘帅 朱洪蕾
编辑：陈朋 李师胜

“省四会”扯政府大旗敛财——— 不
是会员却被提名常务理事
记者：王健 编辑：边良
家长忧老师累 家长群也该“减
负”了——— 聚焦“QQ家长群江湖”
记者：朱紫瑛 编辑：张爰杰
放疗不住院就没法报销——— 不少
癌症患者蜗居小旅馆排队等病床
记者：李钢 编辑：王娟
鲁能，你为什么不说话？
记者：李志刚
编辑：许恺玲 尹成君
身边的毒战
记者：戴伟 尉伟
编辑：陈朋 任鹏

“领导不同意”系列报道
记者：李阳 朱文龙
编辑：任志方 李师胜

我的阅读史
记者：王晓莹 吉祥等
编辑：曲鹏

“爱聚海洋”
记者：沂蒙晚报新闻中心时政部
编辑：侯林

最佳公共报道奖
（2金3银4铜）

●金奖
大江悲滞 千里念归———“东方
之星”陨落六日全景记录
记者：刘帅 王兴飞 魏新丽
任鹏 申慧凯 刘志浩 张洪波
编辑：龚海 李师胜 陈熹
光荣时刻·抗战胜利70周年大型
互动报道
记者：寇润涛 高扩 刘帅 刘
志浩 张泰来 刘德峰 朱洪蕾

李阳 魏新丽
编辑：龚海 任鹏 陈朋 申慧
凯 王娟 李师胜
●银奖
MH370失联300天，老人坚持给失
联独子充话费
记者：郑希平
编辑：赵丽萍
大老虎山东公审——— 倪发科、季
建业庭审纪实
记者：马云云 宋立山
编辑：龚海 李师胜 申慧凯
二战札记
记者：王昱
编辑：张文 赵恩霆
●铜奖
向火而行——— 天津港爆炸报道
记者：张贵君 马志勇 尉伟
刘志浩
编辑：申慧凯 陈朋 龚海 李
师胜 高寒
直击习近平主席出访巴基斯坦
记者：宋磊 任磊磊
编辑：申慧凯 王娟 赵恩霆
出租车改革不能“一停二看”
记者：沙元森 编辑：娄士强
过好日子，看生活家
编辑：李琳

最佳策划奖
（1金3银3铜）

●金奖
总理喊你来创业
记者：经济中心记者
编辑：要闻部、经济新闻中心编辑
●银奖
齐鲁晚报数据新闻
记者：周国芳 许亚伟 王光营

陈玮 李钢 尉伟 王兴飞
时培磊 李阳 郑帅 王晓莹

任磊磊 喻雯 刘德锋
编辑：高扩 张榕博 任鹏 龚
海 申慧凯 许雁爽
直通大医生及新媒体全面突破
采编：今日运河编辑部
捎话新书记，共绘“济南梦”
记者：杨璐 董广远等
编辑：于梅君 赵丽萍等
●铜奖

“时光邮局——— 给梦想一点时间”
大型跨年读者互动专题策划
记者：机动新闻中心
编辑：陈朋 任志方

“一带一路”系列报道
记者：孟敏 任磊磊 刘帅 刘
德峰 韩笑 宋磊 张頔 刘相
华 朱洪蕾
编辑：王建伟 李师胜 高寒
蔡宇丹等

《大国利器》——— 图解国产先进武
器装备
编辑：要闻中心 视觉工作室

最佳首发或直播奖
（1金1银2铜）

●金奖
泰安珠宝店劫案全媒体直播
记者：泰安站
编辑：泰安站、齐鲁壹点
●银奖
济南CBD规划发布
记者：喻雯 范佳
编辑：曹竹青 崔可腾 刁俊艳

刘霞 刘齐 高寒
●铜奖

“实诚快递哥”滚动播报
记者：李阳
编辑：崔可腾 张志远 陈朋
刘海鹏 任志方
别欺负苹果！菏泽一镇干部吃拿
商户俩苹果被通报
记者：程建华 吴金彪

最佳网络爆品奖
（1金1银1铜）

●金奖
山东17地市如何赶公交
记者：全媒体 编辑：全媒体
●银奖
最美系列
记者：许亚薇 陈晓丽 刘志浩

王媛 周国芳 王光营 陈文
进 周青先 李飞
编辑：壹点编辑部
●铜奖
额滴神啊！济南人一天吃掉7吨烤
羊肉串
记者：王杰 王小蒙
编辑：邱志强 丸子

“控体、明路、建端”，实现聚合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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