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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坤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闻传

播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电视新闻编

辑也开始由过去简单的排列组合型

进入到复杂的“创作”型时代。这种

现代运作方式使新闻质量管理处于

可控状态，也使节目形成整体风格和

鲜明特色，从客观来说，这对电视新

闻编辑的自身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因此，电视新闻编辑要完成

好“主导”作用，这就要求新媒体时

代新闻编辑应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

广阔的知识视野、执着的探索精神等

综合培养。只有这样才能编辑制作

出有深度的优质新闻节目。

具备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坚定的

政治素养
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坚定的政治

素养在电视新闻编辑工作中起到提

纲挈领的作用。我国的电视新闻编

辑必须有强烈的政治感，要把党和人

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坚持正确的

政治立场，着力维护新闻报道的真实

性，将主观倾向融于客观报道之中。

同时，对所有稿件必须具有高度的责

任意识和坚定的政治素养，毫不动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完善繁荣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健康向上的

新闻产品去引导人、激励人、鼓舞人。

广阔的知识视野和熟练的专业

技术知识
知多易识新、知多易辨错。电视

新闻编辑只有开阔的视野，形成多元

化、立体化的知识结构，开拓思维的

广度和深度，才能准确有效地把握新

闻报道，赢得新闻报道的主动权。

电视新闻编辑每天面对的新闻

稿件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多个方

面，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艺、体育

等，可以说是涉及面广，内容繁多，包

罗万象。首先，要博览群书、处处留

心，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积累生活素

材、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才能对新闻

事件中的经济形势、地域特色、民情

民俗、文化背景等能透彻地把握与理

解，及时对摆放在自己面前的稿件作

出正确的认识、判断和取舍。这样编

辑出来的新闻稿件才能贴切当地实

际情况，新闻才能受百姓的喜爱。其

次，要有熟练的专业技术知识，注意

检查和核对稿件与画面的情节内容

和基本事实有无差错，前后有无矛

盾，是否合乎情理，有无虚构、添加、

嫁接或“张冠李戴”。最后，要注意

把好文字声画关，一组电视新闻的组

织，包括稿件的比较选择、修改加工、

同期声运用、后期配音合成制作等是

在十分短暂的时间内完成的，因此要

求编辑要熟练地掌握制作标题、画面

组合、改稿配稿等环节，懂得配音、录

制、画面处理等技术知识。

执着的探索精神和多元化呈现

信息
新闻报道内容由窄到广、报道

方式由浅到深、新闻编排由粗到精，

都留下了新闻工作者上下求索的足

迹。没有探索，就没有突破、没有进

步，就不可能使新闻报道充满生机

和活力。过去如此，今天更是如此。

面对复杂多变的编辑环境和日趋激

烈的新闻竞争，向新闻工作者提出

了更多新问题、新考验。面对的新

问题和新考验，广大新闻工作者没

有满足于现有的经验和方法，而是

不断寻求新探索、新对策。2019 年

兴安广播电视台进行改版升级，陆

续推出了《直通旗县市》聚焦我盟六

个旗县市实时发生的新闻热点；《乡

村振兴之窗》《兴安消防在线》《兴

安你早》等栏目从嘎查村农牧民身

上发生的点滴变化、消防指战员的

生活工作故事、百姓身边发生的大

事小情等方面讲述兴安故事；短视

频“人民记忆 70 年 70 城”《记住兴

安盟！在这里，传承红色基因 引领

绿色发展》，蒙语栏目《文化瑰宝》，

广播栏目《生活大家帮》《魅力兴安》

《欢乐早高峰》等创造性地将新闻事

件和人物相结合，在广大观众中产

生了积极的反响，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探索精神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电视新闻编辑而言，要想真

正把一桌色、香、味俱佳的电视新闻

大餐呈现在受众面前，就必须具备

以上的基本能力素养，它们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才能更好地完成电视

新闻的工作使命，在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的火热实践中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作者单位：兴安广播电视台）

坚决守住安全监管底线   深入实施质量强盟战略
□宋兴鹤

新时代有新机遇，新起点要有

新作为。市场监管部门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要坚持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改革创新，依法行政，以推

进市场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

化为主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全面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守住

安全监管底线，深入实施质量强盟

战略，为促进我盟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作出新贡献。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营

商环境新优化
推动简政放权，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着

力点，不断优化面向各类市场主体

服务项目的办事流程，推进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只进一扇门”和“最

多跑一次”，加快推进政银合作“一

站式”便捷服务新模式，提升市场

准入便利化水平。

创新监管形式，提升市场监督

实效。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

企业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机

制，推进跨部门“双随机”抽查 , 形

成部门联动和联合惩戒机制，实

现“进 一 次 门、查 多 项 事”, 最 大

限度地减少对市场主体经营的干

扰。夯实信用监管基础，抓好市场

主体年报公示工作，规范合同格式

条款，严格落实失信黑名单制度和

市场退出机制，提高全社会诚信水

平。全面实现依法监管，推行“三

项制度”，做到监管权责清单、监管

程序、执法结果公开透明，营造规

范有序、公平高效的法治环境。

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发展

秩序。加大竞争执法力度，规范市

场秩序，聚焦民生等重点领域和重

点行业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

肃查处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

以及妨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垄断

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完

善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制度，形

成公平竞争审查的长效机制。开

展医疗服务价格检查，清理和规范

行政事业性收费，查处利用行政职

能、垄断地位指定服务、强制服务

并收费的行为。结合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市场价格监管中暴露出的

问题，开展明码标价大检查，排查

整改易诱发价格欺诈、哄抬物价等

价格问题隐患。加大广告执法力

度，严厉打击网络交易违法违规行

为。会同其他部门共同开展成品

油、建材、食盐、农资等 10 个行业

市场综合整治，查处一批大案要

案，营造有序营商环境。

严守四大安全底线，提升安全

管理新境界
严防食品安全风险。全方位推

进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再

上新台阶，增创“放心肉菜”示范超

市、规范食用农产品示范市场。加

强网络订餐规范监管，在全盟范围

内推广配送食品包装封签。重点

推进餐饮单位智慧监管，通过监管

端口进行全过程监管，提高食品安

全风险管控能力。加大食品生产

和加工小作坊园区监管力度，开展

食品加工小作坊综合治理，落实食

品生产企业主体责任。加强食品

抽检和核查处置，加大对农药兽药

残留超标和重金属污染食品的抽

检力度和频次。防范重点区域食

品安全风险，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地

区食品安全管理。严厉打击保健

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

行为，查处各种非法销售保健食品

行为。开展野生动物市场专项整

治，严禁违法违规交易的野生动物

及制品进入食品流通环节。

严控药品安全质量。开展“两

品一械”专项整治行动，提高案件

查办数量和质量，在有震慑力、有

影响力的大案要案的查办上有所

突破。加大对高风险和重点产品

的抽检力度，对抽检不合格的产品

及相关企业开展跟踪抽检。加强

《疫苗管理法》宣传，加大对疫苗流

通和使用环节的监督管理力度。

严守特种设备安全防线。以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为重点，加

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坚决防范重

特大事故发生。持续开展特种设

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推进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信息化平台，持

续关注特种设备超期未检违规行

为并及时消除。切实加强重大政

治活动、重要时间节点期间的特种

设备安全保障工作，不断完善应急

预案并加强应急演练，妥善应对和

处置突发事件。

严管重要工业产品质量。聚焦

妇女、儿童、学生等特殊群体用品

以及危险化学品、电线电缆、防爆

电气、煤炭等产品，加大监督抽查

力度，强化问题企业后处理，确保

不发生系统性质量安全事件。

推进质量提升“七大行动”，开

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深入推进“服务百家企业高

质量发展行动”。不断扩大服务

对象和服务范围，2020 年再选定

一批企业开展精准服务，着力提

升服务的层次和质量。及时总结

发展经验，将一个企业取得的成

功经验推广到整个产业，以点带

面提升发展质量。继续开展盟长

质量奖评审活动，指导企业争取

自治区主席质量奖，全面助推质

量强盟战略。

扎实开展“标准化提升行动”。

继续抓好“兴安盟大米”标准体系

建设，督导标准体系运行试点单位

工作，确保体系标准有效实施。构

建“兴安盟肉牛”产业发展标准体

系，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推进肉

牛产业规模化。指导自治区级旅

游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图什

业图亲王府景区的建设工作。

全力推动“‘蒙’字标认证打造

内蒙古品牌行动”。启动“蒙”字标

认证培育工作，加快推进重点领域

高端品质认证，引导产业和消费升

级。以我盟首批“蒙”字标认证企

业为龙头，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

型经验，抓好引领示范，以“两米两

牛”为重点，建立“蒙”字标认证重

点企业培育梯队。

启动实施“民族传统奶制品产

业发展行动”。支持牧区开办民族

传统乳制品加工小作坊，完善奶源

供应、加工工艺、产品标准体系。引

导和规范具备条件的加工小作坊

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提升质量控

制能力，逐渐向特色化、民族化企

业发展，促进民族传统乳制品提档

升级。

全力开展振兴蒙医药行动。加

强盟蒙医制剂室标准化建设，提升

制剂室全项检验能力。开展个体

化特色蒙药服务，挖掘整理特色蒙

药中药疗法和传统蒙药中药加工

方法并推广使用。积极推进新冠

肺炎中使用的传统蒙药制剂的全

项检验能力。

推进检测能力提升行动。开展

检验检测机构能力提升行动，拓展

检验检测领域，填补我盟质检项目

的空白。推进“两米两牛”、地产食

用农产品全项检验能力，补齐企业

的检验短板，引导企业建立内部使

用的计量标准。

推进知识产权强盟行动。打

造“兴安盟大米”进入驰名商标品

牌，申报兴安盟肉牛、兴安盟奶制品

等地理标志区域公用商标，培育兴

安盟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借

鉴巴彦淖尔市及浙江、山东等省市

成功经验，做优做强“兴安盟”系列

区域公用品牌，提高农畜产品竞争

力。扎实推进商标富农工程，大力

推广“公司 + 商标品牌（地理标志）

+ 农牧户”的新型产业化经营模式，

提高绿色农畜产品附加值。把拥有

众多民族文化遗产的科右中旗申请

成为自治区传统知识产权保护试点

县。进一步拓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渠道，帮助更多的企业获得质押贷

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

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作者为

兴安盟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风雨同舟，披荆斩棘。抗击疫情是全社会的事，也是

我们每个人的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

上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新华保险兴安盟中支也充分

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虽然说我们不能像医生一样冲在

前线救人治病，但是我们同样可以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新华保险兴安盟中支每年都会开展公益活动，关爱

百姓生活，助力国家脱贫攻坚事业，在新冠疫情这个特殊

的时期，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百姓的收入也受到了影响，

兴安盟中支更是提高了对百姓的关注度，为他们解决难

题，减轻疫情带来的重负，充分展现大企业，大担当。

疫情期间，兴安盟当地纯绿色大米滞销，得知此消

息，新华保险兴安盟中支第一时间开展调查工作，通过调

查了解到西包达力干嘎查一户百姓家中大米滞销，疫情

期间大米滞销，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新华保险兴安盟中支党员及志愿者在党支部书记、总经

理李晶的带领下，赴西包达力干嘎查开展公益活动，购买

纯绿色大米 6000 余斤，同驻村工作队一起帮助普通百姓

解决燃眉之急，为偏远乡村解决优质大米积压问题。

面对疫情，人人都是战士，个个都有责任，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中，谁都不是旁观者，共克时艰，重在拿出

实际行动，做实事，疫情无情，新华有爱，新华保险兴安盟

中支将充分发挥企业责任，在疫情阻击战中积极作为，勇

担使命，同广大群众战“疫”到底！

新华保险兴安盟中支战“疫”行动之乡村振兴

广告

广告

拍 卖 公 告
受有关部门委托，拍卖标的：

丰 田 牌 CA6510A，小 型 普 通 客 车，蒙

F19423，起拍价：4.645 万元。

威 麟 牌 SQR6471B147，小 型 普 通 客 车，蒙

FD5185，起拍价：0.93 万元。

金 旅 牌 XML6700J13，大 型 普 通 客 车，蒙

F17672，起拍价：3.08 万元。

展示及报名时间：从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止

展示地点：突泉县永安镇

报名地点：乌市都林街丁丽香口腔门诊 319

室

拍卖时间：2020 年 5 月 6 日上午 10 点整

拍卖地点 : 新岸拍卖厅

联系电话：0482-8217701

                13948259977    

兴安盟新岸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4 月 24 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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