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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题目作品题目作品题目作品题目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主创人员主创人员主创人员主创人员))))    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发布平台发布平台发布平台发布平台    体裁体裁体裁体裁    

资本的力量 
吴小杰、刘志军、匡树辉、王

聿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系列报道 

易会满：资本市场韧性增强 抗风

险能力提高 

周旋、赵曙光、李子国、黄玮、

邵晨、王佳林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经

济新闻部 
新闻访谈 

证券法大修一组：新证券法获通过 

直击资本市场三大焦点等 
赵晓辉、刘慧、张千千 新华社 系列报道 

五个角度深入了解科创板 许志峰、屈信明 人民日报 
通讯与深度

报道 

“说清注册制”系列报道 徐昭、昝秀丽 中国证券报 系列报道 

“资本市场全面深改纵深谈”系列

评论 
祝惠春、周琳、温济聪 经济日报 评论 

科创板报道特别奖科创板报道特别奖科创板报道特别奖科创板报道特别奖（（（（5555 件件件件））））    

作品题目作品题目作品题目作品题目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主创人员主创人员主创人员主创人员))))    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发布平台发布平台发布平台发布平台    体裁体裁体裁体裁    

透视科创板 

姜英秋、胡元、裴蕾、金荷淼、

艾萍、黄雅洁、许兴昆、杨新

征、苏照宇、金淦、贾林、刘

怡乐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系列报道 

证监会：科创板改革符合预期 成

效初显 

周旋、赵曙光、沙千、杜雷鸣、

黄玮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经

济新闻部 
组合报道 

科创板 50问 
黄睿、侯杰、刘峥、许越淋、

刘思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

节目中心 
系列报道 

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改革系列

报道 

马婧妤、刘艺文、徐蔚、林

淙、祁豆豆、浦泓毅、孙

越、刘昌源、费天元 

上海证券报 系列报道 

科创板投资者教育《懂行》系列节

目 

吴煜、赵新艳、王双阳、王建

爱 

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

公司 
系列报道 



一等奖一等奖一等奖一等奖（（（（12121212 件件件件））））    

作品题目作品题目作品题目作品题目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主创人员主创人员主创人员主创人员))))    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发布平台发布平台发布平台发布平台    体裁体裁体裁体裁    

专访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谈资本市

场深化改革 

信勇、张馨月、樊一民、廖文

铮、赵小伟、布日德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新闻访谈 

股东来了 2019 投资者权益知识竞

赛 

闫维毅、方铁林、刘志军、许

德钧、梁会军、李岩松、王骁

驰、常博远、曾诚、王文娟、

刘贤霞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系列报道 

改革将从科创板“试验田”稳步推

向全市场——证监会主席易会满

就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热点话题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赵晓辉、刘慧、许晟 新华社 新闻访谈 

十大券商行业扶贫典型案例系列 杨晓波、邱小敏 新华网 系列报道 

期货市场开放节奏加快 邱海峰 人民日报海外版 
通讯与深度

报道 

“证券公司董事长谈证券业高质

量发展”系列报道 
徐昭、周璐璐、张利静 中国证券报 系列报道 

新三板启动全面深改系列报道 马婧妤、王红 上海证券报 系列报道 

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系列评论 程丹、王君晖 证券时报 评论 

年终专稿系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及展望 2020 

张歆、侯捷宁、姜楠、苏诗钰、

包兴安、杜雨萌、刘琪、刘萌、

刘伟杰、宓迪、吴晓璐 

证券日报 系列报道 

“致敬祖国•崛起中的期货市场”

系列报道 

张田苗、曲德辉、周晓雅、崔

蕾、谭亚敏 
期货日报 系列报道 

“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系列报

道 
赵洋、杨毅、解旖媛 金融时报 系列报道 

《你好，科创板》系列评论 刘鹏 经济观察报 评论 



二等奖二等奖二等奖二等奖（（（（17171717 件件件件））））    

作品题目作品题目作品题目作品题目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主创人员主创人员主创人员主创人员))))    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发布平台发布平台发布平台发布平台    体裁体裁体裁体裁    

深大通暴力抗法调查 
汤鹤松、王健波、姚蓝、刘小

寒、刘卫勇、程浩、陈明钰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新闻专题 

聚焦科创板开市交易 

陈永庆、董迎春、黄熠闻、刘

天竹、谭杰文、彭玮、叶立、

胡元、顾智义、高国徽、田华

松、鲍立、张一丁、裴蕾、张

铁、魏欣、张倩玉、金荷渺、

张馨月、姜美羊、许兴昆、苏

照宇、金淦、黄鸫、邵倩、高

磊、马靖、康伟超、李博、孟

祥普、沈晓凤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系列报道 

来到深化改革的路口——创业板

十周年倾听业界的声音 
许晟、吴燕婷、刘玉龙 新华社 

通讯与深度

报道 

资本市场监管系列评论 孙飞、印朋、吴燕婷、许晟 新华社深圳特区支社 评论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起航系列 邱小敏、杨晓波、何凡、陈剑 新华网 系列报道 

金融扶贫：变“输血”为“造血” 李楠桦、史新培、王宇鹏 人民网 新闻访谈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系列报道 费杨生、昝秀丽 中国证券报 系列报道 

“壮丽 70年 行业排头兵”系列报

道 
集体创作 证券时报 系列报道 

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系列报道 公司部专题组 证券日报 系列报道 

金融扶贫：设计机制，推广机制，

完善机制 
魏枫凌 证券市场周刊 

通讯与深度

报道 

暴风金融的风暴继续吹 王薇薇 广东时代传媒有限公司 系列报道 

不忘科创板的初衷——专注打造

中国硬核科技 
李永华、孙庭阳、周琦 中国经济周刊 

通讯与深度

报道 

“深改 12条”吹响公募基金大变

革号角专题报道 

方丽、李树超、陆慧婧、应尤

佳 
中国基金报 新闻专题 



从谨慎试探到“倾力回归”，外资

券商布局中国十年之变 
周楠 第一财经日报 新闻专题 

科创板系列报道 谷枫、朱艺艺、张赛男、周莹 21 世纪经济报道 系列报道 

每经记者专访三位首席经济学家：

新股常态化发行不是洪水猛兽 
王砚丹 每日经济新闻 新闻访谈 

忆国有企业海外上市决策——访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 
张艳花 《中国金融》杂志社 新闻访谈 

三等奖三等奖三等奖三等奖（（（（21212121 件件件件））））    

作品题目作品题目作品题目作品题目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主创人员主创人员主创人员主创人员))))    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发布平台发布平台发布平台发布平台    体裁体裁体裁体裁    

5•19 中小投资者保护宣传周融媒

体系列报道 
证券日报音视频中心 证券日报 系列报道 

让投资者保护“看得见”系列报道 陈希琳、许亚岚 《经济》杂志社 系列报道 

科创板北京上市企业系列报道《科

创北京》 

许诺、顾志娟、程子姣、程维

妙、张姝欣、林子、肖玮、李

云琦、陈维城、李薇佳、赵泽、 

徐超、王宇、岳彩周 

新京报 系列报道 

期货业复苏 郭楠、王颖 北京《财经》杂志社 
通讯与深度

报道 

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系列调研报

道 

朱文彬、邱德坤、乔翔、祁豆

豆 
上海证券报 系列报道 

公募行业大变革！基金注册改革提

速，排队周期缩短三分之二！大力

发展权益投资，提升主动管理，看

四大亮点 

詹晨、闫晶滢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 
通讯与深度

报道 

对话梁定邦：科创板监管者要知己

知彼，问询一百个问题绝对不多 
杜卿卿、袁子懿 第一财经日报 新闻访谈 

“加大期市开放力度，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系列报道 
韩雨芙、张田苗、周晓雅 期货日报 系列报道 

资本市场系列报道 
刘玉龙、闫鹏、吴燕婷、许晟、

刘慧 
中国经济信息社 系列报道 



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逐条解读证监

会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12条 
刘歆宇、葛佳、林倩 澎湃新闻 

通讯与深度

报道 

创业板十周年系列报道 谢美琴、张艳 南方日报 系列报道 

期货架桥南北融合等三篇系列报

道 
邵海峰 大连日报 系列报道 

证券法如箭在弦 刘彩萍 财新传媒 
通讯与深度

报道 

给胶农一个可靠的保障——海南

省白沙县推进天然橡胶“保险+期

货”试点纪实 

姚媛 农民日报 
通讯与深度

报道 

科创板开辟金融改革新路径 开启

资本市场发展新征程 

杨成、章斐然、吕骞、孙阳、

李楠桦 
人民网 

通讯与深度

报道 

利用期货对冲风险 新型粮食银行

东北焕活力 
张建光、唐恒 粮油市场报 

通讯与深度

报道 

多项市场化改革并举 提升上市公

司质量 
李慧敏 中国经营报 

通讯与深度

报道 

新证券法落定 护航资本市场治理

体系 
宁鹏 时代周报 

通讯与深度

报道 

Wider access soon for commodity 

futures 
李想 中国日报 消息 

期货市场走进多元开放时代 叶青 华夏时报 
通讯与深度

报道 

中国官方新招频出 加大证券投资

者保护力度 
陈康亮 中国新闻社 

通讯与深度

报道 

新媒体传播奖新媒体传播奖新媒体传播奖新媒体传播奖（（（（10101010 件件件件））））    

作品题目作品题目作品题目作品题目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主创人员主创人员主创人员主创人员))))    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刊播单位////发布平台发布平台发布平台发布平台    体裁体裁体裁体裁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之资本市

场追梦人 

刘琛、张仙、石秀珍、陈彦旭、

陶然 
新浪网 系列报道 

一图看懂新三板深改新政 
雷震、陈龙、朱雨蒙、谢婉雯、

邓晴心、黄思远、雷雪 
全景网 媒体融合 

对话金融开放系列访谈 马晓甜、满乐、郝昕瑶 界面新闻 新闻访谈 



深大通高管实名举报：实控人违规

套取公司资金和信用 
赵妍、付露 网易财经 

通讯与深度

报道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下的基金业系

列报道 
裴利瑞 蓝鲸财经 系列报道 

“保险+期货”创造扶贫新思路 金

融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窦晓芸 金融界网站 评论 

构建基于现货的期权生态才是真

正破局之道 
方凤娇 

北京和讯在线信息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 
评论 

投资者服务首席访谈系列报道 李昌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系列报道 

独家对话：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

开放系列人物对话报道 

王德民、袁昌佑、胡萌、陈贤

忠、郑青春、徐小奇 
搜狐财经 系列报道 

科创板多角度诠释“改革气质”，

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有力支持 
刘小菲、李春晖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中国网） 

通讯与深度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