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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农大党宣字〔2017〕13 号

关于加强校园网新闻信息审核把关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新闻舆论工作发挥着为党和国家事业引领人、团结人、鼓舞

人、塑造人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

会上提出了“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

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

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48字方针”，对我们党新闻舆论工作

历史经验、历史规律作出了深刻总结，同时也深刻指明了新形势

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校园网

新闻宣传和信息发布工作，为学校改革和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现就甘肃农业大学

校园网新闻信息审核把关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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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党委统一领导。校园网新闻信息的编辑发布工作在校

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负责校园网新闻

信息发布工作的具体落实。

（二）稿件“文责自负”。新闻报道稿件坚持“文责自负”

原则，即由新闻事件组织和主办单位认真采写新闻稿件并配图后

向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报送用于编审，稿件内容真实性和质

量由报送单位负责。

（三）确保真实准确。各单位应明确具体人员负责对报送稿

件进行审查，严格把关，保证稿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坚决杜绝

发生虚假失实报道。

（四）注重报道时效。新闻事件组织主办单位应及时向党委

宣传部（新闻中心）提供新闻稿件，重大活动新闻 24小时内报

送，一般不超过 48小时发布。新闻事件发生 72小时后报送的稿

件原则上不予编审发布。

二、内容要求

（一）栏目内容要求

1.学校主页、新闻网“通知公告”栏目：主要发布学校党委、

行政或学院的重要会议、重大活动、招生、招聘、招标等工作信

息以及其他需要全校师生员工知晓的通知、公告。

2.学校新闻网“学校新闻”栏目：主要发布学校层面的各类

事件、活动、会议的一般性新闻报道，以及各基层单位、教职工、

学生获得的省级以上奖励和荣誉的消息，包括各种学术成果奖、

竞赛奖、学术组织重要任职等消息。该栏目信息同时以“综合新

闻”的形式在学校主页予以发布，部分重要新闻以“甘农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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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的形式在新闻网发布。

3.学校新闻网“院处快讯”栏目：主要发布各部处、学院（教

学部）、直属单位在教学科研、专业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党建

与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开展的创新性工作或活动。

4.学校新闻网“团学动态”栏目：主要发布校团委、各学院

团委和各学生社团开展的具有典型意义、示范效果的各类团学活

动新闻。

（二）一般不予发布的新闻

1.学校或部门层面一般和常规工作部署会、调研会、协调会

等新闻；

2.各部门、各学院（部）的常规性、事务性工作或活动的新

闻；

3.学校新闻网已报道过的同类活动新闻；

4.学校或学院开展的各类系列活动的一般动态新闻（应在活

动结束后以总稿的形式进行报道）；

5.报道时间严重滞后的新闻。

（三）二级网站新闻信息管理要求

各单位网站由主办单位根据学校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自主

安排，在报党委宣传部审核备案后方可接入校园网。各部门网站

应体现部门工作内容、机构设置、职能职责、工作动态、通知公

告、政策文件等；各学院网站应涵盖教学科研、专业学科、师资

队伍、精品课程、人才培养、招生就业、学团工作等内容，总体

要求是：传达主要工作信息，突显专业特色，体现办学优势和成

就。

三、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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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1.各部门、各学院（教学部）要本着对学校形象高度负责的

工作态度，规范有序地开展网络新闻宣传工作，及时对本部门、

本单位承担的工作进行宣传策划和报道；各部门、各学院（教学

部）主要领导是本部门送审新闻稿件质量的第一责任人，也是本

部门网站宣传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主管网络宣传工作的领导负直

接责任。

2.新闻稿件应主题鲜明突出，内容真实准确，切忌含混、模

糊、夸张，应尽量避免对该新闻事件进行主观判断和评价。

3.所有新闻稿件在报送时，应注明供稿单位，撰稿人员和审

核领导姓名。需在校园网“学校新闻”栏目刊发的新闻，除按上

述要求提供电子版外，还需提交经审核领导签名、加盖公章的纸

质版稿件。

（二）新闻稿撰写要求

1.新闻报道要统一以第三人称撰写，除重大新闻的标题使用

“甘肃农业大学”外，一般新闻标题用“学校”“我校”即可；

稿件中不能出现“我们”“我院”“我系”等第一人称。

2.新闻标题要简洁、客观、有新意，标题一般不宜超过 20

个字。为压缩新闻标题字数，新闻标题中的部门和单位名称可使

用简称，但新闻正文中的部门和单位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应使用

全称，再次出现时可使用简称。

3.稿件文字应准确、严谨、简练，语言鲜明生动、通俗易懂。

构成新闻要素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必须真实；新闻中

引用的资料、事实、引语、数字，涉及的人物姓名及其职务、职

称，以及有关单位部门的名称（一般要求全称）等均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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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新闻消息稿字数在 400字左右，重要稿件一般 800字左右，

通讯类稿件一般 2000字左右。

4.除特别重大活动或会议外，新闻中涉及领导、主讲人或负

责人讲话，应避免使用“作出重要讲话”“指示”“强调”等字眼。

5.新闻中涉及中央、省、市部门和领导人排序时，应以中央、

省、市有关政府网站的排序为准；涉及学校领导排序时，应以学

校主页“学校概况”栏目中现任领导排序为准；涉及校内两个以

上部门或单位排序时，应根据学校主页“院部设置”或“职能部

门”栏目排序为准，遵从主办为先、协办为后原则。

6.在“学校新闻”中刊发的新闻报道，一般不出现部门或学

院负责人姓名及职务，一般以××单位负责人出现，专项工作新

闻可酌情出现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及职务；新闻中涉及校

外人物姓名，应在征求校内有关部门意见基础上酌情处理。

7.校内新闻编辑发布时，应尽量淡化职务称谓；需提及职务

的应在文稿开始提一次，其后再出现时直称人名；应采取“职务

称谓+姓名”的方式，如“校党委书记××、校长××、院长×

×、××学院教授××”等；特定事件需涉及某人两个职务称谓

时，一般可酌情使用“主职务称谓+兼职务称谓+姓名”的方式；

社会知名人士、文教界人士等，在文稿中出现时可适当在姓名后

加“先生”“院士”“教授”等；军界人士姓名后可加“将军”“少

将”“大校”等。多个校领导参与的活动，除党政主要领导外，

可采用“学校党政领导××、××等”简略形式。

（三）格式及投稿要求

1.排版格式：首行缩进 2个字符，中文字体为宋体、字号为

小四、固定行距 20磅；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字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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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定行距 20磅。段前段后 0.5行。中文标点符号使用全角，

外文标点符号遵从外文国际使用惯例。

排版格式示例

2.正文体例、格式力求统一，时间格式应为“×月×日”，

前面不加年份，“日”后可具体标识到“上午”“下午”“晚”，一

般不具体到“×时×分”；地点格式应准确，使用学校普遍认可

的规范名称，如“逸夫科技馆 1号会议室”，不使用“逸夫馆 1

号厅”等。

3.稿件应保存为 word 文档格式，在编辑好格式、填写清撰

稿人、审核人后发至唯一投稿邮箱 xwzx@gsau.edu.cn。

（四）新闻图片要求

1.学校、学院和部门一般性活动一般不配发新闻图片；如需

配发图片，数量应在 2～4张，重要新闻稿可酌情增添。

2.图片内容要紧扣新闻主题，突出主要人物和新闻事件的进

程。如果涉及图文匹配，应对投稿图片进行简要文字说明以便新

闻中心责任编辑核对信息。

3.图片选取应涵盖全面，有领导有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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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片要求清晰，色彩、亮度适中。每张图片图像分辨率应

不低于 1024×768像素。

5.图片必须以单张原图形式单独报送，不能粘贴在 word 文

档中。

四、审核流程

校园网新闻信息发布执行分级审核制度，以确保新闻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正确的舆论导向。

（一）“学校新闻”新闻稿实行三审制

1.各单位负责新闻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进行一审。新闻稿件应

由各部门、各学院（教学部）指定的通讯员起草或编辑，经本单

位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字同意后，报送宣传部新闻中心；新闻中心

收到指定通讯员报送的新闻稿则视作已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审

核，其它途径报送的新闻原则上不予受理（涉及重要的学术成果

以及重要人物的学术经历，还需同领域专家审核把关）。

涉及学校党政领导的重要新闻，要求新闻供稿单位自行提交

学校办公室审核。

由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采写的重要新闻稿，应在完稿之后的

1 个工作日内交活动主办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审核校对,包括对

报道中领导讲话、发言等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等进行核对。

2.新闻中心责任编辑对新闻稿进行二审。责任编辑有权根据

新闻发布的需要对报送稿件进行审阅、编辑、修改，包括稿件的

标题、内容、文字表述、新闻图片选择等方面。

3.党委宣传部分管网络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对新闻稿进行三

审，负责对稿件的舆论导向或意识形态进行把关、发布栏目进行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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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处快讯”“团学动态”栏目新闻稿实行二审制

1.各部门、各学院（教学部）指定的通讯员起草或编辑的新

闻稿，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后，报送宣传部新闻中心；宣传

部新闻中心收到指定的通讯员报送的新闻稿则视作已经本单位

主要负责人审核，其它途径报送的新闻原则上不予受理。

2.新网中心责任编辑对稿件进行审阅、编辑、修改，包括稿

件的内容、文字的表述、新闻图片的选择等方面。

3.对写作质量差或无明显导向意义的稿件不予采用，由责任

编辑发送退稿信。

五、附则

1.本通知印发 7 个工作日内，各单位必须按照附件 1 有关要

求报送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和通讯员各 1 人。

2.本通知的解释权归党委宣传部。

附件：1.甘肃农业大学各单位分管宣传工作领导、通讯员登

记表

2.校园网新闻稿件撰写模板

党委宣传部

2017年 4月 25日



— 9 —

附件 1

甘肃农业大学各单位分管宣传工作领导、通讯员登记表

报送单位（签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职责类别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 QQ 号 微信号

分管领导

通讯员

稿件报送邮箱

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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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校园网新闻稿件撰写模板（注：此模板可于党委宣传部网页

“下载专区”栏目下载并套用格式）

话剧《盛彤笙》在我校首演庆祝建校 70周年

10 月 8 日晚，由我校大学生话剧社排演的话剧《盛彤笙》在学校礼堂首演，这是

我校建校 7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之一。

盛彤笙，我国著名兽医学家、微生物学家和兽医教育家，中国现代兽医学奠基人

之一。盛彤笙青年时期留学德国，先后获得医学和兽医学双博士，1938 年回国。1946

年来到兰州，筹建创办当时国内唯一一所国立兽医学院，即甘肃农业大学前身，并任

首任院长。

话剧《盛彤笙》反映了盛彤笙先生创建国立兽医学院的曲折经历，展现了他作为

学校奠基者、开拓者的坎坷与辉煌。该剧由国家一级编剧王小军担任编剧和总导演，

演员均为我校在校学生。在话剧首演的同时，学校还推出了《图说甘肃农业大学 70

年》《羲园纪事——甘肃农业大学故事集》系列图书，以及纪录片《河出昆仑》等 5

部微电影，从不同角度反映学校建校 70 年来的历史及故事。

甘肃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2017 年 4月 25 日印发

撰稿人 审稿人 审稿日期 报送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段前段后各 0.5
行间距。

正文采用宋体，

小四号字，行距

20磅。

三审制稿件（即需要在学校新闻栏目发布的新闻稿）：发送电子版稿件同时需

填写此表格盖章并报送此表格和稿件纸质版至党委宣传部；

二审制稿件（即需要在院处快讯、团学动态栏目发布的新闻稿）：填写此表格

前三项后连同新闻稿电子版报送至投稿邮箱 xwzx@gsau.edu.cn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