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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启程杯”首届全国企业文化网络评选】的通知
各企事业单位：
由中国·报刊云享中心联合蛙盟云计算中心、金智文化传媒主办的【“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
企业文化网络评选大赛】，活动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关于进一
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指导精神，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根
据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和国资委有关要求，推动企业文化在内容、渠道、平台、经
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以下各赛区目前已进入参赛报名阶段，为了以网络评选大赛为形式，
达成本次全国企业文件交流为要旨，组织好此次评选活动，全国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均可参加
评选。
一、目的
以企业文化交流目的，发展优秀企业文化、报刊文化、内刊文化暨相关业务交流。
二、初步拟定设立 3 个赛区
1、全国优秀企业新锐媒体赛区
2、全国优秀县市级报刊赛区
3、全国优秀企业报刊总编赛区
其他相关赛区，将陆续启动，敬请大家继续关注。
三、奖项设置
对应以上赛区，分别设置以下奖项：
1. 十佳优秀企业新锐媒体奖
2. 十佳优秀县市级报刊奖
3. 十佳企业报刊总编奖
四、报名时间
2016 年 10 月 08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
五、报名要求
具体报名要求，请参见各个赛区的规则和通知。
六、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12 月 0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七、全程免费
备注 1：本次“启程杯”首届全国企业文化评选活动属于公益性企业文化交流性质，全程免费，
任何以本活动收取任何费用行为请参加单位与会务组联系或直接拒绝支付费用。
备注 2：此次网络评选活动平台，由金启程赞助，本次活动的任何选区联合协办单位无需任何
费用。
备注 3：获奖者，奖杯或证书免费邮寄，请务必填参赛单位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八、投票规则
每个投票人（微信号），对 1 单位（人），投票 1 次，每个评选大区限投 1 票。

每个评选赛区一个唯一的评选投票页面（地址）。
系统自动对每个投票人（微信号）做出唯一的投票统计，严禁恶意刷票等舞弊行为，系统将即
时做出统计。
九、参赛规则与通知
参见《关于举办【“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企业新锐媒体评选大赛】通知》
参见《关于举办【“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县市级报刊评选大赛】通知》
参见《关于举办【“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企业报刊总编评选大赛】通知》

中国·报刊云享中心企业文化论坛工作办公室
蛙盟云计算中心
金智文化传媒
2016 年 9 月 20 日

附件 1：关于举办【“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企业新锐媒体评选大赛】规则
附件 2：关于举办【“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县市级报刊评选大赛】规则
附件 3：关于举办【“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企业报刊总编评选大赛】规则
附件 4：“启程杯”首届全国企业文化网络评选报名表

附件 1：
关于举办【“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内刊网络评选大赛】通知
——新锐媒体赛区
各企事业单位：
由中国·报刊云享中心联合蛙盟云计算中心、金智文化传媒主办的【“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
报刊网络评选大赛】，活动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关于进一步加
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指导精神，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全
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和国资委有关要求，推动企业文化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
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目前已进入参赛报名阶段，为了以网络评选大赛为形式，达成本次全国报
刊交流为要旨，组织好此次评选活动，全国企事业单位的报刊均可参加评选。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指导精神，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
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
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办成有特色的新媒体报刊。
二、报名对象
县市级报刊赛区的参赛对象和范围：全国任何县市广电文化宣传单位、事业单位报刊、医院院
报刊、科研单位报刊、县市级报社报刊等。
备注：参赛单位需已经或正在进行，积极响应习总书记对新媒体发展提出的要求，锐意进取，
实现“加快媒体融合发展，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企事业单位报刊在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
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等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实践单位，均可参与报名。报名参赛单位
报名时需阐述说明在新媒体实践获得的成果和经验等。
三、报名方式
全国企事业单位报刊所属单位自行准备报名参赛材料，在下述报名渠道中采取相应方式报名参
加评选。
四、参赛报名截止日期
2016 年 12 月 01 日
五、投票时间
2016 年 12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六、投票规则
每个投票人（微信号），对 1 单位（人），投票 1 次，每个评选大区限投 1 票。
每个评选赛区一个唯一的评选投票页面（地址）。
系统自动对每个投票人（微信号）做出唯一的投票统计，严禁恶意刷票等舞弊行为，系统将即
时做出统计。
七、全程免费
备注 1：本次“启程杯”首届全国企业文化评选活动属于公益性企业文化交流性质，全程免费，
任何以本活动收取任何费用行为请参加单位与会务组联系或直接拒绝支付费用。
备注 2：此次网络评选活动平台，由金启程赞助，本次活动的任何参赛单位无需任何费用。
备注 3：获奖者，奖杯或证书免费邮寄，请务必填参赛单位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八、报名渠道
1. 网络报名参选入口

【扫描或长按二维码->识别二维码打开】

2.
3.

4.

网络在线报名说明：
1 联络人姓名（必填）
2 手机/电话（必填）：
3 报刊版面图（必填，JPG 格式，最多 5 张）：
4 个人宣言<单位介绍>（必填，书写示例如下）：
报纸简介:
官方网站：
报刊名称：
报刊数字报刊网址：
电话报名
010-57117580
邮件报名：
jinostart@126.com
邮件报名书写格式，请参见下述《第七节：报名信息》
微信公众号报名：

微信公众号：gh_jinostart
微信报名格式说明：
1 联络人姓名（必填）
2 手机/电话（必填）：
3 报刊版面图（必填，JPG 格式，最多 5 张）：
4 个人宣言<单位介绍>（必填，书写示例如下）：
报纸简介:
官方网站：
报刊名称：
报刊数字报刊网址：
九、报名信息
1、联络人姓名（必填）
2、手机/电话（必填）：
3、报刊版面图（必填，JPG 格式，最多 5 张）：
4、个人宣言<单位介绍>（必填，书写示例如下）：
报纸简介:

官方网站：
报刊名称：
报刊数字报刊网址：
5、本单位准备参选报刊任何 1 期的 PDF 文件：
如本单位发行报纸为：4 版/期，或 8 版/期，或 12 版/期等等，即可全部多个版面的 pdf
压缩后发送至 jinostart@126.com
十、评选方式
网络投票评选，获得投票前 10 名单位（报刊）将颁发“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报刊网络评选
大赛获奖证书
十一、奖项设置
新锐媒体赛区：
通过网络人气评选，选出获得投票前 10 名单位（报刊）
1、颁发【“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内刊网络大赛】 十佳新锐媒体奖
2、在中国·报刊云享中心企业文化论坛、新浪、腾讯、蛙盟云享报刊平台等各大网络媒体刊
发相关报道。
3、获得投票前 10 单位将可获得免费发布 1 年的全媒体数字报刊特权（支持 PC 端阅读、微报
阅读等多种终端阅读）。

附件 2：
关于举办【“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县市级报刊网络评选大赛】通知
——县市级报刊赛区
各企事业单位：
由中国·报刊云享中心联合蛙盟云计算中心、金智文化传媒主办的【“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
县市级报刊网络评选大赛】，活动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关于进
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指导精神，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根据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和国资委有关要求，推动企业文化在内容、渠道、平台、
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目前已进入参赛报名阶段，为了以网络评选大赛为形式，达成本次
全国报刊交流为要旨，组织好此次评选活动，全国企事业单位的报刊均可参加评选。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指导精神，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
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
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办成有特色的新媒体报刊。
二、报名对象
县市级报刊赛区的参赛对象和范围：全国任何县市广电文化宣传单位、事业单位报刊、医院院
报刊、科研单位报刊、县市级报社报刊等。
参赛单位需已经或正在进行，积极响应习总书记对新媒体发展提出的要求，锐意进取，实现“加
快媒体融合发展，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企事业单位报刊在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
段、业态、体制、机制等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实践单位，均可参与报名。
三、报名方式
全国企事业单位报刊所属单位自行准备报名参赛材料，在下述报名渠道中采取相应方式报名参
加评选。
四、参赛报名截止日期
2016 年 12 月 01 日
五、投票时间
2016 年 12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六、投票规则
每个投票人（微信号），对 1 单位（人），投票 1 次，每个评选大区限投 1 票。
每个评选赛区一个唯一的评选投票页面（地址）。
系统自动对每个投票人（微信号）做出唯一的投票统计，严禁恶意刷票等舞弊行为，系统将即
时做出统计。
七、全程免费
备注 1：本次“启程杯”首届全国企业文化评选活动属于公益性企业文化交流性质，全程免费，
任何以本活动收取任何费用行为请参加单位与会务组联系或直接拒绝支付费用。
备注 2：此次网络评选活动平台，由金启程赞助，本次活动的任何参赛单位无需任何费用。
备注 3：获奖者，奖杯或证书免费邮寄，请务必填参赛单位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八、报名渠道
1. 网络报名参选入口

【扫描或长按二维码->识别二维码打开】
网络在线报名说明：
1 联络人姓名（必填）
2 手机/电话（必填）：
3 报刊版面图（必填，JPG 格式，最多 5 张）：
4 个人宣言<单位介绍>（必填，书写示例如下）：
报纸简介:
官方网站：
报刊名称：
报刊数字报刊网址：
2.

电话报名
010-57117580

3.

邮件报名：
jinostart@126.com

4.

邮件报名书写格式，请参见下述《第七节：报名信息》
微信公众号报名：

微信公众号：gh_jinostart
微信报名格式说明：
1 联络人姓名（必填）
2 手机/电话（必填）：
3 报刊版面图（必填，JPG 格式，最多 5 张）：
4 个人宣言<单位介绍>（必填，书写示例如下）：
报纸简介:
官方网站：
报刊名称：
报刊数字报刊网址：
九、报名信息
1、联络人姓名（必填）
2、手机/电话（必填）：
3、报刊版面图（必填，JPG 格式，最多 5 张）：
4、个人宣言<单位介绍>（必填，书写示例如下）：
报纸简介:
官方网站：

报刊名称：
报刊数字报刊网址：
5、本单位准备参选报刊任何 1 期的 PDF 文件：
如本单位发行报纸为：4 版/期，或 8 版/期，或 12 版/期等等，即可全部多个版面的 pdf
压缩后发送至 jinostart@126.com
十、评选方式
网络投票评选，获得投票前 10 名单位（报刊）将颁发“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报刊网络评选
大赛获奖证书
十一、奖项设置
县市级报刊赛区：
通过网络人气评选，选出获得投票前 10 名单位（报刊）
1、颁发【“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县市级报刊网络大赛】 十佳报刊奖
2、在中国·报刊云享中心企业文化论坛、新浪、腾讯、蛙盟云享报刊平台等各大网络媒体刊
发相关报道。
3、获得投票前 10 单位将可获得免费发布 1 年的全媒体数字报刊特权（支持 PC 端阅读、微报
阅读等多种终端阅读）。

附件 3：
关于举办【“启程杯”首届全国企业报刊总编网络评选大赛】通知
——企业报刊总编赛区
各企事业单位：
由中国·报刊云享中心联合蛙盟云计算中心、金智文化传媒主办的【“启程杯”首届全国企业
报刊总编网络评选大赛】，活动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旨在深入贯彻《关于进一
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的指导精神，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根
据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和国资委有关要求，推动企业文化在内容、渠道、平台、经
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目前已进入参赛报名阶段，为了以网络评选大赛为形式，达成本次全
国报刊交流为要旨，组织好此次评选活动，全国企事业单位的报刊均可参加评选。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指导精神，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
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
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办成有特色的新媒体报刊。
二、报名对象
县市级报刊赛区的参赛对象和范围：全国任何县市广电文化宣传单位、事业单位报刊、医院院
报刊、科研单位报刊、县市级报社报刊的主编或主管领导等。
参赛单位主管领导需已经或正在进行，积极响应习总书记对新媒体发展提出的要求，锐意进取，
实现“加快媒体融合发展，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企事业单位报刊在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
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等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实践单位主管，均可参与报名。
三、报名方式
全国企事业单位报刊所属单位自行准备报名参赛材料，在下述报名渠道中采取相应方式报名参
加评选。
四、参赛报名截止日期
2016 年 12 月 01 日
五、投票时间
2016 年 12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六、投票规则
每个投票人（微信号），对 1 单位（人），投票 1 次，每个评选大区限投 1 票。
每个评选赛区一个唯一的评选投票页面（地址）。
系统自动对每个投票人（微信号）做出唯一的投票统计，严禁恶意刷票等舞弊行为，系统将即
时做出统计。
七、全程免费
备注 1：本次“启程杯”首届全国企业文化评选活动属于公益性企业文化交流性质，全程免费，
任何以本活动收取任何费用行为请参加单位与会务组联系或直接拒绝支付费用。
备注 2：此次网络评选活动平台，由金启程赞助，本次活动的任何参赛单位无需任何费用。
备注 3：获奖者，奖杯或证书免费邮寄，请务必填参赛单位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八、报名渠道

1.

网络报名参选入口

【扫描或长按二维码->识别二维码打开】

5.
6.

7.

网络在线报名说明：
1 联络人姓名（必填）
2 手机/电话（必填）：
3 报刊版面图（必填，JPG 格式，最多 5 张）：
4 个人宣言<单位介绍>（必填，书写示例如下）：
报纸简介:
官方网站：
报刊名称：
报刊数字报刊网址：
电话报名
010-57117580
邮件报名：
jinostart@126.com
邮件报名书写格式，请参见下述《第七节：报名信息》
微信公众号报名：

微信公众号：gh_jinostart
微信报名格式说明：
1 联络人姓名（必填）
2 手机/电话（必填）：
3 报刊版面图（必填，JPG 格式，最多 5 张）：
4 个人宣言<单位介绍>（必填，书写示例如下）：
报纸简介:
官方网站：
报刊名称：
报刊数字报刊网址：
九、报名信息
1、联络人姓名（必填）
2、手机/电话（必填）：
3、报刊版面图（必填，JPG 格式，最多 5 张）：
4、个人宣言<单位介绍>（必填，书写示例如下）：
报纸简介:
官方网站：

报刊名称：
报刊数字报刊网址：
5、本单位准备参选报刊任何 1 期的 PDF 文件：
如本单位发行报纸为：4 版/期，或 8 版/期，或 12 版/期等等，即可全部多个版面的 pdf
压缩后发送至 jinostart@126.com
十、评选方式
网络投票评选，获得投票前 10 名单位（报刊）将颁发“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报刊网络评选
大赛获奖证书
十一、奖项设置
企业报刊总编赛区：
通过网络人气评选，选出获得投票前 10 名单位（报刊）
1、颁发【“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企业报刊总编网络大赛】 十佳“模范管理者”或“先进管
理者”称号
2、在中国·报刊云享中心企业文化论坛、新浪、腾讯、蛙盟云享报刊平台等各大网络媒体刊
发相关报道。

附件 4：
“启程杯”首届全国优秀报刊网络评选大赛报名表
注：除填写本表方式报名外，也可直接扫描下面二维码直接在线报名。全程完全免费。

*参评单位
*联 系 人
*职
务
*固定电话
*地
址
*报纸名称
*网站地址
*报纸简介：

*部 门
*所属省份
*E-mail
*手 机

*传真
*邮编

*数字报网址

*单位（报社）简介：

曾获奖励（三年以内的最高奖励，限五项以内）：

部门负责人签字

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1. “*”项为必填项，如空缺，将会影响您的评选结果。
下载填写盖章后，于 12 月 1 日前以邮件方式报送至组委会,并将电子版申报表发送至官方邮箱
jinostart@126.com
2. 本单位准备参选报刊任何 1 期的 PDF 文件（如本单位发行报纸为：4 版/期，或 8 版/期，或 12
版/期等等，即可全部多个版面的 pdf 压缩后发送至 jinostart@126.com）
3. 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在线快速报名

扫描后，即可获得在线报名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