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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新媒体时代新闻宣传工作暨文宣骨干

核心业务提升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企事业单位：

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
建党百年之际，党中央召开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党和人民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波澜壮阔,学习宣传党的历史和路线方针政策任重道远。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关
于新闻舆论工作部署，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使命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
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全
媒体传播的新趋势、新特点，强化运用新媒体舆论引导能力。为此，研究在
新媒体背景下，不断提高全国国有企业新闻宣传工作者媒介素养和专业水平，
从而全面提升互联网+时代宣传干部工作质量、效率，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我
中心特组织有关专家在全国各地举办新媒体时代新闻宣传工作暨文宣骨干核
心业务提升专题培训班。请各单位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参加，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课程收益:1.理解新媒体、融媒体时代下的宣传规律；2.掌握新媒体时代
下宣传工作内容；3.理解掌握宣传工作常用文稿的写作方法，解决基层通讯
员文字功底薄弱问题；4.掌握全媒体时代，企业宣传工作的应用技能和方法；
5.学会全媒体时代下包括微信、抖音、短视频等在内的工具的使用。

一、培训内容
（一）宣传工作岗位职责与新媒体时代工作内容
1.宣传工作的两个维度：内宣、外宣；2.内宣工作的主要特点与普遍现

象；3.宣传岗位的四项核心职责与工作内容；4.宣传工作人员的修养；5.宣
传工作的两种基本文体：信息（简报）、新闻（消息）；6.新媒体时代下的
宣传工作有何不同（1.什么是去中心化模式；2.去中心化模式下，哪些平台
可以进行开拓）；7.什么是互联网思维；8.全媒体运营的三大要素：框架、
视角、阶段。

（二）新媒体时代信息采集与选择
1.采访的重要作用与基本方向；2.采访的基本方法与禁忌；3.信息材料

的日常收集；4.采访需要搜集的信息（新闻的要素）；5.不同事件的采访重
点；6.搜集纸质材料；7.新媒体时代的 PGC 文案如何搜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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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闻价值挖掘
1.“大而全”的新闻为什么没人爱看？—什么是新闻价值；2.通过分析

新闻要素挖掘新闻价值（1.人物决定价值；2.时间决定价值；3.过程决定价
值)；3.新闻角度决定新闻价值（1.根据新颖性确定角度；2.根据重要性确定
角度：新闻宣传工作要点及重点选题；3.根据独特性确定角度；4.根据复杂
度确定角度；5.根据关注度确定角度)。

（四）新闻写作基本技法
1.热身训练：重写新闻稿;2.新闻的类型、基本写作要求;3.新闻的内容

要素及其组合规律;4.新闻语言的层次与基本要求;5.消息的写作（1.标题及
其基本类型与构思技巧；2.正文的倒金字塔结构；3.导语；4.主体；5.结尾
与背景资料)；6.企业常见新闻类型写作要点（1.业务活动新闻；2.会议新闻；
3.学习培训新闻；4.宣传教育新闻);7.图片新闻（1.图片新闻的概念、类型；
2.图片新闻的优势与适用场景；3.图片拍摄注意事项；4.文字说明写作要点);
8.新闻摄影（1.新闻图片摄影的基本要求；2.新闻图片的构图规律；3.图片
的文字说明撰写技巧)。

（五）稿件审改与编辑
1.案例分析：新闻稿常见失误;2.审改、编辑的基本程序（1.自我审改；

2.送审);3.审改、编辑的重点（1.事实的订正；2.思想政治差错的校正；3.
克服偏离主题；4.内容单薄)；4.语言修改（1.长句常见问题及修改方法；2.
词语常见问题及修改方法)。

（六）企业全媒体工具使用
1.微信的编辑和制作（1.微信的内容应当如何创作；2.H5 如何进行创新；

3.图文编辑和排版的潜规则是什么）；2.新闻类 APP 的编辑和制作（1.什么
样的内容最容易被推荐；2.应当如何借力）；3.短视频类工具的拍摄和制作
（1.短视频拍摄的基本原理；2.短视频/抖音获取关注的方法和演练；3。如
何用手机制作一个短视频；4.短视频到底应该拍什么）。

（七）企业应对舆情基本策略
1.案例分析：一则通知印发的舆情风波;2.舆情、舆情的影响、舆情基本

形态;3.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规律和舆情特点；4.舆情发展的一般规律；针对企
业的舆情的特殊规律;5.舆情分析的基本方法;6.企业应对舆情的基本策略（1.
及时性策略；2.明确化策略；3.人格化策略；4.冷处理策略)；7.如何利用互
联网工具及时解决舆情危机。

二、 培训时间、地点
2022 年 8月 10 日至 8月 13 日 成都市 （8月 10 日全天报到）
2022 年 8月 17 日至 8月 20 日 长沙市 （8月 17 日全天报到）
2022 年 8月 24 日至 8月 27 日 贵阳市 （8月 24 日全天报到）
2022 年 9月 06 日至 9月 09 日 西安市 （9月 06 日全天报到）
2022 年 9月 14 日至 9月 17 日 北京市 （9月 14 日全天报到）
2022 年 9月 21 日至 9月 24 日 厦门市 （9月 21 日全天报到）
2022 年 9月 27 日至 9月 30 日 成都市 （9月 27 日全天报到）
2022 年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2 日 上海市 （10月 19 日全天报到）
2022 年 10 月 26 日至 10 月 29 日 昆明市 （10月 26 日全天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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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09 日至 11 月 12 日 郑州市 （11月 09 日全天报到）
2022 年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19 日 杭州市 （11月 16 日全天报到）
2022 年 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6 日 西安市 （11月 23 日全天报到）

三、 参加人员
1.新闻宣传干部、通讯员、信息员、文化专员、媒体专员、新媒体运营员、

文案、公关人员、内部记者、网站管理员、内刊编辑；2.各类助理与秘书、
办公室主任；3.其他从事文宣工作的人员。

四、主讲老师
每期授课老师将从中心专家库中选配，专家库中的老师都是国家部委新闻

发言人、中国记协、高校教授及央企新闻宣传部门等特聘专家组成，具有扎
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

五、费用
A 类收费：2980 元/人（含培训、师资、场地、资料等费用）；
B类收费：3980 元/人（含培训、师资、场地、资料、证书等费用）。
文件发放范围有限，请收到文件后转发给相关部门或人员，统一组织人员

参加的单位，给予优惠。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费用报到时面交或提前
汇款至中心指定收款账户（户名：北京中企百合企业管理中心，银行帐号：
1100 1085 3000 5962 5965，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科创支行），培
训费发票由会务组统一开具。

六、证书说明
经培训合格后，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颁发“新媒体管理师”专业人才技

能证书。此证可官方网站查询。根据《职业教育法》规定，人力资源管理部
门和用人单位可根据此证了解人员接受培训的情况，作为能力评价、考核、
聘用和任职的重要依据。需办理证书的学员，请提前将学历证明、身份证及
一寸证件照片发电子版至我中心邮箱 853016712@qq.com，以便办理证书使用。

七、要求
1、请确定参加培训的人员于报到日前将报名回执表填好后 E-MAIL 至会

务组。具体报到地点，会务组收到报名回执表后另行通知。
2、本次培训内容及相关课题均可赴公司提供内训，了解更多课程请

登陆官网查询 www.zqgyqypxw.com,欢迎来电咨询。
八、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詹林 手机：13718738373（微信同号）、18911807083
电话传真：(010)68701868 工作 QQ:853016712
电子邮箱：zqlzhanlin@163.com、853016712@qq.com
附件：报名回执表

中企联培企业管理（北京）中心

2022 年 7月 25 日

mailto:zqlzhanlin@163.com、85301671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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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新闻宣传工作暨文宣骨干核心业务提升专题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报名传真：(010)68701868 报名邮箱：zqlzhanlin@163.com （加盖单位公章）

单位名称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或领队) 区号 传真 电话

代表姓名 性别 工作部门 职 务 联系电话、手机 班次（例：成都） 备注

是否办理证书

A 类：否 
B 类：是 

发票要求
增值税普通发票（请在方框中打√并认真填写下方 1-2 发票信息）

增值税专用发票（请在方框中打√并认真填写下方 1-4 全部信息）

发票信息

1.开票单位：

2.纳税人识别号：

3.地址、电话：

4.开户行及账号：

住宿要求
□单间单住 □标间单住 □标间合住 □不住 房间数：标间（ ）间 单间（ ）间

拟住时间： 月 日至 月 日

备注：1、此表可复制，填好后须加盖公章有效；2、此表填好后请在报到日前 E-MAIL 或传真至会务组。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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