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
2010 Awards for Editorial Excellence”
亚洲出版业协会
「2010 年度卓越新闻奖」

亚洲出版业协会「
亚洲出版业协会「2010 年度卓越新闻奖」
年度卓越新闻奖」评选规章及参赛费用
I.

简介

亚洲出版业协会卓越新闻奖，是一项为表扬在亚太区广泛流传并以亚太区为报导重点的报
刊、杂志、通讯社和网站中的新闻工作者而设的奖项，以表彰他们在面对艰难挑战时仍坚守
报导工作的卓越精神。
第十二届亚洲出版业协会卓越新闻奖，现正全面接受亚太区内优秀中英文新闻作品的提名，
参赛作品不限中英文，但必须在 2009 年度间出版或发行。

II.

参赛者须知：
参赛者须知：

请仔细阅读以下细则和规章。未能付合要求者，参赛资格可能会被取消。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包含多篇文章或照片的参赛品必须呈现出一个统一主题，并在所附的提
名信中予以描述。
提名信是每件参赛品的重要部分。这是你向评审委员说明参赛作品为何能胜出的机会。你可
以在其中描述参赛品报导的幕后情形、作品话题的重要性、文章的影响力等等。提名信也要
说明参赛品如何帮助实现了出版刊物的编辑目标。
如需进一步的解释，请参阅 www.sopasia.com/awards/2010 中的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

III.

参赛品提交最后期限
参赛品提交最后期限：
提交最后期限：

2010 年 2 月 5 日。所有参赛品必须在此之前提交。

IV.

参赛资格

1.

只有在亚太区广泛流传的中英文印刷、线上出版物和通讯社可以参赛。杂志必须一年至
少发行四期。报纸必须至少每周出版一期。线上出版物必须至少每周更新一次。线上出
版物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网站，或是现有印刷品或广播媒体的一部分。

2.

奖项分为 A、B、C 三组：
a. 在三个（或以上）国家发行的英文报纸，发行量超过 50,000 份的英文杂志，英文通
讯社以及每月独立访客逾五百万的英文网站应参加 A 组；
b. 仅在一国或两国发行的英文报纸，发行量低于 50,000 份的英文杂志以及每月独立访
客等于或低于五百万的英文网站应参加 B 组；
c. 中文刊物，包括中文网站和通讯社，应参加 C 组；
d. 附属于现有的印刷出版物或为该出版物一部分的线上出版物，应参加其附属印刷出
版物的同一组。独立线上出版物将参加 B 组或 C 组。

3.

线上出版物、通讯社和贸易出版物可以参加所有报导、写作和摄影奖的评选。

4.

参赛品必须在 2009 年度出版或封面标注日期为 2009 年内。

5.

参赛品必须由该出版物独家刊载，而不曾刊载于其它出版物。

6.

参赛作品必须以亚太区为报导重点，并体现出对亚太地区的新闻工作付出贡献。鉴于评
奖的目的，这里定义的亚太区包括阿富汗和中亚共和国、印度大陆、北亚、东亚和东南
亚、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伊拉克、伊朗和中东不在此定义范围内。

7.

参赛品可以是一个记者的作品，也可以是记者群合作的作品。每项参赛品最多可参加两
项组别 (此不适用于年度记者奖)。参赛品必须以最初写作和出版的语言参赛。

8.

所有包含不止一篇文章或一幅照片的参赛作品必须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表达主题，并在提
名信中予以清晰说明 (此不适用于年度记者奖)。

9.

摄影奖参赛作品除了普通的剪裁和编辑外，其内容不得被改造或歪曲。

10. 对于参赛品公正性或准确性的任何质疑，以及出版物对质疑的响应，包括公开更正与澄
清，都应一并提交。

V.

奖项种类：
奖项种类：

适合所有类型出版物（
适合所有类型出版物（包括网站和通讯社）
包括网站和通讯社）的奖项：
的奖项：
卓越调查报导
卓越调查报导新闻奖
调查报导新闻奖
表彰通过运用各种新闻资源，无论报导以社评、照片和图表，以印刷或线上方式，提高公众
对某一重要话题的关注度的出版物。例如揭发罪行、贪污、违法行为或其它影响性的报导。
卓越专题特写奖
表彰能呈现对某想法、事件、趋势或人物的独创性见解及阐明某话题的重要性的高水平新闻
报导作品。作品可为单一文章或主题系列。
卓越突发性新闻奖
表彰能在时间压力下展示出高水平的突发性新闻报导。
独家新闻奖
表彰突显高水平的独家新闻故事报导。
卓越经济报导奖
表彰展示对重要经济话题有高水平的报导及分析。
卓越人权报导奖
表彰展示对重要人权话题有高水平的报导。
卓越环境报导奖
表彰展示对重要环境话题有高水平的报导。
卓越评论奖
表彰能牵引议论带动话题的评论或社论报导。
卓越新闻摄影奖
表彰展示对突发性新闻而呈现的高水平新闻摄影作品。（注：入围作品须为该出版物独家拍
摄）
卓越特写摄影奖
表彰在文章中或摄影随笔中展示出高水平的特写摄影作品。（注：入围作品须为该出版物独
家拍摄）
卓越特别报导奖
表彰杂志或报章的非经常性特别报导，以高水平的报导、写作、摄影及设计来探视某重要话
题的作品。与主刊物分开的特刊符合参赛资格，然而特别报导并不只局限于与主刊物分开的
报章或杂志特刊。特别报导必须清楚标明与刊物的主要内容有所不同。每份参赛品的特别报
导须为单一特刊，而非一系列特刊。参赛作品不包括体育或地产等定期出版的特刊。
卓越漫画奖
表彰突显评论话题的高水平漫画。（注：入围作品需具体化地评论人物或描述处境）

卓越资料图像奖
表彰高水平的图像性文章或描述信息的图像。（注：此奖项只接受印刷参赛品）
卓越多媒体新闻奖
表彰运用多媒体技术来描述某想法、事件、趋势或人物，或阐明某重要话题的原创新闻报导
作品。除报导质素外，如何将互动图形、摄影、音频和/或视频整合到单一表现方式亦是评
选准则。只接受旨在提供资料的新闻网站，即出版物附属网站或独立线上出版物的提名。
年度记者奖
表彰展示出高水平的新闻工作者。入围者需为出版物的定期投稿人并有最少三至五篇文章。
每份出版物只可提名一名记者参赛。（注：主题统一以及每项参赛品最多可参加两项组别的
的要求并不适用于此奖项）
只适用于报章的奖项：
只适用于报章的奖项：
卓越报版设计奖
卓越报版设计奖
表彰在视觉呈现出高水平设计的报章版面。入围作品可包括封面、内页或整份报纸。
只适用于杂志的奖项：
只适用于杂志的奖项：
卓越杂志设计奖
表彰在视觉上呈现出高水平设计的杂志。

VI.

作品提交要求

1.

每份出版物在每个组别中最多可提名两件参赛品，但在以下奖项中只可提名单一参赛
品：年度记者奖、卓越报版设计奖和卓越杂志设计奖。

2.

除以下情况外，每份提名参赛品可包括最多五篇文章或照片：
a. 参加卓越报版设计奖和卓越杂志设计奖评选的参赛品仅限一期刊物；
b. 参加卓越特别报导奖评选的参赛品仅限一期报刊。

3.

参赛品必须提交五份正本：
a. 提名作品（请清楚标注参赛文章或照片）；
b. 参赛表格；
c. 单页提名信；
*超过一页的提名信将不被接纳。

4.

C 组参赛表格及提名信必须以中文填写。

5.

提名信必须说明为何参赛作品值得关注，出版物的编辑目标以及参赛品如何帮助实现这
些目标。信中还可提供有关参赛品的其它信息，帮助评审委员了解参赛品的背景情况。
由多篇文章或多幅照片共同组成的参赛品，提名信必须说明文章或照片整体所反映的统
一主题。评审委员将以作品是否实现了信中所描述的目标为依据。此要求并不适用于年
度记者奖。

6.

线上出版物参赛品可以用 URL 方式提交（URL 可以是线上激活或档案记录）。作品需
在 2009 年内首次发表。作品可为单一作品或持续性项目，并包含最多 5 个 URL。网站
连结将不作评分。网站如需密码，参加者必需提供单一用户名称及密码供评审委员使用
并确保评审委员能够进入 URL。参加者需将 URL 连同参赛表格及提名信电邮至
<awards@sopasia.com>，并将支票或银行汇票与参赛表格一并投递。

7.

摄影和设计类奖项的参赛品不应装裱。只接受经刊载的照片，原装照片将不获评分。参
赛的报刊应该在相关页上作清晰的标注或用散页的方式呈交。摄影随笔须清晰地标明参
赛的照片。未清晰标注的参赛品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8.

当你已从出版物中整理出所有的参赛品时，请填写参赛品摘要表
请填写参赛品摘要表，
请填写参赛品摘要表，并与参赛品和参赛
费一并提交。参赛品摘要表只须填写一份。参赛品将不会退还。
费一并提交

9.

不服从提名规则或材料不完整的参赛品将不予考虑。在提名截止日后呈交的参赛品将
在提名截止日后呈交的参赛品将
不予考虑。
不予考虑

10. 参赛者将授权亚洲出版业协会在宣传材料中使用参赛品，以及在作品集出版中一次性使
用参赛品。

VII.

阐明

对以上及所有其它规则的解释如有疑问，
对以上及所有其它规则的解释如有疑问，将由亚洲出版业协会卓越新闻奖委员会裁定。
将由亚洲出版业协会卓越新闻奖委员会裁定。如
果没有足够的高质量作品参赛
果没有足够的高质量作品参赛，
量作品参赛，奖项可以空缺。
奖项可以空缺。裁定为最终结果。
裁定为最终结果。

VIII. 参赛费用及付款方式
1. 参赛费用按出版物的发行量及同一出版物推荐的参赛品数量收取。
参赛费用按出版物的发行量及同一出版物推荐的参赛品数量收取。
A 组：在三个（或以上）国家发行的英文报纸，发行量超过 50,000 份的英文杂志，以及英
文通讯社以及每月独立访客逾五百万的英文网站。
B 组：仅在一国或两国发行的英文报纸，发行量低于 50,000 份的英文杂志，每月独立访客
等于或低于五百万的英文网站，以及独立线上刊物。
C 组：中文出版物及独立线上刊物，包括中文网站及通讯社。
每件参赛品的费用
1 - 2 件参赛品
3 - 5 件参赛品
6 件或以上参赛品

A组
1,200 港币
1,100 港币
1,000 港币

B组
950 港币
800 港币
600 港币

C组
950 港币
800 港币
600 港币

*亚洲出版业协会会员均可享有 15%折扣。

2. 付款方式
所有参赛品必须于 2010 年 2 月 5 日前送抵亚洲出版业协会办公室。
a. 香港参赛者：
b. 中国参赛者：

请以支票或银行汇票缴交参赛费用。
请以电汇缴交参赛费用。汇款资料：
银行：「香港汇丰银行」
分行地址：香港皇后大道中 1 号
SWIFT 代码：HSBCHKHHHKH
银行代码：004
账户号码：808-684575-838
账户名称：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 Limited
*请将电汇确认书与参赛表格一同提交以作记录
c. 其它地区参赛者：请以电汇或银行汇票缴交参赛费用。
支票/银行汇票抬头：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 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