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文件
黔宣通 〔２０１８〕 ６８ 号

关于印发《贵州省优秀文艺作品奖励办法》
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党委宣传部、省直管试点县（市）党委宣传部，贵

安新区党工委政治部，省直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促进我省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生产，繁荣发展我

省文艺事业，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我们制定了

《贵州省优秀文艺作品奖励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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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优秀文艺作品奖励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

二次、三次全会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

文艺的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２７ 号）和《关于建设多彩贵州民族

特色文化强省的实施意见》 （黔党办发〔２０１６〕１７ 号），促进我

省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生产，繁荣发展我省文艺事业，建设多彩

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引导全省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

求、符合世界进步潮流，彰显贵州文化特色和人文精神的优

秀作品。

第二条　 对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及单位、个人创作生产，

符合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经公开发表、出版、播映、演出、展览，代表贵州申报参评

并荣获中宣部批准设立的常设全国性文艺评奖，或荣获全国

面向国际交流、影响力大的文艺评奖奖项的作品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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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省委宣传部建立相关工作机制，对各地各有关

部门及单位、个人开展文艺作品创作生产及在全国影响情况

进行跟踪问效，采取以奖代补方式促进创作生产。

第四条　 各类作品奖励，按以下原则进行。

（一）在权威性国际评奖、中宣部批准设立的常设全国性

文艺评奖中获奖的文艺作品。

（二）同一作品先后获得多个奖项的，按最高奖项相应标

准奖励。

同一作品先后在多个高端平台展示的，根据高端平台展

示最高层级标准奖励。

（三）作品由多家单位参与合作或联合出品的，按投资份

额、题材类型、贵州元素所占比例综合评估后进行奖励。

第二章　 奖励条件

第五条　 代表贵州申报参评并荣获中宣部批准设立的常

设全国性文艺评奖的作品可获相关奖励。

（一）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二）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三）中国广播影视大奖。

（四）中国戏剧奖。

（五）中国电影金鸡奖。

（六）大众电影百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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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音乐金钟奖。

（八）中国美术奖。

（九）中国曲艺牡丹奖。

（十）中国舞蹈荷花奖。

（十一）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十二）中国摄影金像奖。

（十三）中国书法兰亭奖。

（十四）中国杂技金菊奖。

（十五）中国电视金鹰奖。

（十六）茅盾文学奖。

（十七）鲁迅文学奖。

（十八）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十九）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常设全国性文艺评奖以中宣部正式印发的有关文件

为准。

第六条　 代表贵州申报参评全国面向国际交流、影响力

大的节庆文艺评奖的作品可获得相关奖励。

（一）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

（二）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

（三）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金狮奖”。

（四）中国国际马戏节。

（五）其他经中宣部批准设立的节庆文艺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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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在公开发表、播映、演出方面达到以下要求的作

品，可获相关奖励：

（一）文学作品（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

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艺评论、剧本）在《人民

文学》《收获》《当代》《十月》《中国作家》 《剧本》 《诗刊》等全

国重要文学期刊发表，或在《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文学评

论》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艺评论》发表；被 《新华文摘》

《长篇小说选刊》 《小说选刊》 《散文选刊》等重要文学选刊转

载；列入国家重点出版物并公开出版的文艺类图书。

（二）戏剧入选中央、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各类（展）演

出；或自行在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贵州以外的国内省会城市

演出，国外商业性（政府采购）演出；或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

道黄金时段（１９ ∶ ００—２１ ∶ ００）播出。

（三）电影（含动画电影、纪录电影。 下同）在全国城市院

线放映，并取得较好票房收入。 电影票房数据以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全国电影票房综合信息

管理系统为准。

电影在全国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放映，影片场次订购达到

一定数量。 影片场次订购数据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

数字节目管理中心的公布数据为准。

电影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黄金时段（２０ ∶ ００—２３ ∶ ００）

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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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２０ ∶ ００—

２２ ∶ ００）、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１９ ∶ ００—２２ ∶ ００）播放；或在

省级以上电视台卫星频道黄金时段（１９ ∶ ３０—２２ ∶ ００）播放。

（五）电视纪录片（不含政论文献片）在中央电视台综合

频道 黄 金 时 段 （ ２０ ∶ ００—２２ ∶ ００ ） 、 纪 录 频 道 黄 金 时 段

（２０ ∶ ００—２３ ∶ ００） 、科教频道黄金时段 （ ２０ ∶ ００—２３ ∶ ００）

播放；或在省级以上电视台卫星频道黄金时段 （ １９ ∶ ３０—

２２ ∶ ００）播放。

（六） 电 视 动 画 片 在 中 央 电 视 台 综 合 频 道 １６ ∶ ３０—

１９ ∶ ００ 播放；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６ ∶ ００—２２ ∶ ００ 播放；在

中央电视台其他频道播放；在省级电视台卫星频道 ６ ∶ ００—

２２ ∶ ００ 播放。

（七）广播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或 ３ 家以上省级广播电台相关频率播放。

（八）歌曲入选中央有关部门或中央电视台组织的重大

演出、重大活动。

第三章　 奖励标准

第八条　 代表贵州申报参评荣获中宣部批准设立的常设

全国性文艺评奖的作品，按以下标准进行奖励：

（一）荣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作品，按所获奖金

５ 倍标准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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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

按所获奖金 ２ 倍奖励。

（三）荣获其他中宣部批准设立的常设全国性文艺评奖

等次奖的，按所获奖金同等标准奖励。 未获奖金的，或所获奖

金低于最近一届贵州文艺奖对应奖项一等奖奖金的，按最近

一届贵州文艺奖对应奖项一等奖奖金同等标准奖励。

（四）代表贵州申报参评荣获全国面向国际交流、影响力

大的文艺评奖奖项的作品，按所获奖金同等标准奖励。 未获

奖金的，或所获奖金低于最近一届贵州文艺奖对应奖项一等

奖奖金的，按最近一届贵州文艺奖对应奖项一等奖奖金标准

奖励。

第九条　 对在公开发表、播映、演出方面符合条件的作

品，按以下标准进行奖励：

（一）文学作品

１．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 在《人民文学》 《收获》 《当

代》《十月》《中国作家》等全国重要文学期刊头题位置发表，

或被《长篇小说选刊》 《小说选刊》等全国重要文学选刊头题

位置转载的文学作品，属于贵州题材的，按每部（篇）１０ 万元

奖励；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部（篇）５ 万元奖励。 在非头题位

置刊发或转载，属于贵州题材的，按每部（篇）５ 万元奖励；不

属于贵州题材的，按每部（篇）１ 万元奖励。

２．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剧本。 在《人民文学》 《收获》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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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十月》《中国作家》 《剧本》等全国重要文学期刊头题位

置发表，或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全国重要文学选刊头题

位置转载，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部奖励 ５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

材的，每部奖励 ２ 万元。 在本款所列刊物非头题位置发表或

转载，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部奖励 ２ 万元；非贵州题材的，每部

奖励 １ 万元。

３．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５０ 行以上）、散文杂文、文

学理论评论、文艺评论。 在 《人民文学》 《收获》 《十月》 《当

代》《中国作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文学理

论研究》 《诗刊》头题发表，或被《新华文摘》 《小说选刊》 《散

文选刊》头题位置转载，属于贵州题材的，每篇（首）奖励 ２ 万

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篇（首）奖励 １ 万元。 非头题发表

或转载的，属于贵州题材的，每篇（首）奖励 １ 万元；不属于贵

州题材的，每篇（首）奖励 ０．５ 万元。

４．列入国家重点出版物并公开出版的文艺类图书，每部

奖励 １０ 万元。

（二）戏剧

１．入选中央、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各类演（展）出，属于贵

州题材的，每部奖励 ３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部奖励 １０

万元。

２．自行在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贵州以外的国内省会城市

（商演或政府采购）、国外（政府采购）演出，属于贵州题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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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场奖励 ５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

的，每场奖励 ２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４０ 万元。

３．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属于贵州题材

的，每部奖励 ５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部奖励 ２ 万元。

（三）电影

１．在全国城市电影院线放映。 票房收入 １５００ 万元以上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下，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部奖励 ２０ 万元；不属于贵

州题材的，每部奖励 ５ 万元。 票房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 ５０００ 万元以

下，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部奖励 ２０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

每部奖励 ５０ 万元。 票房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属于贵州题材的，每

部奖励 ４０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部奖励 ８０ 万元。 属

于重大革命历史、英模典型人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等题材，

社会效益明显的，可适当降低票房标准。

２．在全国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放映。 自影片订购起始时间

起一年内，影片场次订购达到 １０ 万场，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部

奖励 ２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部奖励 ５ 万元。 自影片

订购起始时间起一年内，影片场次订购达到 ５ 万场，属于贵州

题材的，每部奖励 １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部奖励 ２．５

万元。

３．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黄金时段放映。 属于贵州题

材的，每部奖励 ３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部奖励 ８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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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视剧

１．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放。 属于贵州题材

的，每集奖励 １０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４０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

题材的，每集奖励 ２．５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

２．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播放。 属于贵州题

材的，每集奖励 ７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２８０ 万元；不属于贵

州题材的，每集奖励 １．７５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７０ 万元。

３．在中央电视台其他频道播放。 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集

奖励 ２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８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

集奖励 ０．５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２０ 万元。

４．在省级电视台卫星频道黄金时段播放。 属于贵州题材

的，每集奖励 ４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１６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

题材的，每集奖励 １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４０ 万元。

（五）电视纪录片

１．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放。 属于贵州题材

的，每集奖励 １０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

题材的，每集奖励 ２．５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５０ 万元。

２．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科教频道黄金时段播放。 属

于贵州题材的，每集奖励 ６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１２０ 万元；

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集奖励 １．５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３０

万元。

３．在中央电视台其他频道播放。 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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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 ２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４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

集奖励 ０．２５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１０ 万元。

４．省级电视台卫星频道黄金时段播放。 属于贵州题材

的，每集奖励 ３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６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

材的，每集奖励 ０．７５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１５ 万元。

（六）电视动画片

１．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属于贵州题材的，每分

钟奖励 １０００ 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５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

的，每分钟奖励 ２５０ 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１２．５ 万元。

２．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放。 属于贵州题材的，每分

钟奖励 ８００ 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４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

每分钟奖励 ２００ 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１０ 万元。

３．在中央电视台其他频道播放，或在省级电视台卫星频

道播放，属于贵州题材的，每分钟奖励 ４００ 元，累计奖金不超

过 ２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分钟奖励 １００ 元，累计奖金

不超过 ５ 万元。

（七）广播剧

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放，属于贵

州题材的，每集奖励 ３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１５ 万元；不属于

贵州题材的，每集奖励 ０．７５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３．７５ 万元。

２．在 ３ 家以上省级广播电台播放，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集

奖励 ２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１０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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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奖励 ０．２５ 万元，累计奖金不超过 ２．５ 万元。

（八）歌曲

１．入选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重大演出、重大活动，或入选

中央电视台组织的春节联欢晚会，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首奖励

１５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首奖励 ５ 万元。

２．入选中央电视台组织的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元旦晚

会或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演出活动，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首奖

励 ８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首奖励 ３ 万元。

３．入选中宣部组织的主题歌曲推荐曲目，属于贵州题材

的，每首奖励 １５ 万元；不属于贵州题材的，每首奖励 ５ 万元。

第四章　 奖励申报审核

第十条　 省委宣传部每年第四季度对符合本办法第四条

规定的作品进行集中奖励。

第十一条　 奖励由著作权人（含个人、单位或部门）提出

申请，申请方式为：对照奖励条件填报《贵州省优秀文艺作品

奖励申报表》，由各地各有关部门组织报送省委宣传部。 其

中，著作权人属省直单位的，依照归口管理原则，由主管部门

组织报送。 著作权人属各地的，依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市、州

党委宣传部组织报送。

第十二条　 申报奖励作品应确保著作权、荣誉权清晰，并

通过唯一渠道申报，不得多头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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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内多家单位参与合作的作品，由主要创作生产单

位申报，各参与合作单位出具同意申报的书面说明。

（二）与省外多家单位联合出品的作品，须为主要出品

方、有国家级各类评奖申报权，由我省创作生产单位申报，各

联合出品单位出具同意申报的书面说明。

第十三条　 申请奖励须提供以下依据：

（一）作品样本。

（二）证明作品展示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获

奖证书复印件及原件照片。

（三）证明作品展示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演出合同

原件；购片、播出、用稿等相关证明复印件等。

（四）戏剧商演须有相关正式合同、演出现场照、公共平

台售票依据证明等。

第十四条 　 拟奖励项目经省委宣传部审核后向社会公

示，公示期 ７ 天，公示无异议后进行奖励。

第十五条　 组织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完整性进

行审核后盖章。 以虚假材料进行申报的，一经查实，交有关部

门依法依规处理。 虚报者五年内不得再申报，报送单位负责

追回冒领奖金，并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六条　 代表贵州申报参评中央宣传部批准设立的常

设全国性文艺评奖的作品，由负责申报参评组织工作的部门

在申报参评前将有关材料报送省委宣传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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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本办法针对作品进行奖励，奖金由著作权拥

有者领取。 如省内创作生产者与省外、境外合作的作品获奖，

奖金由省内著作权拥有者领取。 奖金统一核发拨到各申报单

位，申报单位负责依法依规对奖金进行合理分配。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奖金从贵州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资金中

列支。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正式施行，原《贵州优

秀文艺作品奖励暂行办法》（黔宣发〔２０１５〕１３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省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办公室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印发

（共印 １００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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