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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媒体概况

《中国民航报》创办于 1979 年，由中国民用航空局主管、中

国民航报社有限公司主办，是民航局党组“喉舌”和民航新闻舆论

主渠道、主阵地，覆盖民航行业全领域，拥有报纸、新闻网、微信、

微博、舆情、手机客户端、网络电视、抖音快手等全媒体矩阵。

报纸面向民航专业人士和乘机旅客两大读者群，为周四刊。其

中每周一、三、五为航机版，配发于中国民航所有国内国际航线航

班、国内 33 座省会及中心城市机场候机楼、民航系统各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每周四出版专业版，面向民航系统发行。

2.媒体社会责任理念

《中国民航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民航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

落实 2021 年全国民航工作会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聚焦高质量

发展，唱响主旋律、把握主导权、打牢主阵地，坚持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做精做优媒体服务，为加快

民航强国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媒体获奖情况

2021 年，报社要闻评论部、民航局记者站党支部获得“民航系

统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民航局记者站获“民航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称号；7 名同志被评为“民航系统优秀共产党员”“民航系统



4

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民航优秀共青团员”“民航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和“全国民航五一巾帼标兵”。

中国民航网被中央网信办评为“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百个成绩突

出账号”，《高原航油人的年三十》《阳光下最美的笑脸》《一日

三餐三菜一汤》被中国记协、中国行业报协评选为 2021 年“新春

走基层”全媒体报道精品，《浦东样本：解码超级枢纽的常态化精

准防控》获 2021 年上海市第十届“浦江杯”好新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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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责任

1.政治方向

报社每年都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重大热点问题和重大

活动，同时结合民航局党组中心工作和民航实际特点，积极策划、

组织、实施、创新主题宣传报道。

2021 年围绕庆祝建党百年这条主线，报社以“飞越百年”为主

题，精准定位、精细策划，有节奏地推出《飞越百年》《巨变》《我

是共产党员》《重温红色记忆》《红色地标》《先锋》《微光》《奋

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等专栏和网络专题，以全媒体形式进行全

方位、多声部的宣传报道，形成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宣传声势。

重磅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特刊》、通讯《一颗红心

永向党》，合作推出了《百年记忆 红色航程——中国民航老照片

线上展》等，多层次的作品接连掀起宣传高潮，营造了全行业同庆

百年华诞、共建民航强国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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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民航报》2021 年 5月 28 日 1—3版

图为《中国民航报》2021 年 5月 7 日 1版 和 5 月 28 日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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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民航报》2021 年 7月 1日 1 版和百年特刊封套

2.舆论引导

《中国民航报》在重大问题、突发事件、热点焦点问题上正确

引导、主动作为，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寻求社会共识，促进群众理

解，稳定社会情绪。

首先是以“消息+解读+评论+图表+音频+视频+直播”自由组合

的灵活形式，持续推出《丹丹说新闻》和 H5 图解等作品，提升了

重要会议和活动的新闻“能见度”。聚焦民航局出台的《公共航空

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等 35 项重要法规制度等，及时推出《正

解》《图谱》等栏目。把握重要时间节点和重要事件，发出民航“最

强音”，《百年奋斗凝聚前行伟力》《百年辉煌积蓄腾飞动能》《百

年经验光照强国征程》等评论文章鼓舞了行业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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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以专栏专题为切入点，精心设计选题，打出“组合拳”。

开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安全论述 努力实现民航安全问题隐

患清零》《来自战疫一线的故事》《逐梦冬奥》等专栏，推出“邮

票中的民航”“民航脱贫攻坚先进事迹”等特刊，持续做好全媒体

旗舰栏目《高见》，上线《小博士说安全》等视频专栏。深入一线，

重点宣传“为首次乘机旅客送温暖保畅通”活动，为行业发展更好

地鼓与呼。

图为中国民航网《正解》《图谱》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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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民航网《高见》和《小博士说安全》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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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舆论监督

2021 年初，在海航濒临破产亟待重组的重要时刻，《中国民航

报》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发布文章《权威 | 海航破产重整 你所关

心的问题都在这里》，就海航集团风险处置工作进行正确解读，阅

读量迅速突破 10 万。微博开设相应话题，直接冲上热搜榜，引领

了关于海航破产重组报道的主流声音。

图为《中国民航报》2021 年 1月 29 日官方微信

4.对外传播

2021 年，《中国民航报》关于武汉民航一家三口在空中管制、

气象观测和医护岗位上为抗击新冠疫情默默奉献的真情报道——

“记者连线”《闻到葱花香 突然想妈妈了》，被法国《人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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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成为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抗疫故事、讲好中国民航故事的重要

成果。

图为 2021 年 8 月 26 日法国《人道报》和 2020 年 2 月 24 日《中国民航报》

三、阵地建设责任

加快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优化新媒体产品布局，“四全媒

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1.融媒体矩阵

中国民航报社的融媒体平台以中国民航网为依托，已形成比较

完整的融媒体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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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民航报社融媒体矩阵

2.融媒体报道

目前，《中国民航报》微信公众号拥有粉丝近 16 万，中国民

航网微信公众号粉丝 32 万，中国民航网官方微博粉丝近 200 万，

《中国民航报》抖音号粉丝 26.7 万，《中国民航报》快手号粉丝

3.9 万。

2021 年 1 月 26 日，中国民航网官方微博发布《民航局：春节

期间机票可免费退改》，阅读量迅速突破千万。由中国民航网官方

微博设计并主持的微博话题“春节机票可免费退改签”，阅读量达

3.4 亿，并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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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在孟晚舟回国当天，中国民航网及时制作出独家

视频在各平台报道。快手平台发布的短视频《独家！晚舟归航，平

安落地》获 177 万的阅读量和 7.6 万的点赞量。

图为《中国民航报》2021 年 9月 25 日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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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融合采编平台建设

投用全媒体一体化平台，覆盖全流程、全渠道、全类型，实现

移动协同、移动办公，即时为全终端提供全方位服务。

四、服务责任

1.信息服务

2021 年，报纸紧紧围绕民航局重点工作，及时准确报道行业重

要会议、重大事件，为民航局“代言”，为行业发声。年初，针对

民航局党组特别关注的民航深化改革工作，专门开设《改革增动力

发展有活力》专栏，8 篇改革系列报道全面呈现了“十三五”民航

深化改革工作的主要做法、主要成效、工作经验和“十四五”民航

深化改革工作重点。同时，中国民航网官方微博面向广大旅客及网

友，宣传民航科普知识，为乘机旅客答疑解惑，做好旅客与行业的

桥梁纽带。

中国民航网微博话题 #民航旅客出行天气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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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服务

“我为群众办实事”是联系和服务群众的重要手段。为更好地

展现活动成效，报纸在一版开设《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全面报

道民航系统实践活动典型事例。与此同时，《工会专刊》也开辟《我

为群众办实事 工作组织在行动》专栏，突出报道民航工会关心关

爱一线职工的各项工作。另外,二版的《民航夜话》述评栏目也搭

建了民航行业与旅客间的沟通桥梁，向旅客介绍民航知识，向行业

反映旅客出行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民航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

环境。

图为《中国民航报》2021

年 12 月 15 日 1 版

3.公益活动

报纸2021年共刊登8个

整版《先锋》公益广告；每

期《TOP 时空》均安排 1/4

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

广告，2021 年共出版 160 多

期，相当于 40 个整版。以上

相加，全年共刊登 48 个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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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2021 年报纸还刊发了民航开辟人体器官转运绿色通道、优先安

排航班备降救助患病旅客等公益报道 80 余篇。此外，报社分别在

中国民航大学、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设立奖学金，鼓励在校学生勤奋

学习，努力进取。

五、人文关怀责任

1.民生报道

2021 年，《中国民航报》社会新闻版重点关注就业、医疗、教

育、养老等领域的热点民生话题。就业方面，关注我国灵活就业群

体、毕业生、高精尖人才的就业问题，解读相关政策。医疗方面，

追踪报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新冠疫苗接种等相关情况，传递抗疫

信心。同时及时了解和反映弱势群体的呼声，助推解决弱势群体面

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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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民航报》2021 年 4月 16 日 5版和 8月 2日 9 版

2.灾难和事故报道

在南航救助和田断臂小朋友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后，本报记者远赴新疆，采

写了重磅报道《被叫回的 CZ6820》，完

整还原了新疆民航齐心协力完成的应急

处突、高效协同、真情服务之举，全方

位展示了民航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形象。

图为《中国民航报》2021 年 5 月 21 日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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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人为本

结合建党百年主题宣传要求和新媒体特色，中国民航网策划了

原创短视频人物报道《微光》，通过多种新媒体手段声情并茂地讲

述好人物故事。其中，《温暖开栏：接你回家 白血病女孩和她的

约定》在南航湖南分公司办公楼宇大屏滚动播放。《飞在云间 一

只尽情燃烧的陀螺仪》在微博、抖音的总浏览量达到 30 万，点赞

量近 1 万。

图为中国民航网《微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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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化责任

1.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常态化开设“云海”“国门文化”“视觉民航”等版面，承办

“百年记忆 红色航程——中国民航老照片线上展”，积极弘扬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中国梦。

2.传承繁荣优秀传统文化

在重要节点推出特别策划，倡导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如《月

光所至 皆是故乡》《杨花柳絮随风舞 雨生百谷夏将至》等。

图为《中国民航报》2021 年 9 月 16 日和 4 月 23 日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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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动提升科学素养

常态化开设“行业纵深”“临空产业”“智慧民航”“健康新

知”等版面，报道科技创新前沿动态、最新成就。

七、安全责任

《中国民航报》始终坚持把媒体质量安全放在首位，并作为其

他一切工作的基础。安全刊播方面，达到有关安全刊播要求；纸媒

和新媒体均严格遵守“三审三校”制度，防止安全刊播事故发生；

制订了特殊时期应急报道方案和疫情防控期间采编出版工作应急

预案。

八、道德责任

报社全体采编人员严格遵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未出现违反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等情况。

1.遵守职业规范：坚守新闻真实性原则，未刊播虚假失实新闻；

不存在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新闻敲诈等行为；坚决抵制低俗庸俗

媚俗，做到真实、客观、科学、优质；纸媒和其他平台作品原创率

均在 80%以上，尊重原创，保护版权。

2.维护社会公德：维护公序良俗，以正面宣传为主，讲好民航

故事，弘扬社会正气，讴歌美好心灵。

3.接受社会监督：记者执行采访任务时按规定出示记者证；报

纸固定位置刊登主要部门联系电话，对申领记者证等事项予以公示，

畅通群众举报投诉渠道，及时准确予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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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障权益责任

高度重视保障新闻从业人员各项权益，保障员工薪酬福利，持

续强化员工培训和队伍建设，提供良好成长平台。

1.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支持保护从业人员正常采编行为，

为一线记者配置防护用品;报社无因采编行为受到侵害的从业人员，

无需要申诉的事件。

2.保障从业人员薪酬福利: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支

付薪酬，规范缴纳“五险一金”;保障员工休假休息等权利。

3.规范新闻记者证管理:为符合条件的采编人员及时申领新闻

记者证，及时收回离职、调岗、退休等采编人员的新闻记者证。

4.开展员工教育培训

持续优化入职培训，重点强化政治素质、业务技能培训。

十、合法经营责任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完善内部规章制度，经营行为合

法规范，社会反响良好。

经营行为方面：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新闻出版管理等各项

规章、规范性文件，未发生违法违规行为;严格做到采编与经营两

分开，规范开展经营行为。驻地方记者站合规合法，采编活动依法

规范，未从事与新闻采编业务无关的活动。报社不向驻地方记者站

下达经营任务、不收取管理费用，未刊播违法违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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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后记

1.回应:此次为首次报送，尚不存在上一年度整改项目。

2.不足:一是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尚有一定差距，二是对外传播

能力与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2021 年度，《中国民航报》不存在被新闻出版等行政管理部门

或被新闻道德委员会等行业组织作出行政处罚、通报批评等情况。

3.改进：一是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将包括驻地方记者

站在内的采编人员纳入融媒体采编平台；二是进一步加大监督报道

的策划力度。

监督电话：010-87387063。

监督邮箱：tejig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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