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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评参选规则及费用  

 

 

“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 

2016 Awards for Editorial Excellence”            
亚洲出版业协会 

「2016 年度卓越新闻奖」 

 
 

1.  简介  

第十八届「卓越新闻奖」(SOPA Awards) 现已开始接受提名。该奖是亚洲出版业协会为表 彰亚太区内主

流报纸、杂志、通讯社及网络出版刋物中的杰出代表而设，一年评选一次。参选报导中英文不限，但必须在

2015年内出版。 

 
2. 参选须知   

请仔细阅读以下参选规则及要求。不符合要求的报名机构，其参赛资格或会被本协会取消。 请特别注意，“年

度记者”以外奖项的参选若为「系列」式文章或图片，主题必须一致。参 选者需在提名信中对该主题作出相应

描述。提名信是参选者向评审阐述作品的机会，因此请慎重填写。参选者亦可加入报导的背景环境、主题重要

性以及影响力等，另外请说明该报导是如何实现采编目标的。 

 
详情请参阅<常见问题与解答>  www.sopawards.com 

 

3. 截止日期   

请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或 以前递交作品。网上申请系统将于当日下午4 点整 (香港时间) 关闭。 

 
4. 参评资格   

(1) 提名出版物必须是亚太区内拥有广泛读者基础的中文或英文印刷媒体，网络出版刋物以 及新闻通讯社

。杂志至少一年出版四期；报纸至少一周发行一次；网络出版刋物则须每周更新。网络出版物可以是独立运

作的网站，亦可为印刷媒体或广播节目的一部分。 

 
(2)  提名出版物可分为 A、B、C 三组: 

A 组: 在三个或以上国家大量发行的英文报纸，发行量超过 5 万份的英文杂志，以及平均每月有超过 500 

万独立访客的英文网站，请参加 A 组; 

B 组: 主要在一个或两个国家发行的英文报纸，发行量低于 5 万份的英文杂志，以及平均每月少于 500 万

独立访客的英文网站，请参加 B 组; 

C 组:  中文出版刋物，包括中文网站及通讯社，请参加 C 组。 

 
备注:         附属于印刷媒体或由印刷媒体发行的网络出版刋物，所属组别与该印刷媒体一致。独 

http://www.sopawar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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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运作的网络出版刋物，属于 B 组或 C 组。 

 
“年度记者”将会从 A、B、C 三组所有提名中选出一位奖项得主。 

 
(3) 由网络出版刊物、通讯社以及贸易刊物提名的作品可以竞逐所有报导类、写作类及摄影 

类奖项 

 
(4)  参选作品必须在 2015 年度首次发表。 

 
(5) 参选作品必须由该出版机构独家发表，不可出现在其他出版刋物上。 

 
(6) 参选作品应突出亚太角度，主要的采编工作也必须在区内完成。为了体现奖项设立的宗 

旨，这里所指的“亚太地区”包括印度次大陆、北亚、东亚、东南亚、澳洲、纽西兰以及太平洋群

岛、阿富汗及中亚共和国。伊拉克、伊朗及中东地区则不在此范围内。 

 
(7) 参选作品可以是一名记者的单独报导，也可以是多名记者的共同报导。每份作品最多可 

参与两个奖项的评选(不适用于“年度记者”以及“卓越杂志设计” 奖)。参选作品的语言 必须为

发表时使用之语言。 

 
(8) 参选报导若为「系列式」文章或图片辑，必须有一致的主题。请在提名信中清晰地表述 

该主题。(不适用于“年度记者”奖) 

 
(9) 摄影作品在不损害其内容真实性的基础上可做基本剪裁与编辑，但不可以捏造或篡改影 

像信息。 

 
(10) 若参选作品的公正性、准确度曾受到质疑，递交提名信时应写明被质疑之内容以及出 

版机构对此所作之响应，如更正、声明等。 

 
5. 奖项设置   

 
所有出版刋物（包括网络媒体和通讯社）均可参选 :  

 

1. 女性议题新闻   

表彰原创的亚洲女性报导。（例如女性参政、女性权益、针对女性的暴力、女性经济状况的 

改善、工作中的女性、战争中的女性、女性与宗教、女性领导力培养等议题。）典型的参选作品

应是对女性生活以及她们所面对的挑战的探究。 

 
2. 卓越网络新闻奬   

表彰运用多媒体形式（例如文字、摄影、幻灯片、影片、互动性图表、社交媒体等）描述某

一观点、事件、趋势、人物，或阐述重大议题的原创新闻报导作品。（仅可使用 URL 链接递 交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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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卓越人权报导奬   

表彰反映重大人权问题的优秀报导。 

 
4. 卓越专题特写奬   

表彰能深入描述某一观点、事件、趋势、人物，或阐述重大议题的优秀报导。仅限提交一件

作品。 

 
5. 卓越杂志设计奬   

表彰具有高水平视觉表达效果的杂志。仅适用于杂志 

 

6. 卓越生活时尚报导奬   

表彰对生活及时尚类话题有独创见解的优秀报导。 

 
7. 卓越解释性新闻奬   

表彰以新闻报导、写作及深度分析的方式解释重要议题的优秀作品。 

 
8. 卓越新闻摄影奬   

表彰优秀的新闻摄影作品。（备注：作品必须被提名出版物采纳并独家使用） 

 
9. 卓越经济报导奬   

表彰对商业和经济领域重要议题的优秀报导及分析。 

 
10. 卓越数据图像奬 

表彰利用视觉技术、能清晰有效表达信息的图表作品。（可使用 PDF 文檔或 URL 链接递交 

作品） 

 
11. 卓越突发性新闻奬   

表彰对突发事件、在截稿时限内、仍能保证新闻质量的优秀报导。 

 
12. 卓越评论奬   

表彰鼓励公众参与探讨重大议题的观点及社评。 

 
13. 卓越漫画奬   

表彰对重要议题发表评论的优秀漫画作品或社论漫画。（备注：作品必须隐含对所绘人物或 

现象的看法） 

 
14. 卓越环境报导奬   

表彰反映重大环境问题的优秀报导。 

 
15. 卓越特写摄影奬   

表彰优秀的专题摄影作品。（备注：作品必须被提名出版物采纳并独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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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独家新闻奬   

表彰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并吸引竞争媒体跟进报导的独家新闻。 

 
17. 卓越调查报导新闻奬   

表彰运用各种媒体资源，在重大议题上为维护公众利益发声的报导(包括社评、照片以及图 

表)。例如曝光犯罪、贪腐等行为，以及对其他制约权力的报导。 

 
18. 年度记者奬   

表彰在新闻采写方面展示出优异才能的新闻记者。这一奖项接受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及录像 

记者的提名。文字记者须提供 3-5 篇文稿；摄影记者及录像记者须提供 3-5 张摄影图片或录 影

片段，可以是为不同文章拍摄/录像的单张图片/录像片段，也可以是发表在一篇文章内的摄影组图

/系列片段。一家出版物只能提名一位 记者。（备注：“主题一致”、“同一作品最 多可参与两个奖

项的评选”的要求不适用于此奖项）摄影图片可使用 PDF 文文件或 URL 链接 递交作品，录像

片段只能以 URL 链接递交作品。 

 
6. 递交作品   

(1) 除“年度记者”和“卓越杂志设计”外，提名出版物为每一奖项最多可以提名两份 作 品。“

年度记者”和“卓越杂志设计”只接受一个提名。 

 

(2) 除以下奖项外，其他奖项的每件参评作品最多可包含五篇文稿或图片：  

(a)“卓越专题特写”- 每件作品只允许提交一篇文稿； 

 (b)“卓越杂志设计”- 参评作品只可为某一期杂志。 

 
(3) 除以下奖项外，每件参选作品的内容必须一半以上为文字： 

卓越特写摄影、卓越新闻摄影、卓越数据图像、卓越漫画及卓越网络新闻 

 

 
(4) 每个提名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a)  参选报导（一件文稿或图片使用一个 PDF 文档或一条 URL 链接） 

(b) 填写完整的网上报名表 

(c) 填写完整的网上提名信 

 

备注  ：基于便利、安全、节省成本的考虑，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 只接受网上报名。所有 

表格必须在「2016 年度卓越新闻奖」的官方网站（http://www.sopawards.com/）上递交， 恕

不接受以电邮递交的申请。 

 
(5) 各奖项类别若少于五份参选作品，大会将会取消该奖项类别。在此情况下，亚洲出版业 协

会将会向作品提交者发出「参赛费用预支凭证」，用作支付下年度参赛费用。 

 
(6)  参加 C 组的新闻媒体必须用中文和英文填写申请表，并用中文填写提名信。 

http://www.sopawar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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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名信中必须说明参选作品入围依据、出版刋物的采编目标以及该报导如何实现这些目 

标，同时亦可提供相关背景资料以帮助评审更全面地了解该作品。「系列式」报导的文稿或图片

辑必须反映同一主题，并在提名信中予以说明。该系列能否有效实现提名信内所述之采编目的

，也将成为评审依据。“年度记者”的参评作品不必满足“反映同一主题”是项要求。 

 
(8) 若选择以 URL 链接递交作品，该链接在 2016 年 2 月至 5 月期内必须有效。而「系列式」 

报导的文稿或图片辑，一篇稿件须使用一条链接。作品必须在 2015 年度内首次发表，可以 

是一次性发表，也可作为持续性的长期项目发表。不同类别的奖项对参选作品所含稿件数目有

不同上限，但最多只可递交 5 条链接。若 URL 链接须要登入名称及密码，请在网上报名表

上列明。无效的 URL 链接将影响评审，大会亦不会知会提交作品人士。 

 
(9) 摄影和设计类的作品不应装裱。请递交最终发表的作品，而非原始图片，并注明发表刊 

物的期数和相关页码。由多张照片组成的摄影专辑应注明哪几张照片将参加评选。未注明参选

作品之申请将不被接纳。 

 
(10) 亚洲出版业协会保留出版参选作品的权利。 

 
7.  声明  

亚洲出版业协会「  2016 年度卓越新闻奖」委员会将保留对以上规则及相关要求的最

终解释权。中文版的内容若与英文版有出入，应以英文版为准。若无足够数量的参选

作品达到奖项的评审标准，该奖项可悬空。委员会所作决定将成为最终结果。   

 
8. 参评费用及付款方式   

1) 参评费用由出版刋物的发行量和每月独立访客数目决定 
 

A 组 在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大量发行的英文报纸，发行量超过    5   万份的英文杂志，以及 

平均每月有超过 500 万独立访客的英文网站 

B 组 主要在一个或两个国家发行的英文报纸，发行量低于   5   万份的英文杂志，以及平均 

每月少于 500 万独立访客的英文网站 

C 组 中文出版物，包括中文网站及通讯社 

 

参评费用   A 组 B 组 C 组 

非会员 1,500 港币 900 港币 900 港币 

SOPA 会员* 1,300 港币 800 港币 800 港币 

*  所有组别的 SOPA 会员均享有 15%的优惠。 

 
2) 付款方式 

所有参选费用必须使用 PayPal 支付。我们也接受通过 PayPal 交易的 VISA 和 Master Card。 

你也可以选择通过 PayPal 的私人账户付款。 

 
3) 如对亚洲出版业协会「2016 年度卓越新闻奖」相关事宜有任何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联 

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 电邮：sopawardshelp@gmail.com 

mailto:sopawardshelp@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