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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人与生物

圈计划
’
新华网中国专题频道

”
的通知

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单位 :

为了进一步宣传
“
人与生物圈计划

”
及各中国生物圈

保护区网络成员 (以 下简称为
“CBRN成 员

”)单位,吸引

社会各界参与支持自然保护地工作,⒛ 17年 ,中 华人民共

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 (以 下简称为
“
人与生物圈国

家委员会
”)与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为

“
新华

网
”)合作,在新华网设立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人与生物

圈
’
计划中国专题频道

”,下设
“
头条聚焦

”
、
“
中国 MAB”、

“
人文故事

”
、
“
探索秘境

”4个专栏,集 中展示 CBRN成 员

单位的最新工作进展、保护成绩、优秀人物、独特物种和

景观。

为了不断提升
“
人与生物圈计划

”
新华网中国专题频道建设

水平,保障频道信息发布及时、内容科学和频道持续、稳定、高

效运行,特制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入与生物圈计划

”
中国专

题频道运行规范 (草案)》,要求各 CBRN成 员单位发挥主体作

用,主动对接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与新华网,积极



提供素材,充分利用好国家级传播平台,讲好自然保护地的

生态故事,共 同打造一个优质的网络信息平台,提升我国生

物圈保护区的影响力。

附件: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人与生物圈计划

”

新华网中国专题频道运行规范指导意见 (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联系人:秘书处一郭晓涛 010-68597400

guoxt@cashq。 ac。 cn

新华网一李新 010-S8050738ryswq@news。 cn)

员会秘书处



附件： 

 

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 

新华网中国专题频道运行规范指导意见 

(草案) 

 

为了不断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专

题频道建设水平，保障频道信息发布及时、内容科学和频道持续、

稳定、高效运行，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以

下简称为“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要求，特制定《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专题频道运行规范（草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专题频道

的建立是基于“人与生物圈计划”在我国现阶段及未来发展

的需要，通过官方互联网平台，对使用融媒体手段打造的可

供网上传播的多形态产品进行发布，对“人与生物圈计划”

与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以下简称为“CBRN 成员”）

品牌进行广泛传播与推广，不断提升其社会影响力。 

 

第二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专题频道

由新华网承办及运营。新华网作为中国互联网新闻传播的国



家队、主力军，将自身发展和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双方将致

力于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生态文明氛围，

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第三条 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及其秘书处自 1978 年成立以

来，协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实

施，促进我国自然保护地及其周边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文化

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通过知识、理念和经验的交流，

以及国际合作，提高我国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按照“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法律架构”指定程序与规定，负责世界生物圈

保护区网络成员的申报与评估工作。在开展多项工作中，设

立网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专题频道

将有助于展现我国自然保护地的价值，在国际战略中体现中

国声音，进一步落实推广“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核心理念和

实践，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章 目标 

第四条 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专题频

道打造成为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新华网在互联网上传播 

“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信息综合平台，是展示“人与

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相关栏目及 CBRN 成员品牌形象的网

上窗口，是信息化时代引导科学家权威发声，为公众解读“人



与生物圈计划”的桥梁和纽带。 

 

第三章 原则 

第五条 科学性原则。遵循国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战略，

以国家有关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理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以保

护生物多样性为宗旨，开展网上系列内容策划、制作与传播，

同时确保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第六条 创新性原则。频道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聚焦国家需

求，创新表达和传播形式，运用多元化手段拓宽传播渠道，

促进传统展现方式与信息化展现方式的深度融合。 

 

第七条 高效性原则。结合 CBRN 成员实际情况，制定沟通机

制与内容策划方案，不断提升各 CBRN成员单位的宣传意识，

实现目标精准、方法精准、理念精准的 CBRN 成员高效传播与

推广的大格局。 

 

第八条 标准性原则。频道内容及技术的建设工作必须严格遵

守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严格按照科协相关规定执行，包含

但不限于以下法律法规：《宪法》、《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及《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等。著作权法

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专利法实施细则、商标法

实施条例等，也应该得到严格遵守和执行。 

 

第四章 具体要求 

第九条 文字 

1、用语准确。文字应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化要求，语言风格

庄重大方、严谨质朴，不使用、不传播低俗语言，遵守有关

禁用词、慎用词规定。中文稿件中使用外文词汇时，尽可能

以中文译名表达。难以用中文表达的外文词汇或者外文缩略

语（如 B超、A股等），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准，尽量慎用。 

2、主题鲜明。恰当运用材料和写作技巧，更好地体现主题，

给人以清新鲜明的印象。不堆砌与主题无关的材料，不要含

糊其辞，模棱两可。 

3、行文简练。挑选最能体现主题的材料，交代必要背景，注

意简练畅达，逻辑清晰。简练不等于简单，新闻不能写得干

巴枯燥，必要时应有精炼生动的现场描述。 

4、客观表达。以客观事实为主，不宜在稿件中直接发表意见

和观点。 

 

第十条 图片 



1、挖掘典型瞬间反映主题，增强图片艺术性。尊重客观场景，

不任意摆布被拍摄对象或捏造、再现活动现场。 

2、时刻遵从新闻时效要求，在拍摄人物时，应尊重人权，禁

止发表丑化、贬低他人的图片。拍摄未成年人应得到监护人

许可。 

3、撰写或编辑图片说明时，应注意与画面相符，防止张冠李

戴、文图不符的现象。确保图片说明中的时间、地点、姓名、

数据、事件等基本事实准确，不能出现臆断、揣测、模棱两

可的字句。 

4、慎用带有血腥、刺激性的画面，如尸体、残肢、血污等。 

5、图片、图表应提前审核画面细节、人物形象、表情、背景、

标语、旗帜、图形、国界线及文字说明应准确无误，严防失

实或有损国家利益的图片、图表发表。 

6、地图只能用中国地图出版社正式发布的地图，应注意国家

地区的完整性，未经核实不得引用互联网等渠道传播的地图

素材。 

7、CBRN 成员单位提供图片资料应以“图片名称+拍摄地点+

拍摄时间”命名，同时还需提供详细介绍图片展示内容的简

要说明文字。 

 

第十一条 视频 

1、遵循电视画面拍摄规范，精心选择景别、角度、构图，运



用画面语言反映内容，保证画面的长度、景别、运动、光线、

声音等达到播出要求。 

2、使用解说性字幕时，字幕的添加位置需要根据画面构图进

行变化，字幕与画面相辅相成，不能因为字幕而干扰到画面

信息。在视频起始画面添加的解说性字幕，也可以作为视频

的标题。字幕整体风格应简约、美观、干净、具有现代感。 

3、画面基本质量不得有夹帧、跳动、闪动等问题，血腥、惨

烈画面尽量不要使用。 

4、技术要求应符合下表： 

 原创视频 

视频分辨率 1920*1080 

视频比特率 不低于 8M 

每秒帧数 25 

宽高比 16:9 

音视频编码 AAC 

采样率 不低于 44100赫兹 

音频比特率 不低于 128KB/秒 

音频通道 2 

视频大小 每分钟至少达到 150M 

文件格式 AVI、MP4、MOV各一版 

文件命名 片名全称+日期 

专家采访占总体比重 专家采访素材不超过整体的 50% 



5、视频应保证全片图像稳定，图像无抖动跳跃，色彩无突

变，编辑点处图像稳定。图像信噪比不低于55dB，无明显

杂波。色调应保证白平衡正确，无明显偏色，多机拍摄的

镜头衔接处无明显色差。 

6、音频应为立体双声道，声音和画面要求同步，无交流声

或其他杂音等缺陷。背景音清晰、饱满、圆润，无失真、

噪声杂音干扰、音量忽大忽小现象。解说声与现场声无明

显比例失调，解说声与背景音乐无明显比例失调。演播室

声音和解说声音大小一致。外景声音必须保证声音质量，

要采用专业话筒拾音，不得出现回响。 

7、CBRN成员单位提供视频资料应以“视频名称+自然保护

地名称”命名，同时还需提供详细的内容介绍性文字。 

 

第十二条 其他 

1、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将积极协调 CBRN成员单位参加专

题频道的供稿、策划与推广等工作，尤其针对人与生物圈国

家委员会大事件、CBRN 成员面向公众的亮点活动以及突发事

件等，积极协调专家与 CBRN 成员相关人员提前展开内容策

划，确保专题频道的更新频度，同时对专题频道的内容建设

与维护提供相关建设性意见。 

2、新华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专

题频道承办与运营单位，定期与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媒体



传播专家组进行沟通，及时反馈宣传报道工作中的意见、问

题与建议，依托媒体专家组，共同维护与运营好该频道。 

3、频道网址：ryswq.news.cn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其他未尽事宜由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与

相关责任主体另行协商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