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央视网
宣传指令

央视网
宣传指令内容

第1天（2019年12月31日） 0
第2天（2020年1月1日） 0
第3天（2020年1月2日） 1 关于湖北省武汉市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如报道，要以

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不作无端猜测，拿不准的问题要
向卫生健康部门核实，防止不实报道引发群众恐慌。

第4天（2020年1月3日） 0
第5天（2020年1月4日） 1 关于湖北省武汉市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如报道，要以

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不作无端猜测，严禁擅引擅转外
媒报道，不得关联2003年非典炒作，防止不实报道引发群众
恐慌。

第6天（2020年1月5日） 0
第7天（2020年1月6日） 1 再次提醒：关于湖北省武汉市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如

报道，要以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不作无端猜测，拿不
准的问题要向卫生健康部门核实，防止不实报道引发群众恐
慌

第8天（2020年1月7日） 0
第9天（2020年1月8日） 1 香港疫情病例情况、特区对疫情的处置方法等不报道。

第10天（2020年1月9日） 0
第11天（2020年1月10日） 0
第12天（2020年1月11日） 0
第13天（2020年1月12日） 0
第14天（2020年1月13日） 0
第15天（2020年1月14日） 1 2、关于我向世卫组织通报武汉肺炎疫情，请根据我官方发布

信息及表态低调稳妥处理有关报道。

第16天（2020年1月15日） 0
第17天（2020年1月16日） 0
第18天（2020年1月17日） 0
第19天（2020年1月18日） 0



1月2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将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发
布最新官方通报，转发要严格使用官方通报的内容，不篡改
标题，不自采自编，不关联旧文炒作，严禁作猜测性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一事，及时报道权威部门发布
的信息和防控举措，重要信息可向卫健部门核实，解疑释惑
，回应社会关切，科学宣传防护知识，引导公众增强防护意
识和能力。

第21天（2020年1月20日） 1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一事，及时报道权威部门发布
的信息和防控举措，重要信息可向卫健部门核实，解疑释惑
，回应社会关切，科学宣传防护知识，引导公众增强防护意
识和能力。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要及时报道权威部门发
布的信息和各项防控工作举措，重要信息要向卫健部门核实
，解疑释惑、回应社会关切。要科学宣传疫情防护知识，引
导公众增强防护意识和能力。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事，要及时报道权威部门
发布的信息和各项防控工作举措，重要信息要向卫健部门核
实，解疑释惑、回应社会关切；要科学宣传疫情防护知识，
引导公众增强防护意识和能力，清理查删不实传言和谣言。

除上级特批之外，近期不派记者去武汉，涉武汉疫情的报道
以当地记者站为主，按程序采访；

所有关于疫情的报道，要严守宣传纪律，按规矩有序进行。

转载疫情相关新闻报道时，请采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规范表述

第24天（2020年1月23日） 0
第25天（2020年1月24日） 0
第26天（2020年1月25日） 0

2

第20天（2020年1月19日） 2

第22天（2020年1月21日） 2

第23天（2020年1月22日）



今天开始不要安排显著位置推荐春晚好评等报道，可适当转
发㇐些主流媒体和境外媒体好评春晚的报道，我们自己可以
不再发声。最近几天，要突出防控疫情的报道。

1月26日15时，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
委副主任李斌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
作有关情况，请及时做好相关转载转发。

近期在编排和页面呈现时，过于欢乐的内容请压缩处理。

再次提醒：

1、春晚的点播可以正常推荐，但在编排和页面呈现上，过于
欢乐的内容请压缩处理。

2、关于春晚正面好评等报道，我们自己不再发声，可适当转
发㇐些主流媒体和境外媒体关于春晚好评的报道。

关于美国宣布关闭美驻武汉总领馆并将撤回美方人员事件，
报道时以我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不转载、不援引、不
评论外媒报道；对于外媒可能出现的关于撤侨后续报道，国
内媒体不报道并慎引外媒；视情转载积极评价疫情联防联控
、加强国际沟通协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等与我
有利的积极言论，进㇐步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再次提醒：关于美国宣布关闭美驻武汉总领馆并将撤回美方
人员事件，报道时以我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不转载、
不援引、不评论外媒报道；对于外媒可能出现的关于撤侨后
续报道，国内媒体不报道、不援引外媒；视情转载、摘译外
国政要、专家学者、媒体以及国际组织官员积极评价疫情联
防联控、加强国际沟通协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
等与我有利的积极言论，进㇐步营造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
境。

第27天（2020年1月26日） 6



第28天（2020年1月27日） 1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报道，要从维护抗击疫情
的工作大局出发，严把导向关；严格规范稿源，严禁使用非
规范特别是自媒体稿源；未经统㇐安排，严禁擅自转引境外
媒体报道；转发权威报道时不得歪曲新闻原意，搞“标题党”。
不得弹窗推送非规范稿源信息和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
管好跟帖评论。

第29天（2020年1月28日） 0
关于国际红十字会和白俄罗斯对我援助捐赠情况，暂不予以
报道。
关于明星艺人捐款，不炒作捐款数额。
世卫组织会议如有会议结果，请以新华社通稿为准。

关于今晚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再次在日内瓦就新型肺炎
疫情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讨论该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事，如需报道，㇐律采用新华社通稿
，不擅改标题，管好跟评，不自行报道、不评论、不转载外
媒报道。[

第32天（2020年1月31日） 0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报道确诊病例、死亡
病例情况时，要注意保护隐私、不点名道姓，尽量避免使用
患者真实照片和影像，可适当进行技术处理。要规范信息来
源，避免使用“医生认为”之类表述，尽量指出具体信息来源
。不使用“无法治愈”“致命”等标题，防止引起社会恐慌。

关于有效救治药物和方法的发布，由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
组（国家卫健委）统㇐归口，其他机构发布的相关信息㇐律
不做报道。

第34天（2020年2月2日） 0

第33天（2020年2月1日） 2

2

第30天（2020年1月29日） 2

第31天（2020年1月30日）



各部门要加强巡查清理涉疫情违法有害信息。对论坛、互动
版块等重点部位开展巡查，及时发现清理夸大疫情、攻击政
府等有害信息；要落实管理责任，增加关键词过滤等措施，
严防有害信息传播；防止因处置不当造成次生舆情；加强新
闻信息的内容审核，对涉及病毒疫情的相关新闻和评论加强
审核；对重点直播内容确保不出现涉病毒疫情负面信息。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报道，要严把导向关，有
关疫情报道要以权威部门消息为准。严格规范稿源，严禁违
规自采，严禁使用非规范稿源特别是自媒体稿源。未经统㇐
安排，严禁擅自转引境外媒体报道。转发权威报道时不得歪
曲新闻原意，搞“标题党”。不得弹窗推送非规范稿源信息、
未经核实的信息和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宣传报道：

1.关于外方援助我防控物资，要谨慎低调报道，特别是不渲
染我全球动员购买防控物资情况。

2.关于各地延长春节假期㇐事，可作简要报道，不集纳、不
比较、不关联炒作评论经济发展的影响。

3.不渲染评论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坚决防止借疫情唱衰
中国经济。

第35天（2020年2月3日） 3



第36天（2020年2月4日） 1 1、做好节目内容的排播排查工作，对有泛娱乐化倾向的娱乐
节目、广告等要加强把关、果断撤换，防止出现与整体氛围
明显不协调的内容。
2、针对近期有媒体转载不实网络消息出现虚假内容的问题，
请加强内容审查把关，严格执行分级审查制度。坚持首选本
台消息和节目源的原则，对外来消息源的使用务必坚持慎重
选择、反复核实、多维度鉴别的原则，确保真实准确。

关于人民解放军驰援武汉的报道中避免出现“军方”“捐赠”等不
当用词。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宣传报道，要把握好以下
事项：

1.关于外方援助我防控物资，要谨慎低调报道，特别是不渲
染我全球动员购买防控物资情况，防止对我在外采购工作造
成干扰。

2.关于各地延长春节假期㇐事，可作简要报道，不集纳、不
比较、不关联炒作评论经济发展的影响。

3.不渲染评论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坚决防止借疫情唱衰
中国经济。关于对股市情况的报道，严格按照之前要求执行
。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报道，要从维护防控疫情
工作大局出发，做到令行禁止。严把导向关，有关疫情报道
要以权威部门消息为准。严格规范稿源，严禁违规自采，严
禁使用非规范稿源特别是自媒体稿源。未经统㇐安排，严禁
擅自转引境外媒体报道。转发权威报道时不得歪曲新闻原意
，搞“标题党”。不得弹窗推送非规范稿源信息、未经核实的信
息和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不得出现涉湖北疫情防控工
作的异地舆论监督和负面报道。

5第37天（2020年2月5日）



不使用“军方”这㇐提法，可使用“人民解放军”或“军队”；军队
调拨物资不使用“捐赠”，可用“调拨”、“调配”、“援助”、“支援”
等。

关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药物研究进展情况，要严格规范
稿源，依据国家卫建部门发布的信息进行报道，报道中要说
明药物具体研发阶段，对于尚未投入临床使用的药物其疗效
要审慎把握。

在抗击疫情报道中，不要再使用“战争”这样的用词和表述。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报道：

1.以国家卫健委等权威部门发布消息为准，不得擅自发布未
经权威部门认定的猜测信息、专家观点、研究报告等。

2.严格规范稿源，只可使用权威媒体报道，严禁使用非规范
稿源特别是自媒体稿件。

3.未经统㇐安排，严禁擅自转引境外媒体报道。转发权威报
道时不得歪曲原意，搞“标题党”。

4.不得弹窗推送非规范稿源信息、未经核实信息和可能产生
负面影响的信息。

规范疫情报道词语，其他疫情严重的地区，不使用“第二个武
汉”的说法，各地支援湖北，不简称为“援鄂”。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去世㇐事，严格规范稿源，
严禁使用自媒体稿件擅自报道，不得弹窗PUSH，不评论、
不炒作。互动环节稳妥控制热度，不设话题，逐步撤出热搜
，严管有害信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去世㇐事，不报道。

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去世㇐事只允许转载央视电视报
道和央视新闻客户端内容。

第38天（2020年2月6日） 5

第39天（2020年2月7日） 7



早上央视新闻发的关于李文亮的热评文章，请暂勿转，等指
令。
有关元宵特别节目的各类宣传报道㇐律取消，元宵特别节目
要低调审慎处理。
提示：在各类报道中不使用“吹哨的人”这个概念。

1.关于外方为我抗击疫情捐助物资情况，请依据外交部对外
口径和新华社通稿把握，不对比、不解读、不炒作，避免形
成我抗疫依靠外方捐助的错误印象。 
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统㇐称谓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简称“新冠肺炎”，英文名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NCP”。

中央文明办近日发出《关于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有针对
性地开展精神文明教育的通知》，通知主要内容已公开报道
。请按照通知要求做好网上宣传引导工作，进㇐步加强疫情
防控知识宣传教育、弘扬共筑美好生活的时代新风、宣传疫
情防控工作先进典型、动员群众积极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

请对外国友好的支持抗疫的报道和民众理性、正义言论及时
进行转载、报道，并加大网上推送力度。

工作信息：2020年元宵节特别节目，1/3/4并机，今晚20:00
左右播出。另，将会根据联播播出时长来调整播出时间。 
以上为工作信息，勿上网外传，未接到指令勿预告。

提示：元宵节特别节目低调审慎处理，不必突出推荐，正常
播出即可。
元宵节特别节目如有宣推页面，请撤下。

第41天（2020年2月9日） 1 关于疫情报道，不主动报道有争议的话题，不回顾、不转发
此前有争议的话题。

第42天（2020年2月10日） 1 请对香港社会各界向内地捐助抗疫物资情况作好报道。

3第40天（2020年2月8日）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暂命名事
宜的通知》精神，自2月8日起，相关新闻报道中可将“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表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新冠肺炎”
。英文名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NCP”

此报道不准确，请撤下“钟南山领衔新论文：个别潜伏期最长
24天，不排除超级传播者”

新闻报道在出画面时候，不要过多的出现旗帜、横幅、标识
。
加强对当前价格形势的正面宣传解读，避免强化物价上涨预
期，不使用“创多年新高”“超预期上涨”“通胀抬头”等表述。及
时处置恶意炒作的有害信息。

涉及疫情防控的公益广告、公益宣传片，请注意: 
一些用语如攻坚战、主动战等表述与目前的提法不符（目前
提法：人民战争、阻击战、总体战）。另外，专家在提醒大
家不要自行服药时，使用“无药可治”的说法也是不妥的。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网上宣传报道请稳妥把握以下事项：

1.关于外方援助和华人华侨海外采购防控物资情况，要低调
报道，谨慎报道捐赠和采购数量，特别是不渲染我全球动员
购买防控物资情况，避免引起相关国家舆论反弹，对我在外
采购工作造成干扰。

2.关于支援湖北医疗队伍的报道不要过多出现旗帜、横幅及
标语等画面。

3.对生活困难群众特别是老年人群体捐款情况，要稳妥把握
，防止渲染放大引发次生舆情。

4.关于江苏多地发布通知劝返外来务工人员，当地政府正在
调整纠正，不再炒作。

第43天（2020年2月11日） 3

第44天（2020年2月12日） 3



涉及省委（计划单列市）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报道，㇐律以新
华社受权发布稿为准。新华社受权发布消息前，不得擅自发
布有关消息，炒作相关话题。

对于生活困难群众捐款捐物、殡仪馆工作人员支援武汉等不
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英文（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NCP”，报道中要注意大小写。

第46天（2020年2月14日） 1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宣传报道提示：

1、正面报道要实事求是，关照普通群众实际生活情况和真实
感受，把握报道分寸尺度，避免话说得太满，与实际情况不
符。

2、刊播反映抗击疫情的诗歌、歌曲等，要精准把握，避免出
现与社会氛围不协调的情况。

对参与援建武汉医院工人、运送防护物资生活物资司机、殡
葬行业人员等感染新冠肺炎情况不采访、不报道。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宣传报道，要把握好以下
事项：

1.在报道中要审慎吸纳网民二次元拟人化表达、饭圈话语逻
辑，避免过度娱乐化、戏谑化。

2.关于对参与援建武汉医院工人、运送防护物资生活物资司
机、殡葬行业人员等感染新冠肺炎情况不采访、不报道。

第47天（2020年2月15日） 2

3第45天（2020年2月13日）



第48天（2020年2月16日） 1 1、关于新冠肺炎治愈者捐献血浆情况的报道，需在卫健部门
统㇐安排下进行，并事先征得捐献者知情同意，防止引发捐
献者反感抵触情绪。

2、个别地方简单、教条执行外地返程人员防控措施，对此类
事件，要稳妥把握、淡化处理，防止引发地域歧视或不满情
绪。

3、稳妥谨慎把握弱势群体捐款捐物、医务人员放弃照顾家庭
等报道的力度和角度，防止渲染悲情、煽情。

提醒各部门注意，引以为戒：

2天之内，4家媒体，3大错误，都很低级 
https://mp.weixin.qq.com/s/xptPie5Twn9JyPz8RP0Wjw

请所有发稿部门务必传阅学习，从他人的差错中吸取经验教
训，加强审看把关，避免出错。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提示： 
1、及时反映广东“肺炎1号方”等各地有特色的中医治疗方法
和实际疗效，讲清楚其是临床用药而非预防用药，避免造成
误导；2、对于防控、治疗和科研中尚无定论或存在争议的问
题，原则上不作报道，确需报道的须说明存疑或争议现状，
不引用和报道尚未正式发表的科研成果；3、加强报道内容审
核把关，严格落实稿件三审三校制度，核实信源，确保报道
内容真实、合理，防止出现虚假不实信息，（如有媒体将山
东寿光某小区雪地图片冠以武汉某小区、大连某小区名号，
有媒体报道称出生20天的孩子问及妈妈去处，有媒体未经核
实刊播某院士被双规虚假信息）要引以为戒。

第49天（2020年2月17日） 3



查删：两部门：从严从重从快打击防控物资乱涨价行为 
http://news.cctv.com/2020/02/15/ARTIowtRW6lSEg5tKQCh
3vbz200215.shtml

近日，部分媒体因把关不严在疫情防控报道中出现了配图错
位、新闻事实混淆和发布不实信息等问题。特提示各部门要
引以为戒，加强内容校验和审核把关，转发其他媒体的消息
时要反复核实，确认无误。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提示：如报道民间拍摄的涉新冠肺炎
疫情的纪录片、短视频等，要对其导向、基调、内容加强把
关，稳妥把握。

上级总编室提示：近日，部分新媒体产品的标题和内容与当
前宣传氛围不相符，特别是某些系列产品的标题，在疫情防
控宣传报道期间容易引发不当联想。特提示相关新媒体平台
加强审核把关，应与电视端同㇐标准，同时，注意宣传报道
的“时度效”，保证新媒体产品内容稳妥，符合当前整体氛围
。

在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宣传报道中，对于医护人员为抗击疫情
父母病重无法照顾、流产后即奔赴㇐线，个别医院要求女性
医生护士吃黄体酮推迟生理期等情况，要稳妥把握、低调淡
化处理，防止引发负面舆情，请及时查删极端言论和负面有
害信息。

关于俄方对我公民采取入境限制措施，请低调处理，可作简
短事实性报道，不引申、不解读、不评论，不同其他国家采
取类似限制措施作对比，不同中俄关系与合作相关联，及时
处理负面信息。

1、关于春耕的报道，要精准把握画面和内容，不出现农民戴
着口罩在空旷田间插秧镜头。 
2、前期关于武汉方舱医院患者和医护人员跳舞的报道发挥了
很好作用，近期可不再安排报道，防止过度关注造成娱乐化
。

第51天（2020年2月19日） 2

第52天（2020年2月20日） 2

2第50天（2020年2月18日）



https://mp.weixin.qq.com/s/g8hw91NB8ZPIjWe1_YaeWA 
（CDT编者：链接为文章《【关注】疫情报道注意“四个避免
” 》） 供学习

关于湖北、山东、浙江个别监狱发生新冠肺炎感染㇐事，严
格规范稿源，淡化处理，若报道须以三省和司法部发布的信
息为准，不进行自采报道和评论，不制作误导性、煽动性标
题，加强跟帖评论管理，严防关联炒作，及时查删借机攻击
我体制机制的有害信息。

马来西亚拟限制所有中国公民入境㇐事，如马方正式宣布有
关措施，低调报道，不解读、不评论，不与特别外长会挂钩
，不转引外媒。及时处理负面信息。

关于涉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不再对相关数据使用“XX日连降”
等表述，防止抬高预期。

关于武汉封城㇐个月，原则上不作集中回顾性报道。

针对有关设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念日、纪念墙等各类建议
、倡议、呼吁，不作公开报道和评论。对极端负面信息和有
害言论及时清理查删。

关于武汉“封城一个月”事，未经统㇐安排，不作集中回顾性
报道，不突出“一个月”这㇐概念，严格规范稿源、严禁搞“标
题党”，确保传播秩序规范。

关于涉“新型肺炎疫情”相关报道及信息，要体现以正面宣传
为主的导向原则，不集纳负面敏感报道，不翻炒旧闻，严禁
使用非规范稿源特别是自媒体稿件，未经统㇐安排，严禁擅
自转引境外媒体报道，转发权威报道时不得歪曲原意，搞“标
题党”，不得弹窗推送未经核实信息和负面报道。

第55天（2020年2月23日） 0
不报道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在武汉开展的志愿服务关爱行动。

第54天（2020年2月22日） 3

第56天（2020年2月24日） 3

5第53天（2020年2月21日）



根据样本查删《新冠疫苗第1批已产生抗体，施㇐公的西湖大
学让人沸腾，中国速度》。

近期，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出现了行政区划隶属关系
错误的情况。如将辽宁“锦州北镇”错划入辽宁“盘锦”、将“湖南
娄底”错说为“湖北娄底”等。请在新闻报道中注意行政区划隶
属关系，确保准确。

第57天（2020年2月25日） 1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网上宣传请稳妥把握以下方面：

1.进㇐步规范报道用语，发布疫情数据严格依据国家卫健委
权威表述进行，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不加“
全国”一词。

2.关于深圳每日向香港捐赠10万口罩一事，不报道、不转载
、不评论。



第58天（2020年2月26日） 1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提示：

1、要稳妥把握外国新冠肺炎疫情及防控情况报道，不过多批
评调侃其“漏洞”“失误”，不与我国疫情防控措施进行简单比较
，不使用“抄作业”等说法，避免引发相关国家舆论反弹。

2、关于我对韩国、日本等国家采取必要入境防控检疫措施，
要严格按照外交部等权威部门表态进行报道。未经统㇐安排
不报道有关地方采取的管控措施，避免引发舆论炒作。报道
中不使用“一律禁止”“严防死守”“全面封闭”等绝对化、极端化
措辞和刺激性描述，杜绝博眼球的“标题党”行为。

3、关于景区、餐饮、商场等复工情况，要按照稳妥适度的原
则把握，不突出宣传、不集纳报道，引导公众理性出行，避
免大规模聚集。

4、关于新冠肺炎疫苗研发的报道，要进㇐步规范发稿流程，
严格依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科技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权威信息进行，不抢发未经证实的信息，不夸大渲染社会机
构研发的疫苗效果，不臆测疫苗应用前景，防止报道失实和
信息混乱。

有关疫情防控的各类新闻发布会报道，要规范稿源、准确报
道，不得断章取义、曲解原意，不得搞“标题党”，管好跟帖
评论。

请以此为样本，查删该不实信息，勿予转载。

4第59天（2020年2月27日）



1、关于中国向有关国家提供援助，注意不过度突出我物资援
助，不报道援助细节。 
2、多家媒体刊播治愈小患者向医护人员鞠躬图片，人物说明
内容不一。要严格规范采编流程，报道内容确保真实。

关于湖北武汉黄姓女子㇐事，不作自选动作，严格按规定报
道。
2.关于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在武汉开展的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关爱行动”，未经安排，暂不作报道。

新冠肺炎有效药物、中药方、疫苗等科研成果信息报道，规
范发稿流程，严格依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卫健委、科技
部等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进行，不抢发未经核实的信息，不
夸大渲染疗效。

第61天（2020年2月29日） 1 按照发改委和卫健委关于口罩选择和使用的指南，在通风条
件好的露天场所，相邻人员间保持适当距离，可以不佩戴口
罩。为引导各地各部门规范复工复产防护措施，报道湖北以
外地区春耕生产、室外空旷场地施工等情况时，在视频、照
片中不出现戴口罩的画面。

第62天（2020年3月1日） 1 1、对大数据分析的从武汉和湖北流出的人数及流向地区、密
切接触者数量、疫情态势预警的重点地区等易引发社会恐慌
的信息，未经安排不做报道。不使用“追踪”“定位”“位置”“轨迹
”“路径”等易引发争议的用语，不报道手机号码、姓名等个人
信息。 
2、关于外国疫情及防控情况报道，报道信息要准确、全面、
客观，不过多批评调侃有关国家防控措施的“漏洞”“失误”，不
与我国疫情防控措施进行简单比较，不使用“抄作业”等说法。

再次提醒：有关疫情防控的各类新闻发布会报道，要规范稿
源、准确报道，不得断章取义、曲解原意，不得搞“标题党”
，管好跟帖评论。

第60天（2020年2月28日） 2

第63天（2020年3月2日） 6



中央多部门联合调查组和北京、湖北将于今日发布武汉女子
监狱刑满释放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离汉进京事件调查结果。如
报道，要依据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不集纳、不炒作、不评
论.

针对北京通报“黄某英离汉到京事件”调查结果，加大清理攻击
党和政府，涉及公安机关的负面评论。

对女子离汉抵京事件调查结果涉及北京的消息，规范稿源、
不链接旧闻、清理负面评论。

关于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原则上不做舆论监督报道。

关于涉韩国等周边国家来华人员入境管控措施报道，严格按
外交部等权威部门信息进行，客观报道韩国疫情现状及韩方
抗击疫情努力，避免批评甚至贬损韩政府或民众应对不力；
稳妥报道我有关地方对自韩入境人员采取的限制措施，不将
双方针对对方入境人员管控措施作对比，强调有关规定系我
地方政府落实属地责任，立足本地疫情形势及防控需要采取
的适当必要措施，对中外公民㇐视同仁。及时查删“韩来华人
员数量激增”“韩民众纷纷到中国避难”等不实信息。日本等周
边国家疫情的报道，可参照上述要求执行。

1、不转载不引用外媒涉疆敏感问题评论

2、不转发不炒作俄罗斯疫情防控失实报道

3、加强对涉南海相关地图、地名表述及标识的审查

2第64天（2020年3月3日）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提示：

（1）关于我国政府将协调商业包机接回在伊朗中国籍公民㇐
事，要低调处理，可作简短事实性报道，不引申、不解读、
不评论，不转载外媒报道，不与中伊关系和合作相关联，不
出现“撤侨”表述。接回的中国籍公民在国内的安置情况，如
报道，要依据有关省份和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进行，不引用
未经证实的网上信息，未经统㇐安排不采访被接回的个人及
亲友。

（2）关于“外地援助湖北蔬菜遭丢弃浪费”等网上信息，原则
上不做公开报道。

（3）关于福利院、养老院、精神病院等新冠肺炎病亡人数，
如报道，要依据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进行，不引用社会机构
、境外组织发布的数据和网上流传的消息。

（4）近日，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将分批接回在湖北的港澳人
士，对内不作报道，对境外报道根据统㇐部署进行。

关于中央政法委牵头的调查组对山东省任城监狱疫情事件进
行全面调查及调查结论、责任人处理等情况，如报道要按照
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山东省权威信息准确报道，不渲染炒
作，如刊发评论要支持依法调查处理，不制作误导性、煽动
性标题。

涉及阿丘的请各位再排查下
涉及阿丘的历史图文稿 请大家各自认领下

排查下 回复看看集合页是否都要删除

尤其是新闻的同事 @新闻社区

关于我公民在海外被采取隔离措施，如报道，要依据权威部
门发布的消息，或及时向外交部和我驻外使领馆核实，不引
用外媒报道或网上流传的信息。

第65天（2020年3月4日） 4



《武汉㇐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后死亡》转发此稿的部门，请马
上撤稿！
关于我拟派包机接返部分在伊朗中国公民的报道，请低调处
理，可作简短事实性报道，不引申、不解读、不评论，不转
载外媒报道。

今天（3月5日）上午三部委发布的表彰暂不报道。

报道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情况时，不报道新疆组织维吾尔族
等少数民族到内地工作就业情况。

关于从伊朗接回的中国公民确诊病例㇐事，如报道要以权威
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不突出患者少数民族身份，不评论、
不炒作、不渲染，防止引发社会恐慌。

关于从伊朗接回的中国公民确诊病例㇐事，如报道要以权威
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不突出患者少数民族身份，不评论、
不炒作、不渲染，防止引发社会恐慌。及时清理查删极端负
面言论。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宣传报道，要把握好以下
事项：

1.关于我对外援助口罩㇐事，未经统㇐安排不作报道，防止
引发次生舆情。

2.关于海关对入境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的具体数据，未经统㇐
安排不作报道。
对上午长江日报刊发的“感恩教育”一文，不转载不评论不报道
，已刊用的立即撤稿。

第68天（2020年3月7日） 3

2

第66天（2020年3月5日） 5

第67天（2020年3月6日）



一、对新冠肺炎药物以及疫苗等报道要以权威部门发布的信
息为准、务必严谨规范、不过度解读，避免误导公众。涉及
新冠病毒变异、对人体危害等内容，要稳妥把握，征求权威
部门意见，防止造成社会恐慌。 
二、关于日本感染新冠肺炎人数，道要严谨规范，“钻石公主
”号邮轮的乘客和乘务人员感染人数不计入日本累计确诊病例
数。

有关福建泉州一快捷酒店发生坍塌㇐事，如报道，要以权威
门发布的信息为准，低调淡化处理，不渲染炒作，不以疫情
防控工作相关联，不转载境外媒体信息，不派记者采访，不
刊播现场血腥画面和视频

第69天（2020年3月8日） 1 对于未经科技部、卫健委等权威部门认可的药物疗效、疫苗
进展、病毒来源、传播途径、检测试剂等方面阶段性进展，
不作报道。对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业、有关专家自行提
供的科研成果信息，尤其是疫苗临床实验预期应用时间、检
测试剂的检测时间、病毒传播渠道与机制、病毒溯源和中间
宿主、病患遗体解剖检测等方面内容要慎重把握，拿不准的
及时联系科技部、卫健委等部门新闻办核实。要加强涉科研
攻关成果发布的审核把关，不转载未经核实的信息或可能引
发争议的信息，不制作误导性标题，不随意使用“首次”“第一
次”“重大突破”“国际领先”等说法。

关于各地援助湖北人员返回原地的报道，要与当前全民抗疫
总体氛围相㇐致，不出现鲜花、蛋糕等画面。

关于境外输入病例情况，要依据权威信息进行报道，不简单
指责、批评、抱怨。
关于境外疫情防控情况，要把握好基调，突发疫情是全人类
面对的共同挑战，各国之间应加强合作、携手应对，坚决杜
绝挑起对立、幸灾乐祸、讥笑怒骂等苗头倾向，在新媒体上
的标题制作更要防止授人以柄、惹人反感。

第70天（2020年3月9日） 5



1、关于俄罗斯、伊朗涉新冠肺炎疫情报道，请根据官方表态
稳妥把握有关报道，不报道、不转载未经证实的消息。 
2、关于几内亚大选，请慎引外媒。

有关疫情防控的各类新闻发布会报道，要规范稿源、准确报
道，不得断章取义、曲解原意，不得搞“标题党”，管好跟帖
评论。

关于多地商户聚集要求减免租金㇐事，㇐律不报道、不评论
、不转发。
涉发哨人，此类报道不上首页，如有请撤下。

参考链接： 伟大的发哨人！应该被接见。 
https://www.toutiao.com/i1660753158812676/ 
病毒最初被发现时，她才是发哨人！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60752612649836777 
《人物》杂志今天报道了㇐个发哨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
科主任艾芬。截了下文章导语。 
https://www.toutiao.com/i1660744486232078/ 
吹哨子的人：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
不会有这㇐天

http://www.yyrw.org.cn/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5&id=
2256&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135]

关于我国政府协调商业包机从伊朗等疫情严重国家接回中国
公民一事，除有统㇐安排的指令外，㇐律不作采访报道。

9第71天（2020年3月10日）



教育部将于近日印发《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做好2020年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有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如
报道要以权威信息为准，不质疑新的考试组织方式，对有关
中介辅导机构的意见观点稳妥把握，拿不准的征求教育部门
意见，防止不实偏激报道误导公众。

3月11日播出的《长江新闻号》首播整版新闻和单条新闻《中
央指导组：同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并肩战斗坚决打赢湖北保
卫战武汉保卫战》不上网。

针对北京疾控中心通报郑州确诊病例郭某及英国输入病例李
某的情况，清理涉及我市疫情防控政策的有害信息。

1、对医务人员报道务必平实，不拔高不抒情，可关注90后，
00后等群体的表现。 2、不要涉及医护人员负面的报道。

1.报道外省市经北京中转的入境病例，要淡化入境者“经北京”
“在北京中转”等字眼，不在标题和导语中出现，不使用“首都
保卫战”“北京保卫战”的提法，报道要依据权威信息进行，全
面准确反映北京海关的防控措施。 
2.在境外疫情防控相关报道中要规范用词，使用“境外输入”提
法，不要使用“回流”“倒灌”提法。

对于未经科技部、卫健委等权威部门认可的药物疗效、疫苗
进展、病毒来源、传播途径、检测试剂等方面阶段性进展，
不作报道。对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业、有关专家自行提
供的科研成果信息，尤其是疫苗临床实验预期应用时间、检
测试剂的检测时间、病毒传播渠道与机制、病毒溯源和中间
宿主、病患遗体解剖检测等方面内容要慎重把握，拿不准的
及时联系科技部、卫健委等部门新闻办核实。对于新冠病毒
变异、对人体危害等内容的报道，要稳妥把握，防止造成社
会恐慌。

第72天（2020年3月11日）



第73天（2020年3月12日）
第74天（2020年3月13日）
第75天（2020年3月14日）
第76天（2020年3月15日）
第77天（2020年3月16日）
第78天（2020年3月17日）
第79天（2020年3月18日）
第80天（2020年3月19日）
第81天（2020年3月20日）
第82天（2020年3月21日）
第83天（2020年3月22日）
第84天（2020年3月23日）
第85天（2020年3月24日）
第86天（2020年3月25日）
第87天（2020年3月26日）
第88天（2020年3月27日）
第89天（2020年3月28日）
第90天（2020年3月29日）
第91天（2020年3月30日）
第92天（2020年3月31日）
第93天（2020年4月1日）
第94天（2020年4月2日）
第95天（2020年4月3日）
第96天（2020年4月4日）
第97天（2020年4月5日）
第98天（2020年4月6日）
第99天（2020年4月7日）
第100天（2020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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