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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政办„2022‟9 号 

 

 

舒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 
《舒城县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万佛湖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直属

事业单位： 

《舒城县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奖励办法》业经十八届县政府第

2 次常务会议审议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2 年 4 月 15 日 



 — 2 — 

舒城县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调动广大文

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我县文艺出精品、出人才、出

效益，加快打造书香文化之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共安徽省委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

实施意见》和六安市、舒城县关于繁荣文艺发展的指导意见精神，

对原《舒城县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奖励办法》进行修订。 

第二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按照本办法奖励： 

（一）以个人或团体名义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必须为拥有

舒城县户籍的自然人、团体或在舒城县境内从事文艺推广、创作

的人员。以机关、企事业单位名义编写或创作的作品，不在奖励

之列。 

（二）凡参与申报的作品，必须作者独立或作为第一作品出

品方创作生产，并拥有作品版权、评奖申报权和奖项荣誉权。 

（三）获奖作品内容：弘扬主旋律，讴歌党、讴歌祖国、讴

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作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作

品；反映舒城风土民情、经济社会发展的作品；以舒城的历史文

化或现实生活为题材，以发生在舒城的事件、人物为主线索，有

鲜明舒城地域特色的作品。 

第三条  特别奖励（获奖申报的自然人必须拥有三年以上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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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县户籍，奖励细则见附件） 

（一）一类文艺奖项。 

综合类：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文学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艺术类：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中国戏剧奖、中国音

乐金钟奖、中国美术奖金奖、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中国书法

兰亭奖金奖、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舞蹈荷花奖。 

广播影视类：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大

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视金鹰奖。 

（二）二类文艺奖项。 

文学类：“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冰心散文奖。 

艺术类：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群星奖、动漫奖）、中国美

术奖（银奖、铜奖）、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文学奖、新人奖）、

中国书法兰亭奖（银奖、铜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杂技

金菊奖。 

广播影视类：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广播电视节目奖、上海电视

节白玉兰奖；在国际A类电影节中入围竞赛单元或主要展映单元、

获得奖项的。 

（三）三类文艺奖项。 

综合类：安徽省、六安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安徽省群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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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类：入选国家重大主题文学创作工程。 

艺术类：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

览、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国国际摄影

艺术展览、全国版画作品展、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全国架上

连环画展、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国家重大主题文艺创作工程。 

其他：在一类文艺奖项评选中入围决赛或获得提名奖的文艺

作品和个人。 

（四）舒城县网络文艺作品和新媒体账号奖励扶持标准。 

第四条  常规奖励扶持范围 

在国家级、省级、市级（国家级、省级专指国家、省级党委、

政府、人大、政协、宣传、文化、教育、文联部门及其国家、省

文联直属一级文艺家协会，市级专指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

政协、市委宣传部、市文联）面向社会公开主办或承办（市文联

单独举办）的文艺活动中获奖（入展、参演）的文艺作品以及在

国家级、省级特定刊物、媒体上发表的文艺作品。奖励分为国家

级、省级、市级三级，其级别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级别决定。

荣誉证书、发表作品证明须由主办单位或承办单位盖章。奖励不

包括系统内、非公开性、学术研讨、入围作品、艺考、收藏以及

非文联暨直属一级文艺家协会主办、承办、协办的文艺活动中获

奖（入展、参演）的文艺作品 。 

（一）单项类标准。 

国家级：一等奖 15000 元、二等奖 12000 元、三等奖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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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优秀奖 8000 元；省级：一等奖 8000 元、二等奖 6000 元、三

等奖 4000 元、优秀奖 2000 元；市级：一等奖 2000 元、二等奖

1500 元、三等奖 1000 元、优秀奖 500 元。书画、摄影、戏曲等

获得参展、参演的作品按二等奖标准奖励。国家级、省级特等奖

按同级一等奖增加 1000 元的标准给予奖励。（未设名次奖，按照

同类别的二等奖奖励）。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文联单项表彰的

分别奖励 5000 元、3000 元、500 元。 

（二）作品类标准。 

国家级党报党刊、期刊：《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求是》、《半月谈》、

《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发表的文艺作品，一次性奖励：

大众类题材作品，每件奖励 2000 元；舒城类题材作品，每件奖励

4000 元。 

安徽省级党报党刊、期刊：《安徽日报》、《江淮》发表文艺

作品，一次性奖励：大众类题材作品，每件奖励 1500 元；舒城类

题材作品，每件奖励 3000 元；在安徽省级期刊：《清明》、《安徽

文学》、《传奇〃传记文学选刊》、《诗歌月刊》、《艺术界》发表的

文艺作品，一次性奖励：大众类题材作品，每件奖励 1000 元；舒

城类题材作品，每件奖励 2000 元； 

 在非上面报纸、期刊杂志以及国家级、省级面向社会公开

主办或承办的文艺活动中发表、参加的文艺作品给予以下奖励： 

国家级：大众类题材作品每件奖励 500 元，舒城类题材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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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每件奖励 1000 元；省级：大众类题材作品每件奖励 300 元，舒

城类题材作品每件奖励 600 元。  

（三）集体类标准。 

参加演出的集体类作品（3 人以上，不含 3 人），奖励标准由

评委会根据规模、级别、影响力给予奖励，标准为同类型个人奖

的 1—5 倍。 

（四）红色、廉政文艺作品标准。 

鼓励、支持、倡导创作红色、廉政文艺作品，奖励标准为上

级有明文规定的，执行上级标准；上级无明文规定的，按本办法

相应标准的 120%奖励。 

第五条  鼓励文艺工作者申报、加入文联直属一级文艺家协

会并给予奖励（中国文联一级文艺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

戏剧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

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杂技家协会、中国电视

艺术家协会、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省级以此类推。不包括文艺

志愿者协会）。加入国家一级文艺家协会中的中国作家协会，一次

性奖励 50000 元，其他国家一级协会一次性奖励 30000 元；加入

省一级文艺家协会，一次性奖励 10000 元；每人在国家级、省级

取得相应文艺家协会会员资格只奖励一次。 

第六条  鼓励县内文艺家创作并出版具有正能量文艺书籍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书号，不包括职务类和公务类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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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书籍），以舒城为题材的且每部作品：三十万字以上的每部

书籍奖励 50000 元；二十万字以上三十万字以下的每部书籍奖励

40000 元；二十万字以下的每部书籍奖励 30000 元；大众题材的

作品每部作品：三十万字以上的每部书籍奖励 40000 元；二十万

字以上三十万字以下的每部书籍奖励 30000 元；二十万字以下奖

励 20000 元。其他文艺类的书籍：书法、美术、音乐、舞蹈、摄

影等出版的书籍每部奖励 20000 元。对县外文艺家创作以舒城题

材为主书籍，经评委会认定后可参照标准奖励。 

第七条 《舒城县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奖励办法》属于政府性

质的奖励，具体由县文联负责实施。每年度评奖时，成立专门的

评委会，负责实施本办法的日常工作。 

第八条  《舒城县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奖励办法》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每年兑现一次，对上一年度作品受理的时间

为次年的第三季度；评审、公示无异后于第四季度兑现奖励。 

第九条  符合申请文艺创作奖励条件的人员，持申报作品有

效获奖文件、证书、资料，身份证明等材料，向县文联提出申请。 

第十条  凡获得我县文艺创作奖励资金的作品，我县享有优

先使用权。 

第十一条  各乡镇、开发区、万佛湖管委会、县直各单位应

积极支持本地本单位的文联或文艺专业团体开展文艺活动，鼓励

制定适合本地本单位的奖励办法。 

第十二条  对违法、违纪、违规和违反意识形态规定、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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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不按要求参加文化惠民艺活动的获奖文艺爱好者和艺术

团体，经核实认定后取消奖励资格或不予经费支持。如奖金发放

后发现存在伪造获奖证明的，县文联将按规定收回奖金。情节严

重的，由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三条  本奖励资金列入县财政预算。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舒城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负责解释，自

印发之日起实施。（2020 年、2021 年奖励政策按照此办法实施）。

原《舒城县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奖励办法》（舒政办„2019‟14 号）

同时废止。 

 

附件：舒城县文艺特别奖励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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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舒城县文艺特别奖励扶持细则 

主办单位 奖项名称 子（分）项 
首获奖

励标准 

再获奖

励标准 

中宣部（国家 

电影局） 

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 

电影、电视剧 150万 100万 

戏剧 100万 

歌曲 20万 

图书 60万 40万 

广播剧 50万 30万 

中国电影华表奖 
优秀故事片 150万 100万 

其他单项 20万 

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文

化艺术

政府奖 

文华奖 
文华大奖 100万 80万 

文华表演奖 50万 30万 

群星奖 20万 

动漫奖 40万 

国家广电总局 

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优秀电视剧奖 120万 100万 

其他单项 20万 

中国广

播电视

大奖 

广播电视 

节目奖 

专题类、广播

剧类、广播 

文艺类 

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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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奖项名称 子（分）项 
首获奖

励标准 

再获奖

励标准 

中国文联 

中国戏剧奖 
梅花表演奖 100万 80万 

曹禺剧本奖 50万 30万 

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影片 150万 100万 

优秀影片 70万 50万 

其他单项 20万 

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故事片 150万 100万 

其他最佳影片 70万 50万 

其他单项 20万 

中国音乐金钟奖 声乐、器乐 30万 20万 

中国美术奖 

金奖 20万 

银奖 15万 

铜奖 10万 

中国曲艺牡丹奖 
表演奖 50万 30万 

其他单项 20万 

中国书法兰亭奖 

金奖 20万 

银奖 15万 

铜奖 10万 

中国杂技金菊奖 3个子项 50万 

中国摄影金像奖 4个子项 20万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4个子项 20万 

中国电视金鹰奖 

最佳电视剧 150万 100万 

优秀电视剧 40万 30万 

其他单项 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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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奖项名称 子（分）项 
首获奖

励标准 

再获奖

励标准 

中国舞蹈荷花奖 
舞剧 100万 80万 

舞蹈 20万 

中国作协 

茅盾文学奖 150万 100万 

鲁迅文学奖 7个子项 80万 50万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20万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创作“骏马奖” 
6个子项 20万 

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 

“啄木鸟杯”中国 

文艺评论年度推优 
优秀作品 5万 

中国散文学会 冰心散文奖 2个子项 5万 

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 

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奖 

最佳中国 

电视剧 
50万 

其他单项 10万 

上海市文联 
上海白玉兰戏剧 

表演艺术奖 

主角奖 10万 

其他奖项 5万 

中国文联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届展） 
入选作品 3万 

全国书法篆刻作品 

展览（届展） 
入展作品 3万 

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届展） 
入选作品 3万 

中国摄协 
中国国际摄影艺术 

展览（届展） 
入展作品 3万 

中国文联 

中国作协 

重大主题文学（文艺）

创作工程（届展） 
入选作品 3万 



 — 12 — 

主办单位 奖项名称 子（分）项 
首获奖

励标准 

再获奖

励标准 

中国美协 

全国版画作品展 

（届展） 
入选作品 3万 

全国青年美术作品 

展览（届展） 
入选作品 3万 

全国架上连环画展

（届展） 
入选作品 3万 

安徽省 

人民政府 

安徽省政府社科奖

（文学类、艺术类） 

一等奖 3万 

二等奖 2万 

三等奖 1万 

中共安徽省委

宣传部 

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 

按奖励资金的1：1的标准 

予以奖励 

安徽省文化和

旅游厅 
安徽省群星奖 3万 

安徽省广播 

电视局 

安徽广播电视 

文艺奖 

一等奖 1.5万 

二等奖 1万 

三等奖 0.5万 

中共六安 

市委宣传部 

六安市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 

按奖励资金的1：1的标准 

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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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县网络文艺作品和新媒体账号 
奖励扶持标准 

 

1．对以文学、戏剧、影视、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

影、曲艺等形式宣传推广舒城品牌文化的网络文艺作品，根据主

要传播力指标，择优给予一定奖励扶持： 

对微信公众平台阅读量达到 1 万+的，经综合考虑阅读量和

发布媒体级别，每年评选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3 个、三等奖 5 个，

分别给予 1 万元、5000 元、1000 元奖励扶持。 

对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点赞量达到 3 万+的，经综合考

虑阅读量和发布媒体级别，每年评选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3 个、

三等奖 5 个，分别给予 1 万元、5000 元、1000 元奖励扶持。 

对在多平台传播的，仅选取其中一个平台的传播力指标。获

奖作品制作人连续两年申报的，其第二年申报作品阅读量原则上

需较第一年增加 30%以上。 

2．对以文学、戏剧、影视、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

影、曲艺等网络文艺作品为主、宣传推广舒城品牌文化的新媒体

账号，根据主要影响力指标，择优给予一定奖励扶持： 

对微信公众号关注用户数达到 3 万以上的，经评选，关注用

户数前 2 名，给予每个 1 万元奖励扶持；第 3—7 名，给予每个

5000 元奖励扶持；优秀账号不超过 10 个，给予每个 1000 元奖励

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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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抖音、快手、头条等平台账号，关注用户数达到 10 万以

上的，经评选，关注用户数前 2 名，给予每个 1 万元奖励扶持；

第 3—7 名，给予每个 5000 元奖励扶持；优秀账号不超过 10 个，

给予每个 1000 元奖励扶持。 

对已获得奖励扶持、再次申报的新媒体账号，其关注用户数

应当较上次奖励扶持时增长 30%以上。 

3．对网络平台上发表或播出、宣传推广舒城，并在全国范

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网络文学、电影和电视剧作品，择优按照“一

事一议”的原则，给予不超过 5 万元奖励扶持。 

以上作品和新媒体账号，应当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坚

持正确导向，如发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等问题，

取消奖励扶持资格。 

 

 

 

 

 

 

 

 

抄送：县委有关部门，县人大办、政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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