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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全国网络节目主持人职业素养能力培训 

考试大纲 

（第 1 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国网络节目主持人职业素养能力培训考试管理，做好全国网络节目主持

人职业素养能力培训考试工作，制定本大纲。 

第二条 本大纲是全国网络节目主持人职业素养能力培训考试命题的依据，供考生备考时

参考。 

第三条：考试内容《全国网络节目主持人职业素养能力培训考试》 

第二章 考试规则 

第四条  《全国网络节目主持人职业素养能力培训考试》重点考察考生的知识面和综合素

质，要求考生了解所列知识点。  

第五条 综合知识考试时间、考试方式和试题类型：   

（一）考试时间为 100 分钟。  

（二）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满分为 100 分。  

（四）试题类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和主观题。 

第六条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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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项选择题 

所有题均为单选题，每题 4 个选项，只有一个选项是正确答案，选对得分，选错扣分。 

（二） 多项选择题 

所有题均为多选题，每题 4 个选项，有多项备选答案是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全部选对得

分，少选、多选、错选、不选均不得分。 

（三） 判断题 

所有题均为判断题，答“对”“错”或者“×”“√”均可，其余答案均不给分，答案正确

得分，答案错误扣分。 

（四） 主观题 

简答题：（每题）答案完整，概念清晰，书写整洁，得 5 分；答案不完整，书写不整洁，

扣 2-4 分；不正确，不填写 0 分。 

材料分析题： 

原则：1、答题方向正确、分条罗列、字迹美观、行文逻辑清晰。 

2、根据标准答案踩点给分。如果答案的点大于 5 点，只要答对 5 点，且每点内容饱满（相

应的扩充，对每一点进行解释等）给满分。如果所答点都对，内容不饱满，则酌情扣分；

如果每少答一点或答错一点，则酌情扣分；不正确，不填写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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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考试综合知识点 

第七条 综合知识内容包括： 

一、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相关知识 

《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建立健全网络直播服务监管工作机制。

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应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开展业务，不得利用直播服务制作、复制、发

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记

录直播服务使用者发布内容和日志信息并保存一定期限。 

二、关于网络视听行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

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2-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

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 24 个字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

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

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2-3 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融入制度建设和治理工

作中，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最

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创新社会治理，完善激励机制，褒奖善行义举，实现治理效能与道

德提升相互促进，形成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正向效应。完善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

守则、行业规范，强化规章制度实施力度，在日常治理中鲜明彰显社会主流价值，使正确

行为得到鼓励、错误行为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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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不断增强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全社会全面

深化改革的意志和决心。 

2-5 新闻媒体要发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

为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日常形势宣传、成就宣传、

主题宣传、典型宣传、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中，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不断巩固壮大

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 

2-6 注重发挥校园文化的熏陶作用，加强学校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建设，完善校园

文化活动设施，重视校园人文环境培育和周边环境整治，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

征、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2-7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精品网络化传播，创作适于新兴媒体传播、格

调健康的网络文化作品。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对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推进

网络法制建设，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整治网络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打击网络谣言和

违法犯罪，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2-8 发挥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一切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

都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积极人生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提升

文化产品的思想品格和艺术品位，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弘扬真善

美，贬斥假恶丑。加强对新型文化业态、文化样式的引导，让不同类型文化产品都成为弘

扬社会主流价值的生动载体。加大对优秀文化产品的推广力度，开展优秀文化产品展演展

映展播活动、经典作品阅读观看活动。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坚持文艺评论评奖的正确

价值取向。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均等优质的文化产品，开展多姿多彩的文化活

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9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上传播阵地。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形势，善于运用

网络传播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用正面

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发挥主要商业网站建设性作用，形成良好的网上舆论环

境，集聚网上舆论引导合力。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对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

推进网络法制建设，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整治网络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打击网络谣

言和违法犯罪，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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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深化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实践

活动. 以相互关爱、服务社会为主题，围绕扶贫济困、应急救援、大型活动、环境保护等

方面，围绕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困难职工、残疾人等群体，组织开展各类形式的志

愿服务活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 

2-11 运用公益广告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引领文明风尚。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

强公益广告的选题规划和内容创意，形成公益广告传播先进文化、传扬新风正气的强大声

势。加大公益广告刊播力度，广播电视、报纸期刊要拿出黄金时段、重要版面和显著位

置，持续刊播公益广告。互联网和手机媒体要发挥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优势，运用多种

方式扩大公益广告的影响力。社会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要在适当位置悬挂张贴公益广

告。各类公益广告要注重导向鲜明、富有内涵、引人向上，注重形式多样、品位高雅、创

意新颖，体现时代感厚重感，增强传播力感染力。 

三、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 

3-1 本通则所称内容审核，是指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相关单位在播出网络视听节

目前，对拟播出的视听节目作品和用于宣传、介绍作品等目的而制作的图文及视频内容的

审核。具体审核要素包括： 

（一）政治导向、价值导向和审美导向； 

（二）情节、画面、台词、歌曲、音效、人物、字幕等。 

3-2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相关单位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

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努力传播体现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

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作为表现的主体，展示奋斗人生，刻画

最美人物，反映人民心声，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歌唱祖国、赞美

英雄、讴歌时代，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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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以现实题材为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记录时代发展和社会

进步； 

（四）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史为鉴、传承文明，激励中华儿女自尊、自

信、自强。深入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

念； 

（五）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牢记社会责任，持续颂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

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 

（六）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传播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

市场上受到欢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 

（八）牢固树立精品意识，下大力气提升品质，提高原创能力，努力传播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在剧情设计上要弘扬正气、伸张正义，传播真善美、鞭

笞假恶丑，体现积善成德、明德惟馨的道德导向。 

3-3 网络视听节目中含有下列内容或情节的，应予以剪截、删除后播出；问题严重

的，整个节目不得播出： 

(一）不符合国情和社会制度，有损国家形象，危害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1.贬损国家形象、国家制度和方针政策； 

2.贬损、恶搞、损害革命领袖、英雄人物的形象、名誉； 

3.损害人民军队、武装警察、国安、公安、司法人员等特定职业、群体，以及社会组

织、团体的公众形象； 

4.宣扬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渲染、夸大社会问题，过分表现、展

示社会阴暗面； 

5.贬低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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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反面角色为主要表现对象，或为反动的、落后的、邪恶的、非法的社会势力、社

会组织和人物立传、歌功颂德，着重表现其积极的一面； 

7.宣扬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对外的武力征服； 

8.宣扬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台词、称谓、画面等； 

9.脱离国情，缺乏基本的现实生活依据，宣扬奢华生活等。 

（二）有损民族团结： 

1.含有伤害民族感情的情节、台词、称谓、人物形象、画面、音效等； 

2.对独特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猎奇渲染，甚至丑化侮辱； 

3.表现伤害民族感情的民族战争、历史事件； 

4.将历史上民族间的征伐表现成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等。 

（三）违背国家宗教政策： 

1.宣扬宗教极端主义和邪教； 

2.不恰当地比较不同宗教、教派的优劣，可能引发宗教、教派之间矛盾和冲突； 

3.过多展示和宣扬宗教教义、教规、仪式等内容； 

4.歪曲、诋毁或歧视宗教观念、宗教信仰和宗教称谓； 

5.对宗教内容戏说和调侃等。 

（四）宣扬封建迷信，违背科学精神： 

1.宣扬灵魂附体、转世轮回、巫术作法等封建迷信思想； 

2.宣扬愚昧、邪恶、怪诞等封建文化糟粕。 

（五）渲染恐怖暴力，展示丑恶行为，甚至可能诱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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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渲染暴力、凶杀，表现黑恶势力的猖狂； 

2.细致展现凶暴、残酷的犯罪过程，及肉体、精神虐待； 

3.暴露侦查手段、侦破细节，可诱导罪犯掌握反侦查手段； 

4.表现离奇、怪诞的犯罪案件； 

5.对真假、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模糊不清，混淆正义与非正义的基本界限； 

6.详细展示吸毒、酗酒、赌博等不良行为； 

7.展现过度的惊悚恐怖、生理痛苦、歇斯底里，造成强烈感官、精神刺激并可致人身

心不适的画面、台词、音乐及音效等； 

8.为宣扬以暴制暴，宣扬极端的复仇心理和行为。 

（六）渲染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趣味： 

1.具体展现卖淫、嫖娼、淫乱、强奸、自慰等情节； 

2.表现和展示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如乱伦、同性恋、性变态、性侵犯、性虐待

及性暴力等； 

3.展示和宣扬不健康的婚恋观和婚恋状态，如婚外恋、一夜情、性自由、换妻等； 

4.较长时间或较多给人以感官刺激的床上镜头、接吻、爱抚、淋浴，及类似的与性行

为有关的间接表现或暗示； 

5.有明显的性挑逗、性骚扰、性侮辱或类似效果的画面、台词、音乐及音效等； 

6.展示男女性器官，或仅用肢体掩盖或用很小的遮盖物掩盖人体等隐秘部位及衣着过

分暴露等； 

7.含有未成年人不宜接受的涉性画面、台词、音乐、音效等； 

8.使用粗俗语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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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以成人电影、情色电影、三级片、偷拍、走光、露点及各种挑逗性文字或图片作为

视频节目标题、分类或宣传推广。 

（七）侮辱或者诽谤他人： 

1.损害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他真实人物的形象、名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2.贬损他人的职业身份、社会地位或身体特征。 

（八）歪曲贬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1.渲染、夸大或集中展示民族愚昧或社会落后方面； 

2.违背基本史实，为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翻案”，或为尚存争议的历史

人物、历史事件“正名”； 

3.篡改名著，歪曲原著的精神实质； 

4.违背基本的历史常识，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任意曲解历史，不尊重人类文明、他

国文明和风俗习惯等； 

5.对历史尤其是革命历史进行过度娱乐和游戏式表现。 

（九）危害社会公德，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的： 

1.以恶搞方式描绘重大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恐怖事件、战争等灾难场面； 

2.以肯定、赞许的基调或引入模仿的方式表现打架斗殴、羞辱他人、污言秽语等； 

3.表现未成年人早恋、抽烟酗酒、打架斗殴、滥用毒品等不良行为； 

4.违反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吸烟镜头和吸烟场景； 

5.人物造型过分夸张怪异，对未成年人有不良影响； 

6.展示未成年人或者未成年人形象的动画、动漫人物的性行为等； 

7.含有其他有违社会公德的不文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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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1.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公开展示某专项工作的内部制度、程序； 

2.可能引发国际纠纷或造成不良国际影响； 

3.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滥用、错用特定标识、呼号、称谓、用语； 

4.节目中的产品和服务信息植入违反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有关规定； 

5.破坏生态环境，虐待动物，捕杀、食用国家保护类动物的内容； 

6.侵犯个人隐私内容； 

7.以抄袭、剽窃或未经许可翻拍等方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节目； 

8.从事损害我国国家尊严、荣誉和利益，危害社会稳定，伤害民族感情等活动的组织

和个人制作或参与制作的节目； 

9.其他有违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内容。 

3-4 不得宣扬不良的家庭观、婚恋观、金钱观 

3-5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尽量减少未成年人参与，对少数有未成年人参与的节目要坚

决杜绝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的不良倾向以及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现象。 

3-6 专业类网络视听节目除符合前款网络视听节目的总体要求外，还不得含有以下内

容： 

（一）以道听途说的信息为话题，进行主观臆测的讨论、评论的； 

（二）以调侃严肃话题为主要内容的； 

（三）围绕易引发争议的负面话题进行讨论、评论的； （四）以宣扬明星炫富享乐为

主要话题的； 

（五）以炒作绯闻丑闻隐私劣迹为主要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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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展示危险程度高、恶意整人、易被青少年模仿的游戏项目的； 

（七）诱导未成年人谈论名利、情爱等话题，诱导未成年人现场拉票、盘问未成年人

失败退出感受的； 

（八）就家庭纠纷采访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参与家庭纠纷和现场调解的； 

（九）为吸引眼球，制造低俗噱头，展示丑行恶态，或作假作秀、故意激化矛盾，突

出放大不良现象和非理性情绪，以“考验”“测试”的名义人为制造和展示“人性恶”事

件的； 

（十）故意刺激、为难嘉宾娱乐观众的； 

（十一）讽刺他人、相互吹捧或进行粗俗反串的； 

（十二）使用粗俗恶搞字幕和夸张怪异音效的； 

（十三）以采访、讨论性爱、性生活细节为话题的； 

（十四）展示群众参与的各类整容变性细节的； 

（十五）其他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的内容。 

3-7 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的其他相关要求： 

网络视听节目中文字幕除书法题写的片名及相关文字外，应为规范汉字。作品有歌词

的歌曲，外语标题、台词、有特定含义的词汇及标识等，应加中文字幕。网络视听节目名

称、台词、字幕等语言文字应遵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礼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不得滥用谐音、生造滥造词义、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严禁

使用挑逗、污秽、恶毒、侮辱、谩骂等极端言辞。 

四、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 

4-1 不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节目，共同抵制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不传播危害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违背社会公德、损害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节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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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遵守国家关于著作权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积极采取版权保护措施，尊重和保护

著作权人和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的合法权益。 

4-3 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和教育，积极参加行业协会组织的培训，不断提升从业人员综

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五、抵制色情暴力等有害视听节目 

《关于抵制色情暴力等有害视听节目的倡议书》 

5-1 始终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加强自我约束，不制作渲染色情暴力的节

目，不为色情暴力等有害内容提供传播渠道，同时配合政府部门依法打击传播色情暴力等

有害节目的行为。 

六. 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 

《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节选） 

6-1 用于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新闻类视听节目，限于境内广播电台、电视台、

广播电视台以及经批准的新闻网站制作、播放的节目。 

6-2 禁止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有以下内容的视听节目：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五）宣扬邪教、迷信的； 

  （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传播视听节目的名称、内容概要、播出时间、时长、来源等信息，持证机构应当至少

保留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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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利用信息网络转播视听节目，只能转播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

不得转播非法开办的广播电视节目，不得转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 

 

第三章 附则 

第八条 本大纲由央广视讯全国网络节目主持人考试培训中心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大纲根据政策情况进行调整，并在全国网络节目主持人职业素养能力培训

官方网站（http://edu.cnrmobile.com/）进行更新发布。 

 

央广视讯全国网络节目主持人 

考试培训中心 

2019 年 2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