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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增加透明度，根据
城乡规划管理的有关规定，现对有关规划审批
事项进行批前公示，征询公众意见。具体事项
如下：

申请单位：佛山市顺德区顺昊房地产有限
公司

项目名称：凤语潮鸣苑一期
项目位置：大良新城路以东、逢沙河以南

地块
申报类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建

筑类审批制）新建、改扩建、临时建（构）筑物
项目基本情况：凤语潮鸣苑一期已取得建

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用地面积为53306.46平
方米，一期总建筑面积145296.16平方米，计
容建筑面积 84026.33 平方米，基底面积
3778.46平方米，建筑高度137.25米。因局部
内部调整，具体修改如下：

一、地下室
1、地下室负一层增加3处电表间；
2、地下室负一、二层增加6处排风机房、4

处进风机房及4处加压送风机房；
3、地下室负一层扩大1处加压送风机房；
4、地下室负一层取消高压配电房，调整

为电表间；
5、地下室负一、二层因局部设备用房调

整，导致局部车位布局相对应调整；
6、地下室负一、二层局部边界线调整。
地下室负一层局部车位布局调整，车位数

量由797个调整为803个。地下室负二层局
部车位布局调整，车位数由685个调整为679

个。调整后地下室总车位数为1482个，机动
车总体指标不变。

二、1、总平面图经济技术指标表中原四期
地下室调整至本期地下室，现本期地下室面积
由原来55913.47㎡变更为73370.43㎡，变更
后本期总建筑面积由原来145296.16㎡变更
为162753.12㎡；2、补充地面部分车位的使用
类别，不涉及车位数量的调整。

调整后各指标符合地块规划设计条件的
要求（具体情况见附图）。

公示时间：2022年 11月 5日至2022年
11月14日

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建议。所有反馈
意见必须注明真实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联
系地址，如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无法及时进一
步核对有关情况的视为无效意见。涉及的利
害关系人，依法享有听证权利。意见或建议应
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如申请举行听证会，应在公示期间内向佛
山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提出申请。

意见收集电话：22831558
业务咨询电话：22836891
公示地点：建设项目现场位置、市自然资

源局顺德分局镇街管理所
媒体公示：征询公众意见牌文字内容在

《珠江商报》（2022年 11月 7 日——2022年
11月9 日）进行公示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11月3日

关于凤语潮鸣苑一期的批前公示
顺规公〔2022〕14258号

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
的第32届中国新闻奖、第17
届长江韬奋奖评选结果于11月
8日揭晓。来自全国各级各类
媒体的376件作品获中国新闻
奖，获奖作品中，特别奖 3
件，一等奖72件，二等奖116
件，三等奖185件。同时评出
的还有长江韬奋奖，长江、韬
奋系列各10位获奖者。

本次评选中，人民日报社
评论《百年辉煌，砥砺初心向
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新华社通讯
《砥柱人间是此峰——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亿
万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纪实》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直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特别报道》3件作品得
到与会评委的高度认同，获选
中国新闻奖特别奖。

此次评选中，涌现出多件
反映2021年重点工作、重大
典型、重要活动的优秀新闻作

品。例如，宣传党和国家领导
人重要思想和活动的重大主题
报道《总书记心中的“国之大
者”》、典型宣传报道《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舆论
监督作品《“东北黑土保护调
查”系列报道》、媒体融合报
道《复兴大道100号》等获中
国新闻奖一等奖。

第17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
列10位获奖者是（按姓氏笔画
排序）：经济参考报社王文
志、农民日报社何兰生、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何绍伟、四川康
巴卫视启米翁姆、中国日报社
罗杰、江西广播电视台金石
明、青海日报社胡永科、广西
日报社谌贻照、人民海军报社
蔡年迟、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燕小康。韬奋系列10位获奖者
是（按姓氏笔画排序）：新华
社王进业、工人日报社兰海
燕、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刘峰、
解放军报社刘明学、学习时报
社许宝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肖振生、湖南广播电视台龚政

文、南方日报社黄常开、法治
日报社蒋安杰、人民日报社温
红彦。他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努力
增强“四力”，敬业奉献，业
绩突出，事迹感人，为党的新
闻工作作出了贡献。

中国记协将于近期举办第
32届中国新闻奖、第17届长
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为中国
新闻奖特别奖、一等奖获奖者
及长江韬奋奖获奖者颁奖。

珠江商报讯 记者陈敏奇报
道：11 月 8日，恰逢第 23个

“中国记者节”，由中共佛山市
委宣传部、中共佛山市委党
校、佛山传媒集团主办，佛山
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的“新征
程·再出发——二十大精神二
十讲”全媒体党课第二讲，走
进佛山新闻中心，为青年媒体
人送上一份特别的记者节礼物。

本次讲座邀请中共佛山市
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粟
霞，为佛山传媒集团的青年媒
体人专题讲解牢牢把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激励佛山
媒体人守正创新，勇毅前行，
用心用情记录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佛山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实
践，讲好佛山故事，传递佛山
好声音。

“在平时的工作中，如何能

更好地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
新的良性互动，从而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展现新闻舆论工作的
新作为？”“课上提到我们要多读
文献，请问老师有没有一些适合
我们新闻工作者阅读的重要文
献推荐呢？”……在现场互动问
答环节，各位青年媒体人踊跃
提问，与讲师进行深入探讨。

对于青年怎样更深层次地
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并学
以致用，粟霞认为，学习党的
二十大报告首先要一遍又一遍
地读懂原文，在读的过程当中
要对其逻辑体系进行梳理；其
次是在读懂原文的基础上、在
实践的过程当中要不断地再去
领会原文，把原文当中的理论
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来，最终
才能形成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的良性互动。

据了解，本次全媒体党课
将走进20个佛山高质量发展的

标志性地点，落地20场面向党
员群众的专题党课，同时围绕
每次线下党课推出短视频、短
音频、H5互动等一系列传播产
品，形成“1+N”的融媒体产
品矩阵和全媒体党课系列，助
力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企业、进
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
区，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佛山新闻网编辑李泰臻是
一名00后党员，他表示：“通
过这次党课让我们深刻认识到
自身的任务，对党的二十大报
告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作为
一名党员以及青年媒体工作
者，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
向，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要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方法论和价值观结合
到生活与工作中，通过不断地
思考来实现自我能力的完善与
提升，帮助团队进步。”

珠江商报讯 记者邵姮报
道：11 月 7 日，共青团佛山
市委员会书记徐旭雁到顺德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实地
走访黄龙团校、顺博创意产
业园、顺德青年企业家协会
等团青阵地，深入调研共青
团工作开展情况，听取基层
声音。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在顺博
创意产业园，徐旭雁为 30多
名 “ 两 新 ” 组 织 青 年 带 来

“学习二十大、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党课。

结合顺德实际，围绕党
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基本框
架、主要内容，徐旭雁重点
从过去 5 年的工作和新时代
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绿
色发展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系

统宣讲和深入阐释。现场青
年聚精会神聆听，大家一致
认为，宣讲主题鲜明、视野
开阔，对于深刻理解领悟党
的二十大精神有极大帮助。

徐旭雁表示，共青团要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倾听团
员 青 年 声 音 ， 解 决 青 年 难
题，助力青年发展。团员青
年们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怀抱梦想又脚
踏实地，敢想敢干又善作善
成。

当日下午，徐旭雁一行
还实地走访了顺德区重点团
属阵地。在黄龙团校，共青
团顺德区委员会书记陈智聪
详 细 介 绍 顺 德 区 党 建 带 团
建、“菁治家园”等建设情
况；在顺博创意产业园，徐
旭雁边走边听取共青团基层
组织改革情况介绍，了解青
咖驿站建设情况；在区青企
协秘书处，他与顺德青年企

业家围绕青年创新创业、青
年发展、招才引智等主题开
展交流座谈。

徐旭雁指出，要吸引新
兴业态青年群体聚集到团组
织周围，推动有利于青年发
展的政策落地，让青年人才
引得来、留得下、发展得好。

宣讲振奋人心，顺德更
有信心。团区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顺德共青团将强化责
任担当，突出思想引领，践
行青年优先发展理念，按照
《顺德共青团工作提升两年行
动 计 划 （2022- 2023 年） 》
的部署，更加重视对青年人
才的服务工作，在优化青年
人才成长环境、服务青年人
才 迫 切 需 求 等 方 面 积 极 作
为，吸引更多青春力量共同
推动顺德高质量发展，一起
唱响“嚟顺德，一定得”的
青春故事。

第32届中国新闻奖、第17届长江
韬奋奖评选结果揭晓

376件作品获中国新闻奖

团市委书记徐旭雁到顺德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寄语团
员青年善作善成

拓宽青年视野 助力青年发展

“新征程·再出发——二十大精神二十讲”全媒体
党课第二讲走进佛山新闻中心

为青年媒体人
送上特别的节日礼物

新华社11月8日电 为庆
祝第23个中国记者节，纪念我
国著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同
志，范长江手迹作品展8日在
他的故乡四川内江市的范长江
纪念馆揭幕。

范长江是我国著名新闻记
者，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
者，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

本次范长江手迹作品展由
中共内江市东兴区委宣传部、
东兴区人民政府主办，展出了
范长江长子范苏苏捐赠的11件
（套）珍贵文物，其中包括范
长江未发表过的文章、编辑出
版的社论时评、撰写的电影剧
本提纲等手稿真迹。

范苏苏、部分范长江新闻奖
获奖者在人民网数据中心会议

室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分别致
辞。

“这些珍贵文物的展出，
让我们铭记过去，赓续红色血
脉，传承前辈们宝贵的革命精
神。”范苏苏说。

据了解，本次范长江手迹
作品展还包括长江故里小记者
采风、范长江事迹宣讲等系列
配套活动。

范长江手迹作品展在四川内江揭幕

扫一扫
看评选结果全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