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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jiang business

1. 《“榕树头下讲古仔”乐从水
故事》系列报道（佛山新闻网）

主创人员：麦丽敏 岑炽晖 张凯

滢 范颖颖 江紫珊 郑健欣 周旖彤

郑若晓

2. 《7 号线陈村段逐鹿上市军
团 4大企业擎起陈村产业大旗》（新
浪顺德）

主创人员：冷卫 冯泳梅

3.大良社区卫生服务系列报道
（新浪顺德）

主创人员：冷卫 吴梓阳 冯泳梅

4.以水兴城美岸项目系列报道
（新浪顺德）

主创人员：吴梓阳 冯泳梅 梁美

湘

5.国际级双展“齐飞”，龙江再
次刷爆家具“朋友圈”》（网易佛山）

主创人员：陈惠婷

6. 《水韵凤城 魅力顺德》系列
报道（顺德城市网）

主创人员：邹建华 万家长 赖思

颖 苏海燕 毛雄璋

7. 《汇聚网络正能量》系列报道
（顺德城市网）

主创人员：梁碧柔 莫家佩

8. 《36℃ 的 顺 德 ， 共 同 战
“疫”》系列报道（顺德城市网）

主创人员：邹建华 金易红 赖思

颖 毛雄璋 苏海燕 莫家佩 谢逢萍

9. 《湾区寻“顺”记》系列报道
（顺德发布）

主创人员：麦丽敏 罗倩娴 林楚

琪 杜静欣 李攀 沈亚妹 岑炽晖 张

凯滢 张家欣 谢育林 梁颖诗 周旖彤

2022年度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名单

新浪顺德：何嘉昇 黎伟华 冯泳梅
网易佛山：叶芷惠 岑炜华
顺德城市网：梁碧柔 梁敏贤 周韵才

腾讯大粤网：郑斌
凤凰网：曾群善
搜狐网：欧阳子健

2022年度优秀网络平台工作者表彰名单

2022年度“好新闻”

1. 《佛山顺德地券 改革再“吃
螃蟹”》（南方日报社）

主创人员：蒋晓敏 张培发

2. 《全国每20台工业机器人，
就有一台来自顺德》（南方日报社）

主创人员：熊程 蓝志凌

3. 《南方特稿｜顺德制造的“汉
诺威之旅”》（南方日报社）

主创人员：熊程

4. 《产业大镇跨入数字浪潮，从
传统塑料到先进材料智造“新赛
道”》（南方都市报社）

主创人员：路漫漫 陈飞龙 孙振

凌 卢泽宇

5. 《2022年“论道顺德”政协
论坛》系列报道（南方都市报社）

主创人员：胡嘉仪 路漫漫

6. 《顺德开工季——虎虎生威》
系列报道（南方都市报社）

主创人员：路漫漫 胡嘉仪 郑俊

彬 陈飞龙 陈斌颖 姚建国等

7. 《女子高压线上被困 21 小
时，“铁男”百米高空横移救人》（广
州日报社）

主创人员：王名润

8. 《风险区战疫记》（广州日报
社）

主创人员：刘鹏飞 黄子宁

9. 《如虎添翼 千亿开局》系列
报道（广州日报社）

主创人员：黄子宁 王名润

10. 《寻找顺德的社区温度——
为社区造一场和风细雨》（羊城晚报
社）

主创人员：陈晓楠 欧阳志强

11. 《好玩顺德高高打卡美食之
都》系列报道（新快报社）

主创人员：胡珊霞 李海强 孙

毅 高镛舒 郭思杰 陈雨墨

12. 《“大业良城·青创未来
——云端故事会”》系列报道（佛山
日报社）

主创人员：覃征鹏 陈晨

13. 《顺峰时局 | 治水兴城，看
顺德如何先行示范！》（佛山日报社）

主创人员：朱朝贵

14. 《顺德：二十种AI算法为摄
像头装上“大脑”，让城市治理不再
烦恼》（佛山日报社）

主创人员：丁韫媛

15. 《全国首个餐饮业普惠保障
险在顺德上线》（珠江商报社）

主创人员：叶芝婷 王阳奕

16. 《全国首个万亿元工业强

区，为何是顺德？》（珠江商报社）
主创人员：黄澄献 吴景邦

17. 《好一个“五子登科”！》（珠
江商报社）

主创人员：朱佳发（梁新平）

18. 《广州地铁7号线西延顺德
段开通》系列报道（珠江商报社）

主创人员：陈曦 陈耀帆 王达

周焯杰 林安迪 吴定邦 谭晓朝 蔡奕

昶 陈晓莉 李健晴 郑颖 黄倩瑜 王

绮彤 邝珈贤 郑桢 黄方锋 何永明

19. 《谁是顺德下一个千亿大
镇》（珠江商报社）

主创人员：苏淑婷 王世彪

20. 《虎虎生威——顺德开工
季》 系列报道（佛山电视台顺德分
台）

主创人员：岑杏瑶 陈昭锐

21. 《驰骋广佛 逐梦湾区 现场
直击广州地铁七号线西延顺德段开
通》（佛山电视台顺德分台）

主创人员：王晓晖 雷超越 蒙

彦 梅媛媛 卢耀锦

22. 《顺德退伍军人扶起摔倒老
人：举手之劳 何必畏手畏脚》（佛山
电视台顺德分台）

主创人员：蒙彦 关锶敏

23. 《为“逆行者”守护抗疫家
庭》（佛山电视台顺德分台）

主创人员：温慧莹 蔡安安 游梓

杰 陈健宗

24. 《家在顺德》（佛山电视台顺
德分台）

主创人员：李建军 张晨光 赵

红 王晓晖 韩艳 徐颂雯 张鹏 魏勇

梁健威

25. 《有人照料，老人笑了——
说说顺德“医养结合”的故事》（佛
山电台顺德广播）

主创人员：朱耀辉 李伟浩 郭继

委 余庆红 梁怡兴 康辉强

26. 《北滘西海的清岸实践》系
列报道（佛山电台顺德广播）

主创人员：李伟浩 梁怡兴

27. 《1个小时！全国首例因疫
情营业中断理赔个案成功理赔》（佛
山电台顺德广播）

主创人员：冯东生 李红梅 朱耀

辉

28. 《警惕“微腐败”造成大危
害》（佛山电台顺德广播）

主创人员：周元斌 郭继委 朱耀

辉

2022年“优秀网络作品”

珠江商报讯 记者吴景
邦 何冠洪摄影报道：11月8
日是中国第23个记者节，顺
德区举办记者节表彰活动，
总结成绩、表彰先进、畅叙
心声、共话新时代使命担
当。活动表彰了一批优秀新
闻工作者和年度优秀好新
闻。

用笔书写人间冷暖，用
镜头记录社会万象。“记
者，记着”，在顺德，有一
群日夜奔波的新闻人记录着
顺德的美好。作为时代变迁
的记录者、社会责任的守望
者，他们一直在路上，永远
不停歇，将脚下的泥土变成

笔尖的芬芳，把心
中的感动化成鼓舞
人心的力量，为顺
德发展鼓与呼。

今年以来，顺
德广大新闻工作者
紧紧围绕中央的各
项方针政策和省

委、市委、区委的安排部
署，聚焦治水大会战、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
重点工作，组织策划了开工
季、CBA篮球赛事在顺德举
办、广州地铁七号线西延顺
德段开通、“相约中原 豫见
粤味”美食推介等一系列重
大宣传活动，全面展现顺德
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生动
讲好新时代顺德高质量发展
故事。全区新闻工作者制作
出一批高时效、有温情、有
创意的新闻作品，让顺德改
革发展的火热实践得以全面
展现，让顺德高质量发展的
故事更加生动，也锻造了一
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
严、作风硬的顺德“宣传铁
军”。

活动表彰了一批优秀新
闻工作者、优秀网络平台工
作者，以及 2022 年度好新
闻、优秀网络作品。记者代
表进行了故事分享。珠江商
报社获奖作品《全国首个万
亿元工业强区，为何是顺

德？》主创人员黄澄献回
顾采写历程时说，今年
春节过后首个工作
日，顺德传来喜讯
——2021 年全区
GDP突破4000亿
元、工业总产值
破万亿元，成
绩的取得殊为
不易。“万亿顺
德”不仅是简
单的规模化，更
是一场科技化、
数智化的产业变
革，希望通过剖析顺
德制造的韧性和活力，在
当下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
下，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坚
定区域发展信心，为县域经
济提供“顺德样本”参考。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红兵勉励全区新闻工作者
要继续当好区委区政府的

“望远镜”、主流舆论的“放
大镜”和市民群众的“柔光
镜”。要发挥好“望远镜”
的功能，做智囊团、出金点
子，宣传好顺德推进工业立
区、科技强区，坚持用绿色
发展理念推动“以水美城、
以水兴城”的具体措施和阶
段性成效；要从小事入手，
充分挖掘顺德的精神内核，
见微知著，由小及大，不断提

升本地媒
体的传播
力，用好
各媒体新
媒体平台
和渠道，提
升市民的认同
度；多生产人民群
众喜闻乐见的新闻产品，用
心、用情、用力温暖人心，按
照“三种形象、两个高地、一
个IP”的工作思路，为顺德
的高质量发展鼓与呼，发出
顺德好声音，讲活顺德好故
事，树立顺德好形象。

20222022年度顺德区年度顺德区““好新闻好新闻””获奖者合影留念获奖者合影留念。。

大家为顺德广大新闻工作者过去一年的工作点赞。

南方日报社南方日报社：：李欣李欣 欧阳少伟欧阳少伟

南方都市报社南方都市报社：：陈飞龙陈飞龙 胡嘉仪胡嘉仪

广州日报社广州日报社：：陈昕宇陈昕宇 王名润王名润

信息时报信息时报：：谭茜瑜谭茜瑜

羊城晚报社羊城晚报社：：杨苑莹杨苑莹

新快报社：陈雨墨

佛山日报社：路帅 杨婷

佛山新闻网：李健良 郑家敏

珠江商报社：蔡奕昶 黄秀娴

苏淑婷 吴景邦 谢结明

佛山电视台顺德分台：谢美熳

温慧莹 黄锦伦 蒙彦 蔡安安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李伟浩

梁锦宏 梁怡兴 李红梅 黄顺荣

顺德表彰一批优秀新闻工作者和年度优秀好新闻

这群人积极奔走 为顺德发展鼓与呼

2022年度
顺德区优秀新闻
工作者颁奖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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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顺德区“好新闻”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