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燃气安全进万家 关乎生命你我他

燃气客服电话：
燃气抢险电话：86227019

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1.燃气表必须安装在通风条件良好和便于查表、关阀、检修

的地方，禁止安装在卧室、客房、浴室、卫生间等居住和休息的

房间，以及狭小密闭的空间内。

2.燃气表与燃具（热水器或燃气灶）的水平距离不得小于30

厘米；燃气表与电插座（开关）设施的水平距离不得小于20厘米。

3.严禁安装在环境温度高于45℃的地方。

4.流量≤3m3/h的居民用户，燃气表安装高度要求：

①高表位：表底距地面大于或等于1.8米；

②中表位：表底距地面1.4～1.7米。

5.燃气表附近不得堆放杂物，尤其是易燃易爆物品。

6.燃气表的安装或位置改动必须在燃气公司办理手续后，

由有施工资质的专业人员上门作业，不能私自拆装燃气表，避免

造成重大安全隐患。

燃气表安装规范

南海供水水质公告
（2022年10月29日至2022年11月4日）

项目

出厂水9项合格率

管网水7项合格率

综合合格率

国标要求（%）

≥95
≥95
≥95

统计结果（%）

100

100

100

检测次数（次）

135

434

/

1、出厂水九大指标是指浑浊度、色度、臭
和味、肉眼可见物、余氯、细菌总数、总大肠菌
群、耐热大肠菌群、CODMn九个检测项目。

2、管网水七大指标是指浑浊度、色度、臭
和味、余氯、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CODMn
七个检测项目。

3、具体水质检测数据请关注南海供水公
众号查看。

瀚蓝南海供水客服热线：0757-86399222

备

注

精诚服务 情润万家

南 海 供 水
微信公众号

▲佛山市南海区美新青少年文化艺术教育中心经理事会决定，拟

办理注销登记，请各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持证明材

料到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处理有关事务。联系人：杨可欣，联

系电话：13925991166，联系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

路6号圆方广场综合楼1~2楼。特此公告。

佛山市南海区美新青少年文化艺术教育中心

2022年11月9日

清算公告

▲股权户代表梁伟奴遗失佛山市南海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户内股权及成员证，经济组织名称：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儒

溪村新一股份经济合作社，证号：060553006020-0004，

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禅城区城市规划地理信息中心（法人：杨新廷）遗失证明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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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黎国栋 美编张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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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位新闻工作者获得长江韬奋奖。

这份荣誉，是广大新闻工作

者不忘初心履行神圣职责、肩负

光荣使命的有力见证，鼓舞着新

闻工作者始终做党的政策主张的

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

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
者。

聚焦建党百年
共襄复兴伟业

2021年，隆重庆祝建党百年

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本届中国新闻奖的多部获奖

作品均聚焦庆祝建党百年主题，

长江韬奋奖的多位获奖者均在讲

好党的百年故事中有着突出贡

献。

人民日报评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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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充分展

现成就也深刻阐释经验，既有严

密精当的逻辑结构，又有感性生

动的创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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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强大的战略定力、高超的政治智

慧、卓越的领导能力、深厚的为民

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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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展示了习近

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和领袖风

范，创造了“国旗护卫队穿越巨型

党徽行进的长镜头”等众多经典

瞬间。

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

任、部务会主任王进业，用心用情

向海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和中

国人民奋斗圆梦故事，积极创新

话语和叙事，策划、编辑推出了一

批产生较大国际影响的新闻作

品，有效提升了中国新闻对外报

道传播力、影响力。

此外，本届中国新闻奖获奖

作品中包含多件反映2021年重

点工作、重大典型、重要活动的优

秀新闻作品，如中国航天报通讯

《“祝融”轧下中国印》、黑龙江广

播电视台消息《大庆发现超大陆

相页岩油田》、江西广播电视台新

闻纪录片《开往春天的高铁》、辽

宁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人民至上》
等。

和人民同呼吸
与时代共进步

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

众，是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

统。本届中国新闻奖的多部获奖

作品和长江韬奋奖的多位获奖者

都体现着和人民同呼吸、与时代

共进步的工作导向。

《求是》杂志评论《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论述了中国人民在百年沧桑巨变

中基于切身体会所确认的深刻结

论。光明日报消息《苏州姑苏区

全力帮扶民生小店》在新冠肺炎

疫情背景下以小切口反映大主

题，在烟火气中观察国是，既“接

天线”，又“接地气”。经济日报评

论《经济日报：不要过度解读甚至

误读储存一定生活必需品》及时

回应网民关切，有力有效引导了

舆论。

工人日报消息《遏制“超时加

班”，保护劳动者身心健康》记录了

2021年全国两会中全国政协委

员对超时加班现象的讨论，既肯定

拼搏奉献的必要性，也表达了以法

律为底线的理性。解放军报副刊

作品《山远天高长相忆》充分彰显

了军人铁骨铮铮、卫国戍边的高大

形象。农民日报系列报道《特困片

区脱贫记》将新闻性、政论性和文

学性融为一体，用大历史观看待脱

贫攻坚的奋斗历程。

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主任

温红彦，在新闻采访实践中不断

增强“四力”，党的十八大以来19

次带领记者到基层进行深度采访

调研，采写了“如何看待基层干

部”“司法体制改革调研”“从严治

吏如何严起来”等深度调研报道。

此外，新疆广播电视台消息

《“我长大后也要当一名英雄”》、

陕西日报通讯《一个村会计的“账

本”》、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

中心新闻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上海广播电视台舆论监督报道

《不做折腾“植物人”的“木头人”》

等一篇篇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

的作品，服务人民群众，推动社会
进步。

坚持守正创新
推进媒体融合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技术

赋能媒体融合。本届中国新闻奖

是评选改革后的第一年评选，坚

持“聚焦新闻作品、服务融合发

展”，融合报道亮点频现，技术创

新层出不穷。

中国日报新闻漫画《人权教

师爷》充分运用漫画的讽刺、幽默

艺术特性，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

读懂作品主题；中国青年报应用

创新《点亮事实孤儿的未来》以

H5形式集合深度报道、网民交

互、慈善公募链接等，令人耳目一

新；中国新闻社系列报道《大道同

行——百年风华谁与共》制作竖

屏短视频进行碎片化传播，打造

社交媒体“爆款”……顺应媒体融

合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新闻媒

体在融合报道上持续发力，让新

闻作品有内涵、有味道、有看头。

此外，北京时间APP《北京时

间接诉即办融合应用》、川观新闻

客户端《三星堆国宝大型蹦迪现

场！3000年电音乐队太上头！》、

浙江新闻客户端《第四维度丨看

“共富的种子”生根发芽》、长江云

客户端《一条红线穿百年》等一批

优秀作品展现出移动互联网时代

新闻作品的文化特征与创意特点。

在新闻事件直播中使用虚拟

植入技术、组织研发自动跟踪摄

像机拍摄空中梯队……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副主任何

绍伟在新闻采访方式、报道手段

上多次实现新突破，推出了一系

列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节

目。

主力军挺进主战场，众多融

合报道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新

闻工作者立足全媒体阵地守正创

新、乘势而上，做大做强主流舆论

的缩影。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

新闻工作者正埋头苦干、奋勇前

进，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

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谱写时代

华章。

（新华社）

履行神圣职责肩负光荣使命
——第32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和第17届长江韬奋奖获奖者扫描

中国大飞机“三兄弟”运-20、
C919、AG600蓝天聚首、齐会珠

海，中国空间站、新一代运载火箭

模型精彩亮相，更有嫦娥五号取

回的珍贵月球样品样本和一系列

军工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

期盼中，第十四届中国国际

航空航天博览会（中国航展）在珠

海拉开帷幕。20多年的时光，人

们从飞速发展的中国航展观察科

技前沿，感受大国创新的魅力。

在这里，“嫦娥”探月，“祝融”

探火……中国航天的“宇宙级浪

漫”触手可及。在国家航天局展

区，参展观众可深入了解《2021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相关情况，可

以通过“触碰月球”互动项目，沉

浸式体验探月工程“绕”“落”“回”

三个阶段任务，近距离观看嫦娥

五号取回的珍贵月球样品样本，

了解“嫦娥石”等嫦娥五号最新科

研成果。

在这里，“天宫”筑梦，梦圆九

天……中国航天的最新重磅成果

集中展示。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展区，由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精心打造的中国空间站组合

体展示舱成为展会上火热的观众

打卡点，人们能感受到中国“太空

之家”的大气恢宏，品味到中国航

天的独具匠心。

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展示舱不

远处，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整齐

屹立，颇具气势。航天科技集团

一院宇航部部长赵新国介绍，长

征五号、长征五号B、长征七号、长

征七号甲和长征八号火箭相继完

成研制，先后成功执行了天问一

号、嫦娥五号、天和核心舱、天舟

货运飞船等发射任务，为我国一

系列重大工程任务的顺利实施奠

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进一步完

善了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型

谱，整体运载能力得到了大幅提

升。

馆内静展、室外静展、飞行展

示……本届航展，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将200项自主研制

的航空装备及技术项目以全景

式、体系化方式进行呈现，参展产

品较上一届增幅达34％，其中55
项展品为首次参展。

“航空工业馆全馆展示面积

近7000平方米，是本届航展最大

的馆内展区。”航空工业集团党组

副书记李清堂介绍，馆内展陈内

容紧扣“中国力量”“中国价值”

“中国精神”。在馆内中心展台区

域，“20时代”战机家族的杰出代

表歼-20、运-20、直-20和攻击-
11、鹘鹰五大明星机型，与展馆上

方“飞翔之翼”主题造型相呼应。

“作为航展备受瞩目的飞行

表演环节，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

新状态全构型AG600M(灭火

型)首次向公众进行12吨投水功

能演示，并与运-20、C919苍穹

聚首；直-20、直-10、直-8L等现

役陆航装备首次登上中国航展的

舞台；翼龙-1E无人机进行精彩

的飞行展示。”李清堂说。

科技不仅能“顶天”，还能“立

地”。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的地面装备动态演示中，国

产主战坦克、装甲车辆充分展示

优异的机动性能。同时，兵器工

业自主研发制造的无人装备首次

在动态展示环节亮相。

一直以来，创新成果的转化

受到各方关注。惊艳世界的北京

冬奥会开闭幕式主舞台系统、飞

驰冬奥赛场的国产雪车、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氢能领域一系列核

心装备与关键工程技术……航展

上，航天科技集团集中展示了航

天技术在护航北京冬奥会、服务

“双碳”目标、乡村振兴、造福民生

等方面的应用案例。

毫米波多波束相控阵通信载

荷、芯片原子钟、高稳晶振、空间

飞轮……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

的多款商业航天产品首次亮相航

展，向公众展示了探索发展商业

航天的最新成果。

此外，“航天智造”也首度亮

相航展。北京星航机电装备有限

公司首次作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三院独立参展单位之一，携智能

制造、增材制造关键成果亮相，展

示专业技术能力、对外服务实力、

航天装备智能制造水平，展示中

国智造背后的航天力量。

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中

国航展已成为集中展示中外航空

航天先进技术和高端装备的重要

窗口、促进航空航天技术和装备

领域商贸合作的国际平台。

据航展主办方介绍，本届航

展共有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

国、巴西、澳大利亚等线上线下43
个国家和地区的740多家企业参

展，室内展览面积约 10万平方

米，室外参展飞机超百架，波音、

空客、巴航工业等航空航天国际

知名企业纷纷亮相。 （新华社）

走进航展，感受创新的魅力
——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看点

■空军歼-20战机。 新华社发

■国产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AG600M进行飞行投水演示。

新华社发

■“太行”系列发动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