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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定于2021年11月25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场、慈溪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网 （网址： http://www.cixi.gov.cn/col/col136084/index.html）公示慈溪市掌起镇鹤凤股份经济合作
社拟申请办理掌起镇鹤凤村惠民楼新建工程项目的规划设
计方案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拟建设地点：掌起镇鹤凤
村。联系电话：63961748、63961746。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规划方案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公示

兹定于 2021年 11月 24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

场、慈溪市信息公开网 （网址： http://www.cixi.gov.
cn/col/col1229041778/index.html） 公示慈溪市新城河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申请办理新城河区块一期改造

项目配套区间道路工程的规划设计方案及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地点：新城大道以东，北三环路以

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系电话： 63961711、
63961748。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规划方案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公示
兹定于 2021年 11月 24日起十

日内在建设现场、慈溪市信息公开
网 公 示 （http://www.cixi.gov.cn/col/
col1229041778/index.html） 公 示 以
下项目：

1.慈溪市龙凤塑料色母粒厂新
建8#厂房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点
为：掌起镇北一环路22号。

2.慈溪市蓝凌电子有限公司新
建3#厂房加层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资料。拟建设
地点为：掌起镇北二环路64号。

3.慈溪市余泽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新建厂房三、厂房四、厂房五项
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
更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点为：横
河镇秦堰村。

4.宁波七色信实食品有限公司
新建3#厂房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
点为：长河镇大云村。

5.宁波宝工电器有限公司新建
3#厂房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点
为：附海镇新塘路658号。

市行政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和规
划 窗 口 联 系 电 话 ： 63961810、
63961747 （上午 8:00-11:30，下午
1:30-4:30，节假日除外）。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公示
兹定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起十日内在建设现

场、慈溪市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www.cixi.gov.
cn/col/col1229041778/index.html）公示慈溪市鸿捷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变更城西 1#-B地块（康鑫城）

的规划设计方案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资

料，建设地点为：三北大街以北，光华路以西。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系电话：63961126、63961748
（上午8:00-11:30，下午1:30-4:30，节假日除外）。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规划方案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公示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
三个月前，中国残奥代表团在东
京残奥会上摘金夺银的画面，记
忆犹新、历历在目，连续五届残
奥会位列金牌榜、奖牌榜双第
一，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
丰收。三个多月后，中国体育健
儿将在北京冬残奥会上奋勇拼
搏、再展风采，他们将用优异的
竞技成绩、顽强的精神面貌鼓舞
千万残障人士走出家门，通过体
育书写精彩人生。

汗水浇灌着梦想，激情渴盼
着荣耀。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将在
24日迎来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倒
计时一百天，刻苦积极训练的他
们要在100个日夜后，在家门口
的冰雪赛场上交上一份满意的答
卷。

全新历史，目标争创
佳绩

“平昌夺冠已成历史，从零
开始奔向北京。”在北京顺义的
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馆
冰壶馆中，这条标语高悬，显得
格外醒目。

正在馆内集训的中国轮椅冰
壶队是一支荣誉之师，2018年
在平昌冬残奥会拿到中国冬残奥
会历史首金，2019年在轮椅冰
壶世锦赛一举夺魁，2021年 10
月份在“冰立方”举行的世锦赛
上再度拿下金牌。

成绩来之不易，站上新起点
再度发起冲击更为不易。“在平

昌，我们是主动去攻，是冲击冠
军。但当我们从领奖台下来，我
们就成了其他队伍的靶子，是众
矢之的，所以我们只能将自己练
得更强，才能保持优势。”中国
轮椅冰壶集训队常务副领队胡俊
福说。

在距离轮椅冰壶队训练馆仅
一墙之隔的冰面上，中国残奥冰
球集训队正在训练。冰球馆内体
感气温接近零下，然而在俄罗斯
籍教练尼古拉的带领下，集训队
的小伙子们训练得热火朝天。

全速滑行、急停转弯、分组
进攻，一堂训练课结束后，队员
们划乘着特制的冰橇出场地，卸
下装备时已经汗流浃背。

尼古拉说：“我来中国带队
4年了，队伍训练强度很大，队
员水平也提升很快，但目前我们
遇到的最大困难是队员比赛经验
不足，如何强化队员承受比赛的
心理状态，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
一个挑战。”

在今年9月份，中国队以五
战全胜的战绩获得残奥冰球世界
锦标赛B组冠军。剑指北京冬残
奥会，这支冰球队渴望通过

“小、快、灵”的比赛风格、顽
强不屈的意志品质，展示中国残
奥体育风采。

中国残奥单板滑雪集训队的
运动员们也都期望能够本土作
战、创造佳绩。2018年，在残
奥单板滑雪荷兰世界杯中，来自
辽宁朝阳 19岁的孙奇在男子坡
面回转比赛LL2级别中两次荣获

金牌，这是我国残奥单板滑雪项
目首次获得国际赛事的最高荣
誉。面对百天后的北京冬残奥
会，孙奇说他的目标是拿到奖
牌，“因为拿过金牌，所以肯定
会有压力，但我会尽力的”。

积极备战，丝毫不敢
懈怠

渴望在家门口取得好成绩，
这是每一个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在
进入北京冬残奥会备战周期秉持
的坚定信念。

“从2018年一直到今年，国
家轮椅冰壶队每年都组织全年集
训，每一年队员和教练们休息的
时间不超过一个月。”中国轮椅
冰壶集训队常务副领队胡俊福语
重心长。

疫情之下集训队面临长期封
闭、缺乏比赛等困难，但所有队
员干劲十足。

“国外的对手也很强大，技
术和战术方面都很好，接下来
100天，我觉得要多看看比赛，
好好训练，抓紧把自己认为不足
的地方练好。”平昌摘金主力、
世锦赛逆转夺冠功臣、中国轮椅
冰壶队队长王海涛在回答记者关
于备战方面的问题时，显得依然
十分谦逊。

咬定青山不放松，轮椅冰壶
集训队在集训备战中表露出顽强
坚韧的底色。“压力肯定是有
的，我们要把这种压力变成动
力，现在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积极

训练，比赛的时候不用去想那么
多，打好自己的比赛就行了。”
轮椅冰壶队员陈建新说。

应对疫情下备战的压力，给
队伍提供有力的保障必不可少。
中国轮椅冰壶集训队教练班子从
建队之初的2人，扩大为由技战
术教练、体能教练、队医、按摩
师和数据分析师组成的庞大团
队。据了解，目前各支冬残奥集
训队均已配足科技、康复、心
理、营养等方面的全方位支持。

据中国残联介绍，各项目集
训队开展了全年不间断的训练，
夏训与冬训、境内与境外、训练
与比赛相结合，运动员竞技水平
得到不断提升。目前6个项目的
集训队共有100多名运动员、40
多名教练员正在河北崇礼、黑龙
江牡丹江、内蒙古以及北京进行
最后冲刺阶段的训练，其中残奥
冰球队、轮椅冰壶队目前已经确
认获得参赛资格，其他4个集训
队的运动员也都在争取积分、获
得达标资格的备战中。

冰雪运动，书写人生
新可能

正在集训备战的中国残奥运
动员是中国千万残疾人通过体育
走出家门、探索人生新可能的一
个缩影。

2015 年北京携手张家口获
得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
办权后，中国残疾人冬季运动迎
来巨大发展机遇，我国冬残奥项

目的训练能力和水平日益提高，
运动员、技术官员人数不断提
升，参赛成绩逐步取得历史性突
破，同时通过连续5年举办“中
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带动更
多残疾人参与冰雪运动，残疾人
大众冰雪普及推广也在不断推
进。

“残奥本身不仅仅是一种体
育竞技，更主要的是一种人文象
征，它体现出一个国家是如何关
爱和帮助残疾人的。”北京冬奥
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说。

全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期
间，各地举办冬季残疾人体育系
列赛事，开展冬残奥项目体验、
冬残奥文化展、残疾人冰雪装备
展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
动，让更多残疾人参与冰雪运
动，乐享冰雪，为成功举办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营造良好氛
围。

“通过筹办北京冬残奥会，
将对政府决策和公众观念产生积
极影响，使残疾人更充分参与社
会生活，推动保障残疾人在体
育、文化、教育、就业等方面的
平等权益，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杨金奎说。

参与冰雪运动，为中国千万
残疾人提供了通过体育运动展示
自我、融入社会、探索人生的新
方式。北京冬残奥会的举办必将
影响和激励整整一代人，促使大
众体验冰雪运动魅力、感悟奥林
匹克精神，同时推进残健融合、
共建共享包容性社会的建设。

100天后，
中国体育健儿将在残奥赛场再展风采

新华社上海 11 月 23 日电
（记者 郑钧天） 上海将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本市保障性租赁
住房的实施意见》，今年底将基
本形成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体
系。

这是记者从 23日举行的上
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的。

上海市副市长汤志平表示，
“十四五”期间，上海计划新增
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 47万
套（间）以上，达到同期新增住

房供应总量的40%以上；到“十
四五”末，全市将累计建设筹措
保障性租赁住房 60 万套 （间）
以上，其中 40万套（间） 左右
形成供应，以缓解新市民、青年
人的住房困难。

上海市住建委主任姚凯表
示，上海将深入研判租赁需求、
充分挖掘供给潜力，持续推进完
善从“一张床”“一间房”到

“一套房”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
系和“租购并举”的住房保障制
度。

汤志平说，按照今明两年
“多做、快做”的总体安排，
2021至 2022年，上海计划建设
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 24 万套
（间），完成“十四五”目标总量
的一半以上。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局长王桢
表示，公租房、单位租赁房、享
受政策支持的各类租赁住房中符
合条件的房源，统一纳入保障性
租赁住房管理。

记者了解到，上海保障性租
赁住房的申请对象不限户籍、不

设收入线。基本准入条件是在上
海市合法就业且住房困难。租期
方面，租赁合同期限原则上不少
于 1年、不超过 3年；合同到期
后，入住对象仍符合准入条件
的，可继续租住。除公租房外，
其他保障性租赁住房不设最长租
赁年限；若保障对象在上海市购
房或离开该市等不再符合准入条
件时，房源退出，周转使用。

在租金方面，面向社会供应
的项目，初次定价在同地段、同
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的九折以

下，后续调价时，年涨幅最高不
超过 5%。住建和房管部门将建
立市场租金监测机制，加强对项
目初次定价和调价的统筹指导，
稳定租赁价格。在户型方面，保
障性租赁住房以建筑面积不超过
7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在非居住用
地上新建、改建的保障性租赁住
房，水、电、气价格将执行民用
标准；保障性租赁住房承租家庭
的未成年子女亦将就地享受义务
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

上海保障性租赁住房：

不限户籍、不设收入线、租金年涨幅不超5%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 王思北）记者23
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
范，维护良好网络舆论秩序，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通知》，提
出对违法失德明星艺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全网统一标
准，严防违法失德明星艺人转移阵地、“曲线复出”。

近年来，网上泛娱乐化倾向、低俗炒作现象屡禁不
止，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等不良文化冲
击主流价值观，一些网上有关明星的宣传信息内容失
范，绯闻八卦、隐私爆料占据网站平台头条版面、热搜
榜单，占用大量公共平台资源，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通知从内容导向、信息呈现、账号管理、舆情机制等
4个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措施，要求严把娱乐明星网上
信息内容导向，加强正面引导，建立负面清单，禁止娱乐
明星网上信息含有宣扬畸形审美、低俗绯闻炒作、恶意刷
量控评、虚假不实爆料、诱导非理性追星等内容。

根据通知，对于明星广告代言、品牌合作、商业推广
等商业活动类信息，原则上仅在各网站平台广告位置呈
现，且应在显著位置标明广告字样。对于明星影视、音
乐、综艺作品及相关宣传、片段、演绎、评述等演艺作品
类信息，含有明星个人标识的，在首页首屏、热门推荐、
热搜榜单等环节，同一明星同一时段原则上只能呈现一条。

严防违法失德艺人“曲线复出”
中央网信办加强

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

新华社哈瓦那11月22日电（记者 林朝晖）第四
届世界媒体峰会 22日在北京举行，古巴拉丁美洲通讯
社社长路易斯·恩里克·冈萨雷斯·阿科斯塔以视频连
线方式参会。冈萨雷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这次峰会对应对全球媒体面临的挑战至关重要，希望媒
体共同努力捍卫社会正义、反对虚假新闻。

冈萨雷斯说，任何国家都不应利用媒体机构干涉他
国内政，媒体机构应共同努力，打击意图破坏主权国家
内部秩序稳定的错误和虚假信息传播。

他说：“在媒体格局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发生巨大变
化时，媒体机构应按照透明和客观的原则为人们提供高
质量的新闻。但如今很多数字平台和社交网站被用来不
负责任地传播谣言和带偏见的消息。”他还指出，应共
同努力，缩小大小媒体组织之间的技术差距。

冈萨雷斯表示，对于拉丁美洲的新闻界来说，本届
世界媒体峰会是一个与其他媒体机构建立联系并了解当
前媒体格局趋势的机会，有助于全球媒体共同探讨媒体
在捍卫社会正义和人类更美好未来方面所起的作用。

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由新华社承办，来自近100个
国家和地区260多家媒体和机构的近400名中外嘉宾线
上线下参会。

古巴拉美社社长冈萨雷斯：

媒体应共同努力
反对虚假新闻传播

乒乓球——世乒赛：中美混双组合进行合练

11月22日，林高远（前左一） /张安（前左二）、卡纳克（前右一） /王曼昱（前右二）在合练中。
国际乒联21日晚宣布，中美选手将跨国配对出战2021年休斯敦世乒赛混双比赛，中国选手林高远搭档美国选手张安，美国选手卡纳克搭档中国选手王曼昱。22

日，这两对中美混双组合进行合练。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 伍岳 朱超）近
期针对华裔的恶性事件在美国一再发生，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 23日就此表示，美国政府应采取负责任措施解
决自身种族歧视问题，维护和保障包括华裔群体在内的
少数族裔的正当权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前，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艾明如在接受采访时对美国华裔、亚
裔遭受歧视现象愈演愈烈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发言人
对此有何评论？考虑到近期在美国针对华裔的恶性事件
一再发生，你对相关现象是否有所担忧？

赵立坚说，有关报道提及，仅纽约市一地今年9月
的“仇亚犯罪”案件数量相比去年同期就激增了
368%。另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全
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数上升了76%。有关数字确
实触目惊心。

他说，众所周知，华人为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但遗憾的是，美国对华裔的歧视现象，不仅
没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得到纠正，反而成为美国社会长
期存在的顽疾毒瘤，这与美反华势力大肆散布涉华虚假
信息，抹黑攻击中国密不可分。

赵立坚说，疫情期间，美国少数政客妄图通过散布针
对中国的污名化论调推卸抗疫不力的责任，为美国社会针
对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群体的仇恨犯罪案件飙升起了推波
助澜作用。有关教训值得深刻汲取，决不应重蹈覆辙。

赵立坚说，近期，针对在美中国公民和华裔人士的
案件在中美两国都引发了公众的震惊和愤慨。美国政府
应认真倾听国内外有识之士的正义呼声，采取负责任措
施解决自身种族歧视问题，维护和保障包括华裔群体在
内的少数族裔的正当权益。

外交部：

美国政府应采取负责任措施
解决自身种族歧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