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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月16日，南京市政府召开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秦淮区
专场发布会，并带领记者深入秦
淮区，实地感受当地居民的幸福
生活。

挖掘属地特点 老旧小
区改造有高招

秦淮人口密度大、老旧小区多，
棚改面积占到全市主城的三成。近
年来，秦淮把旧改作为最大的“民生
工程”来抓。“十三五”以来，累计完
成308万平方米棚改任务、163个
老旧小区的整治。在城市更新中，
政府部门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充
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因地制宜采取

不同的城市更新方式。
秦虹街道扇骨里社区位于美丽

的清水塘畔，这里曾经是渔民聚集
的棚户区，近年来，经过征收建设、
环境整治和创新网格治理，现如今
已是环境优美、生活便利、邻里和睦
的零距离家园。

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社区有
老旧小区7个，楼房49幢，居民主
要构成为原雨花台区七里镇的渔
民、蔬菜大队的菜农以及部分下放
回宁、拆迁安置人员。为彻底改善
区域面貌，2015年秦淮区对该处进
行综合环境整治改造，并结合群众
服务需求规划建设功能多样的社区
邻里生活中心。

在整治建设过程中，街道、社

区注重挖掘属地文化、民间文化，
寻求周边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提炼当地渔民文化、水文化、制扇
文化等特点，融入中心的设计方案
中。同时注重扩大服务覆盖面，提
供“一口清”导办、“一门式”受理和
全城通办的便捷式政务服务，及为
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康复、床
位护理的智慧养老服务，还有党群
公益服务，用综合性服务凝聚周边
居民群众，体现邻里相亲、文化相
融，将社区打造为各取所需、其乐
融融的和谐家园。

不仅如此，街道还持续加大片区
周边环境更新和整治力度，结合象房
村净水泵站项目，修建绿地广场及休
闲文化长廊，优化道路支巷通行环

境，落实沿街停车智能化管理。

努力提升老年人生活
幸福指数

秦淮是全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
地区之一，60岁以上老人近20万、
户籍老年人口超过了27%。对此，
秦淮区政府积极探索大城市中心城
区养老难题破解之道，相关经验做法
被民政部总结推广。

秦淮区推行集成式养老，集机
构、社区、居家养老于一体，形成
“1+12+N”的养老服务圈，每个街
道都要建成1500平方米以上的综
合养老服务中心。还推行幸福养
老计划，创新“互联网+护理服务”，

实现独居老人上门服务全覆盖，80
岁以上老人上门关爱全覆盖，适老
化改造全覆盖，老人手机点单服务
全覆盖。同时，秦淮区还推行医养
融合，建成“15分钟健康服务圈”，
南京市中医院搬至南部新城医疗
中心全新亮相，依托红十字医院筹
建主城最大的东部康养中心，实现
一条龙服务，努力让秦淮的老人
“老有颐养”。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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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新区全球跨境贸易数字生态大会召开

晨报讯（通讯员 王彤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 10月16日
上午，2020南京江北新区全球跨
境贸易数字生态大会在长江之舟
顺利召开。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装备部电子信息基础部副部长李
纪南少将，南京市委常委、江北新

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罗群，南京海
关副关长、金陵海关关长张亚平，
江北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潺嵋，联
合国贸发会BODR战略指导委员
会委员、中国丝路集团董事长闫立
金出席。

在江北新区“丝路之舟”数贸
大厦揭牌仪式暨全球跨境贸易综
合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仪式上，罗群
表示，江北新区作为全国第13个、
江苏省唯一的国家级新区，在我国
迎来新一轮对外开放风口和全球
经济格局加速重整的大背景下，江
北新区主动发挥国家级新区和自
贸区“双区”叠加的发展优势，围绕
“两城一中心”发展体系大力发展
数字经济。

闫立金表示，全球跨境贸易综
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DTI
全球总部正式落户南京江北新区，
也成为全球唯一的数字基础设施总

部节点，为“1+X”全球跨境贸易枢
纽生态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为联
接“一带一路”多个国家节点奠定发
展基础。

打造数贸之都，江北新区正当
其时。当具有国家级新区与自贸区
“双区叠加”优势的发展热土，与具
有丰富跨境贸易资源和经验的头部
企业联手，一个开放的“数贸之都”
近在眼前。

会议现场，进行了江北新区“丝
路之舟”数贸大厦揭牌仪式及南京
市跨境电商创业创新孵化基地授牌
仪式，见证了江北新区智慧新能源
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江北新区智慧
贸易创新服务基地项目、江北新区
智慧港口产业基金中心项目等一批
重大项目签约，未来将进一步促进
海内外资本在新区融合汇聚，促进
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
新应用在新区融合发展。

记者 卢斌 摄

整治老旧小区 破解养老难题

秦淮区努力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指数

晨报讯（通讯员 杨漾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端木） 9月28日，
坐落于南京市上秦淮湿地公园规
划区的南京上秦淮文旅小镇华谊
街区正式开始试运营。恰逢中秋
国庆双节长假，华谊电影小镇陆
续收到关于人流量过多造成的车
辆停放不规范、排队混乱的投诉，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当事人联系
了解具体诉求，对景区人员进行
日常管理专项培训，优化停车区
域，规范排队秩序。

10 月 11 日上午，“星影广

场”街区门口聚集了不少等待入
园的游客，工作人员耐心疏导群
众，经体温测量后排队进场，现场
秩序井然。与此同时，面对群众
提出的停车难等问题，景区派专
人进行车辆引导，对游客进行劝
诫，有效改善了停车不规范的问
题。目前，南京未来科技城开设
为民办事快速通道，涉及群众利
益的投诉做到第一时间核查、第
一时间处理，积极解决群众难事，
优质的服务、整洁的环境，得到了
游客的一致称赞。

华谊电影小镇积极打造和谐景区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
者 陈彦）今年的10月15日是第
37 个国际盲人节，雨花台区残
联、雨花台区盲人协会携手中国
狮子联会尚善服务队，共同举办
了一场以“残健融合——我是你
的眼”红色文化教育活动，让多位
平日不便出门的盲人朋友感受雨
花红色文化同时，也度过了一个
不一样的节日。

对于视力残缺给生活学习带
来的障碍只有感同身受才有深切
体会，主题为“残健融合——我是
你的眼”的特色活动其中一项重
要环节就是让志愿者们戴上眼
罩，在盲人朋友的指导下体验“探
索盲道”“听声拾物”“闻香识

菜”。当体验结束，就是志愿者提
供帮助的环节，多位盲人朋友在
志愿者的搀扶下来到雨花台烈士

纪念馆，共同聆听烈士们为革命
献身的英勇事迹，感受红色文化
的洗礼。

雨花台区举行国际盲人节特色活动

雨花台区残联供图

晨报讯（通讯员 玄萱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仲永）10月16日
下午，“江海一‘链’‘玄’动未
来”——2020年南京玄武硅巷招
商推介会在深圳举办。四季度伊
始，玄武区率先“走出去”招商，赴深
圳集中推介政策载体、链接产业资
源，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创新为“链”，玄武与深圳结缘
已久。随着星河集团、金地商置集
团等一批深圳优质企业入驻玄武，
星河WORLD、金地·梧桐里等龙
头型、旗舰型、基地型项目已在玄
武多点开花；借助南京市“百校对
接计划”，来自玄武的优秀年轻干
部作为科技人才专员派驻深圳高
校，在校地产学研合作领域结出累
累硕果。

会上，玄武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赵小华对玄武区政策环境进行推
介。他指出，玄武重商安商，纵享精
粹资源、构筑创新高地、厚植营商沃
土，目前正重点打造软件和信息服
务、新医药与生命健康、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四大特色产业链，并实施
“链长制”强链、补链，面向海内外客
商嘉宾广抛“绣球”。

“北有中关村，南有珠江路。”
推介会上，珠江路城市硅巷活力指
数正式发布，见证了珠江路从电子
一条街蝶变城市硅巷的创新征
程。指数显示，珠江路硅巷创新创
业活力水平基本维持稳定并呈上
升态势，近两年来增长快速明显。
红山新城、南师大玄武科技园、南
理工科创园、徐庄高新区等一批玄
武载体依次登台亮相，从区位优
势、产业定位、项目引进等多个方
面，系统展示玄武“一区五园”创新
经济带创新活力，全面释放“玄武
引力”。

立足禀赋优势、着眼长远发展，
据悉，玄武还将围绕“四新”行动，不
断强化政企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构
建大数据化、资本化、市场化“三化”
招商模式，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
良好环境，筑巢引凤，为区域发展再
夯明日根基。

玄武硅巷招商推介会在深圳举办

晨报讯（通讯员 杨来生 南京
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我是高
淳区固城街道漕塘村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的普查员，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摸底登记工作开始了，
耽误您几分钟，问您一些问题，这
是我们的工作证件，请您配合。”
近日，漕塘村普查指导员杨铁军
就带领村里的 15名普查员进村
入户进行人口摸底登记，白天没
人在家就晚上预约。这是该街道

开展入户摸底工作的缩影，也同
时标志着该街道 168 个普查区
“第七次人口普查”入户摸底工作
全面启动。

自 10 月 11 日起，固城街道
230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在街
道人普办的统一部署下，就全力投
入摸底入户工作，遵循“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的原则，集中力量，对自
己负责的普查小区进行入户登记，
采集居民信息；每到一个居民户都

认真地核对信息。为保证信息的准
确，12日晚，街道人普办业务负责
人孔丹霞还带领业务骨干到人口较
多、业务量大的固城村对人普“两
员”进行培训，确保了摸底核实数据
的准确性。

据介绍，通过前期大力宣传和
街村干部、“两员”的共同努力，在摸
底核实中，居民户积极配合，工作推
进顺利，为下一步的人口普查工作
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固城街道：人口普查认真细致入户摸“家底”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
者 卢斌） 10月15日，由南京市
浦口区交通运输局宁西道路桥梁
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县道盘乌线
红旗桥顺利合龙，预计年底前完
工投用。

据了解，红旗桥按照一级公路
桥梁荷载标准建设，全长606米，
桥宽10米。主桥上部结构为三跨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连续箱梁，引桥
为20米后张预应力空心板梁。主
桥桥墩采用薄壁实心墩，引桥桥墩

采用钢筋混凝土桩柱墩。自2019
年10月开工以来，宁西路桥坚持
高质量、严要求推进工程建设，确保
最大限度保障桥梁的安全性及使用
寿命。

红旗桥作为盘乌线上跨驷马
山分洪道的关键节点，发挥着连
接苏皖两地的重要通道作用。桥
梁完工投用后，将为两地交通往
来、经济融合、文化交流提供更大
的便利，进一步促进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的发展。

浦口盘乌线红旗桥顺利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