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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2版)全会提出，统筹发
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
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
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
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
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
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
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要加强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

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
社会稳定和安全。

全会提出，加快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
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
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
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机械
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

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确保二〇二七
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要提高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质量效益，促进国
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构建一
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动重点
区域、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协调发展，
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巩固军政军
民团结。

全会强调，实现“十四五”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要
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社
会主义政治建设，健全规划制定和
落实机制。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
繁荣稳定，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和祖国统一。要高举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
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
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胜利！

10月 29日，记者从省公务员
局获悉，江苏省2021年度考试录
用公务员工作将于今日（10 月 30
日）启动，报考者可于2020年 10
月30日登录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
门户网站（www.jszzb.gov.cn）、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门户
网站（jshrss.jiangsu.gov.cn）以
及各设区市委组织部门户网站查询
招考公告、招考职位、招考政策、报
考指南以及咨询电话等信息。此
外，网络报名时间为2020年11月
3日到11月9日，公共科目笔试时

间为2020年 12月 20日，公安专
业科目笔试时间为2020年 12月
19日下午，面试将在2021年3月
上旬进行，录用审批工作预计在
2021年7月底前结束。

据了解，2021 年度招录总体
规 模 明 显 增 加 ，全 省 共 编 制 了
9536 个录用计划，创历史新高。
此外，省级机关除部分特殊职位或
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外，全部从具有
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
招录。南京市级机关拿出40%的
录用计划招录具有两年以上基层

工作经历人员。
同时，加大从大学生村官等服

务基层项目人员中招录公务员的
力度，全省共设置778个录用计划
用于定向招录大学生村官、“西部
计划”“苏北计划”“三支一扶计划”
志愿者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以及
在军队服役 5年（含）以上的高校
毕业生退役士兵；设置110个录用
计划用于定向招录优秀村党组织
书记、村委会主任和社区党组织书
记、居委会主任。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度江苏

在设区市以下机关新增“定向招录
2021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职
位，主要用于定向招录国家统一招
生的 2021 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
生。同时将符合条件的2020年普
通高校毕业生、大学生村官等服务
基层项目人员、普通高校毕业生退
役士兵以及取得国（境）外学位并完
成教育部学历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
纳入定向招录范围。上述人员中，
具有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的
报考者不受生源地限制，其他报考
者须为江苏生源。

记者还了解到，在户籍条件上，
今年省级机关招录职位继续取消对
报考者户籍或生源地的限制，部分设
区市也取消或放宽了户籍或生源地
等条件限制；在专业设置上，全省有
7227个录用计划专业设置到大类，
274个录用计划不限专业；在定向职
位设置上，2021年度江苏又设置13
个定向招录残疾人的录用计划，面向
符合条件的持证残疾人招录，充分发
挥党政机关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
的示范带头作用。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通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
者 陈彦）昨天上午，南京市政府
召开“十三五”成就看南京系列新
闻发布会，详细介绍过去五年来
南京在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上
取得的成绩。据悉，围绕打造“综
合交通枢纽升级版”“综合运输服
务升级版”为重点，南京在铁路、
民航、轨道交通、高速、城市快速
路、航运等领域全面发力，有力支
撑了城市首位度的提升。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罗
睿介绍，“十三五”期间，南京在铁
路建设方面实现了沪宁杭合一小
时高铁交通圈。截至目前，南京铁
路运营总里程476公里，其中高
速铁路234公里，铁路网密度列
全省第1位，衔接北京、上海、杭

州、安庆、合肥（武汉）、郑州6个方
向，可实现与省内8个设区市铁路
直通以及全国24个省会城市铁
路快速通达。轨道交通方面，建成
地铁4号线一期、宁和线S3、宁溧
线S7、宁高线S9及麒麟有轨电车
二号线，到去年年底，南京轨道（含
都市圈城际和有轨电车）合计12
条，里程达到394公里，成为全国
首个区县全部开通地铁的城市。
高速公路密度达到8.65公里/百
平方公里，不仅位列全省第一，在
全国副省级城市也居于前列。

市内出行方面，建成纬七路
东进二期工程、苜蓿园大街南延、
应天东街、承天大道等项目，“井
字形加外环”城市快速路网体系
实现闭合。本月初，光华路东延

段跨绕城公路立交工程也顺利实
现通车。截至“十三五”末，南京
过江通道将建成10处12条、在
建4处，形成“7桥2隧3轨”布局
合理、层次分明的跨江通道体系，
高效支撑两岸融合和江北新区、
自贸区与主城联动发展。新改建
农村公路2258公里、农路桥梁
136座。江宁区、高淳区成功创
建国家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区），江宁、高淳、浦口、栖霞、雨花
台、六合、溧水、江北新区成功创建
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区）。

民航方面，禄口机场实现24
小时口岸通关保障，客货吞吐量分
别突破3000万人次、37万吨，较
“十二五”末分别增长12.4%、
3.5%，居全国11、12位。

10月29日，在“十三五”成就
看南京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
建委副主任陆一介绍了“十三五”
期间南京城建发展总体情况。

多心开敞城市空间格
局基本构建

陆一介绍说，“十三五”期间，
南京城乡空间结构持续优化，多心
开敞格局基本建立。加快建设江
南、江北双主城，中心城区有效拓
展，老城有机更新工作扎实推进，
东山、仙林片区融入主城同城化发
展，河西南部、南部新城等重点板
块高标准打造。

抢抓国家级新区和自贸试验
区叠加机遇，南京江北新区核心
区现代化门户形象初步彰显。实
施东部崛起战略，紫东地区规划
设计和资源整合工作统筹推进。
六合、溧水及高淳副城加快高质
量发展步伐，龙潭、桥林、汤山、禄
口等新城中心初步成型。到
2019 年，南京建成区面积达

823平方公里，比“十二五”末增
加68平方公里，“南北田园、中部
都市、拥江发展、城乡融合”的市
域空间格局基本构建。

全市建设各类保障性
住房1514万平方米

近年来，南京的新型城镇化
扎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深
入。数据显示，2019年，南京市
常住人口达850万人，城镇化率
83.2%，比2015年提高1.8个
百分点，位居全省第一。全市建
设各类保障性住房1514万平方
米，城镇常住人口保障性住房覆
盖率已达 31.7%。

打造滨江九大城市客
厅，推进历史文化保护更新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总
规划师吕晓宁介绍说，“十三五”
期间，南京实施新一轮环境综合
整治，美化净化序化亮化城市空

间，完成49条主次干道、261条
背街小巷、920万平方米建筑立
面、75.5公里河道岸线、910个
老旧小区等整治工作，基础设施
功能和宜居环境品质有效提升，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挖
掘，完成明城墙10公里、外秦淮
河12.5公里重点段落环境整治
提升，推进滨江岸线贯通和景观
品质提升，启动滨江九大城市客
厅规划建设，推进颐和路、老门
东、小西湖、评事街等历史地段更
新保护，着力打造沿长江、沿城
墙、沿秦淮河、沿历史街巷的城市
特色空间。

转变城市更新理念，推动设
施、功能、场景、文化相互融合，加
快实施夫子庙、湖南路、鼓楼等城
市窗口地区品质提升，打造喵喵
街、水木秦淮等主题街巷、特色街
区，搭建“Live 南京”城市直播平
台，彰显历史风貌与现代都市融
合共生的城市之美。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霞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陈彦）电影中瞬间下载进度满格的实
景已经到来了！昨天，南京地铁传来
好消息，已开通运营的10条地铁线路
全部实现移动5G网络全覆盖，乘客在
畅享5G通信网络带来的“快速”服务
同时，也标志着南京地铁通信网络服
务水平跃居全国前列。

记者了解到，去年12月，南京
地铁4号线完成江苏首条5G全覆
盖，正式开启了南京地铁线路移动
5G建设的大幕。今年初，在相继
完成S9号线（宁高线）、3号线5G
网络全覆盖建设后，南京地铁公司
与南京移动联合规划、推进剩余7
条地铁线路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并于10月下旬全面完成了7

条地铁线路5G建设整体工程，以
技术先进、品质卓越的移动5G网
络提升市民乘坐地铁通信体验。

当下，5G给用户带来最直观
的感受就是下载手机应用程序“一
点就到位”。记者昨日发现，乘坐地
铁，移动5G信号始终满格。在南
京地铁10号线元通站，测试人员
分别用5G和4G同时下载时下最
热门的《王者荣耀》游戏，当4G手
机下载进度刚达到10%时，5G手
机已完成了下载。据悉，后期南京
地铁和南京移动还将对在建的地铁
1号线北延、2号线西延、5号线、6
号线、7号线等9条线路开展5G覆
盖规划，确保地铁建成通车前同步
完成移动5G覆盖工作。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
者 陈彦）昨天上午7时30分，一列
G55801次动车组列车从南京南
站出发，经过镇江站后，跨越长江，
驶向淮安东方向，标志着连淮扬镇
铁路淮镇段联调联试工作结束，转
入试运行阶段，距离线路具备开通
运营条件时间越来越近。

“试运行主要是按试验大纲要
求，原则上利用不少于一个月的时
间，进行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
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
试验等项目测试，为正式开通运营
提供科学依据。”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有关技术人员说，试运行使用
的列车与正式开通运行的动车组
列车基本一致。与正式运营列车
不同的是，运行试验列车是模拟办
理客运业务。

江苏省铁路集团工程技术部有
关负责人表示，连淮扬镇铁路于
2015年9月全线开工建设，经过
数万名建设者的艰苦奋战，完成了
路基、桥梁、正线铺轨、“四电”和站
房工程，淮镇段于今年9月1日开
始联调联试。检测列车、综合检测
列车、测试动车组等各类试验列车
先后上线，多次进行时速60公里
至时速275公里往返检测试验以
及全线拉通试验。截至10月28

日，淮镇段共开行各类试验列车
110余列，检测总里程达51571公
里，综合检测列车试验最高时速达
275公里，安全、优质、高效完成各
项联调联试检测任务，顺利转入运
行试验阶段。

连淮扬镇铁路位于江苏省中北
部，北起连云港市，向南经淮安、扬
州市，跨过长江后到达镇江市，北段
连接陇海铁路、青连铁路和在建的
连徐高铁，中部接徐盐、宁启铁路，
南端与沪宁城际铁路相连，形成纵
贯江苏省苏北、苏中、苏南地区的中
轴铁路主通道。全线长约304.5
公里，设计时速为250公里，北段
为连云港至淮安段，已于2019年
12月16日开通运营，南段即淮安
至镇江段正线全长约200公里，设
淮安东、宝应、高邮北、高邮、扬州
东、大港南、丹徒等车站。

连淮扬镇铁路淮镇段开通后，
将实现连淮扬镇铁路全线贯通，直
接将连云港、淮安、扬州、镇江地区
部分县市连通全国高速铁路网，实
现与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中心
城市无缝对接。同时，对于完善长
三角地区铁路网布局和区域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提高沿线城市交通便
捷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井字形加外环”快速路网实现闭合

南京10条地铁线路
实现移动5G全覆盖

城镇化率达83.2%，全省第一

连淮扬镇铁路淮镇段试运行

南京“十三五”城建成绩单发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