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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80.1万人通过低保兜底脱贫
晨报讯（通讯员 唐凡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景正华）10月30日，记者从江苏省
民政厅举行的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全省通过社会救助、社会组织参与、慈
善组织和社工机构等，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目前，在255万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
中，已经有80.1万人通过低保兜底脱贫，
有8.9万人通过特困供养兜底脱贫，占脱
贫总人口的35%。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处长林莉介绍，江
苏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户年收入不低于
6000 元的目标要求，倒排制定 2016—
2020 年农村低保最低标准提标计划。
2020年，全省农村低保最低保障标准达到
每人每月610元（年 7320 元），平均保障标
准为每人每月771元，率先以设区市为单
位实现城乡低保一体化，基本民生保障同
城同标，凸显底线公平。今年1-8月，全省
民政部门共对678万人次困难对象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8.27亿元。

江苏还适度扩大低保范围，对低收入家
庭中的重残人员、重病患者，经本人申请，参
照“单人户”纳入低保。目前，全省共保障农
村低保对象37.84万户67.16万人，其中
重残、重病“单人保”4.57万人。适度扩大
特困供养范围，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覆盖的
未成年人年龄从16周岁延长至18周岁，全
省共保障农村特困供养人员20.26万人。
适度扩大临时救助范围，对受疫情影响无法
返岗复工、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
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的农民工等未
参保失业人员，未纳入低保的，经本人申请，
参照3-6个月低保标准发放一次性临时救
助金，已惠及810名未参保失业人员。

省民政厅还会同扶贫部门开展社会救
助兜底脱贫行动，深入摸排全部或部分丧
失劳动能力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
低收入农户，重点关注贫困老年人、残疾
人、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将符合条件的全
部纳入兜底保障。如今，全省255万建档

立卡低收入人口中，有80.1万人通过低保
兜底脱贫，有8.9万人通过特困供养兜底
脱贫，共占脱贫人口的35%。疫情以来，累
计新增纳入农村低保的有3.5万人。全省
7.8万重点监测对象中，28%的易返贫对象
和23%的易致贫对象已纳入低保、特困供
养等兜底救助。

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张燕介绍，
全省登记注册社会组织9.7万个，总量居全国
第一。其中，社会团体3.8万个，社会服务机构
5.8万个，基金会752个。2017年起，江苏社
会组织开启常态化的涉及全国范围的扶贫行
动，帮扶形式涵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贫、民
生扶贫、消费扶贫、教育扶贫等多个领域。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9 月底，全省
3290家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实施帮扶
项目5447个，累计投入资金约22.1亿元，
受益人数超 600 万人。其中，今年全省
1329家社会组织开展帮扶项目3094个，
投入帮扶资金7.22亿元。

近日，高淳分局在办理12345热线工单
中，了解到杨先生办理房屋非公证继承业务
急需调取亲属三十年前户籍档案，多次查档
未果后向派出所求助。古柏派出所及时与诉
求人联系，得知杨先生的母亲（原籍为高淳区
古柏镇，上世纪六十年代嫁至玄武区）离世，
其名下一处房产，因户籍变动，房产局要求出
具死亡证明及户籍变迁记录，以排除杨母有其
他合法继承人。因杨母户籍已迁移，通过平台
难以核实，民警根据提供的姓名（音），结合基础
信息采集的家谱资料，初步确定了其主要家庭
成员，随后翻阅纸质旧档，找到了杨先生外婆的
死亡证明。为证明杨母无其他合法继承人，社
区民警多次深入联合村走访村上的老人，将杨
先生的关系图谱全部厘清，并对接村委出具证
明文件。当民警将所有证明交到杨先生手上
时，他激动地一再表示感谢，称赞以人民为中
心的工作作风。 通讯员 高公宣

建邺人大视察
双闸街道空气质量

晨报讯（通讯员 王鑫 南京晨报/爱
南京记者 仲永）近日，为推进老旧小区出
新改造项目顺利开展，玄武城管梅园新村
中队组织执法干部、城市治理公众委员、
梅园警务工作站、社区委员会及施工队
伍，协助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某处小区车
棚内多处违章建筑进行集中助拆。据介
绍，由于预案准备充分，任务安排细致，拆
违现场秩序井然。此次拆违行动为下一
步设置居民统一敞开式非机动车棚做好
准备，得到广大居民一致拥护。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是一项政府惠民
工程，但该小区内十多处违建车棚不仅破
坏了小区环境，还占用了公共空间，给小
区出新进程带来不利影响。

为了保障拆违工作安全顺利，执法人员
多次进入小区通过现场讲解和发放告知书的
形式，帮助小区居民认识到拆除车棚内违建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拆除
方案，得到大家一致的理解和支持。最终，
拆违施工人员经过两个小时的拆除作业，公
共车棚内搭建的违建被彻底拆除。

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
声明:本人马燕遗失南京临江御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恒景滨江城1-2108发票一张，票据
号:320015435012545625，金额:1785405元，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浦编字〔2020〕

33号文件精神，撤销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农业发展服务中
心、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汤
泉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
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城镇建设管理服务
中心5家事业单位。经举办部门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10月
29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社会事业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城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29日

注销公告
根据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浦编字【2020】

32号文件精神，撤销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农业发展服务中
心、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星
甸街道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城镇建设管
理服务中心、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
中心5家事业单位。经举办部门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10月
29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社会事业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城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29日

减资公告：根据2020年10月29日股
东会决议，南京宁儒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10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担保。南京宁儒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2020年10月29日
汤明(320111196804233237)保安证遗
失，证号32012014002737，特此声明
遗失南京沃能货架制造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浦口区军平机械设备租
赁中心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根据2020年10月29日股
东会决议，南京宁罡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802 万元减至 50
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担保。 南京宁罡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遗失：南京宁伟广告展示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公 章 注 册 号
320114000024196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徳文馨图文制作部税务登
记 证 正 本 ，税 号 ：玄 国 税 字
342423197807224362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南京宁伟广告展示制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于2020年10月30日决议
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
组。请公司债仅人于本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周晓红联系电话：13805140001 地
址：南京台区花神庙街 38 号邮编：
210000。南京宁伟广告展示制作有限
公司清算组2020年10月30日
遗失江苏健康学院张益鸣学生证学
号517520147声明作废
遗失范加英(320122194408180428)房屋
拆迁补偿协议，编号0010854声明作废

江苏信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将于2020年11月7日上午10:00在中
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南京市浦口区原南京力帆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征迁剩余废旧设

备、物资一批（以实际现状为准）（第2次公告）
2、南京软件园二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南瑞集团有限公司）征迁

剩余废旧设备、废旧物资一批（以实际现状为准）（第1次公告）
3、南京北站枢纽经济区环境整治一期项目征迁剩余废旧设备、废旧

物资一批（以实际现状为准）（第1次公告）
二、预展答疑时间：2020年11月4日—11月5日
三、预展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四、报名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2020年11月6日16:00止。

报名截止时间前将拍卖保证金交至本公司指定账户（账户名称：江苏
信恒拍卖有限公司，账号：32001595250052502450，开户行：建行南
京江东门支行，以实际到账为准），并携带相关材料到我公司办理报名
手续。

五、报名截止前在网络拍卖平台上完成注册，申请参加拍卖会。
逾期无法取得拍卖资格。

六、拍卖会时间：2020年11月7日上午10：00
七、联系电话：025-66916996 15301581398 联系人：方先生

10月27日下午，建邺区人大常委会洪
国浩副主任带领区人大代表视察双闸街道空
气质量监测站、天保东河与河西南部6号小
学及邺城路项目工地并听取环保工作汇报，
街道办事处主任徐凌，人大工委主任施翔、分
管领导李继光副主任陪同。

会上，洪国浩对于双闸街道环保工作给
予肯定，知晓压力之大，但同时也提出高要
求：监测站指数异常要尽快查明原因，采取措
施整改；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居民环保意识，
提倡全民绿色行动；加强执法检查力度，增加
联合执法频次，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强化
“现代化管理”手段，运用视频监控等高科技
手段对辖区企业进行管理。 通讯员 葛惠敏

践行民本警务理念
解决户籍调档难题

晨报讯（通讯员 钱雪 南京晨报/爱南京
记者 端木）10月30日，长三角智能制造与
装备创新港签约启动仪式暨创新发展大会在
南京汤山举行，活动现场，南京市政府与南理
工就长三角智能制造与装备创新港共建项目
进行签约，南京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与复杂装备系统动力学研究中心、智能焊接
与高效增材技术中心、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长三角智能制造与装
备创新港项目入驻协议。

据了解，本次大会除了长三角智能制造
与装备创新港共建项目等重要签约外，还设
有国防科技创新发展论坛、2020年度南京
汤山创新发展大会两个分会场。在国防科技
创新发展论坛上，市、区以及汤山度假区主要
领导、省市区相关单位、南理工和北重集团，
就国防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和方向、长三角智
能制造与装备创新港规划建设思路等课题进
行了交流，院士、专家们现场进行指导。

南京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汤山将继续贯彻落实南京
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创新名城相关工作要
求，推动以“政府+大学+产业+市场”发展模
式，推进“南理工汤山校区”建设；进一步推进
校地融合发展，深化科技创新合作，规划建设
国防科技产业园、长三角智能制造与装备创
新港，实现科教融合、校地融合、产城融合的
创新体系化发展；抢抓紫东崛起新机遇，紧扣
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奋力打造东部崛起战略
中的汤山特色名片。

长三角智能制造
与装备创新港签约

晨报讯（通讯员 魏宏伟 南京晨报/爱南
京记者 卢斌）近日，南京市高淳区古柏街
道三保村党总支、村委会负责人一行2人，
驱车十多公里，来到高淳区漆桥街道南者
自然村，专程走访慰问在其女儿家进行休
养的三保村抗美援朝老战士吴朝林，对他
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出的贡献致以崇高
敬意和亲切问候。

据了解，古柏街道三保村有多名村民在
上世纪50年代参军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
战斗。吴朝林是现在这个村唯一健在的抗
美援朝老兵，他是三保村前保自然村人，现
年89岁。在南者自然村见到老战士吴朝林
时，三保村党总支书记魏学军紧握着老人
的手，与老人促膝交谈，详细询问了老人
的生活、身体等情况，认真倾听老兵诉说
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重温红色革命
历史，共话革命精神传承。魏学军代表党
组织感谢老人为保卫国家和人民所作出的
重要贡献，现场为他戴上“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并
送上了慰问金，祝愿他生活幸福、身体安
康、长命百岁。

高淳区古柏街道
走访慰问抗美援朝老兵 晨报讯（通讯员 顾蓉蓉 南京晨报/

爱南京记者 端木）10月30日，“江涌新
时代、宁聚中国风”格力全国巡回第七场
活动在南京市江宁区举行。该活动从“织
造”“制造”“智造”等三个方面，全面展示
江宁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的产业
体系，促进“新消费”。

当天晚上，在江宁区体育中心，《江宁
鼓韵》拉开了活动序幕 ，江宁传统文化元
素精彩亮相。江宁的金陵金箔、周岗红木
雕刻、湖熟板鸭、谷里烙铁画等也纷纷亮
相活动现场 ，《乡情乡音》、音诗画《牛首
四季》、白局经典剧目《金陵好时节》等节
目精彩上演，向广大网友展示着格力匠心
中国造和南京江宁传统文化、人文底蕴的
独特魅力。

据了解，立足于产业发展带动，江宁
用匠心构建了以智能电网、绿色智能汽
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三大支柱产业为基础
的“3＋3＋3＋1”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产业链强链补链，激活发展后劲，去

年江宁综合实力位列“全国百强区”第四
位，江宁开发区位列全国经开区第七位。
立足于创新驱动引领，江宁深入实施南京
市委市政府“两落地一融合”，大力实施科
技体制机制改革，打造了惠及各类创新主
体、双创人才、创新平台的扶持政策体系，加
快紫金山实验室和南京麒麟科技城等重大
科技平台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江宁深
入推进城乡融合，江宁的秀美山水、田园风
光处处点缀着美丽乡村、特色田园乡村，推
动“三农”高质量发展，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实现增收致富。

“江宁创新能力很强，除了看得见的
企业创新，还有优越的营商环境。”董明
珠表示。2017年，格力电器中央空调智
能制造基地正式落户江宁；2018年，格力
新元电子滨江开发区项目落地江宁，同
期，格力电工南京有限公司投产，推动
了企业制造的快速发展。而在今年9月
30日，格力电器中央空调智能制造项目
首套空调顺利下线。

通讯员供图

玄武城管拆除违建助力老旧小区出新

“中国造”助力南京江宁新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