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南京将实施20项积淹水片区整治工程
实施700个自然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覆盖率超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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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湾营164平米、186平米房屋
招租，联系人：汪工，83671098
秦淮区仙鹤里39号701室，
陆维租赁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市鼓楼区饭饭香
便当店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20106600272215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安山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网约车运输证 证件
号码 宁字 320152005796 声
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江宁区张玉梅
家政服务中心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92320115MA1Q38UU7W，
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安山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网约车运输证 证件
号码 宁字 320152181932 声
明作废
遗失江苏新安物流有限公
司苏AN8808道路运输证苏
交运管宁字12328640号，声
明作废
遗失 南京市玄武区小纱帽

巷 3 号 618 室，承租人王保
顺公有住房租赁契约，声明
作废。
遗 失 张 伟 军 官 证 ，号
0172239声明作废
南京市鼓楼区飘香甜品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20106600497579声明作废

15951803813（微信）
江北：13770562097

广告
订版
电话

近日，有居民向“12345”政务热线反
映，自己要更换到期的残疾证，永宁街道为
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了解到市民年纪较
大并且腿脚不便后，主动上门为其拍摄证
件照并收集办证相关材料，新证更换后又
将其送至居民家中，进一步提升群众办事
的便利度、满意度和获得感。永宁街道为
民服务中心坚持“以群众为核心、以服务为
中心”的工作理念，提供“真心、热心、细心、
耐心、暖心”服务，打造群众满意的政务服
务窗口亮丽“名片”。

一是亮明党员身份，微笑服务更真心。
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服务、带头
树形象，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

二是开展礼仪培训，文明服务更热心。
注重服务礼仪、服务规范、沟通技巧和仪容仪
表，打造高效专业的政务窗口，提高办事群众
满意度。

三是一件事一次办，高效服务更细心。
将多件事整合为“一件事”，集成服务清单，精
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间，提升服务质效，让
群众感受政务服务新气象。

四是开通绿色通道，特色服务更耐心。主
动为群众提供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等
特色服务，更为老年人增设“580”专窗，为老人
代办各类事项，免去老人排队等号时间。

五是搭建红色驿站，温情服务更暖心。中
心配置夏日驿站、爱心充电站、志愿服务站、母
婴室、阅读角、24小时政务服务超市、爱心雨
伞、老花镜等暖心服务，让服务变得更有温度。

下一步，街道为民服务中心将持续接受
群众监督，全面建成政务服务“好差评”机制，
及时发现、整改窗口服务存在的问题，为办事
群众提供五星级服务，转变工作作风，夯实服
务责任，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

声明 江苏省罚没款专用收据，票据
号 0100261822、 0100297212，
0100261801、 0100261804、
0100261805，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公 示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新闻记者证管理办
法》《关于开展2020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
的通知》要求，我单位南京晨报已对申领记者证
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我单位拟领取
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2021
年4月24日—5月3日。举报电话为025-
58682302。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张翠莲 张家俊
戴威东 肖明 夏云 杨菲菲 李琳 江艳

南京晨报
2021年4月23日

永宁街道“五心”服务换“五星”好评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聂龙妃）4
月22日，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南
京市水务局一级调研员吴永新介绍2021年度
重点工程建设计划。记者了解到，今年南京水
务将围绕水环境整治提升、污水处理和收集系
统建设、供水设施建设、排水设施建设、防洪减
灾、防汛消险、农村水利等七大类重点工程，聚
焦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快速推进全市水
务基础设施建设。

在水环境整治提升工程方面，吴永新介绍，
为确保国省考断面及入江支流水质达标创优，继

续推进外秦淮河清淤、玄武湖东南湖西岸水域疏
浚及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实施友谊河和孝陵卫东
西沟、玄武湖北湖东部水域等10项河道水环境
整治提升工程及15项暗涵整治工程。

此外，在污水处理和收集系统建设上，按照
污水提质增效“333”行动方案，基本建成城南
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江心洲-城南污水处理
厂连通一期工程、污泥处置中心及智慧水务建
设系统等10项工程，实施主城6大污水处理系
统污水主次干管新改建和污水系统管网排查专
项整治等22项工程，实现“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达标区”面积超50%。实施700个自然村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覆盖率超85%。

去年，南京打赢了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的
硬仗，这也得益于近几年南京在水务建设及
设施保障方面所做的努力。记者了解到，今
年南京将实施主城20项积淹水片区整治工
程和雨水泵站更新改造工程，并根据2020
年汛期超历史洪水期间出现和汛后排查发现
的险工情况，实施71条骨干河道、43座水库
和50条非骨干河道消险工程，实施固城湖永
联圩堤防新建、水阳江干流左岸高宣圩、右岸

永丰圩堤防加固工程，提升水阳江和固城湖
流域防洪能力；实施江宁区二干河、溧水区新
桥河综合治理，新建高淳区永宏泵站等，补齐
区域防洪排涝短板弱项。

农村水利工程也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吴永
新表示，今年将对列入省级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总体方案的湫湖、石桥等4座大中型灌
区进行改造，实施年度12座重点泵站、农村翻
水线更新改造、10座重点塘坝治理和3个生态
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继续推进高淳区水系连
通和水美乡村建设。

这个五一，南京海底世界将推出首个无尾目主题蛙展和人鱼银河秀！无尾目
主题蛙展上将能看见白氏树蛙、大泛树蛙、角蛙、猫眼珍珠蛙（小丑蛙）、华西雨蛙。
最为特别的就是颜色如碧玉的白氏树蛙，性情温和、样貌可爱，常被作为宠物饲
养。全新表演项目——人鱼银河秀，唯美的美人鱼与一万尾生物精灵一起穿越浪
漫银河，星空坠落，点点银光在水中闪烁。五一期间，每天表演时间为11：30、14：
30。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陈起增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邵丹

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南京发布三年行动计划

晨报讯（通讯员 江明蔚 谷菁舒 南京
晨报/爱南京记者 金磊）4月23日上午，省
和南京市举行了侵权假冒商品集中销毁活
动，有 190 吨的侵权假冒商品被集中销
毁。此次活动由省、市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市市场监管局、海
关、公安局、文旅局等市“双打”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各区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共同参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
派人现场见证此次销毁活动。

本次集中销毁活动的物品，来自市市场
监管、公安、文旅和海关等“双打”成员单位，
以及各区“双打”办，包括侵权假冒的食品、
化妆品、酒类、服装鞋包、疫情防控用品、汽
车配件、建材，以及非法出版物等15大类、
12万余件，共计190多吨。记者在现场看
到，集中销毁的侵权假冒商品当中，有的是
纯粹的假货，像是假茅台、假洋河等等，也有
一些是商标侵权产品，比如打着“老娘舅”商
标的大米，还有假冒知名品牌的猕猴桃等。

南京集中销毁190吨侵权假冒商品

晨报讯（通讯员 宁公宣 南京晨报/爱
南京记者 王业全）“爸爸，今天警察叔叔到
我们学校上了安全课，还给我们发了反诈宣
传单，你和妈妈也要好好学习一下，别被坏
人给骗了。”4月22日晚，放学回到家的开发
区学校三年级学生小蒋，迫不及待地拿出了
南京警方精心制作的防范通讯网络诈骗宣
传单，让父母阅读、签字，说是警察叔叔布置
的家庭作业。

孩子的父亲蒋先生告诉记者：“孩子拿着
反诈宣传单让家长学习、签字，我还是头一回
遇到，很新鲜，仔细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都是
一些真实案例，诈骗的手段触目惊心。不仅对
孩子，对我们这些大人也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在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九龙湖派出所
的反诈宣传工作中，孩子们也是重要的一
环。“我们所辖区有大学、中小学、幼儿园
共21家，学生群体的数量很大。他们既
是我们重要的反诈宣传对象，更是我们的
小小宣传员。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通
过一名学生，提高一个家庭的防范意识和
能力。”九龙湖派出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即使已经是晚上10点多，走进九龙
湖派出所，仍然是灯火通明，刚刚从社区

返回的民警、辅警还在忙着完善“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入户宣传”登记工作。

“我们小组今天晚上跑了372家。”社区
民警毛宜宁告诉记者，“白天居民家里一般没
人，所里就安排社区民警错时工作，利用晚上
7点到9点进行上门走访宣传，虽然有些‘扰
民’，但是大伙还是十分理解和支持！”

在九龙湖派出所的反诈宣传队伍中，除
了作为“主力军”的民警、辅警，还有一些佩戴
“红袖标”的“普通人”格外显眼。“他们是我们
的社会动员力量，我们把‘红袖标’分发给网
格员和辖区热心群众，让他们配合民警、辅警
进行走访宣传。时间久了，群众一看到‘红袖
标’，就能想到防范通讯网络诈骗。”九龙湖派
出所所长黄天昆告诉记者。

错时入户宣传反诈

九龙湖派出所织密
防范通讯网络诈骗安全网

晨报讯（通讯员 玄萱 南京晨报/爱南京
记者 肖秋）发布《南京市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三年行动计划》、德基三期项目启动建设、新
街口商圈发展联盟正式成立……4月23日，
在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现场推进会暨
2021南京国际消费节（春季）启动仪式上，一
系列重磅行动如春雷阵阵，昭示南京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决心的同时，也将省市目光聚焦
至启动仪式所在地——南京玄武。

在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一
二线城市纷纷入局，角逐新一轮“国际消费中
心”。南京也将基本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列入
“十四五”发展目标，发布《南京创建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三年行动计划》。到2023年，南京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达到8900亿元，年均增幅7%；到
2025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0000
亿元。将在吃出“南京味道”、住出“南京品质”、行
出“南京畅达”、游出“南京气韵”、购出“南京时
尚”、玩出“南京潮流”等六方面发力。

作为南京中心城区的玄武区，在此次消费
“竞速”中，也扛起了主城区首位担当。到
2025年，建成高品质消费载体32个、面积
360万平方米。

启动仪式上，一批重点消费载体、重点消
费项目签约落地。同时，在启动仪式上，德基
三期正式启动建设。记者了解到，三期建成后
将新增5万平方米商业载体，与一期、二期“梦
幻联动”。届时，德基商业总面积将达20万平
方米。此外，在一期、二期、三期商场中间还规
划建设一处下沉式广场，未来将举办时尚发布
会、品牌秀场等。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德基广场内的LV、
GUCCI、DIOR、CHANEL、Hermès等国际
一线品牌，也将启动提档升级，由品牌店升级为
旗舰店。据LV大中华区负责人介绍，去年，LV
门店全年营业额超10亿元，此次业态调整也佐
证了LV对于南京、玄武消费实力的信心。

另外，仪式上，20家知名商业首店和知名
品牌集中签约。其中，南京首家法拉利展厅
“加盟”玄武区，落户于长江路文旅集聚区重要
载体——长江会。此外，在长江路文旅集聚区
东侧，继去年省内首家丽思卡尔顿酒店在德基
开业以来，顶级酒店品牌嘉佩乐也正式签约落
地，将利用钟岚里地块19栋民国建筑，深入挖
掘历史文化，融通商业消费，打造集商业、酒
店、特色街区等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