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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根据南京市《关于优化新能源轻型
以下厢式、 封闭货车以及轻型多用途货
车（皮卡车）通行管理措施的通告》相关
规定，本市籍新能源轻型（含）以下厢式、
封闭货车除早晚高峰 （7:00—9:00 ，
17 : 00—19:00）在本禁区范围禁行外，其

他时段不需办理通行证通行。 轻型多用
途货车（皮卡车）在我区范围内不需办
理通行证通行。

专项作业车、特殊结构车、挂车参照本
通告管理。本通告自 2023年 2月 1日起正
式实施， 此前发布的相关通告内容与本通

告不一致的，以本通告为准。 请广大群众
积极配合，并严格遵守通行管理政策。

特此通告。

江宁区人民政府
2023 年 1 月 18 日

领证方式
通行证办理采取线上 + 线下结合方式，具体办理方法如下：
1.线下办理：货车当日纸质通行证由江宁公安分局政务服务管理大队、江宁交警大队 1 号窗口、涉及禁区相关交警中队核发（各
办理点详见“江宁警方“公众号）；

2.线上办理：电子通行证可登录“南京交警”公众号，点击“指上交警”模块，进入“禁区通行证业务”办理。

关于江宁区货车禁行范围调整的通告

江宁城区禁行区域、禁行路段、高架及货运通道一览表
全天货车禁区范围及禁行道路 部分时段货车禁行道路

全天货车禁区：文靖西路（鞭鞍街—土山路）、土山路（文靖西路—上元大街）、竹山路（上元大
街—天元中路）、天元中路（竹山路—佳湖东路，不含本道路）、佳湖东路（天元中路—胜太路）、胜太
路（佳湖东路—双龙大道）、双龙大道（胜太东路—上元大街，不含地面段）、上元大街（双龙大道—滨
河东路）、滨河东路（上元大街—文靖西路）合围区域。

双龙大道地面段（创新
街 - 吉印大道）、 天元西路
（利源南路—双龙大道）、天
元中路、 天元东路（竹山
路—天印大道）。

6：00-22：00 禁止货
运机动车通行，持江宁区货
车禁区通行证的车辆除每
日 7：00 至 9：00、17：00 至
19：00 外，可以驶入本区货
车禁区。

诚信大道（苏源大道—双龙大道，不含本道路）、双龙大道（诚信大道—吉印大道，不含本道路）、吉
印大道（双龙大道—苏源大道，不含本道路）、苏源大道（吉印大道—诚信大道，不含本道路）合围区域。

以上未注明不含本道路的，均为货运机动车全天禁行道路。
全天货车禁行道路：文靖西路（鞭鞍街—土山路）、土山路（文靖西路—上元大街）、竹山路（上

元大街—吉印大道）、金箔路（竹山路—上元大街）、上元大街（双龙大道—天印大道）、双龙大道高架
段、新亭东路（莱茵达路—天印大道）、新亭路、新亭西路、胜太东路（新亭西路—双龙大道）、胜太路、
胜太西路、佳湖东路、诚信大道（清水亭东路—天印大道）、东南大学路（苏源大道—双龙大道）、上高
路（天行路—丰泽路）。

全天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 持江宁区货车禁区通行证的车辆除每日 7：00 至 9：00、17：00 至
19：00 外，可以驶入本区货车禁区。

� � � � 为进一步加强江宁区交通秩序管
理，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及道路通行环境，
保障交通出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以及《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相关
法律法规之规定， 现对我区货车禁区范
围进行调整。 具体事项通告如下：

1、江宁城区货运禁区及货运通道
江宁城区货运禁区范围： 江宁区

界、创新街、双麒路（不含本道路）、秦
淮河、宏运大道（秦淮河—北沿路）、北
沿路（宏运大道—文靖西路）、文靖西
路（鞭鞍街—土山路）、文靖路（土山
路—天印大道）、 宏运大道 （天印大
道—上高路，不含本道路）、上高路（宏
运大道—润发路）、石杨路（沧麒路—东
麒路）以南；

东麒路（石杨路—临麒南路，不含本
道路）、润发路（上高路—万泰路）、沧麒

路（万泰路—石杨路）、 万泰路（润发
路—沧麒路）、临麒南路（东麒路—麟凤
路）、麟凤路（临麒南路—润麒南路）、润
麒南路（麟凤路—嘉茂路）、嘉茂路（润
麒南路—万安东路）、 万安东路（嘉茂
路—天元东路）、天元东路（万安东路—
侯焦路，不含本道路）、侯焦路（不含本
道路）、福英路（侯焦路—吉印大道，不
含本道路）以西；

吉印大道（福英路—苏源大道，不
含本道路）、苏源大道（吉印大道—诚信
大道，不含本道路）、诚信大道（苏源大
道—S126，不含本道路）以北；

S126（诚信大道—区界， 不含本道
路）以东的合围区域。

以上未注明不含本道路的，均为货
运机动车禁行道路。

上述区域每日 22：00 至 9：00、
17：00 至 19：00 禁止货运机动车通
行， 持江宁区货车禁区通行证的车辆

除每日 7：00 至 9：00、17：00 至 19：00
外，可以驶入本区货车禁区。（区内货运
通道、全天货车禁区除外）

禁区内货运通道： 江宁辖区宏运大
道（花神大道—双龙大道，天印大道—上
高路）、东麒路（上高路—石杨路）、秦淮
路（将军大道—双龙大道）、天元西路（将
军大道—苏源大道）、天元东路（天印大
道—万安东路）、诚信大道（S126—清水
亭东路）、 吉印大道（苏源大道—福英
路）、S126（江宁区界—诚信大道）、将军
大道（宏运大道—诚信大道）、利源南路
（天元西路—高湖路）、 苏源大道（高湖
路—吉印大道）、 清水亭东路（诚信大
道—吉印大道）、宏运大道（天印大道—东
麒路）、天印大道（宏运大道—印湖路）、印
湖路（天印大道以西段）、科宁路（天印大
道—湖山路）、 湖山路（科宁路—天元东
路）、龙眠大道（天元东路—福英路）、福英
路（吉印大道—侯焦路）、侯焦路。

麒麟街道禁行区域、禁行路段、货运通道一览表
街道 禁行范围 通行规定

麒麟街道
货车禁区

S122 （文荟路—镇东路， 不含本道路）、 镇东路
（S122—北湾营街）、北湾营街（镇东路—文荟路，不含本道
路）、文荟路（北湾营街—S122，不含本道路）合围区域。

以上未注明不含本道路的，均为货运机动车禁行道路。

每日 22：00-次日 9：00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
持江宁区货车禁区通行证的车辆除每日 7：00 至
9：00、17：00至 19：00外，可以驶入本区货车禁区。

� � � � 2、部分街道货运禁区及货运通道

秣陵街道禁行区域、禁行路段、货运通道一览表
街道 禁行范围 通行规定

秣陵街道
货车禁区

秣周东路（上秦淮大街—双龙大道）全天禁止货运机
动车通行。

全天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持江宁区货车禁区通
行证的车辆除每日 7：00 至 9：00、17：00 至 19：00
外，可以驶入本区货车禁区。

谷里街道禁行区域、禁行路段、货运通道一览表
街道 禁行范围 通行规定

谷里街道
货车禁区

振容路（金谷北街—牛首大道）、金谷北街（振容路—
金谷东街）、金谷南街（金谷东街—牛首大道）。

7：00-19：00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持江宁区货
车禁区通行证的车辆除每日 7：00 至 9：00、17：00至
19：00外，可以驶入本区货车禁区。

禄口街道禁行区域、禁行路段、货运通道一览表
街道 禁行范围 通行规定

禄口街道
货车禁区

信诚大道（来凤路—天禄大道，不含本道路）、天禄大道
（信诚大道—白云路，不含本道路）、令桥路（不含本道路）、
沿溪路（不含本道路）、来凤路（不含本道路）合围区域。

蓝天路（来凤路—禄口大街）、白云路全天禁止货运机
动车通行。

以上未注明不含本道路的，均为货运机动车禁行道路。

每日 22：00-次日 9：00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持
江宁区货车禁区通行证的车辆除每日 7：00至 9：00、
17：00 至 19：00 外，可以驶入本区货车禁区。（区内
货运通道、全天货车禁区除外）

湖熟街道禁行区域、禁行路段、货运通道一览表
街道 禁行范围 通行规定

湖熟街道
货车禁区

灵顺北路（宝塔北路—灵汉西街）、灵顺南路（灵汉西
街—赤山路）6：00-22：00 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

龙英路（福英路—龙葛路）、咸葛路（龙葛路—S002）全
天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

持江宁区货车禁区通行证的车辆除每日 7：00
至 9：00、17：00 至 19：00 外，可以驶入本区货车
禁区。

横溪街道禁行区域、禁行路段、货运通道一览表
街道 禁行范围 通行规定

横溪街道
货车禁区

七仙街（丹向线—宁阳街）、宁阳街（七仙街—秦城街）、
秦城街（宁阳街—七仙街）合围区域。

丹向线（丹马路—七仙街）、 七仙街（丹向线—宁阳
街）、宁阳街（七仙街—丹阳路）、秦城街（宁阳街—七仙
街）、吴楚西路（S126—横云北路）、吴楚东路（横云北路—
华商路）、横云北路（S126—横云西路）、横云南路（横云西
路—S126）、横云西路（S126—横云北路）、横云东路（横云
北路—S340）全天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

全天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持江宁区货车禁区
通行证的车辆除每日 7：00 至 9：00、17：00 至 19：
00 外，可以驶入本区货车禁区。

� � � � 3、货车禁区通行证领证方式及办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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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茸 张源源

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行且知。
近日， 新一批南京市新时代好少年评选揭

晓，他们或自强不息勇敢追梦，或心怀感恩乐观
向上，或品学兼优助人为乐，或勤学善思热爱科
学……

在他们身上， 我市新时代好少年爱党爱国、
向上向善、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不断展现，青春
少年昂扬奋进，且行且歌梦想飞扬。

薪火相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他们向阳而生，他们追光而行。

“我一直在寻找，革命先烈们为何能抛头颅、
洒热血，支撑他们的理想信念究竟是什么？”说这
话的是南京市拉萨路小学六年级学生朱芸青。为
了找到这个答案，她不仅“读万卷书”，阅读了《红
岩》《火种》《血性映征途》等大量书籍，更“行万里
路”，带着同学们寻访红色足迹，参观梅园新村纪
念馆、渡江胜利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走访抗战老兵纪国
城，聆听那段峥嵘岁月的故事。

“我想，那是一种信念，是一种为了人民的幸
福、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敢于牺牲一切的
信念。”朱芸青说。她将自己的感悟用画笔画了下
来，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宣扬红色精神，激发更多
青少年的爱国情怀。

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学生郭尔乐将对祖国的
爱， 转化为对红色文化的宣讲和对传统文化的传
承。 一篇讲述全国道德模范糜林扎根农村、奉献自
己的宣讲稿，一场声情并茂的演讲，让他获得了江
苏省第四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金牌讲解员”荣誉
称号。 他醉心国学，习练武术，多次一边吟诵《满江
红》， 一边展示中国武术。 他在全国 30多家国家
级、省级博物馆驻足，近距离感悟中华民族源远流
长的历史文化；他担任六朝博物馆“小青莲”志愿
讲解员， 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游客进行了志
愿讲解。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赢在博物馆》特别
节目“庆祝建党百年红色故事讲解”中，他向全国
中小学生讲述了红军第一所正规医院小井红军医
院和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等红色故事。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下， 在红色精神滋养下，
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勇于担当。

王子杭是南京市竹山中学的学生，初一暑假
时，他决定拍摄一部应急科普短片。 拍摄时正是
三伏天， 气温接近 40℃， 王子杭顶着毒辣的太

阳，趴在发烫的地面上，进行着心肺复苏的示范。
豆大的汗珠沿着脸颊流下，他也顾不上擦。 王子
杭说，之所以拍摄这部科普短片，是因为他想通
过自己的努力，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高淳区宝塔小学学生王浩然年龄虽小，但
他爱护环境的决心和行动不输成年人。 小区里
有乱扔的纸屑，他捡起丢进垃圾桶；下雨天楼
道里停进了各种自行车， 妨碍居民正常出入，
他和妈妈将车一辆辆搬到指定停车位，保持楼
道畅通；楼梯间墙壁贴上了“牛皮癣”，他花了
两个多小时一一清理， 虽然胳膊酸得抬不起
来，但心里却感到满足，因为他为大家打造着
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自强不息，挥洒汗水追逐青春梦想
少年何妨梦摘星，敢挽桑弓射玉衡。 在梦想

面前，南京的新时代好少年们勇于追逐，用汗水
开启着人生精彩篇章。

“从小上天就给我关上了一扇门，没收了我
的视力。 但是我要用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出
一扇窗。 ”赵天瑞是南京市盲人学校六年级学
生，双目失明的她迷上了钢琴。 盲童学琴谈何
容易，看不到琴键的位置，只能用手一个键一
个键地摸；看不到五线谱，只能用录音机把乐
曲录下来，一遍遍反复聆听。 从一个音符到另
一个音符，手指在琴键上需跨度多少，赵天瑞
在黑暗中用手指摸索，用心去记录，就这样，一
首首钢琴曲从她灵活的指尖跳出，她顺利通过
了全国艺术水平钢琴十级考试。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笃行，更显珍贵。
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高一的傅安琪

在课堂和赛场上尽情挥洒汗水。体育老师看中了
她的弹跳力和爆发力， 让她参加跨栏专业训练。
虽然从没接触过跨栏， 但勇于挑战的她答应了。
每节体育课她都认真练习，却在正式比赛跨第一
栏时不小心崴到了脚，只得了最后一名，受伤的
脚更是痛得一个星期都没法走路。 半年后，老师
再一次让她参赛。再次练习、重新站上赛道、克服
失败的阴影，这一次，她终于获得金牌。“这件事
让我拥有了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勇气，明白了坚
强的意义。 ”傅安琪笑道。

热爱科学，用心观察生活探索答案
生活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科技创新

的理念早已深植心中， 好少年们用心观察生活、
带着热爱不断探索。

对江宁区铜山中心小学学生张文心来说，生
活中的创新灵感总是无处不在。她是学校少年科
学院的小院长、第十届江苏省少年科学院院士。

在一次种植研究中， 老师带大家用铁锹挖
沟，但因天气干旱、土层板结，怎么也挖不动。她
琢磨了一个暑假，观察了许多种劳动工具，直到
有一天在爷爷家看到扁齿钉耙， 突然产生了改

造的灵感。她画出图纸，在老师的帮助下请铁匠
师傅造出一把“翻沟神器”。经使用，大家都说她
的“农田硬土开沟省力器”挖沟时很省力，相关
作品在南京市小发明比赛中得到评委们认可，
获得二等奖。

目前，张文心正带着学校少科院的小研究员
们开展胚芽米的加工研究，未来让绿色健康的优
质米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这是年少的她努力的
方向。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
学学生王湛栩的“科创之路”上，有一只小蜗牛为
她带来了灵感。 收到网购白玉蜗牛快递时，她发
现有只蜗牛的壳破了，这个发现随即带来一连串

“问号”：外壳破了，蜗牛还能不能活？如果能活下
来，破的壳会不会影响它的正常行动呢？

为找到答案， 王湛栩和小伙伴开展研究，他
们拟定研究步骤，通过隔离观察、食物对比、环境
对比等方式进行了跟踪观察、记录。最终发现，这
只蜗牛不仅没有死亡，还在破损的外壳边缘再生
出了一层硬膜。 带着对蜗牛小身材大能量的叹
服，她将这一过程和发现记录下来，《蜗牛的壳破
了》 作品先后获南京市小发明活动成果一等奖、
江苏省科技创新竞赛三等奖， 并于 2021 年发表
于《科学大众》杂志上。

洪水浸泡后有的树活了，有的树却死了，这到
底是为什么？ 南师附中新城小学怡康街分校学生
毛奕涵对湿地树种在洪水过后的生存状况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调查。湿地泥泞、蚊虫乱飞，滞留在低洼
处的积水发出异味，但毛奕涵走入湿地拍摄，完成
了全部田野调查工作。 这个实验从 2020年 10月
一直做到 2021 年 5 月，结果表明，柳树长期淹水
后，可以迅速长出大量不定根，生长更加旺盛；广玉
兰长时间淹水后，枝叶停止生长并变得枯黄，根部
的侧根腐烂消失，从而有效证实了柳树、桑树的耐
涝性及广玉兰的不耐涝性。 记录这次科学探究全
过程的短片《洪涝灾害对湿地树种生存影响状况
的调查》 获第七届江苏省科普公益作品评选一等
奖、第 12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优秀作品奖。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千里之行，始于好少年
们足下。 榜样示范引领，激励着更多青少年扬起
梦想风帆、一路高歌远航。

昂扬奋进 梦想飞扬

� � � �本报讯（记者 余梦迪） 近日，市政府
印发《南京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2022—2025）》（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废旧物资回收网
络体系更加完善， 加快分拣中心标准化建
设，基本建立布局合理、管理规范、高效便
民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体系。

《实施方案》明确，加快完善“一区一中
心、一街一站”的回收体系布局。 原则上城区
每 1500—2000户居民设置一个回收点、每个
街道设置 1 个以上城市中转站； 乡镇每
2000—2500户居民设置一个回收点，每个乡
镇设置 2个乡镇中转站。 到 2025年，全市建

成投运回收网点 900个以上， 建成投运回收
中转站 107个以上，回收点覆盖率达 90%以
上。 同时，培育多元化回收主体，鼓励民间投
资、政府投资等参与废旧物资回收体系建设。

在强化智收模式平台支撑方面，《实施
方案》 鼓励回收服务站点及回收企业推广

“互联网+回收”模式，运用手机 APP、微信
小程序、二维码等移动互联网媒介，普及线
上预约、线下回收、在线结算的高效回收模
式。 推进市区现有信息化平台增设可回收
物预约回收功能， 推动建立有效积分兑换
奖励机制，通过“绿色账户”“低碳账户”，鼓
励居民积极践行废旧物资高效回收。

我市出台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新一批南京市新时代好少年评选揭晓

本报讯（记者 余梦迪） 日前，记者获
悉，《江苏省集体协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将于 202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为广大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和谐稳定的劳动关
系提供更有效的法治保障， 进一步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记者注意到，集体协商的每一项内容，
都与劳动者的利益息息相关。《条例》第十
二条明确了用人单位应当开展集体协商 12
个方面直接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内容，同
时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方可以就其他涉及
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开展集体协商。 由于
互联网平台企业迅速发展、 不完全劳动关
系和合同关系多样性日渐增多，《条例》明
确平台企业以及与平台企业合作用工的企
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以就计件单价、
订单分配等内容开展集体协商。

《条例》还特别提出，用人单位与职工
方可以就技术创新、 能级工资等事项进行
集体协商，签订专项集体合同，或者在集体
合同中专章约定。

此外，《条例》最引人注目的是，总结凝练
我省实践探索， 根据不同内容与情形创制性
地设定了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应急程序，分
别对协商要求的提出、协商主体、协商形式、
协商期限、协商结果确认等作出具体规定。

用人单位与职工方开展集体协商，可以
采用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 协商事项需
要签订集体合同或者涉及减损职工权益
的，应当采用普通程序。 简易程序由用人单
位工会代表职工方与用人单位开展协商；职
工方已选举产生协商代表的，协商代表参加
协商；简易程序协商可以采用协商会议、电
话沟通、网络协商等形式。

《江苏省集体协商条例》5 月 1 日起施行

1 月 18 日，位于苏皖交界的固城公安检查站，高淳公安分局为过往群众准备了新春
福袋，内有民警专门书写的对联、福字，连同交警的温馨提醒一并送给返乡路上的广大驾
乘人员。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段仁虎 通讯员 高公宣 摄

交警送福袋 温暖返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