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njdaily.cn

要闻2023 年 3 月 18 日 星期六A2 责任编辑：李谦 沈毅 美编：葛娟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江苏联盛律师事务所徐骏律师、王晓婕律师 信息中心：4008885998� �订报热线：84686257��84686177
本报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 391 号 邮编：210019� � � � � � �定价：2 元 发行：025-84686257� � � � � � � � �印刷：南京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凤舞路 15 号 电话：025—89636357

订阅地址和电话

广告接待：86256400
行风监督电话： 84686084

◇南京报兴达报刊发行有限
责任公司： 雨花台区凤舞路
15号 84686177
◇湖南路站： 鼓楼区新模范
马路 82-2号 89637159
◇龙江站： 鼓楼区宁工新寓
15号 102室 83301940
◇燕子矶站： 栖霞区和燕路
349 号 易 途 电 商 园 M 栋
102-1室 85500663
◇下关站： 鼓楼区张王庙 1
号 108室 58833774
◇建邺站： 建邺区泰山路 8
号 江 苏 舜 天 5 号 楼
86457285
◇水西门站： 建邺区长虹路
31号-7 52203160
◇雨花站： 雨花台区宁丹路
28-32号 52457940
◇岔路口站： 秦淮区康景路
10号 89637156
◇玄武站：玄武区红庙 18 号
5单元 110室 83350830
◇大行宫站：秦淮区申家巷
20 号 3 幢 102 室 84213603
◇城东站： 秦淮区紫金路天
地 花 园 2 栋 104 室
52269983
◇仙林站： 栖霞区尧化门街
高庙村高庙 20号 89637479
◇开发区站： 江宁区西门子
路 98号东门 87738963
◇方山站： 江宁区莱茵东郡
云 栖 苑 1 幢 1 单 元 102
52138001
◇溧水站： 溧水区琴音路
33-1号 57212337
◇高淳站： 高淳区淳溪镇南
漪路 85-12号 57332155
◇江浦站： 浦口区江浦街道
文 昌 路 31 -1 号 门 面 房
58182086
◇桥北站： 江北新区宁六路
75 号旭日学府门面 14—1
58887163
◇大厂站： 大厂园东路 171
号 57022770
◇雄州站： 六合区雄州街道
聚 龙 花 园 2 -3 幢 9 号
57101466

� � � �长春大学政治学与
行政学专业谭晓静遗失
学位证书原件， 证书编
号 ：1172642021003543，
及本科毕业证 , 证书号
117261202105000906，声
明作废。

遗失

本报讯（记者 马金 通讯员 武
婧妍） 3 月 17 日上午， 全市关工委
工作会议召开，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关工
委工作会议和市委常委会对关工委
工作的相关部署要求， 总结去年工
作，安排今年任务，推动全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 市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王华，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陈家宝出席并讲话。

王华充分肯定去年全市关工委
工作取得的新成效。 他指出，今年是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南京新实践的起步之年。全市各级关
工委要切实用党的二十大精神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聚焦年度
重点任务，细化工作举措、抓好推进
落实，着眼长远发展，优化制度机制，

发挥联席会议作用，推动新时代关工
委工作提质增效。

陈家宝要求， 全市各级关工委
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全面加强青
少年教育引导和关爱保护， 进一步
健全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努力
开创新时代关工委工作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市关工委副主任钱继红、 王咏
红、张俊、朱晓琳分别传达全国、全省
关工委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中国关工
委主任顾秀莲在江苏考察调研时的
讲话精神、市委常委会精神。 建邺区、
栖霞区、江宁区、市城建系统、市国资
系统关工委作交流发言。 各区区委组
织部部长，各区、各系统关工委常务
副主任等参加会议。

全市关工委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宋广玉） 3月 16日，
南京市社科界社团党委组织召开工作
会议，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发挥
社科学术社团学术研究功能，为南京高
质量发展贡献社科力量。

会上，南京诗词学会等市社科界
社团党委各委员单位代表围绕社团
党建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据了解，
围绕 2023 年度社科学术社团管理

方面重点工作， 市社科联进一步明
确细化了社科界社团党委关于开展
“片区化”党建活动的具体安排。 市
社科联希望市社科界社团党委工作
坚持党建联动， 加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培
训，宣传好、传播好党的创新理论，
扎实组织社科普及宣传周活动，充
分展示社科形象。

市社科界社团党委工作会议召开

为南京高质量发展贡献社科力量

本报讯（记者 马道军） 3月 17日，
2023 年全省民政工作会议在南京召
开。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全省民政系
统将高质量持续打造“人本民政”“法
治民政”“协同民政”和“智慧民政”，
以实际行动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江苏
新实践开好局起好步。

过去 5 年，我省在全国民政重点
工作综合评估中连续 5 年获得优秀
等次。 2022 年，我省在全国民政重点
工作综合评估中再获优秀等次，9 项
工作成绩突出、获得表扬。 以南京为
例，去年我市切实兜住兜准兜好民生
底线，全市低保标准提高至 1030 元/
月，让 8.6 万余名困难群众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以养老民生实事项目为抓
手， 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聚焦适老化改造、居家上门服务等重
点领域， 为 29 万余名老年人提供上

门服务， 打造 25 个示范性社区银发
助餐点， 新建 10 个社区老年人认知
症服务中心， 完成 3948 户家庭适老
化改造，新增养老机构床位 3000 张。

今年全省民政系统将在养老服
务、未保、基层治理、社会组织、慈善
社工、社会事务、区划地名等十个方
面狠下功夫。 例如，在着力推进养老
服务高质量发展上，完善基本养老服
务制度体系，提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能力，推动养老机构提质增效，加强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养老服
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用心打造“苏适
养老”服务品牌。 在着力强化儿童福
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上，强化特殊
儿童群体关爱服务，推进儿童福利机
构高质量发展，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
提升收养工作规范化水平，整合资源
打造“苏童成长”关爱服务品牌。

2023 年全省民政工作会议传出消息

去年我市近 4000户家庭完成适老化改造

本报讯（记者 丁媛媛） 昨晚，富
于年代感的国民小剧场内座无虚席，
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第二届）
迎来话剧《影剧院之夜》的首演。 该剧由
市艺术创作研究院和南京艺术学院影
视学院联合出品，半透明的“白匣子”、
再创作的默片影像、实时投影……共同
营造出舞台上的“新默片气质”。

这是一部讲述上世纪 30 年代隐
蔽战线故事的红色题材作品。 一个晚
上、两段解说、三人角逐……剧中，默
片解说员陈小姐以出色的讲故事能
力完成一次情报的“绝命”传递。《影
剧院之夜》出品人、市艺术创作研究
院院长李坚介绍：“这部戏创作历经

两年，最终组建了一支认真且有活力
的演出团队， 年龄跨度从‘50 后’到

‘00 后’，可以说是创研结合、师生同
台、教学相长。 ”

市话剧团一级演员、导演、编剧，
在剧中扮演老金的肖明表示，《影剧
院之夜》的表现手法十分新颖，“在影
院密闭空间内，融现实、回忆、想象、
虚构、 讲述于一炉， 设计得非常巧
妙。 ”导演王婷介绍：“‘白匣子’是舞
美盛小鹰老师的设计思路，加上灯光
何异艺老师的配合，契合并发展了完
整演出的意象。 它既可以是一个演出
空间，又可以是一个心理空间，既可
以是南京某影剧院，又可以是一个审
讯室，同时也可以是解说员小姐内心
世界的外化显现。 ”

昨晚的演出，座无虚席、一票难
求，观众对这部表现方式十分新颖的
话剧大加赞赏。 观众刘倩说：“舞台
上， 演员表演与默片影像融为一体，
感觉非常奇妙。 ”

《影剧院之夜》首演一票难求

□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顾小萍

除了产权调换安置、 货币补偿安
置，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安置将再
多一种选择。为满足被征收人多元化安
置需求，缩短安置过渡期限，我市将推
出货币补偿“升级版”———房票安置。

记者昨天获悉， 由市建委牵头印
发的《南京市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
收房票安置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
行办法》）， 将于 4 月 18 日起施行，有
效期 2 年。

房票为自愿选项，可购安置
房或商品房

房票安置是货币安置的一种。“简
单来说，某人的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被
征收，他可以自愿选择房票安置的方式，
政府将被征收房屋补偿的钱以房票的
形式出具给他，他拿房票到实行房票安
置的区域自行选择购买安置房或商品
房。 ”市建委征收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房票安置是必须选择吗？ 不是。
《暂行办法》中明确提出：房票安置遵
循自愿、公平、公开原则。“国有土地上
房屋被征收人， 仍可自主选择产权调
换安置或货币补偿安置， 自主选择是
否参加房票安置方式， 房票有效期内
可以主动放弃使用。 作为货币安置的
一种， 房票安置必须遵循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补偿公平、 结果公开的原
则。 ”上述负责人表示。

《暂行办法》明确，房票适用的安
置房， 是指全市范围内可用于安置的
安置房；适用的商品房，是由房地产开

发企业自愿报名参与房票安置的可售
新建商品房，原则上是已领取《商品房
现售备案证》的现房或已领取《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一年内可交付的期房。商
品房房源由各区房产部门审核后，统
一通过各区政府网站向社会公示。

房票只能买新房，购房最高
奖励 10%

根据《暂行办法》，房票由各区房
屋征收部门制定核发。 票面上注明了
征收项目名称、协议编号、被征收人姓
名、身份证号码、金额、开具日期、使用
规则等内容。房票只能买新房，不能转
让、赠与、套现、抵押，只能被征收人自
己或配偶、父母、子女用。

房票结算金额包括房票票面金额
和购房奖励， 其中票面金额仅包含被
征收住宅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 不包
含室内装修、 搬迁奖励费及各类补助
费等相关费用。

不同类型房源， 购房奖励也不一
样。 在安置房申购优惠幅度的基础上，
持房票购买栖霞区孟北、 栖霞区百水、
雨花台区绿洲片区市级安置房的，再给
予被征收人房票面额使用部分不超过
10%的购房奖励；购买本市其他安置房
的，再给予被征收人房票面额使用部分
不超过 5%的购房奖励。 对于持房票购
买本市商品房的，给予被征收人房票面
额使用部分不超过 5%的购房奖励。

需在 12 个月内使用， 余额
可申请现金兑付

房票可以无限期使用吗？《暂行办

法》明确，被征收人收到房票后，需在
12 个月内使用，早用早受益。 购房成
交价格不超过房票票面金额的，新购
房屋免征契税，房票余额可以向区房
屋征收部门申请现金兑付。期限届满
未实际使用的， 房票金额不计息，具
体征收补偿按照原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执行。

市建委相关人士表示， 对于被征
收人来说， 房票安置不仅能满足更多
样化的居住需求， 一定程度上还缩短
了安置过渡期限，提高了安置效率，可
以以更优惠的价格买到心仪的新房。

记者了解到，《暂行办法》明确，主

城六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适用
房票安置， 江北新区和江宁区、 浦口
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可参照执
行， 这意味着房票安置办法将在南京
全市推行。

□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健
通讯员 宁发轩 丁雯

3 月 17 日， 记者从市相关部门获
悉，省发改委、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近
日联合公布“江苏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示范县（市、区）培育名单”，我市雨花
台区、高淳区入选。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它们
“高”在哪？记者对相关部门和单位进行
了采访。

科技含量高
3 月 10 日， 南京举行国家人工智

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启动活动。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复函江苏省人

民政府“支持创建南京国家人工智能创
新应用先导区”时要求，要充分发挥南
京科教资源丰富、软件产业基础扎实等
优势条件，构筑开放多元、安全可靠、健
壮持久的产业生态。

助力南京再扛“国家使命”，软件产
业功不可没。 在位于雨花台区的中国
（南京）软件谷，就活跃着一批民营高科
技企业， 它们正成为南京创新驱动、转

型升级的主力军。
雨花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

2022 年 9 月， 区内注册企业约 3.82 万
家，其中民营企业达 3.801万家。 以民营
企业为主体的软件产业蓬勃发展， 助推
软件谷成为全国首批、 江苏唯一的国家
新型工业化（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示范基
地，先后获得国家火炬计划现代通讯软件
产业基地、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国家创新
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在同时入选“江苏省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示范县（市、区）培育名单”的高
淳区，民营企业“科技含量”也在不断提
升———截至 2021 年， 该区共有民营高
新技术企业 299 家，2022 年已有 199 家
民营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此外，该
区还拥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1 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 家，省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5 家，省级民
营科技企业 116 家，它们正在各自赛道
上引领全区民营经济实现新的发展。

贡献份额高
含“新”量高，含“金”量更高。

“截至 2022 年 9 月，我区民间固定

资产投资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达 88.6%。 2021 年全区应税销售收入
超千万元的民营工业企业 2256 家，其
中超亿元企业 331 家，民营企业贡献税
收占全部税收收入的 95%以上。 ”

说到高淳区民营经济贡献份额，该
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如数家珍”， 并表
示，民营经济已成为高淳经济发展的重
中之重。

在主城，雨花台区民营企业也挑起
大梁、扛起担当———截至 2022 年 9 月，
全区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65%；民营企业税收额占税务部门直接
征收总额比重达到 87.8%；民间投资占
全社会投资比重近 60%。

有数量，更有质量。目前，该区独角
兽、培育独角兽、瞪羚企业达到 52 家，
总数位居全市前三。

发展水平高
做强企业、做大产业、做优生态。
民营企业是最活跃、 最富有创造

力、最具竞争力的经营主体，目前我市
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

“2001 年 10 月， 软件业巨头中兴

通讯花落雨花，在花神庙村地块投资兴
建中兴通讯南京研发中心。 2004 年，另
一个全国通讯软件业的巨头华为也落
户雨花，在雨花台区成立了华为南京研
究所。 中兴、华为这两家明星企业的先
后落地，为雨花台区经济由传统工业向
新兴产业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

回忆起雨花台区软件产业发展历
史，该区相关负责人充满自豪，也充满
信心：目前，雨花台区已形成通信软件、
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安全、人工智能、互
联网服务、信创产业、芯片设计等数字
产业集群， 数字产业生态初具规模；该
区将坚持把培育发展民营经济作为一
项重要任务，坚持问题导向，加大扶持
力度，积极探索、构建、完善有利于民营
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创新
环境，进一步壮大民营经济规模、增强
发展后劲，争取把雨花台区建设成为全
国知名的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新高地。

高淳区也表示，将坚持把实体经济
作为发展经济的着力点，加快该区民营
企业高质量发展步伐， 通过整合资源、
强化服务、综合施策等方式，形成做强
壮大民营经济合力。

我市两区入选“江苏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市、区）培育名单”

发展民营经济，它们“高”在何处？

被征收人又多了一种选择

“房票安置”来了，最高奖励 10%

� � � �被征收人王某持有 100 万元面
额的房票， 他想在市级安置房中的
孟北保障房选购新房。 以安置房市
场评估单价 2 万元， 分为使用额≤
房票（面额）、使用额＞房票（面额）两
种情形：

若购安置房面积 60 平方米，市
场价 120 万元。 享受《南京市国有土
地上住宅房屋征收安置办法》中“项
目实施征收时，可根据征收安置房的
地点、区位等因素给予评估价 10%以
内的价格优惠，优惠比例应在征收补
偿方案中明确”和《南京市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规定》中

“在签约期限内搬迁的可再增加不超
过 10%的征收安置房申购优惠幅度”

条款给予的双 10%（以最高优惠幅度
举例）优惠后，安置房总价 96 万元。
王某不使用房票，原购房情况为结余
4 万元，若使用房票，给予房票面额
使用部分（96 万元）10%的购房奖励
9.6 万元， 优惠购房情况为结余 13.6
万元，较原来多结余 9.6 万元。

若购安置房面积 80 平方米，市
场价 160 万元。 双 10%（以最高优惠
幅度举例）优惠后，安置房总价 128
万元。 王某不使用房票，原购房情况
为需再自行支付 28 万元， 若使用房
票，给予房票面额使用部分（100 万
元）10%的购房奖励 10 万元，仅需再
自行支付 18 万元， 较原来少自行支
付 10 万元。

房票“小账”这样算【链接】

昨天，市民身着冬装在鸡鸣寺路赏花游玩。 受北方冷空气影响，南京迎来
降雨降温“倒春寒”天气，市民外出都穿着保暖衣物。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徐琦 摄

南京遇见“倒春寒”

扫
码
了
解
更
多

政
策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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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1 版）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
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和重要大国， 中俄关系的意
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双边范畴。 ”汪文斌
说，习近平主席即将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
访问将是一次友谊之旅，进一步加深中俄
两国的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夯实两国人
民世代友好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

汪文斌表示，习近平主席访俄将是一
次合作之旅， 推进双边各领域互利合作，
深化“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
接合作，助力两国实现各自发展振兴目标。

“习近平主席访俄将是一次和平之
旅。 双方将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
三方原则基础上，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多极世
界格局，完善全球治理，为世界发展进
步作出贡献。 ”

他说，中方将秉持在乌克兰危机问

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为劝和促谈发挥
建设性作用。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是
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汪文斌说，在乌
克兰问题上， 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汪文斌说，不久前发布的《关于政
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文件，
重申了习近平主席此前提出的“四个共
同”“四个应该”和“三点思考”的核心思
想，集中体现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
客观公正立场。“中方的主张归结为一
句话，就是劝和促谈。 ”

“我们始终认为，政治对话是解决冲
突争端的唯一出路，拱火递刀、单边制裁、
极限施压只会激化矛盾、加剧紧张，不符
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期待。 ”
汪文斌表示，中方将秉持在乌克兰危机等

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继
续为政治解决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近期，部分媒体报道称中国向俄罗
斯“提供军援”及军民两用物项，并助俄
系统性规避制裁。 在回答“中俄元首会
晤是否会涉及中方向俄方提供各类援
助问题”的提问时，汪文斌表示，中方历
来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包括俄罗斯在
内的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

“中俄之间的合作正大光明，坦坦荡荡，
为的是造福两国人民， 促进世界发展，
不受任何第三方干扰和胁迫。 ”

汪文斌重申， 在军品出口方面，中
方一向采取慎重、负责态度，一贯依法
依规对两用物项出口进行管制。“同时，
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安
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中方
的立场和做法一以贯之，同一些国家在

军售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在乌克兰危机
中拱火浇油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 ”

“中俄作为最大邻国和主要新兴市场
国家，两国合作韧性强、潜力足、空间大。 ”
汪文斌表示，中俄一贯本着相互尊重、互利
共赢原则， 不断深化和扩大各领域务实合
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将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构建新发展格局。
相信这将给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
国提供新的机遇。 ”汪文斌说。

汪文斌表示， 习近平主席访俄期
间，两国元首将围绕共同关心的务实合
作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将继续按照
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扎实推进“一
带一路” 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
作， 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加强双方各层级交流，夯实两国关系的
友好民意基础，共同推动中俄合作行稳
致远，不断造福两国人民，为世界经济
复苏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将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上接 A1 版） 积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市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创新活力被
不断激发。 在 2021 年江苏省基础教育
优秀教学成果奖评审中， 我市共有 52
个项目获奖，2022 年我市共有 16 个项
目获推参评国家级成果奖，优秀教学成
果全省领先。 积极拓展民生服务领域，
全面开展课后服务， 推动中小学生营养
午餐工作， 实施中小学教室照明提升工
程、厕所提升工程、课桌椅改造工程……
一项项务实的举措，让南京市民真切感
受到了南京教育的品质与温度。

下一步， 南京教育将以更高的站
位、更宽的视野、更强的动力，加快推进
教育高质量发展，写好中国式教育现代
化南京篇章。 将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工
作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
办学方向，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落实好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积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

汲取优秀的东西，同时也不摒弃西方文
明成果，全面构建“五育融合”的培养体
系，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拥有“四个自信”
的孩子。 南京教育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教师队伍建设， 不断提升“教得好”水
平。 坚持把建设好高素质队伍作为教育
发展的第一支撑，进一步深化教育人事
制度改革，优化教师激励体系，完善教
师关爱机制，增强教师自主发展内生动

力。 我市还将加大教育改革力度，解决
好“机制优”问题，进一步加快推进学校
建设标准化、城乡教育一体化、师资配
置均衡化、教育资源数字化，推动南京
教育在优质均衡上继续走在前列。

在求真上下功夫， 在落实上见成
效。 市教育局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上来，奋力推
进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当好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
探路者和排头兵。

市教育局：当好教育现代化探路者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