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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九中的围墙外增添了创意展
品，艺术气息扑面而来；520小广场变
得通透开阔，愈发可亲可近；江宁织造
府的南广场，重新铺装的地面透射出
历史的质感……秋分时节，南京城市
街头总有一些细节带来惊喜，光影斑
驳的长江路，正在悄然“变脸”。

黄金周临近，长江路正在谋划一
件大事。近日，玄武区重磅推出黄金
周“1+3+100”系列活动方案，全面推
进长江路风尚周、东箭道夜巷、长江
路城市时尚设计展，3系列、100场精
彩活动，长江路文旅集聚区火力全
开。“以长假为契机，全面推动长江路
建设提速、品质提档、产业提效！”玄
武区委书记闵一峰对文旅集聚区寄
予厚望，随着大行宫广场改造方案加
快论证、梅雍桃片区环境整治深入推
进，青石街地块正式摘牌，1800米长
江路将在不久的将来换装蝶变！

光影交织，激情点亮“夜玄武”

省文旅厅近期公布的30家省级
文旅夜间消费集聚区建设单位名单，
让玄武人信心倍增——长江路不仅
榜上有名，而且还高居首位，完全打
破了外界对长江路的刻板印象。

长江路白天活力充沛，夜间受城
市主干道交通影响、大型企业场馆关
门、全街亮化不足等因素制约，缺少
活力。2005年，1912街区开业，一度
成为引领南京夜间消费的标杆，但由
于业态相对单一，热度已不如当年。
街区负责人李莉一直有个心愿，希望
一墙之隔的总统府能延时开放。9月
24日，她的梦想终于变为现实。在省
文旅厅的发布会上，总统府景区负责
人褚宝国表示，为响应长江路文旅集
聚区建设，景区将在长假期间夜间部

分开放，并同步举办“红旗插上总统
府”文物史料展。

何止总统府，一街之隔的南京图
书馆、江苏省美术馆也将在国庆假期
延迟闭馆，加上7月就夜间开放的梅
园新村博物馆、六朝博物馆和江宁织
造博物馆，长江路核心区域短短数百
米，6家景区和文博场馆全部在夜间
打开大门，“夜游矩阵”基本成形，密
集程度全国罕见。

长江路的“夜供给”，并不是简单
的场馆夜间开放。最近几日，晚间途
经大行宫广场的市民会发现，一场气
势恢宏的光影秀正在调试中。一个个
胶泥活字在南京图书馆的穹顶跃动起
舞；一幅幅传世名画被投射到江苏省
美术馆外墙；一件件典藏国宝出没于
六朝博物馆广场……这个长假，以“诗
情”“画意”“穿越”为主题的光影秀，将
把长江路最引以为豪的文脉，用全新
的呈现方式与大众对话，让1800米成
为全民参与的派对现场。

光影交织，长江路有了完全不同
的旅游体验。过去，长江路中段的学
校围墙、居民小区和办公楼宇将东西
两端景观生硬隔断。如今，九中围墙
装上的艺术展品，德基大厦、苏美达
大厦灯光亮化提升工程已经完工，夜
间从毗卢寺一路走到德基广场，沿线
移步换景，美轮美奂。

风雅流淌，老城玩转“文艺范”

区别于传统的历史文化街区，长
江路文旅集聚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
不仅仅是建筑群落或人文景观的简
单陈列，而是将城市文化符号融入一
砖一瓦，让风雅神韵尽情流淌。

“长江路的艺术氛围和厚重文
脉，是它最鲜明的标签。”玄武区文旅

局局长陈静介绍，长假期间，沿线文
博场馆早已备好一道道艺术大餐，邀
请文人雅士共赴饕餮。省美术馆集
结23位平面设计师的海报作品和书
籍装帧作品，阐释获奖设计师的思维
创意。江宁织造博物馆曹府戏院准
备了京剧折子戏《天女散花》，经典剧
目在不同场景有全新演绎。南京博
物院以院藏缂丝精品结合捐赠作品，
为观众展现缂丝艺术的精妙纷呈。
六朝博物馆的品牌活动“六朝风雅”，
选取茶、食、香、花，让孩子与家长共
同体味六朝精致生活。

玄武的艺术感召力，正以长江路
为轴线向四周辐射。位于羲和广场的
奇点书集，是今年最受南京都市新生
活社群热捧的文化公共空间之一，看
看它国庆期间的安排就知道原因：戴
建业讲唐诗系列讲座、80后作家淡豹
的新书分享、濮存周的中西绘画展，每
一场都是匠心独运。位于傅厚岗徐悲
鸿故居片区的百子亭新天地，艺术带
来的震撼之美与街区底蕴相得益彰，
陈维、韩锋、毛焰、汤国……多位业界
大咖将带着代表作向大师致敬。

不仅仅在室内，整个黄金周，长江
路将变成一个露天的艺术空间，让市民
游客尽情徜徉。在大行宫广场，交响音
乐会、中秋诗会、中国往事电影音乐会
接连举行。长江路九中路段，以“南京
城市界面与经典步行街”为设计目标，
通过艺术装置、雕塑小品等表现形式，
提升沿线的文化特质与艺术品位。

信心重振，消费马车“热启动”

一个数字，彰显了玄武消费大区
的“硬核”实力。据不完全统计，该区
9月份社会零售品总额增幅将由负转
正，历经半年多努力后终于浮出水面。

超长假期将至，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景区游客接待量上限提升至
最大承载量的75%，多重利好叠加，
文旅消费潜力将被极大释放。需求
端发出召唤，玄武集结文旅产业联盟
单位100场特色活动，抢占黄金周风
口。“联盟成员热情高涨，首批报名远
超百场。”玄武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
成员马千山介绍，得益于这一创新机
制，联盟以长江路文旅集聚区建设为
共同目标，深度融合，抱团发展，不断
扩大产品供给。

品读研学游玄武、深巷寻味品玄
武、寻古觅今探玄武、艺廊美展访玄武、
溢彩潮集逛玄武、视听盛宴醉玄武……
紧扣6个板块主题，特色消费活动层出
不穷。1913国民小剧场利用疫情空档
期完成了改造升级，第二届“长江路小
剧场话剧节”即将启幕，已安排了12部
42 场舞台剧，新剧《长江路·代号
1800》将在国庆期间首演。大行宫广
场的“潮游长江路”文旅市集，不仅邀请
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参加，还融入潮流
文创、游戏互动等体验式市集消费，营
造夜间文旅消费的活力氛围，与东箭
道夜巷遥相呼应。

1912街区用餐，总统府夜游，六
朝博物馆观展，德基广场购物，国民
小剧场听戏，艾尚天地泡吧，红庙街
区宵夜，丽思卡尔顿入驻……业态交
叉渗透，产品跨界融合，长江路“消费
动线”不断拉长，文商旅资源与市民
游客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
精准对接。酒店客房入住率，能直观
反映黄金周热度，10月2日至4日，
汉府饭店客房预订已经爆满，长假日
均预订率超过了七成。

本报记者 盛文虎
本报通讯员 贾延智 陈撷方

玄武区百场活动“引爆”黄金周

“百变”长江路，秀出新气象

掘金数字经济，打造长三角地区
电竞产业新高地。今年7月，《江宁
开发区促进电子竞技产业加快发展
的若干政策》一经发布，强力吸引业
界目光。

“电竞13条”有何亮点看点？好政
策如何用足用好？9月24日，江宁开
发区召开电竞产业政策研讨会，头部
企业、行业龙头、学者教授、智库专家齐
聚，解读政策、探讨商机，为电竞产业未
来发展献计献策。业界专家评价，专
项政策聚焦电竞产业关键环节，覆盖
企业全周期、产业全要素，含金量十足，
诚意十足。与会企业更是“热血沸腾”，
当场催促活动主办方“快拉群”。

江宁开发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在
全省率先出台电竞产业专项政策，将
积极引进和培育电竞产业重点企业、
重头赛事和重大项目，持续集聚电竞
产业资源要素，加快构建生态闭环，
向着全省首个电竞产业集聚区、长三
角电竞产业带的目标加速奔跑。

知名俱乐部落户重奖百万元

今年5月，江宁开发区电竞产业集
聚区揭牌；6月，首届中国·南京电竞产
业发展论坛、两大顶流赛事IP同时落
户；7月，江宁“电竞13条”出炉……剑
指“长三角地区电竞产业新高地”，江宁
开发区动作频频，亮点纷呈。

产业发展首看“政策”，翻开江宁
“电竞13条”——对电竞企业中高级
以上管理人员给予最高300万元创业
资金支持，对电竞初创企业给予租金
补贴、税收奖励、人才公寓扶持，对知
名俱乐部落户奖励和培训补贴累计最
高 300万元……条条干货，款款诚

意。既是江宁鼓励帮助电竞企业突破
规模、做大做强的承诺兑现，也是园区
着力引培行业人才、专业俱乐部、活动
赛事等核心要素的实力体现。

“专项政策填补了全省电竞产业
政策方面的空白，扶持力度之大、涵
盖范围之广，纵观全国也不多见！”江
苏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副秘书长金
荣耀说，一是覆盖面广，不论是专业
技术人才还是高端管理人才，均能享
受政策红利；二是操作性强，头部企
业、腰部企业、初创企业等对应标准
一目了然，申请步骤简单、办理流程
迅速。

园区精准施策，企业闻策而聚。
截至目前，已有基因电竞、南京点玩、
南京好运美成等14家电竞企业和项
目签约入驻江宁开发区。安徽曙光
之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志
斌更是当场表态，要趁政策东风，将
企业总部迁往南京、落在江宁。“最感
兴趣的是‘重大电竞项目一事一议’
条款，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企业或项
目将拥有‘绿色通道’。”王志斌说。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园区方面刚
作完政策推介，台下企业代表纷纷喊
话：“赶快‘面对面’拉个群吧！”研讨会
结束后，这个名为“江宁‘电竞13条’”
的微信群一直保持着“沸腾”状态。

给电竞产业链配备“专班”

“我是一名园区招商人员，但今
天面对在座各位，我还有一个特别的
身份。”卢有康口中的“特别身份”，就
是江宁开发区电子竞技产业链培育
专班负责人。

日前，《南京市推进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工作方案》出炉，聚焦软件和信息
服务、人工智能、智能制造装备等八大
产业，全面实施产业链“链长制”。围
绕刚刚“破土发芽”的电竞产业，江宁
开发区专门成立电竞产业链培育小
组，由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王爱军任产
业链链长，各部门、各平台抽调了解电
竞、喜爱电竞的年轻人共同参与。

“这个专班就是江宁开发区推动
电竞产业加快发展的‘指挥中枢’。”
卢有康说，专班主要负责“顶层设
计”，为江宁电竞产业发展定基调、把
方向，为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定策略、
指路径，为企业发展链资源、解难题。

与此同时，江宁开发区正紧锣密
鼓组建电竞产业发展顾问团，将高校
学者、企业专家吸纳其中，为电竞产
业集聚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撑。未来，
园区每一个引进、落地的电竞项目，
都要经过顾问团的分析、评估、筛选，
将政策资源精准匹配优质项目。同
时，顾问团还将成为“招商部队”，协
同开展头部项目招引工作。

“到2022年底引进省级以上平台
不少于5个，每年举办不少于15场电
竞赛事或行业活动，引入不少于40+
骨干电竞产业，构建电竞与垂直行业
应用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
任务书已全面铺开，电竞产业高地正
加速崛起。

“电竞新城”将建“梦想场馆”

江宁电竞产业集聚区功能定位非
常明确——新兴企业的“培养皿”、一
线资源的“连接器”，打造具有江宁特
色的电竞产业生态圈。南京传媒学院
电竞学院副院长王思行看来，“人才孵

化”是其中重要一环。如何培养与产
业需求相匹配的专业人才，进而将人
才优势转变为发展动能，是电竞产业
强链、补链、延链的必破之局。对此，
他建议“两条腿走路”，既鼓励采用兼
职、短期聘用、定期服务等方式，吸引
国内外电竞人才，也支持高校、科研机
构与企业联合培养电竞人才，提高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精准度。

作为一名新南京人、老电竞人，金
陵科技学院动漫学院常务副院长王贤
波分析，江宁缺少职业俱乐部的落地
和头部企业的引领，而这正是吸引电
竞人口的关键。当下，游戏开发领域
的头部企业以及高等级电竞赛事、知
名职业战队，已成为国内各“电竞之
都”“电竞之城”竞逐的对象，“江宁13
条”的出台堪比“及时雨”，极大增强了
这座“电竞新城”的产业竞争力。

常态化的线下赛事是形成电竞发
展氛围的关键，而落地专业赛事场馆，
则是引入电竞俱乐部等产业链头部资
源、形成产业聚合态势的基础。南京
汇智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
志明提出，目前江宁乃至南京尚无成
熟的、可进行专业化赛事的标准化电
竞馆，这一“短板”必须尽快补上。

江宁电竞产业集聚区运营公司、
南京光原文化总经理蒋晓飞则现场

“剧透”，江宁电竞产业集聚区一期载体
已选址江宁百家湖核心商圈，总面积
超过1万平方米，规划有专业电竞场
馆、产业办公空间、众创空间等，现阶段
正在进行载体改造建设，预计明年年
初投运。随着“梦想场馆”平地起，一座
活力四射的电竞新城正渐行渐近。

本报记者 王世停

江宁开发区“电竞13条”引业界热血沸腾——

这场会，企业家齐喊“快拉群”

本报讯 “浦口某酒店参加婚宴
宾客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症状，疑似
食物中毒！”9月25日，浦口区市民
中心篮球馆警报响起，工作人员迅速
联动处置，最终化险为夷。这是浦口
区食品安全宣传周开展的一次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模拟实战演练。

模拟演练开始后，浦口区政府第
一时间组织市场监管、卫健委、公安、
宣传等各部门，迅速展开“医疗救治、
检测评估、治安维稳、溯源调查、案件
侦办、舆情应对、专家评估、信息发
布、善后处置”等一系列应急联动处
置。最终，这次因“食用金色葡萄球

菌污染的烤制三黄鸡肉引发的群体
性食源性中毒”事件得到妥善处置，
应急响应终止。

活动现场，浦口区市场监管局通
报了“两节”食品监督抽检情况。40
批次抽样中39批次合格，1批次月
饼不合格，违规商户正在接受依法处
理。当天还开展了宣传咨询活动，相
关部门通过展板展示、发放宣传资料
等科普食品安全知识、受理投诉举
报，同时邀请部分企事业单位现场提
供免费义诊、食品快检、珠宝鉴定、清
洗眼镜等服务。

（盛文虎 钟 静）

浦口演练食品安全应急处置

本报讯 近日，日本驻上海总
领事馆及10余家日本涉农企业到
南京国家农高区开展交流活动，进
一步深化国际化交流合作，推动农
高区“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区”建
设再提速。

自获批以来，南京农高区积极探
索农业国际化合作。今年7月，南京
农高区组团拜访日本驻上海总领事
馆，围绕农业产业发展及国际化合作
与日方展开交流，并向日方发出邀
约。接到邀约后，日本总领馆招募相
关企业参加活动，10余家日企对农
高区的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等方面产

生浓厚兴趣。
当天的交流活动上，与会代表

参观了中国江苏白马农业国际博
览中心、深能南控植物工厂等地。
南京农高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南
京国家农高区自国务院批复以来
的规划建设及发展情况，相关专家
介绍了国内农业相关产业的发展
现状及农高区的有关情况。各参
会日企围绕农业物联网和大数据、
食品安全、生物育种及产业政策等
展开交流探讨，表示将加强沟通寻
找合作机会。

（朱 泉 李 立）

南京农高区国际化合作提速

本报讯 9月24日，2020年江
宁区“惠企早餐会”重点工业企业专
场活动举行，江宁区领导与区内工业
产值前30强的企业负责人相聚一
堂，共进早餐，探讨在新发展格局中
江宁骨干企业发展壮大、工业经济质
效提升的路径。

当天早餐会上，受邀参会的26
位企业家代表品尝过特色早餐后，与
江宁区领导和相关部门、街道、园区

负责人面对面座谈。中兴通讯、上汽
大众、南瑞集团等10家骨干企业负
责人代表介绍了企业发展现状。江
宁区领导表示，对参加早餐会企业提
出的诉求将全面梳理汇总，列出清
单，明确责任单位，限期提出解决措
施、限期办结，对企业家给江宁工业
经济发展提出的建议进行研究，在

“十四五”规划中积极吸纳。
（管鹏飞 江融宣）

江宁举办企业家早餐会

本报讯 9月25日，第“28期全
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 28)”发
布。继去年首次入榜后，南京在本期
指数中综合竞争力排名较上期大幅上
升12位，排名全球第89位；在内地入
选城市中排名第7位，较上期提升2
位。南京金融业的总体能级、综合竞
争力和国际认可度在不断提升。

GFCI被誉为最权威的全球金
融中心排名指标指数，该指数从营商
环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发展水
平、国际声誉等方面对全球主要金融
中心进行评价和排名。

数据显示，南京市已集聚各类
金融和新型金融组织近1000家，是
苏皖赣三地金融集聚度最高、组织
体系较为完善的城市。今年以来，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金融对
经济的贡献进一步凸显，南京贷款
投放持续保持了13%以上的增速，
新增上市企业9家，民营企业转贷
基金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转贷规模
超过200亿元，上半年全市实现金
融增加值893亿元，同比增长5.4%，
对全市经济恢复性增长发挥了重要
支撑作用。 （李 慧 许雯斐）

南京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跃升

本报讯 9月26日，由图灵人工
智能研究院主办的2020交叉智能前沿
峰会在宁举行，本次峰会主题为“数据
融合，开放赋能”。峰会邀请了图灵研
究院生态合作伙伴，海内外知名创投机
构及科技创新公司代表参会，共同探讨
人工智能的技术演进与应用赋能。

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由清华大
学与南京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4月
合作共建，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
姚期智院士及众多青年专家团队领
衔，致力于通过产、学、研合作提供公
共技术服务，集聚和培养具备交叉学

科能力的人工智能人才，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图灵研究
院已成功孵化引进26家人工智能
企业，荣获2019年备案新型研发机
构绩效评估一等奖。未来，图灵人
工智能研究院将持续聚焦人工智能
相关交叉领域产业技术研究、科技
成果转化及交叉智能前沿峰会品牌
活动打造，形成以图灵研究院为核
心的人工智能生态圈，推动人工智
能产业技术进步及南京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 （仇惠栋 周 璇）

交叉智能前沿峰会在宁举行

本报讯 9月 27日，六合区图
书馆外广场上书声琅琅，“书香六合·
经典诵读·阅享小康”诵读比赛决赛
上演，13支参赛队伍为观众送上书
香盛宴。

六合区委宣传部、区全民阅读活
动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近

年来不断加快文化惠民工程建设，与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深度融合，全年
开展各类阅读活动500余场，涌现出
一批推广示范基地、全民阅读之星、
全民阅读推广志愿者、优秀书屋管理
员等先进单位和个人。

（张小超 李 凯）

六合举办“阅享小康”诵读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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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金鹰美术馆于200米高空“云端”揭
幕。两大预热展览“全景：世界的因缘际会”及
“对流”首次呈现。金鹰美术馆9月26日起对
公众预热运营，11月11日起将正式全馆开放。

鹿 琳/文 泱 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