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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橙色预警。你镇有1
笔公款支出后超1个月未进行财务
记账，请调查了解具体情况并于5个
工作日内向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
督室反馈调查结果。”今年10月，收
到“智慧监督”平台推送的预警短信
后，扬州市江都区宜陵镇纪委立即组
织调查。根据“智慧监督”平台提供
的信息，该镇纪委迅速发现镇报账员
挪用公款问题，随即对相关责任人进
行立案查处。

“智慧监督”平台是江都区纪委
监委为进一步巩固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整治成果，强化财政性资金和集体
资金监管，在全区大数据系统建成应

用的过程中，基于“区块链”技术探索
开发的智能监督系统，于今年10月
18日上线。

江都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
室负责人钱敏介绍，“‘智慧监督’平
台一期建设紧扣资金监管功能，重点
监测报支发票与支出事项不一致、套
取资金乱支乱用等现象。”平台每天
自动对已覆盖的1036家单位（账户）
进行24小时全方位不间断扫描，根
据问题轻重发送“黄、橙、红”三色预
警，定期自动统计折算各单位预警发
生情况和预警处置结果，得分纳入年
度党建考核。

（顾文耘 汪 滢）

江都为日常监督装上“慧眼”

本报讯 27日下午，“新华暖心
行”启动仪式在新华报业传媒广场举
行，“新华暖心行”爱心小队随即开启
了前往省定经济薄弱村滨海县梁港
村的爱心之旅。

此次梁港村爱心之旅，爱心小队
将慰问当地78户建档立卡的困难家
庭，为他们送上一份暖心的新年大礼
包。早在今年10月份，新华日报传
媒有限公司党支部开始与梁港村结

对帮扶，安排党员代表赴该村调研，
并确立了党建引领实现“结对、结亲、
结果”的帮扶目标。接下来，新华日
报传媒有限公司还将整合资源，努力
打造爱心之旅“接力棒”，让“新华暖
心行”成为更完善、更高效的帮扶平
台。本次活动由省级机关工委、省民
政厅指导，江苏省委驻滨海县帮扶工
作队、江苏省同泰慈善基金会联办。

（潘瑞凯 陈玉玉 于萌萌）

“新华暖心行”开启梁港村爱心之旅

12月26日至27日，2021年全国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举行。本次招
考，全国共有377万名考生报名，人
数创下新高。其中江苏有26.3万名
考生报名参加，比上年增长5.6%。

26日上午6时许，天蒙蒙亮，扬
州大学广陵学院主干道上的12辆大
巴车前已是人声鼎沸。每辆车前，两
三个身穿橙色马甲的志愿者等待着
将印有祝福的红色小纸条送给上车
的考研学生，十几个志愿者在一旁搬
运、整理着桌上装满水果的大框子。
彩灯、玩具熊、海报、手牌、横幅……
温馨的布置为这个寒冬里的“出征”
增添许多暖意。

“橘子、桂圆、千禧、香蕉和橙子
五种水果分别寓意大‘橘’大利、蟾宫
折‘桂’、皆大欢‘禧’、万‘香’更新、心
想事‘橙’和马到‘橙’功。”负责本次

志愿服务活动的大三学生张启月向
记者解释道，“我们希望这些水果‘副
餐’能让学长学姐们在休息时补充能
量，在紧张的氛围中舒缓心情，旗开
得胜。”

刚领到香蕉和橘子的考生左智
越上车前收到了一张红色小纸条，并
兴奋地向记者展示上面的文字：“把
了你的脉，今天是能上岸的脉”。

为了让考生安心考试，江苏海洋
大学单独设置考研就餐窗口，精心设
计了美好寓意的“考研加油餐”，发放
了1800份考研餐券。

南京林业大学则给全校备考同
学派发神秘“福袋”。打开“福袋”，里
面主要装的是为考生们贴心准备的
考试文具：两支黑色中性笔和笔芯、
一支涂卡铅笔和笔芯，每支笔的笔杆
上都印有祝福语，以及一块橡皮、一

把直尺和一张校园原创书签。考虑
到疫情防控需要，每个“福袋”里还备
有一只独立包装的口罩。“福袋”的封
面印着南京林业大学的校名和校徽，
以及“耕耘今天，收获明天”“乘风破
浪，勇往直前”“扬帆起航，不负青春”
等暖心话语。

26日早上8点，记者在南京理工
大学考点看到，许多送考的家长在学
校大门外等候。“我儿子是南京林业
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大二
就定下了跨考南京理工大学法律专
业的目标。”一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孩子都是在家备考，自己
制定了严格的作息，非常辛苦，“我们
全力支持他考研，在可以学习的年龄
就应该多学一点。”

来自一所名校的魏同学已经拿
到了两个相当不错的OFFER，工作

地点、薪酬待遇都很有竞争力，但他
依然选择了考研。他的家人尊重他
的想法，“读了研究生后，工作的起
点、就业单位的层次可能都不一样。”

“我今年啥考试都报了，公务员、
考研，还有两家用人单位的笔试，统
统都参加了。”一位来自盐城的考生
朱同学很坦诚地告诉记者，为了给自
己寻找更多机会，这两个月的行程被
安排得密密麻麻，“我是昨天晚上拖
着箱子深夜赶到南京的。我还同步
在一家单位实习，实习也不能耽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参加2021
年考研的考生，大多都带着给自己增
加“筹码”的打算。部分高校中考研
生的比例甚至占到了应届本科生的
一半以上。“只要是机会，我都要试一
试。”考生小杨说。

本报记者 王 拓 杨频萍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全省26.3万名考生参加——

祝福你们，向着梦想飞 本报讯 27日，江苏外籍人才网
上招聘会暨江苏外籍人才招聘网
（https://www.jssic.cn/zp）开 通
仪式在南京举行。当天，南京大学、
苏交科、先声药业等省内70余家单
位提供200多个外籍人才需求岗位，
涉及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
新材料等多个领域，通过招聘网站与
来自法国、德国、以色列等的19家境

外高级专家组织开展对接工作。
省科技厅副厅长过利平表示，

江苏高度重视科技国际合作和国外
智力引进，先后与8个国家或地方
政府建立政府间合作机制，与21个
外国专家组织、专业人才机构建立
合作机制。外籍人才网上招聘服务
平台的开通，让人才跨国合作变得
更加顺畅。 （黄红芳）

江苏开通外籍人才招聘网

全力打造“国字号”农业园区，昂首
迈向新征程。2020年12月26日，第四
届台创园兰花展暨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在南京江宁台创园举行,数万盆蝴蝶兰
竞相开放,集中展示台创园研发育种新
成果，总投资4亿元的一批大项目签约
开工，擘画现代农业发展新蓝图。

在“十三五”收官之际，江宁台创园
坚持“农业+”发展理念，以“两创三区、四
大工程”为引领，推动农业园向高新农业
综合园转型，乘势而上开启“十四五”新
征程。2021年，台创园践行“实干为先、
项目为王”，抓好“招商引资、项目落地、
基础硬件、产业融合、精细管理”五项
重点，努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在

“十四五”新赛道跑出“加速度”。

兰花为媒，
做强花卉主导产业

今年兰花展厅，数万盆兰花争奇
斗艳，竞相开放，更有暗香扑鼻，仿佛
置身春日。

品种“珍奇”：来自世界各地100
多种“受保护”的蝴蝶兰新品与大师级
国兰精品盆景、奇花200盆齐聚一堂，
涵盖了兰界最新最珍品种。其中有长
相憨憨被纳入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CITES）的“兰花大熊猫”兜兰品
种、估价达百元万元的春兰徽鼎梅苗
等珍奇兰花，一辈子可能只见一次。

展现“原生”：主展区由北京园博
会获奖园艺大师打造兰花生态花径、
屏风花艺、兰花小景等主题景观，展现

蝴蝶兰原生雨林和空谷环境，集观赏
与科普于一体。市民近距离赏兰、品
兰，在缤纷的视觉体验中学到兰花种
植与管养知识。

数量“繁多”：金蝶、宝贝、KV622、
明日之星、红粉佳人、美滋滋、红宝石、
韩国女孩……数万盆兰花集中展示近
年来台创园花卉研发育种的新成果，
供游客欣赏、购买。

元旦期间，将有10余名绘画大师
围绕兰花主题进行现场绘画创作，
文化与兰展结合，艺术与兰花交
融。市民游人可以通过5G高清
直播，第一时间关注到兰花的美
与魅。借助直播平台，五颜六
色的蝴蝶兰成为“网红”，搭建
园区带货平台，广交天下兰
友，在品兰论道中深化合作交
流，书写台创兰花新篇章。

小小兰花，做成了大产业。
园区集聚花农、花企、花商的“磁场

效应”，“十三五”期间已规划建设花
卉产业基地面积1000亩，建成用于蝴
蝶兰组培研发、种植培育、展示展销的

玻璃温室达10万平方米。园区紧紧围
绕花卉主导产业，积极构建“组培研发+
生产+销售”的花卉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先后引进林语花海、瀚灏园艺、兰谷花
卉等一批专业从事蝴蝶兰组培、生产、
销售的花卉企业。目前蝴蝶兰组培苗
年产量可达700万株，开花株年产量可
达110万株，年出口创汇达500万美
元，蝴蝶兰年销量占南京市市场的
80%。

产业创聚，
重大项目厚植园区未来

在台创园，5G技术不仅用于直播
带货，更勾勒出智慧农业发展蓝图。
全省首个5G＋智慧农业应用示范基
地落户，通过5G物联网技术，收集大
气、土壤、作物、病虫害等多方面的数
据，随时随地调节农业生产。

重大项目建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载体和强大引擎。今年兰花
展，江宁台创园围绕“十四五”路线图，
开展一系列项目签约开工活动。其中
兰花种质资源库、科沃智慧农业应用

示范基地、兰谷花卉二期、金陵科技学
院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等共9个产学研
新项目开工建设；珠海华发集团华东
果蔬种植基地、江苏省农科院合作建
设千亩西瓜产业园、河海大学海洋学
院藻类生物资源研发应用中心等5个
项目将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4亿元。

坚持“项目建设”与“腾笼换鸟”两
手抓，园区总投资5000万元的南京奕
园红美人柑橘种植基地项目，年底前
开展部分果树种苗种植及生产温室建
设，总投资3000万元的兰花种质资源
库项目，年底前完成8000平方米温室
大棚建设。

新基建项目江宁台创园智慧农业
示范基地建设完成，实现农业设施生
产中的远程监控、数据管理、自动控
制。积极盘活园区闲置资源，完成
3200多亩闲置土地的测量、规划设计
工作。

拓展“农业+”，
打造高新农业综合园

新理念引领新发展。江宁台创园

坚持“农业+”发展理念，立足“两创三
区”目标：创成国家农业科技园和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现代高效农业
引领区、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区及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实验区。

开展主导产业培优工程方面，台
创园培育壮大花卉、瓜果优势主导产
业，深化与南农大、省农科院及台湾兰
花研究所等合作共建，建设8000平方

米兰花研究院和1000亩西瓜产业园；
完善4.6万平方米肖家庄研发中心配
套设施，建成4万平方米花卉交易中
心，打响“花博园”“林语花海”等园区
品牌。到2025年，主导产业年销售额
达30亿元，培育省级龙头企业4家以
上，肖家庄研发中心引进农业科技创
新企业50家，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
术60个。

开展联动发展互惠工程方面，台
创园积极引进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市场主体，发展
设施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流通
与电子商务、生产资料供应服务等园
区一二三产业。到2025年，引进涉农
高层次人才项目20个，新型经营主体
达100家，产业园创业农民可支配收
入高于全区平均水平30%以上。

开展农业现代化建设工程方面，
进一步修编完善86.31平方公里总体
规划，到2025年，核心启动区由10平
方公里扩展至25平方公里，高端智能
温室面积增加至30万平方米，高标准
农田比重达到100%，高效设施农业
比重达到90%，率先实现农业基本现
代化目标。

开展产业融合发展工程方面，台
创园充分发挥青少年学农基地、西瓜
产业园等休闲旅游载体优势，建设
1000平方米商务配套中心，打造集农
业观光、乡村旅游、农事体验、农业科
技文化展示等于一体的休闲农业园
区。到2025年年接待人数超40万人
次，农产品销售额达到20亿，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第四届台创园兰花展暨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举行

江宁台创园，阔步迈向高新农业综合园

南京江宁台湾农民创业园于2008年12月由国家原农业部、国台办批准
设立，总规划面积86.31平方公里。2009年5月揭牌开园。园区位于江宁区
横溪街道，山水资源富足，生态环境优越，距南京主城区28公里，南京禄口国
际机场仅3公里，高铁南京南站仅20分钟车程，交通优势极为明显。

展览时间：2020年12月26日至2021年2月10日
地点：江宁台创园兰花馆
自驾导航地址：江宁台创园兰花馆
公交路线：市区方向乘坐712路公交车至汤铜公路站下车步行1000

米；江宁方向乘坐868路公交车至汤铜公路站下车步行1000米

南京江宁台湾农民创业园简介

本报讯 25日，省高院、省消保委
联合发布《关于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
纠纷联动化解工作机制的意见》。经
消保委调解成功的案件，当事人可向
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根据调解书申请
强制执行。

省高院民六庭庭长于泓透露，
2018年1月至今年12月，全省法院
受理各类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近12
万件，纠纷类型多为延期交房、延期
办证或房屋面积争议，3年间全省各

级消保委组织仅受理涉及商品房领
域消费纠纷6005件、咨询7785件。

“房地产开发商未正视消费者维权诉
求，纠纷发生后调解意向低，往往以

‘走法律途径’这一看似公平、实际将
成本及矛盾转嫁至消费者的做法，拖
延中损耗了消费者耐心，而问题无法
得到有效解决。”省消保委副主任、秘
书长陆惜春说。

让此类纠纷在进入法院诉讼前
先经非诉纠纷化解渠道化解、以“短

平快”的方式形成以点带面的示范效
应，省高院与省消保委联合建立沟通
协调、联动配合化解商品房买卖合同
纠纷机制，做法上有不少创新和尝
试。比如，消保委调解成功的案件，
当事人可在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
天内向同级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对
当事人在消保委调解中没有争议的
事实，后续诉讼程序中可以无需举
证，有效减轻当事人负担、提高效
率。双方还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同级

法院可以采取立案前委派、立案后委
托、诉中邀请等方式，引导当事人通
过同级消保委解决纠纷，消保委可以
推荐具备调解能力和经验的人员担
任同级法院特邀调解员，由该法院纳
入特邀调解员名册。

陆惜春介绍，消保委将以本次工
作为契机，将诉前调解、支持诉讼司
法效力从商品房纠纷拓展至装修、预
付费等普遍关注的消费痛点领域。

（顾 敏）

我省联动化解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经消保委调解成功的可申请司法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