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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大道

江北新区市民中心

南工大实验小学

浦口公园

沿着四通八达的路追梦

2020 年 12 月 24 日 14:00，所有媒体的聚光
灯都聚焦在了长江之上，南京长江五桥（江心洲
大桥）通车。

与此同时，浦仪公路西段通车，浦仪公路西
段在公路网规划中是国道 104 的组成部分，也是
江苏省公路网省道 001 南京一环公路的组成部
分，与江北大道、南京二桥高速、绕城公路以及五
桥过江通道组成南京一环公路。

显然，这一环是南京实现拥江发展的关键
一环，江北新主城与江南主城真正实现“无缝对
接”。

“双主城”的握手，备受关注。新主城的未
来，令人期待。

“感受最大就是路的变化。”从欧洲留学归来
的江先生对有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家乡感慨万
千。江先生家住江北新区桥北片区，在江北新区
核心区工作，每天行驶在宽阔的江北大道上，他
感到十分畅快。他表示，以前没有江北大道时，
往来都是过路车，尘土飞扬，现在江北大道快速
化改造完成，整个激活了江北的交通，江北区域
内通行便利许多。

更为顺畅的道路，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
间。“我开车上下班喜欢观察，几年前，江北的公
交车站台，看到的多是带着行李，行色匆匆的赶
路人。如今，公交站台上，人的面貌焕然一新，都
是年轻面孔。”江先生说。

36.5 公里长的江北大道快速路，是江北新区
区内大动脉，也是南京连接苏中皖北的重要通
道。2019 年，江北大道快速化改造二期工程完
工，从南京河西至六合区，穿扬子江隧道后，可一
路无红绿灯到达，通行时间减少约20分钟。

在“大交通”更为通畅的同时，江北百姓家门
口的“小交通”也大为改善。

“喜大普奔！头号断头路要通车了。”去年 7
月，纬八路东延道路新建工程——泰冯路-天华
北路段通车的消息，刷爆了江北人的朋友圈。

天华西路项目外部条件复杂，地下为地铁三
号线，地面为南北方向的梅桂营铁路，还关乎拆
迁。2019年起，江北新区连续两年将其列为打通
断头路的“一号工程”。道路建成后，该地区骨干
路网形成，极大改善片区交通出行。

近年来，江北新区不断推进内部路网建设，
破解交通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针对群众
呼声较高的桥北片区交通混乱问题，建设微循环
工程，一批道路建成，居民回家的选择一下多了

“N”条。
“四季有景，三季开花。”江北新区的路不只

是通畅，还有了“诗和远方”。
去年 5 月，江北大道三期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基本完成，镇南河路、天浦路、凤滁路等核心区一
批道路焕然一新。春日里，樱花盛开，整修后的
道路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欣赏。

“新江北·新一线”，全新的“四好农村路”品
牌亮相，新主城农村的道路同样魅力十足。来到
核心区几十公里外的头葛线，道路沿马汊河建
设，沿路配套增设慢行步道和运动景观小品，风
景运动道成了乡村的独特风景线。

在家门口“上好学”“看好病”

“南医大四附院开诊了，之前我在旁边的
1914 街区散步时就留意到，有几家花店、小吃店
已经开张，一定是希望做探病号生意的。”家住江
北新区明发滨江新城小区的陈阿姨说。言语中，
不难听出她对家门口这座“大医院”的满满期待。

周边汇聚着桥北片区内几个超大型楼盘，人
口十分密集，医疗资源却相对缺乏。正因如此，
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京新院区建设的每
一步进展都备受关注。

2020 年 12 月 18 日，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
医院新院区启用。

新院区占地面积 129.7 亩，实际开放床位
1000 张，分门诊楼、行政楼、科研楼、住院楼和感
染楼五个部分。拥有独立的急诊、儿童就医区
域，拥有最新型的直线加速器、达芬奇数字一体

化手术室等一系列先进的医疗设备。
对于片区居民而言，这些医疗设备为“看病

不过江”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去年8月，江北新区管委会发布《长三角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提出重点推进鼓
楼医院江北国际医院、中大医院江北新院区、南
医大四附院建设，到 2025 年，构建国际一流、国
内领先的高水平综合性三甲医院集群。

如今，鼓楼医院江北国际医院投用，南医大
四附院新院区启用，中大医院江北新院区、江北
新区妇女儿童健康中心开工建设，鼓楼医院江北
国际医院二期、省肿瘤医院江北新院区陆续启动
建设。

在现代化新主城推进大会上，一个重磅消息
发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集团与江北新区签约，
合作举办一所15年制创新型学校。

学校拟选址江北新区桥北片区，占地总面积
约 300 亩。设计办学规模 135 个班，其中幼儿园
15 个班，小学 48 个班，初中 48 个班，高中 24 个
班。该校将按照北师大 3.0 版创新旗舰领航学校
定位打造，通过发挥北师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
优势，带动区域教育及社会的全面发展。

近年来，从补短板到建设教育现代化强区，
江北新区大力度、大手笔推进教育项目建设。共
建设教育项目 60 个，总投资达 118 亿元，教育资
源供给大幅增加。

三年前，江北新区教育和社会保障局制定实
施2018-2020教育项目三年提升计划，当中包含
34 个教育项目。而自 2019 年以来，新区又新增
教育建设项目32个，未来两年，还将有23个教育
项目建成，全面满足学生入学需求。

更值得一提的是，江北新区为打造高素质教
师队伍，大胆推进教育改革。2019 年 7 月，江北
新区公开招聘“名校长”。名校长享受 100 万-
150万元安置费用，或享受《南京市江北新区直管
区人才安居办法（试行）》的相关政策。入职前三
年经考核合格发校长津贴 10 万元/年，三年后纳
入“校长职级制”管理。

30 年教龄、任学校负责人近 12 年的康红兵，
来到江北新区大厂高中。这位“新校长”表示，国
家级新区的教育，一定要与城市建设、产业发展
相匹配，江北新区把教育摆在了如此重要的位
置，在这里做教育有信心。

同时推进教师备案管理，备案教师和编制内
教师同工同酬，拥有同样获得评优评先、岗位晋
升等机会，大大提高“无编”教师积极性。

不少准备买学区房“过江上学”的居民，选择
留了下来，因为可选学校变多了，更重要的是高
质量的学校变多了。

最美长江岸线已露“芳容”

最美的岸线，最近的未来。绿色的草坪、彩
色的鲜花、红色的步道，长江之滨，正在建设中的
扬子江国际会议中心旁，一处江畔花园展露“芳
容”，这就是扬子江公园，也是南京规划的九大城
市客厅之一“定山城市客厅”。

工程围挡之中，公园建设基本完工，开放之
后，南京市民又会多一处“临江、近江、见江”的
好去处。

江北新区长江岸线湿地保护与环境提升工
程是江北新主城建设的重大项目。该项目上起
南 京 长 江 三 桥 ，下 至 浦 仪 公 路 桥 ，总 长 约
26.6km，总投资额约59.46亿元。

目前，项目一期 5.6 公里的道路已全线贯通，
沿途公园、景观节点正在建设中，扬子江公园、浦
口码头、轮渡桥滩等，每一处景观都极具特色。
江北新区曾对外发布：“这里将成为中国最美的
城市滨江生态岸线。”

去年 9 月底，横贯长江和老山之间的青龙绿
带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景观湖、绿地草坡、儿童
游乐场⋯⋯青龙绿带一期启龙亲江乐园成为了
江北市民最爱的休闲地。

满眼的绿色之中暗藏“玄机”，即海绵城市设
计理念，青龙绿带一期原有水系通过生态修复形
成湖景，所有水体全部连通，可承担调蓄功能。

江北新区明确，到 2025 年，城市建成区的一
半以上要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7.5 公里长的

青龙绿带沿线布置了启龙亲江乐园、飞龙丽景公
园、龙德养生花园、明龙园艺游园、瑞龙郊野公园
等 5 个不同的大型公园，预计 2021 年全面建成。
可以预见，这条蜿蜒于江北新区核心区的绿带，
将成为这座新主城的生态轴、观光轴、发展轴。

江北老城区里，也不乏美丽“新公园”。去年
五一，升级后的浦口公园重新开放。以“新面貌”
示人的浦口公园格外迷人，重塑“春、夏、秋、冬”
四季之景，柔和的线条间，廊桥、景观塔、枫林栈
道、亲水平台点缀其间，焕然的外表与参天的老
法桐相得益彰。很快，这里便成为了周边居民闲
暇时光的最佳去处。

这里的小区用上了“区块链”

“这条‘链’真接地气，只要 10 分钟，困扰我
们那么久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心里充满感谢。”前
不久，在顶山街道商城小区网格 E 站里，一场关
于小区 41 栋屋面及地下室渗水维修资金申请的

“链”上投票正在进行，当大屏幕弹出“本次维修
基金票决已通过”，居民钱序华难掩激动。

过去动用小区物业维修基金，往往采取应急
流程和一般流程两种方式。应急流程简单快捷，
无需居民表决，但容易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后续麻
烦。而一般流程则需要居民表决，一定程度上能
够体现民主民意，但时间跨度比较久。

将高大上的区块链应用到小区治理，江北
新区这一创新做法，为商城小区解决难题带来
了曙光。

去年，江北新区推出“区块链+社会治理”项
目“链通万家”，泰山街道、沿江街道、顶山街道相
继推动小区公共管理事项“链上”决策，破解小区
治理难题。

项目技术支持企业负责人介绍，江北新区将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是一个创举。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近年来，江北
新区大刀阔斧改革，直面基层社会治理的痛点、
困境。

江北新区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充分
发挥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抢抓自贸
区发展新机遇，重要和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明显成
效。

两年前，江北新区启动街道体制机制改革，
为城市破题。新区各街道将原来内部的 20-30
个条口进行整合，统一设置为“6+1+3”的架构，
并将175项职能归并到6大工作板块、1个执法大
队、3 个中心来承担。部门变大、人员变少，原先
街道班子成员从分管部门领导变为新机构部门
负责人，管理层级减少一层。现如今，在各街道
的各层级，全员成为“全科型”，越基层越全科。

一支队伍管执法，也是江北新区街道体制机
制改革的一记重拳。江北新区组建7个街道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将 217 名下沉执法人员及执法辅
助人员编入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大队汇集了各
方面的检查执法人员，统一行使城管、市场监管、
国土、安监等十二类执法事项，成功化解“看得见
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矛盾。

71座网格红色驿站，遍布泰山街道各个居民
小区。这些家门口的驿站被泰山居民，亲切地称
为“红色小屋”。“红色小屋”是为民服务的“大窗
口”，驿站以“共性+个性”的方式设置功能、提供
服务。一方面可为居民提供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等代办，以及爱心义诊、文
体活动、12345 绿色通道、矛盾调解等“共性”服
务；另一方面可根据小区居民差异化需求，创新
四点半课堂、泰山阅生活、琴棋书画、公共客厅等

“个性”服务。
天景社区艾菲国际网

格红色驿站内，总有三两孩
童在游乐区玩耍；津浦社区
浦东村网格红色驿站内，一
到中午，老人便相约前来用
餐；浦东苑社区浦口公园网
格红色驿站内，游人或落座
歇脚，或点杯咖啡阅读书籍
⋯⋯家门口的驿站，是为民
服务“再进一步”，更是基层
治理创新的生动范本。

在在新主城新主城过 上过 上好日子好日子

□
本报记者

许雯斐

通讯员

王彤

青龙绿带启龙亲江乐园的樱花林

江北新区

江北新区首届汽车文化节

隆冬时节，长江北岸的人们依旧愿意出门走走。每逢周末或假期，青龙绿带启龙亲江乐园内，装备齐全的年轻人在绿道奔跑，尽
情挥洒汗水；顶山街道吉庆河畔，几位年轻母亲因“娃”而聚，景观游园内笑声连连；浦口公园网格红色驿站内，坐满了前来读书“打
卡”的孩子，相伴的老人笑言家门口有这样的地方真让人省心⋯⋯

“建设江北新主城，不是简单的新城新区开发，也不是单一的江南主城复制，必须更加聚焦现代化建设。”在江北新区建设现代化
新主城推进大会上，南京主要领导为江北新区定下方向：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布局，突出产城融合、职住平衡，
走出一条“以人为本、以产带城、以城促产”的新路子。

现代化新主城要以人为本，新主城建得好不好得人民说了算。

鼓楼医院江北国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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