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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口区
疏通“发展经脉”，挺进“枢纽时代”

2020 年底，浦口发展利好不断。12 月 24
日，江心洲长江大桥通车，南京绕城公路快速环
实现闭合，高效支撑两岸融合和“双主城”联动发
展；12月28日，铁路南京北站枢纽配套工程正式
开工，标志着南京北站正式启动，浦口在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战略中的门户枢纽位置进一步凸显。

历史上的浦口，曾经是“扼抗南北，钳制江
淮”的咽喉要塞。一条津浦铁路，更是让浦口成
为中国交通史上的枢纽。但在大胜关长江大桥
通车前，“过江难”是浦口发展的主要瓶颈。

伴随着南京过江通道建设提速，一度“望江
兴叹”的浦口如今已有“三桥两隧三轨”连接江
南主城，尤其是江心洲长江大桥通车，让浦口最
核心的产业承载区与江心洲生态科技岛、河西
CBD、软件谷等主城园区实现无缝衔接。而南
京北站建成运营后，浦口百姓不仅能在家门口

“说走就走”，每年高达 1000 万的人流量，为浦
口实体经济、休闲经济、门户经济、枢纽经济的
跃升提供强大支撑。

一个事实不可否认，浦口交通路网快速延
展，正是得益于江北新区、自贸区南京片区的辐
射效应，这个机遇，千载难逢，稍纵即逝。2018年
底，浦口区委四届六次全会提出，启动开放枢纽
承接行动，聚力破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矛盾。外部着眼于融入主城、融入城市群和大区
域进行交通布局，强化沿江区域性交通体系发
展；内部通过规划老山环线交通、贯穿山南山北
交通、连接组团及重点节点交通等，加密优化路
网结构。“没有路网一体化，就没有浦口和新区的
一体化！”浦口区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交通的短板必须尽快补上。“十三五”期间，
浦口牵头推进 235 国道、356 省道、104 国道、
G347浦乌路等国省干线建设，配合推进南京长
江五桥、G312扩建工程、宁合高速公路改扩建等
重大项目。大干快上，浦口与江北新区融得更
深，接得更紧。2017年启动改造的浦乌路就是典
型案例，这条浦口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曾经
拥堵不堪，事故频发，通过道路拓宽，隔离带加
装，信号灯优化，如今已建成全省最长的“绿
波”——60公里时速下，全程28公里一个红灯都
不用等。去年3月，贯穿浦口与江北新区腹地的
沿山大道也启动准快速化改造，一期工程将串联
江北新区桥北、核心区、老山、雨山路等各组团。

外联的“四梁八柱”基本架构完成，浦口区域
内部的“发展经络”同样要跟进。五年来，浦口实
施了近300个重点城乡交通建设项目，以国省道
为主、县乡道为补充的“六纵十横”公路网格局快
速成型，全区公路总里程已达1032.2公里。

不光是修路，让百姓快速过江，浦口首个
“地铁+公交+快速通道”的 TOD 项目——城西
路换乘枢纽工程已近尾声。该项目建成后可容
纳约 206 辆公交停车及 1037 辆社会车辆停泊，
可实现地铁、公交、出租车、私家车一站式换乘，
为市民提供便利的出行和生活服务。好消息
是，今年一季度换乘枢纽将全面投用。

翻开浦口“十四五”规划，“实施重大交通设
施联通工程”，被摆在了与江北新区协同共建新
主城的第一条。未来五年，浦口与江北新区不
仅要在地面“握手”，更要在地下“紧拥”，浦口将
积极配合市级层面推进南京地铁11号线、10号
线西延等前期工作，以轨道交通无缝连接江北
中央商务区、浦口城南中心区及桥林新城，打造
新主城发展的活力纽带。

精装“城市客厅”，升格“空间美学”

“江北新主城”建设，事关南京未来的发展
走向，浦口需要从更大的
空间格局来审视城市建设

的时代命题。
浦口区委区政府深刻认识到：推进与江北

新区一体协同，城市建设是最直观、最重要也
是最容易体现差异的部分。江北新区开发建
设起点高、标准高、水平高，发展驶入了快车
道。但一直以来，浦口立足江浦老街向外拓
展，配套设施、城区形象和品质功能难以与“新
主城”的需求匹配。与江北新区建设同频共
振，必须坚持借势借力，服务服从，融入融合，
同心同力的原则，以国际化视野和高端化标准
重构空间。

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浦口区提出“一城
一区、一片一链”的城市建设格局，聚焦打造

“活力江浦”“智造桥林”“魅力老山”“最美项
链”，统筹新老板块和城乡一体，为江北新区高
端人才和浦口 48 万居民提供优质生产生活休
闲空间。

去年 4 月 11 日，浦口区城南中心开发建设
指挥部正式揭牌，以 2.75 平方公里为核心的滨
江热土全面拉开建设框架。选择这一区域，浦
口经过了深思熟虑。城南河沿线不仅背山面
江，更紧邻江北核心区、研创园，是浦口与江北
新区、自贸区的天然粘合剂。根据规划，浦口将
围绕城南河两岸，把图书馆、市民中心、主题乐
园融入文化新场景塑造，完善生活中心、品质办
公、文化地标、滨水休闲等功能，打造江北“城市
新客厅”。高起点规划下，该片区已累计出让 6
幅地块，其中4幅住宅地块全部触顶成交。

一个细节能凸显城南中心的品质，浦口未
来将构建全流程智能监控系统，在城南新中心
创新推进自来水直饮，塑造区域特色亮点。众
所周知，自来水直饮对管道要求极高，南京目前
只有个别景区实现直供，浦口挑战“高难度”，魄
力可见一斑。

一条巷地块顺利拆违，变成绿草如茵的
街心花园；浦云路大桥正式通车，吸引众多市
民打卡；珠江路、文德西路沿线完成出新改
造，老城格调迅速提升⋯⋯在江浦老城，一场

“针灸式”改造快速推进。按照新区建设标
准，浦口对交界地块、节点区域、标志性建筑
进行重点打造，建立体现文化特色和旅游功
能的城市亮化体系，提升老城的美誉度和群
众的认同感。

在桥林新城，86.7 平方公里的产城融合区
域“跑步前进”:丝兰湖、琼花湖人才公寓和人才
共有产权房正快速推进，五星级美爵酒店即将
开业，邻里荟商业中心已有商家进驻。去年 7
月，浦口区与南京地铁集团正式牵手，启动建设
桥林地铁小镇，围绕S3号线6个站点沿线片区，
整体提升区域板块发展品质。地铁集团进场第
一件事，就是联合招标第三方机构，开展小镇海
绵城市规划及景观生态研究。开发区相关负责
人说，以智慧城市和海绵城市为建设方向，小镇
将保留片区自然肌理，把生态的“隐性价值”转
变为土地的“增量价值”。

江北新主城，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去
年 12 月 28 日，南京市主要领导指明清晰路径：
聚焦现代化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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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口区委区政府迅速响应，“十四五”规
划明确，要在城市发展中注重显山亲水，品质为
先，点轴结合，连片开发，实现土地高效利用与
空间精明增长。

推动“资源过江”，解码“幸福模样”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区域发展的根本目
的，就是为一方百姓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近年来，浦口把为民情怀融入“新主城”建
设，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让发展更有温度、
幸福更有质感。数据可鉴：浦口人均可支配收
入超5万元，年均增速近10%，郊区排名第2；近
五年来累计新增城镇就业人数近 10 万人；城镇
保障性住房常住人口覆盖率超 30%；城乡基本

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覆盖率均在99%以上。省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能折射出浦
口的幸福指数——2020 年初，浦口常住人口
89.76 万，较 2018 年末增长 5.9 万，增幅在全市
仅次于江宁。

过去，浦口算不上民生高地，“看病不过江”
“上学不过江”曾是百姓的普遍期盼。“新主城”
的定位，对浦口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聚焦群众最为关切的领域，浦口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补短板，强弱项，把实事办

“实”，把好事办“好”，不断扩大“惠民半径”，有
效解决百姓“急难愁”“愿思盼”。

从“学有所教”到“学有优教”，浦口全力把
主城名校、名师请过江。容纳 2000 多人活动
的风雨操场，不伤眼睛的 LED 灯光，带触摸功
能的液晶屏幕⋯⋯去年 9 月 1 日，浦口人翘首
期盼了两年的金陵中学浦口分校正式开学，校
长陈汇祥感慨，“时刻能感受到浦口对优质公
办教育资源的渴望。”而就在同一天，游府西街
小学也在浦口高新区内开学，更为重要的是，
两所学校的施教区，都包含了拆迁安置小区。
去年 9 月召开的浦口教育大会传来消息，“十
四五”期间，浦口还将建设幼儿园 23 所，小学
10 所，初中 5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1 所，普通高
中 1 所。

从“病有所医”到“病有良医”，浦口创新开
展院府合作，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浦口区中
心医院蝶变省人民医院浦口分院，短短数月内
本地三四级手术骤升103.1%，目前已实现29个
专科入驻，并建成全国最大的慢淋中心。去年9
月，该院三期工程开工建设，总投资 31.59 亿
元。浦口区中医院也挂牌南京市中医院浦口分
院，并顺利通过三级中医院的转设。浦口还推
动5个街道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异地新建、提
档升级，并通过医联体建设，让优质资源向下扎
根，向上攀升。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颐养”，浦口开辟机
构养老和居家养老“两条腿”走路发展路径，通
过养老机构医养融合“助养助医”、居家机构

“助餐助娱”，唱响“最美不过夕阳红”。当前，
浦口区已建成区级福利院 1 家、街道敬老院 4
家，实现了区、街两级公办养老机构建设全覆
盖，公办养老机构为“特困供养老人”保障兜
底。近两年来，浦口又新增 4 家民办养老机
构，新增养老床位近 800 张，并成功创建南京
市 3A 级养老机构 2 家。

浦口农村人口占比超 50%，农村区域占比
近 80%，农业占 GDP 比重达 10.3%。决胜高水
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是浦口的关键。在
实现农村低收入人口和经济薄弱村（欠发达村）
全部脱贫摘帽的基础上，2020 年浦口财政预算
安排乡村振兴类资金 38.79 亿元，同比增长
63.1%，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常思百姓疾苦，常谋富民之策。把公共服
务作为最大普惠，浦口不断增加城乡居民的“隐
性财富”。“十四五”规划目标中，一个更加美好
的浦口跃然纸上：2025 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超过7.8万元，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比例达
到 90.6%，千人医疗床位数 7 张，人均拥有公共
文化体育设施面积6.5平方米，每千名老年人拥
有机构养老床位数50张。

未来五年，是浦口构建新平衡的五年、崛起
新地标的五年、展现新魅力的五年、彰显新风尚
的五年、应对新变革的五年，也是大建设、大发
展的黄金时期。“把握未来，最好的方式是出
发；逐梦成真，最短的距离是实干。”祁豫玮表
示，站在现代化新征程的起点，浦口将以“智能
制造高峰、创新应用高原、美丽生态环境、美好
生活家园”为愿景，务实担当谋跨越，锐意
进取勇争先，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周年。

这是浦口奋进的激越
号角，这是时代赋予
的使命担当！

大江东去，风起北岸。
“拥江发展”的新格局下，南京正加速从“秦淮河时代”迈

向“扬子江时代”。地处“江北新主城”的核心地带，坐拥江北
新区和自贸区南京片区“双区叠加”的发展机遇，浦口从近郊
副城一跃成为“开放前哨”。

“新主城”打开新格局。江心洲长江大桥通车、南京北站
启动建设、内部路网逐步完善，依托于新区建设提速，曾经
“受江而困”的浦口如今已打通“任督二脉”，在长三角一体化
中肩负起承东启西、辐射带动的重任。

“新主城”呼唤新形象。让城乡面貌、人居环境与国家级
新区匹配，浦口围绕打造更宜居、更安全、更人文、更现代的
新都市，协同江北新区推进老城精致化更新，新城高品质谋
划，持续优化功能布局，为跨越发展提供国际化的空间支撑。

“新主城”创造新生活。“十三五”期间是浦口民生温度提升
最快的五年，随着省人民医院、金陵中学、游府西街小学等主城
民生资源落子，住有宜居、病有良医、学有优教的梦想照进现实，
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格局正加快构建。

建设“江北新主城”，对浦口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形成了外力
推动，也倒逼浦口全领域全环节提速提标。浦口区委书记祁豫
玮认为，置身多重国家战略的交汇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江北明珠”必须以新理念为引领，以人民为
中心，用“新主城”的标准和速度，服务发展大局，提振自身能级。

老城焕新颜老城焕新颜

站位站位““新主城新主城””，，
““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涵养新品质涵养新品质

浦云路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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