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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波）南京市委
市政府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该市
科技局负责人介绍全市创新名城
建设总体情况。据介绍，南京市不
断加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工
作力度，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创新名城，作为全国唯一科
技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重点在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上积极探
索，在推动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
化上持续用力，初步走出了一条体
现新时代要求、具有南京特点的改
革创新之路。

南京创新名城建设集中体现
在系列指标的快速跃升：一是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2018年高企净增
1274家，增长70%，总数达3118
家，增幅和增量位居全省第一；截
至7月底，全市新增独角兽企业2
家（总数13家）、培育独角兽20家
（总数66家）、瞪羚企业87家（总
数172家）。二是科创型企业数
量。2018年全年新增2.4万家，增
长17%；上半年，全市入库科技型

中小企业4318家，超过去年全年
总量，科技创新主体力量进一步壮
大。三是新型研发机构数量。累
计组建市场化运行的新型研发机
构 251 个，孵化引进企业超过
2000家，探索出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的新模式。四是新增人才资源
数量。2018年新增就业参保大学
生超过34万人、增长60%；今年，
又出台《企业博士安居工程实施办
法》，引进研究生在宁就业数量增
长61.6%，预计今年新增就业参保
大学生超过40万人。五是知识产
权数量。2018年PCT专利申请大
幅增长92.5%；发明专利授权量增
长43%，达10418件，首次跃居全
省第一；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59.1
件，位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三。六
是国家级园区排名。南京高新区
综合排名提升7个位次，首次进入
全国前20强，取得同数量园区综
合评比以来的最好成绩；七是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2018年，首次突
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

上半年，实现产值5500亿元、同比
增长15.1%，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度进一步提升。

南京市科技局负责人表示，
南京市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创新名城取得的成效，得益于以
下方面的工作举措：一是系统研
究顶层设计，全面优化创新路
径。结合自身定位、基础、优势，
明确推进创新名城建设的“路线
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121 战
略，连续出台市委1号政策文件，
扶持力度、覆盖广度、激励深度前
所未有。启动战略科技引领、创
新企业倍增等“十大工程”，聚焦
实施新型研发机构提质、全球创
新资源集聚等“六大计划”，推动
创新名城建设向纵深迈进。二是
改革用活市场之手，加速转化科
技成果。坚持以科技体制改革激
发创新活力，启动实施“两落地一
融合”工程。即科技成果项目落
地、新型研发机构落地、校地融合
发展，用机制创新突破体制障碍，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
里”。三是大力培育“科创森林”，
推动形成产业集群。强化企业的
创新主体地位，通过厚植“铺天盖
地”的企业“科创森林”，进而培
育更多“顶天立地”的行业领军企
业，为构建自主可控产业体系提
供强大支撑。四是坚定不移源头
创新，切实强化科技供给。把建
设综合性科学中心作为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
战略性工程，主动作为、聚力攻
坚、重点突破。建设网络通信与
安全紫金山实验室、扬子江生态
文明创新中心、中科院麒麟科学
城，实施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培育
计划。

此外，还面向全球集聚资源，
不断深化开放创新。坚持走开放
合作创新的路子，以全球化视野谋
划推动创新资源集聚，更大力度

“走出去”、更高水平“引进来”。
积极响应和落实国家“一带一路”
科技创新合作行动计划，打造国际

创新合作中心，统筹布局园区板块
“生根出访”。 实施“创业南京”英
才计划、“345”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计划，广泛汇聚全球一流创新人
才。同时，抓牢载体赋能升级，聚
力打造创新高地。通过优化制度、
整合资源，实现了高新区创新载体
由分到统，推动园区载体品牌、能
力、模式“三个升级”。 整合设立
15个高新园区，建设城市硅巷，建
立伙伴园区，强化园区赋能，打造
区域活力中心。

在此基础上，完善科技金融服
务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聚焦
创新名城建设，高质量推进科技与
金融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完善科技
金融特色服务体系。注重融资效
果，推进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建
设，市区（园区）两级财政、同级政
府多部门形成合力，完善上市企业
培育库。这位负责人表示，南京市
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121”
战略，以市场化、高端化、国际化、
融合化、集群化、法治化“六化”为
主攻方向，在推动形成有利于创新
的动力机制上下功夫，在培育本土
科技创新的“高峰”及原始创新成
果方面求突破，在积极融入国家和
全球创新体系中谋发展，确保创新
名城建设取得新成效。

本报讯 （记者 鲍晶 通讯员
许文峰）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获悉，长三角铁路中秋、国
庆运输方案出台，两节运输期间预
计发送旅客3725万人次（其中中
秋期间 985 万、国庆期间 2740
万），铁路部门计划增开超过110
对旅客列车满足高峰客流需要。

中秋小长假运输期限为9月
12 至 15 日，4天预计发送旅客
985万，同比增加123.9万，同比
增长14.4%，日均发送旅客246.3
万。客流最高峰日将出现在9月
13日（中秋节），预计当天发送旅
客285万。

国庆黄金周运输期限为9月
28日至10月7日共计10天，预
计发送旅客 2740 万，同比增加
233.9万，同比增长9.3%，日均发
送旅客274万。客流最高峰日将

出现在10月1日，预计当天发送
旅客340万。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计划增开超过110对旅客列车
满足旅客出行需要，投入运力创
新高。针对短途管内客流占比八
成的情况，铁路部门在管内图定
高峰线的基础上，另安排增开沪
宁、沪杭、宁杭、杭甬、杭黄、宁安
等方向短途旅客列车105.5对，其
中高速动车组列车55对。为满
足两节期间长三角至北京、南昌、
汉口、郑州、兰州等长途热门方向
运力需要，中秋小长假期间安排
加开长途直通旅客列车8对，国
庆期间安排加开长途直通旅客列
车11对。

中秋前夕，上海虹桥、杭州
东、南京南、南京、苏州、无锡、连
云港等21个车站的12306旅客

服务中心将全面启用，为旅客提
供咨询、应急改签、接送站、高铁
顺手寄、行李搬运等服务。 国庆
前夕，长三角铁路“刷脸进站”设
备将由原来的476台增加到580
台，覆盖的地区和范围由26个城
市48个火车站扩充至40个城市
65个火车站，旅客进站候车更畅
通，体验更美好。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可在车
票售罄的情况下使用候补购票功
能，一次操作，自动排队，可大大
提高买到火车票的几率。候补购
票功能仅中国铁路 12306 网站
（含手机APP）具备，不要通过第
三方网站购票，避免带来信息泄
漏等风险。鉴于中秋、国庆期间
旅客出行集中，乘车当天旅客至
少提前一小时到达车站，为进站
安检、实名制验票等留足时间。

本报讯（记者 徐嵋 通讯员
方方）虚假认证、非法认证、出具
虚假报告……认证检测行业在快
速发展的同时，违法违规行为也
不断出现。昨天，记者从江苏省
市场监管局获悉，全省市场监管
部门将从即日起至11月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认证检测行业专项整
治行动，力争通过自行改正一批、
责令整改一批、行政处罚一批、撤
证吊销一批，促进认证检测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

据省市场监管局认证监管处
处长张彤介绍，随着经济迈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认证检测已成为国家
治理的重要手段，成为推动产品质
量和服务水平迈上中高端的一项
重要内容。截至今年8月31日，
我省共有认证证书29.9万张，获
证组织9.98万家，从事认证活动
的认证机构124家；有检验检测机
构共计 2661 家，资质认定证书
2708张。

认证检测行业在取得快速发
展的同时，一些领域也不同程度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以来，
省市场监管局采取多项举措加强
认证检测行业监管，取得阶段性
成效。张彤表示，从4月份开始，
已对有机产品、电动自行车产品、
化工企业等认证获证组织或质量
体系开展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

行为实施惩戒。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处处长

陆林林表示，目前，市场监管局会
同相关部门，对415家检验检测
机构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检
查。紧紧围绕生态环境保护、食
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对全省1000
多家相关获证检验检测机构检验
检测能力进行验证，100%覆盖全
部相关机构。同时，大力推进江
苏省检验检测监管服务平台（苏
检通）建设，支撑全省检验检测条
线实施行业精准监管。

本次专项行动将针对认证检
测行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开
展认证行业、检验检测两个领域的
专项整治。在认证行业领域，重点
整治认证机构买证卖证、虚假认
证，增加、减少、遗漏认证程序，对
违规获证组织不及时暂停使用或
者撤销认证证书等行为；重点查处
列入目录内的产品未经CCC认证
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
经营活动中使用，伪造、冒用CCC
证书等行为；严肃查处认证从业人
员违法违规行为。

在检验检测领域，重点整治
资质认定（CMA）获证机构出具
虚假报告、数据和超范围能力开
展检验检测等行为；重点监管为
环评、安评、卫评提供检验检测数
据的资质认定获证机构。

本报讯（通讯员 胡金华 记
者 赵叶舟）南京市生态环境局本
周公布了全市首批环保信任保护
企业名单，包括南京华润热电有限
公司、南京凯燕电子有限公司等23
家企业；这些企业将享有停产、限
产、减产豁免以及政策扶持等。

南京市生态环境局相关人士
表示，创建环保信任保护企业是
为了促进信任保护原则在环境执
法中的运用，对企业实施差别化
监管，完善正向激励机制，创新监
管形式。要想成为环保信任保护

企业，需要符合一些基本条件，如
遵守法律法规，符合现行产业政
策，生产工艺、技术、产品属产业
结构目录鼓励类别，清洁生产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环保信用等级
评价为“绿色”，申领并按排污许
可证要求进行排放，排放稳定达
标、在线监测规范，近一年内无被
查实的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积极
响应、实施重污染天气、重大活动
环境质量保障措施。

成为环保信任保护企业后，
将享有一定的“特权”，如环境部

门将减少对企业的检查频次，加
大服务和扶持力度；在实施大气
污染管控停产、限产、减产措施
时，环保信任保护企业将有豁免
权；环保信任保护企业在申报污
染治理补助项目、排污许可证申
请与年审、建设项目环保审批、绿
色信贷、企业上市、企业发行绿色
债券、产品评优、劳模评选等方面
享受政策倾斜。

环境部门同时表示，名单内
的环保信任保护企业一经发现环
境违法行为，将立即取消资格。

本报讯（记者 万森）2017年
至今年6月，江苏省三级检察机
关共办理虚假诉讼监督案件
1583件，其中提出抗诉253件，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1053件，提出
检察建议 213 件，共涉及金额
19.11亿元，移送犯罪线索236件
291人。昨天上午，江苏省检察
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民事虚假
诉讼监督相关情况。

随着社会法治化的进步和
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加强，当事
人在自身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
往往会选择通过向法院提起诉
讼的方式来实现权利救济，但与
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想利用打

“假官司”来实现自己的非法目

的，即通过司法程序来实现自己
的非法利益，这就是“虚假诉
讼”。虚假诉讼既损害了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司法秩
序，损害了司法诚信、司法权威
和司法公信力，其危害性不言
而喻。

据介绍，我省检察机关在民
事检察工作中，发现在民间借贷、
交通事故责任损害赔偿、追索劳
动报酬等领域常常出现当事人通
过起诉，或者申请支付令、仲裁、债
权公证、公示催告、司法确认等虚
假诉讼行为。根据司法实践，江
苏省民事虚假诉讼案件主要呈现
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当事人之
间缺乏实质性对抗，多以调解方

式结案；二是当事人之间往往存
在着亲属、朋友、同学等特殊关系；
三是串案、窝案较多；四是有时会
有具备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参与；
五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司法机
关难以发现。

对于民事虚假诉讼行为，江
苏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汪莉表示：
如果构成虚假诉讼罪的，可以行
使刑事检察职能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对于虚假诉讼行为涉及到
的民事审判执行，则可以行使民
事检察职能，通过对相关裁判、调
解书向法院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
建议、对相关执行案件向法院提
出执行检察建议等方式进行监督
纠正。

沭阳农商银行举办
中层干部管理专题培训

本报讯 （胡玲玲 倪金叶）为进一步提
高全行中层干部管理能力，近日，沭阳农商银
行举办“定位与责任”中层干部管理专题培
训，本次特邀北京成功使者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金牌培训师、高级顾问、中国十大培训师付
述信老师授课。培训时间为两天半共计18
个小时、77人分成6个团队，6个团队在有限
的时间内完成团队建设，内容包括队名、队
徽、队训、队歌、目标、队规。6支团队分别取
名亮剑队、雄鹰队、梦之队、冠军队、王者队、
先锋队，团队建设完成，PK正式开始。

行长谢宝作开班动员讲话，他说，这次培
训班，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促进清晰发展目标，
厘清职能定位，从而提升团队沟通协作能力
和管理水平，提高个人综合素质，更好地履行
职责。他强调，在知识经济日新月异的形势
下，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
潮流，才能更好地应对竞争、应对挑战。在培
训中，希望大家要始终保持锲而不舍、精益求
精的劲头，一方面要坚定学习目标，努力在学
习中提高服务业务发展、应对复杂局面、处理
复杂问题的本领；另一方面要端正学习态度，
摒弃浮躁，排除干扰，在有限的培训时间里，
将更多精力用在学习和思考上。

上半年南京知识产权交易额
达142.95亿元

本报讯 （万森）今年上半年，南京市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65.38件，增长9.5%。这
是记者昨天在南京市知识产权局组织的知
识产权金融与运营专题采访中了解到的消
息。记者同时获悉，上半年南京市的知识产
权交易额3485项，达到142.95亿元。

记者了解到，南京市计划在去年布局
31个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的基础上，今年
将继续新增20个。公共服务平台达到3
家，省级以上服务业集聚区已有2家。质押
融资总额 20.5 亿元，户数 515 家，增长
670%。今年，将继续新增6~8个运营中
心、2~3个市级平台，涉及品牌孵化、TISC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设立的技术与创新站
点）、国际知识产权运营等特色服务。

常州进入地铁时代
本报讯（吴文龙 沈琳）9月6日~8日，

常州地铁1号线开展为期3天的万人试乘
活动。记者从市轨道公司获悉，截止到8日
下午4时，1号线试乘客流80605人次。9
月8日是客流量最大的一天，当日客流达
50790人次。

此次万人试乘活动满足了广大常州市
民提前感受首条地铁线的愿望，检验了地铁
1号线的运营服务能力。本月底，常州将迎
来首条地铁。

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综合画种·动漫作品展广州开幕

本报讯（天成）近日，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综合画种·动漫作品展在广
州拉开帷幕。

展览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广东美术馆、广州市动漫艺术家协会承办。
广东省内外各美术机构、文化单位、新闻媒
体、海内外艺术家、美术院校的师生、绘画爱
好者及广大市民参加了开幕式。在新中国
建立70年之际，以美术创作，记录了共和国
70周年的成长、建设以及不断壮大的过程。

2020年，南京体育产业
总规模将达到千亿元

本报讯（钱敏 赵叶舟）第一届世界体
育名城发展峰会正在南京召开，这是南京首
次举办以“体育产业发展”为主题的高端峰
会，会议透露，2020年，南京体育产业总规
模将达到1000亿元，体育服务业收入总规
模超过500亿元，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400
亿元左右。

来自政府、高校、体育行业、金融业、互
联网等领域的近300名专家、学者和行业精
英，参加了此次会议，组委会为来自北京冬
奥组委、国家体育总局、北京体育大学、江苏
省社科院、东南大学等部门、高校和机构的
10位学者颁发体育产业智库专家聘书。

据了解，本次峰会促成了一批重点体育
产业战略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整合了南京
体育产业优质资源，通过峰会建立的专家智
库也将为体育产业发展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提供智力资源。

国网公司首座220千伏
智慧变电站常州开工

本报讯（吴文龙 苏佳华 王大可）近日，
国网常州220千伏滆湖变1号主变由运行
改为冷备用，全站110千伏设备临时退役，
标志着国网公司首座220千伏智慧变电站
滆湖变智慧化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今年以来，国网公司在全国网系统选取
7座变电站，开展智慧变电站试点建设。常
州滆湖变电站作为入选的唯一一座220千
伏变电站，改造难度最大，改造工程完成后，
将成为国网新一代智慧变电站的“排头
兵”。本次工程主要涉及老旧设备智慧化改
造、综合自动化智能升级、主辅设备全面监
控、视频和机器人联合巡检等，并同步建设
地市信息综合管理系统和省级变电站智能
决策平台，预计将实现“倒闸操作一键顺控、
站内设备自动巡检、人员行为智能管控、主
辅设备智能联动、设备异常主动预警、故障
跳闸智能决策”等功能。

遗失启事
●遗失南京市鼓楼区汪国

林童鞋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320106600390115，声明作
废。

●遗失南京市鼓楼区陈宣
红箱包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20106600272362，声
明作废。

●林森遗失南京中海燕矶
听潮-整盘-A地块-3号楼-
701 定金收据一张，收据号
YJTCKP201800841，金 额 10
万元，声明遗失。

9月10日，扬州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火车站站前广场举行，来自仪征
等市、县、区的新兵，从这里启程，奔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守护国家安
宁。 周晓明 摄

9 月 9 日，海安
经济技术开发区举
办“统战人士画中
秋，做个月饼带回
家”活动，来自该区
新阶层人士、少数民
族群众、侨眷台属等
统 战 人 士 在 该 区

“523 艺游小镇”，通
过讲中秋习俗、画心
中的中秋场景、DIY
制作手工月饼，陶吧
制作陶艺月饼等形
式多样的活动，使大
家在活动中了解传
统民俗，迎接中秋佳
节的到来，共享“统
战一家亲”的浓浓情
谊。
向中林 陈蓉蓉 摄

南京实施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创新名城建设
重点探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我省开展认证检测行业专项整治

江苏检方通报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情况

南京公布首批环保信任保护企业名单
将享有停产、限产、减产豁免以及政策扶持

应对中秋国庆大客流
长三角铁路计划增开超110对列车

本报讯（通讯员 王伟 记者
鲍晶）9月10日下午，在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师者·传承”庆祝第35
个教师节暨2018~2019学年教师
表彰大会上，出现了感人的一幕：
美国白宫总统专家奖获得者、武汉
大学动力与机械学院院长、南航
79级校友刘胜，特地回到母校，和
他的师兄弟们一起为92岁的恩师
乔新教授送上教师节祝福，而老师
更是回赠他一份大礼。

乔新教授是国内知名的飞机
设计专家、航空教育工作者，在南
航建校伊始就受邀来到南航任
教，六十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
大批航空人才。“我1979年考入
南航飞机设计专业，在这里完成
了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我的
本科毕业设计导师和硕导是德高
望重的乔新老师，各位恩师对我
的谆谆教导和悉心栽培至今仍历
历在目。”刘胜回忆起了当年在南
航生活的点滴，以及老师乔新对
他的教导，“乔老师指导我本科毕
业设计时，要求我们的满应力设
计从1根杆到81根杆到整个翼面
全覆盖，并不断验证。正是这种
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使得我们
将乔老师指导研制的有限元程序

成功用到了长空一号无人机和
歼-7Ⅲ战斗机翼面的改型研究。”
刘胜认为，南航培养了他不断验
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育了
他不断超越勇于尝试的创新精
神，练就了我永不服输的拼搏精
神和坚强的体魄。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乔老师还
送给他一个骆驼，教导他要像沙漠
之舟一样在艰苦环境下忍辱负重，
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前进。他时刻
谨记老师的教诲，一步一个脚印，
在学术科研领域坐了多年冷板凳，
于1995年荣获了美国白宫总统教
授奖。随后，在先进制造领域不断
向前，先后当选ASME（美国机械
工程师学会）和IEEE（电气电子工
程师学会）会士。

看到昔日的爱徒，乔新教授
十分高兴，他也给刘胜带来了礼
物——两个大公司各1亿元的框
架协议！乔新说，这两个公司研
究的方向和刘胜的非常契合，“南
航培养的学生勇于坚守、敢于创
新，作为老师愿意帮助他们，更坚
信他们能把科研项目做好。”

活动现场，南航今年新入职
的教师举行了师德承诺书签字仪
式并进行入职宣誓。

航空领域知名学者回母校南航
为92岁恩师送上节日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