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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
刘红豆）近日，在城区水榭花城农贸
市场东墙下，两名工人正在加紧张
贴宣传标语，因为时间久了，原先粘
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部分
字剥落。在文明城市长效管理巡查
中，金沙街道发现问题后，立即组织
更换、重新粘贴。

作为主城区，金沙街道是集中
体现我区文明建设成果的主要区
域，街道在逐个破解整治难点、逐项
清零整改事项的基础上，进一步广
泛宣传文明城市长效管理知识，最

大限度提高居民的知晓率和满意
率，在全街道推广文明新风尚。

同天上午，在天晖社区，社区工
作人员正在更换老旧宣传牌。社区
党总支副书记邱艳梅介绍，社区根
据文明城市长效管理的标准要求，
进行了全面的巡查整改促提升，更
新了42块展板、广告栏等，同时在早
晚居民集中居家时间段展开入户宣
传，全面营造文明城市长效管理的
浓厚氛围。在更换宣传牌的隔壁楼
栋里，来自社区共建单位区统计局
的工作人员正在居民家里解读文明

城市25条小知识，“嗯嗯，明白了，外
出吃饭要文明就餐，使用公筷公勺
……”居民刘金泉连连点头。区统
计局工作人员季林华说：“目前我们
每天安排人员过来参与文明城市长
效管理，协助社区开展宣传、清理楼
道小广告等工作。刚转了一圈，发
现社区很整洁，这几年我们与天晖
社区共建，感到社区居民文明素质
越来越高。”

目前，街道已制作张贴“善行义
举榜”525面、“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广告1200余幅，发放“文明在这里”、

文明城市应知应会知识宣传单、手
册等 24600多份。金沙街道组织委
员、宣传委员孙连文表示，有文明人
才有文明城，他们将继续丰富形式，
形成文明宣传全覆盖，同时常态化
开展文明引领进机关、文明引导进
社区、文明礼仪进校园、文明服务进
窗口、文明践行进企业活动，文明育
人，育人文明，不断推进更高水平文
明城市建设。

问：《行政处罚法》中关于
执行措施是如何规定的？

答：根据《行政处罚法》第
七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逾期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
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
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
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
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
数额；（二）根据法律规定，
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

依法处理或者将冻结的存
款、汇款划拨抵缴罚款；（三）
根据法律规定，采取其他行政
强制执行方式；（四）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行政机关批准延期、分期
缴纳罚款的，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的期限，自暂缓或者分
期缴纳罚款期限结束之日起
计算。

9月23日，市政府办公厅印
发《南京市生物经济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21-2023年）》（以下
简称《计划》）。《计划》提出，该市
将实施“创新能力提升”等七大
工程，打造“生物科技创新中心”
等四大功能区，力争 2023年生
物经济产值达到 4000亿元，实
现翻一番的目标。

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和
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为
基础的、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
产业之上的经济，是一个与农业
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相对
应的新的经济形态。近几年，南
京市通过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创新名城，大力推动主导产业
发展，在生物经济领域集聚了一
批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人才、
企业、项目，拥有生物经济发展
良好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
全市生物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生
物科技创新基础扎实，众多细分
领域优势明显，发展生态逐步优
化提升。

此次印发的《计划》，为该市
生物经济发展提出了总体要求：
到 2023 年生物经济产值达到
4000亿元，实现翻一番的目标；
确定了发展目标：重点打造“生
物科技创新中心、生物医药产业
高地、生物制造应用平台、生物
农业转化基地”四大功能区。

为此，该市将实施“七大工
程”，即：创新能力提升工程。深
化院所合作，发挥高校作用，建
设人才高地；产业升级迭代工
程。推动生物企业高端化发展，

打造精准治疗产业创新中心，培
育生物相关产业；公共平台提档
工程。重点打造重大创新平台、
专业服务平台、临床试验平台；
空间布局优化工程。在原有的
生物医药产业“一谷一镇三园”
格局基础上，提出打造生物经济
特色产业园；创新企业培育工
程。提出十家百亿级龙头企业

“雄鹰计划”、百家高成长性企业
“瞪羚计划”、千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雏凤计划”三大行动计划；关
键技术攻关工程。从突破“卡脖
子”技术角度，提出强化核心共
性技术研发、深化协同创新机
制、推动项目落地转化三个措
施；生物安全强化工程。结合该
市此次防疫抗疫，重点突出构建
生物安全网络，全面贯彻和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加强生物安全、传染病防治教
育，鼓励、推动公众参与生物安
全信息采集、报送、监督和管理
等。

根据《计划》，南京市将重点
加强组织推进、统计考核、要素
保障、知识产权、交流平台五个
方面的保障措施，从工作层面全
力夯实推进举措，助推生物经济
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推
动生物产业迈向高端，将南京建
设成为全国生物经济先锋城市。

（来源：中江网）

本报讯（记者顾艳 通讯员黄
飞）针对群众反映的南通西站“黑
车”非法营运猖獗现象，近期，区交
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南通西站
公安在出站口及周边道路进行了多
轮次打击非法营运突击行动。

日前，联合检查组执法人员在
南通西站港平路成功将一名嫌疑男
子驾驶的疑似从事非法营运的小型
轿车拦停检查，发现该车未办理过
道路运输证，车主李某某以主动招
揽的方式运送两名乘客从南通西站
到金沙街道，到达目的地后每人支

付车费100元。随后，交通运输执法
人员依据《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
以涉嫌未经许可从事出租汽车客运
经营对车主兼驾驶员李某某进行立
案调查，车辆被依法暂扣。

当天下午，联合检查组在落客
平台又成功查获一起蔡某某涉嫌未
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
活动，交通运输执法人员依据《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对车主兼驾驶员蔡某某进行立
案调查，车辆被依法暂扣。此次行
动共检查车辆 21辆，查获涉嫌非法

营运车辆2辆。
据了解，为进一步维护南通西

站的正常客运经营秩序，保障乘客、
客运经营企业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
益，凡在南通西站区域内从事道路
运输、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单位，应
当取得相应的道路运输客运经营许
可，并在核准的范围、区域内从事客
运经营活动，严禁无证无照经营。
从事客运的个人及车辆，应当取得
相应的从业资格证及道路运输证。
禁止利用私家车和社会车辆等非营
运车辆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巡游出

租汽车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业
务。凡未取得许可从事非法营运
的，一经发现，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将会
同南通西站公安加大对南通西站周
边非法营运的打击力度，同时对出
租车拒载、拼客、不使用计价器、在
南通西站等地不服从调度私自揽客
等违法行为也将进一步加大查处力
度，确保南通西站交通运营秩序良
好。

本报讯（通讯员李小祥 记者
樊希萌）“没想到从银行贷款，不仅
利率优惠还不需要任何抵押物，南
通农商银行的‘整村授信’为像我这
样的农户解决了资金难题。”近日，
西亭镇草庙村村民王先生在拿到银
行贷款后忍不住感慨。

王先生从事个体经营多年，近
来因资金不足无法进货而伤透了脑
筋。南通农商银行西亭支行在开展

“整村授信”过程中，通过走访了解
到情况后，迅速开展调研和收集相
关资料，及时为他解决了资金短缺
问题。

近年来，南通农商银行充分发
挥地缘优势和农村金融主力军作
用，陆续在我区各村推开“整村授
信”行动，通过网格化管理为村民打
造简单便捷的专属融资渠道，解决
村民无抵押、首贷难、抗风险能力弱
等实际融资难题。截至 8月末，全
行累计为 6万户农户家庭预授信
83.34亿元，预授信覆盖面52%。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
为帮助家庭农场、种养户、小微农业
企业纾难解困，自 2018年起，南通
农商银行与江苏省农业信贷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合作推出纯信用产品

“惠农快贷”，为“三农”客户提供方
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和支农惠农资
金。截至 8月末，该行的省农业担
保业务在保余额 1.44亿元，累计服
务小微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合
作社超 200户，带动农业产值增收
超6亿元。

该行全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重大项目建设，着力建设金融
便民服务点，大力发展农户普惠金
融，让金融“活水”源源不断注入乡
村振兴之中。截至 8月末，全行涉
农贷款余额18.45亿元，较年初增加
7.74亿元。其中普惠型涉农贷款规

模达10.34亿元。
此外，该行积极参与村（居）网格

化建设，推动人员、服务和产品下沉，
打造“家门口的银行”，直接惠及老百
姓。今年 5月，南通农商银行金北村
普惠金融服务点正式开业，为村民提
供小额取现、转账，代收水电费、有线
电视费，以及话费充值、小额信用贷款
线上申请等一揽子金融生活服务，让
农民足不出村即可享受金融便捷服
务。目前，该行在全区共设立96个普
惠金融服务点，确保农村地区普惠金
融服务实现全覆盖，切实打通农村金
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张笑月 季俊
杰 通讯员陈丽君）9月24日，兴
东街道、先锋街道、刘桥镇、兴仁
镇四镇街联合举办的“奋斗青
春，强区有我”主题擂台赛在兴
仁镇开幕。

近年来，为进一步拓宽青年
干部培养渠道，加强区域间青年
干部培养联动，我区出台了加快
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五大行动十
条措施，成立了年轻干部青训
营，聚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七种能力”和“48字要求”，谋
划组织了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推
动年轻干部能力提升，加速其成
长。

活动当天，大家参观了兴仁

镇党建馆和镇情馆。在随后举
行的主题擂台赛的首场活动
——“辩寻青春”辩论赛上，来自
四个镇街的优秀年轻干部同台
辩论，他们观点鲜明、论据充足，
应对自如，展现了青春的朝气与
活力。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
战部部长施骁毅参加活动。他
肯定了本次活动的成效，要求各
镇街积极探索年轻干部教育培
养载体，加强工作联动，实现活
动同办、资源共享，为年轻干部
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展示风采
的舞台、比拼成绩的擂台，多举
措实战练兵，促进他们更好锤
炼、更快成长。

文明宣传全覆盖 文明行为成风尚

南通农商银行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截至8月末全行涉农贷款余额超18亿元

南京出台生物经济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

努力实现2023年产值翻一番，
达到4000亿元

“奋斗青春 强区有我”

四镇街联合举行
年轻干部擂台赛

交通公安联手出击

整治西站“黑车”行动见成效

我区各级妇联组织以实
施“心晴计划”为抓手，将加
强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和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融入
基层社会治理，大力推进

“区、镇、社区、小区”四级心
晴工作站建设，打通服务妇
女儿童心理健康的“最后一
百米”。图为金沙街道天熹
社区“心家园”通过“心晴微
课堂”，组织妇女观看心理健
康微视频。
卑多敏 刘莉莉 摄影报道

打造心灵打造心灵
““新港湾新港湾””

金沙街道不断推进更高水平文明城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