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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晚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李都

3月15日上午， 在江北新区星
火路的创智大厦内， 国家集成电路
设计自动化技术创新中心（以下简
称EDA国创中心）筹备组工作人员
都在紧锣密鼓忙碌着。大厦2楼的会
议室内， 工作人员正在开会商讨体
制机制完善事宜；5楼和7楼的研发
区内，科研团队成员在此进行EDA
相关课题的研究。 自去年12月底
EDA国创中心正式获科技部批复
以来， 东南大学与江北新区作为两
家牵头建设单位， 正积极有序推进
顶层设计、项目研发、人才培养等各
环节工作， 合力推动国字号科创中
心早日正式运行。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高
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加快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 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 ”市委常委、江北新
区党工委书记杨学鹏表示， 高标准
推进EDA国创中心建设，是江北新
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积极作为，新区将以此为契机，力争
在集成电路设计等“卡脖子”领域突
破一批产业链共性、 基础性和前沿
引领性关键核心技术， 尽快把新区
打造成为我国集成电路EDA领域
的技术策源地、 产品示范地和人才
汇聚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要坚定
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高屋建瓴、举旗定向，为江北
新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
循和行动指南”。 杨学鹏表示，江北
新区是全国第13个、 全省唯一的国

家级新区， 承载着省市重托和殷切
期望，争当示范、走在前列是江北新
区的光荣使命， 也是江北新区落实
省市工作部署的具体行动， 更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职责所在。

今年以来， 江北新区在推动高
质量发展争当示范、 走在前列上已
经下出了一系列“先手棋”。

2月19日， 江北新区举行优质
教育资源建设项目开工启动仪式。
现场， 新区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金陵中学等9所名校合作办学项
目开工启动， 充分回应了群众对优
质教育的热切期盼。

2月23日，江北新区重大产业项
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 此次集中开
工的产业项目，聚焦生命健康、智能
网联、高端新材料等领域，是江北新
区加速构建“3+3+X”现代产业体
系的务实举措， 为区域厚植高质量
发展新优势注入了强劲动能。

3月2日， 江北新区集中发布
“1+6”政策体系，“1”即促进经营主
体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6”即促进
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 促进金融产业发
展、外资扩量提质、外贸培优扶强、
加快会展业高质量发展等6个专项
政策，并设立专项资金保障政策落
地实施。 此次发布的“1+6”政策体
系通过构建“普惠+特色”“产业+
企业”“生产+运营”“纾困+成长”
的全场景政策支持，将为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激发新动
能， 更好更快助推经济运行率先整
体好转。

江北新区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当
示范、走在前列，就是要以高质量发
展的过硬成果提升“新主城”的能级
和品质，惠及更多居民群众。

“新区上下将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
全力提升政治自觉、牢牢把握工作
主动、全面强化系统保障，跑出高
质量发展加速度、打造现代化建设
先行区，充分展现出国家级新区应
有的朝气与活力”。 杨学鹏表示，下
一步，江北新区将紧扣“三区一平
台”战略定位，聚力聚焦四个方面。

一是充分发挥经济增长极功能，始
终把实体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
主攻方向，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与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积极培育
“3+3+X”现代产业体系，全力推动
地标产业崛起；二是持续发挥创新
策源地效应，锚定“自主创新先导
区”战略定位，加速集聚全球高端
资源要素，高标准推进EDA国创中
心等高端创新平台建设，全力突破
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领域“卡脖
子”技术，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上奋勇争先；三是不断强化改
革试验田功能，充分发挥“双区叠
加”先行先试优势，积极融入新发
展格局，解放思想、创新举措，全力
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加快把
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以制度
集成创新打造高水平开放新高地；
四是全力提升江北新主城品质，坚
持“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更好统筹
城市规划建设、生态保护、民生保
障、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积极打造
绿色、智慧、人文、宜居的现代化江
北新主城。

时代新 新征程 新伟业
贯 彻 落 实 全 国 两 会 精 神

江北新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

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当示范、走在前列

政企平台携手联动，消
费市场活力满格

近期，南京消费市场人气火爆，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南京的“打卡笔
记”比比皆是。

人气旺起来，市场热起来，消费
火起来。今年以来，南京各大商圈持
续迎来客流高峰。记者走访发现，不
仅是周末， 新街口商圈多家商场在
工作日同样人气十足， 网红店排长
队成为常态。 市商务局监测数据显
示：全市重点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呈
两位数增长， 消费市场已恢复并超
过2019年同期水平。

花香景宜人， 共赴好春光 。
“2023南京国际消费节·宁享好时
光”系列活动紧扣春季消费特点，政
企平台携手、线上线下联动，以丰富
活动、优质供给、特色场景、给力优
惠，点燃全城春日消费热情。

市商务局联合新街口商圈多家
商场举办2023南京新街口国际美
妆节，用新鲜的玩法与实在的优惠，
释放“美丽经济”新动能。数据显示，
仅过去一周（3月6日至12日），新街
口中央、新百、金鹰、大洋4家商业综
合体共计吸引130万人次客流，同
比2022年增长约24%， 营业额同比

增长约15%。
上周末， 新百焕然一新的春日

主题展陈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打
卡，化妆品、黄金首饰、春装等优惠
活动有效带动市民消费热情。 南京
新百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南
京消费市场客流快速回升， 除了本
地市民，外地来宁游客也是消费“生
力军”。

“小店计划”接力升级，
深度赋能千店万铺

3月16日晚， 鼓楼区南艺后街
望鲸广场霓虹闪耀、灯火璀璨。一辆
辆敞开着后备厢的汽车和一个个装
扮精美的摊位整齐排开， 构成别具
特色的小店市集， 引来众多消费者
围观购物。

以汽车后备厢文化市集和小店
市集为代表的移动微店， 不仅丰富
着城市的消费供给， 也承载着主理
人的创业梦想。“去年南京的特色市
集搞得如火如荼， 今年我也加入了
创业大军。”姑娘花房主理人陈女士
告诉记者，南京出台“小店计划”鼓
励小店发展， 让她对自己创业更有
信心。

去年底，我市推出“小店计划”，
迄今已惠及10余万家城市小店。 在

前期实施五大行动的基础上，我市升
级启动“了不起的小店”计划，通过金
融赋能、数智赋能、创新赋能、资源赋
能、场景赋能、宣传赋能六大举措，切
实为小店发展降本增效、 聚气引流，
助力千店万铺发光、发热、发亮。

抖音生活服务平台开展千余场
“了不起的小店”暖心直播；美团平
台推出“了不起的小店”繁盛计划；
小红书平台启动“了不起的小店”街
巷改造计划； 推出百万数字人进行
全时段、全天候、全场景直播……我
市将以南京国际消费节为契机，试
点搭建小店数字人民币优惠消费场
景；联合支付宝推出公益小店、绿色
小店、时尚小店、健康小店等主题小
店； 鼓励各家小店创新发展移动微
店， 参与新潮流行的汽车后备厢文
化市集与集装箱共享摊位， 打造网
红地标。

消费节期间，我市还将重点推介
10条特色街巷100家特色小店，举办
微光夜市、朝天宫全民消费节等社区
促消费活动， 让市民游客领略南京
“小店之美”。

畅游南京共赴春光，购
物娱乐一“图”搞定

好吃好玩一图搞定， 领取福利

一键分享， 便捷资讯一手掌握，
还能自由分享、打卡、导航，畅游
乐购魅力南京。 3月16日，“南京
消费地图”在南京消费发布微信
公众号正式上线，吃住行游购娱
一“图”搞定。

春天是万物生长、 踏青游玩
的好时节。“2023南京国际消费
节·宁享好时光”活动期间，围绕
“家美、TA美、店美、生活美”四
大主题，政府、企业、平台三方联
动， 全市各板块创新组织形式，
开展丰富多彩的消费促进主题
活动，为市民游客献上“春日消费
盛宴”。

江北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消
费红包、家居购物抽奖等活动，试
点打造首个数字人民币体验商
圈；玄武区以城市公园、商业综合
体、 特色街巷、 数字平台为主阵
地，举办婚庆、时尚、文旅、体育等
特色主题消费活动； 秦淮区组织
辖区商业体及商贸企业举办汽车
消费节、家电家居消费节，带动汽
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市场热
度；江宁区组织举办茶文化节、打
造美丽乡村户外露营场景， 发放
春季数币消费券， 激发春季消费
新活力。

南京消费促进“四季有约”行动计划启幕

消费“春”色新“宁”享好时光
促进消费“四季有约”，焕新春色乐享生活。
3月16日，由商务部驻南京特派办、江苏省商务厅指导，南京市

商务局、鼓楼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3南京国际消费节·宁享好时
光”正式启动。 这个春天，围绕“家美、TA美、店美、生活美”四大主
题，全市12个板块市区联动、政企联动，为消费者端上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春日消费盛宴。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实施消费促进“四季有约”行动计划，紧扣
四季消费特点，紧抓重点消费节点，持续开展贯穿全年的消费促进
活动，实现“每月有活动、每季有特色、全年有成效”。目前，南京重点
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呈两位数增长，“小店计划”惠及10余万家城市
小店，全市消费市场已恢复并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

□金陵晚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朱凯 黄琳燕

3月16日，“2023南京国际消费节·宁享好时光”正式启动。 图为鼓楼区南艺
后街望鲸广场一个个装扮精美的摊位整齐排开， 构成别具特色的小店市集，引
来众多消费者围观购物。 金陵晚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冯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