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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7日从江苏省对
口帮扶陕西省工作队季度例会暨迎
国考会议上获悉，今年1-10月，我
省财政性资金支持产业帮扶项目
1033个，开工率达97%，其中406个
已完工并发挥成效。

截至10月底，除江苏省拨付的
各级财政资金以外，我省还选派挂
职帮扶干部148名，选派组团式支
教、支医、支农“三支”专业技术人员
1170人，完成协议数的116%。1-
10月，社会捐款捐物6050.3万元，南
京、南通、无锡市对口帮扶地区完成
率位居前三。

两省签订的年度协作协议取得
阶段性成效，1-10月江苏财政性资
金支持产业帮扶项目1033个，开工
率达97%，其中406个已完工并发
挥成效。已帮助陕西1.18万名贫困

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4186名贫困
人口到江苏就业，帮助5140名贫困
人口就近就业，帮助2459名贫困人
口到其他地区就业。江苏10市引
导入驻对口帮扶县区企业91家，实
际投资 18.8 亿元，带动 6338 名贫
困人口增收，镇江、无锡、盐城市对
口帮扶地区县均实际投资额位居前
三。此外，消费扶贫有力推进，帮助
贫困地区采购、销售特色农产品
1.34亿元。苏州太仓、扬州、南京市
对口帮扶地区县均采购销售金额位
居前三。

对口帮扶也进一步加深了两省
的能源合作。近几年,陕西调入江
苏煤炭供应量逐年增加，每年从陕
西调入江苏天然气量约25亿立方
米；陕电送苏快速推进，今年预计完
成20亿千瓦时。 (赵伟莉)

苏陕协作产业项目超千个
项目开工率97% 已完工406个

据业内估计，今年“双11”期间
产生的快递包裹量将突破 22.5 亿
件。“双11”后，快递包装堆积如山的
情景是否会再现？据记者了解，随着
国家邮政局大力推进“绿色快递”，这
个“双11”，快递包装造成的环保污
染问题有望改善。

7日，家住南京奥体的李晓燕抱
着一个大大的纸箱前往位于兴隆大
街的邮局，纸箱里有她寄给四川大凉
山一位小朋友的爱心物资。来到柜
台，她像往常一样，向柜员索要一张
包裹单。工作人员拿出二维码，请她
扫一扫，告诉她：“直接在手机上填写
地址信息，然后确认下单就可以了。”
手机打字的速度很快，李晓燕只花一
分钟就填好了地址。她点击确认键
后不久，工作人员就将电子面单打印
好了。“太方便了！”李晓燕感慨。

电子面单，是国家邮政局大力推
进的绿色快递“9571工程”中的一部
分。与面单一起变化的，还有变窄了
的快递胶带，这也是江苏省邮政管理
局对各大快递企业提出的明确要求。

今年8月19日，江苏省邮政管

理局联合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江苏省科技厅等 7 部门，发布
《江苏省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
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绿
色包装材料比例提高到50%，电子
面单使用率达到95%以上。

随着今年“绿色快递宣传周”的
到来，由苏宁物流发起的“青城计划”
继续加速。“双11”期间，“青城计划”
在全国11个城市新增20万只可循
环、可回收的共享快递盒。江苏的南
京、无锡也在实施范围中。

10月21日，天猫总裁、淘宝总
裁蒋凡表示，今年“双11”将是一个
绿色的“双11”，绿色消费、绿色物流
成为趋势。菜鸟网络将联合五大快
递公司发起“全国纸箱回收日”活
动。全国4万个菜鸟驿站、3.5万个
快递网点将对快递包装进行分类回
收、循环利用。消费者捐献纸箱还有
机会累积蚂蚁森林绿色能量，植树造
林。预计今年“双11”期间，线上线
下将号召至少5000万人次参与和支
持物流绿色行动。

本报记者 刘 霞

胶带变窄、采用电子面单、使用循环快递箱

快递业将迎来绿色“双11”

本报讯 7日，记者从南通市交
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获悉，由该
支队提出、苏州市江海船舶设计有限
公司设计的柴油机和锂电混合动力
新技术的客船正在南通市神龙游船
有限公司建造。据悉，这是南通船舶
制造业首次应用这项新技术。

纯锂电池船舶噪音低，节能环
保，但动力系统比柴油机昂贵。为了
保障船舶正常运行，船上一般需配置
两套纯锂电动力系统，既占用大量空
间，又大幅增加运行成本。

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郑律、冯从泉、周学军等一批“国
家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船检技术专家
库”的年轻专家，经过几个月的技术
攻关，大胆提出客船使用柴油机和锂
电混合动力技术的新思路。11月4
日，“BMS锂电池监控系统和柴油机

和锂电混合动力自动切换控制系统”
应用于游船建造业的方案和设计图
纸顺利通过专家评审和有权部门正
式批复。

采用新技术后，一艘船上只要装
置一套柴油机和一套纯锂设备，平
时动力以锂电为主，超过15千瓦就
会自动切换为柴油机动力，也可以人
为设定为纯锂电动力或纯柴油动
力。这样，既避免传统动力带来的一
系列问题，又可降低30%—40%的
运行成本。

据了解，这艘混合动力客船，总
长24.8米，船宽5.6米，型深1.5米，
可载客72人。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技术专家将持续跟进，
开展该客船的建造检验工作，确保这
项新技术开花结果。

（包宏龙 丁亚鹏）

“油电混合”动力客船南通亮相
运行成本降低三至四成

从城中村改造到老旧小区改造，
从城市工业遗产的开发到历史文化
街区的开发，从黑臭水体的整治到城
市环境的综合整治……当下，城市更
新已经成了城市发展的主要议题。

6日的南京城市规划行业学术年
会上，如何促进城市有机更新和高质
量发展，成为焦点话题之一。来自规
划业界和学界的专家们认为，随着城
市建设由增量发展进入存量发展阶
段，针灸介入式的城市更新将越来越
多地代替推倒重建式的大规模更新，
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城市更新
新与旧要建立动态平衡

“城市更新是个规律。一个城市
从诞生、发展、衰落到更新，始终处于
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城市到了一定阶
段必然面临一些调整。当下则进入了
一个城市更新的时代，更新的量会越
来越大。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战
略下，城市也只有通过更新才能获得
更多资源，提升品质。”东南大学建筑
学院教授、博导阳建强这样说。

“我们这些规划师刚工作时做出
来的东西，现在回头看有些已经不行
了，所以我跟儿子开玩笑说，将来他
的大学专业就选爆破吧，老爸当年
盖的东西，若干年以后你再把它们
炸掉。”南京城理人城市规划设计公
司总经理刘晶晶如此生动地阐释城
市的新与旧。他说，城市是有机生
长的，这一块新的做出来，那一块又
老了，要基于人的需求来不断推进城
市更新。

具体到近年来所做的城市更新

项目，阳建强认为，南京在很多方面
做得不错，比如南京城墙沿线的整治
改造，既传承了历史文化，又提升了
功能，方便了周边群众，在全国具有
代表性。另外，南京很早就制定了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前不久也出台
了工业遗产保护规划等，为后续的城
市保护更新奠定了基础。他说：“城
市更新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阻止和
消除城市衰退，通过结构与功能的不
断调节，增强城市整体机能，建立起
一种动态的平衡。”

“我们正在做南京梅园新村的环
境综合提升项目，它其实就是一项城
市更新。在进入存量发展阶段之后，
产业、科技、生活都要回归城市。所
以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物质空间、形
象空间的更新提升，还要更多地回归
于城市的产业经济和市场活力，同时
要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打造更加宜
人的高品质精致活力街区。”南京市
城市与交通规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涛说。

变“穿衣戴帽”
为小尺度“针灸式介入”
正在南京市南湖社区进行的“宁

好莫愁”项目，就是在高质量发展背景
下城市有机更新的一个前沿实践。该
项目的牵头人、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刘红杰所长介绍说，1985年
底竣工的南湖片区，占地面积达68.85
万平方米，当时是为解决下放人员回
宁的住房问题而建的，因为面积大、居
民多、配套设施完善，曾经是江苏省第
一小区。30多年过去，这片社区如今
也面临着更新改造的问题。

从3月份开始招募成员，到目前
基本完成设计师团队的组建，并将各
位设计师与社区对接，划定责任范
围，由设计师们对各自的承包社区进
行调研，提出更新构想。“宁好莫愁”
项目的目标，是将南湖片区打造成有
文化、有趣味、有品质、有温度的新时
代社区更新样板，传承历史文脉、激
发社区活力、提升人居环境和转变人
际关系。

“我们的重心放在微空间、小尺
度、针灸介入式的改造，在保持原有
大的空间结构的基础上，以一系列的
小场景改造来持续提升社区的品
质。比如，为社区里的儿童设计友好
公园，就请儿童们参与进来，搜集孩
子们的想法。这样的设计是见物、见
人，它是多专业协同、全过程陪伴式
的。”刘红杰举例说。

据悉，传统意义上的老旧小区出
新，大多采取“穿衣戴帽”式的标准化
设计和建设，缺少居民参与互动，也
缺乏微空间的精品设计。“宁好莫愁”
的探索则以共同参与为特色、以针灸
式介入为手段，以微公共空间为突破
口，进行精耕细作。

“这个项目把学院里的研究，转
化成支撑城市高品质发展的行动，体
现了规划师、建筑师们的用心。”南
京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主任郑晓华
对此评价说。

南京颐和路街区
“微更新”提升开放度
在名城保护中，南京共有10片

历史文化街区，除了高淳老街之外，
其他9片都位于南京老城区，其中居

住型的有3片，包括颐和路历史文化
街区。

“居住型的历史文化街区，不同
于夫子庙等商业型、文化型的历史文
化街区。对于居住型的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和利用的度在哪里，业内一
直存在困惑。”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的总规划师童本勤说。

“明清看北京，民国看南京”，南
京聚集度最大的民国建筑群就是颐
和路民国公馆区。那里共有280多
幢建筑，其中220处是文保建筑，很
多是名人故居和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资源很多，但是这些建筑都在院子
里，百姓进不去，看不到。而且这些
建筑承担着居住功能的，经过70年
的使用，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停车等
基础设施也不足，难以满足现代生活
的需要。

“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是南京最
重要的民国文化对外展示的名片，是
增强城市软实力和城市特色发展的理
想场所。我们从2017年承担了颐和
路公馆区这个项目，总的规划思路首
先是整体保护，完全按照当时的路网
格局、院落格局，保证历史建筑的居住
主体功能，然后适度有限地开放院落，
进行有机的、渐进式的微更新，不搞大
拆大建，而是有序利用，总体就是在保
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同时更加关
注活化利用。”童本勤说。

据悉，规划团队共选出了76处拟
开放院落，未来全部实现后，颐和路片
区的开放度将从目前的16%提升到
31%。一个意境“简、雅、文”的南京民
国文化生活体验区，值得大众期待。

本报记者 刘玉琴

如何增强城市“新陈代谢”活力，规划专家建言：

针灸式介入，让城市有机生长

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是改革开放
的产物，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形成，但
是真正得到社会广泛重视和实质性发
展，还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
资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为注册会计师
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也
对注册会计师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注册会计师的专业服务也从上市
设立时的验资，上市辅导期内财务、内控
制度及投资战略规划的制定，到发行申
报与审核的验证审计，再到挂牌上市后
的年报审计、管理咨询、并购重组等，贯
穿整个上市公司各个方面。特别是注册
会计师通过对上市公司年报审计调整，
夯实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提高财务信息
和经营成果的真实性，在查实上市公司
利润、保障资本市场稳定、保证税法执法
的严肃性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有力
维护了资本市场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
被誉为市场经济的“护航者”“啄木鸟”。

随着江苏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与
发展，江苏省注册会计师行业中一批具
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积极发挥专业优势，立足江苏，诚信执
业，努力为江苏资本市场和江苏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服务。

服务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为企业健
康发展提供保障

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能力，不仅体现
在对公司进行审计、发表审计意见时，
还能通过审计，发现企业内部管理问
题，对公司改进内部管理提出合理建
议，促进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健
全和完善，促进企业规范运作水平的提
高。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苏亚金诚所）作为江苏
具有证券资格的老牌本土所，一直致力
于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鉴证服务，助力
企业发展。目前为江苏20多家上市公
司服务，总市值达6626.75亿元，占到
江苏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6%。近年来，
苏亚金诚所还为江苏境内200多家企
业提供新三板年报审计，帮助新三板挂
牌企业规范财务基础工作，完善内部控
制制度，提高新三板企业的上市质量，
缓解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
资贵的问题。以服务证券市场业务为
主的会计师事务所——天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衡
所），也是国内第一批取得证券从业资
格的江苏本土所，目前拥有注册会计师

超过300名，在“做精做专传统业务、做
大做强证券业务”的发展战略下，凭借
为上市公司提供首发、年报审计和重大
资产重组并购之特色，成为江苏证券审
计市场的领跑者，为资本市场发展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从1992年至今，已帮
助近80家公司成功上市，正在服务的
上市公司及拟上市公司客户达百余家。

服务债务资本市场，缓解企业生产
经营和建设资金不足

会计师事务所在为企业提供发债
服务时，一方面为发债企业提供审计服
务，同时还提供企业发展战略咨询、企业
组织架构重整、业务流程再造等其他综
合服务，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在对地方
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过程
中，会计师事务所积极平衡好防风险与
稳增长的关系，针对地方融资平台发债
企业存在业务单一、利润来源依赖政府
的状况，按照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的要
求，帮助企业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
进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步伐，增强平台
公司盈利能力，打造竞争力强的地方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运营主体，为有
条件的平台企业发行上市、实现市场化

融资奠定坚实基础。以苏亚金诚所为
例，自2016年至2019年间，共为江苏
60多家大型企业集团发行债券提供审
计服务，累计助推企业发债3939.02亿
元，占同期江苏省内企业发债规模量的
13.88%，缓解了企业生产经营和建设资
金不足的问题；为43家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公司提供发行债券审计服务，累计筹
集债券资金2250亿元，大力盘活平台公
司存量优质资产，助力地方新型城镇化
建设，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服务金融业市场，助力金融企业上
市融资和风险防范

金融业是高端服务业。江苏省是
金融大省，也是金融企业上市最多的
省份。近年来，我省证券资格类会计
师事务所大力提升金融市场服务能
力，为银行等金融企业提供审计鉴证
和合规管理等多项服务，促进其规范
财务核算，有效防控金融风险。苏亚
金诚所先后为银行、证券、基金、融资
租赁等60多家金融类企业提供审计
和其他专业服务，2019年初成功为全
国首家省会城市上市农商行——紫金
银行首发上市提供审计服务。我省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南京分所（以下简称信永中和南京分
所）依托信永中和总部在证券金融专
业方面的优势，培养了一支金融工具
准则咨询及其他各类金融机构专项审
计及咨询服务的专业团队，基于在商
业银行审计服务方面的客户基础和经
验积累，确立了商业银行高端审计服
务的发展策略。信永中和所严把质量
关，明确金融委员会主席作为复核合
伙人，全面指导及质量监控。事务所
向科技要效益，积极引进IT审计团队
及数据分析团队，并安排2名涉及准则
及税务的技术支持合伙人全程参与，
保障其在金融行业的专业经验和服务
能力，提升了商业银行IPO审计的服
务质量和审计效率，树立了良好的市
场形象和品牌口碑。

履行社会责任，成为资本市场监管
的生力军

值得强调的是，注册会计师行业在
为资本市场提供服务的同时，还为资本市
场打击和防范舞弊、造假、侵占投资者利
益的非法行为发挥应有作用。针对上市
公司通过不公平关联交易，把上市公司的
资产、利益往外输送以及挪用挤占上市公
司资金等违规问题，会计师事务所勤勉尽
责，恪尽职守。每年我省注册会计师都积
极协助和配合证券监管机构维护资本市
场的规范运作和稳定发展，接受证券监管
机构委托对所查处案件的财务会计问题
发表专业意见，对监管机构查清事实、准确
把握问题性质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证
券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是证券机构对资
本市场进行监管的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积极发挥专业优势为江苏资本市场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7日，宿迁市宿豫区大兴镇农民在忙着收获瓜蒌籽、晾晒瓜蒌皮。瓜蒌产业是大兴镇“农业调结构助力精
准脱贫”重点培育和发展的主导产业。目前，该镇种植瓜蒌面积达13700亩，瓜蒌种植户达6300户，其中低收
入户1588户，人均增收6000余元。 朱 瑞 周 娜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种植瓜蒌助脱贫

本报讯 6日，河海大学举行陕西
石泉县招商引资及特色农产品推介
会，8家企业展销椴木香菇、七彩花
生、富硒黄花菜等30余种农特产品。
石泉县招商服务中心驻河海大学分
中心同日揭牌成立。

石泉是国家秦巴连片扶贫开发
重点县。2012年底，河海大学与石泉
县对接帮扶，几年来为石泉培训基层
干部、校企技术人员、城乡群众等
3600余人次，设立科技扶贫项目10
个，引入帮扶资金2260余万元。

（蒋廷玉）

陕西石泉
招商引资到南京

本报讯 11月6日-7日，全国推
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
在四川召开，会上公布“四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县，我省高淳、宜兴、盐都位
列其中。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陆永泉在经
验交流时表示，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全省
交通运输系统下阶段将围绕推进“四
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战略，积极打造江苏交通服务乡村振
兴样板。 （梅剑飞）

高淳宜兴盐都获评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