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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之滨，一颗璀璨之星冉冉升
起。以“双飘带”立面交织起苏州湾大
剧院和吴江博览中心两大标志场馆的
现代大型文化综合体——苏州湾文化
中心在万众瞩目中逐步落成。如苏州
丝绸般平滑，如昆曲水袖般韵雅，独特
的建筑造型映承文化灵动，临水而立
的流畅身姿彰显建筑美学。当传统与
当代文化完美融合，这座承载长三角
文商旅共荣发展的新地标，描绘出太
湖之滨美妙的建筑诗篇。

中建安装苏杭公司参建的苏州湾
文化中心，是全国首个将大剧院、影院、
博物馆、会展中心、规划馆等场馆和功
能融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综合体。近日，
苏州湾大剧院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试
运营，吴江博览中心进入收尾阶段。临
水而建的苏州湾文化中心，以独具一格
的建筑风格和创新多元的业态组合，打
造文化、创新、商业新典范。快上车，带
你抢先打卡苏州“网红地标”！

臻造“建筑之最难”

剧院建筑是建筑界公认的“建筑之
最难”。苏州湾大剧院，以气势磅礴的空
间和转承起伏的线条，塑造了传承与创新
的现代浪漫，然而旖旎高大的建筑结构却

给机电安装施工带来巨大的难度。
苏州湾文化中心总建筑面积21.5

万平方米，相当于两个悉尼歌剧院，中
建安装团队承建的机电安装工程涵盖
了70余个类别的系统，且异形结构的
建筑设计使得内部结构每隔几米就会
产生变化。项目团队应用BIM技术进
行“兵棋推演”，模拟设备安装全过程，
为整座剧院管线排布建立精准的数字
模型，同时配合现场的一次次实地勘
测，处理优化各专业管线碰撞上万处，
有效确保管线空间布置的合理美观。

原设计方案为管线安装预留的空
间狭小，若照图施工，剧院标高将达不
到使用要求。为保证标高，在观众看
不见之处，项目团队将工艺做到极
致。一方面通过设计变更，采用穿梁、
穿剪力墙施工的方式在梁上“凿”出上
万个孔洞，在50米高空完成管线的

“穿针引线”；另一方面，在不改变横截
面积的情况下，改变管线长宽比，减少
占用垂直空间。

“毛细血管”搭好后，有温度的“血
液”从哪里来？建筑的“心脏”——制冷
机房调节着整个大剧院的温度。项目
团队将装配式技术应用到机房建设上，
将机组和管道通过BIM建模后，划分

模块生产，进场后只需用螺栓进行组装
即可成型，最终将工期缩短了一半。

声学效果是大剧院的核心，为保障
专业演出效果，减少系统运行引起管线
震动带来的噪音，项目团队经多次试验
遴选，将空调机房内所有风管及水管使
用弹簧隔震支吊架，机房外使用橡胶隔
震支吊架，部分空调系统的送回风管道
上增加了近千个消声设备，确保给听众
带来“声”临其境的体验。

工作室里话“创新”

在项目经理王志永的办公室里，陈
列着项目所获各项荣誉，比如“江苏省建

筑施工标准化星级工地”、太湖新城管委
会授予的“优秀施工单位”。中建安装在
30多家竞赛单位中脱颖而出，蝉联月度
考核“六连冠”。业主也曾多次组织召开
观摩会，推广项目部各类管理经验。

得到各界认可，得益于项目团队对
管理模式和技术的大胆创新。项目成
立“王志永创新工作室”，质量总监周郭
平爱钻研，他自主研发的风管直缝自动
焊机简单易学，工人可以5分钟上手，
90秒完成1.25米长的焊缝焊接，将焊
接效率提高近4倍，在降低人工成本的
同时，施工质量也得到业主、监理方的
一致好评。各类“小发明”在项目部并

不少见，例如，工作室研发了自动除锈
机，将原先每人每天只能对2-3根管道
进行人工除锈的效率提高了3-4倍。

项目团队大胆尝试劳务改革，以按
月结算、季度考核的方式代替传统按工
程量结算的做法，通过考核与激励，激
发班组积极性。同时，为每个班组配备
一名专业工程师，每名“队长”除负责日
常施工管理外，还要负责材料采购和季
度考核工作，不仅快速提升了个人综合
能力，也加强了对项目成本及关键进度
的管控。如今，26岁的暖通工程师吴伟
奇不仅分管着5个班组，还跨专业负责
火灾报警联动调试工作。

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苏州湾文化中心还未正式运营，就
已引得许多市民前来“打卡”。想看一
场经典的芭蕾舞剧，还是细品充满东方
韵味的昆曲；想听一场涤荡心灵的音乐
会，还是在吴江博物馆追寻两千年的姑
苏记忆；想赏尽太湖新城风光、千顷湖
景，还是喝一杯文创咖啡、赏一部文艺
电影……未来，闲庭漫步东太湖畔，即
可享受高雅艺术和自然风光的熏陶，市
民将尽享家门口的艺术盛宴。可容纳
1600人的大剧场，亚洲首家、全球最大

的沉浸式8k未来剧场……未来，苏州
湾文化艺术中心不仅是文艺青年的打
卡地，也是商务精英的社交场，将为市
民创造前所未有的生活体验。

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尽享文化融
合魅力。中建安装团队为这座现代化

“网红地标”铆足干劲、火力全开。从
现场进度、技术交底，到材料采购，王
志永身体力行冲锋在前方；项目副经
理张东凯的家与工地隔江相望，可他
忙得连续数月不归；工程部经理潘景
余放弃休婚假，一直盯在施工现场；新
员工姚颖和肖金鲸白天推进生产任
务，晚上同步准备竣工资料和竣工结
算，几乎未在零点前休息过……为了
兑现“把项目建好”的承诺，大伙自愿
加班，连施工队长也自觉加入，笑称

“加班标签”也是张荣誉证书。
四年磨一剑，如今项目建设迎来

了曙光，12月中旬，苏州湾大剧院将
迎来正式“首秀”——红色话剧《日出
东方》上演。届时，这里将开启一场文
艺盛宴。

细微之处皆见匠心，细腻渗透、品
质雕琢，中建安装追求极致，让百姓在
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获得美好体验！

王灿华

抢先打卡“文化客厅”，苏州湾文化中心大剧院投入试运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着眼战略全
局，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
的远景目标，不仅为繁荣发展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描绘了发展蓝图、规划了实践路径，也
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持续奋
斗的方向和目标，在常州文旅业界引
发强烈反响。

连日来，常州文旅战线认真学习领
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市广
大文旅工作者纷纷表示，全会报告立意
高远、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
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
来，团结一心、砥砺前行，全力推动常州
文化旅游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文
化强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点上，文广旅系统将乘势而
上，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与谋划‘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加快
推进文旅休闲明星城建设结合起来，以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统筹高

效发展为主线，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
市，更好展示江南文化旅游名城的独特
魅力，在奋进新征程中彰显常州文旅新
担当。”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
书记、局长荣凯元表示。

荣凯元介绍，当前，常州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正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为指引，精心编制“十四五”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规划，着力构建均等普惠
的公共服务体系、精品迭出的艺术生产
体系、科学有效的遗产保护体系、融合
协同的产业发展体系、优质高效的旅游
供给体系、活力迸发的文旅消费体系，
谋划一批文旅融合重大工程、重大政
策，建设一批在全省、全国有影响的标
志性文旅项目，打造一批基本公共服务
平台和载体，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注入文旅新动能。

“近年来，我们按照‘出戏、出人、出
效益’原则，坚持社会效益为首的改革导
向，持续实施艺术精品生产战略，以全国

‘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陈奂生的吃
饭问题》等为代表的一批精品剧目享誉
全国，被誉为舞台艺术‘常州现象’，为精
品生产向更高峰攀登夯实了基础。”荣凯
元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国有文艺
院团改革，充分激发院团活力，努力保持
艺术生产全省第一方阵地位；与此同时，
聚焦全面小康、建党100周年、脱贫攻坚
等重大主题，创作一批有思想深度、艺术
高度、情感温度的优秀作品，打造一批特
色鲜明、主客共享的旅游演艺产品，更好
满足市民游客对高品质文旅消费和精神
生活的需求。

常州是一座底蕴深厚、古今辉映
的江南名城，大运河与老城厢相偎相
依，全市拥有世界遗产1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2处、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4座、各级文物保护单位400
多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传承体系已
初步建立。荣凯元表示，“下一步，将
深入实施《常州老城厢复兴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纲要》，创新文物保护管理体
制机制，高标准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老城厢复兴发展等重点工作，全力
打造‘名士之都’‘运河名城’‘红色名
城’等核心品牌，讲好富有感染力的

‘常州故事’，串珠成链形成‘跟着名人
游常州’精品线路，使之成为游常州、
读常州、品常州的重要城市名片。”

荣凯元介绍，“十三五”以来，常州
文化产业、旅游业增速均高于同期国
民经济增速，2019年全市旅游业增加
值占比达7.6%，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总投资280亿元的曹山未来城项目启
动建设，成为常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文旅产业项目；今年，常州还首次跻身
长三角十大热门旅游目的地。他表
示，常州将抢抓后疫情时代发展机遇，
全力申报第二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
试点城市，加快推进国家级、省级夜间
文旅消费集聚区创建，打造“龙城夜未
央”夜经济特色品牌，培育乡村旅游、
康养旅游、研学旅游等消费新热点，实
现文旅消费产品更多元、体系更健全、
布局更合理、环境更美好，不断提升常
州文化和旅游消费时尚度、美誉度、繁

荣度，努力把常州建设成为长三角重
要的消费中心城市。

“明年将是《常州市文旅休闲明星
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实
施的第二年，也是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创
建、打造全国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关
键之年。”荣凯元表示，常州旅游将发扬

“无中生有、借题发挥”的创新创造精
神。一方面，统筹抓好新业态、新市场、
新产品培育开发，打好山水牌、人文牌、
生态牌，加快构建“乐园之都”“闲逸山
水”“美丽乡村”“食美常州”“康体颐养”

“亲子研学”等旅游产品体系，全力推进
总投资1152亿元的106个重点文旅项
目建设，确保到2022年全市旅游总收
入突破1500亿元、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8%以上，旅游业成为全市
重要战略性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全市

“一盘棋”合力推动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增创一批国家5A级景区、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推动
武进太湖湾旅游度假区、金坛茅山旅游
度假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不断提

升常州旅游能级、品质、影响；同时，积
极融入长三角文旅一体化发展，加快构
建资源共享、线路互推、客源互送、信息
互通的文旅合作新机制。

“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提及文旅公共服务工
作，荣凯元说。目前，常州文旅部门围
绕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聚焦更丰富的
精神文化生活，加快完善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博物馆、基层综合性文化中心
等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质量效能；积极布局建设30个
智慧型城市书房“秋白书苑”，加快构建

“15分钟城市阅读圈”；大力建设旅游公
路、游客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智慧
旅游等服务设施，提升旅游公共服务质
量水平；制定《常州市促进旅游条例》
等，提升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
水平。荣凯元表示，“我们将努力以优
质高效的文旅公共服务，为丰富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保障多样化文旅需求
提供有力保障。” 周晓明

常州：奋力建设文化旅游强市，绘就文旅休闲明星城美好画卷

党建引领
坚守初心勇担使命

与国家战略同频，与时俱进便有
力量；与实体经济共荣，持续发展便有
滋养。近年来，恒丰银行南京分行坚
持党建引领业务发展，发挥“红色动
能”作用，更好地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截至9月末，分行各项贷款
余额754亿元，较年初增加100亿元，
增幅15%，其中制造业贷款余额较年
初增幅108%。

党建是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恒丰银行南京
分行党委迅速行动、主动作为，成立专
项工作领导小组，深入落实总行金融
服务保障八条措施部署，多次组织召
开支持复工复产工作推进会。该行持
续落实“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的政
策，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应急响应机制
作用，通过多项举措持续优化金融服
务保障，以扎实行动践行“与客户共发
展”的价值理念，护航中小企业在疫情

时期平稳健康发展。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对区域内医疗

卫生等重点防疫企业、“米袋子”“菜篮
子”“果盘子”等物资生产企业、供应链
核心企业，优先保障信贷规模，帮助尽
快续产、高产。疫情发生后，该行及时
制定加大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措施，
突出重点支持领域，对卫生防疫、医药
产品制造及采购、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建设等领域的合理资金需求提供足额
信贷支持。截至目前，该行已与省内
30多家防控领域相关企业成功对接，
为多家小微企业解决复工复产难题，
用“硬核”服务赢得一致“点赞”——为
阜宁县中医院紧急驰援4000万元信
贷资金，用于采购医疗防护用品、专用
医疗设备和药品，以实际行动为战

“疫”前线输送“弹药”；为赣榆区人民
医院提供3000万元信贷资金、为宿迁
市中医院提供1亿元信贷资金，用于
抗疫药品及防疫物资采购，为保障防
疫一线重点医疗物资供应再添新力；
为江苏某疫苗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紧急提供4000万元信贷资金，为其解
决了疫苗研发攻坚阶段的资金短缺难
题；主动认购并下调利率，助力全国首
单农副产品保供疫情防控债落地，守
好“菜篮子”。

引流“活水”
增强企业“续航”能力

深入地方肌理，与地方发展共生
共荣。近年来，恒丰银行南京分行加
大对“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建
设”和“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的
支持力度，针对地方重大项目、全面小
康建设、绿色产业发展增强信贷供给，
以高质量服务保障凸显出一个现代金
融企业的责任担当。

小微活，就业旺，经济兴。小微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与重
要支柱，一头连着产业复工复产，一
头连着就业民生。为此，恒丰银行南
京分行全力支持小微企业“降成
本”。扬中市某车辆配件有限公司因
今年复工延后，资金未能及时回笼。

企业原定到期偿还一笔 80 万元贷
款，却陷入无法按时还款的困境。辖
属扬中恒丰村镇银行为该企业量身
设计了“订单贷”金融服务方案，最大
限度地降低了企业的资金成本，全流
程用时不到一天，敏捷高效的服务得
到了企业高度认可和好评。

畅通渠道，服务到位。无锡某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急需储备大批粮油、
蔬菜等重要生活保障物资，然而企业
流动资金不足。辖属无锡分行通过在
线贴现产品“e票通”，用一个多小时
使500万贴现款及时到账，有效保障
了疫情防控期间群众的日常生活。

小微企业量多面广，是就业最大
的“容纳器”。恒丰银行南京分行通过
强化政策执行，积极创新产品、优化服
务，多措并举减费让利加大对中小微
企业等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力度，运
用金融科技不断优化服务体验，打造
了“网络应收贷”线上供应链金融业
务，中小企业可以“借用”供应链上核
心企业信用获得银行融资；上线了“电
子投标保函”系统，帮助中小企业免除
了筹措保证金的压力，以金融科技赋
能供应链金融、助力普惠金融发展。
一系列举措为企业复工达产按下了

“加速键”，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提质增效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恒丰银行南京分行持
续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责任与担当，
总分联动、上下联动、多部门协同，按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不断优
化业务流程、提升受理审批时效，为抗
疫期、复工复产期实体经济加速回暖

送来了“雪中炭”。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为南京滨江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投放5000万元中长期贷
款，用于支持南京市江宁区“滨江夜
肆”大农贸市场建设，为“夜经济”市场
规范化管理、运行提供坚实金融支持。

服务“三农”，让金融“甘霖”滋润
乡村沃土。该行向无锡阳山新农业投
资有限公司投放项目贷款2.5亿元，
用于阳山镇6000亩桃园的土地经营
权流转、农场化改造、规模化经营及美
丽乡村配套设施建设，这笔资金为阳
山镇特色田园乡村项目建设注入了

“强心剂”。高邮绿农是高邮市农产品
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企业资金调度遭
遇巨大难题，获悉企业情况后，辖属扬
州分行成立专项推动小组，科学评估
项目预算及缺口资金，制定该笔涉农
领域项目的授信方案，组织人员加班
加点申报授信，紧急协调专项贷款额
度。恒丰银行通过总分行联动，加快
审批、放款进程，不到3个工作日就为
企业发放了1.7亿元涉农贷款，助力
现代农业大棚尽快建成投产。

履行责任
倾情回馈大众和社会

近年来，恒丰银行南京分行坚持
践行社会责任，投身爱心公益事业，以
实际行动彰显金融企业的责任担当。
发起设立的“小荷包”公益计划，已先
后组织了30余场线下公益活动，为句
容、无锡、南通、扬州、连云港、徐州等
地9所学校的留守儿童、困难学童捐
赠“小荷包”爱心文具，助力精准扶贫
事业，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为更多

幼苗撑起爱的“保护伞”。
疫情发生后，该行800多名干部

员工积极响应、主动请战，用行动诠释
着滚烫爱心，协助共青团江苏省委等
部门搭建“苏青益筹”抗击疫情募捐平
台；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爱心接
力活动中募集爱心款项56.98万元；
向江苏援湖北医疗队捐赠10万元医
用防护服；为街道、社区及高速路口的
一线值守人员送去慰问品及防护物
资；向援鄂医护人员家属提供暖心“菜
篮子”；用实际行动打响了一场全力保
障金融服务的“硬核”支援战。

近两年来，恒丰银行南京分行荣获
“江苏省文明单位”；团委荣获“全国金
融系统五四红旗团委”“江苏省五四红
旗团委”；扬中恒丰村镇银行连续四年
蝉联“全国百强村镇银行”；多家网点荣
获“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
单位”“五星级网点”称号；该行营业部
荣获“江苏金融五一劳动奖状”“江苏金
融先锋号”。今年10月份，经中国银保
监会党委批准，恒丰银行南京分行青年
突击队荣获“全国金融系统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成为全国金融系统内受表彰的39
家单位之一，并且也是江苏省唯一获此
殊荣的商业银行机构。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之年。“以保促稳，稳中求
进”。下一步，恒丰银行南京分行将持
续强化创新，通过灵活多样的服务模
式，进一步加强民营和中小微企业支
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实体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努力扩大金
融服务直达实体经济成效。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落实“六稳”“六保”积极助力“双循环”
实体经济的发展，有赖于金融活水灌溉滋养。今年以来，恒丰银行南京分行认真贯彻落

实各级党委、政府、监管部门及总行的要求，紧密围绕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不断强化政治担当，积极发挥金融服务作用，重点聚焦普惠政策宣传贯彻、帮扶措施落地、严

守合规风险底线，全力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为“六稳”“六保”添薪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