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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滨江会客厅”铸就
城市发展“新引擎”

2020 年 5 月，《南京魅力滨江
2035》规划及一江两岸9大“城市会
客厅”设计规划正式发布，使得滨江
区域跃升成为南京未来城市发展的
重点。未来，南京将在长江两岸打
造河西鱼嘴城市客厅、华侨城欢乐
滨江会客厅、幕燕风貌区城市客厅
等9大“城市会客厅”。

河西新城作为南京滨江区域版
图的制高点，城市中心区和“城市会
客厅”的承载地，是首批江苏省现代
服务业集聚区，也是华东地区继上
海陆家嘴后的第二大中央商务区
(CBD)，目前，包括小米华东总部、

京东、阿里巴巴、腾讯云启基地等龙头
企业均已入驻。

华侨城欢乐滨江会客厅作为南京
9大“城市会客厅”之一以及河西新城全
新的城市“封面”，是唯一以项目名称命
名的“城市会客厅”、并且也是唯一由专
业文旅地产公司承接打造的大型城市
文商旅综合体。以文旅为主链，华侨城
欢乐滨江将创想基因根植于河西滨江
风光带，不仅填补了南京都市文旅市场
的一项空白，更使其备受关注期许，代
言着河西滨江创新发展的未来。

对于南京的城市格局更新及城
市商业发展而言，华侨城欢乐滨江项
目不仅拥有规模实力强大的商业根
基和匠心打造的丰富文旅元素，更成
为南京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

的关键一环。
华侨城凭借 30 余年成片开发及

综合运营的成熟经验，深入城市肌理，
通过精准化定位和差异化运营，以“创
想基因”延续“造城模式”，巧妙地与一
线滨江景观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将高
端的商业、居住及办公与复合多样的
文化、旅游交织集合。项目占地面积
近50万平方米，地上总开发体量超百
万平方米，将塑造南京未来城市优质
生活范本，打造跨区域、辐射长三角的
都市文化、娱乐聚集地。

“9 大生活方式”彰显特色
文旅体系

“设施文旅”向世界展现南京的滨
江视野。在南京河西的滨江岸线上，即

将矗立起139米高、目前国内最大的临
江观景“太空舱”摩天轮，它拥有能够同
时容纳560余人的大轿厢，将为城市天
际线打造前所未有的天空景观，成为南
京乃至长三角全新的“吸睛”亮点。

1.8公里的滨江岸线公园景观，由
全球15大景观设计公司之一melk设
计事务所设计，总建筑规模约 14.5 万
平方米，以“绿色河流”为设计概念，包
含花海之丘、滑板公园、艺术球场、亲
子游乐、生态保育等一系列主题，构建
出人文互动的特色景观体验，塑造出
都市生活的秘境花园。

此外，万豪集团旗下的W酒店即将
首进南京，酒店部分客房将用来打造冠
名公寓，将都市风尚的精彩体验与六朝
古都的文化气息碰撞交织，演绎出全新
的“筑梦空间”。建筑设计由“门阙”“灯
盏”“折扇”等传统空间和符号意象出
发，寻找金陵古韵的现代表达。

“内容文旅”诠释沉浸式艺术享
受。欢乐滨江复合文化中心将引进江
苏范围内首家上海三联书店 Read-
way 旗舰店，这座人文书店将与读者
共同营造文化生活空间，分享阅读的
乐趣，未来将打造成为“世界文学之
都”线下主会场，拟联合国内知名高校
打造文学研究基地。复合文娱“box
艺术大观”将与W酒店的金陵主题相
结合并互融为一体，以策展思维打造
一个“亦真亦幻”的金陵城图景，融入

Digitalart、沉浸式剧情、特色在地餐
饮等，创造宛若置身金陵古城的体
验。“漂浮的院子”致力于打造首个戏
剧与消费融合体验的沉浸式“副本”剧
场，通过艺术及文化的方式探讨人生
命题，打开人生的“副本”模式，让观众
沉浸在魅力独特的戏剧体验中。

“场景文旅”聚合多元化艺术新体
验。华侨城欢乐滨江将摩天轮、水秀、
灯光秀、无人机表演相结合，力求打造
沉浸感十足的文旅夜游 IP，穿越时空
之门，在“光影南京360°”的观感体验
里，织就钟灵毓秀的金陵梦想。

此外，华侨城欢乐滨江项目未来
还将通过引入跨界潮流艺术活动，推
动艺术文化与公众生活之间的密切联
系，并不断找寻文化与商业的平衡。
项目整体的街区场景从汇涌大江、水
岸游赏、飞渡瀑布、浮游水境、江河渡
口等多方面，为人们带来漫步式的文
旅消费新体验。在跨越万里长江的第
二条空中走廊——欢乐滨江观江索
道，可以俯瞰金陵胜景，饱览长江的壮
阔波澜，感受耳目一新的自在享受，内
部游览车在具备项目体验功能的同
时，还能够承载人流输送功能。

都市商业新风尚荟聚未来
人气“强磁场”

华侨城欢乐滨江商业以大型商
业 MALL 结合开放街区的形式，给

人们带来漫步式的文旅消费体验，结
合 9 大特色文旅体系，规划家庭生活、
潮流时尚、在地文化三大主题 MALL
以及“24H 艺术街区”“体验空间聚落”
两大主题街区，从“超级店”“升级店”

“一站式单店”“首店经济”“夜经济”
“体验式经济”6 大维度，立足南京辐
射长三角，打造都市娱乐休闲的标杆
之作。

在商业业态的发展方向上，欢乐滨
江锁定“4+3+2+1”战略，即40%为全国
品牌新概念、升级店，30%为南京首店、
打造“首店经济”，20%为创新平台培育
的原创及孵化品，10%为引领南京消费
市场升级换代的时尚品牌。项目目前
已经引入百老汇电影中心、奈尔堡科技
旗舰店、三联书店 Readway 旗舰店、盒
马鲜生等一大批江苏“首店”及升级
店。未来还将有众多国际以及本土品
牌入驻。

随 着 南 京 新 城 市 中 心 的 不 断崛
起，华侨城欢乐滨江项目不仅能辐射
周边住宅、商务客群及南京本地休闲
消费客群，更会对环南京都市圈休闲
客群、长三角区域直至全国范围内的
旅游客群形成强吸引。凭借完善的
品牌矩阵、多元的消费场景、丰富的
文旅活动，华侨城欢乐滨江将以 9 大
特色生活方式和创新的商 业 发 展 战
略 为 核 心 ，开 启 南 京 国 际 都 会 滨 水
生活新篇章。

华侨城欢乐滨江，闪耀都市滨水生活新创想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拥江发展”已经成为南京城市发展的主线。

南京将构建南北“双主城”，从倚重江南的“秦淮河时代”全面迈向拥江发展的“扬子
江时代”。华侨城欢乐滨江作为南京规划的魅力滨江 9 大“城市会客厅”之一，其对于
城市发展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实力雄厚的商业根基和丰富多元的文旅融合创新元素，还
将为南京这座创新名城点亮都市滨水生活“新名片”，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及长江经济
带发展战略作出积极贡献。

深化“大协同”
在构建新发展中展现新作为

江苏是经济大省，长三角重镇。一
直以来,中信银行始终紧跟国家战略、持
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中信银行南
京分行联合中信集团在江苏的 29 家成
员单位组成“中信联合舰队”，为客户提
供一揽子金融服务，将银行传统信贷业
务延伸至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
租赁等众多金融服务领域，通过深化大
协同，实现了金融与金融、金融与实业、
实业与实业的互联互通，满足客户多元
化的金融需求，助力江苏经济社会发展。

今年7月，中信集团协同委员会江苏
区域分会正式成立，并同步成立无锡、常
州、南通二级分会，合力助推江苏区域协同
工作迭代升级。中信银行业务总监、南京
分行行长陆金根介绍，截至目前，南京分行
牵头中信联合舰队与镇江、常州、徐州、南
京江北新区、盐城、淮安、扬州、泰州等江苏
各地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总额超
过6000亿元。

战疫情、扩内需、稳增长。为落实南
京市“新基建、新消费、新产业、新都市”
四新行动计划，服务“六稳”“六保”工作，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牵头协同单位多次召
开专题会，经深入研究，拿出“中信协同
四新行动”方案。该行主动对接重大项
目、重点工程金融需求，加强与制造业、
服务业等复工复产企业沟通联系，深入
了解企业的现实困难，计划未来三年内
向“四新”领域新增融资投放近 2000 亿
元，其中拟支持新基建融资 1038 亿元，
新都市融资 833 亿元，支持新消费个人
融资约100亿元，并设立总量不低于100
亿的新产业升级引导基金。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还发挥协同牵头
优势，促重大项目落地，联合中信建投证
券、中信信托、信银国际等协同单位为常
州市城市建设集团、盐城市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淮安开发控股等政府平台提供
融资服务。总投资194亿元的江北新区
研创园芯片之城科创基地 PPP 项目，也
是由南京分行协同中信建设联合体中
标。该行正在为项目牵头组建总额为
153亿元的银团，全力支持协同单位项目
推进，助力国家级新区建设“芯片之城”。

协同强聚能
提升实体经济服务质效

江苏制造业发达，当前正全力打造的
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已有6个入围全
国制造业集群培养对象，占全国的1/4。

今年7月至11月，中信银行南京分行
先后在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江北新区、
江宁、南京经济开发区、泰州等地策划召开
8场制造业企业家座谈会，与当地政府机构
及100多家江苏制造业企业高管围绕金融
业如何支持制造业实现突围建言献策。

结合中信集团金融全牌照优势，该
行充分运用“商行+投行”“境内+境外”

“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服务理念，帮
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针对企业初创、
孵化、成长、成熟不同时期，牵头引入天
使、PE直投、券商等集团内协同资源，为
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全景融资服
务。截至 2020 年 9 月末，中信银行南京
分行直接投向江苏地区实体经济的融资
余额已达到1430亿元。

徐工集团是中国工程机械制造龙头
企业。今年 6 月，中信银行董事长李庆
萍带队拜访徐工，双方在国企混改投资、
员工持股计划等领域进行全方位沟通。
在总行的关心和指导下，中信银行南京
分行协同中信泰富特钢、中信证券金石
投资、信银国际、信诚保险等单位积极参
与徐工国企混改，协同阿尔金银行为徐
工集团定制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该行还充分发挥普惠金融对产业链
上下游的带动作用。位于徐工集团产业
链上游多为生产机械材料的制造业小微
企业。徐工集团以商票结算方式支付上
游部分货款，小微企业收到商票后，缺乏
有效变现途径。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在与
徐工集团开展党建共建活动时了解到这
一情况，主动提出运用中信普惠金融商
票贷产品为其上游企业融资提供服务方
案。取得共识后，徐工集团携手中信银
行南京分行召开供应商大会，与 100 余
家上游供应商展开沟通对接，助力产业
链上游企业积极盘活存量资产，帮助其
提升造血功能，目前已投放5900万元。

践行普惠，让“惠”字落地生根。“全力
打造有担当、有温度、有特色、有尊严的最
佳综合融资服务企业，中信银行南京分行

潜心让实体经济得实惠、降成本。”陆金根
说。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在系统内率先打
造普惠金融条线专职团队，第一家成立
普惠金融一级部，现辖内已有十家二级
分行成立普惠金融部，结合江苏区域特
点创设金融服务产品。今年以来，分行
还主动摸排梳理出受疫情影响小微企业
60 户，为其提供“一户一策”纾困计划。
针对在还款、续贷、转贷中出现困难的企
业，针对性地推出了变更还款计划、无还
本续贷等多项措施。截至 2020 年 9 月
末，分行银保监考核口径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227.2亿，较年初增加71.8亿。

高效协作联动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江苏地处“一带一路”交汇点。中信
银行南京分行积极构建综合化服务平
台，全方位加强综合金融支持，满足企业
国际化金融需求，赋能江苏高质量“一带
一路”建设进程。

去年 4 月，中信银行组织战略客户
赴“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哈萨克斯坦
考察政商环境，为国内企业在哈萨克斯
坦投资牵线搭桥，积极寻求合作机会，远
景能源等江苏企业在风力发电、新装备
制造等多个领域达成了合作意向。

去年5月，中信银行南京分行联合中国
对外承包商会，邀请中国路桥、中国水电、中
国中铁、中国中车等80余家重点单位，在宁
举办“中信银行‘一带一路’跨境金融服务推
介会”，共谋发展大计。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在

“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及交汇点城市连云港新
设分行也于今年10月份开始正式试营业。

目前，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已与“一带
一路”沿线全部 64 个国家中的 56 个开
展业务合作，累计国际结算量 109 亿美
元，产品涉及进出口信用证、电汇汇款、
工程保函、信保融资、出口信贷等。

集团协同是一体化发展的最大优势。
陆金根表示，中信银行南京分行作为中信
集团协同工作江苏区域的总牵头机构，积
极践行国家战略，将进一步整合集团全牌
照的金融服务资源与产业类各项资源，围
绕“一带一路、普惠金融、高端制造和集成
电路产业”等方向积极发力，擦亮中信品
牌，赋能江苏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

“金融+实业”大协同赋能江苏高质量发展
11 月 20 日，中信集团分别与江苏

省政府、南京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
券、中信保诚人寿等集团子公司分别与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徐工集团等重
点国有企业签署相关子协议。根据协
议，双方将在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城市综合开发、装备
制造、环保产业合作、数字江苏、新材
料、医药大健康等领域深化全面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协同既是中信集团的发展战略，也
是经营哲学。中信银行作为中信集团
最大的金融子公司，协同是该行在建设
最佳综合金融服务企业进程中最独特
的优势所在。担任中信集团在江苏区
域内协同业务牵头单位后，中信银行南
京分行深入践行总行协同工作精神，依
托中信集团金融与实业并举综合优势，
将集团全牌照的金融服务资源与产业
类各项资源共同整合，在服务实体经
济、助力地方发展中展现担当作为，以

“大协同”赋能江苏高质量发展。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成立于 1991

年，是南京地区设立的第一家股份制商
业银行，在省内现已设立 11 家二级分
行。2020 年半年末存款规模超过 3400

亿元，贷款规模近 3000 亿元，多
项业务指标居当地股份制
商业银行前列，是扎根江
苏的重要金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