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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想生活 共生苏南

关于华侨城，你不能不知道她对品
牌的执着——“优质生活创想家”。

这里，是华侨城；在这里，创想生活
的无限可能。看见“华侨城”这三个字，
你就知道，在这里，你可以寻找、融入一
种独有的生活方式，你可以用自己的方
式，享受生活的美、成为更有趣的你。

5月10日-12日，国务院国资委指导
举办的中国企业品牌建设分论坛上发布
了《2020年度中央企业品牌建设发展报
告》，华侨城位列2020央企品牌建设能力
榜单第二。

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华侨
城集团秉承“优质生活创想家”的品牌定
位，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
设高质量品牌的要求，牢固树立品牌意
识，确立了“中国文化产业领跑者、中国
新型城镇化引领者、中国全域旅游示范
者”的战略定位，构建起“文化+旅游+城
镇化”“旅游+互联网+金融”“科技+产
业+园区”创新发展模式，并在此引领下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018年，无锡华侨城进入中国经
济社会高地苏南板块，结合当地人文
特色，在无锡、苏州等地多点布局，通
过多种产业形态让“华侨城创想生活”
落地开花。

在无锡这座运河之城，无锡华侨
城带来了枕河而居的人居产品“华侨
城运河湾”。坐落于运河核心景区的
文旅综合体“华侨城运河汇”，重新定
义了城市客厅，提供了联接传统与现

代的无界生活空间；在常熟，无锡华侨
城打造了全国首个以“时光”为特色的

“华侨城沙家浜时光小镇”，让人们在
新旧对望的时光之旅中享受一次心灵
SPA；在苏州，华侨城携手苏州城投打
造“苏州虎丘大型文旅综合改造项
目”，千年虎丘将成为一个集文化创
意、精品商业、沉浸演艺、公共服务为
一体的全时段旅游目的地和产业聚集
区，成为苏州文旅的新名片。

秉持“优质生活创想家”的核心理念，
无锡华侨城不仅将华侨城特有的生活美学
带到了苏南，更以独特的眼光发掘苏南特
色人文基因，实现华侨城优质生活与苏南
人文的有机融合，带动人与空间、人与时间
的再思考，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千年运河 无界空间

诗和远方，并非遥不可及；江南水
乡，并非只在梦里。

2018年，“优质生活创想家”华侨
城来到了千年古运河浸润的“太湖明
珠”无锡。一个是文旅龙头，一个是文
化底蕴深厚、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明
星城市。她们的相遇，会创想出怎样
的美好生活？

对于无锡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城市，
全新生活的打开方式，叫枕河而居的

“华侨城运河湾”。这一无锡华侨城的
开篇之作，让无锡人重回湾区生活桨声
灯影的美好。千年运河文明的浸润，百
年工商名城的繁华，在“华侨城运河湾”

交汇融合。诗和远方伴随着烟火日常，
穿城而过的千年大运河，就这样成为了
无锡人全新的生活方式。

“华侨城运河湾”之后，无锡华侨城
又 给 无 锡 人 带 来 了“ 华 侨 城 运 河
汇”——一座深植于运河文化、提供无
界生活的城市客厅。她是运河之城无
锡独有的文化地标，是华侨城前卫文商
旅产业理念与无锡本土文明的结晶。
目前，即将改造完成的一号厂房，未来
将成为古运河风景带游客集散中心，原
本的废弃厂房，变身为有着独特历史印
记的美学标杆。

位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的“华侨
城运河汇”，原址是无锡钢铁厂，不仅有
着千年运河文明的浸润，更凝结着几代人
对城市中心工业文明的记忆。在“再造人
与空间”的思考下，这座城市客厅将不仅
是文化地标、精神地标、娱乐地标，也是消

费地标，更是一个集文化、体验、探索、社
交为一体的沉浸式生活空间。对于无锡
人，这里是保留城市记忆的客厅；对于游
客，这是理解无锡、感受运河文明的窗口。

这里，也是无锡华侨城对“第101
种生活”的理解——如果说“一百个人
眼中有一百个华侨城”，那么，“华侨城
运河汇”这座穿越时空、联接传统与现
代的城市客厅，承载的就是独属于无锡
的“第101种生活”。

不仅美好 更要有趣

不同的文化决定着不同的生活方
式，人杰地灵的江南，人们不仅要活得
滋润，还要活得有趣。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
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韦
庄的这首《菩萨蛮》道尽了千百年来人
们对江南的向往。

对无锡华侨城来说，创想江南的优
质生活，就必须理解江南独特的历史传
承和文化脉络。

在无锡，这种理解是枕河而居的
“华侨城运河湾”，是提供无界生活的城
市客厅“华侨城运河汇”；在苏州常熟，
则是将“文化+旅游+城镇化”战略完美
落地的“华侨城沙家浜时光小镇”。

从石板街的改造开始，“时光小镇”
既保留了当地唐市古镇的历史传承，也
融入了时尚、艺术、小镇休闲娱乐的全
新生活体验。在这里，你可以远离城市
生活车水马龙的喧嚣，让时间慢下来，
体会趣味十足的小镇生活。

江南不仅风光秀美，而且自古人
文荟萃。任何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
都离不开对人的关怀。

无锡华侨城对江南的理解，不仅

是“华侨城运河湾”“华侨城运河汇”
“华侨城沙家浜时光小镇”这些承载
“优质生活创想”的实体项目，更有着对
江南人文的尊重。在无锡，华侨城已经
连续两年举办“大运河民谣诗歌节”，并
打造了包括“华侨城·古运河文学电影
季”在内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将文化内
化为一种生活方式。

接下来，在无锡和常熟，“运河夜
话”“国际青年艺术周”“首届运河咖
啡文化节”“秋季生活节”“时光小镇
主题市集”等一系列文旅活动将陆续
精彩亮相。

日前，无锡华侨城还启动了“华
侨城运河汇Free Talk”栏目，通过对
话100个有趣的人物，展现一座城市
的生活态度，探寻无界生活的无限可
能。第一期，无锡华侨城对话了“网
红艺术家”朱敬一，让人们从另一个侧
面看到了什么叫有趣的生活，什么是
人与城市有趣的共生。

对历史的尊重，对文明的敬畏，对
人的关怀，对人与空间、现代与传统的
再思考，对优质生活的无界创想，这是
无锡华侨城根植于江南文明的生活态
度，对于正在加速一体化的苏南乃至长
三角，无锡华侨城提供的“第101种生
活”样本，美好，更有趣。

未来，华侨城将继续深耕无锡、
苏州和常州，用更多的项目与苏南这
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共同生长。“优质
生活创想家”将带着对苏南人文的独
特理解，让“第101种生活”通过住
宅、文旅以及商业的多产业链融入越
来越多人的生活。这是华侨城的故
事，也是每一个与华侨城相遇的人关
于创想生活的诗与远方。 张 夷

华侨城+无锡 遇见第101种生活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百个人眼中也有一百个华侨城。
1985年，“优质生活创想家”华侨城从深圳起步；如今，她的足迹遍布全国，在而立之年，

成为当之无愧的全国文旅产业龙头。从文化到旅游，从人居到乐园，华侨城，这个“优质生活创想
家”，提供了美好生活的无限可能——有一种生活，就叫“华侨城”。

无锡，蜚声中外的“太湖明珠”。
以无锡为起点，华侨城正将优质生活的创想嵌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苏南，提供带有苏南人文

印记的独特生活体验。
在无锡，有一座被无锡华侨城重新定义的城市客厅——“华侨城运河汇”。作为根植于无锡千

年运河文明的文商旅项目，由原无锡钢铁厂一号厂房改造而成的古运河风景带游客集散中心即将落
成，这也是“华侨城运河汇”首个落成的改造项目。

市中心工业文明的斑驳印记，变身镌刻城市记忆的美学地标。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未来，在
“人与空间”的再造下，模糊了边界，成为了无界生活的起点。

当华侨城遇见无锡，当华侨城与苏南共同生长，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在“百人百城”之外，
就有了带有独特城市烙印的第101种可能。

常熟沙家浜时光小镇项目实景常熟沙家浜时光小镇项目实景

运河汇项目效果图运河汇项目效果图

5月15日，中国农业银行苏州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分行、浙江示范区支行、上
海示范区支行在苏州吴江共同启动青吴
嘉三地农行党建联动启动仪式暨“同学百
年党史 共庆百年华诞”活动，通过打造理
论课堂、实景课堂、民生课堂，三地示范区
农行深入践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要求，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以党建联动，凝聚推进一体化发展的
强大动能。农行江苏分行在全面服务长三
角一体化过程中迈出了新的步伐……

全面对接省委省政府“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江苏实施方案”，
制定细化服务工作措施，紧扣“一体化”
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聚焦“产业创新、
基础设施、绿色发展、区域发展、公共服
务、产品服务”六个“一体化”建设维度，
江苏农行始终把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责
任扛在肩上。至2021年4月末，全行本
外币贷款余额达14997.38亿元，贷款规
模连续10年保持可比同业第一，为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聚焦产业创新一体化，加强产
业经济支持。江苏农行抢抓江苏省在长
三角一体化框架内建立自主可控先进制
造体系的机遇，主动对接全省重大工业
投资项目和技改升级项目，围绕13个重
点打造的产业集群，积极支持具有较强
国际、国内竞争力和产业链整合能力的
183家龙头企业；积极融入“产业强链”
三年行动计划，针对其中10条卓越产业
链，制定金融服务方案；积极支持循环经
济、清洁生产和节能环保改造项目；积极
支持电子、有色金属、钢铁、石化、机械、
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技改以及向价值
链高端延伸的融资需求；积极打造产业
链生态圈，以核心企业为平台，大力拓展
上下游专精尖配套项目和企业。2020
年以来，江苏农行累放各类制造业贷款
2835亿元，支持了SK海力士半导体、恒
力石化、卫星石化、天合光能、通富微电、
东山精密、药明康德、盛虹炼化一体化等
一批在长三角产业链分工中重大项目和
重点企业。

——聚焦基础设施一体化，加强民
生重点领域服务。盐通高铁是我国“八
纵八横”高铁网的第一纵沿海铁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串联“一带一路”建设
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交通脉络，
对江苏北部地区融入上海都市圈、促进
区域经济相协调发展和推进沿线城镇
化建设进程发挥重要作用。

盐通铁路的顺利推进，得益于金融
的强力支持。2018年，随着央行相关政
策收紧，建设资金多依赖银行贷款支持
的铁路建设受到冲击。作为苏北铁路
最关键的节点工程，盐通铁路建设一旦
停工，不仅影响苏北铁路的工期，还会
造成工程建设成本的增加。江苏农行
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与项目方对接，
了解工程进展和资金需求，开通绿色通
道，由徐州分行、南通分行、盐城分行、
三元支行组建内部银团，发放固定资产
贷款60亿元，用贴近、贴实、贴心的全
流程服务有效协调解决了铁路建设中
的资金难题，保障工程顺利实施。

对盐通高铁项目的支持，是江苏农
行积极支持长三角一体化下省内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的缩影。2020
年以来，江苏农行先后信贷支持了一批
江苏省区域联动发展相关的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其中高速铁路如南沿江城际
铁路、连淮扬镇等；区域性航空枢纽如南
京禄口机场、常州国际机场升级等；跨区
域公路交通方面支持了京沪高速公路江
苏段改扩建工程、常泰长江大桥等项目；
港口设施方面支持了连云港港30万吨
级航道二期工程、长江沿线太仓港等项
目；能源基础设施方面支持盐城海上风
电、连云港田湾核电、滨海中海油LNG
接收站等项目；信息基础设施方面支持
了南京中兴5G通讯设备等项目。

截至2021年2月末，江苏农行交通
基础设施类项目贷款余额147亿元，能
源基础设施类项目贷款余额91亿元，
成为全省金融服务各类基础设施建设
的主力军。

——聚焦绿色发展一体化，助力源

头绿色新生。2019年末，三峡集团项目
公司三峡新能源南通有限公司的两个
海上风电项目成功获得海洋环评批复，
但是投产的融资难题一直困扰着项目
推进。江苏农行迅速与湖北分行多级
联动，组建调查评估小组，为解决贷款
规模和风险防范问题，经过多方数次协
同分析沟通，对两个项目突破条件准
入，以系统内联合贷款的方式共计融资
60亿元，实施优惠利率。该项目全部机
组完成并网发电后，正常年份售电量将
达到12亿千瓦时，为华东地区近百万
户家庭带去光明和热量。

建设绿色生态的美丽家园，农行江
苏分行一直在行动。围绕影响整个长
三角地区生态环境的水资源保护、水污
染防治、水生态修复以及长江大保护、
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
该行加强宁沪、宁杭、宁合生态经济带

和长江、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支持力度，
重点支持省际重大水利工程以及长江
江苏段、太湖生态清淤、洪泽湖、高邮湖
综合整治项目。密切关注过剩产能、落
后产能、“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情况，
加强重点行业限额管理，持续优化客户
结构。2020年以来，江苏农行共发放
生态环境治理类项目贷款258亿元，先
后为南京八卦洲洲岛岸线和生态环境
整治修复、瓜洲古渡公园等长江大保护
项目、江苏沿海地区生态防护林建造，
省内多地农村污水和城市黑臭水体整
治以及饮用水项目等提供金融服务。

——聚焦区域发展一体化，持续加
强联动协作。抓住长三角一体化政策
机遇，立足江苏“1+3”重点功能区规划，
围绕南京、苏锡常都市圈建设，徐州淮
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建设，加快区域联动
发展，加大省内二级分行间的城际联

动。分行间加强合作、共同参与，加大
对各类跨区域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如
省内多条城际轨道交通，均由沿线分行
合作组团提供金融服务。以城市公共
服务一卡通为着力点，加快产品和服务
创新，进一步增强批量化获客活客能
力。顺应江苏优化产业布局分工，积极
参与苏南苏北园区共建，强化区域间、
行际间重大事项协调推进机制，引导苏
中、苏北分行做好苏南优质产业项目对
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
展，如苏州、连云港分行组建服务团队，
共同服务连云港盛虹一体化项目。积极
开展系统联合贷款合作，提高对跨区域
重大客户、重大项目的服务能力，特别是
深化支持南通沪苏跨江融合试验区建设
等省际毗邻区域协同发展、中新苏滁等
省际产业合作园区发展中的联动营销合
作，全力把支持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建设打造为高效联动服务的样本。

——聚焦公共服务一体化，加强对
现代服务业赋能。围绕公共服务一体
化，强化对现代服务业金融服务能力提
升，积极支持高端服务经济发展，重点
包括现代物流、科技服务、软件和信息
服务、电子商务、文化创意、体育服务、
人力资源服务、智慧健康养老等九大服
务业，加快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其中，
对科创企业的金融支持是江苏农行近
期对现代服务业金融工作的重点。江
苏农行在全省搜集了各类科创企业
56893户，涵盖科创板上市企业、“专精
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以及具备比较优势的“独角兽”

“隐形冠军”企业等，通过深入摸排、逐
户核实，已累计认定科创企业重点客户

1715户。各级行强化银政企合作，积极
对接工信、发改、科技等部门，依托政府
部门或企业服务中心的金融服务平台，
积极开展线下和线上获客，同时借助多
形式银企活动，以创客沙龙，外聘培训、
小企业峰会、创新博览会等为主要载
体，实施初创期客户的服务方案对接。
为加强业务创新，江苏农行在苏州设立
科创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加强各项新兴
业务和金融服务手段的探索。

——聚焦产品服务一体化，加强综
合服务能力。根据总行一体化产品服
务创新各项要求，不断创新机制、创新
思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为全面对
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江苏农行加
强行司联动，建立战略联盟，充分发挥
农行投行、租赁、保险、债转股等集团综
合服务优势，为客户提供差异化、个性
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大力发展债券
承销、并购融资、理财投资、股权融资等
融资工具，积极介入长三角一体化基金
设立，强化对长三角基础设施建设、企
业并购重组和产业转型升级等重点领
域的支持力度。将苏州吴江分行挂牌
为长三角一体化试点分行，通过增加信
贷供给、落实减费让利、增进服务创新，
为辖内企业提供全方位优质金融服
务。将服务自贸区建设作为服务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方面，江苏新片区
批复设立后，第一时间成立专营机构，
迅速推进自贸区业务开展，并与兄弟行
加强自贸区业务的合作，打造农行自贸
区业务品牌。积极应对银行4.0时代的
新挑战，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强化科
技赋能，为业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
支撑。 陈风华 倪佳伟

加强区域联动 加快创新转型

江苏农行聚焦多维建设 全面服务长三角一体化

农行苏州示范区分行代理人成功办理首张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跨省通办”不动产登记证明。

江浙沪三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行开展“同学百年党史 共庆百年华诞”活动。

农业银行科创企业金融服务苏州中心落地。 农行江苏分行客户经理为制造业客户提供上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