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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盛文虎 通讯员 江帅

8月25日，南京发布2021年度集中供地
第二批次土地出让公告，位于浦口经开区的6
幅地块进入土拍市场，其中4幅属于桥林地铁
小镇，这也标志着南京第二个地铁小镇进入实
质性开发建设阶段。

从2013年布局落子，到2021年首批地块
进入市场，8年精耕，这片沉睡的土地已经被彻
底唤醒：大江大河的生态本底得天独厚，“草圣
书乡”和“项羽文化”的人文底蕴别具魅力，集
成电路产业地标异军突起……桥林地铁小镇
万事俱备，乘势而上。

“满足产业升级的需求，补齐民生配套的
短板，放大资源禀赋的优势，辐射邻省地区的
发展，小镇被寄予厚望，更使命在肩！”南京地
铁小镇公司主要负责人说，置身多重国家战略
的交汇点，小镇作为“江北新主城”的重要板
块，将对标世界一流理念，以升级版TOD开发
模式，在长江之滨打造不一样的“梦想之城”。

“大海绵”上好风光

地铁S3号线一过江，就向北拐了个90度
弯直奔桥林而去。从马骡圩到高家冲，6个站
点沿线的19.5平方公里，就是桥林地铁小镇。
坐在车厢远眺，5公里之外的长江烟波浩渺，围
挡区内水网纵横，河道交错。

一汪碧水，是桥林地铁小镇最鲜亮的生态
底色，但也是最大的风险隐患。去年7月，小
镇开发团队进驻浦口时，百年未遇的大汛还没
完全结束。整整一个月，长江水位突破历史极
值，小镇范围内的石碛河、高旺河等多条入江
支流险象环生。团队到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与浦口区联合招标，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小镇
海绵城市规划及景观生态研究。检测每一条
河道的水质，标注每一个排口的高度，梳理每
一米管网的走向……来自海外的专业机构花
了大半年的时间，绘制出一张涵盖各类细节的

竖向标高图，小镇的水环境家底一目了然。
“水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通盘考量，

把功课做在前面。”项目负责人钱淼介绍，浦口
的地表水环境始终处于全省前列，小镇本身又
近水临江，打造海绵城市，不仅事关小镇的安全
和品质，更是践行长江大保护战略的内在要求。

这块“大海绵”，到底怎么建？一个对标国
际顶尖标准的方案迅速出炉——河岸市政道
路抬高2米，既提升蓄水行洪能力，又解决土
方平衡问题；雨污管廊优化设计，既不能让一
滴污水流入长江，也防止汛期河道顶托倒灌；
景观布局因地制宜，既要融合自然肌理，更要
凸显人文底蕴和地方特色；材料选择注重取
舍，兼顾透水性和实用性。

地铁小镇的建设理念，与浦口区不谋而
合。从2018年开始，浦口以雷霆之势整治长
江岸线，曾经的“十里造船带”如今已是“滨江
风光带”，成为长江大保护的全国典型。“治水
护江，是桥林板块开发建设不变的主题。”浦口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以海绵城市理念打造桥林
地铁小镇，破解的是水系治理的难题，释放的
却是生态环境的“隐形价值”。

“边角料”变新家园

连片的农田一眼望不到头，闭塞的村庄杂
乱无序，进城更是要辗转多趟公交……在桥林
街道兰花塘社区书记庆秋萍眼里，10年前的桥
林，是典型的城市边缘地带，“上学、看病、购物
都不方便，不往城里搬，小伙娶媳妇都难。”

一个问题随之而来，2013年地铁小镇选址
时，南京地铁集团为何会相中这块“边角料”？
实际上，桥林到河西CBD的直线距离不过10
公里，只要解决过江问题，这里依然有巨大的潜
力。南京早已谋划桥林板块的未来，2011年京
沪高铁通车时，过江铁路桥两侧就已经预留了
地铁轨道。2017年底，当第一辆S3号线列车
驶入桥林，这片土地的发展前景豁然开朗——
半个多小时到南京南站，4站直达河西南。

与没通车就开建的青龙地铁小镇不同，桥
林地铁小镇是在S3号线运行3年后才正式启
动。截然相反的开发节奏，是因为桥林板块的
使命特殊。根据《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8—2035）》，桥林新城是“江北新主城”的
有机板块，而地铁小镇正处于核心位置，承担
着生活居住、娱乐休闲等配套功能。

“新的定位，意味着小镇要有更高的建设
标准和品质要求。”地铁小镇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未来的桥林将是高端人才和新兴产业的集
聚之地，必须导流最优质的资源，打造最舒适
的环境。一组数字就能看出企业的决心：19.5
平方公里的小镇，总投资额高达500亿元。

三年，略显沉寂的桥林地铁小镇，暗地里
下了一盘大棋。公办名校来了，南京地铁集
团、浦口区政府与南京师范大学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将联合新建公办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小
镇居民家门口就能上到好学校；专科医院来
了，一家知名外资妇幼医院即将落子小镇，“看
病不过江”的梦想很快就会变成现实；商业配
套来了，小镇公司将依托地铁上盖物业的运作
模式，新增载体空间，引入多元业态，把每个站
点变成消费中心……补齐民生短板，一个宜居
宜业的品质生活圈令人浮想联翩。

更多的利好源源不断传来，与S3号线交汇
于马骡圩站的地铁11号线，建设资金已经到
位，最快将于10月动工，有望2025年通车。9
月底，小镇5条内部道路开建，路网体系将进一
步完善。未来，兰花塘站还会配建换乘枢纽，25
万平方米的交通综合体很快会呈现眼前。

“都市圈”有大未来

TOD开发模式下，地铁小镇正成为南京
向外扩张的“开路先锋”。桥林地铁小镇，更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

站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地处两省交界的
桥林是南京辐射皖江城市带的“桥头堡”。今
年初，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南京都市圈规划，

作为连接苏皖西南板块唯一的轨道交通线路，
S3号线（宁和城际）的西延工程备受期待，而桥
林地铁小镇因此也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桥林新城规划显示，2035年人口规模将
达到35万。这样的人口增速，并非无中生有。
省商务厅7月公布的全省经开区排名中，浦口
经开区首次跃升省级开发区第一，超越8个国
家级开发区，而桥林地铁小镇，就在园区腹地。

“产业在哪里，人口就流向哪里。”小镇相关
负责人分析，以集成电路和高端交通装备为主导
产业的浦口经开区，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催生
出海量用工需求，成为周边劳动力首选的就业目
的地。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产业升级和规模扩
容，园区将会吸引更多的都市圈人才来桥林安家
落户，地铁小镇的开发必须驶入“快车道”。

为未来“筑巢”，浦口经开区比任何人都急
切。“生活配套的供给远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
度，尤其是房源紧缺，不少企业只能用班车把
工人往外拉。”园区相关负责人说，开发商还没
来，浦口就已投入近百亿元，只为推动地铁小
镇尽快启动。眼下，小镇范围内土地征收拆迁
全部结束，主要道路悉数交付，动迁居民也陆
续住进安置房，交到企业手里的，都是签完合
同就能进场的“熟地”。

地铁小镇周边，浦口经开区也有5.5平方公
里建设用地。去年，浦口区与南京地铁集团签
署合作共建协议，双方成立联合指挥部，聘请顶
尖专家组建评审委员会，对25平方公里整体规
划，共同开发。政企深度融合，TOD模式被赋
予了新的内涵。“小镇开发理应有更宽的视野和
更高的站位，既要为产业发展赋能，又要向地方
借势借力。”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集中供地出
让的6幅地块，小镇4幅，浦口2幅。

昔日无人问津的“边角料”，正变成炙手可
热的“白菜心”。最新的消息是，集中供地公告
一出，多家头部地产企业闻风而动，上门接
洽。这座蕴育着无限希望的新城，必将成为南
京都市圈的璀璨明珠。

首批4幅地块入市，万事俱备静待“摘牌”

桥林地铁小镇：大江北岸起新城

□ 本报记者 朱 泉

减免企业转贷基金费用、减轻困难企业税
收负担、减免企业房屋租金、阶段性降低社保
费率……8月21日，南京市政府印发《关于应
对疫情影响支持企业稳定发展的若干举措》的
通知，助力市场主体恢复元气、增强活力。

作为市属金融投资集团，南京紫金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积极落实相关要求、主动作
为，及时推出战疫保、战疫贷、战疫租、股权质
押贷等以战“疫”为主题的金融产品，并在南京
市创新企业金融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南京金
服”）上线战疫专区，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
企业渡过难关。

推陈出新，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战疫专区所在的“南京金服”平台是紫金
投资集团发挥“金融+科创”业务协同作用，以
政府金融扶持政策为切入点，为南京中小微企
业，特别是创新型企业打造的一站式综合金融
服务平台，已上线运行金融服务产品50多项。

进入南京金服平台（网址：https://www.
njjf.cn），首页窗口战疫专区里有转贷基金、战
疫保、战疫贷、战疫租等金融产品，点击产品就
可看到详细的费率、额度、期限等介绍、特点及
联系方式，并设有“立即申请”直达键。记者点
击“战疫保”进入详情页面，发现已有十几家企
业成功办理，服务总金额超过1亿元。

紫金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战疫专区
的战疫保、战疫贷、战疫租等产品，是结合疫情
之下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及时推出的金融政策
扶持产品。其余金融产品，也在原有基础上结
合近期企业资金需求进行了更新。

以“战疫贷”产品为例，可为中小企业提供

绿色通道和优惠利率，确保不抽贷、不减贷，减
轻企业还贷压力，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给予
部分息费减免的优惠政策。在担保方式上，根
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信用或者抵押担保的
多种方式，科技型中小企业、传统行业的生产、
服务型企业以及个体经营户均可提交申请。

“专精特新”类中小微企业如有扩大生产
或其他再融资需求，但受疫情影响导致现金流
不足的，可申请“战疫租”，以融物的方式实现
融资。紫金租赁相关负责人介绍，租赁设备范
围十分广泛，大小型设备或存量设备皆可。

针对企业提升规模和抗风险能力的需求，
战疫专区中还特别设置了“你上市 我服务”线
上门诊。

聚焦痛点，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疫后重振,离不开金融活水。
南京嘉诚信文化是一家从事广告和婚庆

等业务的文化类企业，受此次疫情影响，公司
现金流紧张，一笔在浙商银行的贷款也即将到
期。

7月28日，该公司通过战疫专区的转贷基
金板块提交申请，转贷基金受托管理方——紫
金投资集团旗下南京联交所收到续贷资料后，
于7月30日上午10点40分提交放款流程，10
点54分审核完毕并发放转贷资金帮助企业偿
还了150万贷款。“这笔钱对于企业来说，真是
雪中送炭啊！”公司负责人感慨地说。

南京联交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南京受此
次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办理转贷基金业务，
单笔1000万元（含）以下且单户累计不超过
3000万元的，免收转贷基金费用，因疫情造成
的逾期罚息暂予减免。

疫情当前，服务不止。紫金担保相关负

责人介绍，疫情发生后，公司对在保客户进行
了全面摸排，并组织了问卷调查，切实了解企
业受疫情影响情况以及融资需求，并形成了
专项方案，对符合扶持条件的客户进行帮
扶。为确保企业不因疫情影响出现资金断档
的风险，公司通过线上视频等方式开展项目
尽职调查、面谈与合同签约，保障了企业融资
需求的正常推进。

疫情期间，南京喜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了所有防护服和口罩的灭菌工作。公司负
责人介绍，疫情发生后，紫金担保主动加大了
对公司的扶持力度，担保金额由2020年承保
的1000万元提高到1500万元，且都是纯信用
方式，减免了反担保，极大地缓解了企业的资
金压力。

成立于2015年的南京东晨鸽业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蛋鸽新技术开发、新品种推广应
用，是六合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农村发展的
代表企业。

由于前期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加之疫情
的影响，导致企业资金面出现短暂紧张。紫金
租赁公司在接到融资申请后，在集团旗下南京
创投集团大力协同下，压缩流程，启动绿色通
道，用半月时间进行了项目的尽职调查和评审
批复，并迅速完成签约、放款工作，有效缓解了
该企业的资金压力。

服务升级，专家助力企业发展

8月5日上午，南京金服平台“你上市 我服
务”线上门诊专栏上线，企业可围绕“发行上市”

“股权融资”“并购重组”“法律咨询”“财务筹划”
等方面，自由挑选专家，随时随地“就诊”。

“疫情稳定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意识到
提升规模和抗风险能力的必要性，希望借助资

本市场做强做大。”南京联交所相关负责人介
绍，作为战疫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线上门诊
专栏集聚了数十位金融专家，为企业提供咨询
服务。

记者点击线上门诊进入咨询页面，证券公
司、会计师事务所、律所、银行、保险机构和创
投机构的专家应有尽有。专家的行业偏好和
擅长领域标注得很清楚，不少专家已经回答了
企业提出的不少问题。

南京证券副总裁高金余，是全国首批保荐
代表人，拥有二十余年投资银行从业经历，主
持并参与多个项目的改制、辅导、推荐发行上
市工作。被聘为“你上市 我服务”金融专家
后，高金余总是习惯性的打开南京金服平台进
入战疫专区页面，查看企业的留言。

“因为疫情的原因，企业有资本市场需
求，有时线下沟通不是很方便。通过线上问
诊的平台，企业可以在线咨询一些问题，如果
有进一步的需求，后面还可以线下沟通。这
样的平台很好，让企业多了一个选择。”高金
余介绍，目前企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上市需
要达到什么要求，主板、科创板、创业板有哪
些区别等。

此外，战疫专区还设置了问卷调查板块。
通过网上问卷调查，全面了解2021年南京市
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情况，进一步提升金融
服务中小企业的质效。企业有融资需求，也可
以留下联系方式。

勠力同心抗疫情，共克时艰保发展。紫金
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疫情好转，经济
恢复之际，集团携旗下各家机构，将与企业同
心协力，凝成一股“紫金力量”，帮助企业尽快
疫后重振，更好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压舱石
的作用。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推出战“疫”系列金融产品

助力企业重振，崭露“紫金力量”

本报讯（管鹏飞 贾延智）8月25日，南京玄
武区举办应对疫情助企纾困促进经济发展政策措
施发布会暨企业见面会，详细解读助企纾困新

“17条”。
新“17条”从政策的衔接性、施策的精准度、区

域的特色性三个方面着眼和考虑，直击企业发展中
面临痛点、堵点、难点，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新

“17条”出台具体措施，针对应对疫情冲击、加快市
场复苏、优化营商环境三个方面，回应企业“解难”

“减负”“帮扶”三大类诉求，特别加大对疫情影响较
大区域、行业的中小微企业帮扶力度。

会上，区发改委、区人社局、区金融监管局分别
就应对疫情助企纾困促进经济发展政策措施、降低
社保费率援企稳岗相关政策、优化金融服务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情况进行详细解读；南京银行、紫金农商
银行分别和小微企业签约。南京邮政、汇通达、江苏
辉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七家企业作交流发言，常
荣声学、轻食主义等中小微企业纷纷表示，本次企业
服务对接见面会主题鲜明、内容务实、针对性强，帮
助大家更深入、更全面理解各级各类惠企政策。

玄武区推出
助企纾困新“17条”

□ 本报记者 周敏
通讯员 王强 毛欣悦

8月27日上午，江宁
无线谷未来网络实验设施
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
火花四溅，戴着口罩的工
人们紧张有序作业。“失去
的时间必须抢回来！”中铁
建工集团南京无线谷项目
经理齐志说，将加大原材
料运输频次，加快原材料
加工速度，确保完成年度

“进度条”。
南京禄口机场疫情发

生以来，江宁开发区72个
省、市、区重大项目一手抓
防疫，一手抓建设，对工
地、工人实行封闭式管理，
严管控、赶工期，力争将疫
情影响降到最低。但期
间，地区交通管控导致物
流不畅，“生产原料进不
来”成为摆在多个项目眼
前的难题。“如果无法解
决，停工怕是在所难免。”
无线谷项目也遇到了这个
困扰。非常时期，江宁开
发区重大项目办创新工作
方式，坚持特事特办，协助
将原材料转运至第三方场
地，项目方在确保安全的
情况下取回，最终保障项
目建设如期推进。截至目
前，五十五所射频电子、腾
讯华东云计算等23个项
目已主体竣工，计划年底
投产。

“主动作为，负责到
底，为项目按下‘快进键’，助企业跑出‘加速度’。”
江宁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以来，园区项目
不停工，企业不停产，整体受影响较为有限。这背
后，离不开科学、高效的防控策略，以及精准、贴心
的服务举措。

做好进口企业防疫工作，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
重。江宁开发区综保区作为进口企业相对集中区域，
严格落实防疫要求，执行“人货同防”，对接触货物的
人员、点位员进行三天一次上门核酸采样，对进口货
物“逢进必检”，要求货物核酸检测证明、第三方消杀
证明齐全后再进入生产加工流程。但现实情况是，企
业出货时间紧，核酸检测报告出具时间较长。“时间
差，直接导致效率低。”接到企业反馈后，江宁开发区
即刻协调南京昂科利医学检验实验室，安排人员每天
上门对进口货物进行检测，当天出具报告。每周二，
实验室工作人员统一上门为所有进口货物企业进行
环境检测。一条“绿色通道”，纾解“发展堵点”。

驻点、调研、开会、帮扶，江宁开发区助力企业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支持企业渡过难关，保障生
产经营平稳运行。一个典型案例是长安马自达汽
车。起初，位于禄口街道的供应商物流中断在即，园
区即刻安排专人，全程引导运输车辆，取出所有库存
零部件送至企业；随后，近3000名员工开展核酸检
测，园区组织专人上门7次采样，做到“全员尽检，不
漏一人”；日前，多家供应商物资转运过程中无法自
行进行消杀，园区出动专业消杀队伍，确保车辆顺利
运输、企业顺利复工……“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
实！”长安马自达汽车负责人点赞园区服务。

防疫“不掉链”，业务“不停歇”，更多利企之策
应运而生——重大项目办灵活运用预审代办、技术
审查等模式，简化前期手续办理流程，确保项目拿
地即开工建设；行政审批局升级“放管服”举措，送
上“线上办、预约办、上门办”等服务，及时回应、有
效解决企业诉求；税务局通过数字化税企服务智能
平台新增的“在线视频辅导”功能，远程连接纳税
人操作界面，“手把手”辅导业务办理……疫情发生
后，园区税务部门引导纳税人选择“非接触式”方
式办理税费事项，截至目前，本月需完成申报的
12000余户纳税人中办理成功的达94%，大多是通
过“非接触式”办理。

“企业、项目活了，园区这一池春水也就活了。”
江宁开发区负责人说，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紧盯全年目标任务，精准对接企业需
求，落实落细各级助企纾困政策，真正解决企业在供
应链协同配套、疫情防控、交通物流、用工用能等方
面难题，推动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疫情期间，江宁开发区招商引资工作没有按下
“暂停键”，园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通过视频、电
话等线上办公模式，推进叮咚买菜区域总部、芯长
征总部及研发生产基地、省铁路建设管理总部等重
点项目洽谈落户。“每个企业，几乎都是每天联系，
他们都说被我们的诚意满满打动了。”令江宁开发
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倪雷格外惊喜的是，叮咚买菜
区域总部项目方还主动提出，为禄口封闭区域提供
每日蔬菜、水果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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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南京禄口国际
机场部分国内航班恢复运行。
大图为T2航站楼；小图为工作
人员正在对旅客随身物品进行
安全检查。

本报记者 陈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