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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建设芯片之城、基因之城、新金
融中心，南京江北新区产业发展目标明
确。截至去年年底，江北新区集成电路、
生命健康产业规模分别达到300亿元、
900亿元，接下来，这两条发展迅猛的产
业链都将加速冲击千亿级。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江北新区
产业腾飞，呼唤一条更加创新更加开放的

“血脉”注入。2019年江北新区工作报告
中提出，2020年，要推动现代金融项目落
户，全年要新增新金融企业100家，力争集
聚各类金融资本规模超过5000亿元。在
这片创新热土上，“新金融”已强劲起势。

金融科技带来“惊喜”

2019年，同城票据网实现票据撮合
融资244.68万笔，同比增长543.89%；融
资金额6939亿元，同比增长502.34%。

“业务规模增长五倍多，这是金融科
技带来的‘惊喜’，也反映出中小微企业对
普惠金融的强烈渴望。”同城票据网
CEO曹石金说，公司位于江北新区中央
商务区，同城票据网是一个供应链承兑支
付体系融资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票据
资产“秒贴”服务。

“我们曾经有一笔100多万的票据，
在平台挂了不到2小时就成交了。”江苏
某金属材料公司负责人陈经理告诉记者，
公司每月通过同城票据网贴现的票据金
额大约在150万元左右，以往，每月都要
跑银行、求朋友去贴现，现在只要把票据
挂上平台，等着成交收钱就好。

供应链末端的大量中小微企业对现
金的需求巨大，然而，由于这类客户融资
金额较小，信用评级较低，常被称作金融
服务的“长尾”客户，对传统金融机构而
言，这类企业服务成本过高。

“我们用金融科技挖掘了服务‘长尾’客
户的价值。”曹石金说。在2019年的同城票
据网上，成交的平均单笔金额28.4万元，平
台小额票据融资量占到了全年总量的76%，

其中面额最小的融资票据，金额仅1000元。
在同城票据的平台上，海量小金额票

据，不仅仅能快速“变现”，通过大数据技
术，还能生成与分析海量、多样、高速、易
变的企业融资信息，进而用于企业信用画
像。融资线上场景的数字化，破解了中小
微企业固有融资信息的不对称性这一痛
点，从而解决了小额承兑汇票融资难题。

“平台的发展得益于整个票据行业的
电子化，我们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曹石
金说。目前，同城票据网已是全国最大的
小额票据贴现线上平台，单日最高成交量
破32000笔，撮合融资金额超100亿。据
第三方金融机构数据统计，市场份额占到
同类型平台总量的70%以上。

疫情期间，江苏省工业与信息化厅下
发《关于开展互联网惠企“百亿千万”活动
的通知》，推出江苏省中小微企业“亿万工
程”，即助力1万家江苏省中小微企业“承
兑汇票”贴现100亿，承接该业务的汇承
平台，隶属于同城票据母公司全资运营，
将为企业免贴现服务费1000万元。

发力数字金融“新基建”

利用大数据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同城
票据网是金融业“突变”的缩影。金融生
态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推
动下悄然生变，新的金融服务业态——数
字金融顺势而来。

去年，南京就提出数字资产、数字金
融是南京新金融发展的主攻方向，以江北
新区“两城一中心”为载体，打造千亿级数
字金融产业集群。

于去年成立的南京数字金融产业研
究院，正是南京及江北新区探路数字金融
的重要平台。南京数字金融产业研究院
由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与南京紫金投
资集团共同组建，是南京市政府与央行等
五方合作共建项目的运营机构。数研院
将以“立足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趋势，打
造全国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中心”

为目标，抢占技术前沿，塑造特色，培育发
展高地。

“目前，数字金融发展存在的首要问
题是基础设施的缺失，也可以说是金融新
型基础设施的缺失。”南京数字金融产业
研究院负责人说，这种新的基础设施与以
往大不相同，要建立参与者众多的分布式
数据中心，可以深入到数字金融认证环节
的边边角角，资金的流转、使用的规则不
再是强抵押强担保，而是无抵押无担保带
来的数据的真实性，业务的可渗透性。

可以说，推动数字金融“新基建”，是
一场进入“无人区”的探索。

“数字金融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金融端和企业端同时进行数字化转
型。”南京数字金融产业研究院负责人介
绍，研究院正加快打造扬子江数字金融平
台，为企业端提供快速“上云上链”等数字
化转型技术服务，为金融机构端提供一体
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目前，该平台的一
期开发已完成，未来，企业通过这一平台，
只要15分钟将基础情况一一登记，即可
完成注册，实现“上云上链”。

“我们在建设一条数字金融的‘高速公
路’，未来，当越来越多的企业、金融机构‘行
驶’在这条‘公路’上，数字金融的生态就会
形成，金融活水会源源不断流向实体经
济。”南京数字金融产业研究院负责人说。

金融创新“百花齐放”

去年，扬子江新金融创意街区开园，扬
子江国际基金街区揭牌，500亿规模先进
制造业国家大基金落户……江北新区新金
融中心建设蹄疾步稳，各类金融创新力量
在这里“百花齐放”。

“数字货币时代有望到来，我们已瞄准
这一方向做好技术准备。”南京区盟链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CEO李发强告诉记者，如若
进入数字货币世界，数字安全技术是关
键。因此，公司正在利用区块链、密码学等
技术，采用国产芯片，重点进行金融监管技

术的研发。
截至目前，南京数字金融产业研究院

已集聚示范企业36家，南京区盟链就是
其中之一。同样是研究院示范企业，通付
盾是一家以数字身份认证为核心的综合
数字技术服务商，利用区块链、大数据、视
频等技术，实现跨境贸易的远程开户并保
证其安全，来自金融、公安、通信、电力等
领域的上万家海内外企业、单位都是通付
盾的客户。

早在2018年，全国首个区块链产业
基金落地江北新区，这一百亿级基金在
2019年已吸引10余家区块链技术公司落
户江北新区。而如今，区块链这一常常被
应用在金融场景中的技术，将被用于江北
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

去年11月，南京数字金融产业研究
院启动“区块链+社会治理”项目，项目与
江北新区内两家街道合作，试点区块链技
术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正当项目要进
入推广阶段之时，遇上疫情，项目团队紧
急对试点街道开展调研，并得出调研结
论：业委会在防疫过程中作用突出，对物
业的督促和执行更坚决更严格，分担了人
财物的开销；小区资金管理体系急需构
建，疫情中的小区公共收入往往难以迅速
投入防疫工作；小区职能信息化需求十分
强烈，急需有公信力的决策工具提高效
率；涉及人口流动数据的平安体系建立更
是迫在眉睫，传统方式统计人口流动信息
费时费力且更新滞后……

“疫情期间的调研，进一步佐证了我
们前期对该项目产品设计的规划。”项目
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前期调研，“区块
链+社会治理”的产品功能体系初步定位
为建立小区内各种资金的监管和使用体
系、建立小区各类职能建设体系、建立流
动人口管控体系三个方面。产品计划于4
月中旬上线，相关的推广会持续到7月，
推广结束后预计试点小区居民参与度超
过80%。 本报记者 许雯斐

江北新区力争全年新增新金融企业100家

创新热土上，“新金融”强劲起势

本报讯 3月12日，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国际健康城
召开“拿地即开工示范项目”国际化名医中心云开工仪式。
视频一头的会议室里，项目方拿到行政审批部门颁发的施
工许可证，而视频另一头的工地现场，机器立马启动，项目
开动建设。

据介绍，国际化名医中心是南京市第一个“拿地即开工”
示范项目，计划明年年底竣工交付。项目方案批前公示结束
当天，国际健康城采用了“云开工”模式，极大地缩短审批时
间，突破疫情对项目开工建设的限制，是在疫情防控期间项
目开发建设推进中的重要创新举措。 （韩 雪 管鹏飞）

南京首个示范项目
“拿地即开工”

本报讯 近日，南京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南
京江北新区龙袍新城总体规划（2018—2035年）》、《南京
江北新区NJJBh010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南京江北
新区NJJBh030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龙袍新城是南京市总体规划中确定的“九个新城”之
一，是南京海港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长江南京段以
下12.5米深水航道开通，西坝港区变身为直接连通全球五
大洋的海港，兼具面向国际和服务内陆两大功能，作为国际
江海转运大港和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门
户地位将进一步凸显。江北新区将坚持高起点设计、高标
准组织、高质量建设、高水平招商，努力打造龙袍新城为新
时期新城建设的标杆。 （江新融）

江北新区龙袍新城
总体规划出炉

本报讯 3月10日下午，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
南京片区管理委员会暨行政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举行。

记者了解到，南京片区行政服务中心已从原服务点，搬
迁至南京江北新区服务贸易大厦，并于揭牌当天对外服
务。新址目前已开设24个窗口，进驻近90个事项，内容涵
盖海关、税务、公安、科技创新、商标申请、企业登记、投资项
目建设等多个领域。中心还设置了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南
京公证处、公章刻制四个窗口，为自贸区企业提供全方位、
全链条的专业化服务。

据介绍，南京片区行政服务中心已于2019年底，实现
100个事项“一证通办”、100个事项“一照通办”、50个事项

“一城通办”、150个事项“一指通办”。到今年年底，中心将
实现“一证通办”“一照通办”“一城通办”“一指通办”的事项
数翻一番。

去年年底，南京公布了“1+9”（1个总体意见和9个专
项支持意见）自贸区高质量发展系列举措，“1”即南京片
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南京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打造创新
高地、产业高地、开放高地三大高地，加快构建体现时代
要求、契合南京实际、具有示范意义的自贸区体制机制，
担负起“试在江北、用在南京、服务全省、贡献全国”的战
略使命。

自贸区获批以来，南京片区紧扣制度创新这一关键
点，擦亮了一批改革特色招牌。江北新区行政审批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南京片区行政服务中心将对“证照分离”
改革中的“告知承诺制”、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中
的“信用承诺制”等改革举措进行总结提炼，及时固化改
革成果，在各审批领域推行“信用直通、告知承诺、容缺审
批”等新型工作机制，持续放大创新举措的改革效应，全
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南京江北新区主要负责人表示，在防疫和经济发展
两手抓的重要节点，南京片区管委会和行政服务中心
的揭牌极具纪念意义。作为南京片区建设的主战场，
江北新区要将战略机遇转化为发展红利，全面落实改
革试点任务和支持政策，用创新实干按下自贸区建设
的“快进键”。 （许雯斐）

南京自贸片区管委会揭牌

“南京自贸片区成立以来，中国银行江北新区分行新增
开户数1000户，吸引外资资本金5000万美元。”中国银行
南京江北新区分行行长吴瑚介绍。在江苏自贸试验区揭牌
当天，中国银行南京跨境创新服务中心·自贸金融特色行挂
牌成立，并对外开放，这也是江苏首家以自贸区业务为特色
的专业银行。

着眼自贸区业务，中国银行南京江北新区分行按照
总省行“建设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战略要求，对自贸区
政策的深入研究分析和积极推广运用，充分发挥总省分
行、境内外机构和多元化平台优势，在江苏自贸区总体方
案发布后，成功叙做了一批境内外联动、公司个人交互、
线上线下同步的首发业务，实现了自贸区银行业务的南
京首笔、江苏首笔。

“我们围绕各项自贸新政，针对区内外向型企业需求，
推出‘自贸链金融’服务方案，优化企业结算流程，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吴瑚说。

“自贸链金融”服务方案，为这家自贸区特色行创下
了多个“首笔”。在“单一窗口”建设方面，围绕南京艾森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开户需求，实现首笔海关总署“单一
窗口”业务在南京自贸片区内的落地；在跨境金融服务
方面，携手中国银行东京分行，为客户办理江苏自贸区
首笔企业跨境融资提款币种与签约币种不同业务，大大
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为南京
联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叙做首笔中小微中银自贸
科创贷款业务；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为南京宁加实
验仪器有限公司办理江苏自贸区首笔货物贸易外汇电
子单证项下汇出汇款业务，为南京鑫业诚机器人科技有
限公司办理首笔在线结售汇业务；在支持完善人才跨境
金融服务方面，为自贸区内出境个人客户办理首笔中银
签证通跨境便民服务，为台湾个人客户办理首笔跨境人
民币汇款业务等。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已与江苏省自
贸办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此框架下，中国银行南京江北新
区分行将围绕南京自贸片区“1+9”政策体系，在融资、融
智、融合方面，服务南京自贸片区建设。

本报记者 许雯斐

吸引外资资本金5000万美元

“自贸链金融”创多个首笔

啃下“硬骨头”
断头路“一号工程”将通车

一条仅890米的道路施工项目为何被
称为“一号工程”？因为居民的需求和关注。

南京江北新区建设与交通局副局长曹旭
峰介绍，天华西路东延项目位于江北新区沿江
街道内，这条路西接泰冯路，东接天华南路。
虽然道路不长，却因为内部有宝塔山、城中村
和梅桂营铁路线，成为多年难啃的硬骨头。

下决心要解除断头路为居民带来的困扰，
江北新区将该路设为打通断头路“一号工程”。

已复工多时的天华西路东延项目现
场，此时正在紧锣密鼓施工，工人们在火花
四溅中焊接新的箱梁钢结构，这里将以双
幅高架跨过铁路向江北大道延伸。目前，
高架桥已经成功跨过铁路线，铁路下慢行
道涵洞也已建设完毕。

“预计七八月份完工。”曹旭峰说，项目
单位正加紧统筹施工，力争上半年实现主线
通车，该断头路打通后，又将多一条连接江
北大道的外出主通道。

今年，江北新区还将实施一批断头路打
通工程，截至目前，续建断头路项目已全
部复工。

百姓所需就是“一号工程”，在江北
新区，往日的交通顽疾正被一一
化解。“回家突然多了N种方式！”
去年12月30日，正是下班高峰，
家住南京江北新区桥北片区的居
民这样感慨。当天下午，江北新
区泰山街道桥北片区交通微循环
工程竣工通车，工程大大改善桥
北片区交通拥堵顽疾。

“大桥通车，桥北更堵，这样
的现实情况让周围居民苦不堪

言，江北新区把桥北片区交通微循环
项目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并在去年下
半年，完成了该项目。”项目相关负责

人说，项目通过构建U型通道、打通断头
路等方式，对症下药治顽疾。

增添“小美好”
穿越“繁花似锦”直抵幸福路

春日周末，一条樱花大道，将江北人休
闲的脚步从老山脚下，吸引到了长江之滨。
去年春季，青龙绿带启龙亲江公园的樱花林
就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观赏，今年，由于几条
道路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完工，江北新区可
以赏花的地方增多，更有江北居民呼唤“江
北新区可出赏花地图”。

去年 5 月，江北新区启动镇南河路、
天浦路、新浦路、兴隆路、临滁路、凤滁
路、万寿路等 7 条道路环境综合整治工
程。记者了解到，这7条路位于江北新区
核心区，原本为工业园区道路，道路狭
窄，环境较差。

记者于近日来到凤滁路，眼前双向四车
道的宽敞马路已完全不是旧日模样，道路两
侧，樱花盛开，不时有行人驻足，赏花、拍照，
不亦乐乎。

据介绍，此次整治的7条道路共计全长
13.35公里，整治内容主要包括强、弱电下
地，燃气和自来水管道消险改造，优化调整
道路横断面和雨、污水管网，景观绿化提升，
路灯并杆等。今年4月底，7条道路的整治
工程将全部完工。

从凤滁路再往长江之滨前行大约3公
里，青奥体育公园环路沿线，美人梅、染井吉
野樱、多花紫荆等树种营造出的梅山花海，
更是美不胜收。

美好的道路并不是城市独有，离开核
心区，来到几十公里外的头葛线，道路沿
马汊河建设，沿路配套增设慢性步道和
运动景观小品，风景运动道成了乡村的
独特风景线。近两年，江北新区大力推
动“四好农村路”建设，对农村公路提档
升级，2019 年建成项目 224.7 公里，完成
桥梁改造3座，全面焕新了农村公路的气
质形象。

一年常绿，四季有花，江北新区的大街
小巷正变为一条条繁花似锦的幸福路。

构建“大格局”
条条“大道”通江北

3月6日，和燕路过江通道左线隧道“复
兴号”盾构机掘进千米，进入“穿江”模式。
此消息一出，江北居民欢欣鼓舞。

过江，江北交通大格局中最为重要的一
环，近年来，江北新区也一直把推动过江交
通建设摆在至关重要的地位。

记者了解到，和燕路过江通道一期启动
南段工程，起于栖霞区的燕恒路与和燕路交
叉口，向北顺和燕路穿越长江，在八卦洲上与
浦仪公路交叉，全长约5.725公里。项目采
用隧道方式穿越长江主江，按双向六车道城
市快速路标准建设，计划2022年12月通车。

而一个不远将到来的好消息是，另一条
过江通道有望于年底通车。

2月25日，南京长江五桥完成复工后首
次吊装施工。目前，长江五桥项目已全面复
工，加紧抢回耽误的时间，预计整个主桥将
于6月份合龙，今年年底可建成通车。

长江五桥、浦仪公路夹江大桥、和燕路过
江通道、仙新路过江通道、建宁西路过江通
道……几大过江通道工程均在施工中，在南
京拥江发展的大格局之下，过江会更快更顺。

再看江北新区内，36.5公里长的江北大
道快速路，是江北新区区内大动脉，也是南
京连接苏中皖北的重要通道。去年，江北大
道快速化改造二期工程完工，从南京河西至
六合区，穿扬子江隧道后，可一路无红绿灯
到达，通行时间减少约20分钟。

如今，核心区内，又一条大动脉在进行
快速化改造。正在进行的横江大道（纬三路
—城南河路段）快速化改造工程完成后，将
大大改善江北新区核心区出行条件。

南京市主要领导曾提出，要把南京打造
成为“美丽可品味、空间可融入、历史可阅读、
温度可感知”的“诗和远方”。江北新区于近
日确定了2020年城建城管任务116项，年
度总投资389亿元。奔向“诗和远方”，新主
城建设快马加鞭！ 本报记者 许雯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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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公园里滨江公园里，，孩童追逐嬉戏好不热闹孩童追逐嬉戏好不热闹；；樱花大道上樱花大道上，，年轻年轻

面孔比面孔比““VV””自拍留下最美时光自拍留下最美时光；；快速路枢纽处快速路枢纽处，，车流交织呼啸车流交织呼啸

着奔向四面八方……拨开疫情阴霾着奔向四面八方……拨开疫情阴霾，，阳春三月的长江之北格阳春三月的长江之北格

外动人外动人，，此刻此刻，，重见昔日繁华重见昔日繁华，，邂逅新的美好邂逅新的美好，，那个曾被形容为那个曾被形容为

““大农村大农村””的江北新区已有了自己的的江北新区已有了自己的““诗和远方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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