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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现代化创新产业体系构筑现代化创新产业体系 丰富丰富““园区经验园区经验””实践内涵实践内涵

“苏州工业园区综合竞争力跃升至全国第二，并
一举拿下产业竞争力、人才竞争力两个单项第一。”
在前不久举办的2020中国生物技术创新大会上，中
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发布《2020中国生物医药产业
园区竞争力评价及分析报告》，超凡的表现让园区
再次成为瞩目的焦点。

锁定生物医药这个“一号产业”，苏州工业园区
已集聚20个中外院士团队、72位“国家顶尖人才”
的团队项目、超1000名各级领军人才，带动创新
人才总量超4万人，创新型企业数量、创新型人才
规模、近三年新批生物创新药数量、企业融资总额
等指标均占全国20%以上。

独墅湖畔，信达生物制药集团仅用9年多时
间，就实现了4个单抗药产品获批上市的发展奇
迹。目前，企业已建立起一条包括23个新药品
种的产品链，覆盖肿瘤、代谢、自身免疫等多个疾
病领域，打造了包括新药研发、生产及质量、临
床开发、商业化销售的贯通生物创新药开发全
周期的高质量技术平台。在业内，“信达速度”
不仅刷新了世界纪录，也成为苏州工业园区悉
心培育生物医药产业的最佳体现。

面对“井喷”的产业红利，园区人并没有止
步。基于对行业的深度认知，他们已将目光瞄
准下一个“风口”。今年5月，苏州生物医药产
业园位于桑田岛区域的二期项目全部启用，
将产业链的触角延伸至免疫治疗领域，致力
于打造一个高标准产业化基地。“细胞与基因
治疗，是我们未来重点布局的产业方向。”苏
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庞俊勇说。目前，产业园内已集聚该领域创
新企业近30家、领军人才10余位，基本形
成基因编辑治疗、免疫细胞治疗、干细胞治
疗以及其它基因治疗（mRNA等）四个细分
领域。

前瞻布局、科学谋划、持续发力，这是
苏州工业园区发展包括生物医药在内的
所有重点产业的“秘诀”。多年来，园区坚
持引进和培育并举，逐步形成了“2+3”特
色产业体系：“2”是指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3”是指生物
医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应用三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

“纳米技术应用产业起步更早。”相关负责人举
例，早在2006年，园区就将纳米技术应用作为重点
产业打造，2010年又率先将其列为区域战略性新兴
产业，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探索出“八个一”发展机
制，即制定一个产业规划、组建一家国资公司、建设
一个产业园区、引进一批大院大所、设立一只产业
基金、成立一个服务机构、搭建一批合作平合、打造
一个品牌盛会。目前，园区已成为世界八大纳米产
业集聚区之一。

再如，针对人工智能产业，园区明确了智能芯
片、智能软件、智能硬件三大主攻方向，要求围绕
主攻方向着力引育一批创新企业，聚力建设一批
重大平台，加快开放一批应用场景。截至目前，
园区已集聚人工智能相关企业650家，从业人员
超2万人。

连续多年，三大新兴产业保持30%以上的
增幅，去年总产值超2030亿元，新兴产业、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分别达
到61.3%、70.1%。今年8月，园区发布推动新
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提出要深
化产业制度集成创新，力争全年生物医药和
纳米技术应用两大产业产值双超1000亿元，
人工智能产业产值超400亿元，全力打造苏
州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地标核心区、世界级
纳米技术应用产业集群和全国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高地。围绕这一目标，今年下半年，
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中国国际
纳米技术产业博览会、中国医药创新与投
资大会等一系列行业重量级会议密集举
办，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针对两大主导产业，苏州工业园区经
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通过广泛宣传、
重点挖潜、支持引导，推动企业获得一批上
级荣誉称号、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创
制一批新标准、转化一批重大成果。特别
是在支持“5G+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方
面，园区已率先实现5G信号全覆盖，夯
实了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
转型基础。数易其稿、即将出台的《苏州
工业园区关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意见》，将为园区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构建“2+3”产业体系：

把“产业地标”树起来

从“学习

借鉴”到“品牌输

出”、从“引进来”到

“走出去”、从“园区制

造”到“园区创造”、从

“先行先试”向“示范引

领”……开发建设26年以

来，苏州工业园区实现了一

个又一个重大跨越，经济密

度、创新浓度、开放程度跃居

全国前列。昔日阡陌纵横的

农田水乡上，一座现代化产

业新城傲然于世。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苏州工业园区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经济指标实现逆势增长：1

至11月，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4570亿元，增长5.6%；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362.62亿元，同比

增长3.5%；实际使用外资18亿

美元，同比增长92%；完成进出

口 863.5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7.9%，成为全省经济复苏最快、

发展态势最好的区域之一。

当前，苏州工业园区正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和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指示精神，

紧抓“一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自

贸区建设等多重国家战略叠加实施

的历史机遇，努力扛起“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光荣使命，在

实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排

名“四连冠”的基础上，补齐短板、拉

长长板，加快构筑现代化创新产业体

系，不断丰富“园区经验”的实践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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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苏州工业园区举办上市苗
圃答谢嘉年华，近300位上市苗圃企业家
及服务机构代表齐聚金鸡湖畔。“上市苗圃
工程是园区创新推出的专门帮助企业对接
资本市场的一项服务。”苏州工业园区企
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杜丰说，“我们的初
衷是，既要服务企业上市，又要服务上市
企业。”

目前，上市苗圃库中的企业主要集
中在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和人工智
能三大领域。针对行业特点和企业自身
情况，园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采用“一企
一策”模式，为每一家入库企业量身定
制服务方案。按照计划，至2021年，苗
圃工程入库企业将输送拟上市企业不
少于30家。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做强“龙头支
撑”的上市企业，是苏州工业园区构筑
现代化创新产业体系的题中之义。随
着一批“高、精、尖”企业加速成长，资
本市场“园区板块”持续扩大。截至
目前，园区累计实现境内外上市企业
43家，其中A股上市30家、香港联
交所11家、纳斯达克1家、新三板精
选层1家。

和铂医药（苏州）有限公司是今
年园区第8家上市公司，于12月10
日登陆港交所主板。和铂医药执行
董事、首席执行官兼董事会主席王
劲松说，公司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
园建有一个近3500平方米的实验
室，未来还将在产业园建设中试生
产基地，满足临床样品生产以及潜
在商业化生产的需求。在他看来，

园区既有贴心的亲商服务，更有蓬勃的产业
生态，是企业创新发展的理想环境。

今年7月，苏州工业园区发布营商环境
“新30条”，围绕“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优化
政府服务”两大维度安排了30项主要任
务，并梳理细化成近200项任务清单，其中
100多项举措为国内首创或领先。

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丁立新说，“新30条”是对苏州工
业园区营商环境的又一次集成优化，明
确了园区深化营商环境改革的“时间
表”和“施工图”。作为苏州自贸片区
实施地，苏州工业园区以“打造全国开
发区中最具示范的营商环境高地”为
目标，完善营商环境建设推进机制，
开展营商环境建设成效评估，为擦亮

“苏州最舒心”营商环境 4S品牌作
贡献。

用优质服务留住企业，用良好
生态“黏”住企业，园区人信心满
满。有了这样的底气，园区今年提
出，要精准引进一批强链补链延链
项目，加速培育高水平创新企业集
群，引导企业及其项目实实在在地
嵌入园区产业链中，力争年内新增
科技项目1000个；支持独角兽和
瞪羚企业发力奔跑，力争年内培
育独角兽企业总数达10家、瞪羚
和瞪羚培育企业450家；壮大高
新技术企业主力军团，力争年内
净增高企600家，有效期内高企
总数超2000家……临近年末，
一个个“小目标”已一步步变成
现实。

优化营商环境：

把“头部企业”聚起来

“从人才奖励政策发布，到首
批奖励资金发放，中间只隔了短短
一个多月，这充分体现了园区对人
才的重视。”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
司总经理罗伯托·福西塔诺说，对他
而言，这不只是一笔物质奖励，更是
一份沉甸甸的荣誉。

人才被认为是产业创新发展的
“第一资源”。人才的结构和层次，一
定程度上就决定了产业的结构和层
次。近年来，苏州工业园区深入推进

“以产聚才、以才兴产”的人才优先战
略，通过大力实施金鸡湖人才计划，在
全球范围汇聚和配置人才资源。

今年4月，作为苏州自贸片区建设
的承载地，苏州工业园区结合产业发展
需要，对标先进地区，集中出台了《关于
加快集聚高端和急需人才的若干意见》
（简称“人才新政30条”）、《关于加快集聚
生物医药产业人才的若干措施》（简称“生
物医药产业人才政策15条”），在以往人
才政策的基础上打造“升级组合版”。

以“人才新政30条”为例，该政策面
向顶尖人才、领军人才、高层次人才、紧缺
人才等各类人才，从创业扶持、人才住房、
人才补贴、企业引才、人才培训培养、外国
人才引进、人才服务等多维度发力。根据
新政，在园区产业发展或前沿科技领域做
出突出贡献的高端人才，以及园区新兴产
业领域新引进的紧缺急需人才，年薪高于
40万元的，按规定根据个人薪酬给予每年
不超过40万元的奖励，有特殊贡献的最高
可给予每年100万元奖励。在创业扶持方
面，政策提出顶尖人才补贴金额上不封顶。

“发布政策不难，难的是政策如何真正落
地和兑现。”苏州自贸片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
祝欢说，在苏州自贸片区，只要说到，就会不
打折扣地做到。今年6月，“人才新政30条”

里提出的高端和急需人才奖励首次
发放，34人获得超800万元，罗伯
托·福西塔诺就是其中之一。他说，
园区的诚意和高效，让他更加坚定
了在这里深耕发展的决心。今年，礼
来又在园区新投资了一个胰岛素罐
装工厂项目。

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园区人才
服务不断加码，“亲才”氛围越来越
浓。今年7月，在2020年（第十二届）
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期间，园区一举
发布三项人才服务机制——打造长三
角地区首个“高层次人才智力共享平
台”，致力于构建兼具行业深度和创新
活力的“智力共享生态圈”；建成苏州
市工程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基地，为科研
人员提供更便利的高级职称评审服务；
启动“金鸡湖合伙人计划”，整合本地头
部服务机构的资源，形成服务人才的合
力……

“对高端人才来说，到园区创业或工
作，自己及配偶、子女均可参加园区的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落户、入学等事项均可
在‘一网通办’政务服务系统一键办理，若
没有住房还能申请设施齐备的公租房、长
租公寓等……”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发展服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打造全生命周期人
才服务体系，就是要替他们考虑到方方面
面的细节，甚至连驾照转换这样的小事，我
们也提前想到了。”

目前，苏州工业园区累计集聚各类人才
超45万人，其中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超5万
人，入选领军人才数持续保持全国开发区和
省市第一，被评为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基地”“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被确定为中组部人才工作联系点。一批批优
秀人才在园区扎根，带来了创新创业的活力，
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动力。

升级人才政策：

把“高端人才”留下来

作为苏州自贸片区的标志
性门户项目，今年10月，苏州自
贸商务中心启动建设。该项目
位于苏州工业园区企业总部基
地核心区域，总占地面积约7.16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6.3万
平方米，有机整合研发办公、商务
办公、商业、会展、酒店等多种业
态，总投资近40亿元。

这一年多来，包括苏州自贸
商务中心在内，一大批创新项目
在企业总部基地加速汇聚。从去
年5月中锐集团总部大楼项目开
工，到去年 8 月恒泰创新中心开
工，再到今年2月君实生物医药总
部基地项目进场……企业总部基
地朝着“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有机
融合的区域门户枢纽”这一目标稳
步迈进。

产业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载体
支撑。当前，苏州工业园区正全力推
动四大产业园——高端制造与国际
贸易区金光科技产业园、独墅湖科教
创新区上市企业产业园、阳澄湖半岛
旅游度假区企业总部基地、金鸡湖商
务区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的开发建设，
鼓励支持符合功能定位的新兴产业项
目向产业园集群、集聚发展。

今年起，依托四大产业园，园区积
极创新招商方式、拓宽招商渠道，跑出
招商引资“加速度”，推动产业向更高端
攀升。

特别是下半年以来，多个全球巨头
企业密集在园区“加码”“扩容”。7月，
丹纳赫中国诊断平台研发制造基地项目
落户园区，项目总投资上亿美元，规划建
设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功能，未来将主

要从事快速诊断仪器和试剂研
发、生产、销售，预计于2023年
投产。据悉，美国丹纳赫集团
成立于1984年，是全球领先的
科学和技术创新型投资集团，
业务遍布125个国家。这是丹
纳赫集团继旗下贝克曼库尔特
公司后第二次落子园区。

从产业类别上来看，园区引
进的项目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
新一代信息技术、总部经济和现
代服务业等领域，其中，生物医药
及医疗器械领域是最大亮点。除
了丹纳赫中国诊断平台研发制造
基地，园区今年还引入了参天制药
全球眼科制药基地、罗氏组织诊断
及系统试剂项目、百多力心脏起搏
器研发制造基地、巴可医疗影像设
备研发制造等项目。

放眼全球，在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下，投资增速普遍放缓，但苏州工
业园区“一枝独秀”。今年 1至 11
月，园区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62.62亿元，同比增长3.5%。在重点
项目建设推进方面，截至11月底，4
个省重大项目全部开工，完成投资
12.80亿元，完成率150.6%，列苏州全
市第二；康美包亚太无菌包材厂、亚盛
医药小分子化学制剂药品基地、北部
市民中心、金鸡湖隧道等市重点项目也
在加快推进。

据统计，开发建设20多年来，园区
已累计吸引外资项目4500多个，实际
利用外资341亿美元，91家世界500强
企业在区内投资了144个项目。这张漂
亮的成绩单，充分体现了园区招商引资
工作的“高水平”和“专业化”。

打造四大产业园：

把“创新平台”建起来

■ 本版撰稿 孟 旭
■ 图片提供 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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