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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吴中高新区
累计申报高企58家，增长65.7%，科沃
斯获得中国专利奖，智汇湾等3家众创
空间获省级备案，天曈威视等3家企业
获批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吴中高
新区成功获批省级知识产权示范园
区，全年专利申请突破1万件，创新动
能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吴中高新区聚焦“中心城
市核”核中之核定位，以建设产业载
体、发展楼宇经济相结合全面推进“城
市更新、产业升级”。通过着力深化

“大院大所”战略，整合“载体+平台+产
业+人才+创新”引育优质高新技术产
业平台，着力实现楼宇载体和楼宇经
济提档升级。先后成功引进中科院纳
米所吴中双创基地、中农大有机循环
研究院（苏州）、武汉大学武珞科技园
等6大高层次科技产业园，逐步形成以

“大院大所”为核心、“十大产业园区”
为骨干、30余个产业楼宇为支撑的新
型楼宇经济模式。

一个大厂房，三条处理线。太湖
水草、芦苇、水稻秸秆甚至河道淤泥经
粉碎混合后，通过巨大的筒仓反应器，
变成原料。餐厨垃圾则通过发酵一体
机和槽式堆肥反应器，变成另一种原
料，而这都只要7天时间。两种原料
混合互补，就变成了珍贵的有机肥。
近日在位于吴中区临湖镇的国内首个
环太湖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示范
基地可以看到，这个今年8月投用的
基地已经开始为环太湖城乡垃圾处理
发挥作用。

研发在吴中高新区、生产基地在
临湖，这一由中农大有机循环研究院
投资建设的基地，也开启了吴中高新
区“大院大所”创新发展新模式。2017
年，中农大有机循环研究院正式签约
落户吴中高新区。研究院围绕有机资
源循环利用领域开展技术研发、平台
建设、项目孵化、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等
工作，建设开放式创新孵化和成果转
移转化平台。

“目前研究院已集聚50多名高层
次科研人员，力争打造成我国有机资
源循环利用领域重要的创新研发和产
业集群高地。”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循环
研究院（苏州）院长、中国农业大学资
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李季表示。而吴中
高新区也将助推研究院深层次参与国
家战略，探索筹建中国湖区研究院。

（石奇凡）

吴中高新区
一年新增58家高企

本报讯 日前从吴中高新区传来
消息，吴中高新区正在深入推进社会
治理“一张网”建设基础上,通过积极
构建“基层治理云平台”，进一步提高
安全监管水平。

近年来，吴中高新区不断推动
“城”与“人”的和谐共处。结合自建
数据库和接入上级数据，构建基于
大数据平台的工作模式。突出“线
上线下”全网融合，坚持“大数据+网
格化+铁脚板”模式。依托“企业云”
平台，打通天穹系统、电子门牌和市
场主体监管一体化通道，着力打造
吴中高新区基层治理服务云平台。
下放综合行政执法权限，试点整合
18 个安全生产领域等监管工作，不
断提高安全生产监管、“263”“331”
整治效率。

今年疫情发生以后，由吴中高新
区开发的“企业云”店铺防疫微信小
程序正式上线，以创新非接触式防
控手段，对辖区商铺实现智慧防控、
科学防控。平台采用微信小程序形
式，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实现网格力
量督促指导、沿街店铺在线提交自
主申报、在线审核复业申请的主要
功能。小程序使用中，需要填写店
铺及从业人员基本信息、从而有效
助力疫情防控。

充分利用技术手段，高水平完成
老旧小区安防设施建设。通过科技
赋能，有效压降各类警情，提高工作
效率，确保治安态势持续提升。综
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全面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全力打造平安稳定的高新区。
目前，新技术使用已经覆盖 76个老
旧小区，依托吴中“天眼”系统实现
了对老旧小区出入口、内部道路、公
共区域等部位的智能化监控，区域
内治安形势持续向好，提升了社会
综合治理能力。

此外，吴中高新区还树立打造“智
慧小区”理念，请第三方公司专门设计
了一套电气火灾及烟感监测系统——
智慧消防，通过对老旧电线及消防烟
感等设备进行不间断数据监测，再利
用数据分析找到可能存在的电气安全
隐患，给予居民改进建议，弥补了老旧
小区物业管理力量薄弱难题。物业公
司收到数据后，立即交由专业维修人
员上门检修，将漏电点及时维修完毕，
形成了电气火灾隐患从发现、监管到
治理的有效闭环。

（顾洁婧 吴心言）

吴中高新区
构建“基层治理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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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吴中区产业资本中心
正式签约挂牌吴中高新区龙西大
厦。吴中高新区和吴中金融控股集
团将重点通过导入金融、科技、人才
资源，集聚高端服务业、金融产业，形
成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全力打
造吴中金融科创服务新标杆。

吴中区产业资本中心的落地，是
吴中高新区集聚产业资本、做强楼宇
经济、服务全区金融资本发展的一个
重磅案例。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
市中心区受土地要素供应的限制，产
业面临空心化的危机。作为吴中城

区的吴中高新区，近年来一直在探索
这些发展瓶颈的破解之道。

“现实条件倒逼我们必须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引领，站在全市
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时
代新方位中，积极建设现代化产业新
体系，构建符合城市中心区的最优产
业质态。”顾强表示，一方面，要依托
原有产业基础推动产业链现代化，提
升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另一方面还要
重点以科技研发类、总部经济、现代
服务业为主导，科技金融、生物医疗、
文化创意为支撑，下大气力突破一批
产业中的头部企业、核心环节企业，
积极构建产业生态圈。

明确做强产业质态的大方向，吴
中高新区做好存量升级、增量拔高、
联动资源，加速布局城市核心区转型
的“战略支点”——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
科沃斯机器人是本土培育、率先走向
国际市场的典范企业之一，围绕其发
展打造上下游产业链，突出特色战略
产业优势，不仅带动了区域发展，也

为企业自身提供了有效支撑。
把高新区定位成全区的“孵化

器”和“加速平台”，以“一区三园”管
理模式，向外拓展空间，以中心城区
（吴中高新区）为轴心，木渎、胥口、甪
直分园为东西两翼，打破传统各自为
战的招商引资模式，实现项目资本区
内流动、协同发展。

积极引入中农大有机循环研究
院、中科院苏州纳米所国家双创吴中
示范基地等一大批产学研载体，全面
提升创新浓度；积极对接大型“城市
产业开发运营商”，争取大项目突破
和产业全面提升。引进香江集团、星
河集团等众多重点产业项目，打造土
地、楼宇、住宅、产业相融相促的产业
社区生态体系，持续为产业升级发展
增添动力。

除了锁定大项目，还要有“小而
美”项目“加持”。围绕居民的生产生
活，在区内拥有20多家律师事务所、
30多家一级支行的基础上，不断扩
大现代服务业范围。

“支点”找准，撬动作用更明显。

以大院大所导入为例，由吴中区、吴
中高新区、中科院苏州纳米三方共建
的中科院苏州纳米所国家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吴中示范基地，旨在推动中
科院技术成果在吴中转化落地，助力
本土战略新兴产业迅速发展。

“成立短短两年间，基地已累计
入驻53家高新技术企业，每周都有
新项目进行洽谈。”该基地运营主体
苏州市吴中中科育成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吴振华介绍，针对高新区
资源紧缺、发展空间有限等现状，当
下基地正与甪直集团展开合作，计划
投资4.7亿元，在甪直紧邻苏州工业
园区的位置，建设一个总面积约7万
平方米的先进制造产业园。“产业园
建成后，入驻基地的企业将形成从楼
宇初步孵化到产业社区二次成长的
发展闭环。”

“依托龙头企业、大院大所、金融
服务等一系列项目支撑，高新区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经济活力凸显。”高新区经发局
局长方针介绍。今年，吴中高新区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19.1亿元，同比增
长6.7%；注册外资6000万美元、注
册内资145亿元；完成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92亿元。

做强产业质态做强产业质态,,找准城市核心区转型战略找准城市核心区转型战略““支点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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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一场年度股金分红仪
式在吴中高新区（长桥街道）龙桥社
区内举行。今年，合作社虽然以打卡
取代现金的形式分红，但大家还是早
早带着股权书到合作社签字盖章确
认。“我们家家户户都入股了，合作社
用这些款项招商引资，今年拿到不少
分红，日子更有奔头！”前来签字确认
的居民卢国栋兴奋地说。

2016年11月，吴中高新区成立
苏州长联置业发展有限公司，7个涉

农社区实行“抱团发展”，专门整合资
金，开启集体经济转型发展新的探索
和创新。这些年来，长联置业频频出
手，大力开展异地收购，并积极探路
股权投资，确保集体经济稳步增值。

“自社区政经分开、‘抱团发展’以来，
集体经济效益向好，我们确保合作社
有12%的年收益，在全市处于领先地
位。”龙桥社区党委书记沈文昌介绍，
以5口之家举例，一人入股5万元，年
底就能拿到3万元分红。

在富民增收的同时，吴中高新
区不断深化惠民利民举措，补齐民
生短板。今年，高新区成立了吴中
区首家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并朝着
品牌化、智慧化、综合化的方向努
力。中心以“善美高新，幸福引领”
针对老年人不同需求设置助餐点
或提供上门送餐服务。“老人们可
以在中心用餐、锻炼，一站式服务、
一站式解决问题，还可以在中心以

外远程问诊。”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局长夏巍介绍。

老有所养，还要病有所医、学有
所教，更要朝着更高质量迈进。今
年，吴中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正式开
工，吴中实验幼儿园9月启用开园，
长桥中学、苏外学校建设工程按期推
进，长桥中心小学、幼儿园建设方案
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高新区以载
体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特色教育为
抓手，不断做强学校的硬件设施、提
升教育教学软实力。通过为教师们
搭建人才库，个性化分析和综合统计
目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力争在
1年之内补齐短板。在特色教育方
面，依托区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背
景，各学校因地制宜，以科技教育为
特色，投入250万元作为各个学校的
创新实践经费。

高新区人口密集，共有21.4万
常住人口、7.6万户籍人口。住户多

为老年人和外地流动人口，给社区
治理增添了难度。为此，吴中高新
区近年来不断探索以党建引领凝
聚发展合力，坚持项目化落实党
建、群建、社建“三建共建”。全省
首创的“和谐微实事”社区参与式
治理，让百姓决定预算怎么花、花
在哪，今年已扩面到运河以北11个
社区，总计3.6万群众参与，征集意
见5万余条，参与率达30%，本月，
从百姓中征集上来的75个民生实
事项目将全部完成。

“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
深度融合，密切党群联系，有力推动
了我们筑牢‘高新引力’党建品牌、画
好‘高新善治’同心圆。”吴中高新区
党工委副书记张建琳表示，全面小康
的落脚点，就是要让全体老百姓共享
发展成果，进一步提供精细化、精准
化民生服务，不断凝聚群众、引导群
众，更多地发动群众参与共建共治，
让基层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同频共
振，促进高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做实惠民服务做实惠民服务，，全力推进全力推进““首善之区首善之区””建设建设

驱车从长桥向东吴北路行驶，吴
中区图书馆、文化馆、规划展示馆、青
少年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和
苏州保利大剧院“五馆五中心”呈现
出现代建筑的美感，高耸的东吴塔与
中润苏州中心相映成趣，一条城市干
道的模样渐趋清晰。

“这几年，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
的感受——吴中的中心城区越来越
有味道了！”家住东吴社区的居民唐
振生说。

作为吴中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
心，吴中高新区也是曾经的工业生产
孕育体和老旧小区密集地，辖区内
200多个小区中，一半以上是老旧小
区。面对产业和环境之间的矛盾、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城市建设不
相匹配等问题，吴中高新区不断思考
如何在有限空间内盘活整体资源，从

而实现老城“重生”，提升群众的满意
度和生活舒适度。

“近年来，通过城市修复和生态
修补，我们在已经拆除的城中村区域
完善医疗、教育等社区配套，同时提
升绿化、公共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高新区建设局副局长许涛说，随着生
产型企业迁出，适合“中心城市核”发
展的研发、科技和金融型企业保留下
来，朝着“产兴城、城宜人、人乐业”的
方向发展，形成工作圈、生活圈和休
闲圈“三圈融合”的产业社区形态。

聚焦“核中之核”定位，吴中高新
区不断提升城市业态、形态、生态，彰
显“城市魅力”。东吴北路主轴城市
核心功能区布局加快形成，国裕一期
二期、龙桥大厦、龙西大厦等项目不
断拔高“城市高度”。依托宝带桥、澹
台湖景区、公共文化中心、凤凰文化

产业园等构建“大运河文化带”，打造
城市“游憩中心”。“两大十字轴、一条
文化带”城市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商
务、文化、游憩、高端产业“四大中心”
加速成型。

今年，吴中高新区更是以“颜值
提升”为行动目标。以文明城市三
年复评大考为抓手，坚持“实战化”
路径，树立“精品化”理念，不断健全

“网格+治理”模式，持续巩固和拓展
“831”环境综合整治提升专项行动
成果, 进一步优化交通、街面、小区
管理，推进宝带路城市中心景观改
造，不断刷新城市颜值，提升城市品
质，继续攻坚蓝天、碧水、净土“三大
保卫战”,着力实现城市共建共管、
共治共享，真正肩负起中心城区的

“颜值担当”，让吴中高新区成为宜
居宜业、富有活力、智慧人文的品质
之地。

“‘十四五’期间，必须更加主动
融入苏州主城同城发展，持续推进城
市更新，努力打造苏州主城南中心。”
吴中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
任徐敏表示，吴中高新区将坚持走好
产城融合道路，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城
市设计，邀请专家多方论证新家片
区、蠡墅片区规划，大胆实践“产业社
区”理念，同时立足老旧小区多的特
点，创新试点老新村居民自主更新，
着力提升群众舒适度、满意度。

立足主城立足主城““CC位位””，，打造高颜值精致化城市空间打造高颜值精致化城市空间

1111 月月 1616
日日，，吴中高新区随吴中吴中高新区随吴中

赴深圳招商推介赴深圳招商推介，，与香江集团与香江集团、、
深圳优矽科技深圳优矽科技、、极视角科技等一批创新极视角科技等一批创新

型企业签约型企业签约；；1111 月月 1919 日日，，在苏州大院大所在苏州大院大所
合作发展大会上合作发展大会上，，吴中高新区顺利跻身全市前吴中高新区顺利跻身全市前

十十，，获得获得““产学研合作示范区产学研合作示范区””荣誉荣誉；；1111 月月 2323 日日，，
赴上海参加苏州吴中检验检测服务宣传对接会赴上海参加苏州吴中检验检测服务宣传对接会，，总总
投资投资 11 亿元的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医学检测项目亿元的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医学检测项目
落户这里……一个月来落户这里……一个月来，，吴中高新区好消息不断吴中高新区好消息不断，，运运
河吴中段两岸涌动着蓬勃发展的生机河吴中段两岸涌动着蓬勃发展的生机。。

聚焦融合发展聚焦融合发展，，聚力首善南城聚力首善南城，，吴中高新区跑出吴中高新区跑出
发展加速度发展加速度。。吴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顾强表示吴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顾强表示，，
吴中高新区按照吴中区吴中高新区按照吴中区““一核一轴一带一核一轴一带””总体布总体布
局局，，坚持坚持““城市更新城市更新、、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两大主线和两大主线和

创新驱动战略创新驱动战略，，科技引领推进科技引领推进““一区三一区三
园园””建设建设，，做强做强““中心城市核中心城市核””核中核中

之核之核，，奋力打造高品质的奋力打造高品质的城城
市核心区市核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