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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高质量发展满意答卷

昆山高新区凝心聚力“全新一跃”
" 丁宇 许嘉 本报记者 张伟

在抓科创!转动能中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创空间成为江苏省级众创空间) 精密装备制造基地入选苏南科技成

在提颜值!塑品质中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

果产业化基地) 泽瞡医药成为苏南自创区潜在%独角兽*企业&苏州

在补短板!惠民生中推动群众生活高质量"

能讯获评苏州市级%独角兽*企业) 处于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总

在保平安!促稳定中推动社会治理高质量"

数突破 )%% 家) 举办第二届阳澄湖创新论坛等专场活动) 引进阎锡

在强基础!优队伍中推动基层党建高质量"

蕴+周成虎等院士重大战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阎锡蕴院士团

#$

队获昆山市%头雁人才*# 亿元项目资助) 新增国家级人才 #% 名+省

%!"#$ 年&昆山高新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

双创人才和博士 ' 名&新增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分站 ! 个) 万人发

理念&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围绕昆山市'做好高质量发展榜样!建

明专利拥有量 *! 件)

设现代化大城市!打造国家一流产业科创中心(的目标定位&以解放

在提颜值+塑品质中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
,积极参加%五区

思想为主动力&以人才科创为主方向&以争先进位为主抓手&迎难而

一线*深圳推介活动&智谷小镇科创中心全球发布&大渔湾商业街区

上&开拓进取&深入落实 #$ 项三年提升工程&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

闪亮开业&昆曲音乐喷泉令人惊艳) 有序开展园区内 !! 条市政道路

和党的建设新成效) *在日前召开的昆山高新区工作会议上&昆山市

建设) 新改建公厕 #) 座) 新增永久绿地 !)+* 万平方米&闲置土地覆

委常委&昆山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管凤良表示&!%&' 年

绿 #'.+) 万平方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成%政经分开*改革&白渔

是新中国成立 (% 周年& 是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

潭生态园+ 玉叶智慧蔬果产业园通过苏州市级现代农业园区认定&

年&是昆山撤县设市 )% 周年&同时也是昆山高新区开创人才科创新

%优来谷成*农业科创中心入选国家级%星创天地*名单) 新增新型职

局面&推动争先进位再提升&在更高起点上建设国家一流产业科创

业农民 #* 名) 狠抓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等%-/&*问题整改&鼎

中心核心区&启动建设一流创新型特色园区!推动更高质量发展的

鑫电子+凯达电子完成关停协议签订) 深入开展%!*)*专项行动&关

开局之年)

停转迁化工企业 && 家&鑫源热电燃煤机组按计划关闭停运&超额完

在这非同寻常的一年&昆山高新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

成年度减煤任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同比提高 - 个百分

进取!争先进位&加快建设国家一流产业科创中心核心区和一流创

点) 落实%河长制*&园区劣 0 类水质河道比例下降 ))+.,&国省考断

新型特色园区&以实际行动和更好成效推动昆山市发展实现%全新

面全部达标) 推进%三优三保*专项行动&拆旧复垦 &()+! 亩) 实现
&*'% 亩低效用地再利用&清理处置已批未开发用地 **! 亩) 在自然
资源部公布的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排名中&昆山高新区位列全国 &%个工业主导型高新区第 - 名)

一跃*&为昆山市做好高质量发展榜样!争当%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
先行军排头兵勇挑重担!贡献力量&确保以优异的成绩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 周年)

在补短板+ 惠民生中推动群众生活高质量,,
,公共服务支出
增长 &!+(,) 建成学校 &% 所&新增学位 -*!% 个) 整治校外培训机构

中科院安全可控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奠基

!%#$ 年& 昆山高新区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 亿元& 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亿元&增长 &&+-,&税收占比 ')+!,"工
业总产值 &!$% 亿元&增长 *+(,"到账外资 &+$( 亿美元&新增注册内
资 !'(+* 亿元"进出口总额 *!+' 亿美元&增长 -+(,"高新技术产业!
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分别为 *-+&,!*)+&," 服务业增
加值 )!* 亿元&增长 &%+.,"全社会研发投入占比达 )+.,) 在 !%#$
年公布的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排名中位列第 -( 位& 比上年提升 (

结构调整+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加快建成高新智造优势明显+%两高
两新*特色鲜明的一流创新型特色园区)

深入实施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三年提升工程& 狠抓人才科创+

策+攻坚克难) 强化%后招商时代*招商理念&把握市场化招商趋势+

持续争先进位&打造国家一流产业科创中心核心区) 由此&要加快塑

优化产业化招商布局+提升专业化招商能力&引进掌握核心技术+投

区早已成竹在胸)
一要推动人才提质+科创增效&全力建设产业科创中心核心区)

首先是力保经济稳健运行)深刻领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
断&强化经济运行分析机制&做好经济普查工作&定期研究+精准施

局&推行%不见面审批*&审批提速 )),) 新增市场主体 )+* 万户&同比

造平台载体%美*的形态) 如&加快推进 &%% 平方公里阳澄湖科技园

资体量大+牵引力强的重大项目 ! 个以上) 加快项目推进&精心组

增长 &&!+-,&总量突破 &! 万户&占昆山市 )*+*,) 构建新时代文明

建设&围绕%三湖两园一镇*科创布局&建设庙泾河中央水廊&着力打

织+抢抓进度&做到%一个项目+一套班子+一抓到底*&全力保障费斯

实践体系&启动文明城市创建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公民道德提升工

造沿河开放空间+沿湖休闲空间+绿色生态空间+人才科创空间+居

程&推行市民文明 &! 条&成立两岸青年俱乐部)

住配套空间&实现碧水+绿茵+英才+科创+新城深度融合&形成原创

托等签约项目落地建设& 确保年度 &% 个市级重大产业项目实现
)-+$ 亿元投资目标) 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推进装备
制造企业融资租赁风险补偿资金+华创毅达生物医药产业基金实质

在保平安+ 促稳定中推动社会治理高质量,,
,强化安全风险

成果集中+研发机构集聚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以快出形象+早成规模

评估管控&成立 . 个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开展 !( 个重点行业领域

为目标&匠心雕琢昆山智谷小镇&精品化规划设计大渔湖湖东区域&

性运作&研究解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动科

专项整治&完成 !) 个三级挂牌隐患整改) %智慧安监*平台接入企业

完成核心区 ). 万平方米景观布局&合作建设工研院四期+登云-两

技创新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新增上市挂牌企业 ! 家以上)

&$%% 家) 深入推进%))&*专项行动) 启用社会治理网格化联动工作
分中心&网格事件办结率 ''+',) %&!)-.*处置满意率 ''+(,)

岸.科教创新基地) 融入%垂直城市*%多层地表*概念&加快推进鑫欣

其次是力推产业高端攀升)稳步推进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

科创综合体项目&开工建设功率射频半导体产业创新基地&大力构

心和超算中心建设& 启动建设深时数字地球国际卓越研究中心&着

在强基础+ 优队伍中推动基层党建高质量,,
,全面落实意识

建集约+复合+高效+立体新型城市空间&打造国内知名的科技园品

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经济&不断壮大产业升级%动力源*) 加

形态工作责任制&抓好园区内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干部群众树

牌)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更大力

快新一代电子信息+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小核酸及生物医药三大支

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智美昆高新平台

度推进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昆山分中心+上海交大国际智能医疗

柱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集聚资源建设中科可控信息技术产业基

发布信息 !(% 条) 推进%红色头雁*工程&签订党建责任书 -(. 份&

装备-昆山.产业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国际先进技术研究院等一批

地&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集中力量推动智能装

%书记项目*立项 )&! 个) 实施%海棠花红+高新绽放*计划&建成党群

创新载体建设)

备产业链延伸&重点支持佰奥智能+美仑工业+睿翔讯通等企业突破

发力!全新一跃" 打造科创之城

高质量发展先看!成绩单"

咬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放松&要如何去拼搏+去奋斗0 昆山高新

帮扶就业指导中心建成投用&获评省级创业型园区) 成立行政审批

局&工青妇等事业持续焕发生机活力)

机器人特色产业基地

心奋力开创昆山高新区工作新局面)

建自主可控先进制造业体系为核心&壮大特色高端产业+推动产业

&&) 家&关停无证幼儿园 &. 家) 第二人民医院成立肿瘤多学科诊疗
中心+早癌筛查门诊) 建成动迁房 -&+& 万平方米) 发放各类救助金
-%% 余万元+城乡居民创业小额贷款 !)%% 余万元) 昆山市首家精准

服务站 )- 个+党群服务点 * 个) 各群团组织坚持聚焦中心+服务大

小核酸及生物医药产业园

终保持定力&咬定目标任务&狠抓关键环节&全力进取突破&万众一

要加快打造人才科创%优*的业态) 科技创新关键在人才) 要落

关键技术瓶颈&新增江苏省级示范智能车间 ) 家&打造占据产业链

实人才科创%*)&*计划&进一步放大%一个人才-团队.+一个项目+一

关键环节的 .%% 亿级产业集群"集成政策完善生物医药产业园管理

家企业+一条产业链*的创新链式效应&全力育%森林*+筑%高原*+攀

制度&高标准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园二期+血液制品中心+小核酸技术

%高峰*) 深化大院大所合作&设立国家 1234 中心-昆山.集成电路技

应用创新中心建设&加速 !& 个新药品种+医疗器械研发销售&推动

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平台& 高效运作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昆山分所+

生物医药产业向整个生命科学领域拓展&打造具有行业话语权的百

对于真抓实干的昆山高新区人来说&取得的成绩只是再出发的

南京大学昆山创新研究院+浙江大学昆山创新中心&新增新型研发

亿级产业集群) 对照创新型特色园区建设考核体系&引进设立国家

一个新起点) !%&' 年&昆山高新区再接再厉&目标任务再加码/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 $&%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 亿元+工业总

机构 ! 个&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 #%% 个&认定江苏省级以上科技计

级产业促进服务机构&大力实施特色产业培育计划&加快形成具有

划项目超 #% 个&新增江苏省级成果转化项目 ! 个) 发挥人才与科创

区域知名度的特色创新产业集群)

产值突破 &)*% 亿元&分别增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深圳.联络中心桥梁作用&进一步打响%阳澄湖创新论坛*等招才引

第三是力促动能加速转换)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回购+

资+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总额保持稳定&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

智品牌&突出量身订制+一人一策&面向全球集聚顶尖人才&引育国

合作开发等模式& 加快中环内企业搬迁收购& 盘活低效用地 &*%%

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均提升 & 个百分点以上&城乡居民可支配

家级人才 - 名+%头雁人才*团队 #5! 个&新增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创

亩&清理处置已批未开发用地 *%% 亩) 以产业创新+技术创新+研发

收入增幅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幅&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主

新创业人才及团队 . 个以上) 全力推动阎锡蕴+周成虎等院士科创

设计为主攻方向&加快综保区-西区.形象提升+功能拓展&打造高水

要污染物减排完成上级下达任务)

成果落地转化&抢占先进技术高地+未来发展先机)

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三年行动

%!%&' 年&我们倍感振奋+倍添信心&决心坚决&要把思想和行

要加快营造质量效益%高*的生态) 全力推进阳澄湖科技园体制

计划&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

动统一到中央+江苏省+苏州各项部署上来&统一到昆山市委十三届

机制改革& 进一步形成有力支撑昆山市产业生态的技术创新体系)

家&培育%独角兽*%瞪羚*企业 ) 家) 立足制造业雄厚基础&把人工智

六次全会作出的全年工作总要求和目标任务上来&统一到昆山市委

实施创新机构提升计划&完善创业苗圃+孵化+加速全链条培育体

能+%互联网9*+现代供应链等作为发展重点&前瞻谋划产业布局和

对当前发展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统一到'建设国家一流产业科创

系&支持机器人科技创业园+小核酸生物医药产业园创业服务中心

技术研发&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依托%好活*国家级共享经济案例

中心+打造科创之城(的中心工作上来&统一到推动经济发展+改革

争创国家级孵化器"成建制引进科技机构&争取国家实验室+大科学

研究基地&引导共享经济产业集聚发展&实现全年开票超 ." 亿元)

开放+城乡建设+文化建设+生态环境+人民生活'全新一跃(的具体

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昆山高新区布局) 强化 %产业上楼*理

积极建设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进一步提

部署上来&坚持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奋力在新一轮发展

念&高效运营科创综合体&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

升企业研发机构建有率) 瞄准总部研发+投资金融等领域&抓好丘钛

浪潮中勇立潮头&以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交出优异的'高新(答卷) *

的创新微生态系统&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服务链%三链融合*&让创

研发总部+桦汉研发中心+鼎鑫投资总部等项目落地&新增省级以上

管凤良表示)

新创业不再从零开始&用最小空间创造最大效益) 人才对营商环境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 !5) 家)

如何交出优异的高质量发展答卷0 昆山高新区给出的答案是&

最敏感&要系统化推进%放管服*改革&发挥人才科创发展服务中心

三要推动城乡提质+生态增效&全力建设美丽宜居样板区) 依据

要有更高的目标追求+更准的角色定位和更强的使命担当) 更高的

作用&营造更为宽松的双创环境) 深化科技金融融合&高效运作基金

%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重要论述精

目标追求& 就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和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

群&持续做大做强昆高新集团) 重视高价值专利培育&提升%零发明*

神&深化%美丽昆山*建设&推动城乡精明增长+精致发展+精细管理&

要以%归零再出发*的心态+%跳起来摘果子*的姿态&与时俱进弘扬

企业%清零*服务辅导针对性+有效性&力争实现园区规上工业企业

让宜居环境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 全力推进城市建设高质量&大力

%昆山之路*精神&主动把自己放在更高的发展%坐标系*) 更准的角

发明专利授权全覆盖)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 件&647 专利申请超

实施乡村振兴&同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使城市更靓&农村更美&环

色定位&是指昆山高新区正全力建设国家一流科创中心核心区) 所

.% 件) 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比例达 $+*8)
二要推动经济提质+发展增效&全力建设创新特色先导区) 以构

境更优)

谓核心区&就是要形象美+产业优+效益高) 更强的使命担当&就是始

四是推动民生提质+保障增效&全力建设幸福平安示范区)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把握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续

个名次&实现建区以来最高排名)

充实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抓科创! 转动能中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昆山高新区获

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干部队伍的建

科技部批准建设国家创新型特色园区) 启动建设国家一流产业科创

设) 要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围绕%忠诚+担当+落实+创

中心核心区&打造 #%% 平方公里阳澄湖科技园&形成%三湖两园一

新+清正*&深入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建设&为各项工

镇*科创格局) 昆山智谷小镇成为苏州惟一入选全国 .% 强的最美特

作有效开展提供坚强保障)

色小镇) 中科院安全可控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一期工程开工建设&

%新年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管凤良总结说&%改革&是昆

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成功落户&中科院超级计算中心加快建

山高新区奋勇争先的力量"开放&是昆山高新区永不止步的精神"创

设) 费斯托!丘钛总部!桦汉总部签约落户) 启动鑫欣科创综合体项

新&是昆山高新区与生俱来的气质"发展&是昆山高新区矢志不渝的

目&成立功率射频半导体产业创新基地) 设立运作国家技术转移东

追求) !"&' 年&昆山高新区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姿态&为

部中心昆山分中心!工研院上海技术合作中心!澳大利亚蒙纳士大

昆山高新区实现争先进位+ 打造国家一流产业科创中心核心区+建

学-昆山.产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 新增新型研发机构 ! 家) 小核

设一流创新型特色园区而努力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酸生物医药产业园创业服务中心获评江苏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皓

(" 周年) *

阳澄湖科技园

智谷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