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报讯（黄自刚）近日，
苏州市工信局发布2019年苏
州市示范智能车间名单，高
新区11家企业榜上有名。截
至目前，高新区已涌现国家
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2
个，国家级智能制造综合标
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2个；
获批江苏省示范智能车间33
个等；拥有国家服务型制造
示范平台1家，国家服务型制
造示范企业1家，获批省级以
上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7家。

这一强大的智能制造企
业集群的崛起得益于高新区

各方及相关政策的合力支持
与助力。智能制造已在苏州
城西搭建起了一个快速成长
的产业链与生态链，形成了
工业互联网、高档数控机床
等制造业和信息化深度融合
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

一支“国家队”
擎起一条产业链

11月 19日，苏州胜利精
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富强科技向一家德
国企业交付了 8条智能自动

化产线，并提供“智慧车间”
解决方案。当天，富强科技
工程师们对照着德国企业的
订单在调试完后，将产线所
有单机设备装车发往德国。

向世界制造强国输出高
端智能制造装备底气源自胜
利精密在智能制造领域的精
耕细作。

作为国家级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项目、国家级智能制
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
项目的“双料冠军”，胜利精
密在智能制造上不断发力，
专注于打造便携式电子产品
结构模组精密加工数字化智
能车间，实现了质量控制实
时化、制造资源物联化、决策
支持精准化等。

除了胜利精密，高新区
这个“智造”高地还活跃着一
支能够示范全省乃至全国的
智能制造“国家队”：有工信
部电子五所华东分所担纲
“国字号”实验室——中国赛
宝（华东）实验室，为中国智
造提供质量保障；有天准科
技研发的高精度坐标测量
仪，跻身全球顶尖技术前列；
有纽威数控、电加工所等获
批的国家级项目承担着一项
项国家重大专项……

同时，一条智能制造的创
新链也在加快布局，包括苏州
协同创新医用机器人研究院、
苏州智能工业融合发展中心
等，在智能制造领域研发机构
建设上，打造一个一流的智能

制造高地。
如今的高新区，智能制

造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至目
前，区内已有智能装备制造
企业 100多家，2018年智能
制造及相关产业销售收入达
到了860亿元。

需求端涌现33家
省级示范智能车间

倒上一杯咖啡、打开电
脑，运行FDM制造数据管理、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等智
能制造系统，像搭积木一样
调取软件模块编制生产程
序，坐在办公室就能下达和
监控生产订单……最近，克

诺尔车辆设备（苏州）有限公
司工程师小张对自己的工作
效率越发满意：“整个设计效
率提升了70%左右。”

如此大幅的效率提升源
自克诺尔车辆设备轨道车辆
制动系统智能生产车间的成
功实施。“目前，已实现生产计
划编排等智能化，生产设备的
一举一动实时更新，甚至装配
车间的一个螺丝都安装了传
感器，可以说是‘武装’到了螺
丝。”克诺尔（苏州）工业工艺
工程经理傅俊芹说，“公司提
供多达 50多个大类的产品，
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让我
们决心上马智能制造车间项
目，让生产更加集约、高效、高
质。” （下转B04版）

年产值达860亿元，已涌现出国家级项目、平台6个，省级示范车间33家等——

着力书写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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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讯（王玉）11月22日，美国赛
默飞世尔科技公司全球副总裁凯伦·
柯克伍德，赛默飞政府事务全球副总
裁冯腾等一行来高新区访问。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区长吴新明会见了凯伦·
柯克伍德一行。

赛默飞世尔科技是全球科学服务
的领导者，总部位于美国波士顿，是纽
约证交所上市公司，年销售额超过
240亿美元，为客户在食品安全、药物
分析、细胞分析、干细胞研究等领域提
供一整套解决方案。今年 5月 28日，
吴新明率团赴美国访问赛默飞总部。
8月 21日，赛默飞与高新区签署二期
合作协议，计划在苏州新增一次性生
物反应袋技术系列产品项目，新项目
一期将于明年3月开工。

吴新明对凯伦·柯克伍德一行表
示欢迎，简要介绍了高新区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他说，高新区与赛默飞世
尔科技公司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将
继续做好已投资项目和即将投资开工
的二期项目的服务，加强沟通，为公司
在高新区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为赛默
飞拓展中国市场提供帮助，希望双方
携手共创美好明天，实现产业共融共
赢。

凯伦·柯克伍德介绍了赛默飞全
球发展情况以及投资高新区的一次性
生物反应袋项目，感谢高新区政府给
予的支持，希望与高新区继续保持良
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加强总部高层与
高新区管委会的互联互访，争取在更
大更宽领域实现合作。

加强互联互访
加大产业合作

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
高层来访

苏报讯（科萱）11月22日，苏州高
新区管委会与苏州绿科智能机器人研
究院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双
方将共同打造苏州绿科智能机器人研
究院。

该研究院由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合肥工业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等
国内前沿创新研究机构的技术团队领
衔，赛伯乐绿科为项目资本合作方。
研究院将落地高新区软件园，并于近
期开展建设工作。研究院将积极引进
大学、科研机构和研究团队的科研资
源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高
成长性项目至高新区，积极构建机器
人产业生态，促进高新科技成果的转
化和产业化。

苏州绿科智能机器人研究院是高
新区引进的百余家大院大所中的又一
名实力派代表，区科创局将继续通过
多样性的举措服务好区内的大院大
所，为高新区打造科技创新主阵地贡
献力量。

积极构建机器人
产业生态

苏州绿科智能机器人研究院
签约落户高新区软件园

苏报讯（科萱）近日，南
京大学苏州创新研究院完成
办公场地装修，并正式入驻
苏州高新区软件园 3号楼。
其引进孵化企业苏州摩联通
信技术有限公司、苏州飞鹰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图
客机器人有限公司等多个项
目与创投机构签订投资协
议，累计获得投资额达 2400
万元。

自 2018年 5月正式成立
以来，研究院积极整合南京
大学优质科研团队资源，集
聚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高科
技团队，联合相关战略伙伴，
建立专项投资基金，通过投
资等多元化的扶持方式，发
挥科研产业化平台的优势。
研究院在企业孵化和引进、
人才资源集聚方面取得了较
大进展。截至目前，已孵化

引进高科技企业 35个，获评
区领军人才 12人次，拟立项
姑苏领军 2个。通过与东吴
证券等专业第三方机构以及
在苏上市公司等战略合作，
研究院举办了一系列创新创
业辅导活动，服务人次达200
人。

未来，南京大学苏州创
新研究院将做好南京大学苏
州校区的先锋队，进一步加

深与苏州重点产业的合作，
积极推动南京大学的技术成
果转化。区科创局也将继续
通过建立例会机制等多样性
的手段，强化对院所精准服
务，加快导入创新资源，加速
推进高端人才、项目成果在
高新区落地与转化。

南京大学苏州创新研究
院的快速发展是高新区围绕
“做强苏州创新主阵地，挺进

全国高新区最前列”，提升区
域核心竞争力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高新区始终坚持科
技创新不动摇，持续推进动能
转换。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南
航苏州研究院等大院大所先
后落户，累计培育引进科研院
所近 100家。新增市级以上
科技领军人才 38项，省双创
人才列全市第三，姑苏领军人
才列全市第二，累计拥有各类

领军人才超过1200人次。新
增高企申报322家，科创板上
市企业2家，中小板上市企业
1家。全区集聚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522家、上市企业 19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47家。
获批省成果转化联合招标项
目3项（列全省高新区第一），
成为全省首批海外人才离岸
创新创业基地、全市首家国家
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苏报讯（枫萱）1-10月份
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31.8亿元，完成地区生产总
值 225.99亿元；完成工业技
术改造投资 20.3亿元，占工
业投资比重达 96.1%……在
11月 19日举办的枫桥街道
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会
上，一连串喜人的数字为现
场每个人端上了一份科技与
产业融合发展的饕餮大餐。
为了更好地促进大院大所和
企业的对接，推进会还揭牌

“枫桥街道科技与产业融合
发展联络处”，并公布街道主
要负责人的微信，作为两大
“礼包”送给在场企业家。

“以亩产论英雄！”枫桥
街道这座苏州古城西部的工
业重镇，为产业发展插上了
科技的翅膀，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实现了“一平方公里超
过一亿元”，全口径税收实现
了“一平方公里近两亿元”，
取得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的双提升。

如此喜人成绩单的背
后，是在经济平稳发展基础
上，枫桥街道持续深入贯彻
创新驱动战略的举措，1-10
月份辖区申报省级企业技术
中心5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8级、市级 35家；申报高
新技术企业 71家，培育入库
企业 80家，获批省民营科技
企业 60家，企业创新浓度不
断提升；获批省级双创人才2
名、双创博士 4名，获批姑苏
领军人才 5名，区领军人才

22名，获批区级紧缺人才 76
人次，高端人才加速集聚；街
道举办光华科技项目路演会
等双创路演活动，吸引约 80
个优质项目参赛，30家投资
机构参会对接，“双招双引”
持续发力。此外，街道积极
致力于推动科技与产业融合
发展，据统计，2019年辖区企
业开展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多
达 41个，合作双方包括纽威
阀门、长风航空等31家企业，
与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

究院、东南大学苏州研究院、
上海交大等32家大院大所建
立产学研合作关系。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
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最直接参
与者，对市场变化、技术创
新、产品更新更加敏感。枫
桥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枫桥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147
家，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6
家，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23
家。截至今年9月份，街道前
50 位重点企业利润总额

41.5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48%；前 10位重点企业利
润总额达 21.31亿元，同比增
长27.59%。

“这些数字说明，只有加
大创新投入，企业才能拥抱
市场，获得更大的发展空
间。” 枫桥街道相关负责人
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鼓励
和支持企业联合大院大所建
设高水平研发中心，提高成
果转化率，把科技创新实实
在在地转化为生产力。”

每平方公里财政收入超亿元
枫桥街道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硕果累累

做强苏州创新主阵地做强苏州创新主阵地
挺进全国高新区最前列挺进全国高新区最前列

南京大学苏州创新研究院大力推动产业创新成果转化

引进企业融资突破2000万元

高端制造产业持续高端制造产业持续““攀高攀高””
近日，高新区企业魏

德米勒电联接（苏州）有限
公司新工厂开业，拟打造
为工业4.0示范工厂。这
既是该公司向数字化、自
动化和精益化生产转型的
重要里程碑，更是这家跨
国企业深耕高新区的重要
“落子”。

苏州高新区是中国极
具竞争力的开发区和外商
投资高地。截至目前，高
新区共有外商投资企业
1700余家，欧美企业超过
300家，其中德国企业80
余家。近年来，高新区集
中资源推动产业向高端攀
升，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
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58%。图为德米勒电联
接新工厂“智造”车间。

□欣萱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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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着奔着问题去问题去
迎着难迎着难题上题上

——苏州高新苏州高新区区（（虎丘区虎丘区））人人
民法院助力优化营商环民法院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纪实境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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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主题教育践行在把主题教育践行在
民生实民生实事上事上

苏州科技城苏州科技城（（东渚街道东渚街道）：）：全力以赴全力以赴
做好居民做好居民身边身边““关键小事关键小事””

以深以深度挖掘度挖掘
地方文化为地方文化为己任己任
——记记高新区高新区““探寻探寻··发现发现””团队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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