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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讯（张伟敏）11月29
日，高新区召开迎接国务院
安全生产督导暨全区专项整
治（巡查）动员部署专题会，
要求全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
的指示批示精神，坚决守住
安全生产的红线底线，进一
步深入排查治理各类安全隐
患，全力推进区域安全生产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向好。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区长吴新明出席会
议并讲话。

目前，为期一年的国务
院江苏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督
导工作已全面展开。此次巡

查的主要目的是压实各地、
各部门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工作，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隐患，遏制重特大安全
生产事故发生。12月 6日，
苏州市第三批安全生产专项
巡查小组也将进驻高新区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巡查，首批
将对枫桥街道、浒墅关镇、教
育局和城乡发展局等开展安
全生产巡查。

据了解，高新区安全生产
形势总体平稳，保持了“两降
两升”（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双
下降，事前立案、处罚金额双
上升）的良好态势。但是，企
业主体责任不落实、部门属地
监管不平衡、安全发展理念不

够牢、基层监管能力不适应等
问题依然存在，各类零星事
故、火灾时有发生。

会议围绕“一个中心、两
条主线、四个方面”对相关工
作进行动员部署。“一个中
心”即：全力保障高新区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两
条主线”即：迎接国务院督导
和开展安全生产巡查工作；
“四个方面”即：国务院督导
迎检工作、为期一年的全区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苏州市
对高新区的安全生产巡查、
区级层面对下属乡镇板块和
部门的安全生产巡查工作。

会议要求，国务院督导
组进驻苏州期间，高新区各

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服
从安排，把配合做好此次督
导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
在肩上，积极为督导组全面
客观了解掌握情况创造条
件；要认真总结梳理安全生
产工作情况，严格按照督导
组提出的调阅资料清单，做
到准确提供、及时提供、完整
提供，讲成绩不夸大，谈问题
不回避；要紧盯突出风险，对
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采取精
准措施，深化危化企业、建筑
施工、交通运输、城市燃气、
森林防火和消防等重点行业
领域的安全整治；要严守督
导工作各项纪律要求，做好
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
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安
全生产督导、巡查工作的重
大意义，牢固树立“今天再晚
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晚”的
意识，少讲成绩、多看问题，
进一步压实责任、传导压力、
查找差距、正视问题、堵塞漏
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真正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上级部署上来，
坚决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发生。要进一步加大对重点
行业企业的安全执法检查和
事前处罚力度，持续开展“四
不两直”安全检查，严格落实
关闭取缔、上限处罚、停产整
顿、公开曝光、联合惩戒等措

施，始终保持安全生产执法
高压态势，真正做到问题不
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
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
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队伍
和基层安监机构能力建设，
加快“智慧安监”信息化和应
急管理指挥中心建设，强化
城市公共安全源头治理、健
全城市安全防控机制。坚持
系统思维，加强服务指导，帮
助企业认真开展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
防”机制建设和安全生产标
准化提档升级工程，积极探
索安全生产“一企一策”，有
效 实 现 安 全 生 产 长 效 管
理。

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高新区部署迎接国务院安全生产督导暨全区专项整治（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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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讯（乐萱）当地时间 11月 26
日晚 7:30，由韩国音会、中国音协共
同举办的“韩国国际音乐节·中国音
乐之夜”专场音乐会，在韩国首尔环
球艺术中心精彩上演。作为本次第
36届韩国国际音乐节唯一受邀的中
国乐团——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带着
多部江南风情、中国气派的优秀原创
作品亮相，受到了韩国观众的热烈追
捧。

当晚，由国家一级指挥、乐团艺术
总监彭家鹏领衔，著名二胡演奏家、乐
团艺术指导朱昌耀率 90名青年演奏
家倾情献演，上演了《干将·莫邪幻想
曲》《烟雨枫桥》等多部由乐团委约创
作、曾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重点扶
持项目的优秀作品。

而作为此次音乐会的最大亮点，
特邀请韩国著名钢琴家李莲花联袂献
演钢琴协奏曲《黄河》。李莲花是韩国
家喻户晓、深受人们喜爱的音乐家，由
她演奏的中国最著名的钢琴协奏曲
《黄河》，旨在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致
敬，为中韩两国友谊祝福。

据了解，韩国国际音乐节是韩国
最早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级国际音乐
节，旨在为世界优秀音乐家提供共享、
和谐的舞台。在本届音乐节上，韩国
音协、中国音协共同邀请苏州民族管
弦乐团在韩国首尔、南原、光州、釜山
举办4场演出。

“丝竹里的江南”
风靡韩国

苏州民族管弦乐团
亮相韩国国际音乐节

苏报讯（张彪）11 月 29
日，2019中国国际医疗器械
创新合作洽谈会暨江苏医疗
器械产业园十周年成果展示
会在苏州科技城举行。据
悉，江苏医疗器械产业园投
用 10年来，已集聚医疗器械
企业300多家，各级各类领军
人才178人次，园内企业持有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551张，
医疗器械创新产业链日益完

善。会上，苏州鱼跃、康多机
器人、中科院苏州生物医学
工程技术研究所等16家企事
业单位分别获评了产业园发
展“产业贡献奖”“成长潜力
奖”和“产业合作奖”，14个医
疗器械项目达成了明确入驻
意向，并正式签约入驻。

作为高新区发展医疗器
械产业、聚集创新资源的一
个重要平台，一年一度的中

国国际医疗器械创新合作洽
谈会不仅为医疗器械企业提
供了一个集合各项创新资源
的有效交流平台，同时进一
步促进了各种创新要素在高
新区的集聚。本次洽谈会以
主题演讲、圆桌讨论等形式，
共同探讨智慧医疗、5G技术
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带量采
购等行业热点，以促进国内
外医疗器械产业创新资源的

集聚，推动技术转化和产业
化的进程。

会议同期举办了江苏医
疗器械产业园十周年成果展
示。自 2009 年启动建设以
来，江苏医疗器械科技产业
园规模逐渐增大，载体面积
不断增加，先后获批国家火
炬特色产业基地、全国首批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江苏省

医疗器械产业技术创新中
心、苏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示范区高端医疗器械科
技成果产业化基地、江苏省
省级科技企业加速器等。截
至目前，园内已聚集各级创
新创业领军人才178人次，其
中国家级人才工程计划 10
人，江苏省双创团队 2个，省
双创人才30人。

医疗器械产业是高新区

重点打造的五大先导产业之
一。近年来，为鼓励企业聚
集、促进产业发展，高新区不
断加强产业生态环境建设，
通过聚集各种创新资源，培
育和完善产业链等方式，鼓
励企业创新发展。截至目
前，高新区已集聚了中科院
苏州医工所等数10个创新平
台，全区医疗器械产业年产
值保持20%速度增长。

苏报讯（施为 杨炎橙）
11月28日-29日，以“智能驱
动 生态共建”为主题的第
三届复杂产品智能制造系
统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下
文简称“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术大会暨复杂产品智能
制造技术与产业联盟（下文
简称“联盟”）会议在高新区
举办，围绕智能制造技术发
展趋势等议题展开研讨，深
入研究探索复杂产品高端
制造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

的理论方法及核心技术，推
动智能制造先进技术在制
造业中的深入融合与应用
推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区长吴新明会见了中国工
程院院士戴浩、于本水等与
会专家并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国家重点实
验室、联盟主办，由中国航天
科工二院二部、高新区管委
会等单位承办。大会作了题
为《云制造系统 3.0——一种
“智能+”时代的新智能制造

系统》的主题报告，科技部专
家、“互联网新经济”新锐经
济学家尉迟坚作了题为《价
值魔方——互联网与 e立方
经济》的报告，江苏省产业技
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刘玉军作
了题为《集萃人才·创梦未来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思考与布
局》的报告，其他与会专家也
作了相关报告。

该国家重点实验室自
2017年筹建完成以来，每年

召开规格较高的全国复杂产
品智能制造技术大会暨联盟
理事会，进行学术交流和产
业合作研讨，截至目前已经
召开三届复杂产品智能制造
技术大会和两届联盟理事
会。

在联盟新成员加入仪式
上，国家重点实验室新聘用
了一批客座专家。中国航天
科工二院二部副主任、国家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于道林表
示，国家重点实验室希望能

够在接下来与地方政府携手
合作，与地方经济深度融合，
持续推动智能制造业的发
展，为地方经济服务。

近年来，高新区积极布
局和发展智能制造，先后制
定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智能
制造促进转型升级的若干意
见》《智能制造产业发展三年
提升计划》等政策，精准支持
区域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将
“高新区制造”转化为“高新
区智造”，以智能制造引领产

业转型升级，着力打造江苏
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区。截至
目前，区内已集聚了“国字
号”的中国赛宝（华东）实验
室、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制
造企业川崎精密、数字化智
能车间的胜利精密、智能系
统集成商天准科技、全球网
络安全系统领先者山石网科
等智能装备制造企业 100多
家，2018年智能制造及相关
产业销售收入达到 860 亿
元。

探讨智能制造高端技术 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第三届复杂产品智能制造学术大会在高新区举办

集聚医疗器械企业300多家 园内企业持有注册证551张
江苏医疗器械产业园发展十年成果斐然

新添国字号新添国字号““绿色发展名片绿色发展名片””
11 月 25日，国家工

信部公布了首批工业产品
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名单，
苏州高新区企业莱克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上榜，并成
为江苏唯一入选的企业。

莱克电气是一家以家
居清洁、空气净化、水净化
等产品和高速电机为主营
业务的上市公司。公司先
后被认定为“国家认定企
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工业
设计中心”“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企业”等。

目前，高新区初步形
成了以太阳能光伏、新能
源汽车、绿色家电等为主，
多层次多维度发展的绿色
产业，绿色产业增加值占
全区工业增加值的30%
以上。图为莱克电气生产
车间一隅。

□经发萱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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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家风支撑起
好的社好的社会风气会风气
1010户户家庭获评家庭获评““情满高新情满高新””
第一第一届高新区届高新区““最美家庭最美家庭””

苏报讯（科萱）近日，科技部火炬
中心发布《关于2019年度拟确定为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名单的公示》，浙
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经过前期
申报推荐及认定考察，进入拟立项名
单。

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成
立于 2011年 4月，由浙江大学与苏州
高新区管委会共同建设，是浙江大学
在苏州设立的独立事业法人单位。研
究院在各级政府支持下，经过 8年多
建设发展，已基本形成集技术研发、科
技孵化为一体的创新创业服务大平
台。目前，已建成电力电子器件、中药
现代化技术等13个研究中心和9个联
合研发中心，累计孵化科技型企业 76
家，集聚了30多支568人的双创队伍，
获得国家、省市区各级双创领军人才
57人次，累计获批各类科技和人才项
目189项。

近年来，高新区围绕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聚焦创新体系建设，把创新优
势变成推进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
的直接动力，在提升科技企业孵化器
服务水平、引导科技企业孵化器高质
量发展方面成效显著。截至2018年，
高新区已累计获批省级以上科技企业
孵化器 15家，其中国家级 5家。在近
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的《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 2018年度考核评价结
果的通知》中，高新区5家科技企业孵
化器被评价为优秀或良好。

浙大苏州工研院
将跻身“国字号”
高新区累计获批省级以上
科技企业孵化器1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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