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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横塘街道

狮山横塘街道是高新区开
发最早、最成熟的中心城区，被
誉为苏州高新区的“发端”。

1994年 11月 1日，狮山街
道举办机关成立大会。2015
年，高新区做出决策部署，明确
狮山、横塘两个乡镇街道级建
制的行政区域“一套班子、两块
牌子、统筹兼顾、一体发展”，
“狮山横塘街道”高质量发展迎
来崭新格局。2017年，街道立
足实际，集众智、汇众力制定形
成包含“三大篇章”“十大街区”
的《行动计划》。今年，狮山横
塘街道以“狮山商务创新区”筹
建为抓手，高质量攻坚“项目突
破年”。25年间，狮山横塘街
道站在新起点，抓住新机遇，实
现新作为，实现了党的建设、经
济发展、政务服务、城市品质、
生态环境、人文风尚、民生福
祉、社会稳定“高质量发展”。

狮山横塘街道的发展变
迁，从一组组数据中，便有迹可

循：截至去年底，街道在
31.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近 400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 40
亿元，平均每平方公里达1.3亿
元，在全市各乡镇街道中名列
前茅。

城市能级的不断提高，从
一张张照片里，便可见一斑。
近日，“时光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狮山横塘街道影像展启
幕。影像展上，照片收集者之
一的俞小康在影像展前凝神注
目。狮山横塘街道这些年的巨
变，他是见证者之一。在老照

片里，一座形似卧狮的山脚下，
是成片的村舍和农田，这是苏州
高新区建区之前的景像。另一
组照片里，这座山周围有着鳞次
栉比的高楼、八纵九横的路网、
绿意盎然的风景，这是如今的苏
州高新区狮山横塘街道。

如今的狮山横塘街道，辖
区已有苏州科技大学、苏州经
贸学院等39所大中小学校，高
校及高职院校每年毕业学生
1.2万余人；有 1所综合医院明
基医院、2个服务中心、11个服
务站的卫生医疗体系；轨道交
通1号、3号（在建）、5号（在建）
线、有轨电车1号线、中环高架
等立体式现代化交通体系实现
半小时苏沪同城，2小时通达
长三角“经济圈”。

未来的狮山横塘街道，将
着力构建“四网三圈”的城市发
展软环境。其中，“四网”是指
绿色低碳的生态网络、协同高
效的创新网络、高度便捷的轨
道网络和舒适宜人的服务网
络；“三圈”是指满足多样人群
美好生活需求的宜创圈、宜游
圈和宜居圈。

狮山横塘街道将逐步新建
和改造 50 公里的城市绿道、
100公里的慢行空间和40余处
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推进绿色
建筑、绿色景观、绿色技术、绿
色金融融合发展，形成绿色低
碳的生态网络；8条轨道线路
密布交织，21座轨道站点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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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位于狮山横塘街
道向阳路 1号的莱克总部，董
事长倪祖根向记者介绍公司刚
上市的一款轻巧的新产品——
水离子涡扇吹风机F6。

“这款吹风机内置了17叶
高速涡扇数码电机，能够产生
18L/S的强劲气流，跟传统的吹
风机比起来，它可以让干发的
效率提高 30%以上，既保证快
速将发丝吹干，又能避免持续
高温吹发给头发带来损伤。除
了风力强劲、恒温之外，还能通
过水离子和负离子达到养发、
护发的效果。”倪祖根对新产品
充满信心。

从一个吸尘器产品、一条
生产线开始创业之路，到成为
全球最大的吸尘器制造商，产
品畅销全球120多个国家与地
区。25年间，在董事长倪祖根
的带领下，莱克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实现从原始设计制造商到

打响自主品牌的跨越，吸尘器
产销量连续 15年保持全球第
一。

从创业之初的筚路蓝缕，
到成为全球高端清洁电器领导
品牌，莱克成长的背后，体现的
是狮山横塘街道以“科技创新
街区”建设为抓手，优化营商环
境，全力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努
力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扎
实做好腾笼换凤工作，加快创
新载体集聚的成长历程。

站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
上，狮山横塘街道立足建设用
地开发强度较高实际，围绕提
升“亩产”筑牢创新链、价值
链。今年以来，通过“退二进
三”、“退二优二”等方式，该街
道已腾出土地 460亩，全年预
计腾退土地630亩。

“退二优二”，不是简单地
退出一些、进驻一些，该街道把
发展的目光，放到了打造“高新

科技创新街区的“闯”与“创”
加快狮山商务创新区建设

民生福祉的持续增进，从
一个个狮山横塘人身上里，便
清晰可见。

日前，“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苏州高新区狮山商务创新
区（筹）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主题活动在狮山横塘街道举
办。节目《我家住在大运河畔》
讲述了一家四代人所见、所闻、
所思、所感的“家乡故事”，折射
出狮山横塘街道的发展、变
化。讲述者李丽艳，是一名土
生土长的狮山横塘人。“家里的
老人经常带着我的孩子们坐地
铁、有轨电车去游玩，一起去健
身步道散步，还会相约去运河
风光带。看到孩子们在学校的
照片，家里的老人常常称赞‘在
家门口就能读到好学校’。老
人们的晚年生活享受着社区里
的文化大餐、在‘15分钟体育
生活圈’锻炼身体，过上了好日
子。”李丽艳说。

“我们始终坚持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
活、增进民生福祉。”狮山横塘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王骏说。

金秋十月，硕果累累。狮
山横塘街道频频传来好消息：
辖区金色农贸市场和竹园农贸

市场提升改造工程正式完工，
改造后的农贸市场将让家住金
色社区孙阿姨的“菜篮子”拎得
更安心。据悉，每个摊位都设
置了一处电子屏以明示菜品价
格、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等信
息，电子屏还附有微信支付码
和追溯码，消费者只要扫一扫
就能查看菜品溯源。

此外，为了加快养老服务
事业的发展，让日间照料服务
辐射更多的社区，何山、横山两
个日间照料中心正式启用。住
在何山花园的金老伯高兴地
说，何山日间照料中心很宽敞，
有 600平方米，还经常举办健
康讲座、手工活动等。最令他
满意的是，这儿花很少的钱就
能享受助餐和助浴服务。

“孙阿姨们”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的提升，正是狮山横塘
街道提出打造“富民惠民街区”
“智慧效能街区”的初衷。数据
显示：去年，街道完成7大类38
项总投资 38亿元的为民实事
工程，民生支出占比达 80%以
上。今年以来，玉山幼儿园等
4所校园投入使用，何山、横山
日间照料中心正式启用，横塘
人民医院加速迁建，新升、金色
等 4个农贸市场正在改造，启
动金山浜、白塔河等 8条河道
清淤工程，淮海街立体停车库
投入使用……

富民惠民街区的“知”与“智”
奏起增进民生福祉交响乐

区上市企业总部经济园”之
上。去年 7月，狮山横塘街道
与苏高新集团签订合作意向
书，规划建设达230万平方米、
近 60幢的上市企业总部经济
园。上市企业总部经济园董事
长许春华说，按项目规划，总部
园建成后产业用地预计将实现
亩均税收 400万元，年税收收
入将超15亿元。截至目前，该
园区已吸引意向企业70多家，
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

一个个高新产业企业结伴
来到狮山，他们到底看中了什
么？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虎
丘区副区长、狮山横塘街道党
工委书记虞美华的回答是：“好
的营商环境和企业服务，就是
要有‘马上办’的速度、‘一定
行”’的力度和‘有我在’的温
度。”

抢抓机遇永远没有止境。
今年 6月，高新区筹建狮山商
务创新区，旨在打造长三角商
务创新发展新高地。未来的狮
山商务创新区目标定位清晰：
力争用 3年时间，打造成为集
金融商贸、智能制造、科技服
务、总部经济、文博旅游等功能
于一体，与金鸡湖商务区东西
辉映的苏州商务创新中心；力
争用 5年时间，打造成为抢抓
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对接长三
角地区优质资源，功能高度复
合，生态型、智慧型、友好型的
长三角商务创新中心；力争用

10年时间，打造成为市场主体
创新活力充分释放、基础设施
完善实用、城市创新功能健全、
区域发展协同有序，面向全国、
接轨国际，具有苏州品质、高新
特质的国际商务创新中心。

未来的狮山商务创新区产
业路径明确：将紧紧围绕“产业
基础高级化、产业链条现代化”
要求，重点发展金融保险、智能
制造、科技与生产服务三大重
点产业，全力布局新能源、智能
安防、智能医疗三条新兴产业
链，重点打造工业互联网产业
集群，形成“一心五园”（ 一心
为狮山商务创新中心区，“五
园”包括中日创新谷、智能制造
园、商务创新区总部基地、横山
高新产业社区和苏州国际教育
园）的产业空间版图。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纵观狮山横塘街道
发展进程，不难发现，长期以
来，该街道始终把发展作为解
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推动
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今年 1-9月，街道预计完成国
内生产总值 278亿元，同比增
长 1.6%；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30.2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
68.6%；今年 1-8月，该街道新
增外资企业22家，完成合同外
资 2.6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
3.3亿美元，其中超千万美元项
目9个；新增内资企业1346家，
注册资金 102.8 亿元，其中
5000万以上企业17家。

500米站点全覆盖，轨道线网
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1.13公
里，站点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0.67座，形成高密度的轨道交
通网络。同时，在15分钟生活
圈内实现商业、教育、社区服
务、绿地等设施的全覆盖，形成
舒适宜人的服务网络。

此外，将针对创业人群的

不同需求，营造高效便捷的宜
创圈；综合考虑本地居民和外
地游客的游憩需求，以狮山、横
山、上方山、石湖等山水资源为
吸引点，布局酒店、文化、娱乐、
康体等配套设施，营造特色美
丽的宜游圈；持续加大优质公
共服务的投入力度，营造温暖
舒适的宜居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