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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签约项目共 26个，
投资规模 40亿元，全部达产
后预计新增年产值100亿元，
产业链遍及 5G 通讯、3D 打
印、半导体、生物医药、高新材
料、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
11月 20日，浒墅关上市科创
园正式开园首日，便迎来了诸
多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上
市科创园由苏高新集团开发
运营，是 2018年高新区重点
项目之一，投资总额 2.5 亿
元，首期启动面积 55 亩，建
筑面积 5.5万平方米。本次
签约项目主要涵盖高端装备
制造、生物制药、智能制造等
领域，投资单位有世界 500
强企业，有国家级创新创业
载体和上市公司，有来自法
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台湾
等地区的行业龙头企业，包
括生物梅里埃体外诊断制剂
生产基地、苏州吉打邦智能
家居科技产业园项目。

“本次集中签约的项目投
资体量大、品牌效应好、经济
效益优，对于加快浒墅关稳增
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具
有重要推动作用。”浒墅关相
关负责人表示。

近日，苏州优科豪马轮胎
有限公司第二工厂竣工仪式
在浒墅关举行。该公司第二
工厂总投资 4.2亿元，预计全
面投产后新增轿车轮胎年产
能272万条，全公司轿车轮胎
年产能达680万条，年产值将
超15亿元。

据了解，苏州优科豪马成
立于2006年，注册资本 2.1亿
美元，其投资方日本横滨橡胶
株式会社成立于 1917年，是
世界轮胎生产十大厂商之
一。苏州优科豪马专注于汽
车轮胎的设计、制造和销售，
2018年营收 6.6亿元。主要
客户有宝马、丰田、本田、日
产、三菱、长安、东风、马自达
等知名车企。

该公司总经理高良向记
者介绍，苏州优科豪马共有两
个工厂，其中一工厂主要生产
轿车轮胎，二工厂原用于生产
卡客车轮胎。为顺应市场需
求，公司于 2018 年开始，正
式向宝马X3等车型提供原装
轮胎配套，并开始第二工厂升
级改造，导入轿车胎生产设备
替换卡客车轮胎产线。“苏州
优科豪马乘用车轮胎生产线
是横滨集团最新最尖端技术
的结晶，我们相信第二工厂也
将会给高新区经济作出更多
的贡献。”高良对企业的发展
前景满怀信心。

在浒墅关，诸如优科豪马
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今年
以来，浒墅关立足“项目突破
年”发展主题，招商引资取得
新突破。前三季度累计洽谈
项目45个，实现落户14个，达
产后预计新增年产值 53 亿
元。骊住建材、科玛二期、PC
工厂、吉打邦产业园等6个项
目均已启动供地手续，涉及用
地约 390.8 亩，总投资规模
25.7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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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秒可以做什么？在浒
墅关镇的 70秒里，九艘货船
驶过码头、有轨电车载客 21
人、城际高铁行驶3000米、24
名学生走进新学校、568人在
永旺梦乐城购物、宜家出售货
物 110件，编织草席 3700根，
西塘河慢跑 80米，水稻田惊
飞白鹭34只……

在今年年初苏州市第一
场土拍上，迪卡侬项目拿下了
城铁新城宜家南地块。项目
进展一直备受关注。迪卡侬
项目位于浒墅关镇城际路以
西，宜家家居以南，用地面积
20011平方米，一期建筑面积
约 6418平方米。目前，该项
目已取得工商营业执照，预计
2020年 1月份将获得施工许
可证，2020年 3月开工建设，
2021年3月竣工。“未来，迪卡
侬浒墅关项目建成后，将作为
迪卡侬旗舰店，以体育公园体
验店的形式，为市民提供体育
文化、休闲消费等多方位的生
活服务。”迪卡侬项目相关负
责人表示。

近年来，大型商业综合体
已经成为城铁新城的一大亮
点。除了正在规划建设的迪
卡侬项目外，永旺梦乐城新区
店、宜家家居苏州浒关店等大
型商贸中心的逐步进入，正提
升着城铁新城的整体影响
力。同时，苏州轨交3号线即
将开通，苏州轨交6号线于去
年 12月正式开工建设，高新
区有轨电车 2号线也于去年
正式运营……这些途经城铁
新城及周边区域的现代便捷
交通网络，为区域居民提供了
便捷的出行工具。

浒墅关镇的优质城市生
活圈，还兼顾着教育、医疗服
务等惠民工程。目前，城铁新
城及周边已经形成较为完善
的教育服务体系，包括文昌实
验中学、敬恩实验小学、文正
小学、惠丰幼儿园等。伴随着
城铁新城幼儿园新建竣工，新
浒幼儿园异地重建，红叶幼儿
园新建，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
将被引入。在医疗服务方面，

去年年底，苏大附二院浒关院
区正式启用，该院作为三级甲
等医院，为区域居民提供优质
医疗服务；生活配套方面，浒
墅关镇为民服务中心、文创家
园、红叶丽邻中心、新浒农贸
市场等，为浒墅关镇居民提供
生活各方面服务。

浒墅关镇的宜居乡村生
活圈，则得益于“三村一体”建
设的推进。驱车行驶在浒墅
关镇西塘河路上，一边是杨柳
环绕、浮光跃金的西塘河，一
边是整齐划一、遍布标志的苏
浒休闲渔业生态园“城市地
主”认种区。浒墅关现代农业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潘
炜向记者介绍，除青灯村以
外，浒墅关镇“三村一体”特色
田园乡村建设还包含九图村
和华盛社区，总面积为 6.1平
方公里。目前，“三村一体”建
设累计完成农村河道疏浚
34.1公里、清淤 60.02万立方
米，新建引水渠 1.11公里；完
成一期道路建设1.45公里，基
本实现村庄内部主干道环通；
铺设污水主管网 10.32公里，
完成三村污水主管接管全覆
盖；总长 2.5公里的西塘河沿
河健身步道已投入使用。

“下半年的重点项目花野
圩特色乡村建设项目和渔机
所项目试验田部分均已开
工。未来，我们将持续、充分
发挥农村合作者和龙头企业
的带动作用，探索互联网+农
业、体验农业等模式，推进农
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和
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区政府
党组成员、浒墅关经开区管委
会主任、浒墅关镇党委书记黄
锋表示：“同时，我们将牢固树
立‘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
早也是晚’的工作理念，大力
加强企业服务，当好‘店小
二’，在项目评审、项目管理、
跟踪服务上狠下功夫，为项目
顺利推进提供更加优质、更加
高效、更加有力的服务保障，
努力使浒墅关成为全区乃至
全市创新发展的新高地。”

全面提升宜居环境
打造优质城乡生活圈

荣誉。
“公司的快速发展，离不

开高新区各部门以及浒墅关
镇的大力支持和专业服务，也
得益于高新区强有力的科技
人才政策扶持力度和成熟的
金融扶持体系。”伟信奥图创
始人、总经理刘宁博士对记者
表示。

伟信奥图的斐然成绩，在
浒墅关镇并不是个例。前不
久，高新区相关负责人在浒墅
关镇招商中心负责人张燚陪
同下来到胜利精密，详细了解
企业在经营发展、流动资金、
劳动用工及智能制造等方面
的近况，勉励企业坚持科技创
新，及时了解并充分运用好政
策扶持，将企业做大做强，发
挥旗帜作用。

11月 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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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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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人数下降了 70%，综
合成本下降了23%。

一直以来，浒墅关镇积极
推进、多管齐下，不断深耕企
业服务。“在项目跟踪服务上，

我们形成了企业事项代办机
制，协助伟信奥图、艾福电子
等73个新落户项目办理审批
事项。针对在建项目，我们实
行专人负责制，建立投资项目
库，定期掌握建设进度，及时
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实际问
题。”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不仅如此，浒墅关镇还继续深
入贯彻落实“一企一策”企业
服务工作，制定详细的调研清
单和走访计划表，专人深入了
解企业面临的困难，协调解决
金榀精密、普莱斯等企业的需
求。同时，积极落实省、市、区
关于工业经济、科技创新、人
才引育的专项扶持资金政策，
制定上年度经济贡献企业表
彰奖励方案，出台《浒墅关镇
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育奖励办
法》，定期开展孵化企业辅导
培训。全年累计协助辖区企
业申请上级奖励资金近 3000
万元，下发镇级奖励资金近
1000万元。

也因于此，浒墅关镇科技
创新稳步提升。今年第三季
度，该镇领军人才数实现倍
增，高企申报数同比增长
200%，省民营科技企业获批
数占指标任务 150%，其余重
点指标有序推进。中材非矿
院博士后工作站正式启动。
富强科技智能制造产教融合
模式受到国家、省市领导肯
定。规上企业中，高企产值占
比为 52.27%，市级及以上研
发机构建有率为 39%。新增
市级众创空间1家，区级众创
空间1家，正在申报省级众创
空间 2家。累计协助辖区企
业获得科技人才奖励资金近
2000万。

近日，浒墅关镇企业苏
州伟信奥图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凭借“基于计算机视觉 3D
光学检测系统”项目，在 2019
年“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中，以

总分第三的成绩斩获全国二
等奖。伟信奥图成立仅一年
多，已先后获得高新区创业
领军人才、高新区创新领军
人才、江苏省科技中小型企
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等

落实“一企一策”制
精耕细作当好“店小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