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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泰州疫苗工程中心实验室
操作台上，几盒用于测定 HPV （人
乳头瘤病毒） 抗原浓度的 96 孔细胞
培养板有序排列，等待伽马射线灭
菌处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两种
二价和一种九价的 HPV 疫苗已经进
入临床试验阶段，预计将于两三年
后上市。

“不仅是 HPV 疫苗，中心目前实
现了甲肝疫苗、轮状病毒疫苗、流感
裂解疫苗等重大成果转化。”疫苗工程
中心项目技术负责人之一雷高新介
绍说。作为泰州中国医药城技术孵化
和产品转化中心，这里可为企业提供
实验室研发、仪器共享、中试生产、
临床评价等一站式技术服务与支持，
眼下已孵化出20多家企业。像这样的
公共服务平台，在泰州中国医药城共
有21个。

“中国医药城是从一片乡野拓荒，
一片平地起步。”泰州医药高新区发改
委副主任王锁东介绍说，医药城目前
已经集聚了 1000 多家国内外医药企
业。去年，泰州实现生物医药及高性

能医疗械器产值1104.3亿元。
泰州中国医药城只是江苏先进制

造业集聚发展的缩影之一。让互联网
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把数字创新下
沉到生产制造的核心地带，将数字化
推进到供应链的每个环节……如今，
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推动江苏生产方式
发生深刻变革。

大到检测飞机襟翼存在的潜在风
险，小到解决农机三轮机频繁出现的
掉漆问题，以无锡瀚云科技为代表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通过打造开放性
工业互联网平台，形成并输出云化核
心能力助推传统工业的数字化转型和
物联网升级。无锡市工信局局长陈文
斌介绍，物联网产业已成为无锡新兴
产业发展的城市标志，去年物联网产
业营业收入达2638亿元。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人介
绍，到 2020 年江苏明确培育 3 万个面
向重点行业、重点应用场景的工业
APP；在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相关企业
中率先应用工业APP，创新应用企业关
键业务环节工业技术软件化率达60%。

江苏着眼于转换发展动力，升级
创新策略，推动科技创新从技术引进
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瞄准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
用和人工智能，努力打造现代先导产
业，努力从“跟跑”向“并跑”直至

“领跑”转变。
江苏着力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

业体系，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
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江苏省产业技
术 研 究 院 累 计 转 移 转 化 技 术 成 果
3500 多项，衍生孵化企业 720 家。
南京推进“两落地一融合”，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一年净增 1282 家；苏
州纳米科技、生物医药世界领先；
无锡物联网和集成电路处于产业领
跑者地位。

2018 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
重达到 32%和 43.8%，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突破万亿元，全国超过五分之一
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来自“江苏制
造”。

万里长江奔腾而来，在南通奔向大
海。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犹如璀璨的
明珠镶嵌在长江岸线上。漫步南通首座
国家级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的山水长卷徐
徐展开。

在几年前，长江南通段并非如此，平
均每天过境船舶2700艘次，年过境危险
品超过1亿吨，沿线还聚集着一些非法砂
石码头，每天都尘土飞扬。

2017 年，一场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来发展经济的整治风暴从这里刮起，席
卷整个南通市。两年时间里，南通依法取
缔几十家非法码头，对污染企业启动专项
整治，彻底关停一家热电厂……这才成就
了南通如今的沿岸景观。

在长江泰州段，濒临灭绝、素有“水中
大熊猫”之称的江豚又浮出水面嬉戏。

为了向污染宣战，泰州出台了《沿江
地区生态保护和空间利用专项规划》，在
沿江地区建成了4家污水处理厂，还计划
用 3 年时间建设 14000 亩长江湿地生态
园。

不仅如此，泰州还率先在全国建成了
“健康长江泰州行动”大数据平台，利用云
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定期
为长江体检。

在南京燕子矶化工集中区域，南京市

成立了江南小化工集中整治领导小组和
现场指挥部，采取“关闭、转产、整治、搬
迁”等措施进行整治，对污染严重、工艺落
后的小化工企业彻底关停并重拳治水，彻
底摘掉“化工重镇”的帽子，转型发展现代
服务业。

在苏州常熟，昔日的“铁黄沙”变成江
边的“金绿洲”；在无锡江阴，港口规划岸
线由 23.4 公里调减到 18.13 公里，“八公
里沿江、十公里运河”城市生态景观带正
加速推进；扬州昔日垃圾成堆的滩涂湿地
如今变成美丽公园……

2018年7月份，在“263”专项行动领
导小组基础上，江苏省设立了省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形成了污染防治攻坚
高位推进机制，提出涉及长江的一切工作
必须服务于生态这个前提，治理污染不讲
条件，严控空间不让分毫，修复生态不打
折扣。

为推进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江苏省
综合施策，重点打好三个保卫战。一是打
好蓝天保卫战，组织实施6990项重点治
气工程；二是打好碧水保卫战，落实水质
改善“断面长”制，太湖治理连续11年实
现“两个确保”；三是打好净土保卫战，基
本完成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以及关
闭搬迁化工企业遗留地块排查工作。

“ 江 苏 智 造 ”抢 占 制 高 点

绿色发展绘就新画卷

编者按 江苏加快科技创新蹄疾步稳，全力推动“江

苏制造”向“江苏创造”“江苏智造”转变，瞄准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和人工智能，努力打造现代

先导产业，努力从“跟跑”向“并跑”直至“领跑”转变。

夯实绿色发展底色，江苏积极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高水平保护互促并进。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促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提升产业价值

链竞争力，奋力推进“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

风从海上来，潮涌长三角。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江苏正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8月中旬，记者走进盐城沪苏大丰产业联

动集聚区智造园，新建的 6 幢标准厂房主体
已经封顶，正在建设管网等配套设施。

作为上海唯一市级层面与外地共建的开
发区，集聚区成为创新互动的“升级版”。

“产业转移不是简单平移，而是产能升级。”
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陈苏
萍说，集聚区不仅定位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域
外产能基地、创新成果的产业化生产基地，
还将打造区域产业合作示范区，重点发展高
端装备制造、健康食品、新能源汽车三大主
导产业。

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盐城正在全方
位接轨上海。上半年，盐城市新开工上海亿
元以上产业项目18个，总投资32.8亿元。与
上海高校院所新签约产学研合作项目50 个。
在上海100个市外蔬菜主供应基地中，盐城

签约37个，其中，今年新增27个。盐城与长
三角地区住院联网结算医疗机构 292 家、门
诊联网结算医疗机构达 310 家，今年分别新
增271家、289家。

“针对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诉求，主动
寻求上海辐射和溢出支持。例如，充分利用上
海金融业高度发达的优势，引入更多外部资金
支持江苏实体经济做大做强。”江苏省工信厅
副巡视员周毅彪表示，江苏还将发挥产业体系
完整、科技成果转化水平高的特点，主动对接
上海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成果消化应用，提升
江苏产业价值链全球竞争力。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交通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是基础。

日前，沪宁间第三条高速铁路——苏南
沿江城际铁路正式开始钻机施工。该铁路建
成后，沿线城市与上海、南京间的距离将会
进一步缩短。

“江苏正在全力推进长三角国家级综合交
通运输大通道建设，加快建设长三角城市群

多层次轨道网，加快畅通省际干线，为形成
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贡献江苏力量。”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惠先宝说，目前正
在加快推进沪通铁路一期、沪通铁路二期、
北沿江铁路（合肥至上海段）、宁淮铁路、宁
宣 （黄） 铁路、盐泰锡常宜铁路、宁扬宁马
城际，溧阳至宁德高速公路江苏段，高淳至
宣城高速公路江苏段，长湖申线、芜申线溧
阳城区段等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挥重要节点城市
的支撑作用至关重要。”江苏省发改委主任李
侃桢介绍，下一步将深入推进苏锡常一体
化、宁镇扬同城化，促进锡常泰、沪苏通等
城市组团跨江融合发展，聚焦重点城市，做
强支点，支持南京提升首位度，扩大苏州、
无锡、徐州等城市发展能级和影响力。同
时，推动 G60 科创走廊、G42 产业创新带、
长三角科创区、苏皖合作示范区建设，促进
资源要素高效配置，以区域经济发展新实践
为长三角一体化注入新动能。

融 入 长 三 角 按 下“ 快 进 键 ”

5 月 22 日，在江苏南京未来网络小
镇，我国未来网络试验设施项目率先在
12个主干节点城市建成连通。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苏省未来网络创
新研究院院长刘韵洁表示，这是全球领先
的基于全新架构构建的大规模、多尺度、
跨学科试验环境，可满足国家下一代互联
网、网络空间安全、天地一体化网络等重
大试验验证需求，为网络强国国家战略提
供强力支撑。

未来网络试验设施项目的成功实
施，得益于南京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

“121”战略，其中一项重磅举措就是以国
家实验室为标准，组建成立“紫金山实验
室”，其定位就是“解决国家重大科学技
术问题”。

长期以来，有“高原”缺“高峰”一直是
江苏科技创新的瓶颈之一。如今，江苏越
来越多像未来网络这样的“高精尖”项目
正在咬定“创新”，成就“大国重器”。

“江苏科技抓住‘先进制造业集群’这
一关键词，通过聚焦江苏重点培育的 13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强化创新成果与产业
发展紧密对接，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蹚出新路、创造经验。”江苏省科技厅
厅长王秦说，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去年
面向全球招聘 32 位项目经理，新建 6 家
专业研究所，新衍生孵化企业97家、转化
科技成果500余项。江苏省技术产权交
易市场正式推出“江苏科创板”，2018 年
促成技术交易1500多项，带动全省技术

合同登记成交额首破千亿元。
技术创新，企业既要当主体，也要当

主力。2018 年，江苏新认定的高新技术
企业超过 8000 家，总数超过 18000 家，
这支创新“主力军”为全省科技成果转化
擂鼓吹号，奋力开拓。

“打造创新梯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进一步增强。”王秦介绍，江苏积极推动行
业龙头企业建立企业重点实验室，目前江
苏国家级企业研发机构达145家，居全国
前列。

如何推动产业、技术、人才的汇
聚，创新“生态”至关重要。“在长三角
城市群科技创新驱动力城市排名中，南
京综合得分排名第二名。”南京市科技局
局长洪礼来说，为打造高新产业发展

“增长极”，南京去年将全市80多个创新
载体整合为15个高新园区，瞄准重点，
集中发力。实施这一举措的直接结果
是，2018 年南京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1282 家，同比增长 70%；新增 2.4 万家
科技型企业，同比增长17%。

原始创新、关键技术、对接国家重大
项目……时下，这些科技词汇已经成为江
苏科技创新工作中的高频词。王秦表示，
江苏将坚决打好产业核心技术攻关的攻
坚战，包括启动前沿引领技术研究专项，
集中突破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重大
成果。此外，江苏对接国家重大项目，人
工智能、未来网络、石墨烯等逐一列入
2019年江苏“100个攻关项目”行动表。

科技创新下好“先手棋”

连云港市海州经济开发区，技术人员在调试智能商用
服务机器人。 耿玉和摄（新华社发）

在江苏泗洪魏营镇先锋水库，珍珠养殖人员在投放珍珠蚌。 张连华摄（新华社发）

苏州狮子林。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