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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任务落实
形成建设热潮
周旭东主持召开科创载体建设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史 赛）5月14日
下午，
市委副书记、
市长周旭东主持
召开科创载体建设工作推进会，对
加快产业科创中心建设进行再推
进、再部署、再落实。周旭东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按照市委全会和市两会部署要
求，
牢固树立
“昆山就是产业科创中
心、产业科创中心就是昆山”的理
念，进一步提高认识、落实措施、分
类推进、
加强考核，
在全市迅速掀起
科创载体建设热潮。市领导杨帆、
徐敏中、
宋德强参加推进会。
2019 年是昆山产业科创中心
建设实质性推进的第一年。对照
“三个一百万”
的目标任务，
全市今
年将新增科创载体空间 150 万平
方米以上，其中，夏驾河科创走廊
启用 55 万平方米，阳澄湖科技园
启动新建 80 万平方米，花桥国际
创新港新增 30 万平方米。在听取
我市科创载体建设、传统园区转
型、科创产业用地等方面的情况汇
报后，周旭东指出，建设产业科创
中心、打造科创之城势在必行、迫
在眉睫。各区镇、各部门要切实提
高认识，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
擦升级的严峻形势下，必须深刻认
识到科创载体建设是昆山打造产
业科创中心的必然要求，是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大力集
聚各类创新要素，营造有声有势、
有声有色的人才科创氛围。
周旭东指出，要落实举措，强
化执行力，形成推进产业科创中心

建设的强大合力。各区镇要注重
规划引领，结合自身区位优势、产
业特色，做好空间布局；要完善要
素支撑体系，创业投资、知识产权、
运营管理等要素与科创载体建设
同步推进，形成协同配合的体制机
制；要重视科技招商，加强对科技
招商规律的分析和研判，
打造一支
专业科技招商队伍；
要突出产城融
合，深刻把握“城市-人才-产业”
之间科学严谨的逻辑关系，
统筹抓
好城市建设和科创之城建设，
深化
与大院大所合作，成建制引进科研
院所，着力打造高品质、宜居型、品
牌型的城市；
要强化国有企业的示
范引领作用，主动参与“一廊一园
一港”建设、传统工业区向科创产
业园转型等重点工作，
形成国资带
动、民营跟进的发展态势；要探索
新路径、新办法，
借鉴先进做法，
创
新思路举措，形成具有昆山特色的
科创园区建设经验。
周旭东强调，要更加注重分类
推进。
“一廊一园一港”
建设要明确
各自定位，一马当先，
齐头并进，
快
出成果、快出形象、快出精品。各
镇要充分结合企业、产业及区域发
展实际，你追我赶、各展所长，
不等
不靠、不推不躲，下定决心盘活低
效资产，为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腾出
更多空间。要强化考核，
逐项分解
落实指标，明确任务书、时间表、路
线图，因地制宜，
加快推进，
加快形
成
“比学赶超”
的浓厚氛围，
迅速掀
起推进产业科创中心建设的热潮，
为昆山加快推进国家一流产业科
创中心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工业用电量同比下降 44.84% 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3.3%

巴城经济亮出
“新”气质
6.3%，规上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划”人才 6 名，占全市四分之一；围
109.4%。看结构变化，今年巴城结
绕主导产业和重点企业，摸排 76 项
合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专项行动， “卡脖子”关键技术需求，新增产学
本报讯（记者 宋桂昌）经济保
清理淘汰了一批高风险度、
“ 散乱
研合作项目 15 项，大中型及规上高
持大幅增长、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工
污”、异地经营等企业，全镇工业用
企研发机构建有率达 100%。全力
业发展提质增效，人才科创聚力发
电量同比下降 44.84%，规上企业用
以赴优化营商环境，举办了企业上
力，一季度巴城镇经济不仅跑出了
电量同比仅下降 3.3%，工业总产值
市（科创板）论坛，助力企业借助资
加速度，
而且展现出
“新”
气质。
仍保持两位数增长。看经济成色， 本市场提质增效；以“1330”改革为
来自巴城镇的统计数据显示： 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比
抓手，
运用
“无纸化”
“便捷化”
“可视
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43.8 亿
增长分别达到 7.7%和 8.1%，
占规上
化”
“ 规范化”
“ 一窗化”
“ 智能化”手
元，同比增长 12.1%；工业总产值实
比重分别达到 42.64%和 67.19%。
段，
竭尽全力服务企业百姓。
现 73.7 亿元，同比增长 13.3%；全社
巩固经济向好发展态势，巴城
立足人才所需所盼，营造适宜
会固定资产投资 12.32 亿元，同比
思路清晰、措施明确：
招商引资争速
气候，
厚植创新沃土，
使得企业创新
增长 5.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96
攻坚，紧抓优质、重大项目落地，5
活力不断迸发。2 月 1 日，苏州恒铭
亿元，
同比增长 9.5%。
个市级重大产业项目（伊美特水处
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
亮眼的经济
“成绩单”
不仅体现
理设备制造、中航材华德宝空港设
券交易所敲钟上市，成为巴城首家
在速度上，更体现在经济发展的成
备、博拓新能源、欧思克切削技术
A 股上市企业；
4 月 10 日，全球知名
色和结构上。看动能转换，新旧产 （二期）、水之梦室内乐园（二期））累
硬质合金刀具制造商——瑞典山高
业动能转换成效显著，规上工业企
计完成投资 9000 万元。加快创新
刀具集团正式并购昆山欧思克精密
业 产 值 实 现 57.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创业人才集聚，入选苏州“海鸥计
工具有限公司，将欧思克打造成山

首季经济看点

高刀具集团在中国的首个研发中
心。同时，昆山通祐电梯有限公司
喜获 2018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巨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实
验室获 CNAS 国家实验室认证；头
领科技（昆山）有限公司设计、生产
的“HIFIMAN R2R2000 云音乐高
清 DAC”荣膺德国 iF 设计奖；苏州
鸿博斯特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
净产业园加快推进，中国电子信息
行业联合会洁净技术专业委员会获
批成立……人才科创结下累累硕
果，
集聚巴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巴城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
巴城将把人才科创作为高质量发展
的主攻方向，把产业发展作为高质
量发展的根本抓手，努力实现产业
高科技、开发高层次、生态高颜值、
民生高品质、百姓高评价，
全力以赴
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思想大解放 激发新动能
——聚焦国家一流产业科创中心建设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二十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金 晶）昨天下
午，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
十次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张雪纯，副主任金乃冰、赵坤
元、江雪龙、张玉林和委员共 31 人
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金健宏，
市人民法院院长韦炜、
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俞军民，市监察委
员会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各工
委室和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以及
部分苏州市人大代表和昆山市人大
代表列席会议。市委常委、市监察
委员会代主任华红作人事提请。
会议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水污
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张雪纯
说，水污染防治不仅是环境问题，
更是发展问题、民生问题。6 月上
旬，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将到江苏
进行实地检查。我们要以此次检

查为契机，多措并举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扎实补齐生态环境短板，
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依法从严
查处涉水环境违法行为，
督促企业
履行好自身的社会责任，
鼓励广大
代表和市民积极参与到水污染防
治工作中来。市人大常委会将进
一步加大水污染防治工作监督力
度，群策群力共同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守护好昆山的碧水清流。
会议审议了市法院关于智慧
法院建设情况的报告。张雪纯说，
下一步，市法院要牢牢把握司法为
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以司法体
制改革增强发展动力，
以智慧法院
建设提升司法效能，
进一步简化立
案环节，优化办事流程，完善诉讼
服务，重视信息化队伍建设，
▶下转 A2 版

严惩黑恶犯罪
打击非法金融
涉黑涉恶行为，非法金融活动，有奖举报电话：
1.13405232435，0512—57153610（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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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建设，我市重点实事工程——城北大道路面大修工程已基本结束。改造后，全长约 4.5 公里、从长江路到宋家港路的道路路面平
整开阔，
道路交叉口和辅道进出口进行了重新优化，
大大提升了道路通行效率、改善了道路环境。
记者 周 舟 摄

报告文学《昆山之路》作者杨守松认为——

昆曲足球，是新的
“昆山之路”
今晚 7：30，2019 中乙联
赛第十轮，昆山 FC 坐镇主场
对阵武汉三镇。
“昆山最美的腔调是昆曲，
最有
活力的运动是足球”。这是新时代
背景下昆山发展的新思路。如何解
读这条新路？恐怕没有人比《昆山
之路》作者杨守松更有发言权。
三十年前，杨守松创作了报告
文学《昆山之路》，引起全国人民的
瞩目。他用饱含激情的笔触，向世
人描绘了昆山经济腾飞的宏伟篇
章，也向世人揭示了昆山人民艰苦
卓绝的创新之路。
“‘昆山之路’并没有终点。”杨
守松强调，
“如今昆山正蓄势发展的
足球与昆曲，
正是一条新的
‘昆山之
路’。
”

■ 足球，塑造昆山人的神
气与骄傲
一杯清茶，一间小院。如今杨
守松的生活静雅简单，但是他依然
时刻关注着昆山的每一个变化。
“在
昆山，
最美的腔调是昆曲，
最有活力
的运动是足球。”这样的发展新思
路，
让杨守松津津乐道。
于是，有了这次昆山足球俱乐

部拜访杨守松的取经之旅。令人意
外的是，
杨守松不仅是文化、昆曲方
面 的 大 家 ，更 是 一 个 资 深 的 足 球
迷。翻看昆山 FC 的队刊时，杨守
松重重地指着
“血性”
二字说：
“这就
是足球要带给昆山的东西！”
这也正是他二十多年以来对于
足球的理解。杨守松曾专门写过文
章，称赞上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女
足，
同时也指出
“中国男足缺少敢做
敢为的男子汉精神”
“
，其实，
从某种
意义上说，
足球就是战争！”
作为昆山改革发展的见证者、
记录者，
杨守松对于昆山足球，
不仅
仅是以一个老球迷的身份，更是站
在历史高度去观察。
《昆山之路》中有一章专门写
道：
我们面临着两个世界，
一个是物
质的，一个是精神的。对应经济技
术开发区，也应该有一个精神文明
开发区。在杨守松眼中，如今的昆
曲与足球，
正是昆山的精神文明
“开
发区”
。
在崇尚“血性足球”
的杨守松看
来，足球与昆曲并非“风马牛不相
及”
，
而是有机结合的整体，
是昆山精
神文明开发区不可或缺的两个面。
“好似一种阴阳协调。这个世界就是
一半阴、
一半阳，
一半是黑夜、
一半是
白天。昆曲是很柔美的，
足球有着阳

刚的一面。这个世界光有阴柔肯定
不行，
昆山人的精神家园里，
光有昆
曲也不行。阳刚的足球，
恰好可以同
带有柔性美的昆曲相结合。
”
杨守松风趣地说：
“以前昆山人
外出，
总觉得
‘低人一头’
，
哪方面都
硬不起来，只好缩在角落里。处于
中国南方的人很多都是这样，脑子
聪 明 灵 活 ，但 缺 少 胆 识 和 冒 险 精
神。但现在的昆山不同了。讲经济
有开发区，
聊文化有昆曲，
现在还有
足球！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足
球必然也会带来特有的气质——阳
刚、血性和勇敢，
昆山人要有自己的
神气和骄傲。
”
“今天的昆山需要阳刚，
也应该
更有活力，发展足球就要强调它的
竞争性，
而竞争的活力，
对于这座城
市的经济发展、对于昆山的精神面
貌建设，必会有巨大的作用。”杨守
松说。

并包

来 、走 到 强 大 、走 到 全 国 百 强 县
（市）之首？就是因为接受了外面
先进的东西，一定要把外面现代、
优秀的东西请进来，各行各业都是
这样，包括足球。”
“一种先进的文化一定处于向
前发展的状态，也是一个兼容并包
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说，
‘ 昆山之
路’就是兼容并包。没有博大的胸
怀，肯定无法容纳那么多东西，也
绝对不会有今天强大的经济。而
文化建设，也是一种重新整合。”杨
守松说。
如今的昆山 FC，教练、队员同
样来自五湖四海。他们虽然不是昆
山人，
但来到这里，
就一定会为昆山
这座城市而战。拥有大量外来人口
的昆山市，恰恰也是如此。这里需
要海纳百川的胸怀，
去兼容并包，
需
要拥有自己的“金名片”去引以为
豪。唯有如此，这座城方能真正地
“你我共昆山”
。
■“昆山之路”就是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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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松 1968 年大学毕业到昆
山工作以来，亲眼目睹昆山一天天
发展强大。在杨守松眼中，塑造昆
山精神家园的这条“新昆山之路”，
与之前昆山的发展历史一脉相
承。
“‘昆山之路’为什么能够走起

昆山 FC
你我共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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