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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靠美丽的东太湖，拥有长达 48
公里的黄金岸线，吴江太湖新城一直
以来都享受着太湖的馈赠。苏州市
吴江滨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这个“能
工巧匠”，在苏州南部这片200平方公
里的天地里，书写着看得见的“诗与
远方”。

绿茵翠拥的走廊上，游人心旷神
怡眺望太湖美景；白墙黛瓦的建筑
下，女子素着旗袍风姿绰约；民宿与
工作室比邻的河道边，村民一边创业
一边感怀乡情⋯⋯这样美妙的场景，
如今在吴江太湖新城内正逐步成为
现实。

作为这座新城的开发建设者之
一，滨投集团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
着“建设太湖新城、成就理想生活”的
责任。在城市建设与东太湖生态旅
游度假区的“双核驱动”下，打造环太
湖产城融合标杆、沿太湖城市发展典
范，引领文商旅产业可持续发展，谱
写“融合共生”动人乐章。

生态建设，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好画卷

走在鹅卵石堆砌的浅滩上，很少
有人知道，脚下的这条亲水走廊原来
是太湖大堤。更少有人知道，这里的
水域曾经被大面积围垦，污泥淤积。

环太湖大堤包围的东太湖湖区
面积 185.4 平方公里，经过 50 个月的
退渔还湖、退垦还湖等大刀阔斧的整
治，万顷太湖再现碧波美景，太湖水
环境承载能力和区域防治能力提高，
居民生活环境改善。

东太湖生态园是国家 AAAA 级
景区——黄金湖岸旅游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占地约 1350 亩，由南往北共
设临水广场区、中央公园区、生态体
验区三大区域，主张水岸的人性化设
计。拥有成片的天然草坪、绵长的太
湖岸线、完善的自行车道，先后荣获

“江苏省自驾游基地”“中国旅居露营
首选目的地”称号，已成为全民乐享
的“后花园”。

随着东太湖生态园、苏州湾美食
新天地、阅湖台韵秀太湖演绎秀场等
项目的日益完善，黄金湖岸旅游区将
进一步放大生态与观光效益，提升太
湖新城的城市品质。

特色开发，实现历史风貌与现代
文明共生共荣

滨投集团秉承“品质立身，融合共
赢”的管理理念，将“文化、商业、旅游、
产业、住宅”五位一体的融合发展理念
植入太湖新城建设的全过程，实施引
领性开发，打造一系列精品项目，让历
史风貌与现代文明在这里共生共荣。

谁也不曾想到，一个集旅游、文
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特色小镇——旗
袍小镇，6 年前还是一个破败的棚户
区改造项目。滨投集团坚持保护性
开发，并以中国传统服饰旗袍为文化
符号进行延展，汇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丝绸文化、江南水乡文化和垂虹
文化于一体，建设文化、旅游、产业融
合的特色小镇，发展文创产业，呼唤

文化回归。
滨投集团董事长张中军介绍，

“目前，我们正借助‘互联网+’与大数
据，打造一个以文创为引领、旗袍为
符号的集高端定制、创意设计、大师
工坊、产品发布、发展论坛于一体的
匠心产业小镇，给人们一个看得见的

‘远方’。”如今，从东北虎、吉祥斋等
知名旗袍华服品牌，到旗袍的设计
者、爱好者，都在这个特色小镇演绎
各自的动人故事。

同样是“五位一体”融合发展理
念的创新实践，苏州湾水秀天地呈现
给大家的却是另一番面貌。

在外形设计上，37 栋主体建筑形
态规模迥异，“8”字形盘踞的景观内
河连起了主建筑，以水而起，以秀为
舞。在业态规划上，东区的影院、儿
童主题馆、酒吧街与西区的精品酒
店、餐饮会所等布局巧妙，西静东动，
动静相宜。

作为苏州湾颜值最高的城市综

合体，这里购物、餐饮、文化、旅游、休
闲等功能一应俱全，时尚、品质是它
的标签，消费、人流是它的代名词。

传承太湖亲水理念，根植本土人
文精神，滨投集团不断创新“文商旅”
融合发展的全新业态，在提升客户体
验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发展及人们生
活方式的革新，城市由此变得更宜居。

美丽乡村，再现富民与情怀相得
益彰的理想生活

南厍村位于太湖新城南部，占地
近 2000 亩，有 600 多户人家。过去，
这里的村民依靠传统农业为生，收益
非常低。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依托吴江丰
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纯正乡土风味
的历史名村而启动建设的“南厍e村”，
不仅是一个特色田园乡村项目，更是
一件情怀力作，一项富民工程。

从生态建设、特色开发，到产城融
合、创新发展，最终是为了让百姓过上
更好的生活。南厍 e 村特色田园乡村

建设启动后，对全村水电气、管线、道
路、景观、绿化、公共空间等六大基础
设施实施全面改造，同时组建专业公
司，对布局的农家餐饮、青年旅社、精
品民宿、文创工作室等业态进行统一
招商、管理和运营。滨投还实施引领
性经营，引导、带领村民一起创业。“我
们手把手教村民怎么开店做生意，让
他们实现在家里上班，在家里致富。”
张中军介绍，目前首个引领性经营试
点区正在装修，不久将对外营业。

建好后的南厍 e 村将还原河港、
古桥、巷道等生态肌理，“日落西山，
炊烟袅袅，月影摇曳，犬吠深巷”的乡
村生活氛围将牵动一代人的情怀。

“接下来，我们要加快推进旗袍
小镇、金融小镇、缤纷荟系列、南厍 e
村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和招商运营工
作，并以‘湾区先锋，奋斗楷模’党建
品牌为引领，全力构建价值共享平
台，助推城市人文和谐发展。”对太湖
新城的未来，张中军充满期待。

太湖新城，书写看得见的“诗与远方”

相比于众所周知的“硅谷”模式，
“硅巷”这个概念似乎有些冷僻，但
2018 年开始热门起来，出现在国内
多个大城市的产业计划中，南京市也
将其写入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嵌入式创新，
激活大院大所“一池春水”

秦淮区地处南京老城核心区，人
口集中、建筑密集，城市空间拓展、开
发建设空间极其有限。如何在此推
动科技创新、激发城市活力？秦淮区
提出，要学习借鉴美国“硅巷”发展经
验，探索秦淮创新发展新路子。

“硅巷”位于纽约曼哈顿，是个虚
拟园区，聚集着从曼哈顿下城区到特
里贝卡区等地的移动信息技术企业
群，它没有固定边界，区别于传统意
义上的科技园区，已成为纽约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

去年 9 月，“秦淮硅巷”建设蓝图
出炉，以中山东路、龙蟠中路、月牙湖
和秦淮河为围合，总面积约 4.3 平方
公里。区域内拥有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金城集团、55 所、8511 所等一批
大院大所大企；有院士或双聘院士 9
人、高级专家 2000 多人、青年知识分
子 4 万余人。秦淮区委、区政府提
出，紧贴城市原有肌理，对现有老写
字楼、老厂房、棚户区加以改造，释放
创新空间，嵌入式容纳大街小巷创新
创业者，打造无边界创新园区。根据
测算，区域内将新增科技创新载体

137 万平方米，目标是经过 3-5 年的
努力，落地运行20-30家新型研发机
构，培育集聚 100 家高新技术企业，
总产值达 300 亿元，立足大院大所特
点，打造军民融合特色产业集聚区。

“我们的生产搬到主城外，但研发
还是要回来的，老城区的区位优势和
科教资源无法取代。”5311厂副总经济
师杨通介绍，地处秦淮区标营 4 号的
5311老厂房已变身紫荆科技园，成为
众多科创企业启航地，打造以航空电
子、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军民融合示范
先导区，目前正与一批院校洽谈合作。

这一“无边界”理念，激活区域内
大院大所，院校地携手，组成秦淮“硅
巷”推进委员会。去年以来，入驻秦
淮“硅巷”的新型研发机构有 3 家，孵
化企业7家，在孵13家。

激活创业生态，
破解老城“空心化”

毋庸讳言，当下一些城市中心老
城区不同程度地面临产业空心化、科
教资源外流等问题，人口结构相对老
龄化、社区活力不足⋯⋯如何复兴老
城？最近一段时间，上海黄浦区和虹
口区、广州天河区、西安莲湖区等，不
约而同地提出“硅巷”概念。

在去年 12 月 17 日出台的《南京
市推进高新园区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中，南京市委、市政府首次提出城
市“硅巷”计划。南京市科委副主任
陈为生介绍，南京计划大力推进鼓

楼、徐庄、白下和建邺等高新园区通
过改造老厂房、盘活老校区等，充分
释放创新空间，嵌入式容纳更多创新
创业者，打造校地融合、产城一体、创
新创业活跃度高的“硅巷”。

在新一轮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
有张南京老城科技硅巷示意图，围绕
南大、东大、河海、南航、南师大、南艺
等高校画了一个又一个“圆圈”。南
京市规划局局长叶斌说：“这是这轮
规划修编的一大亮点。南京要做优
创新生态体系，打造全域创新空间，
通过在老城范围内培育科技硅巷，推
进大学和科研机构及周边社区建设，
营造良好的创新、转化氛围。”

“创新不仅在园区，更在城市社
区。”负责秦淮“硅巷”工作的白下高
新区园区服务处处长金界春说，纽约

“硅巷”的经验就是，创新要在城市中
心、城市为创业者服务。有了创业者
入住，创新资源注入，老城空间就有
了活力，找回产业动力，“空心化”问
题才能迎刃而解。秦淮“硅巷”计划
在 2-3 年内增加 3 万个就业岗位，通
过吸引人才回流，让老城焕发生机。
打造“硅巷”，成为探索老城更新、旧
城创新的一条新路径。

“硅巷”赋能城市，
亟待破除“园区思维”

南京市主要领导在调研城市更
新工作时表示，城市更新已成为城市
发展的新常态，特别是人口密度大、

功能承载多、环境容量小的老城区，
必须向“存量空间”要“增量价值”，通
过有机更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南京将围绕打造城市“硅巷”出
台相关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区与高
校、科研院所共同打造集科技创新、
文化创意于一体的特色创新街区；支
持通过多功能立体开发和复合利用，
盘活存量低效工业用地，发展新兴产
业，建设创新载体。

“这是‘老树发新芽’，不像园区
是平地起高楼。”面对“硅巷”概念渐
热这一现状，金界春坦言，打造“硅
巷”一定要摆脱路径依赖、破除固有
的“园区思维”。具体而言，首先要做

“减法”，结合自身资源禀赋，聚焦主
导产业，切忌“贪大求全”。第一步应
该是加大清理力度，改造现有业态，
提升产业集聚度，而不是忙着招商。
在他看来，打造“硅巷”是实现老城原
有肌理上的嵌入式发展，不是先拆后
建的传统模式，不会一蹴而就，主导
者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政府、高校院
所、企业、市场多元主体联动、共同发
力，就会带来“飞轮效应”——一开始
飞轮转动会有点慢，等大家都来推，
它就会转动得越来越快。

金界春建议，对“硅巷”建设给予
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让“工改研”项
目可参照高新区政策执行，将所涉及
配套设施及环境提升工程优先纳入
城市建设计划，鼓励区域内相关建筑
在符合条件下改建为人才公寓。

本报记者 仇惠栋

如何打破老城产业空心化和科教资源外流困境 ——

无边界“硅巷”，激活老城创新基因

入冬后的苏北农村，叶落、花谢、
草枯。但记者在新沂市走访时，发现
了一家迥异于传统花卉生产企业的
基地——“云花农业”。成立两年来，
这家企业投资近 3000 万元，几乎中
试种植了国内现有的2000多个菊花
品种、国内外近百种玫瑰，却没有进
行销售，直至花谢。“我们的产品是生
长数据，种出的是一部数字‘花词
典’。”公司总经理王恩说。

基地最显眼的是两幢球形钢结
构大棚，最高处达19米。步入棚内，
仿佛走进了花的城堡。数十种藤本
植物从高处倾泻而下，紫色小花若隐
若现。“它们背后都有一条条珍贵的
数据。”王恩指向一排椅子，椅子上摆
着方方正正的菊花“坐垫”，这是花农
胡传花、沈响玲的作品，用来甄选常温
下保鲜最久的品种，收集实验数据。

王恩是上海人，他供职的花企原
来一直在云南、广东等南方省份。
2013 年以前，面对国外知识产权保
护限制，企业只能“来料加工”。经多
次与外企协商，最终外企同意开放第
二代花卉（F2）进入中国市场并组建
项目公司，项目简称“云花北上、世花
中试”，第二代花卉被允许在中国种
植与销售，与世界潮流接轨。

近年来，南方花卉主产地土地紧
缺，云南花卉急需向外拓展。由于部分
花卉知识产权保护期解除，海量的国
外二代、三代花卉，需要在中国试种。

“无论是‘北上’还是‘中试’，均
需逐步驯化，不可过急。”王恩介绍，
选择合适的地点非常关键。最终，江
苏淮河以北的气候环境，南北植物过

渡带的地理位置，加上新沂独特的土
壤，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在这里栽
培，进行 2 到 3 年的中试后逐步北
上，同时还容易诱发花卉变异，能筛
选出更多好品种。”比如原产中亚、被
称为“馒头菊”的品种，根据国外数
据，它的蓬径不超过60厘米，但在这
里第二年，它就出现了超过 80 厘米

（大部分），甚至小部分达到120厘米
的数值。而这一切，都将成为中国

“花典”数据库的组成部分。
“向北扩张，数据先行。”王恩带

记者进入一个封闭的培育室。“周围
安装多种仪器，实时监控、调整花卉
的生长环境，并收集整个生长周期内
的各项数据，如土壤 EC 值、水肥精
量度、益虫保护、生长点诱导、色素靶
向等，技术人员采集录入公司后台大
数据处理中心。经过分析后，参照最
优的生长数据，形成检测报告传回，
我们只需对照报告作出调整。”

目前，类似的数据采集基地已在
全国建成 5 个，分布于上海松江、昆
明嵩明、海南东方、徐州新沂、内蒙古
海拉尔等地。在海拉尔垦区，冬季气
温达到零下 30 摄氏度左右，花卉生
长期只有90天左右，数据更为宝贵。

登录数据中心，记者随机输入一
组经纬度，数据库立刻提供出适合此
地种植的品种，囊括种植技术、产量、
产值及收益等方面的重要数据。经
过两年的搜集，“云花农业”的数据库
已经覆盖中国六成以上的品种。根
据计划，今年底将覆盖国内所有花卉
品种，再过 3 年，可完成全生长周期
数据。届时，“花典”上线，可供用户
免费查询花卉常识，付费获取花卉标
准化、规模化的生产信息，同时在线
上举办各类互动、体验、即时的活动。

依托于全面、可信且易于检索的
大数据，我省花卉产业将有望摆脱传
统模式，实现生产标准化、产品定量
化、销售期货化等的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李 刚

种花不卖花 只为采数据

投资 3000 万，
种出一部“花词典”

6 日，亚洲最大的重大件远洋特
种甲板运输船“至宪之星”号停靠盐
城大丰港通用码头，进行风电叶片吊
装作业。此次该船将装载 156 片风
电叶片运往西班牙，创造了全球风电
叶片吊装最多的纪录。

邱 鹏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上接 1 版 突出“放管服”“六个
一”目标，即一枚公章管审批、一支队
伍管执法、一个网格管治理、一个中心
管指挥、一个网络管服务、一个平台管
信用；配套实施九项特色改革，即推进
开发开放体制改革、稳步推进行政管
理机构改革、深入开展产城融合综合
改革、深入开展用人制度综合改革、推
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化“亩产效
益”综合评价改革、实施国有企业综合
改革、推进“三港一区”综合港务区改
革、进一步深化基层减负增效改革等，
推动全区改革工作系统集成。

常州高新区确定“集成改革试点”
节奏和进度：到今年 6 月基本完成方

案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到 2019 年
底，全区治理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把高新区建设成为服务效率、发展
环境、创新活力、人民群众获得感位于
全省前列的改革发展示范区。

“五个一”工作机制
让审批提速

“以往从立项到拿到施工许可证，
需要 100 多天，我们在常州高新区只
花了不到 20 个工作日。”2018 年 12
月 6 日，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由衷感谢园区的“高效服务”。
星宇年产车灯约6000多万只，产品已
打入北美和欧洲市场。

常州市高新区行政审批局搭载集
成改革这趟“快车”，设立并推动“工业
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 50 个工作日完
成”服务专窗规范运行，全面推行“容
缺受理”“多评合一”“区域环评简化审
批”等新模式，建立审批和监管联合踏
勘工作机制，“3550”目标顺利实现。
2018年1月至10月，全区累计完成全
流程企业开办2886家，平均时长2.47
个工作日，最优案例用时为 0.5 个工
作日；办理工业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
152件，平均时长19.6个工作日，最优
案例用时为 10 个工作日。截至去年
10 月底，全区已落地重大项目全面完
成相关审批手续。

2017年常州高新区全面推行一枚
公章审批、一个窗口受理、一个清单管
理、一个网络运行、一套制度保障的“五
个一”工作机制，审批工作运转有序。
新北区行政审批局局长恽志群介绍，去
年1月至10月，首批划转的92项权力
事项累计办件63988件，满意率保持在
99%以上。全区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市场主体总量首次突破10万户。

依托信息化手段
实现互通互联

常州高新区管理服务指挥中心项
目近日紧张而有序推进，此项目投入
运营后，将对“一个中心管指挥”形成

关键支撑，成为现场执法、联合惩戒、
信用监管等决策和技术支持的“最强
大脑”，一举打破审批、监管、执法间的
信息壁垒。

“管理服务指挥中心”将依托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通
过集现场执法、数据采集、业务办理、
应急处置调度为一体的移动巡查执法
APP 等智能化终端设备，实现行政许
可、日常监管、行政处罚信息实时流
转、实时抄告、实时监控、实时留痕、实
时更新。

常州高新区致力于整合经发、税
务、人社、安监、环保、公安、金融等相
关部门涉企信息与平台数据的互通互

联，实现企业登记和行政审批之间的
“双告知”，行政审批信息与部门监管
信息的“双推送”，行政许可与行政处
罚“双公示”，构建集信息共享、协同监
管、联合惩戒和社会共治的统一信用
监管体系。

基层治理体系创新建设也是集成
改革重要方面。常州高新区此次重点
推进“一个网格管治理”，目前区、镇两
级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全面建成并投
入运行，全区共划分网格 1150 个，配
备专职网格员 1125 人、兼职网格员
2017人。

本报通讯员 王忠良
本报记者 王佩杰 朱秀霞

宝应县税务局干部近日走进民营企业，开展“税源调查千户行”活
动，与企业人员促膝谈心。 张 刚 朱启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