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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获悉，10月9日，
《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才安居服务工作
办法（试行）》正式发布，带来一波自
贸区红利。该办法的出台将逐步扩
大新区人才房在商品房销售中的比
例，为各类人才在新区创新创业提供
一流环境和保障，吸引人才留在新区
创新创业，为自贸区建设贡献力量。

据了解，2018年5月份，江北新
区印发了《南京市江北新区直管区人
才安居办法（试行）》，正式开展人才
安居工作。之后又先后印发了《南京
市江北新区企业博士安居工程实施
办法》《南京江北新区集成电路人才
试验区政策（试行）》。截至2019年
9月份，江北新区范围内已引进培养
约 1600 名各类高层次人才，有约
800名人才经人才安居系统审核通
过，享受人才安居政策。

此次发布的《南京市江北新区人
才安居服务工作办法（试行）》，将人
才安居购房服务由原有政策适用企
业范围中的A-E类及F类的博士人
才扩大至F类硕士及年薪50万以上
企业高管，同时也扩大至新区直管区
范围内各单位中的博士，还有在新区
注册登记的集成电路企业及符合新
区“两城一中心”等产业政策企业中
的F类人才。

同时，申请人需具备以下条件：
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住
房；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
同，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或本人在
新区缴纳个税。符合以上条件的人
才，可以在新区筹集的人才商品房源
中进行选房认购。

人才安居工作实行并联审批，人
才认定部门将认定结果移送至新区
房产部门，新区房产部门汇总审核结
果。申请人可以通过“我的南京”
APP、微信“南京房产微政务”公众
号，在南京市人才安居信息服务平台
提交申请。 （吴红梅）

南京江北新区人才

安居又有新红利

本报讯 以色列江苏创新中心日
前在特拉维夫试运营，这是中国在以
色列建立的首个省级创新中心，将为
两国间创新合作搭建新的桥梁。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科技参赞
崔玉亭在当天举行的试运营开幕式
上表示，该中心将作为中以两国合作
的重要桥梁，引导两国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到中以创新合作中来，共同打造
中以创新的新增长点和新亮点。

以色列外交部东北亚司司长阿
米尔·拉蒂表示，中国已成为以色列
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为使双方贸易多
样化，以色列正在中国寻找更多合作
伙伴，帮助更多以色列中小企业进入
中国市场。江苏省是中国最早与以
色列签署双边联合研发计划合作项
目的省份，是中以创新合作的先驱
者，该中心将为中以两国企业合作搭
建一座新的桥梁。

以色列亚洲商会主席、以色列前
驻华大使马腾·维勒奈表示，以中两
国企业应进一步加强合作，扩大合作
的范围和领域。江苏省站在以中科
技创新国际合作的前沿，是以中创新
合作的典范。

活动期间，以色列江苏创新中心
与以色列创投领域孵化器Startu-
pEast及一些科技企业签署了合作
协议。

据介绍，以色列江苏创新中心
是中以常州创新园在以色列设立的
离岸创新平台，中心由双方专业团
队共同运营，旨在引进和集聚中以
合作项目、资本、技术和人才，支持
中国国内机构开展离岸研发、离岸孵
化等业务。 （常 新）

以色列江苏创新

中心试运营

以《蹈浪涛头再弄潮》为题，10
月 11 日，江苏再登《人民日报》头
版，生动叙述了“长三角见证高质量发
展——江苏篇”的改革故事：弥合南北
梯度，协同并进、加快产业布局，转型
正酣……“破旧立新”的背后，是科学
规划在“定盘指航”。

“简单的东西做得差不多了，剩下
的都是改革的深水区，利益的博弈区，
要有智慧去解决。”日前，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接
受本刊采访时谈到，中央已经印发了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再次为长三角一体化按下“快进
键”，当前阶段，三省一市应充分应用
新时代的新手段，以“一盘棋”思维，提
高区域规划的科学性与健康发展性。

比起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唇齿相
依”的长三角地区，在生态环境建设上
有着更为迫切的协作需求。“下游的水
质差了，有可能是上游污染的，上游洁
净的‘美丽乡村’，甚至能带动起一条
河流的‘碧波荡漾’。”陈雯认为，长三
角各级地方政府的规划，不能割裂地
看待生态问题，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区
域协同的科学眼光谋发展。

句容市陈庄村就是陈雯所说的关
键“小村庄”，它位于太湖流域最上游
的水源涵养山区。“我还记得2013年
第一次走进陈庄，那里没有通自来水，
也没有污水处理设备，农药化肥施用
多，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物就直
接流入太湖水域上游水系，进而影响

流域环境质量。”陈雯为当时陈庄的状
况心痛。同年，她和“合伙人”——台
湾点子整合行销公司总监廖美华一
道，为陈庄“从头到脚”地出了套“绿色
转型方案”。

陈雯从农村供水工程、真空分离
源厕所、水土气监测体系和池塘生态
化净化改造等工程入手，5年来联系
中科院及地方，在陈庄投入了500多
万元课题费，五类水已被消除，青蛙
老鹰等生物多样性好转的指征生物
回来了。廖美华则把台湾当地的“自
然农法”种植技术带进陈庄，不需要
农药化肥，从野菜中萃取营养液，直
接喷淋在蔬菜上，提供养分的同时
还可以驱虫。大白菜、莴苣、毛笋、地
瓜……时令菜应有尽有，甘甜可口，
统一每斤 8 元，村民们微信订单不
断，生态美带来的是“钱袋鼓”。“乡村
的发展要从实际出发，注重科学规
划。”陈雯表示，以陈庄为课题做研究
的村庄“绿色转型”方案，正酝酿向长
三角地区推广实践。

探索以“上游主动保护下游，下游
支持上游发展”为核心的多元化横向
生态补偿机制，长三角各地频繁展开
合作。今年上半年，上海市青浦区与
江苏省吴江区、浙江省嘉善县三地在
环境保护上开联防联控联治，建立了
建立水质协作机制。据悉，相关部门
建立了太浦河水资源保护省际协作机
制并加强联动、共同监测、预警预报、
信息共享。三地开展应急监测演练，

提升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对跨
界环境污染事件区域联动机制和应急
响应能力。

三省一市的生态环境融合步步深
入，长三角一体化的“蓝图”未来可
期。据悉，上海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
预测预报中心率先在国内联合江苏、
浙江、安徽和江西省监测中心开展了
跨区域空气质量联合可视化会商，并
在冬半年污染多发季节开展每周区域
可视化会商和不定期调度会商；并与
长三角环境气象预报预警中心，每日
完成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专
报，为提高地区预测预报技术水平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城市群不仅仅是空间分布上相
对集中的一群城市，更是以分工、协
作、共享为特征的城市发展命运共同
体。”有关专家指出，目前长三角三省
一市已陆续制定实施方案，长三角要
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一定要抓住规划
这个“牛鼻子”，才能推进发展协调。

“长三角地区将走向深度一体化
阶段，发展目标将从地域共同体、经济
共同体走向利益命运共同体，合作重
点将从交通等基础设施合作、经济合
作为主转向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
全方位一体化合作。”陈雯表示，未来，
随着各地对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纲要》
的进一步落实，长三角地区在解决各
类问题的同时也将迎来更多的机会和
发展，期待迸发更多新的“化学反应”。

本报记者 王梦然

科技赋能环保,
探索长三角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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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句容市陈庄村，游客开心地采摘
用“自然农法”种植出来的蔬菜。

陈 雪供图

近日，在苏州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激
光微纳加工技术大会上，数十家江苏激
光企业和科研单位围绕激光微纳加工
前沿技术，集成电路IC、光伏、电子芯片
等产品的激光处理和激光在电子产品、
移动终端的工艺解决方案三大主题，共
谋江苏激光产业未来发展。

激光微纳加工是通过激光与材
料相互作用，改变材料的物态和性
质，实现微米至纳米尺度或跨尺度的
控形与控性。

近年来，江苏激光产业迎来高速
发展时刻。2019年，江苏的激光纯装
备的产值预计将达到200亿元，位列
全国第三，市场占比为18%，与去年相
比增长幅度为27%。江苏已成为继广
东、湖北之后全国第三个激光产业聚
集地和中国最大的两个运用市场之
一，引领华东地区激光产业持续发展。

打造完善产业链

助力江苏制造业转型升级

“激光制造是促进消费品升级的
‘利器’，被广泛运用于汽车制造、自
动驾驶、动力电池、手机制造、航空航
天、医疗器械乃至国防军事等众多领
域。激光加工的精度更高、能耗更
低、更加节省劳动力，正好解决了制
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
是制造业不可或缺的支撑技术。”江
苏省激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
书长陈长军告诉记者。

苏州英谷有限公司肖旭辉总经
理介绍，激光作为一种高效工具，正
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无论在
工业精密微细加工还是高端生命科
学领域，激光产业将迎来高速增长。

受益于江苏的经济体量和制造
业基础，作为制造业提档升级关键支
撑产业之一，江苏的激光产业已经拥
有从激光芯片、激光器、激光装备到
应用激光企业等相对完善的产业链。

天弘激光在激光领域深耕多
年。该公司生产的“激光3D加工系
统”在3D激光熔覆及强化业内具有

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技术优势，且拥
有多项专利。与传统火焰淬火相比，
通过3D激光熔覆的产品淬火层硬度
高、边缘陡、软带区域小、表面熔融纹
路小、变形小，是国内众多大型汽车
模具行业模具淬火强化的优选装
备。公司董事长金朝龙告诉记者，激
光装备由于其非接触、无磨损、速度
快、可柔性集成加工等特点，对传统
制造业的加工工艺提升和创新具有
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高功率激光器
在材料表面处理和改性中的应用，大
大提升了我国热处理技术水平和工
业零部件的耐磨、耐腐蚀水平。

“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今天，制
造工艺要求越来越高，激光可以取得
比传统工艺更好的加工效果；同时越
来越多新型特殊材料的应用，使得激
光在很多时候都是唯一的选择。”德
龙激光副总裁袁凌表示，德龙激光推
出的半导体材料激光加工设备（如碳
化硅、砷化镓等新型半导体材料），实
现了半导体激光加工装备国产化的
突破，相对来说更节约成本。

科技赋能“走出去”

自主创新才是“硬道理”

今年9月1日，江苏亚威艾欧斯
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与江苏自贸
区苏州片区首批签约并领取营业执
照的企业之一。

两个月前，主要从事金属材料激
光加工设备的亚威股份携手韩国LIS
公司全面开展精密激光加工设备业
务战略合作，进军新的激光应用领
域，加速开拓中国高端激光应用设备
市场。亚威股份钣金激光装备事业
部销售公司副总经理陈凯表示，亚威
股份通过合资合作实现精密激光加
工领域的技术交流、引进和吸收，将
提升在高端激光加工设备的研制和
生产水平，迈进更加精密的OLED显
示面板、太阳能电池、汽车用锂电等
激光前沿应用领域。

江苏自贸区苏州片区合资公司

的成立，也意味着亚威获得更加开放
的国际合作的主动权，未来将有助于
提高相关设备国产化率，实现相关制
程设备的自主可控。

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拓展新业
务，已经成为江苏激光产业探索发展
的新模式。技术的“引进来”与“走出
去”很关键，通过科技赋能、自主创
新，产业发展内涵更加过硬。

5G时代，江苏激光产业积极探索
创新、自主研发，运用数字化、工业互
联网技术，在全生命周期给激光产业
增添了更多科技元素。

光纤激光器是新一代固体激光
器的一种。激光光纤在特种光纤领
域则是技术研发的前沿。近年来，亨
通光纤推出了一系列激光光纤产
品。公司总经理陈伟表示，创新是亨
通光纤发展的原动力。自主技术攻
关和原始性创新是保持产品技术领
先优势的密码。“亨通在研发方面投
入的经费逐年增加，研发费用已经占
到销售额的5%。未来还将加大研发
投入，将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提升到新
的高度。”

岗春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激光器上游生产激光头的企业。该
公司生产的智能激光头可通过手机
扫码获取技术使用参数与售后服务，
安装app可进行远程监控，通过各种
传感器实时监控激光头内部运行情
况。数字化的智能激光头为企业招
揽了众多客户。总经理蒋修青认为，
在国产激光头竞争日趋白热化的时
代，企业在重视质量的同时，更要为
研发付出智慧。

打破发展瓶颈

企业抱团发展提升整体实力

在江苏激光产业发展欣欣向荣
的背后，依旧存在着一系列发展瓶
颈。打破发展瓶颈，是目前江苏激光
产业需要面对的问题。

苏州姑苏区科技镇长团团长、苏
州姑苏区副区长、江苏师范大学交叉

应用研究院副院长陈浩认为：“与广
东、湖北相比，江苏的激光产业存在
着缺乏具有代表性的龙头企业、产业
整体协同相对较弱、产学研转化能力
不足等问题。”

金朝龙对此深有同感：“面对中
高功率激光器市场的瓶颈，中国企
业应对超快激光器的研发，要继续加
大投入，且要与高校及科研机构深
度合作。”

研究成果如何转化为技术，是产
业内一直面临的问题。2013年南京
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成立运营（2015
年加盟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旨
在跨越激光产业从研究成果到企业
技术转化的“死亡之谷”。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周军解释了跨越“死亡之
谷”的一系列程序：“研究院拥有人
才、技术、设备、平台等条件。引进大
学和科研院所有市场前景的最新研
究成果后，研究院结合市场需求，进
行二次开发，研究院的市场人员、工
程研发人员将学术语言转化为工程
师语言，让最新的科研成果成为企业
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目前，南京
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拥有49家孵化
企业，其中8家为高新技术企业，2家
为南京市“独角兽”培育企业。近几
年，研究院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年收
入3000万元左右，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问题，推动了转型发展。

企业抱团发展，加强同行之间的
交流合作，提升整体实力，同样能够增
强市场竞争的能力。江苏省激光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江苏激光产业的
发展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江
苏省激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将自
己定位为‘政府的助手、行业的推手、
企业的帮手’，积极宣传普及激光知
识，提升激光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
同时变革思想，团结激光产业的上下
游共同攻坚克难，积极争取支持，促进
激光产业又快又好的发展。”陈长军表
示，“江苏激光产业起步虽晚，但江苏
制造业基础扎实，如能推动新一轮理
念创新、团结协作，在新的起点上必定
能结出硕果。” 本报记者 叶 真

见习记者 谢诗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