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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来，我市坚定不移

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

创新，全市科技创新竞争力居

“2021中国科技创新百强县”第

12 位，入选全省首批创新型示

范县（市、区）建设名单，科技创

新的动力越发澎湃，逐步形成

具 有 区 域 特 色 的 科 技 创 新

优势。

高新园区建设成效明显。

2012 年 1 月，中关村与常州市

政府签约成立江苏中关村科技

产业园，是中关村在北京市外

设立的第一个科技产业园区。

2021年园区被科技部列入国家

级高新区以升促建调研名单，

并更名为江苏省溧阳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园区坚持“科创+
产业”模式，通过创新链赋能产

业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全

国最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集

群。目前园区已集聚江苏时代

等 60 余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构建起从电池正负极、隔膜材

料、电池单体到电池系统的完

整产业链。园区先后获评国家

绿色园区、江苏省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示范基地、苏南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优秀科技园区、

江苏省高端装备制造特色和示

范 产 业 基 地 等 称 号 ，2018—
2021 年度，园区综合评价连续

四年位列省级高新区第一。

创新型企业梯队初具规

模。溧阳始终将培育创新型企

业作为落实创新驱动战略的主

抓手，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

全市高企数量逐年稳步增长，

高企成为市场创新的主力军，

高企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达

到 100%，高企研发投入发展指

数位居全省前列。截至目前，

全市拥有高企 196家，潜在独角

兽企业 1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76 家，民营科技型企业近 800
家。科技型企业向更高层次突

破，中南化工夺得省科学技术一

等奖，安靠智电获首届省科技创

新发展奖优秀企业。天目先导

纳米硅碳负极材料技术全球首

创，卫蓝新能源固态电池技术行

业顶尖；上上电缆行业综合实力

中国第一、世界第七，安靠智电

两次登上央视“大国重器”。

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稳步提

升。围绕主导产业和特色产

业，我市积极与国内知名科研

院所对接合作，共建高端科创

平台，布局引进长三角物理研

究中心、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

研究院、重庆大学溧阳智慧城

市研究院等重大科创平台 13
家，其中 4 家为省级新型研发

机构并获省项目资金支持。4
家行业龙头企业与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建立了联合创新中心，

建成绿色铸造、动力电池等国

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2 家。截

至目前，全市建成院士工作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以上

“三站三中心”167家，常州市级

以上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

34 家，省级以上孵化器入孵企

业累计达 234家，逐步构建起创

新驱动发展的“强磁场”。

自主创新能力不断突破。

2016 年，我市开启科技创新券

工作，为全市企业提供强有力

的研发支持。近年来，围绕“四

大经济”，突出四大产业，逐步

修订《溧阳市科技创新券后补

助实施方案》《溧阳市科技创新

券（购买科技成果和科技服务

类）后补助实施细则》等科技创

新政策，整合科技专项引导资

金与科技创新券，将建设研发

机构、创新平台等纳入创新券

补助范围。截至目前，科技创

新券累计支持企业 252家，兑现

科技创新券 2534万元。2021年

创立“链通溧阳”科技服务平

台，成功举办先进动力和储能

电池产业对接峰会和第二届电

动汽车低温热泵系统峰会，推

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

十年间，全市科技项目取

得突破性进展。2020 年，天目

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高比

能全固态锂离子电池关键技术

与产业化开发”项目成功获省

重点研发计划重点项目立项；

2021 年，3 家企业项目获得省

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资

金 5300万元支持，位居全省前

列。省科技计划项目、省成果

转化项目、双创项目均获得不

俗成绩。

产学研合作稳步推进。抢

抓融入南京都市圈，紧扣长三

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不断加速

政产学研合作，组建“三库一

队”，建立“企业出题、高校院

所解题、政府助力”的产学研

合作机制，与上海科学院、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工业大

学等多所高校院所签订全面

合作框架协议。2018 年，举办

“天目湖英才榜人才峰会暨溧

阳籍院士专家回乡行”活动，

邀请溧阳籍院士专家回乡为

溧阳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聘请了 15 名溧阳籍院士专家

为政府特聘顾问。2021 年，举

办“中国绿色催化专家智库”

会议，邀请 16 位院士、13 位专

家来溧共商绿色化学发展，搭

建催化科技界与产业界沟通

交流的平台。2021 年承办“名

城名校合作行 创新创业赢未

来”重庆、成都产学研对接活

动，成效显著。十年间，年均

开展重大产学研活动 10余场，

年均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 80
余项，服务企业超千家。

人才发展再攀新峰。十年

期间，全市科技创新人才总量

不断增加，高层次科技人才引

育增量提质，科技人才创新创

业生态持续优化。全市现有

国家“万人计划”等高端人才 2
人，省“双创团队”2 个，省科技

副总 31 个，累计引育省“双创

计划”人才 28 名、团队 2 个，省

“双创博士”32名，常州市“龙城

英才计划”创新创业人才项目

立项 317项；以“天目湖英才榜”

三年行动计划为龙头的创新政

策体系，5 年投入资金总额达

1.51亿元。

金融科技持续发力。2016
年，我市启动“苏科贷”工作，出

台《溧阳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信

贷风险补偿资金池管理办法》，

设立溧阳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信

贷风险补偿资金池，为科技型

中小企业提供“苏科贷”服务，

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的问题。目前，“苏科贷”

已与南京银行溧阳支行、中国

银行溧阳支行、江苏银行溧阳

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溧阳支行、

浦发银行溧阳支行、苏州银行

溧阳支行、邮政储蓄银行溧阳

支 行 等 7 家 银 行 建 立 合 作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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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2版） 礼诗圩村从全国 24
个新时代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中脱颖而出亮相央视《山水间的

家》节目；动力电池特色产业基

地入选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名单；我市连续三年入围“中国

最具幸福感城市”候选名单；

《“百姓议事堂”开辟基层治理新

路》《“党员代办制”让为民服务

更有温度》2个案例入围第六届

全国基层党建创新典型案例；市

法院在全国率先和银行合作启

动“诉讼保”业务；园区更新有了

实质性进展等。

叶明华强调，10 月份是四

季度起始之月，也是冲刺四季

度、决战决胜全年目标任务的关

键之月，做好 10 月份的工作时

间紧、任务重、意义重大。他要

求要重点做好 8方面工作：一要

一丝不苟做好二十大安保维稳，

高效化解各类信访矛盾，高度重

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不断健全

突发性事件应对机制，全面加强

安全生产工作，坚决维护全市发

展的安全和谐稳定。二要一心

一意抓好高质量考核，不断强优

势、补短板，为溧阳高质量发展

继续走在全省全常州前列夯实

基础、筑牢根基。三要一鼓作气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紧盯重

点，真抓实干，力争实现最好结

果，向群众交出一份完满答卷。

四要一马当先强化重点任务攻

坚克难，进一步用好重点事项集

体研究会商制度，高质高效推进

重大项目建设，全力以赴腾足发

展空间，做大做强文旅产业，高

度关注相关领域风险隐患，群策

群力把事关溧阳长远的重点任

务办实办好。五要一着不让深

化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进一

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强化工

作举措，真正把巡视整改作为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止出现类

似问题的治本之策。六要一严

到底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充分

认识疫情防控形势的复杂性、艰

巨性、反复性，全面落实省委关

于疫情防控“防在前、早发现、快

处置”的工作要求，做到信息早

知晓、应对科学合理，为企业达

产扩能、旅游市场复苏向好、群

众欢度国庆营造安定祥和、平稳

有序的社会氛围。七要一以贯

之谋划好明年工作，立足于早、

立足于前，贯彻落实好中央、省

市决策部署。八要一如既往强

化重要活动保障，为溧阳经济社

会发展广聚资源，做强高质量发

展硬核支撑。

（余琛） 9月 30日上午，

溧阳市市民园艺中心揭牌仪

式在高静园举行。

据悉，“十四五”期间，我

市将大力实施园艺推广活

动，建立健全“政府引导、社

会参与、市民受益”园艺推广

协同推进机制，通过上下联

动、人才凝聚、品牌活动推广

等方式，不断丰富全市园艺

推广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市民园艺中心是社区园

艺师和社区居民开展园艺交

流的空间，将定期开展各类活

动，为市民了解园艺、参与园

艺、热爱园艺、享受园艺提供

交流平台，营造爱绿植绿护绿

的良好氛围

揭牌仪式结束后，与会

人员还体验了园艺插花。

溧阳市市民园艺中心揭牌

（韩一宁 史茵杰） 9月 30
日上午，溧阳苏宁广场开业。

据悉，苏宁广场已覆盖全

国 30余城，溧阳苏宁广场位于

西大街与平陵路交汇处，总体

量 15万方，入驻品牌近 200个，

汇聚零售、配套、餐饮、健身、文

创等多元化城市功能于一体。

在业态规划上，超万平米娱乐

集群、全方位儿童业态、大众书

局、苏宁易购、苏宁影城、哥老

官等主力店入驻溧阳苏宁广

场，近百种品类，满足各类客群

消费诉求，为溧阳市民提供更

好的购物娱乐体验。

溧阳苏宁广场举行开业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