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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盛泽的老牌
丝绸企业。企业注重传承创新，引进国际先进
设备，内、外贸并重，已成为国内一流的丝绸
生产和出口基地。

一提到丝巾，恐怕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世
界顶级品牌爱马仕。那么爱马仕丝巾的原料来
自哪里呢？就是华佳。目前，华佳是爱马仕大
中华区唯一指定的真丝供货商。公司董事长王
春花告诉记者，要生产高质量的白厂丝，需要
高质量的蚕茧和高标准的工艺，因此在2006
年，华佳在广西投资建造了茧站，2016年，
在云南建立了现代化蚕桑基地。

“我们坚持把丝绸做下去，蚕桑基地的建
设就是为了保证蚕茧质量，蚕茧质量保证了，
一根丝的质量就能保证了。”王春花说，近年
来，华佳不断改良桑蚕的品种，以提高蚕丝的
品质。

近年来，华佳从不松懈对技术的研发与品
质的管控，通过技术改造成功研制了“精
6A”白厂丝，也是因为这款产品，才成功吸
引了世界顶级品牌爱马仕的关注。爱马仕对供
应商的要求近乎苛刻，在满足品牌、产品、技
术等众多硬性条件要求的同时，还会对其环境
标准、商业道德，以及工作条件和人权等方面
进行一整套严格的考核。在经过对方多次高标
准、严要求考察后，华佳凭借雄厚的综合实
力、出色的品质及稳定的供应表现，成为“精
6A”白厂丝指定供应商。

王春花表示：“华佳的白厂丝达到爱马仕

的标准，‘是精6A’，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苛
刻的条件。能够做世界级品牌的供应商，无论
在产品质量、生产品质还是生产效率等方面，
都能做到世界一流。公司通过一系列的整改，
包括从蚕种的选择，蚕茧的选择到生产工艺的
改造，最终符合了爱马仕的标准要求，从而在
丝绸行业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名声。”

近年来，华佳不断深化与国际品牌合作，
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竞争力。走进华佳
的产品展示厅，记者看到，除了传统的睡衣、
吊带裙以外，丝巾、旗袍、礼服、领带等产品
一应俱全。

近年来，华佳以创新为核心，为自主品牌
“桑罗”注入文化、科技、时尚等元素，传统
产业生机勃勃，在企业规模、生产工艺、产业
链的整合等方面，都有前所未有的进步，定位
越来越国际化、时尚化，成为丝绸行业全产业
链的标杆企业，在国内外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致力于打造“百年老店”，王春花为华佳
未来发展明确了方向。她表示：“在这个行业
里面做专做精，我50年就做一件事情——就
是做丝绸。丝绸就是从一个茧子做成一根丝，
一根丝做成一匹面料，一匹面料做成一件衣
服。我对蚕茧非常有感情，所以离不开丝绸。
华佳将继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坚持时尚化、
差异化、高端化的发展路线，不断提高产品品
质和档次，进一步推动丝绸行业高质量发展，
并将丝绸产业做强做大，擦亮这张金色名片。”

50年专注“一根丝”

华佳牵手世界顶级品牌
本报记者 王炜

本报讯（记者颜贝贝）近日，凯伦
股份启动了一项合作试验项目，研发外
露防水新材料。

凯伦股份将与瓦克化学（南京）有
限公司合作开展产品研发，以瓦克化学
最新开发的改性聚合物为基料，根据凯
伦股份实际需求添加多种化学助剂和优
质填料，研发性能优良、绿色环保的新
型外露防水产品。

记者了解到，该试验项目研发的白
色聚氨酯外露防水材料将使用在钢结构
屋面，以达到高效防水效果。

研发外露防水新材料

凯伦股份启动
合作试验项目

本报讯（记者周成瑜）记者从区工信局
获悉，今年一季度，全区工业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总体保持平稳态势，共计完成工业
总产值1140亿元，同比增长6.0%。

除工业总产值外，1至3月，全区其他
重要经济指标同样稳中向好发展，其中，工
业用电累计达 5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2%，增速在苏州大市位列第一；完成规
上工业总产值800亿元，同比增长6.6%，
增速在苏州大市位列第二；实现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5.0%，在苏州大市位列第二。
重点产业方面，丝绸纺织业不断深耕产业

链、拓延价值链，起势明显，一季度完成规上
工业产值247亿元，同比增长11.1%。春节
后，相关企业运营稳定，市场行情较年前有所
回暖，产销基本平衡。

装备制造业持续稳定增长，智能装备业快
速发展，传统装备制造业向细分市场拓展。一
季度完成规上工业产值180亿元，同比增长
13.2%。博众精工、英格索兰、法兰泰克、卡

特彼勒等重点企业一季度销售保持两位数高速
增长，带动整个行业保持较好增长。电梯行业
行情较前两年有所好转，企业对今年订单量预
期相对乐观，部分企业在旧楼加装电梯市场加
速布局。

光电缆通讯业竞争激烈，但企业战略布局
前沿领域动作不断，亨通积极布局光芯片和半
导体，项目进展顺利；通鼎收购思达康，着手
布局5G发展；永鼎加快发展超导材料，新业
务将成为未来新增长点。

电子信息业虽然一季度销售略有下滑，但
外资企业投资意愿犹存，群光电能等一批优质
项目相继落户。

据区工信局副局长朱新荣介绍，接下来，
该局将继续做好重点工业企业运行监测工作，
提升运行监测系统分析维度与功能，加强要素
保障，积极推进省市重点投资项目，完善差别
化配置改革和综合评价分类实施办法，推动企
业高水平创新载体建设，加快全区工业智能化
进程。

吴江一季度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1至3月工业总产值1140亿元，同比增长6.0%

本报讯 （记
者 史 韫 倩） 今
天，区科技局将
走进震泽镇，为
震泽镇和桃源镇
的 企 业 进 行 培
训。作为2019年
高新技术企业系
列培训课程，本
次培训是今年区
科技局举办的第
七期培训。截至
目前，全区共有
500 多名企业工
作人员参加培训
并受益，范围覆
盖了吴江开发区
（同里镇）、七都
镇 、 平 望 镇 等
地。

记 者 了 解
到，6月、7月、
8 月是“高企申
报季”，为了应
对 即 将 到 来 的

“高企申报季”，
做好2019年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入
库、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申报的工
作，区科技局联
合各区镇科技部
门携手多家科技
服务机构开设了
2019年高新技术
企业系列培训课
程，且培训为公
益性培训，不收
取任何费用，量质并举壮大高新技术企
业集群，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3月和4月是高企申报的核心动员
期，我们主要针对2019年高企的申报作
动员，围绕政策和实操等内容对企业进
行培训。”区科技局高新科负责人陈红梅
告诉记者，接下来，区科技局还将走进
太湖新城（松陵镇）、吴江高新区（盛泽
镇）、汾湖高新区（黎里镇）等地，基本
实现吴江地区全覆盖，使政策宣讲面不
断扩大，帮助企业更充分了解相关政
策。此外，区科技局仍然对主动寻求帮
助的企业采取上门服务的措施，有针对
性地为他们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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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章政英）昨天，记者从区行政审
批局获悉，1至3月，全区新增民营企业2436家，
新增注册资本143.07亿元。3月份，全区新增民
营企业1168家，新增注册资本42.65亿元。

一季度，全区新增民营企业2436家，新增注册
资本143.07亿元，截至一季度末，全区民营企业总
数为68031家，注册资本总额为3740.7亿元。

3月，全区新增民营企业1168家，新增

注册资本42.65亿元。从分布领域看，前3个月
新增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制造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分别占新增总家数
的33.78%、16.17%、14.74%。新登记民营企业

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达823家，新增注册资本
25.94亿元；从事制造业的达394家，新增注册
资本13.32亿元；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
达359家，新增注册资本60.71亿元。

吴江首季新增民企2436家
新增注册资本143.07亿元

四、完善财税支持政策

（一）改进财税对小微企业融资
的支持。落实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
费奖补政策，中央财政安排奖补资
金，引导地方支持扩大实体经济领域
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融
资担保成本。进一步降低创业担保贷
款贴息的政策门槛，中央财政安排资
金支持地方给予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
款贴息及奖补，同时推进相关统计监
测和分析工作。落实金融机构单户授
信10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
策、贷款损失准备金所得税税前扣除
政策。

（二）减轻中小企业税费负担。
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加快推进地方涉
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推进增值
税等实质性减税，对小微企业、科技
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根

据实际情况，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支
持中小企业吸纳就业。

（三）完善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
业的政策。各级政府要为中小企业开
展政府采购项下融资业务提供便
利，依法及时公开政府采购合同等
信息。研究修订政府采购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暂行办法，采取预算预
留、消除门槛、评审优惠等手段，
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
策。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向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倾斜。

（四）充分发挥各类基金的引导
带动作用。推动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
金走市场化、公司化和职业经理人的
制度建设道路，使其支持种子期、初
创期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在促进中
小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中
发挥更大作用。大力推进国家级新兴
产业发展基金、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
金的实施和运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
业、军民融合产业领域优质企业融
资。

五、提升创新发展能力

（一）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加强
中央财政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
持。通过国家科技计划加大对中小企
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调整完善科
技计划立项、任务部署和组织管理方
式，大幅度提高中小企业承担研发任
务的比例。鼓励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
开放共享资源，围绕创新链、产业链
打造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创新网
络。推动专业化众创空间提升服务能
力，实现对创新创业的精准支持。健
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鼓励科研
机构、高等学校搭建网络管理平台，
建立高效对接机制，推动大型科研仪
器和实验设施向中小企业开放。鼓励
中小企业参与共建国家重大科研基础
设施。中央财政安排资金支持一批国
家级和省级开发区打造大中小企业融
通型、专业资本集聚型、科技资源支

撑型、高端人才引领型等特色载体。
（二）切实保护知识产权。运用互

联网、大数据等手段，通过源头追溯、
实时监测、在线识别等强化知识产权保
护，加快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提
高违法成本，保护中小企业创新研发成
果。组织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
进工程，开展专利导航，助推中小企业
技术研发布局，推广知识产权辅导、预
警、代理、托管等服务。

（三） 引导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
展。支持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聚焦
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发展
质量和水平，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研
究制定专精特新评价体系，建立动态企
业库。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基础，在
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
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
领域，培育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
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实施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专项工
程，打造一批融通发展典型示范和新模
式。围绕要素汇集、能力开放、模式创

新、区域合作等领域分别培育一批制造
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项目，引领制造业
融通发展迈上新台阶。

（四） 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化服
务。推进发展“互联网+中小企业”，
鼓励大型企业及专业服务机构建设面向
中小企业的云制造平台和云服务平台，
发展适合中小企业智能制造需求的产
品、解决方案和工具包，完善中小企业
智能制造支撑服务体系。推动中小企业
业务系统云化部署，引导有基础、有条
件的中小企业推进生产线智能化改造，
推动低成本、模块化的智能制造设备和
系统在中小企业部署应用。大力推动降
低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宽带专线接入资
费水平。

六、改进服务保障工作

（一）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规范中
介机构行为，提升会计、律师、资产评
估、信息等各方面中介服务质量水平，

优先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咨
询、创业辅导、技术支持、投资融资、
知识产权、财会税务、法律咨询等服
务。加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建
设和培育。搭建跨部门的中小企业政策
信息互联网发布平台，及时汇集涉及中
小企业的法律法规、创新创业、财税金
融、权益保护等各类政策和政府服务信
息，实现中小企业政策信息一站式服
务。建立完善对中小企业的统计调查、
监测分析和定期发布制度。

（二）推动信用信息共享。进一步完
善小微企业名录，积极推进银商合作。
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小微
企业名录，建立完善小微企业数据库。
依托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全
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开
发“信易贷”，与商业银行共享注册登
记、行政许可、行政处罚、“黑名单”以
及纳税、社保、水电煤气、仓储物流等
信息，改善银企信息不对称，提高信用
状况良好中小企业的信用评分和贷款可
得性。 （新华社）

打造公平便捷营商环境 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发展动力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二）

图为华佳的生产车间。 （吴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