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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小镇上演时尚大秀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中争当“典范”

吴江全方位推进一体化示范区建设

新旗艺发布华服新品

融媒记者 陈晓思思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吴江区全域纳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成为全省推进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前沿阵地和排头兵。
高定位的发展战略需要高显示度的
项目做支撑。9 月 24 日，浙江新湖集
团与吴江开发区签订合作协议，将在吴
江打造一个国际级超级综合体项目，为
吴江、苏州乃至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增添新的
动力。浙江企业投资，落地江苏苏州，
辐射长三角，这些关键词，让这个服务

业项目备受瞩目。
长三角地区正携手打造世界级城市
群，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创造新的典范。
吴江在长三角一体化中处于“C 位当中
的 C 位 ”， 紧 扣 “ 一 体 化 ” 和 “ 高 质
量”两个关键，提出了打造“创新湖
区”、建设“乐居之城”的发展定位，
主动作为，在“示范”中争当“典范”。

产业升级 激发“融”的动能
产业项目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抓手。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和长江经
济带的龙头城市，汇聚了众多全球高端
要素。吴江作为与上海直接接壤的区
域，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
历来是上海各类高端要素溢出的重要承

载地。
汾湖高新区开发建设初期，上海是
招商引资的主要方向，统计显示，近
60％的投资项目来自上海，约 50%的
购房者来自上海，新兴产业和高端人才
同样一半来自上海。
今年 7 月，吴江在上海举办了“推
进一体化 聚焦高质量——2019 中国·
吴江长三角区域合作洽谈会”，总投资
约 500 亿元的 40 个项目在洽谈会上签
约，其中一体化合作项目 11 个，产业
项目 24 个。
吴江与中车集团合作建设中车城市
捷运装备长三角区域制造与综保基地。
中车城市交通有限公司董事长顾一峰表
示，中车城交公司已在汾湖高新区选
址，投建 ART （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整车智能制造基地，与吴江签约投资

20 亿元建设中城捷运总部基地项目，将
对进一步优化城市现有交通路网规划，建
设绿色智能交通应用与产业协作发展示范
区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产生巨大的引
领作用。
围绕龙头型、基地型项目，延伸产业
链条，吴江正积蓄创新动能，集聚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现代金融、科
技服务等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打造苏
州湾中央商务区和汾湖高铁科创新城商务
区两大创新总部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生
命健康、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园，超导材
料、航空专用设备、加速器制造与应用等
特色产业园。今年以来，以中车、新湖等
项目为引领，一批有显示度、引领带动性
的重大项目已经落地，产业带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动能逐渐增强。
（下转 02 版）

第八届全国商学院帆船赛在吴江开幕
推动吴江“体育+旅游”有机融合
本报讯 （融媒记者李裕
强） 金秋十月，正是扬帆好
时节。昨天上午，“不忘初
心，扬帆起航”2019 年第
八届全国商学院帆船赛在苏
州湾开幕，区委副书记、区
长李铭，副区长张炳高出席
开幕式并为本次赛事鸣笛。
今年的全国商学院帆船
赛为期 2 天，分场地赛和长
航赛，来自全国 9 所 EMBA 商学院的 17 支参赛队伍
将争夺本届赛事的桂冠。据
了解，全国商学院帆船赛是
国内顶尖商学院专属的航海
竞 技 赛 事 ， 创 办 于 2012
年，经过 7 年的稳步发展，
全国商学院帆船赛的赛事规
模、竞技水平、院校参与度
逐年提高，已成为全国商学

院航海帆船协会及爱好者每年
一度的集竞技、文化、时尚、
公益等元素于一身的帆船盛
会。
本次帆船赛事的举办将进
一步推动吴江“体育+旅游”
有机融合，也为苏州湾增添一
抹亮丽的风景，让更多游客走
进苏州湾，体验赛事，旅游观
光。同时，帆船运动倡导的阳
光、健康、时尚的运动理念与
吴江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绿色的
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也与吴江
时刻准备扬帆起航、接受挑战
的特质相吻合。
开幕式现场还进行了“苏
州湾号”双体帆船的起航仪
式。“苏州湾号”双体帆船的
起航标志着苏州湾帆船港的建
设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探寻江南文化传承脉络

比赛现场。（何清摄）

科润新材料落户吴江开发区

吴江区融媒体中心出版

换膜研发的科技型企业之一，目
前已经顺利完成了全氟离子膜的
产业化，为我国的全钒液流电池
行业提供了国产产品。
“大部分人听得比较多的，
是锂离子电池，这类电池多用在
手机以及移动电源上，我们面向
的是钒电池行业，应用方向主要
是新能源电场和电网的兆瓦时级

地址：
吴江区鲈乡南路 1887 号

的改良型传统服饰。
新旗艺董事长黄秋停和总设
计师盛亚荣介绍，“唤醒”主要
表达的是，希望人们重视对大运
河文化和传统丝绸文化的发掘和
传承，唤起人们对于传统服饰和
配饰元素的认识和喜爱，展示传
统服饰和现代时尚的融合，为中
华服饰文化增添时尚元素。
一场半个多小时的时尚发布
秀，表现出新旗艺设计师心中对
于传统文化和服饰元素的热爱和
坚持，以及在设计理念上的创
新。
据了解，
新旗艺旗下高端服饰
品牌 CHIAYI（旗艺）在秉承传统
苏工中不断改良工艺，萃取民族
服饰文化精髓，用设计的力量，
致力于打造一个本土苏工、品质
原创的中式文化服饰时尚品牌。

“家在江南”媒体采访团走进同里古镇

“人才+科技+基金”项目落地评审机制再显威力

本 报 讯 （融 媒 记 者 韦 欢）
10 月 18 日，苏州科润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简称“科润新材
料”） 在吴江科创园开业。这是
第二家通过“人才+科技+基
金”项目落地评审机制落户吴江
开发区的企业。
科润新材料是国内极少数从
事燃料电池核心部件——质子交

本报讯 （融媒记者陈晓思
思） 10 月 18 日晚，旗袍小镇
广场变身为时尚华丽的秀场，
一场以“拾年寻梦·旗艺传
奇”为主题的时尚发布活动在
这里举行 （如图，思思摄）。
吴江本土的旗袍设计生产企业
苏州新旗艺丝绸科技有限公司
以新一季华服新品“唤醒”来
总结回顾 10 年创业历程，并
为旗袍小镇第二届旗袍文化周
增光添彩。
当晚，旗袍小镇广场的大
型 T 台，聚光灯和现场几百名
观众的目光都聚焦在身着新款
改良旗袍和华服的模特身上。
或雍容华贵，或轻柔翩翩，或
干练利落，“唤醒”主题展示
了几十套供当代女性日常穿着

的大规模储能站，简单来说，就
是帮助企业生产蓄电多、用得久
的电池。”科润新材料董事长杨
大伟介绍，钒电池最核心的部
件，就是质子交换膜，而最适合
充当这张质子交换膜的，就是全
氟离子膜。
以 前 ， 全 氟 离 子 膜 95% 的
市场份额被美国杜邦公司和戈尔
公司占据，其生产技术和工艺在
我国属于空白。国内企业如需进
口全氟离子膜，就要面对极其昂
贵的价格——每平方米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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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原理上讲，钒电池的电力输
出强度，就取决于交换膜的面
积。如果不解决全氟离子膜的国
产化问题，国内燃料电池生产企
业生产钒电池，成本就得不到降
低。
科润新材料就解决了这一问
题，其研发并使之量产的全氟离
子膜，助力打破了国外公司对这
一行业的垄断，并让这一产品的
进口价格跌了一半。科润新材料
更是建成了国内首套大型钢带流
延法全氟离子膜生产线，让全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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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膜的生产效率和品质进一步
得到了提高。目前，科润新材料
拥有 25 项全氟离子膜技术专利，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
为我国钒电池行业提供了 90%以
上的国产全氟离子膜产品
科润新材料旗下目前有江苏
科润膜材料有限公司、南京普能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两家全资子
公司，此次落户吴江开发区的是
集团总部。开业后，吴江总部将
负责钒电池、
（下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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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记者韦欢）
10 月 18 日，由省委宣传部组
织的长三角“家在江南”媒体
采访团走进同里古镇，专题采
访特色文化保护以及江南文脉
传承情况。
活动中，人民网、新华
网、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
30 家媒体的记者跟随同里古
镇工作人员的脚步，参观了江
南传统水乡的风貌，并细细品
味了退思园的造景布局艺术，
媒体记者们不时停下脚步，拍
照留念。
“这些天，我们也看了不
少的园林，我的感觉是，江南
地区的园林风貌大致相同，但
在细节处又各具机巧，每座园
林、每幢建筑都有各自的特
色 。” 解 放 日 报 记 者 陈 抒 怡
说，这就跟江南地区的地域文

化一样，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
的文化特色，但它们又是相通
的，是一个整体。
现代快报记者刘静妍则对同
里古镇所具有的浓厚的生活气息
颇有感触。“刚才工作人员跟我
们说，古镇里现在还住着一万多
的居民，是一个景社合一的地
方，我就觉得很好。一个景点如
果商业气息过浓，而没有一点生
活气息，那这个景点的文化气息
必然也不会太浓。
”刘静妍说。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第二届
江南文脉论坛举办前的一个预热
活动，论坛以“文脉传承与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为主题。采访团
已经走过了黄山、泰州、嘉兴、
上海青浦、苏州等地，之后，各
家媒体都将形成文字或视频稿
件，向外界展示江南文脉的传承
情况，确保论坛的顺利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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