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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概况】  2020年，中新双边合作联委

会第十六次会议与中新苏州工业园区

联合协调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新加

坡—江苏合作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苏州市政府、园区

管委会与新加坡方面签署关于加强生

物医药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4月

29日与11月30日，苏州市委常委、园

区党工委书记吴庆文与新加坡贸工部

副常任秘书兼软件办主任吴鹏毅通过

视频连线，共同主持召开中新合作苏

州工业园区2020年第一次和第二次

软件会议。会议通报园区发展情况及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双方就进一

步深化自贸区、生物医药产业、企业国

际化、人员培训与交流等领域的合作

进行深入讨论和交流。� （牛炳秉）

 【双边贸易】  2020年，园区与新加坡

贸易额为115.19亿元，增长11%。其

中出口55.89亿元，增长3.3%；进口

59.30亿元，增长19.3%。与新加坡贸易

额最大的园区企业为太极半导体（苏

州）有限公司。园区与新加坡贸易往

来的商品以半导体、汽车零部件、液晶

显示屏、专用设备等为主。�（白宇飞）

【双边交流】  2020年1月2日，新加坡

贸工部企发局、人力部、金属工业工友

联合会代表团与园区企业代表举行座

谈会，深入交流“工业4.0”开展情况、

做法和经验。会前，新加坡代表一行

参观了园区展示中心及相关企业。

1月9日，新加坡驻华大使吕德耀

一行访问园区，参观园区展示中心、

苏州中心，实地了解园区开发建设成

果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3月31日，苏州市委常委、园区党

工委书记吴庆文会见新加坡贸工部企

发局副局长尤善钡一行，双方就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交换意见。

4月29日，苏州市委常委、园区

党工委书记吴庆文与新加坡贸工部副

常任秘书兼软件办主任吴鹏毅通过视

频连线，共同主持召开中新合作苏州

工业园区2020年第一次软件会议。

5月13日，苏州市委常委、园区

党工委书记吴庆文会见新加坡驻沪总

领事罗德伟、候任总领事蔡簦合一行。

11月9日，江苏省委常委、苏州

市委书记许昆林与新加坡总理公署部

长兼财政部和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

兰妮举行视频会议。

11月18日，新加坡—江苏合作理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视频连线的方式

在南京、新加坡两地召开。江苏省委副

书记、省长、理事会江苏方主席吴政隆

主持会议并致辞，新加坡总理公署部

长兼财政部和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理

事会新方主席英兰妮出席会议并致辞。

11月30日，苏州市委常委、园区

党工委书记吴庆文与新加坡贸工部副

常任秘书兼软件办主任吴鹏毅通过视

频连线，共同主持召开中新合作苏州

工业园区2020年第二次软件会议。

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同新加

坡副总理王瑞杰举行视频会见，并共

同主持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12月17日，苏州市委常委、园区

党工委书记吴庆文会见新加坡贸工部

企发局副局长尤善钡一行。�（牛炳秉）

【第三届中新合作服务贸易创新论坛举

办】  2020年11月10日，第三届中新

合作服务贸易创新论坛在园区举办。

论坛涵盖主论坛、数字贸易国际合作

研讨会、知识产权服务论坛、区块链技

术及应用论坛、法律服务行业论坛以

及相关考察招商活动。论坛吸引1000

余名专业人员参会，通过线上线下多

平台、多渠道直播方式覆盖海内外

百万受众，受到80余家国内媒体、近

180家海外媒体关注，宣传报道400余

篇，国内累计阅读量1500余万人次，

海外访问量1亿余人次。� （白宇飞）

协调会议

【新加坡—江苏合作理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召开】  2020年11月18日，新加坡—�

江苏合作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视

频方式在南京、新加坡两地召开。江

苏省委副书记、省长、理事会江苏方

    表3  2020年园区与新加坡贸易前五大类产品及其进出口情况

序  号 产品名称 出口（万元） 增    长 进口（万元） 增    长

1 电机电气设备、电视音像设备及零部件 338083.84 12.5% 340212.05 39.2%

2 光学、计量、检验、医疗设备及零件 9171.22 20.6% 63995.67 -24.3%

3 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 75204.44 -20.8% 50372.05 28.2%

4 塑料及其制品 10285.65 -10.7% 43814.71 -11.8%

5 贱金属工具、器具、利口器、餐匙、餐叉 3067.87 -21.4% 156.83 -20.0%

� （白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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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吴政隆主持会议并致辞，新加坡

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和国家发展

部第二部长、理事会新方主席英兰妮

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期间，双方代

表围绕“加强自贸试验区对接推动生

物医药产业合作”“加强专业服务业

合作深化产业配套服务”等专题展开

研讨，举行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苏州企

业合作中心启动暨理事会签约项目

发布仪式。园区管委会与新加坡贸

工部企发局、经发局共同签署关于促

进合作共建“国际化走廊”的谅解备

忘录。江苏省副省长、理事会江苏方

副主席惠建林，新加坡卫生部高级政

务部长、理事会新方副主席许宝琨做

会议总结。江苏省政府秘书长陈建

刚，新加坡驻上海总领事蔡簦合，以

及新苏双方有关人士参加会议。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  2020年12月

8日，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视频方式在北

京、新加坡两地召开。中新双边合作

联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同时召开。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理事会中方主席韩正，新加坡副总

理、理事会新方主席王瑞杰共同主

持。会议充分肯定中新苏州工业园

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来，园区抓住苏州自贸片区设立带来

的发展新机遇，坚持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

质增效取得的成绩。会议认为，园区

在中新两国合作中地位特殊、作用重

要，要求合作双方围绕园区未来发展

目标，进一步发挥优势、深化合作，

持续提升园区的国际竞争力，共同推

进园区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为提

升两国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增添新

内涵、做出新贡献。会上，苏州市政

府、园区管委会同新加坡贸工部、新

加坡科技研究局签署关于加强生物

医药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 （牛炳秉）

经验借鉴

【中新知识产权国际化人才培训开班】 �

2020年8月6日，中新知识产权国际

化人才培训开班仪式在园区企业发展

服务中心举行。培训采用新加坡方面

线上授课、园区线下集中学习的形式，

围绕企业创新转型升级、知识产权商

业化、专利情报助力科技型企业制

胜、国际上替代性知识产权争议解决

等主题进行分享。园区27家企事业

单位知识产权工作者参加培训并获得

新加坡知识产权学院颁发的学习结业

证书。

【借鉴新加坡经验培训开课】  2020年

8月24—26日和8月28日，2020年园

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培训（线上课程）在

园区培训管理中心举行。园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卢渊出席开课仪

式并讲话，新加坡贸工部东北亚司司

长何致轩、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国际

司司长吴淑珍通过视频连线致辞。该

次培训为借鉴新加坡经验26年来首

次以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授课，课程包

括新加坡“大软件”经验及聚焦园区

发展重点的专业内容，涵盖生物医药、

跨境投资与专业服务业、医疗健康等

2020年11月30日，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2020年第二次软件会议召开�
� （园区新闻中心� 供稿）

2020年8月24日，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培训开课仪式在园区培训管理中心
举行� （园区新闻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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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园区各部委办局、街道（社工

委）、医疗卫生机构及苏州市有关部门

的69人参加培训。� （牛炳秉）

合作项目

【中新社会治理】  2020年，中新社会

治理合作新三年（2018—2020）试

点收官，16个重点项目、60项试点任

务取得明显成效。园区“放管服”综

合改革体系加快构建，智慧城市运行

管理中心初步建成，“一网一图”集成

指挥系统、“面包屑应急救援指挥”系

统等“互联网+社会治安”项目建成投

用，“警务网格”“综治网格”加快融

合，“15分钟健康服务圈”不断完善，

高中低端多元发展的机构养老体系基

本建立，街道“一站多居”模式改革

全面完成，动迁社区人居环境显著提

升，企业环境管理主体责任不断压实，

志愿服务品牌特色不断彰显，“三社联

动”工作创新推进，社工专项增能培训

广泛开展，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行

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等机制不断完善，

“党代表接待日制度”“社区发展咨询

员制度”“青年志愿者组织和引导机

制”“工会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

组织发展机制”“业主委员会综合治理

体系”等一批创新试点顺利结项。11

月，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推进会，要

求各项试点任务牵头部门提高试点任

务完成质量，加强特色亮点经验总结，

认真谋划新一轮中新合作试点。认真

谋划新一轮中新合作试点。�（叶� � 莱）

【缅甸新加坡工业园区获批】  2020年

8月20日，中新集团与新加坡胜科集

团合作开发的缅甸新加坡工业园区

获缅甸政府批准。这标志着中新集团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

的首个海外园区落地，园区经验逐渐

走向海外。缅甸新加坡工业园区位于

缅甸仰光地区莱古镇，面积约4.36平

方千米，开发周期约9年，聚焦工业物

流、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等产业并提

供标准厂房及商住生活配套设施。

【“服贸通”中新数据专线开通】  2020

年8月29日，从苏州自贸片区直达新

加坡“点对点”的跨境国际数据专用

线路“服贸通”中新数据专线开通。

该专线是全国自贸区中首创并聚焦服

务贸易建设的新型通信基础设施，将

提升苏州自贸片区服务贸易企业跨境

数据交互能力，让苏州更加便捷地联

通世界。� （牛炳秉）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苏州企业合作中

心启动】  �2020年11月18日，新加坡

科技研究局苏州企业合作中心启动。

该合作中心专注于支持新加坡科技起

步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开拓和商业化，

支持深度科技起步公司以园区为基

点，进行技术研发、产品化及市场化

运作。第一批入驻企业创造就业岗位

33个，申请发明专利16件，获得授权

3件。园区在中新合作的基础上，全

面深化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苏州基地

在科技创新创业领域的合作。2018

年9月，园区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签

署《关于深化在科技创新创业和产业

化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双方

在科技创新创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2019年10月，园区与新加坡科技研

究局苏州基地签署合作协议，新加坡

科技研究局苏州基地在园区注册法人

机构新科研（苏州工业园区）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成为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苏州基地在新加坡以外设立的首个分

支机构。并以此为载体，设立新加坡

科技研究局苏州企业合作中心。�

� （林岚开� � 张贝仪）

2020年8月29日，“服贸通”中新数据专线开通仪式举行� （园区新闻中心�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