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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日  2020年江苏省重大产业项

目建设现场推进会议在园区召开，集

中开工项目1473个。园区开工重大

产业项目32个，总投资约224亿元，

涵盖生物医药、半导体、智能装备等

先进制造业，以及总部经济、创新中

心等现代服务业。

3日  苏州开放再出发大会在园

区召开。发布政策举措30条，推出产

业用地68.8平方千米，发布苏州开放

创新合作热力图，签约重大项目556

个，投资总额7359亿元，其中园区签

约项目58个。

△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知识产

权白皮书（2019）》发布仪式在园区

举行。

8日  苏州市委常委、园区党工

委书记吴庆文，园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丁立新等33名园区代表

首次单独组团参加苏州市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

有限公司子公司信泰制药（苏州）有

限公司研发的注射用醋酸卡泊芬净

（商品名：博瑞芬宁）获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批准上市。

10日  园区管委会与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共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州

附属中学签约揭牌仪式在园区举行。

16日  苏州自贸片区管委会新

闻发布会举行，推出苏州自贸片区关

于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创新政策，出台

《园区管委会关于推进苏州自贸片区

金融开放创新的若干意见》。

17日  园区在商务部2019年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

核评价结果中排名第一。

△  苏州园区港作为启运港集装

箱外贸出口首单业务操作成功。

△  苏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

队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业园区受理点暨

苏州工业园区公安分局出入境智慧大

厅启用仪式在园区举行。

22日  园区召开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会议要求尽快制定防控

方案，采取防范应对措施，防控应急

预案做到具体化、可操作，严格疫情

监测，规范应急处置和动态报告。

29日  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

书记蓝绍敏到园区调研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研究部署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及企业复工工作。

2月

3日  园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下发《关于落实市政府有关应对疫情

政策意见的通知》，落实苏州市政府出

台的“惠企十条”，明确园区国有企业

减免中小企业房租、提供金融支持、

减免税收等。

7日 《园区防控指挥部关于鼓

励三大新兴产业创新产品抗击疫情的

通知》出台。

10日  园区发出首张将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和建设用地批准书合并的

新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11日  江苏省首单跨境电商一

般贸易出口海外仓退运货物在苏州自

贸片区完成操作。

12日  园区分类、分级、分期、分

批推进复工复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复工率近100%。

14日  �《园区党工委� 管委会关

于防控疫情支持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出台，落实惠企政策15项。

△  园区发出新冠肺炎疫情复工

后首张综合计算工时审批许可证书。

15日  园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企业指导组发布首批抗疫创新

产品目录。

20日  苏州和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研制出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

剂盒。

28日  苏州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

区、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智汇谷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关于科大讯飞“智子空间”在线签

约仪式举行，这是苏州阳澄湖半岛旅

游度假区首次举行线上签约仪式。

29日  苏州自贸片区联动创新

区建设推进会在园区召开。张家港

市、常熟市、太仓市、昆山市、吴江区、

吴中区、相城区、园区、高新区9个地

区的14个开发区获授苏州自贸片区

联动创新区。

2月  园区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发

布的全国169个国家高新区最新一轮

评价结果中综合排名第五，国际化和

参与全球竞争能力全国第一，知识创

造和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升级和结构

优化能力、高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

指标均名列前茅。

3月

1日  首趟“园区专列”（�G1938）

接载453名一线员工返苏返岗复工。

3日  苏州超级计算中心揭牌仪

式举行。项目总投资2.1亿元，分两期

建设，一期于2019年启动，投资7000

万元。

4日  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娄勤俭考察园区外资及港澳

台资企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生产运

行情况，主持召开部分外资及港澳台

资企业座谈会。

5日  园区获评苏州市2019年

度综合考核第一等次、有效投入专项

考核二等奖、创新发展专项考核一等

奖、产业招商专项考核二等奖（一等奖

空缺），获评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项考核优秀等次。

园区斜塘街道、胜浦街道获评苏州市

2019年度推进高质量发展先进地区。

6日 “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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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誓

师大会在园区召开，《建设世界一流高

科技园区规划（2020—2035年）》在

会上发布。会议表彰“苏州工业园区

2019年度金鸡湖人才”340人，“2019

年度科技工作先进企业”432家，

“2019年度经济贡献突出企业”300

家，“2019年度苏州工业园区担当作

为好干部”19人，2019年度先进集体

53家、标兵55人、优秀工作者470人。

12日 《苏州工业园区2020年

度深化“放管服”改革建设一流政务

营商环境工作要点》出台，推动实施

六大重点工程。

17日  园区召开2020年金融工

作会议，园区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平

台“园易融”发布。

18日  苏州自贸片区工作领导

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关助融”

线上版在“征信苏州”网站平台发布。

20日  苏州自贸片区开通生物

医药企业高级职称专项评审和生物医

药产业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职称2

条绿色通道，为全国首创。

24日  园区大田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保税加工账册采用“网上监管”

模式完成周期性核销结案，江苏省首

票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账册网上核销

业务试点成功。

25日  园区在全国范围内首创

的产业用地分段弹性年期（10+N）挂

牌出让模式落地。

△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苏州药物

创新研究院的生物医药国家专业化众

创空间入选科技部火炬中心2020年

度第三批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示范

名单。

26日  园区管委会与中国联通

网络技术研究院战略合作签约暨《5G

赋能智慧城市白皮书》发布仪式举

行。双方共建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

院5G融合应用创新中心，为中国联通

在华东地区建设的首个5G创新中心。

3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东区

域四大研发基地之一的苏州研究所一

期启用。

4月

7日  苏州亚盛医药有限公司原

创新靶点Bcl-2选择性抑制剂APG-

2575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

评中心批准，将在中国开展其作为单

药及联合治疗复发�/难治慢行淋巴细

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L/

SLL）的1b/2期临床研究。

8日  苏相合作区全面深化合作

改革创新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江苏

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蓝绍敏出席

会议并为苏相合作区揭牌，园区与相

城区携手打造的苏相合作区进入实体

化运作。《关于推进苏相合作区全面

深化合作改革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同时发布。

16日  百拓众创空间、同程众

创、欧朗物联硬创空间和武汉大学

苏州创客中心入选科技部火炬中心

2020年度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名单。

17日  园区恒泰东延四季公寓

开工暨产业人才服务合作签约仪式举

行。该项目是苏州最大在建综合租赁

住房社区，占地面积7.69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总投资16

亿元。

20日  苏州自贸片区首架国际

货运包机装载园区2家企业货物从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抵达德国法兰

克福机场。

25日  苏州生物医药发展大会

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召开。国家血液

系统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启动建设，“创

客中国”生物医药专题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大赛启动。大会发布苏州市首批

16家潜力地标企业培育名单，举行国

内临床机构代表、生物医药项目、金

融合作项目及100亿元药明汇英大健

康产业基金签约仪式。

29日  园区苏相合作区工作汇

报会暨苏相合作区开发有限公司揭牌

仪式举行。

△  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

2020年第一次软件会议召开。会议

通报园区发展情况及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情况，中新双方就进一步深化苏州

自贸片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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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讨论和交流。

△  苏州国际科技园开发建设

20周年纪念活动举办。

30日  苏州纳米城C地块项目开

工。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

米，占地面积7.18万平方米，总投资

约12.62亿元。

5月

8日  苏州自贸片区人才新政通

过“云端”向全球发布，金鸡湖路演中

心“云路演”生物医药产业第一季活

动同时举行。

△  园区“青春建功新时代� 聚

力勇攀新高峰”纪念五四运动101周

年暨建团98周年主题活动举办，六大

工程同时启动。

9日  园区在江苏省率先实现

“交房（验、地）即发证”，不动产权证

书和竣工验收备案表首次一同颁发。

11日  园区出台《关于加快集聚

生物医药产业人才的若干措施》。

△  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12日  中欧班列苏州自贸片区

专列首发。

13日  园区发出首张“新苏通”

营业执照，实现新加坡籍法律主体在

园区外资企业登记“足不出境”“离岸

审批”。

△  再鼎医药（苏州）有限公司

的爱普盾获批上市，主要用于与替莫

唑胺联用治疗新诊断的胶质母细胞瘤

患者及作为单一疗法治疗复发胶质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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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瘤患者。

14日  罗氏组织诊断和专业诊

断系统试剂项目签约。

15日  沛嘉医疗科技（苏州）有

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

△  园区在第二届（2020）长三

角地区营商环境论坛上获长三角营商

环境发展水平评估第一及长三角地区

营商环境十佳政务服务机构称号。

△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苏州二期

项目签约。

18—19日  苏州产业链全球合

作云对接活动在园区举办。园区企业

完成项目签约505.7亿元、订单签约

253.1亿元。

20日  园区首家“融驿站”服务

点在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启用。

22日  苏州开拓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26日  园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融媒体中心揭牌启用。

27日  园区现代服务广场开工

奠基典礼举行，该项目占地面积4.3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

28日  参天制药滴眼液高速灌

装线启动仪式举行。

29日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二

期C区签约暨B区开业仪式举行。B区

总建筑面积9.4万平方米，建成标准厂

房13栋；C区总建筑面积8.1万平方

米，建成标准厂房8栋和公共配套楼

1栋。

30日  金鸡湖创新合作中心（北

京）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金鸡湖创

新合作中心（大湾区）在深圳同日

揭牌。

6月

2日  苏州自贸片区园区港海关

监管场所通过南京海关验收。园区港

海关监管场所实现“水水中转”互通，

园区企业外贸进出口集装箱通关查验

可直接在园区港进行办理，填补“水

陆空”立体物流体系中“水”的空白。

3日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开业仪式在园区

举行，同日与园区管委会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  百济神州（苏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的泽布替尼（商品名：

百悦泽）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上市。这是2020年园区获批的首款

新药，也是国家生物医药企业自主研

发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

△  艾棣维欣（苏州）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的新冠病毒DNA疫苗临床试

验批件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这是国内首个获批开展临床试验的新

冠DNA疫苗，也是全球首个在中美同

时开展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

6日  园区感知物联网金融科技

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这是国内首个

物联网金融科技类专门研究机构。

9日  园区发布《苏州工业园

区电子劳动合同标准》。该标准共7

章45条，是国内首个电子劳动合同

标准。

12日  园区投资促进全球网络

深化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园区与各专

业咨询机构、商会协会、外资金融机

构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投资园区”

网站专栏上线。

13日  首批高端和急需人才奖

励发放仪式在苏州自贸片区举行，符

合条件的34名人才获得奖励800万

余元。

16日  九龙仓苏州国际金融中

心竣工验收。

19日  华为（苏州）人工智能创

新中心揭幕暨“华为云杯”2020人工

智能应用创新大赛启动仪式举行。

△  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研发的单药二线治疗晚期食管鳞

癌、联合培美曲塞加卡铂一线治疗晚

期或转移性非鳞癌非小细胞肺癌获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

△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

公司生产的贝伐珠单抗注射液获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

20日 “一网通办”首批行业综

合准营证发布会举行，首批获得行业

综合准营证的商户有6家。

22日  苏州大学心理人工智

能协同创新中心落户暨阳澄湖半岛

“AI+心理大健康”服务生态园共建签

约仪式在苏州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区

举行，全国首个心理干预机器人“小

欣”发布。

24日  园区管委会与张家港市

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28日  苏州中南中心开工仪式

举行。项目规划高度499.15米，总建

筑面积约50.8万平方米。

△  园区新虹产业园暨新美光开

工奠基仪式举行。园区新虹产业园总

建筑面积约9.2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1.8亿元。

30日  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成

立大会召开，该实验室被江苏省政府

列为“江苏省实验室”。总投资200亿

元，总部位于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

占地面积33.33万平方米。

△  苏州自贸片区外国高端人才

工作许可证、居留证件办理专窗启用

仪式举行。

6月  施乐辉医用产品（苏州）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硅酮粘胶泡沫敷

料（有边型）和硅酮粘胶复合泡沫敷

料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

△  园区天龙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的曲伏前列素滴眼液获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批准上市。

△  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联合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与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

苗（ARCoV）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临床试验批准。该公司研发的mRNA

疫苗是国内首个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的mRNA疫苗，也是全球首个完成动

物攻毒实验后进入临床试验的mRNA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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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日  园区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9周年座谈会，表彰一批抗疫先

进典型，授牌首批五星级党组织。

△  苏州自贸片区完成江苏首单

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业务。

3日  亚盛医药与苏州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共建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亚盛研究院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举行。

8日  恒瑞集团生物医药研究院

及总部基地签约落户园区。

11日  2020年（第十二届）苏州

国际精英创业周园区分会场活动举

办。活动现场，同写意全球生物医药

前沿技术大会签约落户，“金鸡湖合伙

人计划”启动。

14日 《苏州工业园区优化营商

环境创新行动2020》发布。

16日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

试验区苏州片区设立外商独资经营性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非学制类）的实

施办法（实行）》发布，江苏省首张外

商独资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办学

许可证同日颁发。

△  苏州新建元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

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元创基金

揭牌仪式同时举行。

22日  丹纳赫中国诊断平台研

发制造基地项目签约。

25日  2020中国足球协会超级

联赛苏州赛区揭幕战在苏州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开赛。

27日  园区“5G+工业互联网”

工作推进大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召开。

△  苏州旭杰建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成为“新三板”首批挂牌交易

企业。

31日  碧迪快速诊断产品（苏

州）有限公司首批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抗原检测试剂盒项目

在园区投产，能在15分钟内提供检测

结果。该试剂盒是全球第二款获美国

FDA批准的抗原检测试剂盒。

8月

2日  苏州工业园区第三代半导

体产业“十四五”规划启动会暨江苏

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发展战略研讨会

召开。

6日  园区获评国家级信息化教

学实验区，是苏州市唯一获评区域。

10日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上市。

14—16日  以“万物赋苏·智

启未来”为主题的2020全球人工智

能产品应用博览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

心举办。新一代人工智能联盟与中国

人工智能学会合作签约仪式举行，中

国人工智能年度十大风云人物、中国

人工智能年度十大创新企业、全球人

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产品金奖”3

个奖项揭晓。

18日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

险和公积金事业发展报告（1995—

2020）》发布。

29日  苏州自贸片区一周年建设

情况汇报会召开。总投资约500亿元

的100个优质项目签约落地，高端制

造全产业链保税模式深化试点启动

仪式、“服贸通”中新数据专线开通仪

式、苏州自贸片区园区港海关监管场

所揭牌暨园区港为起运港外贸集装箱

首航仪式同时举行，苏州自贸片区一

周年制度创新“优秀合作伙伴”奖颁

布，苏州自贸片区一周年制度创新十

大优秀案例发布。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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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集团首个“一带

一路”倡议海外园区落地。

△  由苏州千机智能技术有限公

司、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慧工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苏州

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和苏州大学等

单位组成的联合体中标2020年工业

软件协同攻关和体验推广中心项目，

该项目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唯一在东部

的国家级工业软件平台项目。

△  园区企业江苏赛腾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国产便

携式ECMO系统赛腾OASSIST�ECMO

系统进入注册流程，是国内唯一进入

注册环节的国产ECMO系统。

9月

2日  在2019年度江苏省经济

开发区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中，园

区以744.92的综合得分位居第一。

3日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

限公司研发的全人源IgG1单克隆抗体

药物苏立信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上市。

6日  以“初心守望� 文明交融”

为主题的2020第五届苏州·金鸡湖

双年展开幕，第五届苏州·金鸡湖双

年展学术论坛同时举行。

8日  园区2020教育工作座谈

会召开，园区星海教育集团揭牌成立。

集团由园区星海实验中学、星海小学、

胜浦实验小学、星浦中学（在建）和星

浦小学（拟由星浦学校改制而成）5

所独立法人学校组成。

9日  园区“园采贷”首批集中

签约仪式举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

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分别与合作企业

签署协议。

△  在由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风

险投资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母基金联盟

主办的“2020中国LP（有限合伙人）

峰会”上，园区获评最佳政府LP（区、

县级）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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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1日  菲律宾首都银行苏州分

行开业，这是苏州自贸片区首家外资

银行分行。

16日  园区金鸡湖景区入选由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江苏省

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建设单位

名单。

16—18日  以“让金融更科技”

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金融科技产业峰

会和第二届中新（苏州）金融科技应

用博览会举办。

17日  以“拾级而上，器程新征”

为主题的第十届中国医疗器械高峰论

坛举办。园区生物医药企业贝康医

疗自助研发的三代试管PGS（胚胎植

入前染色体非整倍体检测）试剂盒上

市，该产品可在试管婴儿胚胎培育阶

段筛查其是否有基因缺陷。

18日  东方心血管创新峰会、东

方创新中心启动大会暨院士论坛举

办，东方医疗器械创新中心挂牌成立。

东方创新中心与4家医疗相关上市公

司、7家医疗创业明星企业以及2家医

疗CRO服务商等共同签署合作协议。

21日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

州）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

22日  360工业互联网安全研究

院揭牌仪式举行，全国首个工业互联

网安全研究院落户园区。

25日  2020年“普惠金融进基

层”暨苏州工业园区银企对接活动举

行。多家银行与“苗圃贷”企业及生

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服务贸

易企业分别进行合作签约。

28日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再鼎医药（苏州）有限公司在香港

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29日  园区苏相合作区投资发

布会召开。优泰科新材料、江南嘉捷、

千机智能等17个项目与苏相合作区

集中签约，苏相合作区（园区）创新中

心、园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苏相

合作区分中心同时揭牌。

10月

9日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

限公司与美国礼来制药集团共同开发

的抗肿瘤药物达伯华获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批准上市。

15日  飞利浦医疗（苏州）有限

公司研发的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设

备——Brilliance�CT�Big�Bore（大孔径

CT扫描仪）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上市。

16日  恒泰资产2020入驻项目

集中签约仪式举行。31家企业集中

签约入驻园区恒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的桑田岛科创园、水坊创智园地、

科创大厦等产业载体，投资总额20亿

余元。

17日  2020长三角智能交通与

智能网联创新发展论坛召开。园区智

能网联场景库建设启动，《苏州工业园

区智慧交通2021—2023三年行动计

划》同时发布。

19日  苏州自贸商务中心开工

仪式举行。

22日  牛津大学高等研究院（苏

州）分子诊断技术创新中心启用仪式

举行。

23日  苏州工业园区苏相合作

区20个产业项目集中启动仪式举行，

总投资60.7亿元。苏相合作区投资热

力图同时发布。

25日  2020年度重阳节庆祝活

动暨首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启用仪

式举行，园区养老智库、养老服务与

管理人才实训基地同时揭牌。

27日  中国首届并购招商引资

峰会、园区跨境并购招商引资论坛开

幕。园区投资促进委员会与晨哨集团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长三角境外

投资中心年度活动现场发布。

28—30日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

纳米技术产业博览会在苏州国际博览

中心举办。纳米大健康研究院、国家

纳米大健康技术创新联盟同时揭牌。

30日  第五届中国软件估算大

会暨2020年软件行业基准数据发布

会（华东分会场）举办。

31日  第六届中国并购基金年

会在园区举办。

11月

3—5日  2020中国生物技术创

新大会举办。该次大会由中国生物

技术发展中心和苏州市政府共同主

办，园区管委会承办，以“科技助力健

康、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2020

中国生命科学与生命技术发展报告》

《2020中国临床医学研究发展报告》

《2019中国医疗器械科技创新发展报

告》《2020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

争力评价及分析报告》同时发布。

5日  园区上市公司协会揭牌仪

式举行，“金沙湖”投资服务党建联盟

同时揭牌成立。

6日  2020（第八届）江苏互联

网大会工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召开。园

区与江苏省通信管理局等签署合作

协议。

△  2020金鸡湖创业大赛总决

赛在园区举办。

10日  第三届中新合作服务贸

易创新论坛召开。该届论坛由江苏省

政府主办，苏州市政府、园区管委会

承办。《全口径地区服务贸易统计方

法研究——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研

究成果现场发布。

11日  中国·江苏第七届国际

产学研合作论坛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

召开。江苏省科技厅、苏州工业园区

与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韩国科学技

术院、韩国成均馆大学签约，在苏州

独墅湖科教创新区设立中韩（江苏）

联合创新研究院。

△  由园区与西交利物浦大学共

建的西浦慧湖药学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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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蔡司智能质量创新日暨

蔡司智能方案中心开幕仪式举行。蔡

司智能方案中心是蔡司集团在中国的

第一个智能和自动化解决方案设计与

服务中心。

19日  大院大所合作发展大会

召开。大会通报2019年度县级市、

区人才科技工作评价检测结果，园区

获评“2019年度苏州市人才科技工

作先进地区”。苏州·大院大所合作

热力图现场发布，表彰一批产学研合

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在苏州落

地集中签约项目112个，总投资575

亿元。

△  首届全国开发区全媒体工作

年会举办。该届年会由中国开发区协

会主办，园区管委会承办。大型电视

纪录片《美丽园区行》同时启动，园区

获评“融媒体工作杰出单位”。

20日  新能汇·央地党建合作

共同体暨重点项目签约揭牌仪式举

行。苏州中方财团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党总支与9家央企党组织共同签署

党建合作协议，成立新能汇·央地党

建合作共同体。苏州中方财团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与5家中央企业签署

重点合作项目协议，总合作金额35

亿元。

△  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

会上，园区人民检察院获评全国文明

单位。

24日  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苏州系统

医学研究所马瑜婷获评“全国先进工

作者”。

25日  苏州工业园区政协工作

联络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下设区域经

济和改革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科技

创新和产业融合专家咨询委员会、社

会治理和城市现代化建设专家咨询委

员会3个专家咨询委员会。

26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

高等研究院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召开。

△  园区在成都设立创新合作中

心，斯派克创业学院启动仪式举行。

26—27日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一行考察园区并出席苏州国际商

事法庭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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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

讨论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主报告及2020年

软件培训情况。

12月

7日  园区金融与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恳谈会举办。园区金融创新（上

海）中心揭牌成立，6家企业集中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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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持中

新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

△  自贸创新推动开放新格局峰

会暨第六届贸易便利化金鸡湖高峰论

坛举办。苏州自贸片区进出口公平贸

易工作站揭牌，此工作站是全国首家

立足于自贸试验区、服务全产业链的

省级公平贸易工作站。

10日  和铂医药（苏州）有限公

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15日  园区建设的“一网通看”

政务新媒体集约化建设与管理系统获

评“2020年数字政府服务能力评估暨

第十九届政府网站绩效评估优秀创新

案例”。

22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布2020年（第27批）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名单，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

限公司技术中心、苏州旭创科技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分中心入选，信达生物

制药（苏州）有限公司是江苏省唯一

获批的创新型生物药企业。

24日  中建七局6家企业入驻园

区揭牌仪式举行。

28日  园区南部市民中心开工

仪式举行。

△  园区对接上海科创中心建

设合作交流会举办。签约优质项目近

30个，合作创新机构10家，生物医药

临床资源合作战略联盟同时揭牌。

30日  苏州市独墅湖医院启用

仪式举行。园区生物医药临床转化中

心和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长三

角分中心同时揭牌。� （园� 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