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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概览

自然地理

【位置面积】  苏州工业园区隶属江苏

省苏州市，位于苏州古城以东，距上

海约80千米。园区行政区域面积278

平方千米，其中中新合作区规划面积

80平方千米。园区的境域范围：西以

东环路为界，与姑苏区接壤；北以阳

澄湖为界，与相城区、昆山市为邻；东

以界浦河为界，与昆山市接壤；南以

吴淞江和独墅湖为界，与吴中区为邻。

� （园� 鉴）

【地形地貌】  园区位于长江三角洲

太湖平原之东，属太湖低洼平原，地

势平缓，由西北向东南略微倾斜，南

部群力村一带地势较低，高程仅2.5

米。园区属冲积湖平原地质区及基岩

山丘工程地质区，除表层土层经人类

活动而堆积外，其余均为第四纪沉积

层，坡度平缓，一般呈水平成层、交互

层或夹层，较有规律。地质特点为地

势平整，地质较硬，地耐力较强。区

内土地承载力每平方米20吨以上，土

质以黏土为主。园区属无地震区，历

史上从无地震、台风和其他重大自然

灾害的记载。园区位于太湖流域阳澄

淀泖区，境内有省级骨干河道4条，其

中娄江、吴淞江为主要排洪河道。境

内列入《江苏省湖泊保护名录》的湖

泊有6个，为阳澄湖、青剑湖、金鸡湖、

沙湖、独墅湖、镬底潭。园区河网总

体自然水势是由西北向东南。

【气候水文】  园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

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夏季长，春秋季

短，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年平均温

度15.8℃，无霜期230天左右，年平均

相对湿度76%，年平均降水量1076.2

毫米，年平均气压1016百帕。常年

最多风向为东南风（夏季），其次为西

北风（冬季）。2020年，园区生态环

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环境空气质量

连续出现91天优良，优良天数比例

86.9%。园区河湖众多，水网密布，湖

泊相连，河道纵横，水量丰沛。据大

运河苏州站观测资料统计，近50年平

均水位2.76米（吴淞标高），地表水位

平均值3.0—3.6米。园区土地标高

4.6—5.2米（吴淞标高）。�

� （李倩倩� 园� 鉴）

历史人文

【建置沿革】  商末，园区境域属勾吴。

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园区境域成

为越国属地。公元前330年，楚灭越，

园区境域属楚国。秦始皇二十六年

（公元前221年），吴地设吴县，园区

境域属吴县，直至唐初。唐武则天万

岁通天元年（696年），析吴县东部和

北部置长洲县，园区境域入长洲县版

图。宋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变

法后，县以下实行乡都制。园区境域

分属长洲县金鹅乡（金桮里）等8个

乡（里）。清雍正二年（1724年），析

长洲东南置元和县，园区境域绝大部

分入元和县版图。1911年，辛亥革

命后，吴县、长洲、元和3县合并为苏

州。1912年1月，苏州改为吴县。园

区境域归属吴县。1928年�12月，江

苏省设立苏州市，与吴县分治，园区

境域少部分属苏州市，大部分属吴县。

1952年8月，苏州市郊区人民政府成

立，园区境域中的娄葑乡境域大部分

属郊区，其余斜塘乡、跨塘乡、唯亭

乡、胜浦乡境域仍属吴县。1994年，

上述各乡先后撤乡建镇。1994年2月，

国务院批准设立苏州工业园区。1994

年4月，郊区娄葑乡和吴县斜塘镇、

跨塘镇、唯亭镇、胜浦镇划归苏州市

政府直接管辖，由园区管委会行使行

政管理职能。上述5个乡镇部分被划

入中新合作开发区，通称“中新合作

区”，未划入的部分通称“周边地区”

或“周边乡镇”。2005年底，园区境域

包括中新合作区和娄葑、唯亭、胜浦3

个镇。2012年底，撤销娄葑、唯亭和

胜浦3个镇，建立娄葑、斜塘、唯亭、

胜浦4个街道。至2020年底，园区下

辖娄葑、斜塘、唯亭、胜浦4个街道和

湖西、湖东、东沙湖、月亮湾4个社区。

� （园� 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  至2020年底，园

区8个项目入选国家、江苏省、苏州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

姜思序堂国画颜料制作技艺入选国家

级名录，胜浦水乡妇女服饰、胜浦山

歌、胜浦宣卷、四经绞罗织造技艺4个

项目入选江苏省级名录，胜浦连厢、

苏州缂丝织造技艺、传统铜器锤揲技

艺3个项目入选苏州市级名录。有江

苏省级传承人1人，苏州市级传承人3

人，区级传承人13人。5处场馆被列

为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保护单位。

姜思序堂国画颜料制作技艺。姜

思序堂是全国著名的国画颜料品牌。

明代末期，苏州进士姜图香后裔中出

了一位画家，善于制色，一时艺林传誉。

清乾隆年间，姜氏在苏州阊门内都亭

桥设铺面，开始转向国画颜料的专门

制作与专业经营。因姜图香这一宗支

的堂名为“思序堂”，所以该铺以“姜

思序堂”命名。姜思序堂作为一家生

产国画颜料的老字号，制作的国画颜

料、书画印泥名闻四海。其颜料产品

有着浮现光泽、轻细若尘、入水即化、

与墨相融、着纸能和、经久不变的特

点，一直深受广大书画家青睐。2011

年姜思序堂国画颜料制作技艺入选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7年苏州姜思序堂国画颜料有限公

司被江苏省商务厅认定为江苏老字

号，2019年苏州姜思序堂国画颜料

有限公司被商务部认定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

【历史遗迹】  至2020年底，园区有文

物保护单位6处，分别是国家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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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单位草鞋山遗址，江苏省文

物保护单位斜塘土地庙及永安桥，苏

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琼姬墩、乙未亭、

张士诚墓和肖特义士殉难纪念碑。

草鞋山遗址。�位于园区阳澄湖大

道与唯胜路交叉口，毗邻华谊兄弟电

影世界。该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

址（距今约6000年），经过多次考古

发掘研究，发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考古价值。它是江南地区迄今为止所

发现的文化发展序列保存最完整的遗

址，发现了迄今中国最早有灌溉系统

的古水稻田，出土了迄今所知中国年

代最早的纺织品实物，首次在中国史前

墓葬中出土玉器。2013年，入选第七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

江苏省政府划定草鞋山遗址保护范围

为东起东港河以西，西至司马泾河（原

西港河）以东，北起阳澄湖大道南侧，

南至面店河北岸，约18.33万平方米；

建设控制地带为东起东港河东岸，西

至司马泾河（原西港河）西岸，北起阳

澄湖大道北侧，南至横泾港南岸，约

24.55万平方米。2018年10月，江苏

省政府通过《草鞋山遗址保护规划》。

2020年，完成遗址全面考古勘探并

通过验收。向国家文物局申报草鞋

山遗址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打造

“行走在遗址间”主题现场展示项目，

并获批。

斜塘土地庙及永安桥。位于园区

原斜塘镇旺墓村（古称王墓市），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

北侧。土地庙为南宋厅堂建筑，其建

筑结构、风格与苏州玄妙观三清殿相

似。据传北宋末年，北方兵祸蔓延，

民众不堪其苦，纷纷南下，斜塘地处

苏州东郊，王墓又临近大运河，水陆

便利。北方民众避战乱于江南，暂时

栖身于王墓。待宋金议和，南宋称臣，

苟安于东南一隅，南逃民众返乡无

期，但乡思不断，于是募金建造土地

庙。2002年10月，斜塘土地庙及永

安桥入选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范围，北至河北10米，西、南至界墙外

15米，东至小桥东10米；建设控制地

带为保护范围外20米。2020年，《苏

州斜塘土地庙及永安桥修缮设计方

案》获批准，年内完成修缮工程施工。

� （张景林）

区划人口

【行政区划】  至2020年底，园区下辖

娄葑、斜塘、唯亭、胜浦4个街道和湖

西、湖东、东沙湖、月亮湾4个社区。�

� （园� 鉴）

【人口】  至2020年底，园区常住人

口113.39万人。户籍人口594862人，�

增加25195人，增长4.42%；流动人口�

755298人，减少21787人，下降2.8%。�

全年出生人口6590人，增加61人，

出生率11.08‰ ；死亡人口2310人，

增加458人，死亡率3.88‰。全区人

口自然增长率7.2‰。湖西社区、湖东

社区、东沙湖社区、月亮湾社区人口

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89‰、11.94‰、

18.49‰、11.95‰，娄葑街道、唯亭街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姜思序堂国画颜料制作技艺——5克12色颜料�
� （园区宣传和统战部� 供稿）

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永安桥� （园区宣传和统战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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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胜浦街道、斜塘街道人口自然增

长率分别为1.11‰、12.49‰、2.68‰、

1.90 ‰。 全 区 迁 入23758人，迁 出

3276人，人口机械增长20482人，机

械增长率34.43‰。湖西社区、湖东

社区、东沙湖社区、月亮湾社区人口

机械增长率分别为8.46‰、44.15‰、

62.13 ‰、120.26 ‰ ；娄 葑 街 道、唯

亭街道、胜浦街道、斜塘街道人口机

械增长率分别为19.88‰、35.69‰、

31.35‰、15.85‰。�

� （薛志洁� 曹伟薇）

    表2  2020年园区户籍人口情况

区  域 合  计（人） 男（人） 女（人）

湖西社区 69961 34642 35319

湖东社区 149046 73362 75684

东沙湖社区 40015 20162 19853

月亮湾社区 24846 12581 12265

娄葑街道 102071 49659 52412

唯亭街道 101907 49909 51998

胜浦街道 30556 14928 15628

斜塘街道 76460 36998 39462

总� 计 594862 292241 302621

� （薛志洁）

经济与社会发展

【概况】  2020年，园区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2907.09亿元，增长4.6% ；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377.28亿元，增长1.9%；�

进 出 口 总 额941.77亿 美 元，增 长

8.1% ；实际利用外资及港澳台资

20.41亿美元，增长100.4%，创历史新

高；固定资产投资453.84亿元，增长

3.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正增

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与地区

生产总值增速相当，主要经济指标呈

现“低开高走、持续向好、逆势上扬”

态势。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

考评中实现五连冠，国家级高新区综

合排名上升到第四位，入选全国第三

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全球

化创业方向）。

【产业转型】  2020年，苏州自贸片区

实施创新任务80项、工作任务182

项，形成制度创新案例66项，“首创

率”60%以上。进口研发（测试）用

未注册医疗器械分级管理、智慧物流

服务平台获评国务院深化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试点“最佳实践案例”，在全省

推广经验14项，设立全国首个地方法

院国际商事法庭，获批扩容建设苏州

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推出高端产业

全产业链保税监管新模式，离岸贸易

企业数量增长23%，园区对外及港澳

台资贸易增量占全省增量的70%。新

增注册外资及港澳台资37.62亿美元，

增长81.4% ；新设外资及港澳台资项

目295个、增资项目142个，新兴产

业占比70%以上，参天全球眼科制药

基地、丹纳赫中国诊断平台研发制造

基地、罗氏组织诊断和专业诊断系统

试剂、恒瑞集团生物医药研究院及总

部基地、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苏州二期

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东曜、碧迪、沛

嘉、通富、群策等一批优质项目增资

扩产。华为海思半导体分拨中心、毕

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苏州

分所、菲律宾首都银行苏州分行等项

目落户。率先实现5G信号全覆盖，48

家企业获评国家、省、市智能制造、工

业互联网工厂，园区入选“国家5G车

联网城市级验证与应用项目”、全省

首批“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基地。

【科技创新】  2020年，园区生物医药、

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产业实现生

产总值2494亿元，增长22.9% ；生物

医药创新成果倍增，产值突破1000亿

元，一类新药临床批件280个、上市

销售新药9款，艾博生物、艾棣维欣全

国首个新冠mRNA、DNA疫苗获批临

床并进入二期试验，生物医药产业竞

争力、人才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一；国

内半导体MEMS十强企业有一半在园

区。集成电路产业实现生产总值400

亿元，增长11%，入选苏州市优秀集

成电路企业20强的占全市的近70%。

全年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44家，

有效期内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837家，

增长31% ；2630家企业入选国家级

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比上年翻

一番。新增上市企业12家（含已过

会），占全市的近30%。研究与试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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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4.5% ；企业研发投入186亿元，

增长29% ；新认定省级以上研发机构

125家，占全市的40%。出台《园区管

委会� 自贸区苏州片区管委会关于加

快集聚高端和急需人才的若干意见》，

建成全省首个外籍高端人才工作、居

留“单一窗口”，设立全省首个工程系

列高级职称评审基地，新增市级以上

领军人才138人，创历史新高；新增国

家级重大人才引进工程人才13人，其

中创业类7人，占全国的17%。苏州

高等研究院签约并启动建设，材料科

学姑苏实验室揭牌并入选首批江苏

省实验室，苏州超级计算中心投入运

行，国家生物药技术创新中心、国家

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方案通过

科技部论证。新增6家海外离岸创新

中心。发行全国首单知识产权质押创

新创业债券、全省首单知识产权证券

化产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实现5倍

增长，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列全市

第一。

【深化改革】  2020年，园区完成全省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任务，出版

发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苏州工

业园区的实践与探索》，在全国首创

“10+N”产业用地出让模式，率先开展

土地用途综合利用试点工作，创新实

施政府投资基金协议转让措施，获批

地方金融机构设区市级审批权限。出

台《苏州工业园区优化营商环境创新

行动2020》，实施政务营商环境六大

工程，开展数字政府顶层设计，迭代

升级“一网通办”平台，企业开办一窗

受理压缩至1个工作日，“证照分离”

改革事项平均办理时限比国家承诺时

限减少15个工作日；国内首创多元参

与政务服务下沉“融驿站”模式，完善

“最后一米”基层政务服务体系；园区

位列长三角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园区类

第一名。前瞻谋划园区未来发展，高

质量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开展

新一轮体制机制改革，完成“1+7”一

揽子制度设计，顺利实施街道“三整

合”改革。探索国资国企“轻资产”

模式输出品牌与经验，参与苏州市国

资国企“1+10”项目合作，投资220

亿元。

【社会民生】  2020年，园区推进金鸡

湖隧道、独墅湖第二通道、星湖街隧

道等重大工程，九龙仓苏州国际金融

中心竣工投用，苏州中南中心、自贸

商务中心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智慧

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一期建成启用。9

所新学校竣工启用，园区获评国家级

信息化教学实验区；苏州市独墅湖医

院、斜塘区域养老中心建成投用，北

部市民中心工程完工。社区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实现标准化全覆盖，举办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简称中超联

赛）、2020第五届苏州·金鸡湖双年

展、龙舟赛、“iSING！Suzhou·唐诗名

篇”音乐会等重大文体活动，园区公

共文化中心成为国家级文化和旅游公

共服务机构功能融合试点单位，融媒

体中心获评全国开发区融媒体工作杰

出单位，公共文明程度指数测评继续

保持全市第一。发布全国首个电子劳

动合同标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综合

配套改革试点9项举措在全国复制推

广。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污染防治

攻坚战成效明显，水环境考核断面达

标率100%，垃圾分类“三定一督”四

分类小区实现全覆盖，连续四年获评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发展最

佳实践园区”。中新社会治理合作新

三年试点顺利收官。获评江苏省食品

安全示范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一

年小灶”和“三年大灶”推进，“无黑

园区”创建开展。� （廖勇斌）

金鸡湖畔� （陈雨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