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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概况】  2020年，园区围绕智能芯

片、智能软件、智能硬件三大主攻方

向，建设重大公共服务平台，拓展“智

能+”应用场景，打造高端对话平台，

建设强产业发展集聚地、高技术创新

策源地、“特创新”应用示范区。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产值2082亿元，

增长5.5%，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40.8% ；高端装备制造实现产值1749

亿元，增长3.5%，占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的34.3%。年内，园区获评2020

年国家新型工业化五星级示范基地。

� （林岚开� � 宋� � 敏）

【5G融合应用创新中心建立】  2020

年3月26日，园区管委会与中国联通

网络技术研究院在线签署战略合作备

忘录。双方将共建中国联通网络技术

研究院5G融合应用创新中心，其作为

中国联通在华东地区建设的首个5G

创新中心，致力于开展5G前沿领域的

技术研究和应用验证，立足园区、辐

射长三角、服务全国，助力产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 （林岚开）

【园区“5G+工业互联网”工作推进大 

会召开】  �2020年7月27日，园区“5G+�

工业互联网”工作推进大会召开。会

上，《苏州工业园区关于支持“5G+工

业互联网”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园

区“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热力

图发布。园区管委会与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以及中国电信苏州分公司、中

国移动苏州分公司、中国联通苏州分

公司合作签约，签约工业互联网合作

代表项目10个。中国联通5G融合应

用创新中心、苏州电信“5G+工业互联

网”创新中心、苏州移动“5G+工业互

联网”示范中心，以及园区数字经济

协会同时揭牌。� （张� � 夏）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概况】  2020年，园区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形成以集成电路、下一代通

信网络、新型显示为重点，各类电子

元器件为补充的产业体系，实现产值

2082亿元，增长5.5%，占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的40.8%。园区聚焦智能芯

片、智能软件、智能硬件三大主攻方

向，联合功能区、专家智库，对照苏州

市《关于建立“链长制”推进重点产

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区内

企业进行摸排，系统梳理区内IC设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机器人产业链

相关情况；走访IC设计、人工智能头

部企业，优化企业分层分类标准；组

织开展上级项目申报，发挥企业行业

细分领域特长。截至年底，走访企业

60余家次，初步搭建完成园区IC设计

企业数据库，调研头部企业30余家；

组织申报苏州市工信局、苏州市发改

委项目10余批次，累计参加申报企业

100余家。微软创新中心通过“微软

加速器计划”，引导17家优质企业落

户园区；华为创新中心通过华为“沃

土计划”，孵化进入华为供应链生态体

系的园区企业11家。

    表9  2020年园区入选苏州市集成电路企业20强一览

序  号 企业名称 类  别

1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创新

2 盛科网络（苏州）有限公司 重大创新

3 苏州通富超威半导体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封测）

4 苏州日月新半导体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封测）

5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封测）

2020年7月27日，园区“5G+工业互联网”工作推进大会召开�
� （园区新闻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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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关于支持“5G+工业互联网”

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发布】  2020

年，园区从项目引进、企业成长、服务

外溢、技术改造、人才政策等8个方

面出台政策，力争用3年时间打造园

区“5G+工业互联网”重点企业库，

实现“5G+工业互联网”产业总量规

模500亿余元，赋能世界一流高科技

园区建设。� （宋� � 敏）

【博世苏州与中国电信苏州分公司签约

共建5G智慧工厂】  2020年7月6日，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简

称博世苏州）与中国电信苏州分公司

签订5G战略合作意向书，双方共建

5G智慧工厂。该项目重点聚焦“行业

+技术+应用”的融合创新，将5G技术

融入智能制造场景中，实现“数据驱动

工厂”。作为博世汽车与智能交通技

术业务领域首批步入5G时代的制造

企业，博世苏州将成为率先在博世全

球将5G融入实际量产的试点。博世

苏州是博世集团在中国区最大的研发

中心和生产基地，也是博世集团在中

国的智能制造标杆工厂，拥有制造业

中绝大部分制造场景。苏州电信作为

5G基础设施的建设者，拥有SA独立组

网、网络切片、超级上行、MEC边缘

计算等技术优势。� （应� � 舒）

【360工业互联网安全研究院落户园区】 �

2020年9月22日，360工业互联网安

全研究院在人工智能产业园揭牌。

该研究院定位为工业互联网安全创

新技术研发中心，立足苏州良好的工

业生态环境，开展人工智能安全、工

业互联网安全、金融安全等方向的研

究，聚焦前沿技术研究、创新产品孵

化、产业生态构建和工业互联网交叉

型人才的培育培养，打造全国工业互

联网安全标杆。该研究院发展规划

分为3期，初期实现研究院自主运行

和安全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中期将

持续开展工业互联网领域前沿技术

研究和推进成果转化落地，中长期则

致力于打造全国工业互联网安全标

杆，走在工业互联网网络威胁检测与

应对的前沿。研究院在园区培育出

的技术能力、产品、商业模式、研究成

果，将首先服务于苏州，最终辐射长

三角、走向全国。

【芯动科技完成先进工艺的芯片流片

和测试】  2020年10月，中国领先的

一站式IP和定制芯片领军企业苏州芯动

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全球首个基于中芯

国际FinFET�N+1先进工艺的芯片流片

和测试，所有IP全自主国产，功能一次

性通过测试。该公司拥有自主全系列

高带宽高性能计算IP技术，曾多次在芯

片先进工艺上填补国内空白。自2019

年开始，苏州芯动科技有限公司在中芯

国际“N+1”工艺上投入数千万元进行
2020年7月6日，博世苏州与中国电信苏州共建5G智慧工厂签约仪式举行

� （金鸡湖商务区� 供稿）

序  号 企业名称 类  别

6 京隆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封测）

7 苏州芯动科技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设计）

8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设计）

9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设计）

10 苏州赛芯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设计）

11 和舰芯片制造（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制造）

12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半导体分立器件

13 苏州东微半导体有限公司 半导体分立器件

� （林岚开� � 宋� � 敏）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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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设计。基于中芯国际“N+1”制程

的首款芯片经过数月、多轮的测试迭

代，助力中芯国际突破“N+1”工艺良

率瓶颈，向实现大规模量产迈进。

【雄立科技中标网络芯片研制项目】 �

2020年12月，苏州雄立科技有限公

司中标2020年国家重大集成电路芯

片研制项目中的全部网络芯片研制项

目，中标金额3亿余元。该公司凭借

自主研发的“ISE”系列网络搜索处理

器芯片打破同类芯片被美国垄断的格

局，成为中国唯一、全球第二家有能

力研发并量产该类型芯片的企业。�

� （林岚开）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概况】  2020年，园区形成以智能和

新能源汽车为骨干，以机器人和智能制

造装备为特色，涉及航空装备、轨道交

通装备、海洋工程装备、节能环保装备

等领域的门类齐全的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体系，实现产业规模1749亿元，增长

3.5%，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4.3%。

【园区3家企业入选江苏省智能制造

领军服务企业】  2020年，园区3家企

业入选江苏省智能制造领军服务企

业，分别是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

公司、利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园区2个项目入选江苏省首台（套）

重大装备认定名单】  2020年，苏州

德龙激光有限公司申报的超窄边框

偏光板激光切割机、利穗科技（苏

州）有限公司申报的大直径全自动

电动轴向压缩层析柱系统2个项目

入选江苏省工信厅组织的2020年江

苏省首台（套）重大装备认定名单。

� （宋� � 敏）

【长三角唯一国家级工业软件协同攻关

平台落户园区】  2020年8月，由苏州

千机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牵头，苏州同元

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信部电子第

五研究所华东分所、苏州大学等联合参

与的工信部2020年协同攻关和体验推

广中心项目中标，这标志着长三角唯

一的国家级工业软件协同攻关平台落

户园区。该项目围绕研发设计类、生

产制造类和运维服务类等关键工业软

件，组织项目联合体产学研用协同攻

关，突破重要关键技术，支撑系统设

计、系统仿真、专业仿真等研发设计

类，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等生产制

造类以及运维服务类工业软件的自主

研制和行业应用。面向航空航天、汽

车和机器人等关键领域的应用需求，选

取相关行业龙头企业的典型产品为工

业软件应用场景，如汽车发动机、航空

发动机、空天推进器关键零件的设计、

制造、实验，搭建典型应用场景的产

品应用验证环境与工业软件测试验证

环境。

【汇博机器人中标产业链协同创新项

目】  2020年12月，园区科技领军人

才企业江苏汇博机器人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申报的“CAE工具软件增强提

升”中标2020工信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专项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该

项目计划总投资1亿元，突破一系列

核心技术，开发完全自主可控的多领

域统一建模机器人通用仿真分析平

台；打破国外巨头企业的行业垄断地

位，降低国内机器人行业对进口产品

的依赖性，促进机器人行业的自主知

识积累；提升设计效率，进而提高国

内智能制造领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培训大量专业人才，为国家在该领域

发展提供一定数量的人才基础。�

� （林岚开）

2020年9月22日，360工业互联网安全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
� （科技发展公司�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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