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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概况】  2020年，园区结合自身实际，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开放

型经济发展，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综合考评中实现五连冠。园区全

年实现进出口总额941.77亿美元，增

长8.1%，进出口规模、增速均位列全

市第一。实际利用外资及港澳台资

20.41亿美元，增长100.6%，创历史新

高。新增省级以上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和功能性机构6家，累计省级以上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51

家。395家企业在58个国家及地区

投资项目616个，境内协议投资额累

计116.79亿美元。其中，81家企业在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23个国家和

地区投资项目100个，境内协议投资

额28.95亿美元。� （白宇飞）

【江苏省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现场推进

会议举行】  2020年1月2日，江苏省

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现场推进会议在园

区举行，省、市、县三级总投资1万亿

余元，集中开工重大产业项目1473个。

园区开工重大产业项目32个，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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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开工微创

高端医疗器械研究院、再鼎医药全球

研发和生产总部、基石药业全球研发

总部及产业化基地等医药项目13个。

动工华兴源创平板检测设备、瀚川智

能高端装备及智能制造系统、快捷半

导体封装测试、博世汽车电子事业部

基地、北人机器人智能化生产等高端

制造项目15个，放大高端制造集聚优

势。启动建设启迪设计集团总部、盛

科网络总部等现代服务业项目4个，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瞿小飞）

【苏州开放再出发大会召开】  2020年

1月3日，苏州市委、市政府在园区召

开苏州开放再出发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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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参天制药全球研发制造基

地、丹纳赫诊断研发制造基地、碧迪

医疗器械新产品增资扩产、矽品科

技四期高阶IC封测、群策科技FC-

BGA高端基板、菲律宾首都银行苏

州分行、毕马威苏州分公司等世界

500强或行业领军投资的高端研发

制造基地、外资银行、专业服务机

构等。

【“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打造

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誓师大会召

开】  �2020年3月6日，园区“建设世

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 打造新时代改革

开放新高地”誓师大会召开。近150

个世界500强或全球行业领军企业投

资的重点产业项目落户签约或开建，

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新

一代信息技术、科技创新、区域总部、

贸易分销、金融准金融、专业服务等

领域，涉及总投资近800亿元。

【投资促进全球网络深化合作签约仪

式举行】  2020年6月12日，园区投

资促进全球网络深化合作签约仪式举

行，园区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五大

地产咨询机构、商会协会及基金银行

等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依托其全

球网络资源和优势开展商务活动与

项目拓展。同日，“投资园区”网站专

栏上线，全面、权威、及时发布和精

准推送投资者关注信息，成为园区链

接全球企业、开展“云招商”的重要

窗口。

【中国首届并购招商引资峰会、园区跨

境并购招商引资论坛举办】  2020年

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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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

区举办。活动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

局、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园区管委会

共同指导，园区投资促进委员会和晨

哨集团主办，旨在共享园区在跨境投

资方面的服务优势，深化园区在跨境

投资领域的资源对接和举措创新，加

速完善跨境投资生态，促进园区与新

加坡之间的投资合作。

【2020DIA药物信息年会暨展览会举办】 �

2020年10月28—30日，2020DIA药

物信息年会暨展览会在园区举办，参

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100余人，共同

探讨创新，推动合作。药物信息协会

（DIA）成立于1964年，是推动药物创

新、药学发展的全球学术平台，总部

设在美国。会议向中国医药企业介绍

了全球最新的技术、最热门的研发领

域和行业发展趋势，以促进中国医药

科技进步和发展。

【外资金融及专业服务机构合作交流会 

举办】  2020年11月3日，园区联合新

加坡企业发展局、毕马威、戴德梁行

等单位，在上海陆家嘴举办外资金融

及专业服务机构合作交流会。活动旨

在聚焦苏州自贸片区服务业开放创

新，宣传园区产业发展、创新要素与

支持政策，推动沪苏之间的资源要素

流动，加快实现园区多业态金融和专

业服务机构的集聚和发展。新加坡企

业发展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苏州市中

心支局、苏州市银保监局及180余家

外资金融及专业服务机构相关人员参

加活动。

【“跨界聚能，创见未来”2020新诊断 

国际高峰论坛举办】  2020年11月

14日，由药明奥测与梅奥医学中心

（Mayo�Clinic�Laboratories）联 合 主 办

的“跨界聚能，创见未来”2020新诊

断国际高峰论坛在园区举办。众多全

球顶尖的医学专家等参会，在线参会

嘉宾1.2万余人，共同探讨并推动诊断

乃至整个医疗健康行业的创新超越。

� （郁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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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2020年，园区新设外资及港

澳台资项目301个，增资项目142个，

完成注册外资及港澳台资37.62亿美

元，增长81.4% ；实际利用外资及港澳

台资20.41亿美元，增长100.6%，战略

性新兴产业占比约70% ；园区新增内

资企业17029个，新增注册内资738

亿元，完成金融、准金融及专业服务

机构项目143个；引进科技项目1086

个，其中，三大重点科技产业项目893

个（生物医药产业项目295个）。

引进高端制造和科技研发项目。

园区引进参天全球眼科制药基地、丹

纳赫诊断研发制造基地、罗氏组织诊

断及系统试剂、东曜药业单抗及抗体

偶联药物生产基地扩建、巴可医疗影

像设备研发制造、洁定医疗感控研发

制造、恒瑞生物医药研究院及总部基

地、药明奥测研发生产基地等研发制

造项目，复星诺博、康林肿瘤研究院、

优诺金生物工程、宜明CDMO等科技

创新项目。强生内窥镜影像系统、贝

朗血液透析机、碧迪新冠病毒检测试

剂盒等首次引入中国并在园区交付上

市，飞利浦苏州自主研发的大孔径CT

扫描仪获批上市，盛迪亚获批国内首

款国产四用PD-1，新光维4K超高清内

窥镜成为中国首获FDA认证产品，康

日百奥CDMO开业，沛嘉医疗科技（苏

州）有限公司、苏州开拓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等于港交所上市。

拓展总部企业和服务业项目。园

区引进耐世特、安波福、优美科、辉士

尔、多玛凯拔、美国贺氏、皇桥资本、

日盛租赁、上海挪宝、永钢、金螳螂文

化、尼盛、新东方、金螳螂HBA等区域

总部。引进德国徕卡、瑞士SGS、日本

爱发科、德国蔡司、伊顿电器等研发

中心。集聚华为海思半导体分拨中

心、毕马威苏州分公司、菲律宾首都

银行苏州分行、横琴人寿苏州分公司、

瑞穗银行苏州创新企业支援中心等。

开工建设松下空调销售总部、药明奥

测研发生产基地、新光维研发生产总

部等。出台外商独资经营性职业技能

培训机构及QFLP政策，落地贝朗蛇牌

学院等项目。

强化跨境投资工作。长三角境

外投资促进中心完成哈药集团赴美

收购GNC、江西正邦在新加坡设立海

外国际总部、瀚川智能在匈牙利设立

创新中心等“走出去”项目46个，其

中，园区外企业在园区新设SPV公司

20个。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园区通过招

商亲商领导小组、重点项目会商、开

工开业协调会等机制，解决协调重点

项目建设运营、人才引进、原料进口

等难题90余个。耐世特汽车系统亚

太技术中心、苏州爱知高斯新工厂、

毕马威苏州分公司、菲律宾首都银

行苏州分行、横河电机中国展示中心

“In-Space�China”等开业或启用。

开展招商相关活动。园区组织相

关企业和项目参加苏州开放再出发大

会、“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 打造

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誓师大会、

苏州产业链全球合作云对接活动、苏

州自贸片区一周年建设情况汇报会等

活动。举行深化投资促进全球网络

合作签约仪式，举办跨境并购招商引

资大会，举办外资金融及专业服务机

构交流、金鸡湖中日合作交流会等活

动，配合医药、金融等产业大会，开展

转型升级、开放创新等企业家沙龙活

动，聚焦生物医药“一号产业”，参与

2020DIA药物信息年会暨展览会、“跨

界聚能，创见未来”2020新诊断国际

高峰论坛等产业活动，推介园区发展

态势和投资促进政策。�

� （郁琳琳� � 叶� � 滢）

【利用外资及港澳台资】  2020年，园

区新增注册外资及港澳台资37.62亿

美元，增长81.4%。新批外资及港澳

台资项目301个，新批项目注册外资

及港澳台资17亿美元，其中，以心

医疗器械（苏州）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500万美元，巴可伟视（苏州）电子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452万美元；增资

项目154个，注册外资及港澳台资19

亿美元，其中，沛嘉医疗科技（苏州）

有限公司增资2.5亿美元，参天制药

（中国）有限公司增资1亿美元。全年

实际利用外资及港澳台资20.41亿美

元，累计342.26亿美元；累计外资及

港澳台资项目4576个，其中10亿美

元以上项目5个。

【耐世特汽车系统亚太技术中心开业】 �

2020年1月9日，耐世特汽车系统亚

太技术中心开业，该技术中心占地3

万余平方米，包括办公楼、研发车间

以及地面测试车道等，自主拥有系统、

完整的工程流程，投用后将提升为耐

世特服务中国及亚太区客户提供专业

技术支持和先进产品解决方案的能

力，同时承担销售、采购、财务等亚太

区总部管理职能。

【强生医疗入列全球“灯塔工厂”】  2020

年1月10日，世界经济论坛欢迎18家

新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位于

园区的强生（苏州）医疗器材有限公

司入列，成为中国第三家“灯塔工厂”。

这是强生集团在全球第二个“灯塔工

厂”，也是在亚洲首个“灯塔工厂”。�

� （郁琳琳）

【2020年科技项目集中“云签约”仪

式举行】  2020年3月31日，园区举行

2020年科技项目集中“云签约”仪

式，园区相关部门领导和相关企业代

表出席签约仪式。“云签约”涵盖生物

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纳米技术应

用产业等领域，涉及科技项目21个，

总投资14.5亿元以上，本期投资3.6

亿元，注册资本2.9亿元，具有项目科

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好

的特点，助力推进园区2020年科技招

商工作。� （叶� � 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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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天制药滴眼液高速灌装线启用】 �

2020年5月28日，参天制药（中国）

有限公司滴眼液高速灌装线在园区

启用。依托世界领先技术，灌装速度

将达到现有速度的近6倍，产能也将

实现较大提升。参天制药（中国）有

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中国国内

唯一通过欧盟GMP认证的眼科制药

公司，在中国市场排名前列，生产和

进口分包装针对结膜炎、眼部炎症、

青光眼、干眼等病症的处方眼药水

14种。

【毕马威苏州分公司落户园区】  2020

年6月3日，毕马威苏州分公司落户

园区，标志着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在苏州聚齐。除审计、税务、咨询业

务外，毕马威将把资本市场服务、数

字化转型服务等专业性更强、创新度

更高的业务整合，使其落地苏州分所，

与苏州市及园区深度合作，推进对接

全球开放创新资源、完善强化苏州产

业链、打造产业资本中心、培育战略

新兴产业、发展金融科技和推进数字

化转型、全面提升营商环境、推进自

贸区制度创新等。

【强生明镜超高清4K内窥镜上市】 �

2020年6月9日，强生明镜超高清4K

内窥镜影像系统在园区上市，这是世

界500强企业强生（苏州）医疗器材

有限公司在园区再次布局高端医疗器

械生产线。该产品不仅是国内关节镜

领域首款4K内窥镜成像系统，也是强

生首次将此类先进设备的生产技术引

进总部以外的市场。

【贝朗德智国产血透机上市】  2020年

6月18日，贝朗集团德智国产血液透

析机在园区上市。这是贝朗集团在血

液净化领域的第一款国产产品，也是

中国第一台完全按照德国品质生产的

国产血液透析机。贝朗集团落户园区

后引入大输液、手术器械、心血管和

有源医疗器械等生产线，打造集研发、

高端制造、功能性服务、专业教育平

台等多元化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医疗

产业基地。

【药明奥测苏州研发生产基地开工】 �

2020年6月28日，药明奥测苏州研

发生产基地开工，该基地致力于个体

化医疗和精准医疗临床检测的体外诊

断产品研发及生产。药明奥测由国内

生物医药龙头企业药明康德集团和国

际顶尖医疗集团美奥医学中心合资成

立，定位创新型诊断赋能平台。基地

初期投入资金1亿元，未来规划上市

产品100余个，旨在成为全球临床诊

断试剂领域的领导者。

【松下空调设备总部大楼开工】  2020

年6月30日，松下空调设备（中国）

有限公司总部大楼开工。新总部大楼

设置企划、开发、销售等部门，强化多

项业务的一体化发展，也与位于园区

的研发中心协同合作、融合发展，共

同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新技术和新

产品。

【贝朗蛇牌学院领取首张许可证】 �

2020年7月16日，苏州自贸片区为苏

州工业园区蛇牌学院培训有限公司颁

发首张外商独资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

机构办学许可证。蛇牌学院1995年

成立于德国，旨在为医疗行业从业者

提供继续医学教育的机会，并搭建医

疗领域内各学科间的沟通平台。该公

司成为苏州自贸片区首家同时拥有营

业执照和办学许可证的外商独资经营

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 （郁琳琳）

【丹纳赫集团中国诊断平台研发制造

基地项目落户园区】  2020年7月22

日，丹纳赫集团中国诊断平台研发制

造基地项目落户园区，该项目由丹纳

赫旗下贝克曼库尔特诊断、雷度米特、

合美康、赛沛4家公司联合运营，投

资额1亿余美元，预计2023年投入使

用。该项目从事快速诊断仪器和试剂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规划地区总部

和研发中心功能，进一步提升丹纳赫

诊断平台的制造、研发和客户支持能

力，达产后可年产快速诊断试剂400

万盒、诊断仪器2500台。� （应� � 舒）

【菲律宾首都银行苏州分行开业】  2020

年9月11日，菲律宾首都银行苏州分

行在园区开业。菲律宾首都银行集团

成立于1962年，是第一家被菲律宾中

央银行授予综合业务牌照的银行，在

全球范围内拥有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

近1000家。该银行将围绕苏州本土

企业融资需求，聚焦强化新基建与高

科技产业金融支持，丰富区域金融生

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发展。

【新光维医疗科技研发生产总部基地

开工】  2020年9月22日，苏州新光维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总部基地

项目开工。该研发生产总部基地项目

占地面积约1.75万平方米，总规划建

筑面积3.6万平方米，计划建成集研

发、生产、营销、医生培训与互动、产

品展示与体验于一体的总部基地。新

光维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落

户园区，是一家以光学诊疗、多维影

像、高性能材料及精密制造为科技创

新起点的高科技医疗器械企业。

【飞利浦大口径CT扫描仪上市】  2020

年10月15日，飞 利 浦 医 疗（苏 州）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X射线计算机

体层摄影设备——大孔径CT扫描仪

（Brilliance� CT� Big� Bore）获得中国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这款中国研

发、中国生产、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提供常规的计算机断层扫描诊断，可

实现肿瘤放疗的路径规划，造福有需

要的患者。� （郁琳琳）

【苏州爱知高斯新工厂竣工开业】  2020

年10月28日，苏州爱知高斯新工厂

在园区竣工开业。新厂建设定子生产

线21条、转子生产线10条，达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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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电机600

万台和驱动电机50万台。苏州爱知

高斯电机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由

日本爱知电机株式会社和厦门钨业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主要从事

新能源汽车用车载压缩机电机的研

发、生产。� （郁琳琳� � 应� � 舒）

【园区（西安）创新创业推介会召开】 �

2020年11月24日，“相约金鸡湖，共

筑创业梦”2020园区（西安）创新创

业推介会在西安市召开。该次推介会

旨在以西安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市，

推广和宣传园区，为园区吸引中部地

区城市创新创业人才注入新动能。西

安交通大学、西安光机所、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等重点高校、科研机构、知

名企业、行业协会、投融资机构和创

业企业的代表参会。� （叶� � 滢）

【IHI寿力压缩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揭牌暨四期新工厂启用】 �

2020年12月18日，�IHI寿力压缩技术

（苏州）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揭牌暨四

期新工厂启用仪式举行。此次投用的

研发中心占地1000平方米，拥有研发

团队26�人，申报专利43项，获江苏省

科学技术厅授予的“江苏省大型离心

压缩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称号，未

来将通过开发新产品，促进本地化创

新，为区域的产业转型升级贡献智慧。

同日，IHI寿力压缩技术（苏州）有限

公司四期新工厂竣工启用，建筑面积

约3150平方米。新厂房的落成使企

业具备对最大7000千瓦、每小时流量

6万立方米、最大压力4.5兆帕的空气

或氮气压缩机进行生产和全性能测试

的能力，领先于国内同行业，为中国

半导体、空气分离、石化等行业的发

展提供可靠的空气分离（氮气）压缩

设备，年产值1亿余元。� （应� � 舒）

对外及港澳台贸易

【概况】  2020年，园区完成进出口

总 额941.77亿 美 元，增 长8.1% ；进

出口额占全市的29.2%，进出口规模

及增速均居全市第一位。其中，出

口438.56亿 美 元，增 长2.7% ；进 口

503.21亿美元，增长13.2%。园区克

服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尤其是新

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对外及港澳

台贸易实现逆势上扬并贡献全省对外

及港澳台贸易增量的70%。全区机电

产品进出口5776.00亿元，增长8.6% ；

其中出口2803.61亿元，增长3.3%。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2074.49亿元，增长

5.7%，占出口总额的68.3%。全区加

工贸易进出口额3675.74亿元，增长

4.1%。其中，来料加工完成325.62亿

元，下降11.2%；进料加工完成3350.12

亿美元，增长5.9%。外资及港澳台资

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

5.78亿元，下降22.7% ；一般贸易进出

口额1659.77亿元，增长14.3%。

【高端制造全产业链保税模式深化试

点启动】  2020年，园区在全国率先

开展高端制造全产业链保税模式改

革，突破性地将以企业为单元的“点

式”管理转变为以产业链为单元的

“链式”管理。8月29日，高端制造全

产业链保税模式深化试点启动。深

化试点工作启动后，园区进一步扩展

和延长现有链条，并新增1条新一代

显示技术产业链，组链区域拓展到苏

州自贸片区联动创新区，运用区块链

技术赋能监管创新，实现数据互联、

管理互助、监管互信，为优化营商环

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服务。

    表6  2020年园区主要产品出口情况

序  号 产品类别 出口额（万元） 增  长

1 机器、电子产品、电气设备及零件 23647342 5.2%

2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 563297 -31.6%

3 贱金属及其制品 633287 -0.8%

4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520303 8%

5 纸浆、纸、纸板及其制品 269008 -13.8%

6 光学、检测、医疗设备、钟表、乐器 3232189 -0.8%

7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 516862 11%

8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603604 12.3%

9 杂项制品 167455 3.3%

10 石料及其制品、陶瓷玻璃及其制品 10413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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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经济

    表7  2020年园区出口主要国别（地区）和组织情况

序  号 国别 /地区 /组织 出口额（万元） 增  长

1 美� 国 3149565 -14.5%

2 中国香港 6248133 2.3%

3 韩� 国 4317259 0.7%

4 日� 本 1777891 1.1%

5 中国台湾 2221141 38.6%

6 德� 国 667991 -16%

7 新加坡 558865 3.3%

8 墨西哥 774553 30.6%

9 欧盟组织 3924372 -10%

10 东盟组织 5109079 29.4%

� （白宇飞）

对外及港澳台 
经济合作

【概况】  2020年，园区84家企业在美

国、新加坡、墨西哥、越南、开曼群岛

等23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投资项目98

个，新批境外投资额5.71亿美元。其

中，港澳台资项目19个，新批境外投

资额0.82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沿

线国项目23个，新批境外投资额1.56

亿美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成员国项目29个，新批

境外投资额1.71亿美元。按投资主

体类型区分，民营企业投资项目数81

个，协议投资额5.63亿美元，占比为

98.69% ；外资及港澳台资企业投资项

目数12个，协议投资额0.56亿美元，

占比为9.85%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和集体企业投资项目数5个，协议投

资额-0.49亿美元，占比为-8.54%。按

产业类型区分，第二产业投资项目数

38个，主要集中在医药制造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协议投资额1.7亿

美元，占比为29.82% ；第三产业投资

项目数60个，主要集中在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行业，协议

投资额4亿美元，占比为70.18%。

【园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生物医药

合作对接会举办】  2020年11月24

日，园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生物医

药合作对接会举办。该活动是金鸡湖

跨境谈系列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向加泰罗尼亚相关上市公司、

科技创新企业介绍园区生物医药产业

的优质环境，吸引优质项目到园区落

地发展，精选加泰罗尼亚生物医药投

资标的与国内企业、投资机构对接合

作。参会国内外生物医药领域行业专

家、企业代表、投资人近100人。�

    表8  2020年园区境外投资重大项目情况

序  号
境外企业

（机构）名称
国家

（地区）
行  业 境内投资主体名称 所在地区

境内协议投资
额（万美元）

1 GNC控股有限公司 美� 国 零售业
捷科思企业管理（苏州）有
限公司

苏州市市属 15000

2
同程生活（开曼）有
限公司

开曼群岛 计算机服务业
苏州程多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苏州自贸片区 10132.51

3
礼进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开曼群岛 研究与试验发展
苏州通和二期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自贸片区 4153.33

4
新传半导体（香港）
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软件业
苏州疌泉华创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自贸片区 3600



100

序  号
境外企业

（机构）名称
国家

（地区）
行  业 境内投资主体名称 所在地区

境内协议投资
额（万美元）

5
HTL家 具（越 南）有
限公司

越� 南 金属制品业
苏州工业园区莱恩精工商
贸有限公司

苏州自贸片区 3048.7

6
盛业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新加坡 商务服务业
盛缀（苏州）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苏州自贸片区 3000

7
胜新（开曼）国际有
限公司

开曼群岛 纺织业
苏州骏怡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苏州自贸片区 2991.89

8 正邦新加坡有限公司 新加坡 批发业 江苏正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自贸片区 2857

9 企查查服务有限公司 新加坡 计算机服务业 企查查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自贸片区 2000

10 亘喜生物科技集团 开曼群岛 医药制造业
苏州礼瑞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苏州自贸片区 1981.35

11 盖瑞特公司 美� 国
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业
苏州科华汽车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苏州自贸片区 1800

12
一桥香港控股有限公
司

中国香港 研究与试验发展
苏州建信汉康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自贸片区 1775

13
至家科技（开曼）有
限公司

开曼群岛 软件业
苏州赛芝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苏州自贸片区 1590.9

14 科笛生物医药 开曼群岛 卫� 生
苏州通和毓承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苏州自贸片区 1500.08

15 明宇制药 开曼群岛 专业技术服务业
苏州工业园区原点正则贰号
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自贸片区 1500

16
奔腾科技（墨西哥）
有限公司

墨西哥 塑料制品业 苏州奔腾塑业有限公司 苏州市市属 1500

17
泛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北美洲其他
国家（地区）

研究与试验发展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生物
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自贸片区 1121

18
库特勒自动化系统

（德国）有限公司
德� 国 专用设备制造业

苏州金川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苏州自贸片区 1040

19
晟升（开曼）医疗科
技

开曼群岛 医药制造业
苏州通和毓承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苏州自贸片区 1000

20
骏马科技（香港）有
限公司

中国香港 批发业 苏州奔腾塑业有限公司 苏州市市属 1000

� （白宇飞）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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