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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州先进制造技术
成果展示洽谈会隆重开幕

科技的盛典、人才的盛会、资本的盛宴

! ! ! !

本报讯 龙城五月，活力迸发，创新

无限。昨天，
!"#!

第七届中国常州先进制

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在常州科教城美

丽的天琴湖畔隆重开幕。

来自全国
$%

所著名高校、
$&

家科研

院所以及国内外的
'"""

多名专家领导、

科技人员和
'(""

多位常州企业家代表共

赴科技的盛典、人才的盛会、资本的盛

宴，共谋经科教联动大战略，共建产学研

合作大体系，共商校所企共赢大机制。

市委书记阎立在开幕致辞中充分肯

定我市连续
)

届举办“
&

·
'(

展洽会”取得的

巨大成绩。他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是常州向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

关键时期，也是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阎立指出，常州将不遗余力加快构

建区域创新优势。以建设国家创新型科

技园区为抓手，抢抓苏南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机遇，更大力度支持自主研发和

集成创新，更大力度培育特色产业集群，

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方式，

不断拓展创新创业领域，全面提升区域

创新能力，努力把常州建设成为创新驱

动能力强、创新产出水平高、转型升级特

色鲜明的国家创新型城市。

不遗余力加快引进高层次人才。创造

一切条件，吸引更多海内外高端人才来常

州创新创业；采取各种方式，招引更多先

进技术和成果到常州转化，真正让各类创

新英才在常州创业有机会、创新有条件、

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把常州建成高

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的首选之地。

不遗余力加快建设国际化科教新

城。坚持国际化、多元化、集约化、特色

化、精细化发展战略，加快科教城从建

“园”向建“城”转变，不断拓展和延伸公

共服务功能，最大限度发挥科教城科技、

知识和人才的“溢出效应”，努力将科教

城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学”的现代新

城，国内外一流的高职教育园区和产学

研协同创新基地，研发创新、人才集聚和

成果转化的创新高地，成为常州转型创

新发展的特区。

不遗余力加快营造最优创新环境。

健全和深化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

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体制机制，不断创新

科技金融合作方式，持续深化国际科技

合作与交流，用全新的服务理念、全新的

服务手段、全新的服务方式、全新的服务

成果，形成常州独特的创新路径、独特的

创新模式、独特的创新文化、独特的创新

优势，让各种创新文化、创新思维、创新

活动在常州大地充分涌流。

阎立还向
(

位有突出贡献者颁发了

产学研合作贡献奖。

市长姚晓东主持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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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信
常州市人民政府!

值此
"(%"

第七届中国

常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

示洽谈会开幕之际!我谨代

表江苏省人民政府!对洽谈

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

贺!对参加洽谈会的各位嘉

宾表示诚挚欢迎! 对科技

部%中科院和各高校%科研院所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近年来!常州市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建设创新

型城市!积极探索科技创新的新机制!走出了一条'经科教

联动%产学研结合%校所企共赢(的新路子!有力推动了常州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常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

谈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办出了特色%办出了水平!成为

展示常州先进制造技术的重要载体%推进产学研合作的重

要平台!为促进常州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我省正在加快推进*两个率先(进程!积极建设苏

南现代化示范区! 常州作

为苏南板块的重要一员!

要为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现

代化作出重要贡献) 希望

常州继续坚持创新驱动战

略! 进一步增强科技进步

和创新在稳增长+调结构%

转方式% 惠民生中的支撑

引领作用!在转型升级中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常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是省政府与科技部%

中科院合办的高规格展会!希望常州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加速

集聚国内外科技创新资源!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步伐!努力把常

州建成创新经济蓬勃发展%创新人才加速集聚%创新活力充分

释放的创新型城市"

预祝本届洽谈会取得圆满成功&

江苏省人民政府省长 李学勇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第二届长三角科技
金融峰会昨在常举行

! ! ! !

本报讯 昨天下午，第二届长三角

科技金融峰会在科教城创研港
'

号举

行。来自科技界、金融界、企业界及政

府有关部门等
'&"

余人齐聚一堂，共商

科技金融创新与发展大计。市委书记

阎立在峰会上致辞。

阎立在致辞中指出，落户科技城

的科技金融中心恰逢成立一周年。一年

来，中心以“企业的加油站、资本的蓄水

池、政策的试验田、人才的训练营”为目

标，积极推进“信息服务体系、联合评估

体系、金融产品体系、中介服务体系”四

大体系建设，为成长型高科技企业加速

发展搭建深层次、高效率的投融资服务

平台，促进了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本对

接，推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特别是探索形成的“联合投资、集合融

资、组合产品、整合经营”模式，为科技

金融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阎立表示，峰会在常州召开，是我

市加快推进科技与金融结合、拓宽科

技型企业融资渠道的良好契机。他希

望常州各界正确把握科技创新和金融

创新的客观规律，努力形成具有常州

特色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科技投

融资体系，引导技术、资本、人才等创

新要素向科技型企业加快集聚，向新

兴产业加快集聚，使常州成为全国技

术与资本要素最密集、科技金融发展

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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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立会见西南交大校长
! ! ! !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阎立

在富都盛贸饭店会见了西南交通大学

校长陈春阳一行。

西南交通大学拥有在世界交通领

域有重大影响的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
!*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

年，我市与西南交大合作成立常州西

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研究院，从事轨

道交通领域的技术研发、检测试验、装

备及产品的系统设计与集成、成果推

广与转化，取得了良好效果。

阎立表示，常州正大力发展先进装

备制造产业，轨道交通正是其中重要内

容之一。常州十分珍惜和重视与西南交

大的合作，在多年合作中也已积累了一

定做法和经验，希望双方能在现有基础

上，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推进科技与

经济结合，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陈春阳说，西南交大与常州的产

学研合作非常成功，与常州相关企业

的无间隙合作也有效推进科技成果的

产业化，相信双方合作将越来越好，进

一步发挥院校服务产业、服务区域经

济的作用。

市领导蔡骏、王成斌参加会见。

,陈荣春$

把科教城打造成“中国智汇谷”
部、省、高校、院所领导参观三大展区

! ! ! !

本报讯
!"'!

第七届中国常州先进制

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集聚了常州企业的

最新产品和高校院所近
("""

项科技成果。

昨天上午的开幕式结束后，市委书记阎立

和市长姚晓东陪同部、省、高校、院所领导，

参观了精心布置在科教城内的三大展区。

“常州智造”展区就位于开幕式现场

旁边，设置了长达
,'(

米、近
!"""

平方米

的企业最新产品展示区。

在常州亚美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

展位，一台高速插秧机引起市领导的注

意。“我们全套引进日本先进技术，插秧

时不伤根、不伤苗，粮食增产达
&-.

#&-

。”听了企业技术负责人的介绍后，

阎立鼓励公司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

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

“你们一定要给常州带来最先进的科

技成果，实现校地、校企的共赢。”在
(&++

平

方米的高校院所技术成果展区，阎立对参

展高校院所提出真诚的希望。记者看到，该

展区设置了
*+

家高校院所对接的固定展

位，设计制作了标准展板，主要发布机构概

况、重点研究领域或学科、重点机构平台、

在常研发平台及最新重点科研成果。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展位前，阎立

握着一名专家的手向他表示：“欢迎你们

参加展会，希望你们能把更多的高新技

术成果带到常州来转化和产业化。”当

天，中国科大向常州的企业家展示了数

百项最新的科技成果，其中电子信息、计

算机类的科技成果引人注目。

看到一大批科技成果在常州科教城

诞生、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在科教城孵化，

阎立十分高兴。他勉励科技工作者要发

挥创新之“核”巨大的辐射与带动作用，

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知识和人才的“溢

出效应”，真正把科教城打造成为集聚智

力资源的“中国智汇谷”。

副市长王成斌和市政府秘书长徐新

民陪同参观。 ,姜小莉$

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启用
专家现场宣布：实验室多晶组件再创世界纪录

! ! ! !

本报讯 昨天下午，在天合光能研发

中心广场举行了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启用仪式。国务院参事石定寰，

科技部高新司副司长杨咸武，国家能源

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副司长修炳

林，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办公厅副主任

田卫东，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夏冰，市长

姚晓东出席启用仪式。市委常委、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戴源主持仪式。

在仪式现场，专家宣布，经国际权威

机构测试认证，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多晶组件发电量和转换效率创

造了世界纪录。该组件属天合光能自主研

发的
#)&+//!%%!//

标准商用多晶组件，

发电量峰值达
!($0*

瓦，组件转换效率达

'*0$-

。这是继
!+''

年
%

月天合光能组件创

造世界纪录之后的又一次突破和超越。

姚晓东表示，天合光能作为“
&'+

行动

计划”重点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质量等

方面已经成为全球同行业中的领导者。多

年来，天合光能紧跟全市转型升级步伐，

积极构筑研发平台，坚定不移依靠科技创

新拓展市场，特别是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在建设工程中已经为天合光

能带来多项技术创新与突破。

姚晓东希望，光伏科学与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正式运行后，能够以提高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为宗旨，以解决带动行

业发展的前沿技术、贡献技术和关键技

术为目标，促进产学研结合，聚集和培养

优秀科技人员，开展高水平科技交流与

合作，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升产

业发展层次，助力天合光能和常州的光

伏产业发展水平更高、发展质量更好，为

全市转型升级勇挑大梁，为率先基本实

现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天合光能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高纪凡表示，实验室将逐步推进一批国

际顶尖水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

研发成果实现产业化，加快高效太阳能

电池技术的研发与量产，同时加快可再

生能与储能相结合的微网、智能网以及

全方位的智能化控制系统的研发。

活动结束后，与会嘉宾参观了实验

室和光伏组件高效生产线。市政府秘书

长徐新民出席启用仪式。 ,孙杨$

高新技术企业有了“娘家”
常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成立

! ! ! !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常州市高新技

术企业协会正式成立，自此，常州
)'(

家高新技术企业有了自己的“娘家”。

市委书记阎立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辞，

市长姚晓东、省科技厅副厅长薛小平

为常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揭牌。

近年来，随着我市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广大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发

展壮大。目前，全市拥有
'!

个国家高新

技术特色产业基地，集群发展水平居

全国地级市前列；省认定的高新技术

企业
)'(

家，数量居全省第三。

阎立对常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

的成立表示祝贺。他指出，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是我市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

突破口，也是常州经济腾飞的战略制

高点。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的成立对于

加强政企之间、企业之间的互动与交

流，推动常州高新产业的快速健康发

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要努力把协

会建设成为“高新企业之家、政企沟通

桥梁、优质服务平台”。

阎立要求，各级党委政府部门争

做发展的“后勤部”，当好“勤务兵”，支

持和指导协会开展工作，研究解决企

业发展共性问题，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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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常州先进制造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开幕式现场) 张海韵 虞岭 摄

市委书记阎立%市长姚晓东等领导参观我市研发成果展)张海韵 虞岭 摄

中以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启动
国家科技部授牌 规划面积5平方公里

! ! ! !

本报讯
&

月
'(

日，“中以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在武进区正式启动，国家

科技部为“中以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授

牌，
'+

家以色列入驻企业获得了授牌。

市领导阎立、蔡骏出席启动仪式。以色

列驻上海总领事艾雅克发来贺信。

“中以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位于武

进经发区，总规划面积
&

平方公里，分

为创意研发区、孵化区、加速区、产业

区和综合配套区
&

个功能区。目前，基

地已有乐康瑞德、滕氏医疗器械、
123

等企业实现直接投资，另有
4567895

、

:9;<;/

等
*

家企业签订入驻协议，产业

涉及高端医疗灭菌器械、食品营养强

化剂、残疾人电动轮椅等。

市委书记阎立指出，开放与合

作是快速提升科技实力的有效途

径。常州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除了依靠城市自身力量外，更需

要国内外优质创新要素的支撑，实

现借梯登高、借智提升。“中以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正式启动建设，使常

州与以色列有了一个更为高端的国

际合作平台，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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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富德能源化工项目奠基
项目总投资2.73亿美元

! ! ! !

本报讯 昨天上午，富德（常州）能

源化工发展有限公司在新北工业园区

开工奠基。市长姚晓东，市委常委、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戴源出席奠基典礼。

据介绍，富德（常州）能源化工发

展有限公司是正大集团在香港注册成

立的中国低碳烯烃投资有限公司，在

我市新北工业园区独资设立年产量

'++

万吨的甲醇制烯烃及下游衍生产

品项目。项目总投资
!0*,

亿美元，注册

资本
'

亿美元，一期用地
$++

亩，将于

!+'$

年
'!

月开始生产，预计全部达产

后年产值将达
$+

亿元。

姚晓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项目

的动工表示祝贺。他说，这不仅是富德

集团在能源化工领域的一个新的起

点，也是常州高新区不断优化发展环

境、扩大对外开放取得的又一项重要

成果。此次富德集团将目光投向常州，

投资建设采用国际领先水平的新一代

甲醇制烯烃项目，将对常州化工新材

料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各级政

府部门要始终坚持“法制、诚信、效率、

双赢”的服务理念，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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