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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高新技术企业首破 家
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4.6%居全市第一

无锡高新区从成立之日起，就注入了科技创新的基因。研发
投入，这个体现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在这一区域持续跃升。

记者从高新区科技局获悉，该区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已达
到4.6%，强度居全市第一，在全省开发区位居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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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吴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搬新

家啦！昨从新吴区民政卫健局获
悉，中心新址位于汉江路新吴区公
共卫生大楼五楼，参照5A级机构打
造，环境较之前更温馨优美，服务也
更智能优化。

新吴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内设
登记服务大厅、结婚登记区、离婚登
记区、颁证厅、婚姻家庭辅导室等功
能服务区。为了提升婚姻登记的仪
式感，中心免费为新人提供了严肃、
庄重的结婚颁证服务，提高婚姻家
庭在彼此心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为了增添结婚新人的幸福感，中心
新增结婚纪念打卡墙，为新人留下
美好回忆。

该中心还升级配置了智能化婚
姻登记系统和婚姻登记自助终端。
婚姻登记服务实现了信息确认、人
脸识别、图片合成、查档管理等全流
程电子化操作，业务办理的规范化、
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婚姻登记
自助终端无缝对接婚姻登记业务系
统，具有辅助业务办理、自助人脸识
别、证件扫描复印、相片自助拍摄等
功能，可为婚姻登记当事人提供了

“一站式”智能化服务。
（小刘）

新吴区婚姻登记
服务中心迁新址

元旦过后，不少市民开始
置办年货。在新吴区春城农贸
市场二楼，刚营业不久的对口
帮扶展销平台人头攒动，红彤
彤的延安宜川苹果成为热销
品。据悉，目前宜川县在新吴
区共设有1个展销平台、7家苹
果专卖店，2021年累计销售苹
果超45万公斤。

为了能让宜川苹果走出山
区，让优质的延安宜川苹果走
进新吴区老百姓的餐桌，新吴
区驻宜川县联络组积极协调，
在旺庄街道、新安街道、鸿山
街道、梅村街道、江溪街道、星

洲工业园等地共设办延安苹
果旗舰店（直销店）7家，为宜
川县果业合作社提供优质店
面 1000 平方米（包含苹果冷
藏库），免除3年租金333.9万
元。7家在锡宜川苹果专卖店
的设立，解决了异地采购不及
时、苹果品质不新鲜、价格不
具竞争力等现实弊端，让两地
百姓真正感受到了苏陕合作带
来的实惠。

“自去年12月中旬对口帮
扶展销平台设立以来，这里每
天苹果销量都在 500 公斤左
右，香甜爽口的宜川苹果很受

消费者欢迎，吸引了不少回头
客。”陕西宜川县挂职干部、江溪
街道党工委委员王贝贝告诉记
者，无锡市民对宜川苹果的认可
度比较高，同时在售的花椒、土
蜂蜜、红枣、小米等宜川土特产
也很受青睐。

据了解，新吴区和宜川县
于2017年初开始开展合作交
流。五年来，在两地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产业
帮扶、消费帮扶、社会帮扶等对
口协作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
绩，助力宜川走向富裕之路。

（刘丹 图文报道）

消费帮扶 产销对接

延安宜川苹果成锡城年货热销品

随着最后一节顶管出洞，望虞河-京杭运河-走马塘
交接区域河道水质整体提升工程施工全部完成，通水在
即。该工程在时间上创造了全市地下管网顶管工程的速
度之最。

据了解，该工程总投资6000万元，铺设直径3.12米
的钢筋混凝土管道顶管约1500米，新建里夫泾浜闸站1
座，增加调水能力6立方米/秒。工程于2021年10月10
日开工建设。新吴区住建局牵头，参建各部门齐心协力，
创新工作，仅用5天时间就解决前期问题。同时，精心组织
施工方案，集中力量全面推进，施工计划细排到每天。经过
79天连续奋战，终于在去年12月27日顺利实现全线管道
顶通。该工程通水后，将有效增强区域内河网水体流动，
为新吴区美丽河湖建设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小刘）

美丽河湖建设
跑出“新吴速度”

让群众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品味
文化盛宴，感受传统节日气息，乐享精
彩文化生活。1月9日，新吴群众新年最
期待的“我在新吴过大年”2022新春文
化进万家活动拉开帷幕。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系列文体旅活
动将从本月持续到2月15日。

虎年新春将至，为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非必要不离锡”，鼓励人民群众在锡
过年，并保障留锡人员春节生活品质，
新吴区推出“我在新吴过大年”2022新
春文化进万家活动，包含文化、体育、旅
游等活动共计十大项百余场次。活动
由新吴区委宣传部、区文体局、区文明
办、区委网信办、区文联主办，新吴区各
街道、区文化馆、区图书馆、高新文体公
司等单位承办。

期间，将举办表现传统文化和温暖
人情乡情，展现辞旧迎新、欢乐祥和、欣
欣向荣的社会氛围的新春贺岁主题书
法作品征集活动；热闹喜气的“虎岁承
欢幸福春”送戏送春联活动；传播普及
春节文化传统的“玉兰传芳·虎跃‘云’
课堂”线上课堂；趣味横生的“灯虎迎新
岁”线上猜灯谜；喜气洋洋地走进企业
园区喜乐元宵、情暖Ipark活动；凸显新
吴审美品格，促进艺术交流的“春和景
明”美术作品虎年主题创作交流展；由
书香嘉年华、非遗进万家、墨香迎虎年、
巧手贺新春四大主题组成的“一起向未
来”书香大拜年活动；“吴地新气象”新
吴新春体育快闪秀和“体育嘉年华”娱
乐赛；“乐在新吴”惠游A级景区等众多
活动。

（小刘 文 / 诸弘远 摄）

十项百余场文体旅活动

新吴端出留锡过年“大餐”

借智聚力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1月11日，旺庄街道
发起的长三角“城动力”朋友圈成立，同时还成立了志愿
者“三圈”联盟，签约启动了晶众城市数字化管理平台区
域试点项目。

共融共促，强干赋能。长三角“城动力”朋友圈由上
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社区党委、杭州市钱塘区下沙
街道、南京市江北新区顶山街道、苏州高铁新城（北河泾
街道）、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庙街道、长三角一体化太
湖融合创新联盟、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共同发起成
立。旺庄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长三角“城动力”朋友圈
的成立，是深入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开创全
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接共融新格局的一次战略合作。
今后各方将互相学习、分享成功经验、拓宽发展视野、创
新思维方式，提升党员干部服务群众能力水平和为民服
务效能，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现代化。

数字驱动，智慧加码。随着城市管理标准和要求的
不断提高，旺庄街道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民生事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此次晶众城市数字化管理平台区域试点项目的签约，是旺
庄街道用科技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新路径的又一全新探
索，也是持续提升为民服务智慧化水平的一项重要布局。

活动现场还成立了旺庄街道志愿者“三圈”联盟。该
联盟将整合辖区楼宇、社区和商圈资源，创新打造的志愿
服务品牌，建立“三圈互联”志愿服务体系，助推社会治理
创新发展。16家企业成功认领彩虹驿站、爱心共享雨伞
等16个2022年“我为群众办实事”“心愿包”。 （刘丹）

旺庄加入长三角
“城动力”朋友圈

她用满腔热情守护家园，她用单薄肩膀扛起重任，她
为社区居民的安全健康构筑起一道坚固的疫情防控墙，
她是新吴区旺庄街道联心社区的工作人员李丹红。她坚
守岗位，无私奉献，以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女性的铿锵
力量，践行着一名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成为社区战

“疫”最亮眼的“巾帼红”。
去年12月一天，李丹红得知辖区有位从风险地区归

来人员已经做了核酸检测并正在居家健康监测，但合租
人张先生还没有做核酸检测，立即上门做工作。到了张
先生的出租屋，才得知他已经去上晚班。李丹红又马不
停蹄赶到张先生的工作单位，对其耐心劝说。做好张先
生的工作，已是深夜12点，李丹红回到办公室，继续做数
据核查，忙完手头的工作回到家已是凌晨2点多。

“常态化疫情防控也不能有丝毫松懈，作为一名社区
工作者，我有责任为辖区2万多名居民守好家门。”李丹
红说。入户走访、宣传政策、解答居民问题……这些都是
她的日常工作。为把疫情防控工作落实落细、无盲区，她
不放过一个防控细节。

在动员社区居民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时，她责无旁
贷地承担起摸排接种人员、对接卫生中心、拆分接种时间
节点、调剂接种时间、安排志愿者等工作。这些环节的协
调工作千头万绪，而她总能仔细认真不折不扣完成。在
辖区企业接种现场，她还忙碌地穿梭在员工与医护人员
之间，自发担任秩序维护员。

“在关键时刻冲得出、顶得住，一时一刻不放松，一丝
一毫不马虎，是她一贯的行事风格。”联心社区领导说起
李丹红都赞不绝口，“在疫情防控值守期间，即使是半夜
接到紧急任务，她也从来没有迟疑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筑牢基层战‘疫’的红色防线。” （小刘）

社区战“疫”里的“巾帼红”

人物名片：李丹红（图左），旺庄街道联心社
区工作人员。

人物心声：作为社区工作者，我应该冲锋在
前，责无旁贷；作为党员干部，更要时时刻刻以人
民为中心。

数据
研发投入持续攀升

数据显示，高新区研发投入持续
保持增长，企业研发投入从2018年度
67.7亿元提升到2020年度的88.8亿
元，增长31%。去年1-11月，高新区
规上工业企业上报研发费用超百亿
元，达到 119.7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25%，全市最高。2020年研发投入强
度比2018年度提升0.84个百分点。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企业数
占 比 也 逐 年 提 升 ，2019 年 度 为
38.11% ，2020 年 度 大 幅 提 升 为
55.5%，2021年度前11月这个数字上
升到67.39%，列全市第一。

企业
注重研发投入攻克关键技术

研发投入的持续增长，成为企业
攻克关键技术的关键因素。

近期获评“2021年工信部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的江苏微导纳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每年保持数千万元的
研发投入。去年公司在光伏领域推出
独家TOPCon整线技术装备，在集成
电路领域推出多款先进制程的集成电
路薄膜设备。2021年11月，微导研发
的首台28纳米以下ALD装备通过国
内半导体芯片制造龙头企业验收，设
备性能和关键指标均已达到国际同类
设备水平，填补国内国产设备的空白，
解决了我国集成电路制造的一项关键
技术。

近日，工信部公布的最新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名
单中，朗新科技集团入选2021中国软
件百强企业。这与企业长期注重研发
投入密不可分。朗新科技近年来研发
投入占总收入比例均在10%以上，并
持续在行业领域内取得了多项专利。
朗新科技依托自主研发的能源数字化
服务与运营平台支撑起多个领域中的
数字能源平台系统，覆盖电力营销系

统数字化、分布式光伏云平台等从能
源营销到能源消纳的多种场景。

政府
系列“靶向政策”激励

近年来，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围绕推动企业创新能力
提升，推出了一系列“靶向政策”。前
年出台“创新12条”，在全市率先提出
激励科技创新的“全链条”概念，全方
位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创新。
去年还启动了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工
作，获得创新积分的企业在融资增信、
政策扶持、重点服务等方面得到支持。

通过加大研发投入，越来越多的
企业跻身高新技术企业，科创板上市
企业也已形成梯队。到目前为止，高
新区有效期高新技术企业首次突破
1000家。截至去年，高新区已有7家
企业登陆科创板，数量居全国高新区
前列。

（张安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