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科创载体赋能提升 打造创新创业活力之源

走进无锡观合医学检验所的大堂，
高处悬挂着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这是
我国知名农民画家陆永忠先生创作的大
地创意画《凤凰涅槃》，这幅画象征着观
合所在的生命健康产业，充满生命与希
望。

2020年6月22日，无锡观合投入运
营。入驻无锡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I∙
Campus）近两年来，无锡观合确如这幅
画一样，展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生
机——4000平方米的崭新实验室已建
成运营，团队从初始的几人发展到现在
的130多人，去年实现营收5000多万
元，今年有望冲上亿元台阶。

无锡观合医学检验所总经理张天谊

说，作为国内领先的创新型中心实验室
的无锡观合，始终站在临床研究的最前
沿，为大健康产业提供专业的临床试验
管理和实验室检测一站式服务，“与众多
医药企业一起日夜兼程研发好药，只为
让患者早日用上更好的治疗药物”。

观合医药的“出身”不简单，它是由
国内两家顶尖的医疗服务上市公司迪安
诊断与泰格医药合资设立的中心实验
室，专注提供药物临床试验中心实验室
检测服务，并在创新药物的生物标志物
研究、伴随诊断开发和生物分析领域提
供一站式中心实验室解决方案。

临床研究是新药研发的关键环节，
观合医药作为中心实验室，发挥自身专

业能力，赋能生命科学产业创新发展，为
临床试验提供一站式的中心实验室全流
程服务，助推更多优质新药的上市。截
至去年，观合已参与400多项药物临床
试验，支持超过 20 个新药顺利通过
CDE申报上市，在实体瘤、非实体瘤、细
胞免疫治疗、糖尿病、肝炎、心血管疾病
和疫苗等细分研发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
验室技术与项目管理经验。

观合的实验室均按照国际质量标准
建造，建立了以ISO15189认证体系为
基础的质量管理体系。更值得一提的
是，实验室通过了 CAP（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美国病理学
家协会）认证，该认证是国际公认的适合

医疗实验室使用的国际级实验室“金标
准”，代表实验室的品质达到世界水准。

走进无锡观合4000平方米的实验
室，这里分成中心实验室和生物分析两
大实验中心，拥有PCR核酸检测、NGS
基因测序、分子病理、流式细胞、细胞免
疫、生物药研发生物分析等平台。高标
准的质量体系运行能力及技术能力，是
无锡观合的优势。比如实验室人员必须
通过3-6个月的资质培训，培训内容包
括实验室管理规范、质量体系、法规、操
作技能、临床项目方案解读等，培训过程
记入档案。实验人员在正式分析样本
前，还要先模拟一次，确保万无一失。在
这里，建立起了一支职责分明、训练有素

的研发和技术团队，从样本管理到样本
检测到记录审核到结果确认和报告发
放，实验室人员、质控人员、样本管理人
员、项目管理人员、设备管理和软件验证
人员……人人各司其职，责任明确，共同
指向同一个目的——保障过程控制和数
据的真实、规范、可溯源。

“我们的目标是：立足无锡，着眼全
球。”张天谊说，无锡观合正与阿斯利康、
罗氏、信达等新药研发企业积极拓展合
作，助力新药快速临床上市。两年来，无
锡观合茁壮成长，目前约有30个项目正
在运行中，而团队每个月都在壮大，预期
年内将达到200人，比年初实现翻番。

（杨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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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域科创理念为有限空间导入无限创新资源

滨湖奋力拉快高能级载体建设进度条
□本报记者 朱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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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科技园新载体6月交付使用，启用同
时将举办校友大赛，让一批大赛优质项目落地；蠡园开发区创意产业园

五期项目土地平整完成，年底即将动工；太湖智谷三期正加紧建设，明年12月可投入使用……
从这张滨湖科创载体建设进度表里可一窥其迫切感。2022年元旦滨湖创新大会上，滨湖发布了“科创载体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三年将推动建设科创载体300万平方米，到2024年平均每35平方公里就有科创载体1平方公里。作为启动年，滨湖区今年将推
动建设科创载体超100万平方米，并有30万平方米建成投用。“三年行动计划”发布以来，滨湖正奋力拉快高能级载体建设的进度条，吹响全
域科创的奋斗号角。

在滨湖未来三年的载体布局中，蠡
湖湾未来城、运河湾现代城、灵山湾创
新城、红沙湾科学城、九龙湾智造城等
五湾五城创新功能区成为主承载地。

在河埒街道梁清路附近的核心商
务区，3栋流线型幕墙外立面的大楼充
满现代时尚气息，其所处位置正是滨湖
区五湾五城布局中的重要一环——运
河湾现代城。据河埒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顾海峰介绍，由街道自主开发、总投
资12亿元的运河湾产业中心从去年4
月投入使用，现已成功招引49家企业，
其中科技型企业占比超50%。

作为街道全新打造的12万平方米
科创综合体，核心区块的产业规划路径
可谓精准明晰。瞄准集成电路、软件信
息、低碳环保、元宇宙等核心产业，高质
量载体也匹配着高标准的企业招引思
路。刚刚入驻产业中心3号楼的掌停
互联网科技，立足“智慧+”构建智慧停
车及智慧社区新生态，目前已成功落地
实施了无锡市梁溪区多个智慧停车项
目。据企业负责人徐钰青介绍，未来几

年公司将专注打造中国智慧停车及智
慧社区运营领导品牌，规划在3年左右
营业销售收入达超30亿元，力争成为
中国智慧停车、智慧社区行业的独角兽
企业。

新建载体供不应求已成为常态。
但令记者好奇的是，产业中心3栋楼中
位置最好的1号楼目前却处于“空窗
期”。顾海峰道出其中缘由，“我们想用
预留的模式，把最好的地段留给总部企

业。”据其称，位于项目不远处的中粮工
科上市总部此前一直“蜗居”在青山湾
附近一块7亩地的小天地中，此番也成
为产业中心最想争取的总部企业，当前
双方的洽谈正在进行中。

很多时候，载体在滨湖被定义为
“稀缺宝地”。在载体规划之初，滨湖就
已将预留企业加速器、产业化中试基地
和生产基地做了提前谋划，特别是为将
来要进入产业化阶段的企业扩大发展

空间“留位”。这样的“战略预留”型招
引原则不仅仅在一个科创载体中发
生。蠡园开发区的创意园一期内，刚刚
建造完的3栋大楼正在装修中，大部分
空间已预留给了南京中安半导体、芯感
智MEMS传感器、盛迈克汽车传感器
等科技项目，剩余空间目前还未找到适
配的目标租户——上市企业或准上市
企业。“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就先留
着。”蠡园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宏表
示。全力算好“空间账”的背后传递着
一个重要信号：通过精准把握高质量科
技招商的发力点，不断提升产业浓度。

五湾五城载体密布
“战略预留”让优质载体适配优质项目

致力打造太湖湾科创带引领区的
滨湖区，手中最重要的“王牌”是集聚
了无锡近90%的院所资源。推动载体
建设的同时，通过与科研院所的深入
合作，滨湖正将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
产业创新优势。

江南大学科技园内，1.5万平方米
的一栋新大楼正在进行最后的内部装
修。“新楼目前谈好的项目主要是江大
教授团队，其中一个氢能项目已属于
产业化较成熟的。”江大科技园负责人
殷宝良告诉记者，新载体将持续依托
江南大学一流学科优势，支持掌握关
键核心技术的科研人员、教授、留学人
员及大学生在园创新创业，加快培育

大健康、未来食品等细分产业集群。
作为江南大学和山水城政府共同

出资组建的老牌科技园，园区累计已
培育科技企业600余家，培育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及入库培育企业 57
家。已入围高企入库培育企业、雏鹰
企业入库培育企业的无锡迪腾敏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代表。依托江
南大学食品安全生物快速检测技术，
企业已建成国内食品安全检测领域品
种最齐全的可商品化的单克隆抗体
（及配对抗原）库，并成功研制了食品

安全快速免疫层析定量检测系统和检
测箱，实现了在30分钟内快速检测危
害人体健康的物质500多种，去年销
售收入突破千万元。

“孵化器不能靠房租赚差价，而要
更多考虑为企业孵化未来。”殷宝良表
示，通过特色精准孵化，今年计划完成
滨湖之光6个立项。依托校友大赛落
地一批优质项目，是江大科技园招引项
目的“特色打法”，去年通过大赛共有
16个项目落在了园区。结合6月新载
体的启用，今年的校友大赛将同步举

行，推动一批优质赛事项目落在园区。
集成电路产业作为滨湖区的“地

标”产业，离不开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内
包括清华大学无锡应用技术研究院等
一批高能级平台的多年孵化。滨湖通
过大力发展研究院经济，做强产业智
库，做优“创新链”，绘就了科技赋能高
质量发展“试验田”里最美丽的风景。

清华无锡研究院孵化的慧易芯，
是一家在太湖杯和全国双创大赛上脱
颖而出的明星企业，聚焦于为大数据
中心服务器、5G基站、人工智能设备

等核心处理器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的
开发。来锡落地后历经一年多的蛰
伏，公司创始人孟宇透露，随着今年
SPS、DrMos等产品陆续量产，可产生
销售额预计3.2亿元。

站在清华无锡研究院13楼的会
议室大落地窗前向远处眺望，傍晚时
分的蠡湖畔山水一色，宽阔的湖面上
甚至能看到飞鸟拂过。再将目光收回
园区，研究院周边，由中微亿芯、中国
电科、中科芯、中微爱芯等一批企业构
筑起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已拔地而
起。用“最美风景”吸引“最强大脑”，
展露的正是滨湖对科技创新渴求的拳
拳之心。

大院大所优势集聚
用好“王牌”加速培育产业集群

科创载体是构建创新体系的承载
基础。“只要有土地，都将优先用于产业
载体。”滨湖区科技局局长杨振清介绍，
聚焦滨湖五大优势产业、四大特色产
业、三大未来产业，根据“一园区一产
业，一楼宇一特色”的定位，一批专业化
高水准新载体的建设正全速推进，带动
产业体系提质增效。

走进蠡园开发区的创意产业园，映
入眼帘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园区
五期项目土地已完成平整，未来地上地
下将新供8.3万平方米载体面积。这片
被称为“牙缝里抠出的土地”将以集成
电路设计、电子信息等产业企业招引为
主，成为“蛳螺壳里做道场”的载体建设
典范。引入新动力的同时，加速低效载

体空间腾退对空间资源紧张的滨湖来
说同样重要。园区内，老厂房的腾挪工
作也在有序推进中。通过这次调整，办
公型企业将统一搬进写字楼，厂房则腾
挪给生产型企业。

“先进制造业在城市里对载体空间
需求很大，滨湖现有的300万平方米政
府自建载体，其实仍无法满足制造业企
业的生产需求。”杨振清告诉记者，政府
主导建设管理的科创载体往往存在缺
乏专业机构、人员的参与，共性服务平
台建设力度不够等问题。专业化民营
载体的入局，可谓政府主导载体的有效

补充。
几年前，太湖智谷通过竞拍取得隐

秀路与滴翠路交叉口西北侧地块的土
地使用权，分三期开发了由研发办公、
科技厂房、孵化基地、综合配套等组成
的20万平方米的新一代城市工业地产
载体。作为滨湖区集成电路产业布局
中的重要一环，这个升级版产业园以全
方位的功能组团，实现了真正的工业上
楼。太湖智谷负责人杨明亮介绍，目前
一、二期已入驻140多家企业，其中高
新技术企业30多家。同时，三期项目
已启动建设。园区全部达产后预计年

产值可达50亿元，年产出税收20亿
元。

外形设计充满城市风情，内部空间
高度契合研发和轻型配套——太湖智
谷诠释了新型产业园区的理念。以集
成电路产业为例，需要高标准洁净生产
车间，而这样的定制厂房在这里得以实
现。太湖智谷园区内的莱顿电子一栋
6000平方米大楼，就由园区根据企业
研发、设计、制造参数为其量身定制，俨
然一个小型IDM（垂直整合制造 ）工
厂。在二楼生产车间内，企业给康明斯
配套的欧七标准传感器样品已经研发

设计完成。“在全球压力传感器市场，美
国企业占了七八成的份额。我们从敏
感组件直至最终产品都在莱顿工厂制
造，并且拥有自行研发的ASIC芯片。”
莱顿电子董事长周敬训告诉记者，今年
3月企业刚完成1亿元的B轮融资，本
轮融资将主要用于年产2000万只压力
传感器产线建设与海内外市场拓展。

太湖智谷三期的东南面，被视为滨
湖区最珍贵的一块“科创宝地”正待开
发，未来定位为光子芯谷，将布局以量
子科技为主导的一批未来产业。距其
不远处的蠡湖湾未来城，新功能区的布
局也在加紧推进中。不难预见，这一欣
欣向荣的板块在不远的未来将迎来科
创成果的花团锦簇之景。

做大做强载体基数
抢占新型产业园区开发与运营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