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年改革潮涌，10年沧桑巨变。市场主体青山常在，经济就能生
机盎然。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伴随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投资者落地
生根，无锡各类市场主体总量十年来拔节生长。

2013年到2022年这十年中，无锡市场主体户数从39万户增长
到106.96万户，同比上涨174.2%；注册资本总额从10888亿元增长
到45177亿元，同比上涨314.9%。市场活力充分激发，内生动力澎湃
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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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玲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记
者近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已启动
2022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申
报和推荐，立足具体细分领域，以产
业集群方式助力中小企业资源对接、
要素整合，推进惠企政策落地，有针
对性进行固链强链补链，同时还将支
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参与先进
制造业集群的培育和建设。

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是我国经

济韧性的重要支撑。当前，市场主
体面临的压力较多，更需要加大力
度帮扶。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
群，有利于完善优质中小企业培育
体系，也有利于发挥集群在产业链
对接等方面优势，为中小企业纾困
解难。

工信部中小企业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各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加
强对集群的财政、金融、产业、创新、

土地、人才等政策支持，提升集群主
导产业优势，加强对集群参与重大
项目的支持力度，加强集群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

据悉，工信部力争到2025年，
培育200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和10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推动
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产学研协同
创新向纵深发展，中小企业创新生
态不断完善。

加快培育特色产业集群
工信部出台举措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主体高质量发展，新经济
发展态势明显

在9月初发布的“2022中国企业
500强”“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
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三张榜单中，无
锡有58家企业入围，数量居全省首
位。深耕市场需求、不断开拓创新，是
这些企业的共同特质。

十年，对于市场主体来说是结构和
质量不断调优的过程。作为经济增长
的重要支撑、就业创业的重要领域，无
锡市场主体中企业数量从16万户增至
41万户。企业比重逐年提高，公司制企
业占绝对主导地位，企业现代化治理理
念成为主流。受城市发展环境吸引，外
商投资者也持续看好无锡，十年间从
5715户、注册资本总额397.2亿美元分
别增长到现今的6967户、931.5亿美
元。即使在全球疫情反复的背景下，新
设外商投资企业仍然增长。

市场主体结构优化的背后，伴随

的是产业结构的持续调优。从行业分
类看，近年来新增市场主体主要集中
在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等领域，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 增 速 惊 人 ，分 别 为 1545.8% 和
628.36%，科技领域愈发受到投资者

青睐，新设企业大幅增加。以数字产
业、智能产业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
快速发展，成为新亮点。

在惠山区清华创新大厦内，去年
注册的无锡犸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
无锡市第100万户市场主体，企业主
营方向是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在

长三角考察了苏州、常州等多地园区
后，最终选择了产业政策和发展环境
更有吸引力的无锡。至2021年，全市
类似犸狮科技这样的“四新经济”行业
新设企业达到2.9万户，占新设企业
总量的16.2%，对地方经济持续繁荣
发挥了重要作用。

市场开放度提高，商事改
革持续释放红利

梳理无锡市场主体发展这十年，
明显可见在2014年有一个突破性增
长。当年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7.52
万户，增长率达到30.55%。

在这一年的1月1日，无锡开展
了注册资本改革试点，早于全国改革
2个月。同年3月，出台全省地级市首
个放宽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的文
件，针对文化创意、软件和信息服务、
电子商务等九大行业有限度放开住宅
作为企业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登记。市
场准入大幅放宽，（下转第4版）

厚植发展沃土 释放改革红利 激发内生动力

十年增至106.96万户，市场主体拔节生长

本报讯 9月 23日，江苏省工商联在南京举办
2022江苏民营企业百强发布会，会上发布了“2022江
苏民营企业200强”“民营企业制造业100强”“民营企
业创新100强”“民营企业绿色发展领军企业”四张榜
单，无锡36家企业入围了最具分量的“民营企业200
强”榜单。

虽然普遍受到疫情影响，但江苏民营企业依旧保
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据了解，“2022江苏民营企业
200强”入围门槛达到了67.43亿元，比上年增加8.83
亿元；“民营企业制造业100强”入围门槛达96.2亿元，
比上年增加20.2亿元。“无锡制造”在几张榜单上表现
抢眼，在“民营企业制造业100强”榜单中，有26家锡
企入围，占比超过四分之一。“民营企业创新100强”榜
单中，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与自动化、新材料、生物医药
4个行业入选企业数较多，无锡长电科技、远景能源、
卓胜微等13家企业上榜。

本月初，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发布“2022中国民营
企业500强”榜单，我市共有27家企业入围。比较两
张榜单，位于第一阵营的企业基本重合，海澜集团、新
长江实业、红豆集团、三房巷、远景能源等“常驻”选手
在无锡军团中的位置相同，位居前五名，显示出我市龙
头企业的领跑地位。

“2022江苏民营企业200强”榜单以年度营收作
为入围的唯一指标，入围的企业的“大”是毫无疑问的，
但“大”企业能保持长久的“强”也绝非易事。

海澜集团此次在榜单中位居无锡第一，近年来企
业在继续做大主业的同时，还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
略，开辟能源、数字化新蓝海。据了解，海澜集团的新
能源项目“海澜电力”已经成长为民营售电头部企业，
年售电量450亿千瓦时。在2021年全国首批绿电试
点交易中，海澜电力占江苏省交易量的70%，全国的
12%，以领先行业的优势占据了江苏售电领域的龙头
地位。在售电业务领跑江苏后，公司将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成功孵化“海澜智云工业互联网
平台”，并开发出一系列具备专业性、系统性的产品与
服务，推动传统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绿
色化提升，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推
进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从榜单来看，上榜企业“老面孔”居多、传统优势行
业居多，一方面体现了龙头企业、优势产业的一贯领
先，但也意味着制造业“新势力”突围仍需要更多的市
场和政策空间。在榜单上，上能电气、深南电路等一批
上市公司均在行业内有一定领先优势，做大做强上市
板块和专精特新企业，“无锡制造”军团期待更多“大而
强”的龙头标杆。 （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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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站在开放建设30周
年的新起点上，无锡有一座国家级
开发区正努力破圈、跨界、跨越，打
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国际化
创新型城区。9月24日，无锡高新
区（新吴区）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
区产城融合规划及三年行动计划新
鲜出炉。规划引领，加快行动。未
来三年高新区将高起点规划、高标
准建设、高强度投入，实施产城融合
建设工程项目600多个，社会总投
资达3000亿元。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兼长三角分院院
长相秉军，被无锡高新区聘任为总
责任规划师。他认为，走过30年，
高新区从一片农田原野蜕变成为一
座现代化新城，总体上进入到产城
融合综合发展时期，目前亟需从“产
城人”向“人城产”转变，提升城市功
能，补足城市发展短板，满足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大运河文
化带、太湖湾科创带建设等多重战
略叠加的机遇，这座国家级高新区
重新自我审视，“以产促城、以城兴
产，产城融合”理念更为鲜明，聚焦
空间重构、资源重组、品质重塑，高
标准、大手笔优化区域规划，加速从

“区”到“城”飞跃发展。高新区产城
融合的愿景是：建成世界影响力的
高科技园区、国家级智能制造高地、
长三角开放创新窗口、无锡现代化人
文宜居城区，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区。

根据规划，高新区的产城融合
脚步将沿“A”字型城市发展轴，构
建起“一核、四心、三轴”的空间格
局。“一核”是举全区之力重磅打造

的太湖湾科创城创新核；“四心”是
长江路副中心、梅里古镇副中心、硕
放临空副中心、鸿山度假区副中心；

“三轴”为泰伯大道-伯渎河人文
轴、长江路-大运河活力轴和新华
路-太湖湾科创轴。值得关注的
是，以“A”字型发展轴为骨架，未来
六大街道板块将定位成六个产城融
合功能区，实现产城融合功能区区
域全覆盖。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首
席规划技术总监袁锦富表示，这六
大功能区统筹规划克服了街镇行政
小规划各自为战的弊端，每个功能
区有鲜明的产业运营平台、城市运
营平台的总体引领。比如旺庄街道
将在原无锡星洲工业园基础上，打
造成为新加坡科创城，形成先进产

业集聚、功能复合多元的国际产创
实力引擎。江溪板块将打造成伯渎
河人文风情轴线上的活力商务创新
区。

强产筑基，高新区的产业实力
自然是首屈一指，目前该区正在构
建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领先及高
成长性的“6+2+X”产业体系，根据
规划，到2035年产业总产值将突破
10000亿元。而在生活宜居方面同
样让人惊喜。集聚高等级设施，高
新区启动建设无锡市交响音乐厅、
运河文化体育中心、太湖全民健身
中心、海力士医院、无锡瑞金医院
（扩建）等17处市级重点项目，以及
伯渎河全民健身中心、伯渎河文化
中心、硕放空港文体中心等16处区
级项目，还将布局7处国际社区、1
个特色商圈与4类高等级商业设施
等，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的“三生”
融合，尽显“实力+魅力”的国际
范。 （下转第2版）

打造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区
未来三年新吴区将实施建设项目600多个，总投资3000亿元

本报讯 运河贯南北，一脉通古今。
9月23日至25日，以“融合·创新·共享”为
主题的第四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在
苏州举行。运河城市文旅精品展上，无锡
馆“搬”来一“幅”“惠山茶会图”，再现了惠
山茶会品茶畅谈、吟诗唱和的风雅景致。

“图”上，更立体呈现了紫砂、锡剧、评弹等
无锡非遗，装点着传统手作、新式文创等
锡式美物，自在惬意的锡式美好生活吸引
了众多目光。

邂逅一处园林花海，感受一路风光山
水，欣赏一曲锡韵表演。惠山泥人厂带来
了潮味儿十足的“nanimomo”泥人盲盒和
周边产品，特色手冲泥人咖啡更是吸粉无
数；拈花湾禅意小镇的文创，融合了传统文
化与国潮元素，创意满满；锡剧艺术中心演
绎的锡剧、评弹，尽显锡风锡韵；宜兴紫砂
的现场展演人气十足，外国嘉宾们对一把
把小小的茶壶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大运河孕育的文化遗产璀璨多姿，
本届运博会的非遗展上，我市以多个
非遗精品项目，系统展示大运河文
化带非遗保护成果。（下转第2版）

第四届运博会上锡式风情很出彩

活化展示，无锡馆再现“惠山茶会图”

他是公司里的“智多星”，大家
束手无策时，他总能另辟蹊径；他是
伙伴眼中的“及时雨”，在他的帮助
下，难题总是迎刃而解；他是工作中
的“拼命三郎”，兢兢业业是他最真
实的写照。他就是梁溪区盛阳易鲜
达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飞龙，

“90后”的他是创新高手，在企业中
独当一面，带领团队探索老市场的
智慧创新系统，助力盛阳食品城在
多元化、虚拟化消费模式的冲击下

向智慧市场升级和发展。
见到李飞龙时，他通过小程序的

开发，为商户解决了系统平台问题。
面对市场系统中出现的困难和麻烦，
他的口头禅是：这个有意思，可以弄小
发明来解决。无锡盛阳食品城有限公
司作为无锡一家高标准、现代化、配套
齐全的集批发、零售、仓储、物流一体
的大型农副产品（水产品）批发市场，
水产品批发交易总量达全市的75%
以上，（下转第2版）

助力老市场智慧转型的“智多星”

随着国庆节日益临近，锡城的园林工人加班加点在街头布置各种鲜
花绿植造型，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吕枫 摄）

扮靓街头迎国庆

鸿山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大型城池
详见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