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好的营商
环境不可或缺。在吴兴区，一项项政务服
务改革的深化， 为高质量融入长三角不
断锻造“软实力”。2019年，吴兴区在湖州
市率先出台“优化营商环境”和公民、企
业全生命周期“一件事”行动细则目录，

“一件事” 改革领域延伸到证照联办、施
工许可、规划许可、水电气联动报装、工
业项目联测联验、企业投资代办、专利侵
权保护、 信用环境体系建设、 规范招投
标、规范政府采购等方面，实现对企业全
生命周期的全覆盖， 持续将营商环境优
化向纵深推进。同时，还充分利用大数据
手段，依托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搭
建“绿贷通”网上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创
新“供应链贷款”、“绿色园区贷”模式，实
现小微企业获得信贷时间压缩到 10 个

工作日完成。

去年以来，吴兴区企业投资项目“最
多 90天”实现率 100%；工业、商业服务业
两大“标准地”改革推进顺利，小微企业园
区“标准房”制度改革在浙江全省推广；高
新区成为 G60 科创走廊产业合作示范园
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幅、企业 R&D

经费支出占比、众创空间数量均列湖州市
第一，织里童装产业园成为国家小型微型
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银泰城夜景

湖州市吴兴区地处长三角腹地，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
堂中央，吴兴风光，吴兴历来就有“长三角之心”的美誉。

前不久，沪苏湖铁路湖州东站（含）至湖州站（不含）段站前工程
招标挂网。随着湖州东站建设提上日程，未来从吴兴，20分钟可达杭
州，30分钟可达上海，45分钟可达南京，一张壮阔的“长三角之心”蓝

图正从湖州吴兴向长三角徐徐展开。

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枢纽城市，近年来，吴兴区紧抓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坚持发挥区位、生态、

产业、平台等优势，推动与长三角城市交通互联、平台互接、产业互融、

科技互促、要素互补，全方位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作为浙江民营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
地区之一， 吴兴区形成了以德马物流为
代表的物流装备、 以东尼电子为代表的
电子信息、 以金洲管道为代表的金属新
材等现代工业体系﹔以华为云计算中心
为代表的信息服务产业、 以阿里跨境电
商孵化园为代表的电子商务产业等现代
服务业体系， 逐渐成为了长三角产业集
聚集群新高地。

近年来，吴兴区与长三角地区多个城
市全面开展经贸合作交流，多次举行项目
推介会，2019 年共引进产业项目 162 个，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136 个，5 亿元以上项
目 43个。

“吴兴与上海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
化相通，经济相融，两地交流历来十分密
切，在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建立了广泛
的联系和合作。”该区有关负责人说，随着
长三角一体化向纵深发展，吴兴区位优势

和环境优势将有机会进一步发挥，特别是
山林、滨湖、楼港资源将成为稀缺资源，有
望承接更多休闲养生领域的消费。

今年 3月 28日， 总投资 108亿元的
“梦江南” 旅游项目正式签约落户吴兴。

“梦江南” 项目选址位于吴兴区南郊道场
乡金盖山景区，含梁希森林公园、诗画田
园湿地公园、禅养山居三大区块和一个中
国长三角森林养生基地。 项目依托金盖
山、道场山、下菰城遗址三大核心资源和
江南山水林田生态基底，以禅养文化为根
本，打造集文化体验、生态旅游、乡村休
闲、生命健康等功能为一体的国际文旅康
养休闲目的地。“未来随着沪苏湖铁路的
建成通车，便捷的交通条件将为吴兴产业
发展，特别是旅游业打开一个庞大的客源
市场。”该区有关负责人介绍。

日前，在吴兴高新区，总投资 5 亿元
的浙江爱乐石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年产

27万套油品传输设备项目正在抓紧建设。项
目达产后， 预计年销售收入 6.5亿元， 利税
9000多万元，将为全区加快推动新兴产业培
育壮大、更新发展动能点燃新引擎。

产业融合是吴兴拥抱“长三角”的发力
点。“我们依托省级现代物流装备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积极打造以绿色智造基地为主的
高新区万亩千亿大平台； 依托美妆小镇，积
极打造长三角地区产融结合的化妆品产业
集聚区；依托织里小城市试点，打造全国最
大规模的童装产业集群。” 吴兴区发改经信
局有关负责人说。

成功举办首届长三角“两化”融合发展
大会，启动并发布“长三角之心绿色智造”行
动计划； 深入实施百项智能制造项目计划，

加快提升智能化水平……2019年以来，吴兴
区积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步伐加快的战略
机遇，通过大力发展绿色智造，加快传统产
业高新化、新兴产业规模化。

五一大桥

这两年， 吴兴融入长三角有了大动
作，相继与上海长宁区政府、上海临港松
江科技城等达成了区域战略合作，支持产
业项目合作，嫁接优势互补资源。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使两地联系得更加紧密，为开展更深
层次合作交流提供了契机。” 吴兴区区域
合作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共谋发展大计，

吴兴区与长三角地区多个城市全面开展
经贸合作交流， 多次举行项目推介会。如
今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协作区的打造，进一
步加快了融入步伐，坚定而有力，在重点
领域和关键项目上都有新突破。

2019年，吴兴区“策马扬鞭”，先后吸
引了上海新长宁集团、上海电器科学研究
所 （集团）、 上海实业集团等企业落户，

2019年累计签约沪苏项目 46个， 计划总
投资 299.46亿元。

2020年，在湖州市重大项目攻坚及招
商引才新政 （“湖九条”） 实施办法发布以
来，吴兴区“乘势而上”，坚持在学懂弄通做
实上下功夫， 迅速组织全区领导干部开展
专题学习测试，全方位推介宣传“湖九条”

政策，并制定出台了总量 400亿元的“吴九
条”等配套政策，涵盖建立绿色产业基金、

扶持总部经济和创新载体发展、 重大项目
落地达产、奖励招商引才等多个方面内容，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释放政策红利，

全力以赴打好重大项目攻坚战。

就在 5月 15日， 湖州市扩大有效投

资重大项目集中竣工仪式在吴兴区举行。

当天，位于吴兴高新区的浙江世仓智能仓
储设备项目竣工投产，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15亿元，总用地 210亩，投产后将形成年
产 10万吨自动化立体仓库、1000 台智能
穿梭车的生产能力， 预计年销售收入 20

亿元以上，年利税 3亿元以上。

新政的及时出台掀起了重大项目攻坚
和招商引才热潮，吸引了长三角地区越来越
多的客商来湖州考察、洽谈项目合作。今年
1至 4月，吴兴区共签约引进项目 66个，计
划总投资 242.05亿元。5月 22日，在上海举
办的长三角·吴兴产业推介会上， 签约产业
项目 46个，计划总投资超 471.82亿元。

近年来，吴兴区加快构建以吴兴科技人才走廊为
核心，总部自由港、吴兴科创园、中节能环保产业园等
7个产业加速器为纵向发展链条，特色小镇、众创空间
等若干个创业创新基地为补充的“1+7+N”人才平台，

并根据产业类型，成立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零部件、

电子信息等 16个招商招才局。

先后引进“年产 1000 吨超微晶（纳米晶）合金材
料”“石墨烯薄膜超级电容器的研发及产业化”等优质
科技人才项目，产业领域涵盖节能环保、信息技术、先
进装备、现代农业等。同时，以“领军人才+创新团队+

创新项目”组团引育模式，深化拓展引才渠道、持续创
新引才举措，人才驱动高质量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

截至目前，累计培育湖州市“南太湖精英计划”创
新团队 21个，浙江省级领军型创新团队 4个；建成院
士专家工作站 18家；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 500余人。

在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中，吴兴既引资又
聚智，“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发展理念在这里生动践行。

“借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看中沪苏湖高铁交通优
势，得益于‘湖九条’‘吴九条’的积极支持，为我们企业
筹备‘科创板’注入了活水。”今年 5月，国家级人才陈
博士带着他的“智库”来到吴兴区购置厂房和土地，用
于纳米碳面热源研发与产业化项目的落地。

据了解，陈博士带领团队历经 8年时间，独创“碳
纳米管面热源” 技术， 开创了纳米碳材料在新能源汽
车、5G基站、 清洁高效采暖、 智能可穿戴等领域的应
用。但是，他的企业，研发在苏州，生产在安徽，企业规
模的扩大急需拉近研发与生产的距离。如今，拟购置的
厂房用于一期生产，不仅解决了企业的发展难题，还进
一步拓宽了企业发展的空间。

长三角地区人缘相亲，这两年来，像陈博士这样
带着资金、带着技术、带着项目来吴兴发展的高科技
人才越来越多。

今年 5月落户吴兴科创园的智能车载传感器的研发与产业化项
目，由江苏省“双创计划”人才李博士创立，他加入了潍柴动力，从零开
始组建团队，2017年他帮助潍柴电控成为业界第一。

致力于汽车电子开发的他， 在拥有自己的创业团队和科技公司
后，同样遇到了“土地难买、厂房难购”等发展瓶颈。“为什么带领团队
来到吴兴？ 我们正是相中了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无穷机遇和各种资
源。”李博士表示，从“吴九条”“人才新政 4.0”的优惠政策到整体的营
商环境，这些都让他对在吴兴的发展信心满满。“吾心安处是吴兴”，正
成为一段佳话。

高端人才带来了“高大上”的产业项目，这正是吴兴打造的“人才+

项目+资金” 三联动招商引才新模式。 吴兴区委人才办副主任周斌介
绍，这两年，吴兴区以建设“人才生态最优区”为主线，围绕产业，强化
招引，以用为先，驱动创新，为吴兴高质量赶超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支
持和有力的人才保障。

近年来，吴兴区积极推进旅游全域化工作，充分发挥“绿水青山”

的生态环境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已逐渐形成集自然、生态、文化
于一体，贯穿“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的旅游产品体系。随着沪苏湖铁
路的建成通车，吴兴即将融入上海半小时生活圈，成为上海市民休闲
度假的后花园。

如今，站在长三角的重要位置，抢抓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机遇，建
区 17年的吴兴区蓄势待发，“一极三地一心” 的长三角一体化协作区
正在展现“长三角之心”魅力。

产业融合 打造长三角产业集聚“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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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 掀起招商引资热潮

丝绸小镇

浙江吴兴经济开发区高端装备产业西塞山旅游度假区绿奢休闲度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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