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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兴城”谋发展之策

“以城促产”开奋进之局
———江苏泰兴市城区工业园区倾力打造高品质“产城融合示范区”

江苏泰兴市城区工业园区地

处泰兴主城区西北部，规划面积

10.04 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面积

2.35 平方公里。近年来，园区深

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以

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融合”战

略，构建起“以军民结合产业为核

心，以医疗器械、现代文化、现代

服务业为支撑”的“1+3”特色产

业布局，成为长三角地区一颗耀

眼的新星。园区相继被认定为中

国（泰兴）中小企业集聚区、江苏

省军民结合产业示范基地、江苏

省远洋船舶高端装备科技产业

园、江苏省重点文化产业园、江苏

省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军民结合产业
擦亮“金招牌”

荫“数说”发展
园区现有军民结合产业企业 92 家，其

中军民结合特色产品收入超亿元企业 19
家、超 5 亿元企业 3 家、超 10 亿元企业 1
家、新三板上市企业 2 家，具备军品生产所

需各类资质证书的企业 26 家。

2016 年，园区成功承办了由国家六部

委主办的首届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

大赛决赛，奠定了园区在全国军民结合产业

领域的重要地位。

2021-2025 年军民结合产业产值年均

增速力争 30%以上，2025 年产值规模接近

200 亿元。其中 10 亿元以上领军企业 3 家，

亿元以上重点企业超 30 家。每年新增“民参

军”企业 5 家以上、招引军民结合产业项目

不少于 5 个。军民结合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达

到 5%以上。认定 3 个以上国家级和 5 个以

上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

荫产业特色
海工装备制造和全军种配套的冷却系

统是园区的传统优势产业，多年的发展形成

了船舶辅机和特种制冷的产业集群，总规模

已达百亿能级。

连接器是园区军民结合产业的重要门

类，集聚程度较高，主要产品包括电连接器、

光连接器、接插件、线束组件等，产品广泛应

用于海陆空天等各个军种的武器装备。

荫愿景展望
园区规划建设军民结合产业园，占地约

4600 余亩，其中核心区面积 1200 亩。目前，

国电高科天启卫星物联网总投资 10 亿元的

重大项目已落户核心区内。中兵航联军用传

感器项目、中电五十五所陶瓷封装项目、中

航光电华东液冷基地项目正加紧洽谈，可望

年内签约落户。

“十四五”期间，园区将严格对照国家级

军民结合创新示范区的创建标准，聚力民企

参军、聚焦央地合作、集合创新力量，在先进

制造业领域精耕细作，持续保持军民结合产

业跨越式发展的良好势头。培精电子元器件

产业链条，重点关注军用连接器及电缆组

件、军用传感器、光纤传输等产品，建设国内

知名的电子元器件研发、生产及检测基地。

培大舰船高端装备产业链条，重点关注舰船

特种制冷设备、环保设备、通风设备、甲板配

套设备类产品，建设国内一流的舰船配套高

端装备制造基地。培尖新材料产业链条，在

稳步提升现有高端玻璃纤维材料、PTFE 材

料发展的同时，紧紧围绕碳纤维、陶瓷纤维、

玄武岩纤维等新型材料，力促产业链向高精

尖发展。

医疗器械产业
步入“快车道”

荫“数说”发展
近几年来，园区医疗器械产业快速发

展，除开广塑胶、治宇医疗等老牌企业外，

苏航医疗、奥凯医疗、泰瑞航科技、永兴医

药包装、一鸣生物等一大批新秀企业入驻，

规模超过 15 亿。

园区与长顺集团合作，投资 15 亿元合

作共建智慧医疗产业园，2022 年全面建成，

入驻企业 60 家。

2021-2025 年医疗器械产业产值年均

增幅力争 20%以上，2025 年产值规模 60 亿

元，其中 10 亿元以上龙头企业 1-2 家、5 亿

元以上骨干企业 3-5 家、亿元以上重点企

业 10 家。

荫龙头企业
中科智王是园区刚引进的一家专业生

产医用级、食品级防护手套的企业，项目一

期整体租赁泰瑞航 5 万平方米标房，配备

100 条生产线，设备投资即达 3 亿元。该企

业拥有成熟市场，目前在手订单已超过 10
亿元，预计 2021 年开票超 6 亿元。

一鸣生物是园区刚投产不久的重大项

目，2020 年实现开票销售收入超 2 亿元。近

年来，企业强调“数据赋能、科技赋智”，不

断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尖端设备、招引前沿

人才，预计 2021 年开票超 5 亿元。

治宇医疗是泰兴市医疗器械行业中的

明星企业，其主打的输液器、注射器等产品

通过了 TUV 莱茵及 CE 认证，占据国内重

要市场份额，并批量出口欧美各国。2020
年，企业紧抓战略机遇，果断转型升级，建

成日产 100 万只医用防护口罩的生产线，

预计 2021 年开票超 5亿元。

开广塑胶是台资企业，拥有 80 多项国

内外发明专利，其主打的全塑泵、走珠、外

用药包材等产品深受强生、联合利华、曼

丹、雅芳等跨国公司青睐。近年来，企业不

断加大技改投入，扩充药粉吸入器、药用走

珠、鼻用喷雾器、药用瓶等药包材产品产

能，预计 2021 年开票超 5亿元。

荫愿景展望
园区规划建设医疗器械产业园，占地

面积 1700 余亩，其中核心区面积 800 亩。园

区将积极对接泰兴大健康产业体系，进一

步提升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

平，构建具有示范意义的智慧健康医疗产

业园。围绕根思路两侧医疗器械产业核心

区打造，利用现有的治宇医疗、苏航医疗、

奥凯医疗等医疗器材生产骨干企业，加快

医疗器械产业园建设速度，推动产品从二

类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向高端整机设备、

仿生骨骼系统等转型，提升产业核心竞争

力。围绕“济川健康小镇”创建，与开发区济

川医药产业园深度融合，加快根思路南侧

土地开发，招引鱼跃、迈瑞、威高等一流医

疗器械生产项目落户，共同推进泰兴大健

康产业发展。

现代文化产业
增强“软实力”

荫“数说”发展
园区地处泰兴主城区，文化企业众

多，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24 家，其中包括亚

洲最大的数码影像输出基地百成数码、中

国墙纸行业十大出口生产企业爱舍墙纸、

国家大铜章协会生产基地艺铸艺术等，主

要文化产品有多功能墙纸、数码广告影

像、环保喷印、数字广播系统、收藏用大铜

章等。

2022 年，力争全面建成雅居乐泰兴文

化产业园，入驻企业 70 家。

2021-2025 年现代文化产业产值年增

幅力争 20%以上，2025 年产值规模 60 亿

元以上，其中 10 亿元以上龙头企业 1 家、

5 亿元以上骨干企业 3 家、亿元以上重点

企业 8 家。

荫龙头企业
百成数码是江苏省文化创意产业示

范基地，亚洲最大的数码影像输出基地，

拥有超一流的自动化生产线，并运用“互

联网+”技术和智能物联网，实现线下线

上、国内国外的深度融合，预计 3 年内将

形成开票超 10 亿元。

爱舍墙纸是中国国家墙纸质量标准

（GB18585）起草单位，“中国驰名商标”，国

内首家采用国际标准的墙纸企业。公司实

行的“墙纸出口，墙布内销”双轮战略，将

在 3 年内助力公司形成开票超 5 亿元。

艺铸艺术与国内外知名画家、当代著

名章牌艺术家及造币行业顶级设计雕刻

师建立了紧密联系，在艺术章牌的创作及

工艺方面位于国内领先地位。随着全国大

铜章收藏者协会产品生产基地的建成，预

计公司 3 年内将形成开票超 3亿元。

荫愿景展望
园区规划建设现代文化产业园，占地

面积约 830 亩。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共

同繁荣、协调发展”为指导思想，巩固现有

数码影像、印刷产品的生产地位，鼓励高

档艺术墙纸、广播系统、彩色饰品等多元

化产品的研发，拓展商贸展销、教育培训、

摄影艺术、旅游休闲等多维业态发展。重

点扶持现有的百成数码、韵燕版材、扬声

电子等做精做特，助力爱舍墙纸、开广包

装、久泰科技等稳中求进，加快推进亚奎

印刷、美康藤制品、鼎祥印务等新上项目

建设进度，争创国家级重点文化产业园。

同时，依托产城融合优势，积极打造以生

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坚持“政

府引导、企业主导”原则，鼓励支持总部经

济、电子商务、研发设计、现代物流、物联

网等产业，做强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格局。

现代服务业
构建“新格局”

依托紧邻主城区的优势，规划建设以

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为主导的“产城融

合”示范区，吸纳引进总部经济、创意设计、

研发中心、电子商务、网络营销、康养休闲、

现代高效农业等企业入驻，形成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格局。

金沙科技产业园占地约 37 亩，规划建

设厂房及配套设施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

配套覆盖水电、蒸汽、燃气、污水管网等各

项基础设施。产业园内规划建设 6 栋 3 层-
4 层的标准化厂房，1 栋 6 层办公楼及若干

配套用房，招引金融服务、电子商务、检验

检测、信息数据、第三方认证等机构，为园

区工业企业提供服务支撑。

济川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覆盖街区房

元、新联、众贤、渡河等 5 个行政村，规划建

设总面积约 11237 亩，建成面积约 3000
亩，以果树种植、大棚农业为主，辅以少量

的垂钓、休闲区域。现有农业企业 3 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 8 个、家庭农场 15 个。园区

重点推广绿色优质农产品，现有绿色食品

认证单位 3 家，“苏怡”翠冠梨、“香可粒”等

品牌 8 个。

藻富科技可溶性蛋白项目总投资 2 亿

元（外资占 100 万美元），总用地面积 40
亩，项目采用先进成熟的生产工艺，购置微

藻养殖设备、藻水养殖自动化控制系统、净

化水 UV 杀菌系统和热裂解设备 129 台

（套），配套建设供电、给水、雨污分流、道

路、绿化和亮化等公用工程。项目建设周期

1 年，建成后可形成年产微藻可溶性蛋白

及衍生物材料 2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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