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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点评

苏州工业园
青出于蓝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
话中提出要“借鉴新加坡经
验”。同年9月，时任新加坡内
阁资政的李光耀率团访问中
国，并积极呼应邓小平讲话，
表达了中新合作共同建立工
业园区的意愿。

《李光耀回忆录》中这样写
道：“李光耀曾向邓小平的儿子
邓朴方提出新中合作发展的概
念，当新加坡政府过后把合作
计划书提给当时的中国总理朱
镕基时，邓朴方显然已经把合
作构想告诉了邓小平，因此很
快就获得领导人江泽民的批
准，由此启动了新中苏州工业
园区的发展计划。”

值得提及的是，除了中新
两国领导人的一拍即合，苏州
工业园区的建立，亦得益于彼
时苏州市政府不懈地争取。在
1992年9月30日和10月1日，李
光耀率团来长三角地区，重点
考察的除了苏州，还有无锡。
据苏州有关资料，这次外事活
动，参观苏州只有半天时间，
但苏州市的领导干部精心安
排游览景点，见缝插针地推介
起苏州，不但说起自己属地的
政治、经济、文化如数家珍，而
且对新加坡的历史和现状也
都了如指掌。更让李光耀惊讶
的是，时任苏州市长章新胜讲
得一口流利英语，和他交流起
来非常流畅，根本不需要别人
在一旁翻译。而面对李光耀接
连不断的尖锐提问，章新胜胸
有成竹，一一作答。一老一少
的论辩，一直持续到苏州火车
站贵宾室也没有停止。

列车进站后，李光耀夫妇
登上列车。突然，已经踏进列
车过道的李光耀又回转身来，
走出列车，向章新胜提了一个
非常具体的问题：“苏州有国际
机场吗？”面对这个问题，章新
胜从容应答：“苏州以东90公里
有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李光
耀若有所思地走回了车厢。

当年12月，章新胜率领苏
州市代表团访问新加坡。1993

年5月10日，李光耀应邀访问
苏州。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
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正式成
立。多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建
设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形成一
个世界知名的高新技术产业
基地，建立了一套与国际接轨
的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在产
业发展、科技进步、金融管理、
环境保护、社会治理、人才培
育、体制创新等领域大胆探
索，创造了诸多全国“唯一”和
全国“第一”。2009年，赴苏州
参加工业园区15周年庆典的李
光耀表示，当初他最终决定选
择苏州是正确的，并用“青出于
蓝”四个字概括园区15年的发
展成果。 据《李光耀回忆录》

工工业业到到生生活活
新新加加坡坡是是个个好好老老师师

专门设个“借鉴办”

22日的天津，虽已是早春，
依旧很冷。从天津站搭乘462路
公交车，一个多小时后到达中
新生态城，“漂亮、整洁”，是记
者的第一印象。仔细观察后这
里并非仅仅外表干净，居民小
区外风车林立，路边的垃圾桶
上带有太阳能电池板，雨水排
水井嵌在路缘石内，人行道上
铺的是透水灰砂砖，就连停车
场的侧面都是一排排的太阳能
电池板。“你很难想象得到，生
态城建成前这里是一片盐碱荒
地，三分之一是废弃的盐田，三
分之一是盐碱荒地，三分之一
是有污染的水面。淡水缺乏，土
地盐化，没有耕地。”生态城环
境局副调研员、局长助理刘旭
感慨。

同样的沧海桑田也发生在
由李光耀倡导、推动的苏州工
业园区，“获知李光耀先生逝
世，园区管委会所有人的心情
都非常沉痛。”23日下午，苏州
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杨知评在
园区档案大厦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在开始建设园区之前，这
一片都是稻田。”驾车行驶在星
湖街，园区居民朱元培颇为感
慨，当初的农民已变成在此工
作的市民，开起了轿车，住进了
楼房。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绝
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当地人的生
活，它更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
中的一个重要窗口。“借鉴办”
便是开启这个窗口的钥匙，它
的全称是“苏州工业园区借鉴
学习新加坡经验办公室”。据借
鉴办统计，从1994年至2014年，
这里输送出160多批3000多人
次的学习规模，最高峰时几乎
一年365天都有园区人在新加
坡学习。开放带来的窗口效应
令人惊叹。园区以占苏州市
3 . 4%的土地、7 . 4%的人口创造
了15%左右的经济总量，并连
续多年名列“中国城市最具竞
争力开发区”排序榜首。

天津生态城的建设也带着
“借鉴”的影子，2007年4月，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新加坡
国务资政吴作栋时，共同提议
在中国北方水质性缺水、不占
耕地等资源约束条件下，共同
建设一座生态城市。同年11月，
两国政府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中规定，中新天津生态城将借
鉴新加坡的先进经验，在城市
规划、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

态建设、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
社会和谐等方面进行合作。

“新式”建城

1999年9月，李光耀出席了
苏州工业园都市花园住宅小区
二期工程的开工典礼。都市花
园是当时苏州工业园区刚开发
建设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居民小
区，它是按照新加坡的建设标
准进行规划和设计的。如今，在
都市花园小区内，还保留了一
些新加坡的“元素”，如鱼尾狮。
2008年9月28日，中新天津生态
城正式开工，这是继苏州工业
园之后，中新两国的第二个政
府间合作项目，不到10年间，中
国已从建设“新式”小区到“新
式”城市。

刘旭说，生态城的起点就
高。先规划，后建设，中新两国
政府参与，众多高级专家合作，
编制了世界上第一套生态城市
指标体系，共分为22条控制性
指标。比如，绿色建筑比例要达
到100%、人均公共绿地要超过
12平米、绿色出行占比要达到
90%、可再生能源使用率要超
过20%、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超
过60%、区内环境空气质量良
好天数要超过310天/年等。在
生态城，燃煤是不存在的，刘旭
说，这里是不折不扣的无烟区。

“生态城的能源结构以天然气
和电力为主，另外还有其他能
源，如光伏发电、太阳能热水、
地源热泵等。”

为了减少机动车尾气污
染，生态城将自己的目标定位
在90%的绿色出行。生态城新
闻发言人吴迪说，达到90%的
绿色出行，不靠强制手段，比如
单双号限行，而是让人们的生
活步行比开车更方便。他们借
鉴了新加坡的社区模式，努力
让居民在400米范围内有学校、
文体设施。400米×400米作为
一个生态细胞，四个生态细胞
构成一个生态社区，四个生态
社区组成一个生态片区。这种
三级社区理念，每个片区的功
能都很完善，日常需求可以全
部完成，居民就不需要到处跑，
可以控制在合理步行范围内。

一座城市建设的最终目
标，是要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和幸福指数，规划、减排，都是
手段。吴迪说，作为中新生态城
的建设样板，第三社区中心借
鉴了新加坡经验，打造出了“生
态社区模式”，便民服务就在家

门口，居民只要步行约15分钟，
买菜、看病、娱乐等多项生活需
求都可在社区中心解决。家住
红树湾小区的李女士是社区中
心的常客，白天去看书、打球，
傍晚去跳广场舞，头疼脑热还
可以去买药。这里的文体娱乐
服务中心，无疑是最受老人和
孩子喜欢的，一位姓陈的老人
说，她的很多邻居都在这里度
过业余生活，下棋、画画、弹琴、
读书，也聊聊天。

“工业”到“创新”

2012年，阿迪达斯宣布关
闭苏州工业园区的直营工厂。
日趋昂贵的劳动力成本，使前
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

“ 工 业 园 ”开 始 转 型 。早 在
2010年7月，第十二次中新联
合协调理事会召开，这次会议
为苏州工业园区指定转型方
向：“以创新型经济和服务型
经济为重点，建设国际一流开
发区。”

2015年3月20日,信达生物
制药（苏州）有限公司与全球
500强企业美国礼来制药集团
在北京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双方宣布达成战略联盟,在
中国和全球联合开发潜在肿瘤
治疗药物。这也是跨国制药公
司和国内生物制药企业在华进
行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生物
技术药物开发领域的合作项目
之一。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生物
纳米园内的信达生物制药，就
是由“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
俞德超博士于2011年创办。苏
州市委常委、园区工委书记王
翔表示，礼来和信达的合作对
园区具有标志性意义：“园区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跨上了新台
阶”，“园区自主品牌企业培育
实现了新突破”，“园区推动国
际合作创新开启了新篇章”。
SIP（Suzhou Industrial Park），
是苏州工业园区的英文缩写。
2011年，园区将“I”的内涵由
“工业”（industrial）变成“创新”
（innovation）。“这样一个变动
符合园区发展规律，也是园区
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反映。”
园区官方表示。

“祝愿苏州工业园区在未
来继续发展繁荣，甚至超越我
们当初的规划和愿景。”2010年
9月12日，李光耀之子李显龙在
参观苏州工业园区时留下了这
样一句题词。这样的祝福，正逐
渐变为现实。

如果说苏州工业
园是将新加坡的制度、
管理、产业等软体“复
制”于中国的一次尝
试，那么，中国和新加
坡两国政府合作建设
的第二个项目——— 中
新天津生态城则被两
国政府寄予更高的期
望。

李光耀生前在接
受一家中国媒体的采
访时曾说，“与另外的
工业园合作、传播同样
的技术和知识并不会
增加新的价值。中国的
未来应该从如何保护
水资源的清洁和充足、
保持环境绿色环保，并
避免过度利用能源等
新方法中受益。”

这一点，和中国的
看法不谋而合。天津生
态城管委会副主任崔
广志说，天津生态城与
苏州工业园分别处于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不同阶段，使命不同，
要求有别。苏州工业园
致力于发展以高新技
术为先导、现代工业为
主体、第三产业和社会
公益事业相配套的现
代化工业园区，其经济
功能是第一位的。生态
城则要改变过去先污
染、后治理的老路，寻
找一条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相辅相成的新
路。

·以“新”为师

中新天津生态城服务中心的停车场，建了光伏发电。 本报记者 刘红杰 摄

本报特派记者 刘红杰 刘德峰 发自天津、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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