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年时光已过，而从上海传来的“将支持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却犹在耳边。让
长三角人兴奋的是，国家战略正迅速推进，“喜讯”不断。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并编制实施发展规划纲要；现在，《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这一顶层设计临近
对外发布，其吸引了万千目光，凝聚着各方期待……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包括嘉
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内的整个嘉兴， 进入了重大国家
战略的核心区域。 嘉兴正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作为首位战略，明确了建设“长三角核心区枢纽型中
心城市、杭州湾北岸实力强劲的璀璨明珠、国际化品质
江南水乡文化名城、面向未来的创新活力新城”四大定
位，掀开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现在，作为嘉兴经济发展“特区”的嘉兴经开区，正
秉持“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面向全世界”理念，抢
抓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环杭州湾
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机遇， 推动全面接轨上海先行承载
地、高质量外资先行集聚地、国际化品质城市先行实践
地建设， 为助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贡献嘉兴经
开区力量。

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嘉兴经开区动
作不断且成果丰硕。嘉兴经开区紧紧抓住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沪嘉杭 G60科创走廊建设
等重大机遇，去年以来，已全面开启与上海
浦东软件园、青浦工业园和苏州工业园区战
略合作。 今年更是瞄定高标准学习标杆，马
不停蹄赶赴多地学习经验，如迅速组团赴苏
州、南通深入学习取经，全力高标准打造区
域合作的升级版。

去年 11月底， 嘉兴经开区、 智慧产业
创新园与上海浦东软件园签署全面战略合
作协议。 成立 20 余年的上海浦东软件园，

不仅在长三角地区形成 6 大园区联动发展
的空间布局，同时还聚焦科技孵化投资，先
后孵化培育出包括沪江网、喜马拉雅、洋码
头等“独角兽”在内的 400 余家创新企业，

并获评“亚洲最佳孵化器”。此次合作是双
方共同开启的探索之路，以形成互惠互利、

共生共赢的战略协作新机制，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合作发展新模式， 共同打造长三
角区域产业对接、园区合作的样板与典范。

嘉兴市委常委、 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陈利众表示， 接轨上海就是接轨世
界，在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中，嘉兴经开
区受益匪浅。因此，嘉兴经开区要在招商、

招才、 园区智慧化管理等方面向浦东软件

园学习，真正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互利双赢。

今年 1月初，嘉兴经开区又与国家级经

开区的标杆———苏州工业园区签订全面战
略合作协议，以助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苏州工业园区作为全国园区建设的一
面旗帜，在全国国家级经开区考核中连续多
年排名第一， 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国
际合作的典范。

“希望双方能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实
现合作共赢， 在友好合作中共同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新征程。”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主任盛付祥介绍，今年，嘉兴经开区谋
划部署了打赢招大引强、转型升级、项目建
设、城市提质、民生改善“五大攻坚战”，争
当浙江省融入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的排头兵。

跨越省界的交流、学习与合作仍未停止。3

月 12日至 13日，嘉兴经开区党政代表团赴江
苏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参观
考察，学习先进、深化合作。此次考察学习是
“探亲访友”，也是“深入取经”，更是合作发展
的深化，和以实际行动务实推进长三角区域间
战略合作和协同发展的举措。

前进永无止境。不难看出，近来嘉兴经开
区正以“常态化”的跨省学习、交流和合作的
形式，对标先进、取长补短，借助跨越省界的
战略合作， 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一历史
性机遇。

2018年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嘉兴
经开区名列第十三位， 利用外资排名列第
八位，获“省十佳开放平台”称号。赢得开局
的嘉兴经开区并未止步不前， 而是正乘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东风， 不断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全力打造高质量外资
先行集聚地。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嘉兴经开区坚定
不移地瞄准世界最发达的制造业强国，大型
外资项目正不断落子、加码。2018年，欧美项
目特别是德资项目签约落户数量创历史新
高，新批欧美项目数增长 75%，其中德资项
目数增长 150%， 引进了世界三大暖通之一
的喜德瑞、 欧洲暖通龙头沃尔夫、 英国 200

强 RPC食品包装、全球行业龙头芬兰美卓流
体设备、细分领域全球第二的费尔兰特过滤
器等一批高质量外资项目。

截至目前， 嘉兴经开区已累计引进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64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包
括美国玛氏、雅培、荷美，德国海拉、采埃孚、

克劳斯玛菲，法国莫林、意大利米开朗、丹麦
乐高、荷兰飞利浦、日本住友理工、韩国韩泰
等世界 500强企业 35家，形成了装备制造、

汽车零部件、高端食品、电子信息等主导产
业。其中，美国荷美尔大中华区总部、日本住
友理工总部等 20多家总部相继落户， 总部
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大平台引来大项目。 嘉兴经济技术开

发区以“2+4”产业发展平台为载体，包括嘉
兴高铁新城、 嘉兴先进制造业产业基地两
大主平台，以及嘉兴智慧产业创新园、浙江
中德（嘉兴）产业合作园、嘉兴马家浜健康
食品小镇、 嘉兴国际金融广场四大专业平
台。

值得一提的是， 嘉兴高铁新城是嘉兴
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围绕打造高
能级的重要城市平台。届时，在嘉兴高铁南
站周边规划 50平方公里，着力打造一座对
标世界一流水平、站产城融合的未来新城。

可以期待的是， 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崛起一
批高端楼宇、高端酒店、高端商圈，集聚一
批商务机构和跨国公司区域总部。

“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面向全世界”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加速行动

高标准打造区域合作升级版

高质量外资正加速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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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
域带动和示范作用，要紧扣“一体化”

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
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 形成高质量
发展的区域集群。 这是中央交托给长
三角的光荣历史使命， 激励着长三角
人以 “功成不必在我” 的精神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不懈奋斗。事实上，作为
嘉兴市本级经济发展主平台———嘉兴
经开区不仅在“一体化”上积极与长三
角城市合作联动，在“高质量”上也用
实际行动， 凸显着自己应有的责任与
担当。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 嘉兴经开区
正多措并举，协力推进。目前，嘉兴经
开区正以“工业退低进高、数字经济一
号工程、服务业提质增效”三项攻坚行
动为载体，进一步打造大产业、培育大
企业、实现大转型。

转型升级强动能。 嘉兴经开区正
引导企业增资扩建，着力抓好玛氏、科
博达、 东海橡塑等 45个技改项目；充
分运用差别化电价水价等手段， 确保
亩均税收、 亩均增加值继续走在全市
前列。

数字经济谋创新。 嘉兴经开区紧
跟 G60科创走廊推进步伐， 加快推进
数字经济强区建设， 积极构建以数字
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重点
将智创园打造成为嘉兴数字经济发展
的重要平台；打造了科博达、东明不锈钢、佳利电子等
一批典型示范企业， 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 20%以上；

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15家，累计数达 66 家，占规上
工业企业比重稳居全市第一。

培大育强壮产业。嘉兴经开区正做大做强装备制
造、汽车零配件、高端食品三大制造业新主导产业，培
育壮大一批领军企业、单打冠军、隐形冠军、“瞪羚”企
业；加大服务业重点企业培育力度，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提高 1个百分点。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 为此嘉兴经开区
正打造高质量科技平台。3月 20日，嘉兴经开区与嘉
兴学院举行共建嘉兴学院 G60科创走廊产业与创新
研究院签约仪式。 研究院相关研究重点围绕先进材
料、智能制造、智慧产业和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领
域。同时，还将为经开区提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政
策法规、运行机制、发展模式等咨询服务。此次合作，

既为嘉兴经开区产业转型升级、 高能级平台打造提
供强有力智力支撑， 也为 G60科创走廊建设增添新
动能。

而在高质量发展中， 营商环境也是重要一环。嘉
兴经开区正全面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完善提升
“无差别全科受理”、企业开办“一日办”等创新做法，

积极践行“承诺制”“全程代办制”，努力实现一般企业
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最多 90天”，全力打造对标国
际、全国一流、长三角最优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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