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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好生态，哪里就有新经济
市北高新园区在南通联手打造“产业飞地”，科技城有“网红景点”气质

■本报记者 任俊锰
通讯员 胡涓 龚海霞 施建

6月 28日，在苏州工业园区，同时成立了
两个联盟———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产业园
区联盟与集成电路产业联盟。 长三角的产业
园区联动是个老话题了， 跨行政区域合作共
建的园区也不少。这些年，人们习惯于把这些
合作园区称为“产业飞地”，它们各有特色，不
妨先打量一下上海市北高新（南通）科技城。

园区像是生态公园

河岸用沙袋一层层堆起，种植多种水生
植物，促进河道水质净化，若走在岸边绿道，

不时会有鱼跃出水面，运气好的，甚至能看
到水鸟掠过水面……这条河叫市北河，人工
将原本这一区域的坑坑洼洼修整贯通，构成
了长达 10公里、面积 35万平方米的生态水
网。此外，以水为中心，还打造了市北之光、

鱼跃鹤舞等十大季节性环水景观。这里还有
65万平方米生态绿化，尤其是一片位于核心
区域的待开发产业用地上，不同季节会渐次
盛开着油菜花、格桑花、向日葵等，成为南通
市民休闲的“网红景点”。

这样的场景， 不是出现在某个公园中，

而是在致力于“打造跨江融合的科技生态示
范城”的上海市北高新（南通）科技城（以下
简称“市北科技城”）中。2010年 8月，当时的
上海市闸北区与南通市两地政府签订合作
协议，决定由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与港闸区人民政府合作，开发市北科技城项
目。由上海市北高新负责品牌输出、出资打
造、管理运营，这也是市北高新积极实施“走
出去”战略，促进沪通两地在“品牌、项目、资
金、资源、人才”等方面合作的新尝试。

位于上海市静安区的市北高新园区中
扬湖岸边， 有被网友称为上海最美的星巴
克———绿色玻璃房屋与湖水相映。10 多年
前，这条河曾是一条臭水浜，差点被人工填
埋；后来，精心治理使得臭水浜成了园区内
的景观河道， 不仅为园区引来众多知名企
业，还让星巴克“回心转意”。当时，市北高新
园区初建时，给星巴克租金减免、场地随便
挑等便利，它却不肯来，只因那时园区“环境
不好、没生意”。随着园区生态环境转好，企
业落户不断， 这时星巴克主动要求入园，一
眼便看中这里。

市北高新园区从中尝到甜头，其河道治
理等生态经验， 顺理成章地复制到 2010年
开建的市北科技城。

有取有舍集聚高新企业

“我们从一开始就主打两张牌———一张
生态牌， 一张科技牌。”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
（南通）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小乐说，“哪里有
好生态，哪里就有新经济。”

今年 3月底，恒润科技南通智能制造基
地启用， 全部建成投产后， 年产值将达 40

亿至 50 亿元。恒润科技南通基地负责人王
剑说：“这里对产业理解深，政策服务好，是
承接上海产业转移的理想之选。 恒润上海
产线将于今年全部迁至南通基地， 未来这
里将建成恒润规模最大的厂区。”作为国内
汽车电子行业领军企业的恒润科技落户，

也让一批智能制造项目慕名而来， 包括凯
木金科技、有感科技等汽车电子企业，由此
形成了上下游互补、技术合作、人才交流的
集聚效应。

被吸引而来的企业，同样有着巨大发展
潜力。有感科技是一家提供无线充电解决方
案的创新型公司。之所以说是“创新型”，在
于这家公司正致力于电动汽车整车大功率
无线充电。试想一下：在未来自动驾驶成为
现实时，电动汽车充电还需手动从充电桩拉
出电线来充电，这多么不“未来”。未来应该
是，汽车自动泊车，泊车到位便自动充电，因
此无线充电或成未来汽车标配。

与有感科技从开工到投产仅用 9 个月

时间的迅速有所不同，市北科技城却让另一
家前来洽谈落户的上海新材料企业吃了“闭
门羹”。据了解，这家企业如能落户，利税将
十分可观，然而因坚持主导产业等方面的考
量，市北科技城婉拒了这一项目。这样的婉
拒，也并非首次。近年来，有不少经济效益不
错的企业主动提出落户， 却因产业不对口、

科技含量不够高而被婉拒。“有很多人不理
解，尽快出地、及时回笼资金难道不好吗？但
正因为有当初固执的选择，才换来了如今高
新产业集聚的良好局面。”张小乐说。

不走“卡位子铺摊子”的路

发展方向也在不断探索。多年来，市北
科技城从现代服务业到先进制造业，再到电
子信息产业，历经多次产业升级后，最终确
定智能型、科技型、总部型三大企业业态，聚
焦集成电路、汽车电子、5G 通信、大数据和
云计算、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产业，着力打造
以恒润科技等为代表的汽车智能驾驶产业
集群，和以秦淮数据、浪潮信息等为代表的

大数据和云计算产业集群。 值得一提的是，

为助力两大产业集群发展，市北科技城正积
极打造产学研平台。目前已引进南京邮电大
学南通研究院、 南通大学通科微电子学院、

南通大学阿里云大数据学院等一批院校平
台，形成了强有力的项目人才磁场。

成果正在逐步显现。现在，市北科技城
已引入各类企业 190 余家， 项目总投资达
280亿元。 去年， 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

家， 申报各类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151项，企
业与高校产学研合作项目 8项。

想当年， 对于市北科技城这一项目，上
海市北高新不仅输出人才团队，还先期一次
性投资 40 亿元，用于征地、动拆迁、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及园区服务管理，为的是探索一
条区别于部分产业地产商“卡位子、铺摊子”

的道路。打造“产业飞地”，便要打破行政壁
垒，实现与上海接轨。而在这方面，南通历来
是“急先锋”。在南通，像市北科技城一样，跨
江北上、拥有上海“血统”的园区有 7 座。将
来，随着宁启、沪通铁路的贯通，南通与上海
将更深度对接。

这里是不少“长三角人”到上海的第一站，如今这里与长三角的关系愈发紧密

上海虹桥：连接长三角与世界
■浙江日报记者吴妙丽施力维石怡锋

本报记者孔令君

这段时间，从各地乘高铁或飞机抵达上
海虹桥的一些旅客，会无意中看到虹桥地区
一些高楼上“长三角”的字眼。从年客流量超
过 4亿人次的虹桥枢纽出发，一两个小时内
可以抵达绝大多数的长三角中心城市。这里
是不少“长三角人”到上海的第一站，如今这
里与长三角的关系愈发紧密了———

苏州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早已看到商机，

3年前就在虹桥火车站的出发大厅策划运营
“乡愁小栈”，长三角各个城市都来轮流“做
东”，通过版面图文、宣传视频、实物展陈、实
景营造以及快闪等多种方式，展示和推广各
自的文旅资源，一个城市的展示周期通常是
四五个月。苏州、常州和一些县级市如昆山、

太仓、宜兴，甚至一些江苏的乡镇如震泽、七
都等都曾经来过。

若从虹桥火车站放眼周围，虹桥商务区
正日渐成为整个长三角的展示窗口。位于虹
桥商务区的长三角区域城市展示中心为长
三角城市群提供城市发展形象展示空间，开
展招商引资、城市推介等活动。目前，苏州和
昆山的城市展示厅即将装修完工， 宁波、南
京、泰州、盐城、芜湖的前期设计方案已完
成，准备进场装修。嘉兴嘉善县和苏州相城
区的科创中心大楼相继落成。

虹桥商务区并不与苏浙等地在空间接
壤，可由于它的枢纽位置以及在会展、国际
贸易上的优势，它与长三角各地在经济社会
上的连接很有优势。当下的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长三角各地不仅要“补短板”，更要把自
己的“长板”贡献出来，上海这座“大码头”上
的虹桥，有快速、广泛对外连接的优势，这应
该成为长三角企业共同利用的优势。

事实上，不少已经落户虹桥商务区的长

三角企业看重的都是这一点。刚从江苏徐州
考察项目回沪的宝业集团上海公司总经理
夏锋告诉记者，这家以建筑为主业的公司把
设计、结构、新材料等方面的专门研发团队
集中于此，希望通过科创赋能将该集团在全
国的 34 个制造基地特别是长三角的 12 个
基地有机连接起来。 另一家企业广联达，看
中的是在虹桥商务区能汇聚国际专家资源，

这里既能连接东亚地区的国际航线，又能方
便地在同一框架下整合开发华东地区市场。

“头脑总部”在虹桥商务区，加工工厂在长三

角，产业圈水到渠成。来自浙江的星月集团
瞄准园区开发，深度参与上海虹桥商务区的
长三角电商中心建设，星月集团企业代表告
诉记者：“这里是进博会的主办地。进博会只
有 6 天，但溢出的红利持续 365 天，我们非
常看好。”

服务长三角、联通国际的枢纽功能正进
一步增强。虹桥商务区重点推进一批功能性
平台建设。 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长
三角电商中心平台、长三角会商旅文体示范
区联动平台、 长三角国际商务人才服务中

心、 企业服务综合平台等正陆续投入运营。

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是进博会 “6+

365”常年保税展示交易平台之一，集保税展
示、商品交易、物流仓储、通关服务于一体。

一期约 40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 50多个国
家、约 400 多个品牌、近 8000 多种商品，包
括 50多个进博会品牌入驻展销， 成功举办
了克罗地亚—中国经贸论坛及对接会、全球
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大会等活动。二期围绕
保税仓积极研究功能布局，计划 9月底前初
步投入运营。长三角会商旅文体示范区联动
平台围绕会展、商务、旅游、文化、体育五张
名片，实现长三角会商旅文体联动。长三角
电商中心重在打造跨境电商高地，已引进了
包括唯品会、苏宁、谷歌在内的 10余家电商
企业。

5月 10日，位于上海虹桥商务区的阿里
中心开业。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智慧汽
车、智慧建筑、智慧办公等功能板块纷纷进
驻。背上双肩包，每天高铁来回于上海和杭
州，已成为一些阿里巴巴员工的日常。不少
苏浙企业，均在上海虹桥商务区设立营销中
心、科创中心。上海虹桥商务区的干部说起
一件趣事： 去年管委会招聘一名新媒体编
辑，没想到一位住在浙江嘉善县的姑娘也前
来应聘，对方说来很轻松，高铁过来上班不
过十几分钟，很方便的。方便的绝不仅仅是
跨省上班族，早在去年 5 月，虹桥商务区出
台相关办事指南，允许注册在长三角的企业
聘雇的长期工作在虹桥商务区功能性平台
备案企业的外国人就近在沪办理外国人工
作许可。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 2000余套人才
公寓已推向入驻企业，已发放商务区和长三
角地区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 647件……

目前，上海虹桥商务区注册法人单位已
有 3万多家， 其中长三角企业占比达 42%。

未来，这个比例也许还会更高。

江苏省浙江商会会长徐秀贤———

长三角一体化
这回不愿错过

■本报记者 陈抒怡

“未来 3到 5年，希望实现长三角‘规划一张
图’‘交通一张网’‘环保一根线’‘市场一体化’

‘治理一个章’‘民生一卡通’和‘居民一家亲’，这
‘七个一’说得特别到位。”江苏省浙江商会会长
徐秀贤掰着手指，一字不差地背出这“七个一”。

在最近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上海市政府副
秘书长、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马春雷用这“七个一”

来描述了他心中的一体化愿景，徐秀贤在报纸上
看到相关报道后，连忙将这段内容抄在了自己的
笔记本上。

“国家战略一定要充分认识、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他说，在听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
家战略后，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想法是：长三
角区域腾飞， 谁腾飞？ 首先肯定是企业腾飞。

“这是个很好的历史性机遇，这里面潜力无限，

有多少商机啊！”徐秀贤拍了拍笔记本，感叹道。

企业家徐秀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此关心
时事新闻的呢？

徐秀贤是浙江嵊州人，1983年从杭州商学院
毕业后进入江苏省商业厅工作，1993年加入江苏
省五交化总公司，当时有人劝他，这一去可就回
不来了。“不回来了！”徐秀贤离开时义无反顾。当
时，他收入微薄，春节回老家一次就快“光屁股”

了，他认定只有“下海”才有前途。

从徐秀贤的人生轨迹来看，当时，他的这个
决定没有错。1998 年徐秀贤与几位朋友共同创
立了“五星电器”，担任董事、执行副总裁。2009

年他退出五星电器并联合创立了汇通达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创建农村商业数字化服务平台，比
阿里巴巴、京东更早深耕农村电商市场，占得先
机。

然而， 徐秀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却直
言：“我犯了好几次错误，错过了很多机会。”

第一次机会是上世纪 80年代的深圳特区开
发开放，当时深圳招商局看中徐秀贤，替他安排
了蛇口招商局的工作， 手续差不多都办好了，但
被徐秀贤婉言谢绝：“这个地方太偏僻、 太荒凉
了，真的能干起来吗？”这一犹豫，让徐秀贤错过
了与深圳共同发展的好机会。

第二次机会是上世纪 90 年代的浦东大开
发。同样是偏僻、荒凉，同样是前景未可知，徐秀
贤再一次彷徨：“当时的政策多优惠啊， 叫我们
投资，我都没答应。”犹豫再三，徐秀贤在浦东买
了楼，价格刚涨一些，他赶紧抛掉。“当时还觉得
很开心，现在来看是亏大了。”徐秀贤叹了一口
气。

抓住机遇，企业就能乘势而上，就能取得事
半功倍的效果。现在，徐秀贤看到了企业发展的
又一个机遇期。“错过了深圳、错过了浦东，不能
错过长三角一体化。” 徐秀贤说， 从他的经验来
看，每一次国家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企业
发展的机遇战略期，因为从根本上来看，只有长
三角的企业快速发展，长三角才能成为强劲活跃
增长极。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徐秀贤看到的是
打破一亩三分地，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提升区域
资源配置效率和全球资源吸纳的能力。“上海有
金融和人才优势，杭州有信息技术的优势，苏州
有制造业优势，南京有科研优势，扬州、泰州有劳
动力优势，打破行政围墙后，这些生产要素自由
匹配、扬长避短，就能将这些优势变成整个长三
角的优势。”徐秀贤说。

以前，在不同城市办事时，徐秀贤发现“这个
城市有这个城市的做法，那个城市有那个城市的
做法”。 但未来，“市场一体化”“治理一个章”，政
府营商环境的优化和规定标准的统一，将让企业
的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有企业向他反映，安徽的项目，在浙江贷不
了款，异地融资还有困难。“作为企业，还是要主
动积极，不能等、靠、要。”徐秀贤认为，在长三角
一体化的过程中， 企业也不能等着政府来牵线，

要主动出击、积极融入。

30多年前，徐秀贤大学毕业时，因为担心被
上海人“歧视”，没有选择到上海工作，到南京工
作第一年也不太适应，觉得南京有点土，但时间
一长，他发现南京这座城市很包容，即使他讲着
一口嵊州话，也能像在家乡一样舒服。这些年，

长三角内城市之间的经济、文化差距越来越小，

人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原先的“鄙视链”已经
渐渐消失。“从这个角度来说， 现在正是长三角
一体化的最佳时期。”徐秀贤思考良久，得出这
样一个结论。

在南通的市北科技城区域核心待开发产业用地上，不同季节会渐次盛开着油菜花、格桑花、向日葵等，成为南通市民休闲的“网红景点”。

东方 IC供图

今年 2月 2日，上海虹桥火车站迎来节前春运客流高峰，密密麻麻的旅客，将候车大厅挤
得水泄不通。 东方 IC供图

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长三角资本市场
服务基地外景。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