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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青浦攻坚克难、推进全面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一年，更是华新镇为实现“一流新市镇”总体目标打好基础
的关键之年。机遇与挑战并存，能否抓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工作，关键在于如何创新思路、统一目标，坚定不移加大
转型力度，为新发展蓄势充能。

今年，华新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发
展质量进一步提升， 实现全口径税收 57 亿元， 同比增长
10%；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4亿元，同比增长 9%；引进
合同外资 4亿美元，实到外资 1.2 亿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达到 40.9亿元。

今年上半年，华新镇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夯实经济
基础，以华特置业园区、沿嘉松中路转型片区为突破口，调整
企业 87家， 调整面积 417.72亩， 完成年度目标的 70%。同
时，持续推进凤北工业园区、民兴工业园区整体调整，推动重
点产业项目落地，中通吉智能、韵达扩建等重大建设项目取
得突破，年内将实现开工。这些项目顺利实施将经一步提升
华新现代物流能级。为推动华新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悉，华新镇目前正积极谋划建设全球快递物流枢纽经
济聚集区，充分发挥上海在产业、人才、金融、科技等方面已
经形成的优势，积极营造上海枢纽聚集和吸引国际国内高质
量快递企业进驻的环境和条件， 鼓励快递企业延伸产业链、

创造新价值，培育现代数字、智能物流产业集群，提升传统商
贸、物流产业，培育商贸物流产业新业态。

华新镇将继续克服资源环境紧约束， 优化要素配置效
率，严守发展底线，重点发展总部经济、平台经济、创新经济。

同时主动承接虹桥商务区功能溢出效应，培育发展与“一流
新市镇”建设相适应的新业态，继续推进一批重点产业项目
落地工作，继续加强对“三通一达”为代表的现代物流服务、

以汽车零配件生产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等支柱产业的扶持

力度。

在土地集约利用方面，华新镇今年将继续加强土地资源
管控，积极开展集镇区外建设用地减量，完成立项 41公顷。

加快房屋土地征收补偿工作， 上半年成剩余存量基地 6个。

加强与规划建设统筹联动，通过收储、收购等方式加大重点
区块土地整合力度，为新一轮的发展腾出空间。

根据华新镇《关于全力推进“一流新市镇”建设的实施意
见》，华新镇将立足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把华新建
设为上海的一流新市镇。十年内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提
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税收年平均增幅不小于 10%，力争达
到 15%的目标。

华新全镇现有企业 1401户，其中 A类企业 215户，B类

企业 665户，C类企业 352户，对照产业发展规划，十年内对不
符合“一流新市镇”产业发展要求的企业，每年实施调整企业不
低于 80户，累计调整企业不低于 800户，调整比例达到 57%，

全面实现转型目标，形成以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为主导的
新型产业结构体系。2028年，华新镇亩均年税收达到 100万元
的企业将达到 100户，占比 10%。

同时，华新镇将继续扩充招商引资能级，每年引大引强企
业不少于 10家， 十年累计引进重点企业和内资实体型项目 5

亿元，合同外资完成 2亿美元，外方到位资金完成 20亿美元。

此外，华新将提高楼宇经济比重。依托嘉松公路商贸服务经济
产业走廊，大力发展楼宇经济，主动承接虹桥商务区溢出效应，

积极培育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商务商贸、总部办公
楼宇经济，完善公共交通、餐饮、居住等保障性设施，服务管理
好 E通世界、嘉壹智汇、皇宇科技、彩韵粉末研发大楼、博隆广
场等一批楼宇招商基地，十年内楼宇经济贡献税收年均增幅保
持不低于 25%。到 2028年，实现楼宇经济税收占全镇总体税收
比例的 50%。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创新快递物流企业发展
■ 本版撰文 茅冠隽

华新镇是青浦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承载区，是青
浦“一城两翼”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极，也是快递物流企业发展的“福
地”。随着虹桥交通枢纽的建设和虹桥商务区的建成，华新镇作为连接
长三角城市群的纽带之一， 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分工与协作全面融合，

这些都为华新推进一流新市镇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近年来，华新镇不断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创新快递物流企业
发展。去年，华新镇各类企业完成销售收入 1375 亿元，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 185 亿元；全年淘汰落后产能和企业 247 家；集建区内收
储、收购低效用地 696 亩；减量化签约 1255.6 亩。全镇综合实力继续
保持健康、平稳发展的良好态势。

“我们必须让发展的势头不停步，抓住大虹桥板块机遇、物流特色
产业机遇，推动华新经济发展，同时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关停一
批、转型一批、回购一批，坚守底线、摸清家底、分类研判、全面推进；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充分发挥以商引商，重点加强央企、国企及上市企业
的招商力度。”华新镇党委书记陆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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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是一座城市的立市之本、强市之基，是决定城市竞

争力的关键因素。如何更好地走好产业转型之路来撬动经济
发展，怎样让更多更好的企业落户华新安心植根，是华新镇
面临的重要问题。华新镇产业结构转型是大势所趋：一方面，

由于受到土地成本、人力成本、出口市场等多重因素制约，华
新镇制造业近年来“涛声依旧”，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集中在
房产等传统产业，但是目前这些行业受市场调节等因素的影
响导致承受经济波动的风险较大。另一方面历史遗留问题突
出，华新工业起步早，产业分布广，早期引进的企业目前大多
存在工艺落后、设备陈旧、劳动强度大、生产力低，已经走到
了不得不下“逐客令”的时候。

华新镇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换档期”

和“阵痛期”，要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力争走出一条质量
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的产业发展新路子。

华新镇的产业结构转型，有实力更有底气，重要原因在

于快递物流产业的布局。快递界有一句话，叫“苏浙沪包邮”，

足以说明长三角区域物流水平之高、成本之低，这和青浦华
新镇的快递产业有很大关系。处于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地
理中心位置的青浦区集聚了快递业务经营许可企业 88家，

规模以上交通运输企业 48家， 全国和区域快递总部 14家，

青浦已成全国快递业发展高地和市场风向标。华新镇，正是
快递物流企业集中之地，快递物流企业的转型发展，直接带
动了华新镇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近年来，一批重磅品牌企业先后走进华新，实现金融与
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拉长产业链价值开发。圆通“物流信息互
通共享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已经竣工验收；中通全
自动智能分拣系统、仓储系统、无人车等一批重大成果已经
凸显。2017年 10月上海青浦智慧物流特色产业基地列入国
家科技部火炬计划，2018年中国快递论坛在青浦召开。通过
物流能级提升，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华新镇的新兴产业实现

逆势增长。2018年， 完成全口径税收 52.2亿元， 同比增长
14%。

近年来，华新镇在有限的存量资源下，生产要素形成倒
逼态势，如果不拿出“刮骨疗毒”的狠劲，发展空间将越缩越
小、内耗殆尽。当前，华新正在秉持“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
气，腾笼换鸟、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此前，华新镇制定实施了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计划，

以“198 减量、195 转型、104 提升”为抓手，针对各类区域
制定相应退出、准入标准。根据产业结构调整三年计划，

2017 年以来完成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达千家， 腾出空间达
千亩。

近年来，华新镇以区委、区政府提出的“三大两高一特
色”主导产业为引领，坚决做大做强物流产业和高端制造业，

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引领作用、体现“上海制造”品牌的企业
和项目。落实“全国快递行业转型发展示范区”建设，引导物
流企业发展智能物流、供应链等高端物流。华新镇正伏下身、

沉下心，提升服务质量，不断提档升级，持续深化拓展产业功
能平台，加快特色和优势产业集聚。同时发挥重大项目带动
作用，做优做长产业链，扩大产业规模，力争构建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千亿级新一代智慧物流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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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的过程中， 快递企业在
华新频出亮点。如今，华新镇的快递产业早已不是
“小散乱”、“跑腿送货”的代名词，为了跟上电子商
务的发展脚步，华新镇帮助快递企业“勤修内功”，

专注于信息化、自动化、标准化发展，“快递业大而
不强”的固有观念，在华新正慢慢发生改变。

圆通速递成立于 2000年 5月， 公司致力于
开拓和发展国际、国内快递、物流市场。公司主营
包裹快递业务,涵盖仓储、配送及特种运输等一系
列的专业速递服务。2017年 5月 12日，“物流信
息互通共享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于上海
青浦华新镇圆通总部正式揭牌。作为物流领域唯
一的国家工程实验室，不断推进“互联网＋物流”

行动计划，加快自主创新研发，打造核心竞争力，

引领整个物流行业及关联产业协同发展； 同时，

实验室正在围绕人工智能、物联网、5G移动通信
等前沿科技进行针对性创新，聚焦物流信息互通
共享、智能装备信息化和自动化、物流标准体系，

以提升物流行业的运行效率。

2010 年中通快递将总部迁至华志路，2011

年在青浦当地纳税 903 万元，2018 年实现纳税
12.07亿元。目前，中通快递市场份额逐年递增。

2019上半年，中通快递处理 53.7亿件包裹，同比
增 44.6%。目前，中通平均每天送出超过 3000万
个包裹， 超过美国快递巨头 ups和 fedex的业务
量之和。

顺丰控股系国内领先的快递物流综合服务
提供商。顺丰着眼于延伸至价值链前端的产、供、

销、配等环节，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技术，提
供仓储管理、销售预测、大数据分析、结算管理等
一体化的综合物流服务。

韵达做大做强快递业务， 不断延伸产业链，
将业务延伸到快运、仓储供应链等方面。韵达在华新镇建设枢
纽转运中心，让新经济、新技术同频共振，在转运中心投入先进
信息管理系统和全自动化分拣流水线。依靠科技的力量，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功能转换， 并与华新镇产业政策相衔接，

为促进华新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去年，华新镇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探索推进主题式产
业园建设，“华新国际高端制造业园区” 去年实现税收近亿元。

同时，华新镇不断提升对企业服务水平，帮助企业申报专项扶
持资金，新申报“清洁生产”和“上海名牌”各 3家、区级技术中
心 5家，“专、精、特、新”企业申报 5家、复审 16家。同时，华新
镇切实增强实体经济招商能力，引大引强引实企业 9家，引进
重点企业和内资实体型项目投资 5550万元。

产业结构要调，政府理念也要转。华新镇的“店小二”们当
好高效“服务员”，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服务，主动排忧解
难，打造行政审批少、收费少、效率高、透明度高的一流营商环
境，着力打造成投资创业的沃土。近期，华新镇结合大调研工
作，实行到点服务、现场办公，通过点对点服务、面对面沟通，

着力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对企业在日常生
产经营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千方百计做好服务， 做到有求必
应、无事不扰，帮助企业解决“难点”、“痛点”、“堵点”、“关键
点” 问题。 今年上半年， 华新镇相关工作人员上门走访企业
500余家，掌握企业生存发展现状，还成立了镇级企业服务中
心，设立服务窗口，通过一口受理模式，跟踪帮办工程建设、产
业项目全流程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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