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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做强先进制造业、做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做优现代服务业，由产业大区迈向产业强区，城市功能也在不断提升

嘉定：以科技创新为引擎，转型再起“旋风”
■本报首席记者 茅冠隽

国际汽车城 融合汽车科技“基因”
1958年，上海第一辆“凤凰牌”
国产轿车在嘉定诞生；同年，嘉定
被命名为科学卫星城， 诸多中央、
市级科研单位相继新建或迁入，在
6.93 平方公里的核心区集聚。60 多
年来， 嘉定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重
要原因便是将“汽车基因”和“科技
基因” 深深根植于发展脉络。2001
年， 随着上海国际汽车城落子嘉
定，一系列创新要素在汽车城内汇
聚生根。
2004 年 9 月，同济大学汽车学
院整体迁入位于上海国际汽车城
嘉定汽车·创新港。
的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当年 12 月，
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心在校内奠基，成
汽车博览公园内将推出国内首个能实现自
为国内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全尺寸整车
动驾驶车辆常态化运营的半开放示范区。最
风洞实验室。上海风洞去年累计完成实验项
近， 滴滴公司在上海取得自动驾驶路测牌
目 600 多个，已成为亚洲最繁忙的风洞。
照，并宣布将尽快在嘉定开放自动驾驶载人
2015 年，投资 15 亿元建成的“汽车·创
测试，预计测试车辆将达到 30 辆，订单距离
新港”投入使用，吸引了“上汽-阿里”等近
可超过 10 公里。
100 家研发企业和创业团队入驻。近期，上海
（撰文：涂军）

嘉定新城 文化之城氤氲灵动

1958 年 9 月 30 日， 一辆银绿色的小轿
车从位于嘉定的上海汽车装配厂组装车间
—这是上海第
内缓缓驶出，现场一阵欢呼——
一辆国产轿车。为了这辆功率 50 马力的“凤
凰牌”，全厂职工日以继夜忙了 4 个月。61 年
后的 2019 年，F1 历史上第 1000 站在嘉定火
热开赛，如果仅论马力，一辆 F1 赛车是 1958
年“凤凰牌”轿车的 20 倍左右。
汽车在嘉定“越开越快”，也是嘉定这几
十年发展的缩影。从“科学卫星城”到“创新
活力城”，嘉定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全力做强
先进制造业、做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做优现
代服务业，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实力，推动由
产业大区迈向产业强区。
经济发展之外，嘉定的城市功能也在不
断提升。2005 年启动建设的嘉定新城， 如今
已有了保利大剧院、嘉定图书馆、紫藤公园、
远香湖等“网红地标”，一座功能独立完善、
产城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新城正吸引越来越
多人近悦远来。

从 “科学卫星城”到“创
新活力城”，嘉定以科
技创新为引擎， 全力
做强先进制造业、做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做优现代服务业，不
断增强区域经济实
力， 推动由产业大区
迈向产业强区。 一座
功能独立完善、 产城
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新
城正吸引越来越多人
近悦远来

前，在联影医疗、三友医疗等龙头企业和引领
性项目带动下，集聚上下游企业 130 多家。
用科技力量助推产业发展，嘉定也注重和
周边地区联动，增强科技创新协同能力。去年
11 月底，首届长三角科技交易博览会在嘉定举
办，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 170 多家企业参展，让
一个个原本养在“深闺”中的科技成果完成了
转化交易，由“纸”变成了“钱”。

创造新时代嘉定改革发展新辉煌
嘉定区委书记 章曦 嘉定区区长 陆方舟

汽车产业基地新蓝图绘就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年来， 嘉定实现了综
合实力大跨越、城乡建设大
变迁、 人民生活大改善。嘉
定将按照“优势更优、特色
更特、强项更强”要求，加快
构建 “经济有体量又有质
量、 城市有颜值又有温度、
社会充满生机又和谐有序”
的创新活力之城，努
力为上海改革发展大
局作出更大贡献

1983 年春天， 安亭的一个旧厂房里，7
个上海汽车厂的工人纯手工组装了中国首辆
“桑塔纳”。“Santana”本是德国一座山谷里一
股强劲旋风的名字，后来，这股“旋风”从嘉定
开始“刮”起，席卷了中国汽车领域数十年。如
今的嘉定拥有上汽大众、上汽乘用车、沃尔沃
等整车和零部件企业 300 多家， 国家机动车
检测中心、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洞实验室、国
家燃料电池汽车及动力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 6 个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 研发机构
100多家，拥有汽车专业人才 3 万多名。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6
年中国汽车产业基地竞争力排行榜上， 嘉定
以 0.975 的综合竞争力指数位居全国第一。
但嘉定并不止步，在 2035 总体规划中，新蓝
图已经绘就： 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汽车产
业生态体系，加快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
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世界级汽
车产业中心”既要求有产业集聚度，更要强
化技术创新、引领汽车产业未来，不断提升

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目前，嘉定正在加速
布局。2016 年 6 月初， 由国家工信部批准的
国内第一个“国家智能网联汽车（上海）试点
示范区”封闭测试区在上海嘉定国际汽车城
启动，截至目前封闭测试区已建成 270 个智
能驾驶测试场景，成为测试能力齐全、技术
水平先进、影响力大的国际性平台。
2018 年，嘉定成为全国首批智能网联汽
车开放道路测试城市之一。 同年 3 月 1 日，
上汽、宝马等车企拿到了本市第一批智能网
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号牌，下午就在安亭博
—这意味着上海的自动
园路进行了路测——
驾驶技术已开始向“大路考”进发。如今，嘉
定已有 11.1 公里开放测试道路，测试里程超
过 24733 公里，时长超过 1247 小时，未发生
交通违法及交通事故；近期计划测试道路进
一步拓展至 52.2 公里， 并争取实现跨区、跨

嘉定，江南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教化
美誉。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嘉定坚决投身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浪潮，实现了综
合实力大跨越、城乡建设大变迁、 人 民 生
活大改善， 成为我国翻天覆地历史性巨
变的一个缩影。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放在” 要求 ， 坚 决 贯
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不断谋新篇、
创新绩，努力在服从服务大局中彰显担当
作为。
坚决扛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和高端
制造业主阵地的使命担当， 高质量发展迈
上新征程。 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坚持“无生态不创新”理念，全力促进创
新链与产业链、人才链、资本链融合发展，
努力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中重要的 “创新技

术策源地、创新要素集散地、创新成果转化
地”，2018 年以 “科技创新推动区域高质量
发展”典型经验做法受国务院表彰。把实体
经济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不断
优化提升产业空间布局， 着力建设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汽车产业生态体系， 全力打造
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 加快培育集成电路
及物联网、 高性能医疗设备及精准医疗两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2018 年战略性新兴产
业产值超过千亿元， 规上工业产值突破
6000 亿元大关。
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
品质生活实现新突破。 产城融合深入推进，
保利大剧院、瑞金医院北院、民办华二初中
等一批高品质功能性项目相继建成， 天蓝、
地绿、水清成为城市靓丽底色。乡村振兴加

省以及城市快速路的开放测试。充满“未来
感”的自动驾驶汽车已成为现实。
一辆辆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的汽车穿
行于大街小巷，排气管排出的是水；汽车“饿”
的时候，加氢站能方便地给予“养料”……一
座 2.15 平方公里“氢能港”正在嘉定呼之欲
出， 目前日本丰田氢燃料电池及整车研发中
心和无人驾驶项目、上海捷氢科技、长城汽车
华东总部基地、复星爱夫迪智能制造基地等
一批氢能和相关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项目
已签约落户， 到 2025 年氢能及燃料电池汽
车全产业链年产值预计可突破 500 亿元。

为“嘉定一号”的卫星成功发射，这颗高性能微
纳卫星由落户嘉定南翔的上海欧科微航天科
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而成。
“科创基因”深植于嘉定的发展历程。2015
年，嘉定成为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如今
集聚了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等 11 个国家级科
研院所、7 所高校、50 多名院士及 2 万多名科
研人员。
产业转型发展打响“科技牌”，是嘉定立足
自身特点选择的发展之路。一直以来，嘉定全
力打造适宜万物生长的“热带雨林”。围绕打造
国际一流创新环境，深入实施以“一网通办”为
标志的“放管服”改革，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全
方位、全天候、一站式服务。围绕构建高端人才
集聚高地，着力形成结构梯次合理、满足创新
需求的人才体系，截至目前全区人才总量超 37
万，人才资本贡献率达 52.1%。围绕加强创新

科技创新驱动发展
1958 年，嘉定被命名为上海的“科学卫
星城”。60 年后，2018 年 11 月 20 日，一颗名

快步伐，持续强化制度供给，扎实推进“乡悦华
亭”“向阳新里”可持续可复制的田园综合体示范
项目，着力推动农业优而精、农村美而活、农民富
而乐，江南田园水乡“动人气质”加快展现。社会
治理更加高效，率先探索实施“大联勤”模式，加
快智慧城市建设，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
范城区等称号。
回顾过去，硕果累累、成绩喜人；展望未来，
使命在肩、信心满怀。嘉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市委、市政府
“优势更优、特色更特、强项更强”要求，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加快构建“经济有体量又有质量、
城市有颜值又有温度、 社会充满生机又和谐有
序”的创新活力之城，努力为上海改革发展大局
作出更大贡献。

创业金融服务，深入推进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
市（区）建设，发起或参与设立首期 285 亿元集
成电路产业基金等多支产业基金，引领带动社
会资本过千亿元。
目前， 嘉定正积极抢抓全市集成电路、人
工智能、 生物医药三大重点产业的发展机遇，
着力把“集成电路及物联网”和“高性能医疗设
备及精准医疗” 打造成为两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集成电路及物联网方面，围绕打造上海传
感器及智能硬件产业园区，放大国家智能传感
器中心、8 英寸 MEMS 研发中试线等重大创新
工程引领作用，加快推进“智慧科创小镇”、领
芯集成电路产业园等载体建设， 力争到 2025
年产值超过千亿元。 高性能医疗设备及精准医
疗方面， 积极引进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和引领性
项目，全力打造全球精准医疗产业化高地，力争
到 2025 年医疗健康产业总产值超过千亿元。目

追求高品质生活从未止步
8 月下旬正值酷暑， 但在嘉定的保利大剧
院里， 人们却经历了 5 天 7 场的 “暴风雪”洗
—曾获百余项大奖的俄罗斯著名默剧《斯
礼——
拉法的下雪秀》在此上演，演出结束时，6 万片
定制雪花片从鼓风机中吹向观众， 直径超过 2
米的彩色气球也由小丑推向观众席，孩子们的
尖叫声、欢呼声、嗨翻全场。
“高大上”的保利大剧院，初建时在不少人
看来是“花瓶”式的地标建筑——
—郊区有必要
造这么高标准的剧院吗？“供给侧”做强了，“需
求方”能“接得住”吗？时间给出了答案：自 2014
年 9 月 30 日举办开业演出以来， 已有近 400
个演出团体、3 万多名专业演员登台献演，其中
不少是国际水平的演出；今夏，剧院的平均上
座率超过 80%。
—不只有撑
这是嘉定城市功能的缩影——
得起地区发展的产业“骨架”，也有满足高水准
生活需求的城市功能“血脉”。为给市民提供舒
适的生活环境，嘉定对于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从
未止步：2017 年 1 月， 全市首个以政企合作模
式运行的 24 小时公共图书馆“我嘉书房”在嘉
定菊园揭牌， 如今全区已有 “我嘉书房”30 多
家；去年夏天，嘉定环城河步道全线贯通并对
市民开放，这是上海地区唯一保存完好且依旧
具备实用功能的古代护城河道，市民可沿河赏
申城“千年清明上河图”……
嘉定的乡村，也正在越来越精细、精美：安
亭向阳村、华亭联一村分别入选全市首批和第
二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向阳新里”和“乡悦华
亭” 两个田园综合体示范项目正如火如荼建
设，小桥流水、果蔬飘香的乡村图景正在嘉定
农村地区徐徐铺开。

“千米一林、百米一湖、河湖相
连、荷香满城”，如今，18 个交相串
联的湖泊已经成为嘉定新城居民
眼中最寻常的风景。其中，名字取
自古文名篇《爱莲说》的远香湖，水
体面积达 33.85 公顷， 是上海西部
最大的人工湖。在这里，还有高达
40 多平方公里的绕城森林，使得嘉
定新城整体绿化率接近 50%。
在有着“最美图书馆”美誉的
嘉定图书馆内，翻几页书籍，看倦
了可以来到二楼的休闲区域远眺，
嘉定新城远香湖。
烟波荡漾的远香湖美景瞬间尽收
眼底。兴致来了，还可以去环湖彩
色健身步道上散散步，感受一下夏日美景。
“让公共文化触手可及”的不仅有剧院
爱欣赏戏剧的人，在这里也有很不错的
里的演出，还有嘉定百姓津津乐道的“文化
选择。上海保利大剧院白天像一个装满许多
嘉定云”。市民通过手机就可以轻松、便捷地
秘密的玉石静搁在远香湖畔，晚上就成了一
享受到本乡本土的各类创作节目展演以及
个玲珑剔透的水晶盒子，“漂浮”于广阔的水
各种文化培训。
面之上。 剧院服务的人群已不局限在嘉定，
“城市有颜值又有温度”，漫步在嘉定新
从市区、周边外省市地区赶来的观众占了很
城这座焕发着勃勃生机的城区，文化让嘉定
大的比例。
人更加自信。
（撰文：俞超）

乡悦华亭 江南水乡粉墙黛瓦
置身于华亭镇 “乡悦华亭”项
目的农民集中住房样板区，就像走
进一幅江南水墨画卷，别有韵味。
2018 年 5 月 17 日， 嘉定区人
民政府与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当天，框
架协议下的首个合作项目——
—“乡
悦华亭”同时签约。根据规划，“乡
悦华亭” 是一个 10 平方公里的农
旅特色小镇，较好地保留江南水乡
小桥流水人家的自然田园风貌。
联一村的“乡悦华亭”项目，将
“乡悦华亭”农民集中住房样板区。
原有 28 个自然村落归并为 5 个组
团，腾出建设用地 184 亩，用于特
色产业导入。由专业团队设计的 7 种房型，
用权作价入股，共享经营收益，另一方面农
提供给农民集中居住， 既体现了粉墙黛瓦
民也可以参与特色农业劳动， 获取稳定劳
的江南水乡韵味， 又兼顾自然生态景观与
动收入。
宜居生活。 在保持集体建设用地性质不变
未来，嘉定还将继续下大力气推动乡村
的基础上， 引入地产集团建设运营乡村休
振兴，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闲康养项目， 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同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走好乡村
时， 项目一方面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振兴新路。
（撰文：王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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