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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通长江大桥即将主跨合龙，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蓝图正在展开

南通：告别“难通”向南通
■本报记者 任俊锰

产业转移促进中心在漕
河泾成立至今， 落地资金逾
1360亿元

产业资本碰撞
望向长江经济带
■本报记者 任俊锰

9月 3 日，无人机航拍云雾缭绕中的沪通长江大桥，沪通长
江大桥即将迎来重大工程节点——
—主跨合龙。 视觉中国供图

数日之后，沪通铁路跨长江大桥（以下
简称沪通长江大桥）即将主跨合龙，这座跨
度超千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不仅是世界首
例，还将成为南通交通腾飞的起点，也将为
长江南北联系带来巨大变化……
除去已经通车的苏通、 崇启长江大桥，
以及即将通车的沪通长江大桥，未来的南通
与长江南岸的沪苏等地的沟通，还将有通沪
（北沿江）、崇海、苏通第二、张皋过江通道以
及预留的海太过江通道项目。到那时，南通
将不再“难通”，南通以及通过南通对南联络
的广大苏中、 苏北乃至北方地区的跨江联
系，都将更为顺畅。

受益于长江，也受制于长江
南通，被称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祥地
之一，其中，以张謇为代表的清末民初有识
之士构建的陆水交通网络功不可没。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教授季建林对此有
过深入研究。他介绍，为了发展工业，张謇于
1903 年组建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开辟数条苏
北内河航线；1905 年，建设港闸公路，这是江
苏的第一条公路；1919 年， 张謇铺架了三厂
至青龙港的轻便铁路。此外，为畅通南通纱
与布的外销渠道， 张謇将目光投向上海，在
上海的十六铺“自立码头，自开航路”，建造
大达码头， 作为南通至上海的通申线的终
点。客运方面，开辟了上海至海门、南通、扬
州等航线，经营通沪两地货客运输业务。
改革开放后， 南通在长江北岸异军突
起。1980 年，继常州后，南通成为我国又一个
人均工业产值超过万元的中等城市。 次年，
成为全国 220 个城市中工业经济效益名列
前茅的“明星”城市。当时，不少国家和地区
团体到南通参观， 季建林回忆，“不下上千
个”。
“南通既受益于长江，也受制于长江。”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曹晓见说。历史也
有明证：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市场经济蓬
勃发展，苏南凭借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等
构成的立体化交通网络， 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南通由于缺少过江通道，原有陆水交通
优势衰退，地区发展竞争力下降，与苏南地
区的差距越拉越大。时任南通市委书记周福
元曾回忆，南通在“九五”期间，经济增长速
度低于苏南、苏北，甚至到 1997 年 4 月，全
市工业经济连续 13 个月出现负增长。
对此， 很多人说，“不是南通不努力，而
是确实是受制于交通”，而“南通南通，向南
不通”，也成了南通此后多年的常态。
南通当时没有铁路，只有公路，但是由
于没桥，难以过江，只能乘坐轮船摆渡。“进
出南通的交通一直是个问题”，上世纪 80 年
代， 陈卫东辞去南通县政府机关的工作，来
—
到家乡南通平潮镇上的一个乡镇企业——
江海电容器厂，1992 年， 出任江海电容器厂
厂长，现为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他现在回想，当时每次给来自上海、杭
州等地客户介绍，从苏州到南通“摆个渡就
到 ”， 真 的 是 “ 心 虚 ”， 因 为 毕 竟 要 “ 看 天 过

江”，能否摆渡全看当天是否有大雾、大风等
恶劣天气， 过江其实只需要三四十分钟，但
是，排队可能要一两个小时甚至半天都过不
了江，后来客户甚至都“怕来了”。
当时，也正是长江汽渡的荣光时刻。“最
早，长江汽渡被称为‘流动的长江大桥’”，江
苏通沙汽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谢海斌介
绍， 通沙汽渡是南通的第一个过江通道，最
早是为打通 204 国道由于长江天堑造成的
断头路。当时最快半小时便可到对岸，而从
江阴的汽渡到对岸， 因当时公路路况不佳，
则要花费四五个小时。那时，通沙汽渡两岸
都非常“红火”，约 500 米长的道路两侧有数
个停车场，还有鳞次栉比的小旅馆、小饭馆，
几乎处处客满。
在南通，交通与心通是相辅相成的。“交
通不通，自然心不通。”陈卫东说，南通离苏
州很近，一江之隔，与上海之间的距离不过
100多公里， 但是很多客户宁愿从上海到千
里之外的广州、深圳，也不太愿意到一江之
隔的南通。这便是空间距离对于心理距离的
影响，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
受限于交通，思想确实“难通”。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杨任远任南通市长，一度被
称为“杨疯子”。因为以前从主城区到狼山都
是土公路， 但是他当时力主建设工农路，并
且建设六车道， 成为一条如今串联起通州
区、港闸区、崇川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南
北方向的城市发展轴。当时在很多人看来的
疯狂举动，现在很多人在说：“如果当时能修
八车道、十车道，甚至是高架多好。”今年初，
这条路正式进行提升改造，原来的双向六车
道将提升为双向八车道，整个提升改造工程
将在 2019 年底前全面完工。

只要大桥建成，就是成功
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 南通的一个小朋
友，因为外公、外婆在苏州生活，经常因天气
原因，不能去看望他们，就想到“能否在南通
与苏州之间架座桥”。 他写信给时任南通市
委书记周福元，并且把自己的压岁钱一并寄
给他，作为“建桥资金”。而这，更加坚定了南
通市领导将建长江大桥作为头等大事的决
心，“大桥如果能建成， 即使其他什么都不
做，也是成功了；反之，则就是失败。”
一度，在长江上架桥，被南通当地人视
为“异想天开”。陈卫东说：“那是可想而不可
望，更不可即的事情”。那时，确实有很多的
技术难题。曹晓见分析，过江通道难建，有其
重要的技术原因， 江面宽广的长江水面，自
古被称为“天堑”的确有其原因，还牵涉长江
入海区域复杂的水利、水文条件、工业园区
布局以及保护区等。此外，在当时资金短缺
的情况下，投入产出比也是重要考量，而且，
彼时战略还不清晰，造成江南、江北对于过
江通道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话虽如此，但敏锐的企业还是“闻风而
动”。季建林说，当时很多上海等地的企业在
正式建造大桥前来到南通落地。 那时候，南
通主要领导提出， 南通要接轨和服务上海，

很多民众乃至干部都不理解。其实，生活中，南
通的上海印记随处可见， 南通人看上海报纸、
电视，市领导高度关注上海动向，甚至南通籍
学生考入名校者中，有一半进入上海高校。
最终，苏通大桥于 2003 年 6 月开工，2008
年 6 月 30 日建成通车。自此，南通进入了“全
天候便捷过江”的时代。统计显示，苏通大桥开
通后的 10 年， 南通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从 2008
年的全国第 28 位，上升至 2018 年的前 20 位。
敢想敢为， 也是大桥赋予南通的思想之
变。2006 年，宁波被国务院定位为“长三角南翼
经济中心”，南通则提出建设“长江三角洲北翼
经济中心”，10 年后的 2016 年 5 月， 国务院下
发《关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
南通正式被定位为“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
“没有人走，怎么办？”苏通大桥试通车不
久，季建林来到苏通大桥指挥部讲课，相关领导
看着近来稀少的车流，不禁对季建林发出疑问。
当时，季建林便告诉他，苏通大桥是交通咽喉要
道，甚至可以说是沟通长江南北的生命线。
但最近一次，季建林从上海回到南通花了
五个小时。“我这次不算长的”，季建林说，他一
位苏州的朋友，曾花了 20 个小时到南通，这位
朋友刚开始走苏通大桥，太堵，随即到江阴大
桥，同样拥堵，最后来到崇启大桥，结果仍然难
到对岸， 最终只得通过崇海汽渡来到长江对
岸。
原本苏通大桥设计通行能力为标准车辆 8
万辆，而在今年五一小长假首日，苏通大桥迎
来持续汹涌车流， 全天通行量达 15.6 万辆，创
下大桥 2008 年通车以来的历史新高， 几乎是
设计通行能力的两倍。记者近日亲身体验了南
通这一跨江“堵点”。8 月的一天下午 4 点，记者
坐上从南通东站前往上海的大巴，恰逢苏通大
桥北向南施工， 过桥用了不下一个半小时，到
达上海客运站已经是晚上 7 点半，而正常情况
下应该是 6 点左右到。同行的人中，一个人在
驶入苏通大桥前问司机：7 点的飞机能赶上吗？
得到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采访中多次被当地
人提及的“不确定性”，变得感同身受。
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
处长孙星也常听负责招商工作的同事讲， 由于
经常堵塞，苏通大桥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顺畅时，从南通 1 小时 15 分钟就能到上海虹桥
机场，但是很多时候，乘飞机改签是常事。

大桥通了，理念也要通
多年来，每到江苏“两会”时，南通企业、园
区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会呼吁“过江通道
建设”。
“从来没有想过”，这是当时听说沪通长江
大桥将要落地南通，而且就落户在公司所在地
平潮时，陈卫东的心情。如今回忆，他还是不住
地在讲：“那时真的非常激动。”
后来， 陈卫东和同事们每每见到客户、供
应商、合作伙伴等，都会第一时间把这一喜讯
带给他们，而这些人听到后由衷地开心，仿佛
—“交通” 落了地。
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儿——
“现在告诉他们未来从上海到南通不过 1 小
时，不会再有丝毫心虚”。

其实，相比长江以南的城市，南通等长江
以北的城市并不差，无论是在基础教育，还是
在工农业基础等方面。这也正是为何南通从改
革开放最初 10 年能够与江南的苏锡常并驾齐
驱的原因，而后来差距逐渐拉大，“根本原因就
是交通”。
孙星也有类似想法。 南通不是不努力，改
革开放后也是明星城市，后来因与中国经济最
发达的上海一江之隔却不通， 带来的是资金、
技术、人才的进一步外流，投资环境恶化。“经
济一体化，必须依靠交通一体化提供支撑。”他
说。
去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南通视察时指
出，要以国际一流水平规划建设通州湾海港，把
通州湾建设成为长江经济带战略支点。 南通的
交通腾飞，不只通州湾。季建林介绍，《〈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江苏实施方
案》中，北沿江高铁、通州湾新出海口、过江通
道等都列入了国家规划的项目，南通发展面临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从滨江临海的孤岛，成
了沟通南北的交通大枢纽。” 季建林说，“未来，
沪通长江大桥通了，发展思想和理念也要通。交
通对于南通的发展，就如同点豆腐的‘卤水’。”
公开信息显示， 沪通长江大桥建成后，将
成为沿海重要铁路、公路过江通道。以铁路为
例，通过沪通长江大桥联系江南与江北的沪通
高铁，于上月底顺利接入宁启铁路。未来，沪通
铁路建成后将与盐通铁路、青盐铁路、徐盐铁
路无缝对接，将极大地缩短上海与苏北地区的
时空距离， 有利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
且缓解东部地区过江能力的紧张局面，尤其是
京沪铁路的运输紧张状况。
“过去是江南江北，而有了更多的桥，就变
成了桥南桥北，‘归零’的不只是距离，更是心
理。”在曹晓见看来，交通能级的提升，不仅将
重塑南通的发展方式和速度，在拉近心理距离
的同时，必将带来发展理念的变化，未来，南通
人敢拍着胸脯， 底气十足地讲：“我们也能做
到。”
交通的改善，让长三角区域内企业纷纷在
南通落子。总投资 1380 亿元的中天钢铁项目，
被作为通州湾的开港项目，未来的通州湾将打
造成为江苏出海新通道、江海联动新引擎和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北翼核心港口。在南通中央创
新区，今年 7 月，上海电气集团在上海以外建
—上海电气南通中央研
立的首个区域总部——
究院正式落地。在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环保
集团党委书记顾治强看来，南通拥有的工业基
础和区位优势很有吸引力。尤其是未来从上海
到南通高铁仅需 1 小时，“我已经咨询了一些
高端人才，他们说愿意来”。
现在的南通，已提出交通建设由单一体系
向综合枢纽转变，依托空铁枢纽、江海联运枢
纽，明确将建设全国性的综合交通枢纽。除了
高铁干线外，南通还在期待与上海开行城际列
车，实现公交化通行，充分对接上海的溢出红
利，毕竟那时，南通到上海不过 1 小时。
以前有人说，南通是“有江无大桥，有海
无深水港”，现在，这些都将不再成立。南通的
“难通”历史，正被一体化的决心与行动改写
着……

9月 4 日，2019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开区
协同发展联盟交流日活动在上海漕河泾开发
区举行。本次活动以“产业与资本的碰撞”为主
题，是当日上午开幕的第四季漕河泾科创嘉年
华系列活动之一。
成立 35 周年的漕河泾开发区，在 2018 年
商务部全国 219 家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评价中，
位列上海第一，全国前十。在漕河泾科创嘉年
华开幕式上，漕河泾开发区总公司总经理詹锋
介绍，此前，漕河泾开发区还获批国家“专业资
本集聚型”创新创业特色载体。开幕式上，漕河
泾开发区正式成立了 “产业资本融通发展联
盟”。
“长江经济带”和“产业与资本”在漕河泾
开发区“碰撞”。据了解，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协同发展联盟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由商务部外资司指导，长江经济带
沿线 11 个省（区、市）的 108 家国家级经开区
和 4 家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组成， 首届理
事长单位正是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
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之一、在漕河泾开发区
挂牌启动的产业转移促进中心 （商务部上海
基地）， 自 2008 年成立至今， 落地项目 179
个，落地资金总额超过 1360 亿元，其中，“绝
大多数项目落地长江经济带重镇——
—武汉、
重庆、成都等”。
产业转移促进中心 （商务部上海基地）副
主任孙韬回忆， 之前就有一家漕河泾开发区
的软件公司找到他， 希望能够为他们在重庆
落户“牵线”，因为产业转移促进中心“手握”
全国超过 300 家地方园区的共享资源。 问及
原因时， 企业老板说， 一些技术骨干家在重
庆， 上海高昂的生活成本让他们希望回家，
“如果不设公司，这些技术骨干就要流失”，此
外， 西南地区也已成为该公司的业务主要来
源地。 值得一提的是， 如能在重庆设立子公
司，这些骨干们甚至甘愿工资“打八折”。从中
牵线，促成的是“双赢”。
在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促进中心也有考
虑。孙韬透露，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上
半年，组织一些企业到苏浙皖等地对接，如南
京、无锡、绍兴等地，充分利用长三角的产业集
聚效应，形成跨地域产业链，“降低研发、物流
和销售等方面的成本”， 更好提升联动发展的
竞争优势。
位于南京的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在探
索围绕长江经济带开展多层次合作。 作为此
联盟的首届副理事长单位， 目前已经与联盟
成员单位重庆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共建
关系， 积极支持万州经开区发展。“在省内，
江宁经开区还与连云港经开区、淮阴经开区
等合作共建。” 江宁经开区管委会经济发展
局局长邵松林告诉记者， 与上海的合作方
面，除了上海总部外，上汽大众在江宁有全
国最大的基地，每年产能 36 万辆，这也是当
年“上南合作”的产物。回望上汽与南汽重组
的“上南合作”，已走过近 12 年。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 6 月 12 日，江宁经开区管委会还与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商会等签署长三角经济
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一个个新的合作，
值得期待……

导读

从临港打开通往全球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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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明月夜，踏歌彩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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