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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 70 年的发
展历程， 松江已经成
为全球科创中心重要承载
区、 高端制造业主阵地、长
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重要
平台。我们要做新时代充满
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
的不懈奋斗者。 唯实唯干、

拼搏奋进，不负松江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以“科创、

人文、生态”现代化松
江新画卷迎接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

1958年，一家名为上海电讯器材厂的镇
办集体企业， 在松江区泗泾镇建了起来。它
是当时松江区唯一一家电子信息产业类公
司，年产值仅 6.37万元。

2018年，松江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工业
产值已达 1652.7亿元，占全市电子信息产业
产值的 30?。

历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从大到
强，松江电子信息产业的“浴火重生”，也是
松江区从一个市郊农业大区，转型发展成为
长三角一体化壮阔蓝图上璀璨明珠的一个
缩影。

近三年来， 松江区新增市场主体 9.6万
家，年均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22%，全社会研
发投入强度从 3.58%上升到 4.6%?制造业税
收三年平均增速达到 31%， 总量净增 109.2

亿元， 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税收年均增幅
37%。 地区税收总量则连续跨上 400亿元、

500亿元台阶。

依靠一条 “黄金走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松江紧抓科创“牛鼻子”，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闯出一条转型发展的新
路，推动“松江制造”迈向“松江创造”，打造
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书
写拼搏奋进的新传奇。

起起伏伏中寻找转型发展新路

1958年 9月，上海电讯器材厂的工人们
把关帝庙改造成工厂，建厂的物资也全由他
们用手搬、小车推，一件件地转运进去。

转眼间 60年过去， 在岁月里历久弥新
的上海电讯器材厂有了凤凰涅槃般的变化：

主营电阻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 50%，2018

年营收 5.4亿元。

白手起家干事创业的这股子拼搏精神，

一直在松江人血脉中涌动。本世纪初，在进
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以广达集团等
为首的一批世界 500强企业落户松江，区域
产业经济发展迈上“快车道”。

然而， 松江第一波工业大发展到一定阶
段， 经济结构问题也日益凸显， 工业发展低
迷，税收甚至一度负增长。面对艰难而又复杂
的局面，松江全区上下都在思索如何破局。

总有一些时间节点能够嵌入历史记忆，

镌刻下熠熠生辉的金色坐标。2016 年 5 月，

松江提出建设 G60科创走廊，抓住科创这个
发展的“牛鼻子”，力争闯出一条转型发展的
新路。松江布局了以临港松江科技城为龙头
的 101平方公里“一廊九区”，集聚了松江区
90%的工业产值，占上海工业产值近 10%。

G60科创走廊规划方案的落地，无异于
是“二次创业”的冲锋号，重新点燃了松江干
部干事创业的激情。三年来，科创走廊名称
变更了三次：从最早的 G60上海松江科创走
廊到后来的沪嘉杭 G60科创走廊，再到现在
的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

不仅仅是名称变化。G60科创走廊让信
息、技术、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在其间川
流不息：上证 G60综合指数和战略新兴产业

成份指数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
服务 G60科创走廊基地”揭牌?科创板已受
理九城市企业上市申请 25 家， 占总数的
16.7%?ALD光伏工作母机、超硅半导体 300

毫米集成电路用晶体生长系统、生物节律紊
乱体细胞克隆猴模型等技术在行业内引起
巨大反响。

从园区小平台到黄金大走廊

1992年 7月，松江在上海市郊率先辟建
工业区， 以 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作为启动
资金，从零起步。

通过工业向园区集中，迅速形成产业要
素的集聚效应，松江工业区在短短 5年里发
展成为市郊规模最大、世界著名大企业及跨

国公司较为集中、形态开发和基础设施较完备
的工业开发区，带动了实体经济的腾飞。

回眸历史，松江实体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
与变革脉络清晰可见，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与
开放，以园区作为产业发展的平台，实现区域
产业要素集聚和自由流动。

近三年，松江人又以更博大的胸怀与气魄，

将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作为产业发展的平台和
主引擎，推动与长三角周边城市的分工合作，办
成了不少大事———上海松江，浙江嘉兴、湖州、

杭州、金华，江苏苏州，安徽宣城、芜湖、合肥，长
三角的九个城市（区）组建了全国首个跨省实体
化运作的一体化发展集群?九城市实现“一网通
办”?百亿级重大产业项目纷至沓来……

今年 5月底，G60科创走廊成立产业园区
联盟，着眼产业链创新链一体化的园区与园区

之间合作更加紧密。 目前两大园区在高端装
备、信息电子、新一代生物医药等行业合作中
取得了不少成绩，提升了各自的竞争力。

不少企业也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演绎出动
人的“双城记”“多城记”。比如，正泰电气开启
“三城”同步发展模式，实现了产业链、价值链
的最优配置： 在松江建设正泰启迪智电港，在
浙江嘉兴布局电气产业基地，在安徽合肥设立
制造设备基地。

松江同样受益匪浅。伴随着 G60科创走廊
名声鹊起，松江经济开发区通过长三角产业区
域合作及资源共享， 引进了国能新能源汽车、

超硅半导体、修正药业、海尔智谷、清华启迪、

正泰智电港、 瀚谋电子等百亿级重大项目，初
步形成了生物医药、新能源、集成电路等产业
集群，加快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一场大讨论确立发展新路径

三年前，一场关于土地指标如何利用的大
讨论，至今为松江干部们津津乐道。

当时， 科大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想找一块
300亩的工业用地作为产业基地， 但这在寸土
寸金的上海难度颇高。正当企业犹豫要不要整
体迁出上海时，松江通过减量化腾挪出土地指
标，将 300亩原准备作为商用开发的城市备用
地改为工业用地，于是有了这个 G60科创走廊
的标志性项目。

那个时间节点， 松江正处于转型发展的
“阵痛期”。最终，松江区还是秉持 G60 科创走
廊的发展要求，咬紧牙关过“财政”上的苦日
子，将高质量发展落实到土地高质量利用上。

这场转变思想观念的大讨论并没有随着
项目的尘埃落定而结束， 反而讨论得愈加热
烈，从科大智能公司的 300 亩土地利用，讨论
到产城融合示范区“九科绿洲”建设。

占地 26.62平方公里的“九科绿洲”地处松
江东北部，靠近市中心，发展空间早已到达天
花板，但通过“五违四必”生态环境整治，腾出
了足足 5700多亩土地。 这样一大块连片土地
该如何开发利用？

针对这个问题， 松江干部深入开展讨论。

区领导这样比喻：“这就好比‘公鸡’与‘母鸡’

的关系。房地产是‘公鸡’，只能一次性消费?实
体经济则是‘母鸡’，可持续‘下蛋’。”松江要以
土地要素供给为抓手， 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

实现经济“脱虚向实”，转型升级。松江干部又
一次形成共识，决定推进土地要素向先进制造
业倾斜，为“九科绿洲”绘制一张产城深度融
合、城市有机更新的新蓝图。

这场大讨论如同风向标，让人们看到松江
区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也看到了未来的发
展路径———从土地要素驱动发展转为科创要
素驱动发展。

目前，松江区工业固投已连续三年走在全
市前列，清华启迪一期、海尔智谷一期、正泰智
电港等一批重大项目基本建成，开启了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篇章，被国
务院评为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典型案例。

“松江制造”正大步迈向“松江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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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打造具有世界竞
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产
业集群， 书写拼搏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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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初心担使命，做新时代不懈奋斗者
松江区委书记 程向民 松江区区长 陈宇剑

松江是“上海之根、沪上之巅、浦江之
首、花园之城、大学之府、制造重镇、科创走
廊、旅游胜地”，经过 70年的发展历程，已经
成为全球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高端制造业
主阵地、 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重要平台，

松江在坚守初心使命中不懈奋斗，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发展传奇。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统领，深入贯彻总书记交给上海的三
项新的重大任务、五方面工作要求，按照市
委“一高地、三生态”定位，秉持新发展理念，

改革辟路、创新求实，唯实唯干、拼搏奋进，

高质量推进“一个目标、三大举措”战略布
局，建设“科创、人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

为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作出了松江担当。

以初心点燃创业激情，在改革辟路前行
上实现新突破。松江始终坚持服从服务国家

战略，全力打造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作为长
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依托
交通大通道，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加强合作，

持续有序推进 G60科创走廊建设， 呈现产业
集群集聚发展、科创要素自由流动、产融结合
高质量发展、产城融合协同发展等良好发展态
势。如今，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已从新发展理
念的基层生动实践，上升为长三角一体化国家
战略的重要平台。

以使命激励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建设，在
发展第一要务上干出新作为。松江秉持新发展
理念，着眼打响“上海制造”品牌，抓实先进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持“四个论英雄”导
向，向科创要动力、向规划要品质、向存量要空
间、向质量要效益。以创新链、产业链为纽带，

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6+X”先
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国家工业互联网基地等重
大平台相继设立，百亿级重大产业龙头项目集

聚落地，经济规模、结构、质量、速度稳中有进、

提质增效，地方财政收入三年接近翻一番。

以实干践行为民宗旨，在不断满足松江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上取得新进展。加快推进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全力做好乡村振兴
大文章，以“松江枢纽”为核心的“四网融合”综
合交通体系加快构建，58个旧街坊 283万平方
米整体改造全面完成，教育、卫生、养老等工作
品牌化发展，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始终坚
持文化自信和责任担当，打造“上海之根”江南
文化特色，广富林文化遗址一期核心区等建成
开放，上海科技影都大型高科技影视基地建设
持续推进。

事业靠人，人靠精神，精神靠理想信念。我
们要做新时代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
的不懈奋斗者。唯实唯干、拼搏奋进，不负松江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以“科创、人文、生态”

现代化松江新画卷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依靠一条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紧抓科创“牛鼻子”闯出一条转型升级之路

松江：锚定先进制造业绘就发展新蓝图
■本报记者 李成东

双轮驱动，“松江制造”迈向“松江创造”

佘山 “文博之府”有青山更有人文
上海独有的九峰十二山，赋予

了佘山特有的自然风光。 近年来，

佘山按照“回归自然、休闲度假”的
功能定位，规划佘山国家旅游度假
区核心区、 环天马山旅游体验区、

辰山生态体验区三大自然山林片
区， 构建松江九峰生态旅游体系，

为市民提供都市生活的栖息地。

保留自然痕迹，变“自然伤疤”

为 “网红景观”， 是佘山的创新之
举。 上海佘山世茂深坑洲际酒店、

上海辰山植物园矿坑花园、佘山国际高尔夫
俱乐部均是利用废弃矿坑，打造旅游地标和
城市名片。佘山世茂深坑洲际酒店，还是世
界上首个建造在废石坑内的自然生态酒店，

有“世界建筑奇迹”的美誉。

佘山不仅有青山绿水， 更有人文天地，

打造文旅融合的“文博之府”，广富林文化遗
址正吸引着无数游客前往开启“寻根之旅”。

九科绿洲 G60松江科创走廊龙头
现在的九科绿洲是名副其实

的“科创之谷、人文之芯、生态之
洲”。仅两年多时间，这片占地面
积 26.62 平方公里的厂居夹杂之
地，就变身为生态、生产、生活“三
生融合”新高地，基金如云、创新
主体如云、 互联网云全球科创基
地“三朵云”在松江“九科绿洲”花
开有声。

复旦科技园、修正药业、小米
生态链华东区总部等项目入驻，大
健康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八方来
聚，产业区与居住区就近配置，商务办公、科
技研发、展览展示、商业服务、文化娱乐、体
育休闲等“全面开花”……作为 G60 上海松

江科创走廊“一廊九区”的龙头，如今的“九
科绿洲”俨然是科创驱动“中国制造”迈向
“中国创造”的主战场，产城深度融合、城市
有机更新的光芒越发耀眼。

临港松江科技城 放飞梦想无边界
这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 作为

上海首个“区区合作，品牌联动”示
范基地，临港松江科技城从无到有，

正朝着“一座科技城、十家龙头、百
家高新、千亿产出”的目标，集聚打
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新动能。

这是一座放飞梦想的科技城。

谷歌 AdWords上海体验中心、阿里
巴巴创新中心等创新创业服务平
台接踵而至，累计用于创新创业孵
化面积超过 1.5万平方米。在这里，

一个梦想可以在众创空间的舞台上起飞，赢
得各类资本的关注乃至追捧?在这里，一个
活力四射的团队可以在对外交流的平台上

联通世界，赢在大洋彼岸?在这里，踏实勤奋
的高新企业，可以得到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
的产业、人才政策的全力支持。

浦江之首 “零公里”守住青山绿水
蜿蜒而来的斜塘江、 横潦泾、

圆泄泾在这里交汇。黄浦江的“零
公里”界碑，默默矗立于此。

2013 年秋，松江依托“浦江烟
渚”倾力打造的“浦江之首”水文化
展示馆项目正式落成。 如今漫步岛
上， 小巧而宁静的水文化公园景色
怡人?公园的尽头，一塔一堂交相辉
映，“塔”为“疏流利运”宝塔，面向黄
浦江，“堂”是“春申堂”，纪念古代春
申君黄歇凿浦之功。

历史典故的挖掘，平添了“浦江之首”的
文化厚度。而“浦江之首”所在地的石湖荡镇
东夏村发展家庭农场， 并借助地利优势，以

绿色为主线释放生态价值， 守住青山绿水，

先后获评“全国宜居村庄”“市美丽乡村示范
村”“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撰文：王梅 周丹丹 牛立超

九科绿洲

临港松江科技城双子楼。

“浦江之首”水文化展示馆。

广富林文化遗址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