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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镇工业初露峥嵘到“东方美谷”横空出世 从建设滨海新城到打造“一朝梦回五千年”意象

奉贤：放眼未来，发力打造南上海中心
■本报记者 杜晨薇

扫二维码看
“遇见上海·奉贤”

奉贤：“未来空间”目标梦想渐成真

回首奉贤走过的 70 年
历程， 许多目标和梦
想， 都在这片土地上
接连实现了： 从乡镇
工业初露峥嵘到 “东
方美谷”转型发展；从
建设滨海新城到打造
“十字水街、 田字绿
廊” 南上海中心城市
意象等等……风物长
宜放眼量， 奉贤今天
对未来的期许， 将在
明天成为现实

 立足 “四个放
在”、 拥抱 “三大机
遇”，以“不尝试荒谬、不成
就非凡”的勇气，创造“变不
可能为可能”的奇迹，书写
新时代奉贤发展传奇。融入
自贸区新片区，实现“东方
美谷+未来空间” 双引擎驱
动，和新片区共成长、大树
底下善作为， 打造继
“东方美谷”之后又一
新名片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挂牌后的第五
天，奉贤精选出 18名年轻干部，奔赴毗邻临
港地区的奉贤区四团镇，共同组建了一个特
殊的办公室 。 它叫 “未来空间 ” （Future

Space）推进办，标识是字母“FS”。区领导解
释，F 像一个奔跑姿态的人，S 是脚下的路，

寓意奉贤要参照“创业公司”的速度和强度，

在加紧服务自贸区新片区的过程中，塑造一
个全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未来空间”。

在这里， 所有的一切都是面向未来的：

聚焦 5G通讯、人工智能、物联网、新能源汽
车这些未来世界的高价值产业；以奉贤新城、

临港奉贤园区、 四团镇等颇具开发空间的未
来城市坐标为轴线； 起用年龄不超过 35岁，

兼具经济金融、产业规划、城市建设等专业背
景，有能力面向未来挑战的高学历人才。

人们或许会疑惑，未来，太远了。可回首
奉贤走过的 70年历程却发现， 许多当时定
位未来的目标和梦想，却在这片土地上接连
实现了：从乡镇工业初露峥嵘到“中国化妆
品产业之都”———“东方美谷” 转型发展；从
建设滨海新城到打造“十字水街、田字绿廊”

南上海中心城市意象等等……风物长宜放
眼量，奉贤今天对未来的期许，将在明天成
为现实。

产业做减法，培育一枝独秀
“东方美谷”是什么？今天，很少有人再

这样发问了。奉贤区经委党委书记徐建龙告
诉记者， 这些年他接待过的企业数不胜数。

从最初总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直到今天，

90%的企业提问变成“怎么才能入驻东方美
谷？”

从鲜为人知的概念，到市场青睐的产业
品牌，奉贤仅用 4年时间。然而回首过往，奉
贤的产业发展之路并非始终这样顺利，也曾
在选择中迷茫过。上世纪 80年代，奉贤乡镇
工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但很快也暴露了弊
端：乡镇工业存在布局分散、规模小；产品以
加工型为主、技术含量低；设备陈旧，技术老
化， 效益不高等问题。 到上世纪 90年代后
期，奉贤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转折的关口。

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就在这时应运
而生。此后，以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为代

表的一批园区面世，奉贤将触角伸向各类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遍地开花。

到 2015年， 一批精细化工企业和生物
医药企业开始在万花丛中崭露头角，并形成
一定规模的集聚效应。彼时，奉贤区领导认
为，“发展要有新的理念， 不仅是产业的发
展，更要把产业品牌变成文化品牌、城市品
牌”。 立足当时 “化妆品企业数量占全市
25%、化妆品生产销售总量占全市比重超过
40%”的产业起点，“东方美谷”这一区域产
业品牌横空出世，奉贤也终于找到适合自身
发展的产业方向。

2017年，东方美谷凭借产业集聚效应成
功荣获全国唯一的 “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

称号。今年 1—6月，东方美谷实现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 168.1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3.09亿元，同比增长 64.9%。大批优质项目

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以超预期的速度生根
发芽。如今，全球近 1/10的化妆品企业已经
落户奉贤。

不久前，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正式挂
牌。紧跟新形势，奉贤全面实施“东方美谷+

未来空间”双引擎驱动战略，着力将“未来空
间” 打造成世界级前沿产业集群的新载体。

奉贤表明，要以奉贤新城、临港奉贤园区、四
团镇等为发展轴线， 引进 5G通讯、 人工智
能、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等高价值产业，创设
一批“未来+”前沿应用场景，促进“生产、生
活、生态”融合发展。

新城做加法，留下城市肌理
“奉贤新城”四个字，最近一次迎来高光

时刻，是在去年底。轨交 5号线南延伸段，在

奉贤人民 20年翘首期盼下终于通车， 从莘庄
站起，首次跨过黄浦江，开向终点“奉贤新城”。

这次通车， 被奉贤人称作是圆了一个
“梦”。 倒并非当地的出行有多依赖这条通道。

1995年奉浦大桥通车，2010年闵浦二桥建成，

再到去年虹梅南路越江隧道启用，浦江南岸的
奉贤，早已成为南上海重要的交通枢纽。但轨
交 5号线依然被看作奉贤的“生命线”，人们期
待着，过去 70年奉贤大地上铺开的画卷，能通
过它，让世界分享。

奉贤新城是有厚度的。一位上海籍作家曾
说， 如果要在上海找邓丽君的歌曲 《小城故
事》的感觉，就只有去体验奉贤南桥的夜晚。

4.7 平方公里的中央林地，2.5 平方公里的金
海湖，奉贤之根“南桥源”留下的多处百年遗
迹等等，为这座小城留下不一样的层理结构，

规划专家甚至看出， 奉贤新城是上海唯一一

座正南正北的“方城”。可要想用好这些天然
的城市肌理，并不容易。

从 2013年起就上任奉贤新城公司董事长
的张琪说，奉贤花了 10年时间打造城市“识别
性”， 到今天，“我们大概完成了新城总建设任
务的 50%，后 10 年甚至 15 年，我们还要围绕
这个目标去做———那就是打造出 ‘十字水街、

田字绿廊，九宫格里看天下，一朝梦回五千年’

的南上海中心城市意象。”

借由“方城”的地域格局和十字交叉贯穿
新城中心的两条水道，奉贤创造性地提出了这
一指导未来十余年新城建设的文化特征，并持
续践行着：至少在过去 5 年里，奉贤有了高水
平建设的老年大学、第二福利院、行政学院，有
了最美湖畔的城市博物馆，有了全国唯一森林
剧场———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 中央林地、金
海湖，两大生态景观项目几乎占据了近 8平方

公里的新城建设面积。 这在惜土如金的上海，

无疑是种 “奢侈”。“但我们宁可牺牲一点经济
价值，也要保留它的原生态，因为这些市民可
以感受的城市功能、气息，将来才是无价的。”

奉贤区领导认为。

乡村做乘法，盘活资源禀赋
一面是国际范新城，另一面的奉贤，则是

600多平方公里的乡野大地。

改革开放初期，广袤的奉贤乡村在乡镇工
业带动下逐步脱离闭塞， 村里有了水泥路，农
民得以温饱。然而到上世纪 90年代，却又一次
发生转折———一些村办企业因种种原因关停
后，有的村一夜回到从前，杨王村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

穷则思变，通过首创村办经济园区，杨王
村逐步引入数十家，乃至上百家企业。新世纪
来临前，杨王村已然脱掉贫困的帽子，老百姓
住上了别墅型安居房，家风家训成为村域精神
文明的新传承，甚至产生了全国影响力。

2016年，奉贤提出“一产业、一庄园、一总
部”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即通过“三块地”（农用
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改革，盘活乡村
资源，引入工商资本。位于奉贤东部的吴房村
就做了这件事。花了一年时间，吴房村完成了
整体改造， 通过田园景观规划和风貌设计引
导，先对古宅、古桥、古牌坊等历史文化古迹资
源进行梳理，修旧如旧；再把江南水乡元素和
海派民居特色融入整体风貌管控之中，一点点
刻画出绿田粉墙黛瓦、曲径回廊古木、小桥流
水人家的江南水乡桃花村。

紧接着，通过租赁 61户村民闲置宅基地，

再转租给企业办公，吴房村摇身一变成了村民
与市场主体混居的乡村产业园。税金加租金的
高收益，也让宅基地成了老百姓的“金饭碗”。

原先散落在村民手中的 700亩农用地，也一并
回租，下一步将大力发展黄桃的集约化种植。

“我们的乡村要富裕起来。”奉贤区领导表
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农村是否产业兴旺，农
民是否生活富裕， 都是检验政府是否治理有
效的“黄金标准”。“让生活在农村的人，既留
得住乡愁，又看得见发展。让农村老百姓真正
享受与城市一样品质的生活， 是我们永恒的
奋斗目标。”

东方美谷 释放美丽健康产业光芒
东方美谷核心区地处

奉贤中部， 占地面积 18.49

平方公里。其中产业板块面
积 5.95平方公里，交通条件
优越———北起大叶公路、南
至东方美谷大道金齐路，西
起 S4高速公路、 东至金海
公路，1.5 小时交通圈覆盖
长三角大部分主要城市。

核心区重点发展美丽
健康产业、 生产性服务业、

跨界产业等高附加值、高发
展潜力、 高技术含量产业，

并与周边的产业、生活板块
共同形成“产城融合”发展
带。区内先后开设东方美谷研究院、奉贤（东
方美谷）商标受理窗口，以及承担行政审批
功能的区行政服务中心东方美谷分中心。

到目前为止，核心区内已经集聚了一批
美丽健康龙头企业和漕河泾南桥园区、上海
石油化工交易中心等一批生产性服务业知

名企业。围绕东方美谷，园区还在集中打造
美容整形医院、互联网医疗疾控中心、养老
及托养中心、“国际生态健康智慧城” 等。未
来，园区还将拓展节能环保、健康美丽等产
业平台，使“东方美谷”美丽健康产业聚集效
应进一步放大。

创造新时代“奉贤美、奉贤强”新传奇
奉贤区委书记 庄木弟 奉贤区区长 郭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四个放在”、

拥抱“三大机遇”，以“不尝试荒谬、不成就非
凡”的勇气，穷尽已知、开拓未知，创造“变不
可能为可能”的奇迹，书写新时代奉贤发展
传奇。

坚持 “三减三增”， 实现高质量绿色发
展。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落实“四个论英雄”，

减量增效、减人增智、减排增绿，壮士断腕、

重整山河，持续推进“五违四必”整治，坚决
淘汰落后产能，把“碎片”缝合成“彩带”，建
设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力区，培育引进“领
军人物、领袖企业、领航产业”，不断提高经
济密度，催生发展加速度。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十年磨一剑的决
心争创国家生态园林城区，开展“水天一色”

工程，听锦鲤说话、让飞鸟代言，让奉贤成为

“树的世界、花的海洋、鸟的天堂、云的故乡、人
的乐园”。

推动城乡融合，实现一样的品质、不一样
的感觉。瞄准“上海南部中心城市”目标，精心
打造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国妇婴奉贤
院区、 城市博物馆等一批城市新地标， 构建
“十字水街、田字绿廊，九宫格里看天下，一朝
梦回五千年”的独特城市意象。打造“一庄园
一总部、一公园一总部、一庭院一总部”，推进
农民集中居住、集体物业“两个百万”工程，实
施农民经营性、资产性收入“倍增计划”和农
民富脑袋、富口袋“双富工程”。加大城乡社会
事业投入， 建设南上海品质教育区、 健康奉
贤，繁荣群众性文体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

培育“贤、美”文化，实现从“唯一”到“唯
美”。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区建设成果，开展
全域“美育工程”。传承“好家训、好家风”，打

造新时代“书香门第”。开展“圆梦行动”，不让
一个群众在全面小康路上掉队。 开创全民美
育风尚，让一个个“美丽约定”变成现实。凸显
“贤、美”文化的宏大吸引力和传承度，实现历
史与现代对话、古朴与时尚握手、科技与艺术
融合。

融入自贸区新片区，实现“东方美谷+未来
空间”双引擎驱动。擦亮“东方美谷”品牌，以美
丽健康为底色，聚焦食品、药品、化妆品，建设
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上海大健康产业核心承
载区。打造南上海“未来空间”，多元多点多极
发力，聚焦科技、文化、绿色等重点产业，聚焦
5G 通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发展方向，构建
自贸区新片区联动的新高地、长三角协同发展
的新舞台、 世界级前沿产业集群的新载体、南
上海“三生融合”的新样式，和新片区共成长、

大树底下善作为，借船出海、换道超车，打造继
“东方美谷”之后又一新名片。

百村创业园 托起经济薄弱村未来
位于奉贤区望园路两

侧的三期“百村创业园”，建
筑面积 14.2万平方米，入驻
各类新兴产业企业 2300 多
家，累计纳税 14.5亿元。

为了用扶贫政策和市场
化结合的方式帮扶奉贤经济
薄弱村，奉贤“百村计划”应
运而生，2013年 9月 28日，

全区 100个经济薄弱村共同
出资成立了上海百村实业有
限公司，启动了首个名为“百
村创业园”的项目。

过去 5年，创业园产生
的所有物业收入和入户企
业纳税的可支配财力，全部变成这 100个村
的帮扶资金， 累计 3.2亿元。 到 2017年底，

100个经济薄弱村全部脱贫。

作为“百村”模式在奉贤区的升级和创
新，2018年 7月 13日，奉贤在原有“百村”公
司基础上， 成立上海百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搭建了一个覆盖全区 176个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的更大平台，形成了奉贤农村造血机
制的 2.0版本。同年 11月，上海百村富民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也成立了，进一步打响奉贤
乡村振兴“百村”品牌，成为新一轮市级帮扶
资金的承载平台。

“上海之鱼” 让全民享受水绿之美
“上海之鱼”是上海奉贤

新城的核心景观湖，占地 8.74

平方公里，是上海面积最大的
人工湖。作为奉贤新城规划中
的最大亮点，以及奉贤的“城
市大客厅”、开放空间，可以
让所有人都参与在其中，享
受它的水绿之美。

“上海之鱼”的灵感来
自中国人对“鱼”的美好寓
意，也源于这个地方原先的
地名“龙潭村”。早在 13 年
前，“上海之鱼”所在地还是
一片黄土外露、空荡荡的荒
地， 设计师拉瑞·奚伯斯在
实地考察以后，以大地雕塑的手法，开凿金
鱼造型的金海湖， 并以优美曲折的湖岸线，

勾勒形成不同区域的功能，在此基础上打造
了这个面向未来的标志性城市设施。

13年后的今天，“上海之鱼”就这样跃于
金海湖核心景观湖之上。目前，以金海湖为

主体，“上海之鱼”已呈现出“一心、三射、四
片区”的规划格局，即：一个由鱼形湖面及环
湖公共绿地组成的生态核心， 三条指向湖
心、视觉通透的景观通廊，以及分别位于西
部、北部、南部、东部的商业办公区、公共活
动区、高端住宅区和城市主题公园。

东方美谷核心区。

以金海湖为核心的上海之鱼。

百村创业园。

撰文 孙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