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实唯干 拼搏奋进 精准发力
松江区泗泾镇调结构抓转型，做实三智产业集群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吸引企业投资落户
在复工复产过程中， 如何帮助企业过好

“防疫关”：协调防疫物资、做好防疫预案？如何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 抓好招商引
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今年，松江区泗泾镇在“一手抓经济、一手
抓防疫”的基层实践中，给出了答案———营商
环境是关键：在积极协助企业复工中，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又吸引企业投
资落户。

日本母公司来中国子公司学习

位于泗泾镇望东中路 135 号的上海大造
气雾剂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工业用品气
雾剂代加工的日资企业。在疫情最为严峻的时
候，上海大造气雾剂有限公司根据泗泾镇相关
防疫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序推
进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正当公司的工作人员们
忙着为企业相关工作“重启”时，一条从日本母
公司传来的消息，让他们倍感意外。

原来，大造松江子公司的防疫制度得到了
其日本母公司的认可。为应对日本可能爆发的
疫情，母公司方面决定派专员学习借鉴，甚至
为此特意请来了翻译员， 为的就是 “一字不
差”。是什么样的一份防疫制度，才能让一向以
严谨著称的日本人决定“全本进口”呢？

2月 10日，按照上海市统一规定，大造公
司开始复工。然而，员工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却
是“看手机”。企业员工们在手机上看的不是别
的，正是由大造公司防疫工作小组，花费了数
周制作的防疫 PPT。这份量身定做的 PPT既参
考了世界 500强企业的防疫经验，又结合了泗
泾镇防疫工作经验与企业自身情况。 内容包
含：出勤防护知识、个人防护知识、居家防护知
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就医流程、法律责
任和当地政府要求等七大方面、近 50个小点。

“疫情之下， 传统制造企业要复工， 先要
‘防人’。” 上海大造公司相关负责人董建超表
示，疫情期间的损失只是暂时的，但是如果员
工的疫情防控把不好关，那就会造成更大的损
失。为此，上海大造还积极联系泗泾镇经济技
术发展公司分管网格长与各个居委会，充分了
解企业员工隔离情况，及时、主动与各级部门
建立良好沟通机制，做好疫情期间人员隔离办
法，保证每一个员工健康后方可上班。

上海大造防疫小组副组长王磊告诉记者，

当时，随着公司内三名日籍员工返沪，上海公
司方面也对其进行了居家隔离措施。这样严格

的要求，正是来自上海大造对本公司内所有人
员的细致管理。 公司将员工分为 “外省市人
员”、“本市人员”、“外籍人员”分类归档，确保
全员信息分门别类留册、在册。

“这些防疫工作经验， 都是我们在当地政
府指导下总结出来的。希望也能给日本企业一
点参考。” 上海大造气雾剂有限公司总经理周
鸣说，这次复工生产中，属地政府从防疫物资
到应急预案，在各个环节都给予了关心，显示
出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令人感慨。

“采购会”变成了“定亲会”

三月初，泗泾镇临时组织了一场防疫用品
集中采购会。得益于良好的营商环境，采购会
上发生了戏剧的一幕———消毒片供应商与泗
泾镇政府一见如故，直接决定将上海分公司落
户泗泾镇。于是，“采购会”变成了“定亲会”。

“其他方面都准备妥当了， 但防疫消毒用
品备货不够。”前些天，泗泾镇经发办陆续接到
工业园区企业求助，受各地物流影响和对防疫
用品需求激增的影响，不少中小企业的复工环
节卡在了购买防疫用品上。

“我这里有购买专业消毒片的正规渠道。”

企业群里的一条信息，让泗泾镇经济技术发展
公司总经理顾国平眼前一亮。发出信息的是上

海泰威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御霜，企
业落户在泗泾镇工业区。

胡御霜朋友经营的企业———艾伽盾科技（浙
江）有限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消毒防疫和室内空
气净化整体解决方案服务， 正巧有消毒片生产
线。 其生产的消毒片经稀释安全性可达到食品
级，一片用量可保证 40-50平方米空间一天的效
用，还可以结合加湿器使用，更适用于办公室、会
议、通道等区域。经过联系，对方表示还有库存，

可以从外地运送成品来沪。

此前，艾伽盾已先后往湖北地区捐赠了 1万
只 KN95口罩，2000套最高等级的防护服， 以及
20万片清氧媒消毒片等总价值达 300多万元的
防疫物品，显示出了企业社会责任。事不宜迟，顾
国平立即征询辖区企业意向， 并组织策划采购
会。第二天，采购会上共有 70多家企业，购买近 3

万片消毒片。

从前期沟通提交订单到现场取货有序发放，

整个过程不过 24小时。 艾伽盾公司负责人看到
了松江泗泾镇政府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心里有了
好感与信任。经过胡御霜的牵线搭桥，艾伽盾公
司当即表示，愿意在泗泾镇工业园区成立上海分
公司。

第二天一早，松江区市场监管局也“成人之
美”，迅速核发了艾伽盾上海分公司的营业执照，

体现松江区“店小二精神”。

外资企业增资 1000万美元用于扩大
再生产

7月初， 位于松江区泗泾镇的外企—吉泰电
阻器有限公司宣布增资 1000万美元用于扩大再
生产。在特殊时期，外企增资扩产，彰显了企业对
区域营商环境的认同和扎根松江区泗泾镇发展
的决心。

据了解， 上海吉泰电阻器有限公司增资
1000万美元主要用于投资扩建厂房和电阻器及
相关产品的研发。 该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销售
收入 2 亿元人民币。 项目建设期两年， 计划
2020 年第三季度开工建设，2021 年第二季度完
成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2021 年第四季度完成
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及试生产，2022 年底达到
设计生产能力。

上海吉泰电阻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德意合
资企业（德国吉诺，意大利泰力玛，上海克拉电
子），隶属于意大利泰力玛集团，是全球范围内大
功率电阻器领导者强强联合的结晶。

2003年 5月，上海吉泰电阻器有限公司在泗
泾镇开始起步，至今已有 17年的历史了。借助泰
力玛集团在全球分布的优势和泗泾镇卓越的营
商环境，上海吉泰电阻器有限公司的超大功率系
列电阻已通过 ISO9001、ISO14001、ISO/TS22163

(IRIS)、EN15085 等体系认证， 和 CE、CCS、BV、

DNV等产品认证。在国内西电东输、清洁能源、国
家电网等重大项目中都有上海吉泰电阻器有限
公司的身影。在城市轨道电阻器这个细分领域市
场内，上海吉泰电阻器有限公司更是占据了国内
近 60%的市场份额。

为什么疫情没影响企业在泗泾发展的信心
呢？“由于近几年来，公司的业务迅速增长，原有
的厂房已经不能满足扩产需求。为此，我们考察
了多个地方， 但最终还是决定在泗泾镇扩大再
生产。”上海吉泰电阻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阳表
示， 泗泾镇良好的的营商环境增强了企业的投
资信心。

对于泗泾镇的营商环境，上海吉泰电阻器有
限公司总经理秘书吴春丽有着亲身的体会。在办
理企业增资的过程中，泗泾镇政府指定专人与
吴春丽对接，提供精准政务服务，真正把服务
企业各项举措落实到位， 增强企业的感受度和
满意度。

“在泗泾镇政府的帮助下， 我们很快通过了
区市场监管局对于相关材料审核，并在提交材料
后，四天内拿到了相关证照。”吴春丽说。

要扩大再生产上海吉泰电阻器有限公司必
须在泗泾范围内寻觅到一块合适的地块。 为此，

泗泾镇指定专人对接企业，认真梳理，终于找到
了合适的地块。在项目准入审批的过程中，泗泾
镇政府还派专人协助上海吉泰电阻器有限公司
与区经委沟通。目前 27.5亩（18320平方米）项目
地块正在有条不紊办理前期相关手续。

“特殊时期，上海吉泰电阻器增资 1000万美
元用于扩大再生产，也从侧面体现了泗泾镇的营
商环境。目前，泗泾镇为重点企业设立了一对一
的‘店小二’服务专员，开辟服务直通车，为企业
从设立到成长、从发展到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提供
服务，确保企业提出的合理诉求能够及时、有效
得到解决。“泗泾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泗泾镇将抓
项目推进、抓问题解决，为大项目、好项目保驾护
航，向营商环境要发展动力。

照片均泗泾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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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间 60多年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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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从大到强，上海松江
电讯器材厂的“浴火重生”，也是泗泾镇发展的一个缩影。

现如今， 泗泾镇依托 G60这条贯穿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的“黄金大走廊”，推动区域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2019年，泗泾镇全镇实现税收总量 24.73亿元，同比增长
32.9%，完成年度计划的 126.5%；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6.79

亿元，同比增长 5.7%。

由于历史原因，泗泾镇在近些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中，

房地产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度一直居高不下， 而产业经济
的贡献比重相对薄弱。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
狂雨急时立得定，方见脚跟。当前经济稳增长态势严峻，

转型发展任务紧迫，面对发展房地产，使短期财税骤增的
“诱惑”，能否保持战略定力显得尤为重要。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泗泾镇秉持新发展理念，咬紧牙
关过“财政”上的苦日子，保持战略定力，将高质量发展落
实到土地高质量利用上，加强产业经济发展扶持力度。

2019年，泗泾镇高新技术企业增至 49家，较上年增
长 69%，引入手拉手汽车港、三旺通讯、红宝石食品等优
质产业项目。截至目前，已有 67 家科技创新型企业落户
泗泾，这些智能制造企业还逐渐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带动
上下游的相关企业纷纷落户。 科创驱动下的产业集群建
设成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今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大考，如何打赢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运行两场“战役”，继续逆势飞扬创造新奇迹？

日本母公司前来学习取经、 采购防疫物资促成招商引
资、外资企业增资扩产……这是疫情大考中，泗泾镇“一手
抓经济、一手抓防疫”，交出的亮眼成绩单。

回眸历史， 泗泾镇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与变革脉络清
晰可见，就是要通过唯实唯干、拼搏奋进精神，闯出一条转
型发展升级的新路。而今，泗泾镇把握危中之机，抓实区域
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三智产业集群建设，提升
经济结构健康度，打造以三智（智慧安防、智能制造、智联元
件）产业集群为引领的先进制造业重镇。

这条转型发展升级的新路围绕高质量发展， 聚焦科创
要素，以优化营商环境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以创新链产业链的完整性对冲全球产业变局的不确定性，

以制度供给的精准性对冲市场观望的不确定性， 全力打好
打赢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运行两场战役。

“栽好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以科创驱动更高质量发展。这不仅是泗泾镇对自己的要求，

更是对泗泾镇未来“智”造，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愿景。围绕企
业需求， 这些年来泗泾镇从园区基础设施硬环境以及企业
综合服务软环境两个方面，以“服务转型、服务创新、服务企
业、服务人才”的“四个服务”为引领，全方位打造泗泾工业
区的新形象，向营商环境要发展动力。

泗泾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疫情不改稳中向好的发
展趋势，泗泾镇将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以
G60 科创走廊建设为抓手，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抓
实以三智产业集群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 继续创造逆
势飞扬的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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