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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嘉定近些年交出的经

济发展成绩单，地方财政收入增

幅等多项数据位居全市前列。

嘉定没有魔力，有的只是对

待转型的深思熟虑和果敢魄

力。转得早，转得好，造就了今

天嘉定的领先格局。

回望“十一五”以来嘉定的

转型之路, 核心的启示是嘉定能

够从结构转型、空间转型、功能

转型、效益转型4个方面加以突

破，走出了一条“产城融合，二三

产融合”的转型发展之路。这一

过程，是嘉定“敢为人先、善于取

舍、勇于创新”的生动演绎。

“

在嘉定新城（马陆镇），一个“壮士断腕”

的故事让这个过去的“工业名镇”再次吸引

众多眼球，上海首个成片淘汰的示范区域就

在这里。

东方慧谷上海文化信息产业园位于沪

嘉高速马陆匝道旁，园区占地近600亩。在

这一区域，曾经聚集了 107家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引进的集体或联营企业，多为小五

金、纺织、化工、印刷等行业企业，普遍存在

产值低、能耗高的问题，污染较为严重，周围

居民对此颇有怨言。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

示：这些企业年产值仅为 9.93亿元，年能耗

却达2.3万吨标煤，发展已进入“死胡同”。

“这片土地要转型，必须下狠劲。”镇经

济部门工作人员说。嘉定新城（马陆镇）最

终下定决心，对全部107家企业实施关停。

还有一个问题摆在眼前：淘汰之后干什

么？最终的方案是打造一个文化信息产业

园。文信企业偏爱市中心区，因为那里市场

成熟，要让它们心甘情愿地搬迁到“乡下”谈

何容易？“东方慧谷”总裁周其兵告诉记者，

“壮士断腕”不是“莽汉断臂”，“东方慧谷”在

软硬件方面都有创新。服务上，入驻的企业

可享受财政扶持、运营补贴、开办扶持、企业

购（租）房扶持等八大扶持政策。比如，齐家

网和东方财富网 2 家企业入驻后，获得了

200多万元的扶持款。

而在硬件方面，“东方慧谷”还在办公环

境上下功夫，打造出了集现代科技智慧与古

典江南美学于一体的“商务花园”。“这打破

了传统市区写字楼模式，是我们的一大优

势。”周其兵告诉记者。目前已有82家文信

企业入驻园区一期 12 万平方米的办公楼

内，销售额约19.6亿元，缴税1.8亿元。20万

平方米的二期建设也已在酝酿之中。

“壮士断腕”之后，又接上了更有力的新

臂膀。这样的故事在嘉定并非个例。“金沙

3131”前身是一个厂房经营仓储地，成为创

意园后去年税收已达4500万元。位于沪宜

公路边的“南翔智地”原来是一片旧厂房，如

今已经成为南翔镇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平

台……先破后立已经成为嘉定转型的经验

之一。最近几年，成片淘汰在马陆、南翔、江

桥等地区相继开展。与此同时，大批符合产

业发展导向的优质企业入驻，以文信产业为

例，去年的营业收入同比增加了40.9%。

“壮士断腕”先破后立
从繁华的陆家嘴到安静的嘉定工业区，

一年前杜晔的工作地点发生了重大改变，这

一度让她很纠结，一个紧随潮流的创意产业

离开了都市，真的还能生存？

杜晔供职的是从事汽车外形设计的麦

格纳，这家业内知名的公司放弃闹市区，选

择中广国际广告创意产业基地，100多名员

工几乎全部跟了过来。“虽然大家当时都不

太理解，但都相信公司的眼光。”杜晔说。

麦格纳的眼光显然不差，国内广告界的

翘楚梅高、上海最大的外包企业贝塔斯曼欧

唯特……目前，在中广基地注册的广告产业

链上的企业已达 1800余家，产值已经超过

了百亿元。

无中生有的中广基地，是嘉定转型路上

敢想敢为的最佳诠释。

当一整套成熟的规划一一展现时，国内

广告巨擘高峻被打动了；当一幢幢独具一格

的园区小楼竖立起来时，企业被打动了；当

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服务平台建立后，广告界

的诸多大腕都被打动了。“为什么公司要来

这里，现在我明白了，这里营造的蓝天与花

草的环境能让设计人静下心来。”杜晔说，

“而且公司的面积比原来大了 4倍，还有了

自己的样车试制车间。”用中广基地项目总

监孙永泉的话说，在这里，无论企业的规模

是大是小，基地都会像朋友一样悉心呵护。

曾经和杜晔一样纠结的还有葛晨，他所

在的矢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去年同样离

开了市中心区，来到南翔，“来之前，除了古

猗园和小笼包，对南翔一无所知。”

停下所有的工业项目，转而发展中央商

务区，南翔在异想天开？该镇党委书记严菊

明不这么看：“从小城镇发展模式向城市功

能转变，这是南翔的必经之路，从人文环境、

交通区位、商务成本等众多方面来看，南翔

打造中央商务区有优势。”

转型的阵痛，感受最真切的莫过于蓝天

经济城，几年间注册在“蓝天”的诸多企业遭

到淘汰，流失税收近七千万元。彼时还忧心

忡忡的蓝天老总裴家文如今却喜笑颜开，蓝

天打造的商务大楼年税收已达1.5亿元。南

翔镇上一座座总部大楼同时拔地而起，未来

将达到30幢。

“没有什么做不到，关键要有去实践的

魄力。”裴家文说。

敢想敢为“无中生有”

在嘉定工业区汇源路边，是

占地12万平方米的山特维克新工

厂，作为一家产值超过 40亿元的

大型工厂，山特维克5年来的强势

发展令人赞叹。

山特维克的壮大是近年来嘉

定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实现新

项目引进一批、在地项目增资一

批、重点项目开工一批，从“提前

转型，储备项目”到“厚积薄发，逆

势而上”，嘉定走出了一条属于自

己的转型新路。

2008年11月20日，以瑞典的

山特维克领衔的52个重大项目落

户嘉定工业区，其中外资38家，内

资 14家，总投资近 96亿元。在金

融风暴肆虐的大背景下，如此多

的重大项目“抱团”落户颇出人意

料。

时任山特维克中国区总裁的

林德弘说：“危机之下外资企业对

中国市场仍有信心，尽管受到世

界经济整体形势的影响，但从长

远来看，中国作为最具活力市场

的事实不会受到影响。”彼时，山

特维克投资9980万美元建设新工

厂，占地面积是旧厂房的 7倍，每

年可供应3000多套矿山工程机械

设备。随后，山特维克又在嘉定

打造了一座世界级规模的矿山工

程机械装配中心，成为集团在全

球最大的装配中心之一。

事实证明，这一批重大项目

对于面临转型发展的嘉定来说，

无疑是一针“强心剂”。目前，这

52个重点项目已有一批投产，其

中曼胡默尔去年 1至 11月实现税

收近 1.4亿元，新蛋全年收入突破

50亿元。这些项目成为拉动经济

发展的强劲动力。今年内，大众

动力三期、上汽变速器、本特勒、

春源光电等一批重点项目都将竣

工投产。

嘉定工业区党工委书记郁建

华表示：“近几年来众多项目上马

为嘉定提供了后劲，在经济形势

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未雨绸缪储

备优质项目让我们尝到了甜头。”

未雨绸缪厚积薄发

当 下 ，上 海 最 紧 缺 的 是 什

么？当然是土地。轨交站点旁价

值 1000—1500万元/亩的土地，仅

仅标价四五十万元出让。这样的

“亏本买卖”不是谁都愿意做的，

然而，嘉定就这么做了。

转型总有阵痛，阵痛期的长

短，对待取舍的态度至关重要。

发展过程中，嘉定不惜牺牲眼前

利益，把具有成长潜力、符合产业

导向的项目引进来重点培育。取

与舍之间，足见嘉定的眼光。

去年8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园奠基，未

来这里将成为汽车电子、云计算、

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国家级集聚

平台。该产业基地的奠基，意味

着曾经搬出嘉定的中电科第32研

究所总部，带着更新的科技、更大

的项目回归。至此所有搬离嘉定

的科研院所总部全部回归。科研

院所的扎堆，使得菊园新区的产

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拿中电科软件园来说，2015年

将达到100亿元产值的规模，而去

年菊园新区全年的税收才只有10
亿元。“我们已经出让给 5家科研

院所近 400亩土地，并预留了 600
亩土地。”菊园新区党工委书记袁

航表示，“这些土地如果用于房地

产开发，来钱会非常快，可只是一

锤子买卖，不长远。”

目前，嘉定集聚了“十一所一

中心二基地”。在科研“头脑”的

引领下，嘉定已形成先人一步的

研发优势。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中，5个领域均有大项目在嘉

定落地。上海市新能源汽车及零

部件产业基地、上海物联网中心、

钠硫储能电池……个个都是叫得

响的“明星”项目。

有人说科研院所光有成果没

有产业，只“发光”却不“发热”。

对此，袁航回应道：“通过几年的

培育，成效已经明显，正因为那么

多科研院所的落地，近年来菊园

新区吸引了近千家科技企业落

户，尤其在物联网领域，去年已有

近600万元的税收，而这才刚刚起

步。”袁航向记者描绘了一幅未来

菊园的场景：几年后的平城路一

带，一座座科技产业大楼依次排

开，伴随着深度城市化的进程，菊

园将成为上海的“硅谷”。

取舍之间眼界高远

在转型过程中，为企业提供

良好的发展环境至关重要。

嘉定自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以来，企业办理行政审批项目

所需的时间明显缩短，产业项目

落地行政审批平均缩时66%。

“行政审批涉及的部门多、事

项多，有的审批牵扯一二十个部

门。”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杜文

明说。记者翻看一个工程项目审

批材料发现，这个工程竣工验收

审批要牵扯 12个部门、18个审批

事项。如此繁琐的手续，多久才

能办完？“1个窗口和 1个服务指

南就可以搞定。”杜文明笑着说。

为提高效率发挥重要作用的

是“并联审批窗口”，它实现了“一

口受理”，相关部门可同步审批。

现在企业办理相关证照时，只需

在并联审批窗口递交材料，“窗

口”就会将材料分发给相关部门，

等审批完成后，企业再去“窗口”

领取相关证照即可，免去了以往

在各部门之间往返奔波之苦。“并

联审批窗口可实现同时办理多个

手续，如果所有资料符合条件，企

业只需要跑2次，一次送资料一次

取资料。”杜文明说。而在以前，

企业需要拿着资料“挨家挨户”办

理，耗时又费力。从提交申请材

料到拿到证件，上海邑高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只用了5天，企业负责

人直呼没想到：“从没体验过政府

这么快的办事效率。”

目前，网上并联审批已扩大

到 10个审批部门共 14个审批事

项，新增内资企业并联审批涉及

事项已全部纳入。截至去年 12

月，并联审批共受理 13010件，办

结12965件，办结率为99.65%。

面对转型，政府部门主动作

为，这是嘉定转型的又一个重要

启示。

为助推企业上市，嘉定在全

市最早成立上市企业俱乐部，会

员包括已上市企业和完成股改的

拟上市企业。目前，嘉定已经有

上市企业 7家，新三板、股交中心

挂牌企业4家，进入上市通道的各

类企业200多家。针对不同类型、

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

嘉定为企业搭建平台，最近2年的

科博会上，超过200个科技项目实

对接现。去年，嘉定正式启动了

创业创新大孵化器发展战略，这

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

将在嘉定茁壮成长。

主动作为保障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