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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科创中心、长

三角路演中心等一系列项

目的落地，让枫泾成为万

人瞩目的焦点，2020年，乐

高乐园正式签约落地枫

泾，再次将枫泾推上流量

风口。金山地处上海的西

南，枫泾又是金山的最北

部，借着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东风，一下子从边缘

走向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中心位置。未来，金山

将借势长三角一体化、“四

大更新”等战略，站在“桥

头堡”最前端。

地跨上海金山枫泾与

浙江平湖新埭交界处的张

江长三角科技城，是国内首

个跨省市一体化开发的产

业园区，总规划面积 87 平

方公里，平湖境内 45 平方

公里，枫泾境内 42 平方公

里。落户于张江长三角科

技城的德耐尔公司是一家

集研发、制造于一体的高新

技术企业，主营业务包括节

能科技、空气压缩机和气体

后处理设备领域的技术开

发，落户当年，产值就达到

近3亿元。去年，德耐尔公

司还接到西门子公司近千

万元的大订单。

然而，两年前，企业因

租赁厂房的条件影响，发

展受到阻碍。在得知企业

有厂房扩建的需求后，长

三角科技城的工作人员主

动服务上门。最终，德耐

尔工厂扩建项目选址在科

技城平湖园，研发总部则

选址在金山枫泾园。

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落

户枫泾的企业，既能享受到上海在资源方面的

优势，又可以享受到浙江在土地和劳动力方面

的双重红利，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融合发展。

据统计，枫泾 2020 年完成招商引资签约额

32.49亿元。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阿里巴巴飞

天园区、中经云智慧科技园等重大项目相继签

约，华平金山智慧产业园一期项目开工建设，完

成工程量的 40%，临港枫泾先进制造业基地二

期项目已领取产证、三期项目即将竣工验收，宝

柏科技、精科智能等产业项目也相继落地。

2018年以来，张江长三角科技城完成概念方

案编制、长三角路演中心建成试运营、长三角现代

农业园区加快打造、长三角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成

功举办、率先试点跨省医保实时结算持续推进……

一系列联动发展行动悄然展开，党建、交通、医疗等

各领域都在发生令人欣喜的新变化。

去年 12月 28日，长三角一体化省际互联互

通项目姚杨公路——叶新公路通车暨西塘——

枫泾毗邻公交首发仪式举行。至此，这条西起

浙江省嘉善县丁枫公路，东至上海规划 324 省

道（叶新公路延伸段），全长 4.33 公里的跨省道

路正式通车。

第一批体验乘坐的嘉善市民先后登上氢燃

料公交车，前往枫泾古镇游玩。家住姚庄镇的沈

金鑫兴奋地表示，道路通车后，原先30分钟的车

程被缩短至3分钟，大大节约出行时间与成本。

枫泾镇地处三省五市交汇，沪杭铁路、沪杭

高速公路、320 国道、申嘉湖高速、A7 高速途经

境内。作为长三角一小时交通圈的圆心，这里

是金山打造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桥头堡”

中的最前站。省际间“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解

决了，方便的不仅是金山、嘉善两地超 130万常

住人口，枫泾、西塘两大古镇景区近 1300 万游

客也将从中受益，两地在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

流融合也愈加畅通。

全球最大乐高乐园签约落户枫泾镇，就是

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满足乐高主题乐园“空

间上要离市中心远，但时间上要离市中心近”的

选址条件。在乐高启动入驻中国的计划之初，

曾做过几年的选址考察，枫泾因其重要的区位、

便利的交通、深厚的文化底蕴、宜居宜业的环

境，顺利进入“海选”初赛，而促使乐高乐园度假

区最终落子的，则是枫泾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

和不可限量的未来。

目前，金嘉已连通公交化省际客运班线 1
条、毗邻公交线路 8 条。持续巩固和深化平安

边界“十联机制”。区交通委副主任沈炜表示，

未来，枫泾将开启一体化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

新模式。加快首批叶新公路、兴豪路、朱吕公路

断头路建设，有序推进第二批省界断头路方案

研究，包括G320枫泾段改扩建、G228出省段新

建、善新公路新建、枫美路改扩建。

“如今，枫泾无论在产业发展、古镇建设、社区

发展和乡村振兴方面，都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候选人，枫泾镇党委书记

张斌表示，在他看来，枫泾近年来的发展，都离不

开古镇更新、产业更新、社区更新和乡村更新。

枫泾镇新枫路上原派出所和税务所的办公

场实现合并，原税务所办公场地“腾笼换鸟”后，

华丽转变为枫泾主入口处的特色民宿。据悉，

未来两年内，枫泾民宿预计将达到 100间客房，

使游客来枫泾从观光游变为休闲度假体验游，

从古镇游转为全域游，由此实现一日游向二日

游转变。

由三百园改建而成的山麓精品民宿，开放

不到两年的丁聪美术馆……“破旧立新”在枫泾

随处可见，2017 年起，枫泾镇吸引各类投资超

过 200 亿元，完成 30 多项基础类、功能类、产业

类项目建设，正是这些重点项目的实施，助力枫

泾特色小城镇不断更新，也为枫泾小城镇建设

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 王巧月

在上海成英草莓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包装

间里，负责人兼“草莓盟主”盛成正在打包今

天的“联盟”订单。一颗颗大小匀称，果香扑

鼻，刚从大棚里采下的新鲜草莓被统一装进

包装盒，贴上快递单号，送往各个买家的手

里。就是这一颗颗红色果实带来了“致富

经”，而受益的不光是盛成，还有许多金山草

莓农户们。

近年来，我区一直不断推进草莓产业发

展，立志把金山草莓打造成当地的农业品牌和

农民致富新的经济增长点，2011年“鑫品美”草

莓品牌应运而生。去年 12月 7日，为金山草莓

更好地抱团闯市场，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区

农业科技教育信息中心、区农联会联合 24 家

草莓种植合作社，组建了“金山鑫品美草莓产

业联盟”，为草莓的销售拓宽渠道，带领农户统

一发展。

这精挑细选的 24 家草莓种植合作社采取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销合作模式，通过统

一品种、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品牌、统一包装、

统一价格、统一销售方式，保证产品品质，树立

“鑫品美”草莓品牌形象。

想要“草莓联盟”走得远、走得好，就要从

“量”保证到“质”。产量太大、品质不高，会造

成草莓售价不高，挣钱难是多年来金山草莓种

植户们普遍反映的问题，草莓的“质量”也就成

了重中之重。一颗草莓从生长到上市，大概需

要五六十天，最少要经过 30多次检查，以确保

草莓的品质。只有品控严把关，草莓品质得到

保证，才能真正让“鑫品美”闯出去。

盛成说：“在监管生产上，区农技中心统一

配送农药，采用物理防控，在病虫害防治方面

严格把关，使用生物有机肥代替化肥，使得草

莓种植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升。”区农委还会

组织农业技术人员下乡指导，让草莓在品质上

真正实现绿色、安全。

同时，为控制每份订单的品质，打包时，必

须保证每颗草莓的重量都不低于 25 克，甜度

不低于 13 度，外观呈圆锥形，不空心，生物农

药的安全间隔期达到 14 天，每盒草莓都必须

贴上可追溯二维码，让市民了解草莓详细的田

间档案记录……而这些都已成为“鑫品美”草

莓的“标配”，草莓的“质优”夯实了联盟的根

基，市民们吃得安心、放心，也使得刚成立的

“草莓联盟”有了稳定的客户，更多上海市民知

道了金山“鑫品美”草莓。

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农户纷纷把

草莓的销售渠道转到线上。“草莓联盟”也看

到了线上销售的巨大潜力，决定着重把销售

的重心从线下零售转移到线上电商，一并创

建“鑫品美农产品”微信公众号和“鑫品美农

产品”微信小程序，还推出提货礼券，结合小

程序线上线下提货，同时借助媒体图文、视

频、微信“金山味道”视频号等进行多渠道宣

传推广，为金山“鑫品

美”草莓的销售拓宽渠

道，打响名气。

但我区大多数草莓

种植户年龄偏大，对于

新零售、供应链和电商

方面都不熟悉。因此，

作为青年创业者，盛成

便承担了“联盟”中的

销售拓展和维护工作，

除 了 草 莓 采 摘 、送 货

外，他还负责线上商城

订单的分发、流转和记

账等，将草莓线上销售

的订单共享给“联盟”

中的其他草莓种植户。

如今，正是草莓上

市的季节，每天“草莓联

盟”的线上订单就有七

八十单，采摘草莓、挑选

草莓、打包草莓成了盛

成每天必不可少的任

务，忙并快乐着的他表

示：“我们的草莓被圈内

认可，线上订单的增加，

也让我们更有信心。”

现在，“鑫品美”线

上零售价在五十多元一

斤，去除所有的成本、包

装、快递费用后，实际上

到农户手里的价钱可以

达到 28或 30元一斤，这

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户

的增收，使“鑫品美”成

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把

“金钥匙”，而带给农户

们稳定的收入就是“草

莓联盟”成立的初衷。

同样地，抱团闯市

场也解决了之前小户无

法对接大平台的困难。

目前，“草莓联盟”已成

功与叮咚买菜、诚实果品、呈祥果业等平台合

作，同时还积极与盒马等平台对接，努力稳定

住草莓节前节后的价格，保障农户们的收支平

衡。

纵观金山近十年的草莓产业发展，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在草莓产业面对各种困难挑战

的时候，区农委带领广大农户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成立品牌“鑫品美”，组建“金山鑫品美

草莓产业联盟”，打响金山草莓的名气，让草莓

真正变成金山农民的“致富果”，“草莓联盟”也

不断指引农户在致富道路能越走越远。

记者 杨惠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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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作为全市首批 26个特色产业园区之

一的“上海湾区生物医药港”正式授牌，规划面

积 7.74 平方公里，主要包括金山工业区和金山

第二工业区两个基地，未来五年内可推出可用

土地3400亩，厂房40万平方米。

今年两会，在湾区药港基础上提出的“一

城”——上海湾区健康医学城，正在布局之中。

根据规划，未来五年内，湾区药港可以推出

3400亩可用土地，产业空间充足。

“标准厂房”实现“拎包入住”
去年 12月，上海青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 3000 万人份疫苗产业化项目在金山工业区

启动，开启金山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疫苗研发生

产领域的新篇章。

早在 2017 年 4 月，深圳市朗润投资有限公

司就在金山区前瞻性地布局投资设立了上海青

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山工业区生物医药产

业公司经理孙梅云将这家公司的顺利入驻归功

于提前建设好的标准厂房。

据悉，2015 年金山工业区与上海张江生物

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1 亿元，成立

了上海张江高科技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

作为上海张江金山生物医药园区（下称“张江生

物医药园”）开发运营主体，推动金山工业区和

张江区域联动发展，目前已经引进了一批在张

江研发成熟需要产业化落地的企业，如恒润达

生、倍谙基等。

园区深知这批需要产业化的生物医药企

业的需求和痛点，双方合作的首要工作便是建

设标准厂房。在金山工业区张江生物医药园

的核心区域 405 亩土地上，建设了“金创园”、

“金准园”、“金工园”，这三类分别适应不同产

业需求。金创园，以培育创新型小微生物制药

企业为主；金准园，主攻精准医疗、CAR-T 细胞

产业；金工园，以药物制剂为主导产业。

不仅如此，园区还对产业落地、租房、企业

成长、国际认证等分别给予相应的补贴，最高可

给予500万元的支持。

上海欣峰制药有限公司旨在上海打造高端

头孢粉针剂产业基地。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位于上海金山工业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不

到五年的时间，企业的营业额发生了从“1”到
“亿”的变化。2017 年以前，企业在孵化、研发

阶段，每年的投入多而产出无几。2017 年，销

售额实现零的突破，达到 200 多万。此后一路

高升，2018 年销售额超过 2300 万，翻了 10 倍，

2020年达到2个亿再翻10倍。

从“标准厂房”到“实验室”
随着生产型企业的发展，生物医药集群效应

逐渐显现，也给生产型企业带来产业发展新红

利。上海金城素智药业有限公司（简称“金城素

智”）是一家落户金山多年的老药厂，质量系统、

生产系统、厂房标准等都非常完备。利用这一优

势，并依托园区及张江药谷，金城素智药开始接

受CMO（合同研发生产服务）业务，同时，借助具

备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资格的有利条

件，与国内一些CRO（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

构）公司合作，深耕仿制药抗生素市场。

借助研发的力量，园区也逐步为这些企业

提供更加完善的研发配套。2019 年，园区引入

专注于模式生物领域的企业——南模生物，该

公司为实验室研发提供不同动物模型。这是继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上海西普尔—必凯实

验动物有限公司后，园区培育的第三家动物实

验平台。园区扶持政策也向“研发”倾斜。新药

研发项目最高可享受 1000万元的补贴，同时可

以叠加市区两级的优惠政策。仿制药开发和医

疗器械最高补贴分别为100万元和200万元。

集成发展，湾区药港还搭建了公卫复医生

物医药转化平台。以湾区药港为纽带，深入推

进源头创新的双向转化。建成后将有 10 至 15
名国内外顶尖学术研究员及其团队入驻园区，

提升生物医药园区人才结构，补充园区生物医

药产业研发孵化功能。金山区生物医药创新服

务平台也在建设之中，推进产业应用研究与需

求的充分对接，包括由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南方模式、必凯等打造的实验动物公共服务平

台，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临床前完备的动物实

验服务和技术支持。

从“小药方”到“大健康”
去年 4 月，上药金山绿色制药精品基地落

户二工区，计划建成高端原料药研发、生产基

地，承接小分子创新药的原料药产业化。

金山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上海新金山工

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沈国忠

表示，“金山工业区已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集聚

了多家上下游企业，产业链逐渐完整。在湾区

药港大规划战略下，二工区原料药基础也可以

为下游制剂行业发展提供便利，上下游产业资

源联动，药港将会更有竞争力。”

二工区有完善的化工产业基础，也是原料

药生产地。原料药是药品产业链的上游，是保

障药品供应的基础。因为涉及到化工，对环保

安全有相当高的要求，原料药不是任意地方都

可以做的，金山依靠化工产业基础，在湾区药港

大战略规划下，使得金山工业区和二工区形成

产业联动和延伸。

除了将二工区纳入版图，湾区药港背负着

更宏伟的使命。在今年的“两会”中，我区提出

要重点围绕“一谷、一城、一区、一带、一中心”发

力，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

其中，“一城”——上海湾区健康医学城，是

金山区培育大健康产业的主抓手。未来，力争

通过 10年努力，基本建成超大体量医学技术创

新与研发中心、超大型国家临床研究中心、超大

型体检中心、大型教育培训中心，形成集上游生

物医药技术研发、中游临床研究、下游产业化以

及新技术临床应用为一体的大型生物技术与医

学中心，成为引领上海乃至国际生物医学产业

发展的重要一极。 记者 王巧月

一粒小药丸背后的“大产业”
——湾区药港大健康战略转型加速

位于金山工业区的金准园以精准检测作为主导产业位于金山工业区的金准园以精准检测作为主导产业（（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去年 12 月底，《金山报》上的一个专题“市

级专家在金山”吸引了山阳镇居民胡女士的目

光，特别将这张报纸保留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正好最近我爸爸要看骨科，我女儿要看呼吸内

科，市区专家太难约了，有时候半夜抢号都抢不

到，这下方便了”。

胡女士所说的也是众多金山百姓的心声，

曾几何时，在“家门口”得到市区专家的诊疗服

务是金山百姓美好的愿望，而近些年这个愿望

正在实现。

118名大专家，来了
2017 年，金山第一份“上海专家在金山”定

期门诊地图新鲜出炉，为了给患者看病提供指

导，同时提升“上海专家在金山”的品牌知名度，

区卫健委的相关工作人员特别用地图标注了本

区内 8 家具有上海市专家的医疗机构的方位，

并以表格的形式，清晰地显示了专家姓名、职

称、科室、出诊时间等信息。

彼时地图上的市级专家数量是近六十名，

三年过去了，这一数字已经翻了一番左右。除

此之外，专家在金山服务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

专家门诊、手术带教、学术主任、查房、科研带

教、名医工作室……

市级专家在金山，来得是专家，方便的是百

姓，带来的是技术。近年来，金山区内四家二级

以上综合医院与市级三家医院架起医联体桥

梁，通过不断引入市级优质资源，持续优化百姓

就医感受度。目前，全区共有 23家市级医院共

118 名市级专家在金开展医疗服务。在市级专

家的指导协助下，医联体内医院开展的如内镜

下内膜剥离术、肿瘤基因检测等新技术新项目

共计49项，深受广大百姓欢迎。

2019 年，金山成功入选全国城市医联体建

设试点区，并先后与复旦大学、上海中医药大

学、上海健康医学院等建立合作关系，区内四家

综合性医院分别与中山医院、市六医院、龙华医

院、同济医院建立紧密型医联体，并与复旦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儿科医院、妇产科医院建立专科

医联体或专科联盟。通过整合市级优质资源，

不断提亮专科医联名片。

580元挂号费，免了
去年下半年以来，54 岁的朱泾镇居民黄女

士成为了朱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常客”，

来这里她找的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针推伤科

主任、“陆氏针灸”第四代入室弟子吴耀持，患有

腰疼、肩关节僵硬疼痛症状已经多年的她此前

一直前往市区问诊，但是专家号源是她最头痛

的问题，“太难约了，吴教授在市区的专家门诊

挂号费在 580元一位，而且一号难求。”而现在，

她的难题解决了。

黄女士难题的解决得益于 2020年 9月朱泾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针

推伤科举行的教学门诊签约，自此之后吴耀持

成为了朱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常客”，也

成为中心的首位“三甲”医院坐诊医生。

事实上，市级专家在基层医疗机构坐诊成为金

山众多基层医疗机构留住当地“百姓”的重要方式。

“太受百姓欢迎了，现在预约已经排到了今

年 3月份。”负责吴耀持挂号联络的朱泾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科长彭勇华表示，吴耀持

的到来让他开心不已，早在 2014 年，得益于朱

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的上海市社区中医

药服务特色项目，彭勇华有幸成为吴耀持的“学

生”，吴耀持作为专家组成员之一定期来金山指

导，但由于路途较远等因素，来的次数有限，彭

勇华也经常前往市区进行学习。

而现在，彭勇华每个月都可以在家门口的

社区医院现场跟随吴耀持进行学习。

医疗内外联，通了
金山百姓对于市区专家的渴望说到底其实

是对优质医疗技术的渴望。经过多年建设与发

展，金山区外联市级三甲医院，内联区内医疗机

构，有力推动和承接了市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服务金山，缓解了金山居民对于市级医疗卫生

服务的需求。

去年 11月份，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介

入治疗专家罗剑钧教授的指导下，复旦大学附

属金山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刘小群通过介入

微创手术成功为一例胰腺癌合并梗阻性黄疸患

者完成首例经皮胆道支架植入术。

长期以来，因受技术条件限制，金山地区肿

瘤患者为寻求肿瘤微创介入治疗，需长途跋涉

到市区大型医院就诊，而许多肿瘤患者体质较

弱，难以承受长途奔波。为解决患者痛苦，2019
年下半年，金山医院委派刘小群奔赴中山医院

学习肿瘤介入治疗技术，在市区专家的指导帮

助下，金山医院肿瘤科于 2020 年 3 月正式开展

了肿瘤微创介入治疗。

2020 年 9 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

院心血管内科成功为一位高龄的“病态窦房结

综合征”女性患者微创经导管植入了一例

Micra 无导线起搏器（俗称“胶囊起搏器”），开

启了无导线起搏器治疗心律失常的新时代。

该手术的顺利完成也昭示着市六院金山分院

成为继中山医院、瑞金医院、六院等三甲医院

外，上海区级医院首先开展无导线起搏器植入

术的医院。

而未来，金山百姓对于优质医疗资源和技

术还可以期待更多。2021 年，我区将继续打响

“市级专家在金山”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区域

百姓就医的便捷度和满意度。

记者 罗迎春 通讯员 张丽平

一张“地图”带来的民生福利
——金山引入市级医疗资源深受百姓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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