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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川路“出圈”
艺术墙“吸粉”

本报讯（记者 梁锋）松江综合保税

区与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日前签

署投资协议，标志着库卡机器人销售总

部落户松江综保区。

“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从意

向落地到前期洽谈再到签约，整个过程

离不开综保区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精准

的企业服务，库卡愿意借此机会，为综

保区的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库卡

（中国）首席执行官王辉表示，落户综保

区能促使企业进一步整合资源，更好地

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打通企业上下游全

产业链发展。

据了解，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00 年，由德国库卡公司在

中国设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

制造商之一。库卡可以提供负载量 3
千克至 1300 千克的标准工业 6 轴机器

人以及一些特殊应用机器人，除此之

外，还提供 Scara以及Delta机器人，并为

各个行业提供量身定制的自动化解决

方案。库卡机器人广泛应用于仪器仪

表、汽车、航天、消费产品、物流等领域，

用于材料处理、机床装料、装配、包装、

堆垛等具体操作。

本报讯（记者 李谆谆） 蔬菜关系

着市民的菜篮子，也关系着菜农的钱袋

子，但长期以来，传统蔬菜产业效益低、

增收难，菜篮子产业的出路在哪里？近

日，我区首个净菜加工基地投入运营，

从生产到精加工，产业链的延伸提升了

农产品的附加值，让松江蔬菜产业在新

的一年翻开新篇章。

初春时节，走进上海丰桧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的蔬菜生产和加工基地，空气

中弥漫着蔬菜的清香。田间大棚内，菜农

正抓紧采收，不远处的加工基地内，区内

首条净菜加工线已经投入运营。沾着泥

土的蔬菜经过检验、去叶、洗涤、鲜切、包

装等一整套工序之后变得白净、水灵，相

比以往初加工产品，如今的净菜在身价翻

倍的同时，也更加顺利地进入上海和浙江

等地的品牌餐饮客户手中。

“我们现在一天的加工产能在8吨左

右，客户主要是海底捞、肥猫等品牌餐

饮，月销售额在180万元左右。随着市场

的开拓，预计年底可实现月销售额500万

元左右。”虽然整个春节都在忙碌，但好

行情还是让公司总经理徐辉神采奕奕。

传统蔬菜种植，农民“吃得饱”，但

难致富，为了实现“增产”“增收”，延伸

蔬菜产业链是必经之路。“过去松江的

菜农想做深加工，一缺资金、二缺技术、

三缺市场，相比农业企业，单打独斗的

农户不具备这些优势。”区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负责人唐纪华介绍，丰桧作为区

内第一家净菜加工企业，促进了全区蔬

菜产业的提档升级。

□记者 牛立超

“去年车墩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位居松江

区各街镇第一，今年的新项目无论是推进数量还

是推进速度也都位居全区前列，呈现出巨大潜力

和蓬勃活力。”车墩镇副镇长陈耀琳说。

项目落地快速推进的背后，展现的是车墩镇

开足马力、争分夺秒的决心和姿态。记者在车墩

镇经发办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忙碌，一份包

括已开工项目、流转项目、核准入评估项目、千万

级预期待选址项目的“项目推进情况表”成了大

家手中的“任务图”。他们跨前一步、主动对接，

抓“牛鼻子”，干“大项目”，让每一个项目都成为

一股新的发展力量，通过项目发挥牵引带动效

应，为车墩这片热土培育经济动能、厚植发展优

势，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抓大项目，大抓项目
加快项目推进，才能为高质量发展“留得青

山”。新春伊始，车墩镇着眼于产业格局变化，提

前梳理相关信息，主动介入企业发展规划，已储备

新项目十余个，总投资额预计可达8～10亿元。

各项目按照既定的时间节点落地开工，坎滕

里希特（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路东多媒体等4个已

摘牌项目拟于 3月举行联合开工仪式。中饮巴比

二期、圣徳机械、启名文化传播等12个流转项目加

快推进。知楚实业、文施光电、雅沐食品等 7个千

万级税收预期项目已初步确认选址，上半年推进

完成准入评估。车墩镇逐渐形成了签约落地一

批、开工建设一批、投产见效一批的项目梯次，以

滚动快速落地的新增项目助推产业有序发展。

项目推进加快，招商引资的步伐也不停歇。

按照“每周有招商专报、每月有集中签约仪式、每

季度有专题招商推进会、每半年有招商形式分析

会、每年度有招商专项表彰大会”的要求，车墩镇

全年增强招商引资力度，为高质量发展“赢得未

来”。据透露，今年车墩镇将重点推进日资日企推

介专题、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专题、影视文创

产业专题、新能源汽车与配套产业专题这四大主

题招商引资推介会，着力引进集聚带动效应强的

产业龙头项目，形成“引进一个、带动一批、产业配

合和优势互补”的格局。

本报讯（记者 韩

海峰） 昨天上午，厦

门市代表团来松考察

长 三 角 G60 科 创 走

廊，区委书记程向民、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唐

海东会见厦门市委常

委、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黄强一行。

代表团一行来到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规划展示馆，了解了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的开拓发展足迹和总

体发展规划。程向民

向代表团介绍了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从秉

持新发展理念的基层

生动实践上升为国家

战略重要平台的发展

历程。程向民说，松

江和厦门有着良好的

合作基础，发展同向、

优势互补，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合作空间广阔，希望通过深入

交流，推进两地合作向更宽领域迈进。

黄强说，松江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成就令

人钦佩，松江的创新理念、成熟经验、务实作风值

得认真学习，希望两地能加强合作，更好地促进

共同发展。

代表团一行乘车观看了松江新城国际生态商

务区城市风貌和广富林文化遗址等处。

副区长顾洁燕等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 夏婷 文 姜辉辉

摄）叶新公路新改建工程重难点项目

——茹塘大桥南半幅桥梁主体目前已

完工，预计 5月通车。与此同时，该工

程所属的叶新公路（新工路-老黄桥

港）段改建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中，计划

明年全线竣工。

记者在现场看到，连接泖港和新

浜两镇、形态完整的南半幅茹塘大桥

上，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梁的附属设

施施工（见上图）。老桥则伫立于新桥

北侧不远处。据悉，茹塘大桥的建设

为拆旧建新，新桥梁采取半幅施工。

先开工的南半幅桥梁具备通车条件

后，拆除老桥，再进行北半幅桥梁施

工，如此可确保施工期间通行畅通。

“北半幅桥梁的开工建设和老桥

拆除计划在 5月开始。”区交通委叶新

公路新改建工程项目负责人李浩表

示，这意味着，届时南半幅桥梁将同

步开放。

茹塘大桥南半幅桥梁主体完工

叶新公路新改建工程计划明年竣工

延伸产业链 提升附加值

松江首个净菜
加工基地投入运营

库卡机器人销售总部落户松江综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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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项目争分夺秒
强服务精益求精

车墩镇开足马力
冲刺“开门红”

下转第七版

▲

详见第三版

▲

剪纸进车棚
文艺范十足

□记者 朱俊辉

“五个新城”是上海推动城市组团式

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网络

型城市群结构的重要战略空间。日前，

上海市政府印发《关于本市“十四五”加

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并就交通、产

业、公共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专项方

案，支持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和南汇

“五个新城”的规划建设。

《实施意见》既着眼大局大势，又注

重落细落实，内容丰富，谋划高远，为把

松江新城早日建成令人向往的未来之

城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坚持交通先行，建设独立
完善的综合交通系统

《实施意见》指出，“五个新城”交通

建设将围绕“对外强化、站城融合、内部

提升、特色差异”的原则，一城一策，远近

结合，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构建新城

交通体系。

其中，《实施意见》明确了松江新城

对外交通总体布局。枢纽方面，结合沪

昆高铁、沪杭城际、沪苏湖铁路，将松江

南站打造为松江枢纽，引入嘉青松金线、

东西联络线。轨道交通方面，结合 9 号

线，规划建设嘉青松金线、东西联络线、

12号线西延伸等轨道交通线路，进一步

加强与相邻新城、浦东枢纽、中心城的轨

道交通联系。高快速路方面，基于G60
公路、S32 公路和 G15 公路、嘉闵快速

路、G1503 公路、沪松快速路，规划形成

服务新城的“两横四纵”高快速路路网格

局，增设 S32公路玉树路出入口、G1503
公路广富林路出入口。

在发展内部交通方面，《实施意见》

表明，松江新城要从加强公交基础设施

建设、完善新城内部路网、提升新城内

部交通品质、完善新城货运和配套体

系、加强智慧交通和绿色交通的推广应

用，以及完善综合交通治理体系六个方

面发力。

迈入“十四五”，《实施意见》还向松

江新城交通建设重大任务提出了具体要

求。要加快建设松江枢纽，完善四团枢

纽功能，实现新城内外交通的便捷高效

换乘，发挥新城交通的辐射和吸引能

力。要提升铁路对新城的服务水平，建

成沪苏湖铁路，提升松江新城与长三角

城市的联系能力。要构建网络完善的轨

道交通体系，提升松江新城与长三角城

市的城际轨道交通服务，强化与门户枢

纽、重点地区以及新城之间的快速联

系。推动嘉青松金线、东西联络线、12号

线西延伸等规划建设。要优化新城对外

骨干道路，优化松江新城相关骨干通道，

推进沪松快速路、S32公路玉树路立交、嘉

松公路南延伸等建设。要推进绿色畅通

的水运体系，加快推进油墩港的航道整治

工程，建设临港集装箱集疏运中心项目，

增强新城的港口航道设施服务能力。

加强产业支撑，大幅提升
新城经济活力和能级

《实施意见》明确，“十四五”期间要

着力将新城打造成为上海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增长极、“五型经济”的重要承载区

和产城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区。

市政府出台《关于本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松江将“比学赶超”，率先发力——

努力将松江新城建成令人向往的未来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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