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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陆镇：推动嘉定新城版本升级
贯彻六中全会、
区七次党代会精神
“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品
质提升，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使产业
和城市深度融合，围绕‘产业高质量、
城市高能级’的要求，争当新城建设的
标杆。
”马陆镇党委书记龚侃侃的一番
话，明确了马陆镇下阶段的发展路径。
助力嘉定建设成为一座发展基础
更厚、动力更强、底色更绿、成色更足
的“标杆之城”，马陆将以“一心带两
区”规划布局为统领，以提升嘉定新城
核心区能级为抓手，持续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城市品质提升和社会治理创
新，赋能嘉定新城版本升级。

吹响新一轮“腾笼换鸟”
号角
这几天，
尽管天气寒冷，
但是瑞金
嘉定新城健康科技园项目工地上却是
一片火热。马陆镇产业部门相关负责
人介绍：
“按照施工计划，该项目将于
今年第三季度竣工。我们将在今年上
半年项目座谈会上，进一步明确合作
方向、深化合作方案，提前谋划开展项
目招商。
”
建成后的瑞金嘉定新城健康科技
园，将充分发挥瑞金医院在医疗领域
的技术、资源优势，打造成集生物医
药、医疗器械研发转化于一体的综合
平台以及合作交流门户，全力构建集
医疗服务、临床试验、互联网医院、医
技培训等于一体的大健康产业生态集
聚区。
“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
全力构筑
现代化产业新优势。
”
对于区七次党代
会和区两会提出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

点，
马陆已然有了自己的解读。
淘汰劣势企业 137 家、盘活土地
96 万余平方米、万元产值能耗下降
4.02%……“十三五”以来，马陆以“刀
刀见血”
“伤筋动骨”
的力度换来“脱胎
换骨”
，在高质量发展上奋力走出一条
新路。
随着位于宝安公路 2611 号、2633
号园区内最后一家劣势企业搬出，新
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的号角已吹
响。
今年，
马陆将启动该园区的改扩建
工作，拟建设 10 万平方米现代化标准
厂房，为引进高端、新兴产业最大限度
地腾出物理空间。
目前，区域内多家优质企业已初
步达成增资扩产意向。
同时，
将全力引
进 5000 万元以上税收的制造业企业，
加速形成高端制造产业集群。计划到
2025 年，将该园区打造成马陆镇亿元
税收第一园区。

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除了腾笼换鸟，改造提升传统动
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纵深突破，
也是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爬的坡、
迈的坎。对此，
马陆已明确了下阶段的
工作方向和思路。
今年，马陆将充分发挥马东产业
基础厚实的优势，以增量带动存量，
以
“鼎新”带动“革故”，激发企业创新活
力，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方向精准转型。
马陆将重点推动司南导航产业
园、复旦复华园区转型升级，
聚焦汽车
“新四化”、智能传感器、高端医疗装
备、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
进一步优化
园区产业生态，打造具有标志性的智

能制造特色产业园区。
同时，
聚焦在线
新经济领域发力，充分发掘和利用好
现有土地资源，全力推动马东区域的
得物鉴定、管理及研发中心项目建设，
支持企业扩能增效。
项目建设是稳增长的关键，也是
促进增长最有力的支撑。2022 年，马
陆将围绕新城核心区片区，扭住项目
建设的“牛鼻子”，全力以赴加快项目
建设，以项目促投资、促增长、促发展。
去年 10 月底，总投资 22.6 亿元、
占地约 38.6 亩的海螺创业总部落户嘉
定新城，计划 2023 年 12 月竣工。项目
建成运营后，中国海螺创业控股有限
公司总部将由芜湖迁至上海，未来公

司将努力把上海总部打造成集团的
“五中心、一平台”，即总部功能中心、
双碳研发中心、金融投资中心、运营管
理中心、文化展示中心和国际化运营
平台。海螺总部的落地将成为推动嘉
定新城核心区产城融合、塑造城市形
象风貌的重要空间载体。
此外，瑞金嘉定新城健康科技园、
中科睿芯、海创嘉定新城总部、清陶科
技、得物全球潮品中心等重量级项目
的加快推进，也将为嘉定新城总部经
济集聚区的加速形成加持聚力。
展望：马陆镇党委书记龚侃侃：区
第七次党代会和区两会确定了“争当
高质量发展标杆”
的目标，
体现嘉定勇

争一流的工作导向，也为马陆明确了
今后五年的发展思路和奋斗目标。作
为嘉定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陆将
紧抓新城新一轮规划建设的重大历史
机遇，聚焦“五型经济”，
坚持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在嘉定新城核心区和马东
产业社区两个关键处“落子”发力，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全力打造嘉定新城
总部经济集聚区和马东产城融合发展
启动区，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方向迈进，全面构建以高端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要支撑、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
开创嘉定新城高质量融合发展新局
面。
通讯员 陈宇 顾姚星

徐行镇：以科创赋能高质量发展
多措并举，
做好金牌店小二

科技创新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内生
动力，区七次党代会和区两会提到要
坚定不移做强科创源动力，强化科技
资源集聚浓度、提升科技创新策源高
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速度的要求，
持
续发挥科创引领功能。徐行镇作为嘉
定打造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的核心功
能区的重要部分，以及中国产学研合
作创新示范镇，加快转型升级、全面打
造智能产业新片区，是今后五年的一
项主要任务。

多方参与，筑巢引凤待腾飞
完成任务的关键，在于聚集一批
优秀的高科技企业，让其在徐行生根
发芽。2019 年 3 月成立的张江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聚集区科嘉示范园，为高
科技企业在徐行发展提供了肥沃土
壤。
该园区由徐行、上海中科国家转移
中心、华荣股份共同创建而成，
旨在打
造一个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集聚区、科
创型标杆性的工业园区。
“2021 年，除满足国内订单外，我
们还获得了 200 多万美金的国外订
单，哈佛大学等多所知名学府主动购
买 了 我 们 生 产 的 30 多 台 量 子 激 光
器。
”上海频准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磊不无自豪地说道。
“频准激光”
是一家致力于高端光纤激光器研发与
生产的企业，其产品可广泛应用于量
子计算机、军工以及医疗等领域，
产品
推出后就因技能指标更高、价格却只

有国外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二，而深受
海内外科研院所的欢迎，打破了国外
企业对此类设备的垄断。
这样一家优质企业，近期刚刚成
为科嘉示范园中的一分子。为成功引
进“频准激光”，科嘉示范园主动跨前
一步，为其提供政策和空间上的各种
支持与便利。
“别看‘频准激光’
只是一
家成立不足 4 年的新兴企业，可产值
连年翻番，2021 年达 7000 余万元，我
们更看好其今后的发展。
”
科嘉示范园
负责人叶备芳说。
据了解，
园区内的许
多企业都是初创型企业，虽然规模不
大，
但是潜力巨大，
“频准激光”
计划于
2024—2025 年在科创板上市，届时产
值预计可达 4—5 亿元。

目前，科嘉示范园已引进成果转
移转化及成熟智能制造项目 16 个，一
个集声、光、电为主导的“智能制造＋
智能传感器”
产业新格局方兴未艾，
园
区内现有厂房 6.1 万平方米，包括大跨
度通用厂房、双拼通用厂房、高层研发
式轻型工业厂房，为企业提供了自由
发挥的空间。
优质企业既要引得进，更要留得
下。
为此，
徐行镇开展了系列稳商安商
举措，大到企业发展的铺路搭桥，
小到
企业员工的衣食住行，并以此增强企
业的归属感与粘性。
例如，成立嘉园服务站，
为企业联
系第三方投融资服务机构，提供资金
支持；开展“线上+线下”零距离、全覆
盖服务，
为企业解决各种困难；
在园区
内配备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等运动所
需的体育设施，丰富企业员工的业余
生活。
不仅如此，在了解到大多数企业
员工以电动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
而园区原先配备的充电桩数量供不应
求后，园区立即增加充电桩的数量，
受
到不少企业的点赞。

整合资源，
集聚效应促蝶变
一往无前，未来可期。下阶段，科
嘉示范园将进一步提升软硬件设施设
备，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今年，园区
二期项目将开工建设，届时可提供 2
万平方米的厂房；对原有厂区进行软
硬件升级，使园区成为“环境优美、生
态和谐、办公便利、文化独特、信息智
能”
的美丽园区。
此外，将继续对已入驻企业做好

跟踪服务，让企业安心、放心、专心地
研发和生产经营。同时，
还将有效整合
各类资源，对接专业平台、高等院校，
针对性地提供金融、技术、上下游企业
对接、政策咨询等“企业+”服务，消除
创业人员后顾之忧，让好技术走出实
验室迈向产业化，让惠企政策落到实
处。
今后五年，徐行将持续做大做优
做强“智能制造+智能传感器”智能产
业名片，充分发挥张江科技成果转化
集聚区“强引领性、高集聚度”
效应，大
幅提升产业承接能力，完善集聚区功
能配套，
延伸产业结构向可持续发展，
提升能力，
补短板、促升级。
展望：徐行镇党委书记娄庆梅：今
后五年，
是徐行镇产业转型的加速期。
为真正实现“打造绿色科技新市镇、建
设魅力特色新徐行”的美好愿景，我们
将着力在三方面下功夫：一是发挥科
嘉、盛创等园区的平台资源优势和政
策优势，
招育并举，
引入一批具有高科
技含量的优质企业，力争形成科研成
果小试、
中试及投产“闭环”
，将徐行新
市镇核心区的服务业规模和产业能级
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二是加强与属地、
周边科研院所之间的院地合作，争取
更多科技成果转化类项目落户徐行，
加快打造创新技术策源地、创新要素
集散地、
创新成果转化地；三是聚焦科
技创新，
构建产业新高地，把徐行科创
产业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放大，发挥出
科创功能平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作
用，做大做强智能制造业，以点带面，
擦亮徐行镇“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
范镇”和“嘉定打造科创中心重要承载
区核心功能区”这两大招牌。
通讯员 闵慧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