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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开放三十载 追江赶海筑平台
南通开放三十载南通开放三十载 追江赶海筑平台追江赶海筑平台

1981年11月，南通首家中外合资
企业——南通力王有限公司成立，也是江苏省

第一家投产的外资企业。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沿海部分城市

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确定对外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南通位列其中。
1984年11月21日，南通港第一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正式通航。

1984年12月19日，国务院作出批复，同意兴办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是全
国首批14个国家级开发区之一。

1986年9月，名古屋银行在南通设立代表处，成为江苏省第一家外资银行办事机构。
1993年11月，江苏省政府批复设立吕四港港口开发区、通州经济开发区、海门经济开发

区、如东经济开发区、南通港闸经济开发区和如皋经济开发区。
1994年，江苏省首家外经行业协会——南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协会成立。同年，全国首批外派

劳务培训中心——南通出国劳务培训中心成立。
1995年，江苏省政府批复建立南通外向型农业综合开发区。
1996年9月，江苏省政府批复建立海安外向型农业综合开发区。
2002年6月，南通出口加工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
2008年1月，南通市崇川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被认定为“江苏省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区”。
2008年11月23日，国务院批准如皋港口岸对外开放。
2008年12月15日，南通港被批准为大陆地区首批开放直航台湾的63个港口之一。
2009年12月，南通市被认定为“江苏省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南通市港闸区、海安经济开发区被

认定为“江苏省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区”。
2012年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致函江苏省政府、商务部，同意海安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定名为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2年12月，如皋软件园被认定为“江苏省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区”。
201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致函江苏省政府、商务部，同意海门经济开发区、如皋经济开发区

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定名为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3年1月，南通综合保税区获国务院批准设立。
2013年7月，南通电子口岸上线运行。
2013年12月2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2014年1月，如皋双马化工公司在印尼兴建的农工贸经济合作区被认定

为江苏首家省级境外产业集聚区。
2014年8月10日，国务院批准如东洋口港、启东港口岸对外
开放。

2014年 9月，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被认定
为江苏利用外资转型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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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追溯到 1984年 12月 9日，国务院作出批复，同意兴办南通经济技术
开发区。地处长江入海口北翼的东部沿海城市——江苏南通，搭乘中国对外开
放的“头班车”，奏响了开放开发的第一声号角。时至今日，恰已过去30年。
30年来，南通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在这一片江海大地之上筑起了一方开放
的平台。从“近代第一城”到“八张名片”，从“路难通”到“路路通”，从昔
日的叠石桥市场到今天的国际家纺城……这些成就无一不在见证着760万江海
儿女追江赶海、砥砺前行的步伐。

擦亮八张名片 优势吸引外资

作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 14 个沿海城市之一，南通素有“江海门户”、
“扬子第一窗口”、“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美誉。据介绍，南通近年来经济社会
保持良好发展态势。2013年，实现GDP5039亿元，同比增长11.8%，列全国大
中城市第 25 位 （含直辖市）、地级市第 8 位；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486 亿
元，增长15.8%，列全国大中城市第21位、地级市第3位。

南通是著名的纺织之城，中国南通国际家纺城是全国最大的家纺市场。建
筑之城，2013年实现建筑业总产值4350亿元；“南通铁军”荣获鲁班奖77项，
占全国总量的 4%以上。教育之城，上世纪初就诞生了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
迄今为止已产生了以著名数学家杨乐为代表的两院院士38位。体育之城，先
后涌现出包括7位奥运冠军在内的18位世界冠军。文博之城，拥有包括全国第
一所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在内的各类博物馆、艺术馆、纪念馆 50 余
家，环濠河博物馆群被列入国家级首批公共文化服务示范项目。长寿之城，百
岁以上老人现有 1031 名，占江苏省 1/4，是全国三大长寿区域之一。平安之
城，获得全国最高奖项“长安杯”，多次荣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
市”称号。新侨之城，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总数约12万人，其中新侨商约6万
人，遍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靠江、靠海、靠上海，南通有着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众多投资者看好南通，选
择南通。30多年来南通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60多亿美元，成为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最
密集的城市之一。目前已有62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南通投资93个项目。

区位通江达海 交通便捷顺畅

南通地处中国沿江沿海“T”字形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交汇点，与上海、
苏州隔江相望，是辐射长江中上游的重要出海门户，铁路、公路、航空、水运
等运输方式有机衔接，成为中国东部沿海承东启西、承南启北的综合交通枢
纽。南通全面融入上海一小时经济圈，市区到虹桥机场仅60分钟，南通启东
到浦东机场仅50分钟。拥有国家一类开放口岸4个，沿海深水海港2个，南通
港与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300多个港口实现通航。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近 400 公里，铁路营业里

程 142 公里，连接上海的沪通铁路长江大桥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两
地行程将缩短到 45 分钟左右。南通兴东机场正在按照建设成为

上海国际航空枢纽辅助机场的定位，加快推进一类
口岸开放。

产业基础雄厚 配套体系完备

南通目前已形成船舶海工及重装备、电子信息、石化及化工新材料、纺织
服装、轻工食品和新能源、能源及其装备等6个千亿级产业板块和较为完整的产
业链。作为首批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之一，南通造船完工量占江苏省1/3、全国
1/10。南通是中国重要的电子工业生产基地之一，日本富士通、韩国晓星、台
湾中环、清华同方等一批电子信息产业巨头均在南通投资。南通在沿江地区形
成化学新材料和精细化工基地，是中国重要的化工及医药产业基地。南通纺织
产业发达，2013年中国南通国际家纺城成交额超千亿元，家纺产品在国内市场
的占有率达到65%，并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资源要素丰富 科教人才众多

南通集“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优势于一身，拥有长江岸线166公里、
海岸线216公里。南通各类生产要素供给充足。土地资源丰富，尤其是滨海区域
为各类产业集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南通是江苏最大的电力能源基地，形成了
火电、风电、生物质发电等综合电力保障系统。南通劳动力及人才供给充沛，
现有各级各类学校980所，其中高等院校9所、中等职业学校28所，每年可提供
各类人才和劳动力资源15万人以上。

园区优势凸显 功能平台集聚

南通拥有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1
个综合保税区，共 6 个国家级开发开放平台。拥有 11 个省级开发区 （高新区）
和14个跨区、跨国合作共建园区，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功能完备的开
发开放载体集群。南通综合保税区积极打造国际纺织原料、进口食品检验检
疫、江海空陆联运、高档消费品展示展销、石化交易、食用油交易等“六大平
台”。中国 （南通） 叠石桥国际家纺城被商务部认定为全国仅三家、江苏省唯一
的内外贸结合大市场，目前正在加快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申报工作，未
来将打造成为“集聚全中国、面向全世界”的世界级家纺制造贸易中心、国内
家用纺织品重要出口基地平台、全国内外贸结合样板市场。

政务服务高效 环境宜居宜业

南通长期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的服务理念，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
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政府服务质量一直名列前茅，被评为跨国公司最佳
投资城市、中国投资环境百强城市。南通正在积极接轨上海自贸区，深化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电子口岸建设，不断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大力营造
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南通环境优美、文明和谐、诚信法治，先后
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
园林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荣誉称号，2012年被
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

近年来，南通以创建陆海统筹发展综
合配套改革为契机，加大与发达国家以及
国内上海、苏南等地的跨国跨江联动合作
开发力度。苏通科技产业园、锡通科技产
业园、上海市北高新 （南通） 科技城、上
海外高桥集团 （启东） 产业园、上海杨浦

（海安） 工业园、海门海宝金属工业园、上
海复华高新技术园、江海产业经济园、张
江南通数字产业园、上海奉贤 （海安） 工
业园、常熟 （海安） 纺织工业园、上海嘉
定工业区如皋产业园等 12家合作园区正在
加快推进，园区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
大，合作的模式和机制不断创新，合作的
层次和质量不断提升。与此同时，2家跨国
合作园区建设取得新进展。中奥苏通生态
园加快推进，中国和奥地利节能环保工作
组举行了会议，签署谅解备忘录，形成了
会议联合纪要，中奥苏通生态园项目重要
组成部分——奥地利中心正式建成；今年
10 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意大利期间，两国
政府部门签署谅解备忘录，中意生态园落
户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唯一一家落
户县级城市的国际合作生态园。

自从苏通大桥、崇启大桥建成通车
后，之前受制于长江阻隔的南通区位优势

发生根本性变化，迅速拉近与上海、苏南
以及国际资本的时空距离，合作开发项目
不断增多。南通充分利用土地、岸线等禀
赋资源，着力招引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
度好、拉动能力强的重特大项目，推动合
作园区产业向更高层次集聚。目前，苏通
科技产业园已获批为省级开发区，并已注
册广岛铝工业、日本神户制钢、肖氏地毯
等500多家企业；锡通科技产业园已落户卡
特彼勒、中港粮油、东泵业等项目；上海
市北高新 （南通） 科技城挪宝全球研发运
营中心、衣谷创意园、“长江智谷”科技园
项目以及智翔人才培育基地等项目全面推
进；上海外高桥（启东）产业园已有久源木
业、丸仓工业等企业进驻；海门海宝金属工
业园已有宝钢钢构、宝钢磁业、宝钢精密钢
丝、宝钢物流四个重大项目先后入驻。

合作共建园区、促进产业转移，实现
区域共同发展，是南通市委、市政府着眼
于区域发展大局做出的重要决策。始终坚
持“政府主导、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
原则，借鉴和吸收先进经验，逐渐探索出
合作开发 （如苏通科技产业园、锡通科技
产业园、上海市北高新南通科技城）、区域
共建 （如上海杨浦海安工业园、上海嘉定
工业区如皋产业园）、高校与开发区合作

（如上海复旦大学控股的复旦复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海门开发区建立上海复华高新
技术园）、企业与开发区合作 （如上海宝钢
集团公司与海门开发区合作开发的海宝金
属工业园） 等多种园区合作共建模式。下
阶段，南通市将积极引导各县 （市） 区、
各开发区以产业特色化、开发集约化、环
境生态化、服务个性化为方向，进一步创
新跨国跨江合作共建模式新跨国跨江合作共建模式，，扩大合作领扩大合作领
域域，，提升合作层次提升合作层次，，推进功能配套推进功能配套，，加快加快
提档升级提档升级，，使合作园区成为全市开发开放使合作园区成为全市开发开放
的重要载体和新增长极的重要载体和新增长极。。

（（南通市商务局供稿南通市商务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