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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定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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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的探索，栉风沐雨；
10年的奋斗，未曾稍歇；
10年的成就，绚丽夺目。
短短10年间，地处上海西北角的嘉定工业区写就

了一段创新转型、实现跨越发展的动人篇章……
成立于 1992 年 10 月的嘉定工业区是经上海市政

府批准设立的市级工业园区，分南北两大重点区域，
园区核定开发面积 57 平方公里。最近 10 年来，嘉定
工业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的产业发展导向，奋力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调整，主动加快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步伐，
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园区已累计吸引来自世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家实体型企业入驻，世界 500 强企业超过 40
家，基本形成了以汽车及其零部件、高端设备制造、
总部经济、电子商务、文化创意、互联网及互联网金
融、新能源、国家重大战略产业化专项为主体的特色
鲜明、优势突出的八大支柱产业体系，各项主要经济
指标年均增幅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增幅，实现了发
展质量、速度与规模的有机统一。

2008年起，工业区连续被市政府授予“上海市品
牌工业园区”称号,并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电子商务示
范基地”、“国家广告产业园”、“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上海市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

牵牢发展这个“牛鼻子”
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牢牢牵住了发展这个“牛鼻

子”，其它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因此
对于加快发展，嘉定工业区始终抱有一种责无旁贷的
使命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十年来，嘉定工业区兼顾效益、速度、规模，不
断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各项主要经济数据年均增幅始
终保持在20%以上，2015年全年，嘉定工业区实现增
加值242亿元，完成税收10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4.3
亿元，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及其增幅近年来稳居上海全
市各大工业区前茅。

十年来，园区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严格项目
准入制度，不断提升招商质量，同时积极推动项目开
工建设、竣工投产，园区呈现出大项目、好项目扎堆
落户的良好态势。

抓发展的紧迫感决定了嘉定工业区的发展从来不
会“等米下锅”，也因此使得园区在面对危机时有了
十足的底气。

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汹涌来袭，企业生产开
工不足，外商投资意愿锐减。项目在哪里？这成了当
时全国各地工业园的集体之问。就在其它地方还在操
心项目在哪里的时候，2008 年 11 月 20 日，嘉定工业
区拿出52个重大项目，举行集中开工仪式。而且这批
项目是“清一色”的优质项目，其中外资项目有 38
家，内资项目有 14 家，总投资达 96 亿元人民币，这
些优质项目都是园区在加快发展中储备下来的。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这些重大项目相继建成投
产，迅速转化为园区稳增长的重要力量。在全球金融
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 2008 和 2009 年，嘉定工业区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税收总额以及地方财政收入等主
要经济指标依然保持了 20%以上的增幅，成为推动区
域经济增长的一支中坚力量。

好项目招得进，更要留得住、发展得好。要加快
发展，除了要靠招商引资，更要靠园区的品质服务和
优质营商环境。十年来，嘉定工业区上下坚持“服务
讲品质、办事讲效率”，苦练服务本领、创新服务模
式、提升服务效能：园区先后搭建了嘉定工业区投资
服务中心、入驻企业协会、商会、劳动人事分会等一
系列服务平台，建立健全企业日常经营走访制、职能
部门联席会议制、项目建设跟踪制、服务企业目标责
任制等一批工作机制，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包括企业证照园区代办、项目审批园区协调、企业厂
房园区代建、资金短缺设法解决等在内的“一条
龙”、“全天候”的优质服务项目已成为园区的一张靓
丽名片。

其中的代建服务尤为值得一提。2011年底，园区
入驻企业——大陆泰密克汽车系统 （上海） 有限公司
因增资扩产需要，计划建设二期项目。一开始，企业
曾打算在上海之外建厂，但思前想后，还是觉得嘉定
工业区“省时省事省钱”的服务模式更有吸引力：工
厂建设过程中，大陆泰密克只需出设计方案，工业区
垫付全部资金，承接建造工程，待新厂交付投产后，
企业以租金形式返还建设费用。如此一来，企业不仅
不再需要办理繁琐的项目审批手续，而且还缓解了资
金压力，同时也不用再组织一个专门团队扑在项目建
设上，取而代之是只需委派一个人和工业区的服务团
队保持沟通即可。2012年年初，大陆泰密克二期代建
工程立即上马。经过7个月的紧张建设，8月底，该项
目正式落成开业。从拿地到竣工交钥匙，原本需要 2

至 3年时间，当时前前后后不过只用了一年，而且项
目质量过硬。当时该企业外方总经理哈拉尔非常激
动，称赞嘉定工业区是最可信赖的合作伙伴！除了大
陆泰密克外，近年来，由嘉定工业区负责代建的项目
还包括沃尔沃汽车中国区研发中心、亚太总部以及菲
亚特动力科技、宝马培训中心、百度、本特勒汽车等
等。

打赢转型这场“攻坚仗”
发展是硬道理，但只有打赢了产业转型升级这场

“攻坚仗”，发展才会更具质量和效益，才能健康可持
续。但是转型知易行难，它不仅是方向，更是一个艰
难的实践探索的过程。

十年来，嘉定工业区坚持站高望远，把握大局大

势，坚定不移地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道路，努力推
动产业在集聚中调整、在调整中优化。从转型目标上
来说，就是坚持高点定位、多点支撑、重点带动战
略，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为
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的产业体系，推动产
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从转型路径上来说，就是通过推
动“单一二产向二三产融合转变、简单规模扩张向能
级提升转变、主要靠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进
一步“做大现代服务业、做强先进制造业、做优战略
性新兴产业”，努力实现“增优势、抢高端、做特
色”。

经过持续不断地调整、提升、优化，园区产业的
结构性优势日益突出，竞争力显著增强，目前已经形
成了结构合理、重点突出、优势明显的 8大支柱产业
体系，包括：以上海大众动力总成、小糸车灯、大陆
泰密克、采埃孚、上汽变速器、曼胡默尔等为代表的
汽车及其零部件产业，以联影医疗、迅达电梯、山特
维克等为代表的高端设备制造产业，以沃尔沃中国区
研发中心及亚太总部、菲亚特研发中心、奥托立夫管
理性总部、本特勒投资性总部等为代表的总部经济产
业，以京东商城、国美在线、找钢网、聚美优品为代
表的电子商务产业，以百度在线、爱奇艺、际恒品牌
管理、协一国际等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以联合·上
海金融谷、全通·上海金融谷、中青昆仑、百度小贷、
京东小贷、物银信息、91金融、卡友支付等为代表的
互联网及互联网金融产业，以中科深江、贯裕能源、
卡耐新能源、恒昊太阳能等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以
新傲科技、矽睿科技、世龙科技、钠硫储能等为代表
的国家重大战略产业化专项。

与10年前相较，无论是从产业结构、产业集聚度
还是发展能级上，嘉定工业区的产业体系都已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产业转型取得了喜人的阶段性成果。
嘉定工业区做到了两点：一是保持了战略定力。曾经
有一个时期，上海关于郊区工业园区是否要发展制造
业的争论甚嚣尘上，有人认为上海不应该保留制造
业，应该一门心思发展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应该梯度
转移到外省市去。但对于一个以制造业起家的产业园
区来说，嘉定工业区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制造业既是
园区所能同时更是优势所在，离开了制造业的有力支
撑，不仅园区产业将面临“空心化”的窘境，现代服
务业的发展也将举步维艰。因此，对于是否发展制造
业，园区态度明确：制造业发展决不能放松，但须更
先进、更高端，同时要趁势而上，用好先进制造业的
基础性优势，大力发展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生产性服
务业，实现二三产融合发展。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之
下，嘉定工业区突出龙头企业引领，既“招大引强”
又“扶优育强”，积极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把制造
业的能级提到一个新高度，园区因此获评“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与此同时，园区借势大力发
展以管理性总部、投资性总部、研发设计中心、销售
采购中心等为主体的总部经济，实现了二产支撑三
产、三产服务二产的良好格局，例如奥托立夫、曼胡
默尔、本特勒、华宝等一批龙头企业不仅有生产制造
基地，同时也将地区总部等落户在了园区。二是具备

敢想敢干的魄力。8大支柱产业中，不少都是近年来
陆续发展起来的特色新兴产业，包括：文化创意、电
子商务、互联网及互联网金融等。尽管是新兴产业，
但其发展势头迅猛，已经对园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支撑作用。比如文化创意产业，截至目前，园区已
有相关企业2600余家，年营业额超过600亿元，税收
超过12亿元；再比如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共有各类主
营电商企业 560 余家，去年一年销售额超过 460 亿
元，实现税收近 7.5 亿元。应该说这些新兴产业能够
在嘉定工业区实现“无中生有”的集聚，就是园区审
时度势同时又敢想敢干的结果。

中国的广告业企业众多但分散，唯有集聚才能提
升行业竞争力。嘉定工业区能不能建一个广告产业
园？嘉定工业区这个市郊工业区发展广告产业没有基
础。但是嘉定工业区在对广告行业深入了解后发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大规模应用，
其实设计、制作、营销分离早已成为广告业发展的普
遍规律，而且上海市中心商务成本高企，在这方面园
区优势明显，因此在嘉定工业区建广告园区并非“天
方夜谭”。认准了方向，园区就抓住机遇、放手去
干。随后，中广基地应运而生，在其后几年时间里，
基地内一栋栋办公楼宇拔地而起，招商引资紧锣密鼓
地进行，一大批广告创意领军企业相继入驻，广告产
业集聚效应、生态效应日益凸显。2012年，园区被评
为首批“国家广告产业园”之一，在全国32个国家广
告园区和试点园区中，无论是产业规模还是发展质
量，中广基地都是首屈一指。

园区电子商务产业的大发展发端于2007年首个电

商项目——新蛋网的入驻。它的入驻同样引发了嘉定
工业区新的“联想”：“新蛋网能来，为何其它电商项
目不能来？”当时中国电商产业刚刚迎来一波发展浪
潮，园区一班人意识到：电子商务未来爆发式发展势
头不可逆转。同时物流仓储用地一直是电商企业的一
大难题，而郊区土地资源相对宽裕，另外园区地处长
三角中心，对于电商企业来说，物流配送十分便利，
因此园区发展电商产业可谓是天时地利俱备，缺的就
是大干快上。由于起步较早，加上数年努力，京东、
国美、苏宁、十月妈咪等一批重点项目接踵而至，嘉
定工业区已一跃成为国内电子商务龙头企业最多、产
业集聚度最好的园区，园区也因此被评为首批“国家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形成“无中生有”集聚的还有互联网金融产业，
嘉定工业区抢抓金融业扩大开放、金融创新蓬勃发展
的有利契机，早在2012年就提前布局以互联网金融为
代表的新型金融服务业，加快金融服务企业集聚，成
功走在了其它园区的前面。2014年底，上海市认定了
首批 5家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嘉定工业区作为唯一
一个郊区产业园名列其中。

再比如联影医疗，凭借其核心技术与高品质医疗影
像产品驰骋国内国际市场，联影医疗的成功同时也给了
嘉定工业区另一个启发，就是可以趁势发展高端医疗产
业，随后园区又成功集聚了一大批相关企业，还建成了
育成生物科技园、嘉定生命科技创新中心一批产业发
展平台，初步形成了高端医疗产业的规模集聚态势。

对于嘉定工业区来说，转型其实就是一个抢抓机
遇、开拓创新的过程。近两年来，上海自贸区建设深
入推进，嘉定工业区感到这对于园区发展又是一个重
要机遇，必须牢牢抓住。为此，嘉定工业区积极复制
自贸区优惠政策，加快推动嘉定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
为综合保税区，并借助自身电子商务产业发达的优势

重点拓展跨境电商产业。通过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
目前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4
年11月，嘉定出口加工区被认定为“上海市跨境电商
试点园区”；2015 年年初，嘉定出口加工区与东方支
付、跨境通联合成立“嘉境通”跨境电商运营平台；
8月下旬“嘉境通”完成了与跨境电商企业的系统对
接；仅20天后，实物首单测试就已走通，9月底又完
成规模走单的压力测试，近 700个订单只用了数小时
就已走完，运营效率创造了上海各大跨境电商平台的
新记录。目前包括京东在内的40多家跨境电商企业正
在有序进驻。在跨境电商方面，园区也定下了一个目
标，就是：“一年做通、两年做大、三年做强”，预计
到 2016 年 4 月，出口加工区 2.8 万平方米高标准建设
的保税仓将竣工投入使用，另外，一座占地 120亩的
智贸通跨境电商智慧产业园区也将于2017年底建成。

下好科技创新这盘棋
近两年，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全

面推进。嘉定区被定位为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承载
区。而嘉定工业区又被嘉定区委、区政府赋予了嘉定
科技创新产业化核心功能区的角色，园区在嘉定科技
创新“一核两区四集群”的功能布局中职责重大。

园区负责人表示，嘉定工业区有信心有能力也必
须承担好这一角色。一方面这是自身所需：嘉定工业
区当前已进入存量调整、减量增效的新阶段，面临
着建设用地减量、信贷资金压缩等要素资源硬约
束，要想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唯有坚定不移走科技
创新之路，向科技创新要效益；另一方面，也是自
身所能：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嘉定工业区积极用好
嘉定作为科技城的“溢出效应”，园区科技企业、研
发机构、科研人才密集的特点日益突出，特别是园区
承接了中科院下属的光机所、微系统所、技物所、硅
酸盐所、声学所东海站等一批国家级科研机构将产业
化项目，产学研用创新机制逐步完善，科研成果转化
步伐不断加快。

另外，嘉定工业区还深入实施“大孵化器”战
略，不断加快创新创业平台建设。除了嘉定高科技园
区、上大科技园、中广基地、电商产业园等一批创新
创业园区外，近年来，嘉定工业区还陆续引进了嘉定
育成中心、上海金融谷、网谷投资、天之纬、智炎电
商、嘉定亚马逊 aws联合孵化器等一批市场化、专业
化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平台。这些平台均在相关行
业内浸淫多年，积累了广阔的业界资源、雄厚的资金
基础、成熟的运营经验，同时也有着灵敏的信息触
角，无论是在招商引资还是在服务企业方面，都具有
其自身的突出优势。

针对嘉定科技创新产业化核心区建设，嘉定工业
区也提出了自己的阶段性奋斗目标，就是：到 2020
年，工业区要基本形成嘉定“承载区”核心功能区的
形态和功能，基本达到集聚、整合和利用创新要素，
形成高效产业和集群创新等方面要求，从而为国家创
新型科技园区建设奠定扎实基础。

总体目标包括 5个方面：一是在重点发展的优势
产业领域内，能够为实现国家和区域战略目标发挥出
重要的促进和支撑作用；二是园区知识创新和技术研
发机构、人才和信息资源、资本实力和融资渠道、支
撑创新的物质条件及拓展市场的平台条件等创新要素
高度密集；三是园区组织间的交流合作氛围浓厚，创
新网络和创新合作发达，园区协会、联盟等组织形态
密集；四是园区创新创业活跃，集群创新优势和技术
领先优势明显；五是体制机制创新成效明显，建立并
形成结合区域实际、符合时代要求、能够长期稳定支
持创新的政策制度。

在刚刚完稿的 “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嘉定工
业区写到：“要以决战决胜的勇气，围绕争创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总目标以及产业升级引领、创
新创业活跃、自主创新加速、产城融合示范的要求，
推进产业深度转型，把工业区建设成为科技创新中心
重要承载区的核心区、自主创新产业化的主战场以及
上海郊区工业区转型升级的示范区。”

十年谱就华章，十年铸造辉煌！十年来，嘉定工
业区自发融入中国改革开放的洪流，与中国的发展脉
搏一起律动，在奋楫争先中取得了转型发展的丰硕成
果，对于国内开发区创新转型来说，不失为一个良好
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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