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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园区产业 推动能级转型
张 毅
内容摘要：2015 年 5 月 19 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中国制造 2025》，旨在推
进制造业创新发展、提质增效，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车墩镇作为松
江区的工业重镇，近年来以浦江源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建设为契机，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融合园区产业发展，推动工业园区产业能级转型，建设车墩工业产业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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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 19 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中国制造 2025》。由工业和信息化
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质检总局、工程院等部门和单位联合编制
的《中国制造 2025》是我国制造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它是我国增强综合国力、
提升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推进制造业创新发展、提质
增效，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车墩镇位于上海市西南郊，松江区的东大门，车墩是松江工业发展的缩影，
2013 年底车墩工业园区升级为国家级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车墩分区，政策优势
足，基础扎实深厚，在整个工业园区的改造以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做了大
量工作。作为一个传统的工业重镇，在松江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历年来工业
产值在车墩镇经济结构中占较大比例。但是由于国际大环境不景气，外需不足和
产品结构的调整，工业增值和利润上升趋势减缓态势。为了更好的推动车墩镇工
业的发展，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走出目前发展的瓶颈，进入平稳发展的新阶
段，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势在必行。

一、车墩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
车墩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主要依托上海浦江源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该功能
区成立于 2009 年 6 月，2010 年 9 月根据“两规合一”以及松江南部新城规划的
需要，进行了规划选址平移，平移后四至范围为东至嘉金高速公路，南至车阳路，
西至香闵路，北至北松公路，占地面积约 3375 亩。平移后的范围属于国家经济
技术开发区松江车墩分区内，该工业区成立于 2003 年，功能区又覆盖了 1993
年成立的国家级高新园区上海莘莘学子创业园。成立以来功能区生产性服务发展
迅速，增速明显高于园区其他产业，为园区整体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蝴
蝶效应”。

1

1.功能区产业规模已初步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正逐步提高。
截至 2014 年底，功能区内现有落户企业 235 户，实现年产值 42.27 亿元；
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99 户，占功能区落户企业数量的 42.1%，比 2010 年提升
了 16.5 个百分点，生产性服务企业数量年均增长 18.6%，实现产值 6.5 亿，年
均增长 24.5%。

2.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平稳，经济指标逐年递增。
通过对下图浦江源功能区近 5 年的主要指标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已扎根在车
墩工业园区中，并且稳步发展。2011 年至 2014 年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0.74 亿元、
4.62 亿元、0.48 亿元、7.23 亿元，年平均增长 3.26 亿元。2011 年至 2014 年税
收分别增长 12%、34%、7%、44%，年平均增长 24.3%。
浦江源功能区近5年主要指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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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园区产业，推动能级转型
上海浦江源生产性服务业功能是根据上海“十二五”规划基本思路，将上海
根据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紧紧围绕发展转型，切实把加快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作为核心任务，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以“高新低碳，
融合发展”的产业方针，是对车墩工业园区的重塑规划和功能定位，是重塑园区
产业，推动传统工业转型的重要途径，同时有别于新规划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的
定位，因此对我镇的生产性服务业来说，更多的是融合现有产业发展，促进园区
产业转型。近年来，浦江源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及时融入园区发展的大规划，对
工业园区整体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推动工业转型发展，实现“稳中有进”
过去工业的主导产业是重化工业、资源型产业，随着整体工业进入工业化后
期，增速已明显放缓。为了顺应工业化演变规律，促进主导产业平稳更替，浦江
源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的设立，很好的为传统工业转型发展提供了保障。它依托
车墩的地理优势，借助工业区的产业基础，加快推进产业调整，使功能区将作为
研发类产业用地，重点发展商务办公、中小企业总部经济、文化创意、服务外包、
教育培训、现代物流等。导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信息电子等为主的高
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企业，同时辅以工业设计、软件开发、文化创意为主的生产
性服务业。2013 年和 2014 年，共引进项目 35 个，批租土地 70 亩，动迁企业、
村宅基地腾地 109.58 亩，开工、竣工项目建筑面积达 153811 平方米。通过整合
现有园区资源，既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又加速融合园区发展，既保持整个
工业园区的活力，又推动了整个工业园区的转型发展。

2.加速了工业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实现“创新驱动”
过去，传统工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低成本优势发挥作用。但随着土
地资源越来越少，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低成本的优势已难以持续，
所以加强研发、专利、商标品牌等知识资本在产业转型升级中起主导作用。在市
场竞争愈发激烈的环境下，通过以往那样生产某种产品获得大量利润的情况，已
经很难出现。所以要抓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培育新技术、扶植
新产业、呈现新业态、创新新模式，抢占技术和产业的战略高地，树立整个工业
园区的品牌效应。截止 2014 年底，园区现有企业中，有 365 家企业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累计共有 6117 项发明公开，1412 项 发明授权，4687 项实用新型专利，
1963 项外观设计专利，1756 个商标注册，1047 个软件版权。 其中 92 家企业在
2014 年有新增知识产权，共新增 750 项发明公开，157 项发明授权，758 项实用
新型专利， 116 项外观设计专利，157 个商标注册，281 个软件版权。

3.促进了工业产业向主动重塑产业链和价值链转变，实现“整体
布局”
过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业，随着工业竞争力提升，发达国家大
力发展推进以数字化制造的“再工业化”，以及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成本
更低的地区，对于过去的发展模式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为了改变当前困境，
更好的发展。2014 年底，总面积 16513 平方米的智兆大厦正式投入使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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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进行产业链和价值链调整的序幕，淘汰调整弱、劣势企业 68 家，涉及调整
土地面积 519 亩，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升级；例如原主要以生产为主上海雅氏
鞋业公司，现在将研发和销售中心也落户在车墩，大大提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但
由于空间限制，园区积极调整资源与其所需发展空间对接，2014 年该公司年税
收达 3400 万元，亩产税收超过 300 万元，大大提升在整体区域产业分工的地位，
与财富兴园及车墩影视乐园协同招商，加强政策和产业对接，实现在某一区域的
工业的错位发展、互补共赢。2014 年通过各种渠道，加强科技与文化政策的宣
传力度，在北京招录布设了 3 个招商办事处，通过接待以商招商，不断拓展在北
京和上海文创产业中的招商网络，并成功加入上海广电制作协会，确保在国家战
略发展中有一席之地，形成产业链和价值链协同发展的格局。

三、发展中的问题及矛盾
1.生产性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内在联系和规律认识不够
从近十几年工业的飞速发展来看，对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战略意义认识不
足，甚至把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对立起来，在产业发展中没有树立融合的发展
观，片面地强调发展制造业。当产业结构已经到了发展服务经济阶段时，但从地
方财政税收、GDP 增长出发，仍然把制造业放在重点，忽视服务业的发展。所以，
上级领导审时度势，做出重要决定，2009 年浦江源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的设立，
很好的弥补这一不足，从战略发展角度来说，优化车墩工业区产业机构的调整，
为工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生产性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的服务衔接问题
近几年，随着浦江源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的设立，很好的补足了整个车墩工
业园区产业机构，为了园区的发展注入前进的动力。然而，生产性服务业和传统
制造业之间互动不足，两个行业之间服务却不是企业简单地业务拓展和增加服务
人员，而是对企业的发展战略、商业模式、业务流程等一系列重构和再造。但许
多企业二业之间的关系，对合作过程中出现新的竞争格局、新的商业模式认识不
足，缺乏控制能力，尤其是对于工作流程、业务模式创新不足，影响了企业的发
展战略和商业机会。主要体现在；一些大企业不愿外包服务部门，长期以自我服
务为主；而一些中小企业不具备经济实力、创新能力，出于成本考虑，既不愿购
买、又买不起专业化服务，仍然以自我服务、模仿抄袭为主等等。为了应对这样
的局面出现，园区管理应及时构建全面的信息管理平台，做好桥梁作用，促进园
区制造业企业与功能区企业之间的合作，达到共同发展共同盈利。

3. 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质量低等因素造成供给不足
随着浦江源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的设立，一方面给园区发展注入了动力，但
是从近几年看生产性服务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偏小、技术水平低、同质化现象严重、
服务成本较高等问题。专业化、社会化服务能力不强；综合化服务水平低，提供
服务多是单一功能服务，很难满足制造商的服务要求，这与制造企业的服务内置
形成一种“低效均衡”状态。有的企业为了生存，迫不得已发展副业，导致副业
产值大于主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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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的展望及意见
1.完善创新体系，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
目前园区面临的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赖度较
高，尚处于“制造—加工—组装”的较低技术含量的阶段。为了更好的创新驱动
转型，完善创新体系，构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互动的综合服务平台。一是构建
涵盖政府、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综合信息平台，提供各类供求信息、合作信
息、政策信息及沟通协调服务，实现信息共享，提升互动发展水平，为二业形成
良性互动关系解决信息沟通与交流渠道。构建信息平台应采取区域入手、政府扶
持、第三方建设。政府要在政策、资金、信息平台基础建设上给予扶持。平台建
设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和管理团队，他们应该是第三方团队，以避免政府过多干
预利用园区平台，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完善企业平台整合产、学、研
用相结合的路子，适时建立完善创新产业机构体系。

2.科学树立品牌效应，推动园区和企业的整体形象
目前园区主要缺乏知名品牌，领军企业发展不足，园区发展后劲不足，产品
质量和技术标准并未随着升级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而提升；园区品牌和企业品
牌的设计、建设、维护缺少投入、没有持续投入发展的意识；园区企业的生产标
准体系整体水平有待加强，园区品牌与园区入驻企业发展不协调。为了更好树立
园区和入驻企业的品牌效应，应加强莘莘学子创业园高新区和浦江源生产服务业
功能区的品牌效应，扶植鼓励园区企业的品牌的发展，尤其要创新为中小服务企
业、制造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培育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主体。同时带动提
升园区企业的整体发展，使质量标准与品牌效应相匹配，推动园区和入驻企业整
体的形象。

3.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整体智造发展
现阶段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也发展滞后，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过
大，技术密集型产业偏低，对于新兴产业产能利用不足。生产性服务也尚处于起
步阶段，停留在低端服务领域，自主研发能力不强，缺乏统筹协调机制。为了更
好的推动园区“智造”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应该要发挥园区统筹运作平台优势，
提升园区整体信息化水平，逐步发展信息化与入驻企业融合发展，以数字化、网
络化应用建立信息数字化平台，提高园区管理与企业的研发、生产、管理的智能
化水平，进而推动整个园区整体由“制造”向“智造”发展。

松江区车墩镇

张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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