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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双高资源”
凸显“融沪”优势

依托上海实现发展、“大树底下种好碧
螺春”，这是太仓人始终秉持的发展智慧。
早在“十一五”规划中，太仓就把“接轨上海”
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从接轨到融入，再到
共建大虹桥“朋友圈”，太仓下出了同城化

“先手棋”。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深入实施，尤其在苏

州提出“沪苏同城”战略的情况下，太仓如何
继续放大优势？在江苏省规划设计集团城
市更新规划设计院副院长王海勇看来，高
铁、高校资源叠加，将构筑太仓在苏南强县
乃至长三角各县市中的独特价值。

去年7月1日，沪苏通铁路通车，太仓从
此告别“地无寸铁”时代，加速融入“轨道上
的长三角”。嘉闵线北延太仓段预计年内开
工，通过嘉闵线可以直接进入上海市中心，
还有非常多的地面公路将与上海邻近地区
进行全面对接，未来太仓将与上海实现真正
的“同城”。

连日来，南沿江高铁太仓段项目20多公
里的主线工地上一片繁忙，工人们忙着绑扎
钢筋、架设箱梁。该项目是太仓深度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工程。“南沿江城际铁
路是江苏省又一条东西向快速交通走廊，是
国内第一条由省政府主导投资建设的城际铁
路，是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中
的重要线路。”中铁上海工程局南沿江二分部
总工程师尹正说，该城际铁路开通后，沿线的
太仓将融入沪宁一小时高铁圈。

可以看到的是，交通将太仓与长三角各
地紧密联系起来，将人流、物流、信息流聚
集。未来沪苏通铁路、南沿江铁路、太仓港
港口支线铁路，规划的北沿江铁路、苏锡常城
际铁路和上海嘉闵线延伸线，多条铁路将陆续
在太仓站交会，形成太仓“5+1”轨道交通网，
助推太仓进入构筑开放大格局的黄金期。

除了高铁，还有高校。西北工业大学、西
交利物浦大学先后落户，太仓成为全国唯一拥
有“双一流”高校的县级市。从太仓站出发，沿
着即将开通的太仓大道，一侧是即将封顶的西
交利物浦大学太仓校区，另外一侧则是今年9
月就要正式投用的西工大太仓校区。

太仓市文化教育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金丽萍表示，不管是西工大还是西交
利物浦太仓，其落户都瞄准了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背景下太仓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可以预见，
伴随着高铁、高校蜂拥而来的，是人流、物流、资
金流、信息流，以及大量的年轻人才、科研机构
和项目资源，这将为太仓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
下，加快发展提供宝贵的人才、技术支撑。

产业深度协作
放大“同城”效应

“太仓在实现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落地
时，效率高、动作快，率先作为一个‘桥头堡’
加快推进‘沪苏同城’进程。在产业协同、创
新融合等方面，与上海全方位对接和全方位
协同发展，这也是太仓为之奋斗的一个目
标。”太仓市委书记、市长汪香元说。

进入2021年，沪太同城化加速趋势越发
明显，太仓积极围绕规划、交通、产业、科创、
生态、民生6个方面全面融入大上海。

以产业为例。太仓在苏州全市率先行
动，主动融入上海大飞机产业体系，布局谋
划航空产业。今年2月18日，苏州市政府与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太仓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航空产业集聚和培
育、航空技术联合攻关等方面开展深度合
作，融入共建国产大飞机产业链创新链。

搭载航空产业，太仓的产业发展将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沪太同城中，真正“跑起

来、飞起来”。目前，太仓初步形成以太仓航
空产业园、太仓航空新材料创新园、西工大
太仓长三角研究院“两园一院”为承载，以杨
伟院士工作站、苏和空间站、未来宇航“六大
平台”为支撑的航空产业发展格局。

据统计，已有20多个航空产业项目落户
太仓，总投资超100亿元。2020年，太仓航
空航天产业实现产值近百亿元，集聚了舍弗
勒航空轴承、中科院金属所航空叶片、嘉创
飞航等一批优质航空产业项目。太仓市工
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太仓新提出500亿元
的航空航天产业发展目标，正是基于太仓处
于长三角核心地区、拥有对接上海大飞机产
业基地的优势。

“太仓应充分依据本地产业链主动部署
创新链，充分利用上海的优质科创资源。”太
仓光电技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代作晓说，新
引进的西工大太仓校区、西交利物浦太仓校
区规划了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学院，太仓
应提前布局上述领域的产业链，促进沪太创
新链的深度融合。

着眼未来产业，成为沪太在产业协作上
的典范。上海正在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中
心、航空制造业集群，太仓通过抢抓这些风
口和契机，正着力培育与之相配套的新能源
及智能网联汽车、航空“大产业”，加快形成
500亿级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百亿级航空产
业集群。此外，重点对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和科创中心建设，打造临江现代物贸基地和
临沪科创产业高地，成为太仓产业能级提升
的重要方向。

今年3月30日，太仓市城厢镇举行“嘉
太科创产业园——沪太同城先行区”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开业暨科创项目集中签约活动，
双方还联合编制《“嘉昆太”产业一体化发展
规划》；建立长三角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不断
围绕新能源汽车、航空、生物医药等产业发
展做好与上海的对接和融合。

事实上，太仓在科创融入上海的同城化
上，早已未雨绸缪，特别是在引进沪上大院
大所上，率先迈出了坚实一步。目前，太仓
企业开展的产学研合作，约70%是与上海高
校院所联合开展的，全市省级院士工作站
中，约40%是与上海高校院所共建的。太仓
正着力构建大院大所创新生态链，加大扶持
力度，在人才引育上解决好人才发展后顾之
忧，使其成为沪太科技协同创新的黏合剂、
太仓产业升级的助推器。

瞄准“未来之城”
力推“一体化”合作

在太仓新浏河畔的滨河西路，河对岸就
是嘉定。未来，一条嘉闵线会从这一带穿河
穿省而过。而在河的这一侧，一座规划总面
积约50平方公里的娄江新城正在拔地而起，
为两地融合画下新的蓝图。

今年4月9日，太仓对外发布娄江新城
规划，将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全力
建设“长三角中德合作示范区、临沪智能制
造集聚区、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区、虹桥商务
核心配套区”。

不难发现，在娄江新城规划中，“长三角
一体化”“融沪”依旧是关键词。无论是从区
位交通、发展潜力，还是从资源禀赋、规划空
间上来看，可以说，娄江新城完全有条件、有
基础打造成为太仓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的“桥头堡”和“先行区”，成为融入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建设的前沿阵地。

根据规划，娄江新城整体形成“一心两
轴三核四区”总体空间结构。一心，即太仓
主城东部副中心，是太仓市对娄江新城在全
市发展中的总体定位；两轴，即白云渡大道
融沪发展轴和太仓大道科创发展轴，是娄江
新城发展的核心骨架；三核，即科教中心、市

民
中心、
商务中心，
是娄江新城的
三大核心功能节
点；四区，即5平方公里
科教创新区、16平方公里智
能制造区、11平方公里高铁商
务区、16平方公里临沪国际社区。

“娄江新城是太仓城市的未来和未
来的城市。”太仓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娄
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白斌
说，“城市的未来”，它承载着太仓人民
的殷切期待，成为沪苏同城一体化的
新载体；“未来的城市”，它将体现数
字智慧、绿色生态等前沿理念，能
够更加充分彰显太仓百姓理想
的生活场景。

“东拓”新城，拉开了太仓
这座城市的框架，也为太仓提
升城市竞争力和城市能级、
全方位强化沪太同城发展
带来了重要契机。

未来，太仓将创造
性地链接上海资源，
为人才、企业提供
更多公共服务配
套，“沪太同城
化”效应不断
放大。比如
在医疗方
面，上海
综合排
名第一
的瑞金医
院在太仓设
立分院，将以“三
甲医院”标准加快建
设。在教育方面，上海
世外教育集团将在太仓建设
包括幼儿园、九年一贯制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类似的合作，在文化、
养老、环境共治等领域遍地开花。

除了医疗、教育资源的共享，
沪太两地居民办事也越来越方
便。1月18日，太仓市行政审批
局与上海市宝山区行政服务中
心等5家单位签署《宝山-太
仓-常熟-锡山-惠山-新北
跨地域通办合作协议》，这
也标志着长三角区域“跨
省即办”通道正式开
通。近年来，该市开通
了太仓“长三角一网
通办”专窗，在市场
准入、民政、社保
等方面，实现了
长三角地区政
务服务“异
地收件”和

“线下就
近 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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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推动“沪太
同城化”的举措一件接着
一件。

1 月 18 日，太仓市行
政审批局与上海市宝山区
行政服务中心等5家单位
签署《跨地域通办合作协
议》；2月9日，省港口集团
与上港集团就太仓港集装
箱四期沪太合作举行签约
仪式，加快实现口岸监管
“同港化”；2月24日，《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
方案》公布，太仓成为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北向拓展带
的重要组成部分；2月 25
日，瑞金医院太仓分院签约
仪式举行，太仓市政府和上
海瑞金医院将发挥各自资
源优势，在娄江新城核心区
域合作建设瑞金医院太仓
分院；4月9日，娄江新城规
划发布，“未来之城”未来可
期；5月 19日，“独溇小海
—阿拉的爱琴海”农文旅项
目集中签约，打造沪太文旅
新地标……

如何在激烈的区域竞
争中找到独特优势，将其转
化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城
市能级的突破口？太仓有
了新目标：以大视野、大格
局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打造苏州对接上海枢纽门
户城市。正如省委常委、苏
州市委书记许昆林在太仓
调研时所说，太仓要深度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在具备条
件的领域率先实现与上海
的同城化。

随着港口、科创、文旅
等领域合作签约不断，沪太
产业协作走向深入，太仓进
一步打开发展空间。交通、
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合
作项目相继落地，“沪太同
城”的美好愿景正加速成为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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