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广富林文化遗址，是一座令人流
连忘返、一去再去的“人文公园”

襊 未来影城融合智慧生态社区
荩 人文松江活动中心效果图
茛 松江中央公园形似巨大绿肺

▲ G60科创走廊成了城市新地标，并演绎出一种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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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潮

沪人常曰：千年看松江，百年看市区，

十年看浦东。有着独特人文历史和丰富“非
遗”的松江新城，在一片农田上建设独立综
合性节点城市， 奇崛之力莫过于 “交通枢
纽”。

原名“松江南”的车站，自规划扩建“松
江枢纽”，吸足了公众眼球。 我们每每途经
那一带，目睹打桩、筑墩、搭承台等热火朝
天的建设情景，也难抑激情澎湃。育发展动
能，通赶超之路，伴随一条条有形道轨的铺
建，无形的梦想也在振翅。 正在兴建、规模
仅次于虹桥枢纽的松江枢纽核心区， 一旦
建成， 无疑将使松江新城拥有翱翔的翅膀
和强劲的动能。

“松江枢纽”蓝图是壮阔的。沪昆高铁、

沪苏湖铁路、沪昆铁路、沪杭城际等将在此
汇聚，东西联络线、嘉青松金线、9号线、23

号线、T3线也将于此会合。 未来松江枢纽
将设置 9台 23线，站台线路规模居全上海
第三。而“站城一体”的开发模式，将对独立
综合性节点城市赋能。具体而言，松江枢纽
的规划建设， 一开始就紧紧围绕 G60科创
产业、科技影都、立体枢纽、低碳城区四大
特色，兼顾交通功能、高端商务、地区商业
中心和配套居住功能等。 那里将崛起高度
分别为 330米、220米两栋地标建筑以及一
批现代化商务大楼。随着建设不断推进，一
个拥有高质量商务功能的长三角大型 CBD

正欲“破茧”，它将具有上海西向城市门户
和“城市客厅”的功能，也是具有城市副中
心能级的上海南部中心。

高铁时代的同城效应也将在松江新城
得以体现。不久的将来，从“松江枢纽”去往
嘉兴、吴江、昆山等近沪城市仅需 40分钟
左右，去杭州、苏州、无锡等长三角重要城
市约需 50分钟。如此交通赋能也将成就一
个要素资源配置枢纽， 使得松江链接辐射
广袤的长三角大地。

城市的腾飞， 都有赖于出行和货运的
便捷。目前，松江新城在交通建设方面不断
提速，以松江枢纽为核心的“四网融合”综
合交通体系建设已全线铺开。其中，以沪松
快速路为新城干线， 将使松江枢纽与虹桥
枢纽的通勤变得通达；推动轨交 12号线西
延伸开工建设，使松江与中心城、其他新城
的联系更加紧密。 而不断完善的“井”字型
高速立交匝道体系， 也将提升有轨电车网
络的密度和覆盖面。 枢纽潮， 将促进大流
动、大融合、大发展。

科创廊

提及 G60，我们不由地感慨。 原本只是
一个交通意义上的“存在”，经过锐意开拓
和建设发展， 如今变成了更好地服务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科创产业带， 还演绎
出一种时代文化，折射出积极创新，勇于开

拓的精神。其中，地处 G60高速公路起始点
的松江是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策源地，始
终致力于发挥“桥头堡”和“领头羊”的作
用。

今天的 G60也成了城市新地标。 人们
驱车经过沪杭廊道， 往往一眼就被坐落一
侧的“G60科创云廊”所吸引。 “G60科创云
廊”，又名“拉斐尔云廊”，外型有一股乘风
破浪的巨帆之势， 象征着世界级产业集群
在此腾跃和推动“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
造”的一个个壮举。长三角在国家新发展格
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松江，早就被赋予了
瞄准国际先进科创能力和产业体系， 勇当
科技和产业创新开路先锋的使命。自“十三
五”以来，他们致力于构建长三角 G60科创
走廊，从 1.0版“源起松江”，到 2.0版“联通
嘉杭”，再到 3.0版“九城共建”，继而到纳入
顶层设计，推动基层实践上升为国家战略。

其间， 一批重大科创成果在松江新城相继
涌现； 一些头部企业和百亿级项目纷纷在
松江新城落地。其中包括人工智能、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智慧安防、新能源、新材料等
在内的“6+X”战略性新兴产业。 与此同时，

松江新城与上海周边城市也产生了流量交
互、协调发展的效应。自长三角 G60科创走
廊建设以来，九城市 GDP总量在全国的比
重上升至 1/15， 地方财政以及市场主体数
所占全国比例也在明显上升， 拥有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占全国近 1/10， 科创板上市企
业数量占全国 1/5。

松江作为全国十个推进高质量发展成
效突出的地方，2021年 5月入选国务院督
察公布的 2020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名单，受到了表彰。

由此可见，“科创基因已经深深印刻在
松江新城的骨子里！ ”

而今， 依托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和松
江大学城资源， 松江新城以科教和双创为
动能，着力于集产业、科技、文化、旅游为一
体的综合性功能建设， 使得有着丰厚农耕
文明底蕴的松江，又倍添“科技范”和“未来
感”。 在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引领下，科技
影都核心区也呈活力之态，备受瞩目。地处
松江南部的一片“弹丸之地”，现今吸引了
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创制大军，正
在逐步形成一个全球影视科技体验总部基
地和未来影城融合智慧生态社区， 也将建
设成为全球影视创制中心的重要承载地和
上海文化大都市影视特色功能区。

宜居态

松江新城的生态建设，有着诸多“可圈
可点”之处。

他们是深谋远虑的。 据规划， 至 2035

年，松江新城常住人口将达到 110万人。为
了让人们在此安居乐业， 他们致力于高能
级功能集聚融合、 人性化活力街区和复合
高效的空间利用，彰显“上海之根”的深厚
底蕴以及“沪上之巅、浦江之首”的山水禀
赋， 营造人与自然、 人与历史和谐共生之

态。 他们依托人文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遗
存，将旅游休闲、文化创意、复合居住融为
一体，促使“五水入城、城水相依、活力人
文、漫道联动”，构筑一片“推窗见绿、出门
入园、慢行有道、水岸共享”的宜居生态，打
造韧性城市、低碳城市。

我们了解到，松江新城在“产城融合示
范片区”方面积极发力。 其中，东部产城融
合示范片区含中山国际生态商务区、 工业
区一期、东部经济技术开发区、车墩片区、

新桥片区和 G60漕河泾园区 （G60科创中
心）等，重点提升产业能级、推动产业用地
更高质量发展； 西部产城融合示范区含西
部经济技术开发区、小昆山片区等，推进建
设集制造、研发、服务多元功能于一体的产
业社区。 如此复合交叉，使得产业发展、公
共服务相得益彰。

说到公共服务， 松江在基础教育和基
础医疗方面加快补齐短板弱项， 打造了高
质量的“社区生活圈”。其中，华东师范大学
第二附属中学松江分校和华东师范大学第
二附属中学松江实验学校已于新近落户松
江；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松江
云间中学、云间小学也将“开花结果”。上海
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院区二期扩建工程开
工在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松江分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国际眼病
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国
际肿瘤中心等项目也列入建设规划。 这些
优质资源纷纷落户松江， 意味着生活工作
在松江新城的居民将不复以往对中心城区
公共服务的羡慕，高品质的上学、就医、购
物等等，在“自家门口”也一应俱全。

人才，是一切发展之根本。松江新城的
崛起， 也有赖于一批批人才从天南海北飞
来。 据介绍，2021年松江区储备人才招聘
的报名工作已显示，计划录用 80人，而报
名者高达 3300余人。两者之比，可见“人心

所向”———今天乃至未来的松江新城，寄寓
了无数人的梦想和希望。 一个从事艺术工
作的“沪漂”表示：“我心里有个梦，渴望在
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松江安个家， 以电影
和艺术为马， 驰骋岁月， 做最好的自己
……” 还有一个在松江居住大半辈子的居
民表示，家乡越变越美，越变越强，令他十
分自豪。他相信松江新城作为独立城市，将
是“小而特，小而美”的，也必将在整个上海
乃至长三角区域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野望”松江，在一廊引领、枢纽通达的
发展格局中， 在当地干部群众夜以继日的
建设下，沪杭廊道上一座富有历史脉络、独
特空间和城市意象的新城呼之欲出！

我时常漫步松江，或去僻静老街，或去“最美书店”。 可
以说，多数时候并无明确目的地，只是喜欢流连于千年府城
的“非遗”文化、古老记忆和“软时光”。

松江，古称华亭，坐落在长三角前缘、太湖尾闾、上海市
西南，富集人文历史。 如今它告别以往市域“中心城+郊区”

的二元空间模式， 朝着面向长三角的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
发展。 一“区”蝶变为一“城”，给人丰富想象———它将为“城
市发展史”掀启怎样的一页？

据了解， 松江新城在发展空间上将构建 “一廊一轴两
核”的新格局。一廊，即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体现科创驱动
发展的核心动力，深化松江区域“一廊九区”，服务“一廊九
城”；一轴，即城乡统筹发展轴，形成纵横松江南北，联动城
市乡村的发展轴，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两核，

即打造“松江枢纽”核心功能区和双城融合核心功能区。 而
新近，松江新城已在 20多个基础设施、产业和文旅类重大
项目方面完成签约，一批龙头企业与松江区达成战略合作，

吸引社会投资超过 1100亿元。 显然，松江因“城”而动，精
心于规划及设计，在延续历史、彰显文化的建设中志在进一
步凸显产业、功能等特色，并在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等方
面不断地满足“人民向往”。

一座城市意象的松江新城呼之欲出
丁曦林

“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

南北转型”，是上海构建的空间新格局。

作为其中“新城发力”的一极，地处沪杭
廊道发展轴上的松江新城有着独特优
势。它在 G60科创走廊引领下初步形成
的创新策源能力和智能制造装备等产
业集群，在文创旅游、影视创制等方面
的特色功能，以及在“上海之根、浦江之
首”等积淀的人文历史，都为建设“产城
融合、功能完备、职住平衡、生态宜居、

交通便利”的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提供
了强劲动能。

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的定位，让
“五大新城”有了新的赛道。 而松江“一
城” 空间规划中， 一个形似 “无穷大
（∞）” 符号的规划设计令人浮想联翩。

其中，作为上海“四主多辅”铁路枢纽体
系中重要节点之一的松江枢纽，将使得
松江新城一举实现便捷的新城通勤，以
及与中心城区、其他新城乃至近沪城市
的便捷通达，去虹桥、浦东等国际枢纽
也将明显提速，并在“站城一体”与“四
网融合”建设中创建一个对标世界先进
水平的“城市会客厅”和崭新的 CBD。大
枢纽带来大流通， 大流通带来大商贸，

已是被世界城市发展史反复证明的规
律。 迈向“独立”和“综合性”的松江新
城，有望重构松江“一城”与上海的中心
城区、与长三角周边城市甚至与世界诸
多科创前沿的关系，也有望重构有别于
钢筋水泥森林，尊崇山水诗意的未来生
活。 这座规划人口将达 110万的新城，

其未来图景给人各种遐想。

其一，培育出支撑独立综合性城市
经济命脉的“王牌”产业，包括先进制造

业和各种服务业。 “十三五” 期间，“科
创、人文、生态”就深深印刻在松江的血
液里。当初他们主动瞄准国际先进科创
能力和产业体系，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
开路先锋，经过艰苦奋斗，已经取得斐
然成就。如今，每到夜幕降临，沪杭廊道
边上的“G60 科创云廊”光带便如约亮
起。 呈自由翱翔之势的璀璨灯影，映照
着散布廊道两侧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和
推动“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诸
多壮举。一批重大科创成果在松江新城
相继涌现；一些头部企业和百亿级项目
纷纷在松江新城落地。 不容置疑，日益
茁壮的产业体系将持续成为松江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也将支撑、吸引、

凝聚更多从事科创的建设者在此扎根，

安居乐业。

其二，创建出前所未有的立体而畅
达的交通体系。 目前投入建设的“松江
枢纽” 已经向世人勾勒了一幅动人的
“高铁时代同城效应”图。 随着“松江枢
纽”建成，从松江新城去往嘉兴、吴江、

昆山等近沪城市只需 40 分钟左右，去
杭州、苏州、无锡等长三角重要城市约
需 50分钟。 交通枢纽还可能演变出要
素资源配置枢纽，为一“城”生发更多功
能内涵。

其三，发掘和弘扬了极其丰厚生动
的“人文”，使其成为居住和工作在其间
的人们的精神氧气。浸润于古今文明交
相辉映的发达人文环境，日日呼吸无处
不在的浓郁文化，这里的人们怎会不滋
养出一种有别于其他地方的趣味和气
质？ 尤其，广富林文化遗址、唐代经幢、

宋代方塔、漕运仓城、云间第一楼、袜子
弄、佘山教堂、被誉为“世界建筑奇迹”

的佘山世贸洲际酒店、星罗棋布的“最
美书店”以及一座座美术馆等等，无不
飘漾着人文气息和灵动思想。近水楼台
先得月，人们将获得非凡的诗意江南滋
养，也将更懂董其昌戴望舒们。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 今天的松
江新城围绕“一廊一
轴两核”打造未来
发展战略空间
和 重 要 增 长
极，根本上体
现了以“人民
向往”为发展
目标的美好
追求。

一座新城，一种美好
西 林

▲正在兴建、 规模
仅次于虹桥枢纽的松江
枢纽核心区， 将使松江
新城拥有翱翔的翅膀和
强劲的动能

荨 独具风情的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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