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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海上来，潮涌长三角。当

前，嘉兴全面擂响了从“统筹城乡发

展的典范”到“共同富裕的典范”蝶

变跃升的战鼓。嘉善县罗星街道，

致力于成为其中的排头兵。

罗 星 街 道 ，地 处 嘉 善 的 新 城

区。这里，是嘉善承载“一体化示范

区”产业创新集聚、人群和谐宜居的

重要窗口；这里，是城市经济发展的

核心区、主阵地；这里，以占嘉善县

7% 的 面 积 ，贡 献 了 14.3% 的

GDP、管理着全县近三分之一的

人口。

罗星街道一直坚持“网罗天下

之星”的理念。近年来，嘉善归谷智

造小镇引育了省级以上高端人才

53 人，约占全县的三分之一，先后

被评为浙江嘉善人才创业园、欧美

同学会留学报国基地，以归谷智造

小镇为主体，成功创建国家级“双

创”示范基地。

嘉善归谷智造小镇是罗星经济

发展的金名片。自 2013 年开园以

来，累计孕育生命健康企业 60 多

家，年产值近 10 亿元，初步形成了

以智能核心芯片、智能传感器、智慧

医疗等为特色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

业集群。

到“十四五”期末，罗星街道力

争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50 亿元，年

均增长 8%以上；财政总收入突破

10 亿元，年均增长 10%以上，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6 亿元，年

均增长 10%以上；5 年累计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400亿元以上。

“ 我 们 力 争 5 年 内 引 进 世 界

500强、中国500强、行业龙头企业

10 家以上，超亿元项目 20 个以上，

引育超 10 亿元销售额企业 3 家以

上，形成完备的产业链和创新链。”

罗星街道党委书记黄斌对未来发展

充满底气。

10年前，如果来到罗星街道，大多数人不
会将它与生命健康产业联系起来，更不会想
到，这里诞生了一个省级特色小镇、全国双创
示范基地——嘉善归谷智造小镇。

那时的罗星街道才从原魏塘镇划分出来
不久，小镇的所在地是一个集结了铸造、密封
件、砖瓦等传统企业的村级工业园，生产区与
居民区夹杂一起，产业层次不高。

腾笼换鸟，势在必行。2010 年，罗星街
道规划建设中国归谷嘉善科技园，旨在打造
一个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基地；2013
年，中国归谷嘉善科技园正式开园⋯⋯

如今，走进嘉善归谷智造小镇，一派精致
的江南风景。作为省级特色小镇、全国双创
示范基地，小镇以人工智能和生命健康两大
产业为主导，已集聚 170 家高科技企业，培育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69家。

为什么是归谷？为什么能集聚那么多优
秀的生命医药企业？

“医疗健康产业很特殊，单是创新医疗器械
产品申请就涉及到注册检验、临床试验、技术审
评等多个步骤。一般情况下需要两年多时间。”
浙江蓝怡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宇东说，“但是
在归谷，医疗器械产品申报提速了30%以上。”

原来，从2017年7月开始，全省首家创新
医疗器械服务点在归谷设立，省市县药监部
门多级联动，为小镇落户企业的创新医疗器
械产品申请联络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省里
专家组团会不定期来归谷现场办公，提供专
业解答，为申请环节节约了大量时间。”

一方面，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加强与省
药监局、省知识产业保护中心等单位的联动；
另一方面，积极“走出去”，与北京大学、浙江
大学、同济大学等加强产学研合作。在归谷，

项目孵化和产业转化并存，一个个科技型企
业集聚于此，一个个科研成果璀璨耀眼：

浙江科比特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氢电混
合动力多旋翼无人机，是目前全球续航能力
最强的无人机之一；浙江艾乐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研发的医用“X 射线胶片”成为第一款国
产彩色激光打印胶片；嘉兴微拓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研发的高速全自动LED基片检测分选
机填补了国内同类设备空白⋯⋯

“从烟囱四起、机器轰鸣的村级工业园蝶
变为高端人才集聚、产业特色鲜明的新一代
海归圆梦工场，小镇的发展是嘉善转型升级、
跨越发展的缩影。”黄斌说，接下来，小镇将继
续以归国留学人才为创业主体，深耕生命健
康和人工智能两大产业，着力打造成嘉善县
产业转型“示范点”、人才集聚“智高点”、创业
创新“精品点”、共同富裕“样板点”。

从“村级工业园”到“浙江省级特色小镇”，嘉善县域经济转型升
级的典范

专家点评——
罗星街道，位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嘉

善片区的核心位置，是接轨上海的“第一站”。从建立之初，
“与上海联姻”就是罗星产业发展和人才工作的鲜明特征。
去年，罗星规上工业总产值和地区生产总值双双破百亿元，
成绩可喜。

长三角地区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先发优势。过
去 10 年，罗星真抓实干，抢先布局，与上海、美国硅谷等加
强产业对接，在人才招引、项目引进方面占得先机。与此同
时，罗星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市场核心竞争力，深耕生
命健康和人工智能两大产业，以创新引领发展，完成了产业
转型。

人才归来，五谷满仓。罗星未来，就在“归谷”。
“归谷”要学“硅谷”，学“硅谷”配置要素的格局、逻辑、

方法。
硅谷是一片“热带雨林”，始终保持着持续创新的能力，

形成了一种产学研融合的高效创新机制、完善的产业生态
链。在这样的生态链中，即便是小型创业公司，也能将他们
最新的技术、创意转变为产品，并随之扩大生产，推向市场，
获得成功。

诗人流沙河曾说：人才是一条理性的河流，哪里有谷
底，就向哪里汇聚。优秀人才的聚集，高效赋能了罗星的高
质量发展。10 年来，“归谷”的崛起，离不开丰富的人才供
给带来产业生态圈的共荣。归功于开明的政府以务实的作
风，创造出一个舒适的人才交流和科研创新环境，“全生命
周期基本公共服务共享”满足了当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如今，罗星要争当共同富裕先行典范示范样板，必须转
变招商思维，针对街道现有主导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条，进
一步强化人才招引力度和产业链水平，促进产业迈向价值
链中高端，开启更高质量、更宽领域、更高效率的现代产业
发展新篇章。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 刘晓婷教授）

作为嘉善县的“门户街道”，罗星街道如何扛起“门户担当”，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排头

兵？今后 5 年，罗星街道将围绕“双示范”建设总目标，汇聚全球杰出人才，全力打造红船

旁的创业福地、示范区的门户街道、虹桥边的创新之城、共同富裕的示范样板。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公博
先 生 应 邀 为 罗 星 街 道 创 作 的

“归”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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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短板，在农业农村。在罗星
街道，曾有个生产队，因“穷”出名。

1961 年，中央派员到浙江，“选一个最好
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展开调查。“最
坏的生产队”，是嘉兴和合生产队，即今天的
罗星街道和合社区。

走进和合社区文化礼堂的和合调查纪念
馆，茅草房、土坯屋、树皮、羊头草等构成了罗
星居民苦难的回忆，也是这个浙北小生产队
与全国农村命运转变的起始。

60 年弹指一挥间，从种植大棚经济作物
到购置工业厂房，曾经穷苦的和合生产队，正
以“富”登上了头条。2021 年，罗星街道村均
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 804 万元。其中，和合
社区的村集体收入从 2016 年的 331 万元，增
长到2021年的1512万元。

“现在条件好了，年底除了分红，还有医
疗补贴。”何伟锋一家经历了从“3 间草棚，全
年收入 161 元”到“住进新农村社区楼房，全
年收入超50万元”的变迁。

何伟锋家的变迁，仿佛大海里的一朵浪
花、旋律上的一个音符。在罗星街道，每户像
他这样的小家庭凝聚起来，奏响了奔赴共同
富裕的赞歌。

近年来，嘉善县罗星街道积极探索物业
经济、“飞地抱团”、房地产经济、城市服务等
多 元 化 发 展 模 式 ，推 动 村 集 体 经 济 迭 代
升级。

各村（社区）借势借力、高招频出：魏南、
城西等社区将城西旧工业区地块有机更新升
级为现代化新型产业园；李家社区转变集体
经济发展思路，由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出资
成立嘉善首家村集体房地产开发公司，有望
为社区集体经济增收近 5000 万元；罗星街道
还引入浙江一里共裕农业管理有限公司，在
鑫锋村投资 1000 万元打造现代农业小微产
业园⋯⋯

眼下，罗星街道又创新探索以商业开发
模式打造“强村计划升级版”，拟汇聚全县各
农业村（社区）资金力量，建设嘉善共富大厦，
预计到 2025 年，村均集体经济经常性收入将
超过1000万元。

从“最穷的生产队”到“村集体收入超1500万元”，集体经济赶
超发展的和合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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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杯和合杯””全国诗歌大赛颁奖晚会全国诗歌大赛颁奖晚会

种子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能发芽、成长、
开花、结果。人才，就是罗星的种子。

2018 年，由国家级高端人才赵喆博士领
衔的项目在当年度的创新创业大赛大放异
彩，荣获一等奖，并顺利落户园区，成立嘉兴
饶稷科技有限公司，在归谷播下创新创业的

“种苗”。作为一家以陶瓷 3D 打印技术为核
心的科技型企业，赵喆还获得了航天系基金
的 2000 万元投资，为企业进一步转型升级提
供了动力。

2021 年 9 月 4 日，第六届“梦想中国·智
汇嘉善”创新创业大赛圆满收官。以赛事活
动引才，是罗星街道引才的重要方式之一。
近年来，罗星以特色小镇为主体，举办承办了

六届创新创业大赛、首届长三角人工智能应
用创新大会、第二届无人机系统标准发展与
应用国际论坛等系列赛事，不断扩大嘉善归
谷智造小镇的影响力。

政府创造善意的营商环境，优秀的企业
自然“像鸟儿一样成群地飞来”。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让企业能在市场经济
的逻辑下盈利。享受着这里的低成本，保留着

‘021’身份，服务不比上海差，这样的罗星，谁都
愿意来。”选择罗星的创业精英们如是说。

罗星街道致力于打造“10 分钟高品质文
化活动圈”，累计投入 10 多亿元，高标准打造
了小镇客厅、文体中心、养老服务中心、健康e
站、人才公寓等商业、文体、医疗、教育在内的

“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共享”配套设施，不断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少不了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

在晋阳社区北玫瑰小区，居民自觉定时
定点到小区里的生活垃圾分类亭前“报到”，
只要亮出积分卡，就完成了自查和分类检查；
在魏南社区，面对小区停车难题，社区征集居
民意见，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决定引入智慧停
车系统的解决方案⋯⋯

历史的航程波澜壮阔，时代的大潮奔腾
不息。乘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东
风，罗星正在向经济富裕、精神富有、共享发
展、科学治理、全域优美的目标迈进。

从“人尽其才”到“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共享”，网罗天下英才的
罗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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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归谷智造小镇

（本版图片由嘉善县罗星街道提供）

中国归谷嘉善科技园中国归谷嘉善科技园

孜孜不倦的归谷科研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