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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发布第三次经济普查公报

金融企业总资产占到全市3/4

数据新闻

今日导读

3版

25年前的春天，世纪伟人邓小平一锤定音的国家战略，

铺开了浦江东岸沧桑巨变的瑰丽画卷。25年后浦东高楼林

立、道路宽敞、要素集聚、功能完备，具有了现代化新城区的

形象、综合配套的功能和有口皆碑的营商环境。面对浦东未

来，我们不禁要问浦东发展新的动力源何在？在实践中寻求

答案，在探索中寻找方向，“二次创业”中的浦东人形成了共

识：创新是浦东发展的不竭动力。

任何的创新都是需要良好的土壤的。一直以来，浦东都

在思考：如何才能孕育出像华为、BAT 这样的高科技企业？

创新企业和创新人才不是简单靠“招商引资”就能引过来的，

她需要土壤，需要培育。优秀人才的培养、高科技企业的成

长，除了人才和创业团队本身的努力外，与所在区域的创业

环境和创新文化密切相关，当然还有完备的科技服务平台、

针对性的孵化器、市场化的科技投融资体系、舒适的人才公

寓、贴心的创业工坊……所有这些，构筑了创新企业成长壮

大的土壤。

创新活跃的地方，必然是创业活跃的地方。在浦东这片

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曾有许许多多创业者收获了成功。未

来，会有许许多多后继者在此创新创业。只要创新创业者有

梦想、有才干、有勇气、有激情，浦东就会是他们的“试验

田”。只有这样，浦东才能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基

地，成为万千年轻人创新创业的乐园。

今天，在自贸试验区扩区的号角下，上海正在加快向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浦东理应发挥核心功

能，成为科技创新资源最密集、创新活动最丰富的地区，成为

各种创新要素优化配置、最具创新活力的地区，成为科技创

新驱动发展，最具创新成效的地区，继续担当先行者和排头

兵的重任。

这是浦东共同的信念，也是浦东的责任。

■本报记者 许素菲 浦东报道

今天，浦东新区第三次经济普

查主要数据正式公布。这次普查的

标准时点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普

查时期资料为 2013 年年度资料。

普查对象是在浦东新区行政区域内

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

人单位、法人单位分支机构和个体

经营户。通过此次普查，摸清了浦

东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规模及布局，了解了浦东新区产业

组织、产业结构的现状以及各生产

要素的构成，查实了服务业和小微

企业等的发展状况。

“增减”之间
显结构优化

两次普查间隔五年时间，2013
年末，浦东新区共有从事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6 万

个，比 2008 年末增加 1.04 万个，增

长 21.1%；法人单位分支机构 1.43
万个，增加0.45万个，增长45.6%。

2013年末，浦东新区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261.03万人，比2008年末增加53.61
万人，增长25.9%。在法人单位从业

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

工业87.72万人，占33.6%；批发和零

售业 29.96 万人，占 11.5%；建筑业

26.07万人，占 10%。五年间，二、三

产业的法人单位总数和从业人员总

数此消彼长互为增减，显示出产业

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在法人单位

中，第二产业占27.4%，比2008年末

下降 6.7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

72.6%，提高 6.7个百分点。第二产

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法人单

位从业人员的43.1%，比2008年末下

降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

业人员占56.9%，提高8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
显产业升级趋势

2013年，浦东新区开展研究与

试验发展（简称R&D）活动的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327 个，比

2008 年增长 1.8 倍，占全部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7.6%。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经

费支出 157.87亿元，比 2008年增长

60.5%；R&D经费投入强度为1.5%，

比2008年提高0.2个百分点。

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

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8944 件。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5142 件，分别

比 2008年增长 3.3倍和 5.9倍；发明

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57.5% ，比

2008 年提高 22 个百分点。2013 年

末，浦东新区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

（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252 个，占

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 13.5%。

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企业

法人单位 R&D 经费支出 58.31 亿

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

36.9% ；R&D 经 费 投 入 强 度 为

2.03%，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

高 0.38个百分点。2013年，规模以

上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企业法人单

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4126件。其中，

发明专利申请 3501件，发明专利申

请所占比重为 84.9%，比规模以上

制造业平均水平高27.4个百分点。

金融业比重
显核心功能地位

在主要行业普查数据中，浦东

新区的金融业无疑成为一大亮点。

到 2013年末，浦东新区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企业资产总计 21.33万亿

元，其中金融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超过15万亿元。

记者查阅上海市公布的同期

数据，上述两项指标分别为 39.5万

亿元和 20 万亿元，这说明浦东新

区企业总资产占全市一半，而金融

企业总资产则占到全市 3/4，浦东

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

实施进程中核心功能地位进一步

显现。

2013年末，浦东新区共有金融

业法人单位 665 个，金融从业人员

20万人。

在企业法人单位中，金融业内

资企业 483 个，占 73.5%；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 40 个，占 6.1%；外商投

资企业134个，占20.4%。在企业法

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金融业内资企

业占 79.8%，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占4.4%，外商投资企业占15.8%。

2013年末，金融业企业法人单

位资产总计155694.91亿元，比2008
年末增长 1.8倍。金融业行政事业

和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合计为

270253.5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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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浦东经济人物获奖者上台领奖。 □本报记者 张弦/摄

第三届浦东年度经济人物揭晓
这片热土能够承载创业梦想 汇聚创业智慧

#浦东有鼓励创业的基因

#自贸区扩容助力企业腾飞

来到浦东，不能不谈自贸区。在我国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中国积

极主动对外开放的“试验田”--上海自贸区扩容后，更多的企业将享受到自

贸区新政带来的福利。

面对市场竞争，大胆创新，仅用 198万元就打造了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

心的张云峰，从E板市场到Q板市场，带领数千家中小企业冲出上市困境，发

展壮大。他坦言，自贸试验区为公司发展带来了大好的机遇，“公司现在进入

了自贸试验区，依靠自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我们可能成为国内最先走

向国际化的市场”。

“上海自贸区的核心任务就是创新，上海股权交易中心也作了非常多的

创新。交易制度创新的高度引领了企业市场价值发展的深度。有这样的企

业，自贸区的制度创新才有落脚点”，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说。

昨日现身颁奖典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如是形容上海

自贸区建设，“浦东正在做一桩大事业。在不久的将来，全球化会跨上一个新

的台阶，实现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和自由化”。他说，这样一桩事业不是把这

块地建设的很漂亮就能实现的，还需要人才的力量。“人和环境是互相促进

的，人创造环境，环境又培养新人”。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尤存在为颁奖典礼致辞时说，感谢各位

企业家为浦东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企业家们让浦东更青春，更精彩。“再过几

天，就是浦东开发开放 25周年。25周年间，浦东变大了，长高了。浦东之所

以能成其大，成其高，正是因为上海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的情怀。浦东这片

热土能够承载创业人的梦想，汇聚创业人的智慧。”

为使评选活动更具权威性与公信力，主办方连续三届邀请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原院长朱晓明以及来自政府部门和企业的一把手

加入评选组委会，最终结果以网友投票与专家评审结合的形式选出。

新区副区长谢毓敏、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公布获奖名单。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历经10个月的遴选，第三届浦

东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典礼昨天揭

晓了十强经济人物。阿斯利康中

国大陆和香港地区总裁王磊，优谈

网创始人兼CEO李瑜，中科新松有

限公司副总裁杨跞，上海股权托管

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张云峰，上工申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敏，瑞表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总裁陈素贞，玛戈隆特骨瓷（上

海）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春阳，GE大

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GE医疗

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段小缨，巴斯夫

集团亚太区兼大中华区总裁侯宇

哲，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黄克斯等10位企

业家入选年度经济人物；上海青橙

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王迅、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沈建华获得浦东年度经济人物

创业创新奖；南方水泥有限公司董

事、总裁、党委副书记肖家祥，星展

（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星展银行中

国区总裁葛甘牛获得浦东年度经

济人物行业开拓奖。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尤存在为颁奖典礼致辞时感谢

了企业家为浦东发展做出的贡

献。他表示，是企业家们让浦东更

青春，更精彩。“再过几天，就是浦

东开发开放 25 周年。浦东之所以

能成其大，成其高，正是因为上海

的城市精神，海纳百川的情怀。浦

东这片热土能够承载创业人的梦

想，汇聚创业人的智慧。”

新区副区长谢毓敏、上海自贸

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出席颁奖仪

式。

本届浦东年度经济人物评选

标准沿袭此前两届的标准——“责

任、创新、挑战、影响力”，将目光聚

焦创新，着力找寻为浦东经济在创

新驱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做出重

大贡献的企业，发现在全球化历程

中为企业寻找清晰坐标的掌门人。

最终评定的十四强人物中，既

有跨国名企的领军人，也有民族工

业的排头兵，既有金融行业的探索

者，也有电商平台的开拓者……他

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与浦东开

发开放共同成长。

浦东这片鼓励创新创业的热

土，是不少企业家的福地。“浦东有

这样一种基因在里面，包容失败，

鼓励创新，浦东有很好的创业土

壤”，优谈网创始人李瑜如是感

言。 （下转2版）

张江形成
服务创新创业最强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