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
新
主
体

企业研发机构
（跨国企业研发机构数）

554
（200）个

600（240）
个以上

1711
家

1800家
以上

490
人

600人
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数

中央和上海“千人计划”、
浦东“百人计划”专家数

浦东新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浦东新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
核心功能区核心功能区20202020主要指标主要指标

4个
10个
以上

12.26%

597
人

800人
以上

大科学设施集聚数

张江园区研发（R&D）
经费支出占区域增加值比重

张江园区每万从业人员中
研发人员数

299
件

400件
以上

张江园区万名从业人员
累计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

280
亿元

400亿元
以上

技术交易合同成交金额

创
新
能
力

15.0%
以上

创
新
产
业

张江园区
高技术产业产值

2001
亿元

3500亿元
以上

717
亿元

2000亿元
以上

临港地区工业产值

创
新
服
务

众创空间和孵化器
（离岸基地合作空间）

97(7)
家

120（15）
家以上

546
家

650家
以上

120
家

150家
以上

自贸区科技专业服务业企业

国家和市级、区级
公共服务平台

2016年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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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聚焦“两大区域、五大支撑体系”

浦东科创中心建设2020行动方案发布
■本报记者 杨珍莹

随着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项目和工程的加快推进，浦东推

进科创中心建设的氛围更加浓厚，创

新转型的积极效应进一步显现。日前，

《浦东新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区 2020 行动

方案》（以下简称《2020 行动方案》）正

式发布。

《2020 行动方案》指出，将重点聚焦

“两大区域、五大支撑体系”，加快构筑科

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区基本框架。

张江、临港两大区域，将以提升张江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集中度和显示度

为核心，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建设世界一流的张江科学城；以临港科

创中心主体承载区为平台，建设智能制

造发展高地。

五大支撑体系则包括：以推动创新

成果蓬勃涌现为导向，构建要素齐全、

功能完善、开放协同、专业高效的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促进体系；以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引领，打造高端集聚

的创新型产业体系；以高地高峰人才建

设为重点，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

资源体系；以科创中心与自贸试验区、

金融中心联动发展为契机，完善科技创

新制度体系；以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环

境、激发创新发展活力为目的，完善科

技创新服务模式和服务体系。

张江：突出科技、商
务、文化等创新要素复合

根据《2020 行动方案》，排在第一位

的任务举措是：聚焦张江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建设，加速提升科学中心集中度

和显示度。将按照“科学特征明显、科技

要素集聚、环境人文生态、充满创新活

力”的理念，依托国家实验室建设和高

校、科研机构，突出科技、商务、文化等

创新要素复合。

高水平规划建设张江科学城，意味

着一土一木，都要充分考虑到产城融

合、职居平衡的要求，预留未来发展的

弹性。

根据《2020 行动方案》，将高标准配

置科学城公共服务资源。包括，建设面

向创新创业者的多功能个性化创业空

间和面向科研领军人物的高端人才公

寓，推进国际人才公寓建设。建设高品

质的张江国际社区，形成若干综合配套

功能完善的住宅社区。

此外，还将推进上科大附属学校及

园区内教育设施建设，试点海外人才子

女弹性教学制。构建多层次的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规划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护

理、员工心理辅导等特色专科诊疗机构，

集聚若干国际知名品牌医院。

在加快城市功能完善项目及文化配

套设施建设方面，则加快建设张江科学

会堂、未来公园（一园四馆）等一批重大

科技文化配套项目，推进落实西北片

区、水泥厂创新园等城市更新项目。

张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人

才、需要人才，通过对人才居住、医疗、

教育的关心，希望在科学城内凝聚更多

的创新力量。

数据统计显示：2016 年张江园区每

万从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是 597 人，张

江园区万名从业人员累计拥有有效发

明专利数为 299 件。根据《浦东新区建设

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区 2020 主要指

标》，每万从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到

2020 年将达到 800 人以上；万名从业人

员累计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到 2020 年

达 400 件以上。

临港：成为全市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战
略高地

10 多年前的临港地区是“潮来一片

汪洋，潮去一片芦苇”。到 2020 年，临港

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根据《2020 行动方案》，临港将成为

全市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战略

高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载体，形成

以“智能制造”为特色的新型现代产业体

系和高品质产城融合新典范。

在科技创新建设布局上，将建设一

批产业综合体，以新侨双创园、张江科

技园、金桥智荟园、海洋高新园、临港软

件园等专业园区为载体，落地一批产业

优势明显、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

重大项目，形成较为完整的创新生态

链。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规划建

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光电子、新型材

料等一批专业园区。

同时，加快推进海外创新中心全球

布局，建立完善跨界产业双向合作机制，

推动海外创新中心在美国洛杉矶、德国

法兰克福等地加快布局，把海外创新中

心打造成为高科技双向孵化通道、高端

人才交流平台和全要素服务对接平台。

《2020 行动方案》指出，正实施临港

科技城扩区工作，深化功能方案研究，

落实推进运行机制。

临港还将塑造城市综合功能。根据

规划，将加快推进智慧城市示范园区建

设，超前布局信息基础设施，推进智慧

城市综合管理平台、城市云数据中心、

GIS+BIM 地理信息平台等设施建设，在

智慧交通、智慧民生、智慧政务等领域

加快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打造环滴水湖

智慧景区等一批示范园区。

临港将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加快建

设极地海洋世界、上海天文馆、冰雪之

星、港城广场等一批重大功能性项目；

聚焦滴水湖等重点区域，打造一批舒适

宜人、特色鲜明的“活力街区”；优化生

态空间布局，加快建设环湖 8 公里景观

带、生态廊道等一批重点工程。着力完

善综合交通网络，推进新能源汽车分时

租赁，打造绿色交通示范区等。

此外，《2020行动方案》还提出加强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构建专业高效的转移转

化促进体系；加快产业园区转型升级，构建

创新产业集群体系；加强高地高峰人才建

设，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资源体系；

促进科创中心与自贸试验区、金融中心有

效联动，构建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及优化创

新环境、激发创新活力，构建科技创新服务

体系等具体任务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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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烁 通讯员

赵睿珺 王晓霁）到本月中旬，距离

今年5月上海首批实施备案制的非

特殊用途化妆品进境刚好过去了半

年。记者从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了解到，半年来，上海口岸完成了

487个产品备案，截至10月底，共进

口 205 批、230 个产品，新政的便利

成效已经显现。

今年 3 月 1 日起，进口非特殊

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试点在浦东

新区实施，以进一步推进“证照分

离”改革试点。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的试点期间，对从上海浦东新

区口岸进口，且境内责任人注册

地在浦东的首次进口非特殊用途

化妆品，由原有的事前审批管理

调整为强调事中事后监督的备案

管理。在督促企业落实产品质量

安全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对备案

资料符合要求的，在 5 个工作日内

给予备案。

试点实施后，上海检验检疫局

凭“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材

料接收回执”和“备案电子信息凭

证”，即可受理企业的报检。同时，

检验检疫机构根据国家技术规范

的强制性要求，对进口化妆品实施

检验检疫，包括现场查验、标签检

验、实验室检测等。对进口化妆品

检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则通过评

估判定不同风险，采取不同类型的

控制措施，防控进口化妆品质量安

全风险。

据上海检验检疫局食品安全

监管处业务监管四科科长孙嘉文

介绍，自今年 5月 12日首批备案制

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入境以来，

半年来有 83 家境内责任人完成了

487 个产品备案，截至 10 月底，共

进口 205 批、230 个产品，重量近

1160 吨，涉及金额 1382.1 万美元。

备案产品较多的企业有上海欧莱

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资生堂（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乐金生活健康

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等，产品涉及

肤用类、美容类等。

检验检疫部门介绍，新政的

实施一方面为企业带来了进境销

售的便利，同时也对其落实主体

责任保障进口产品质量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按照原有的事前审批

程序，一个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要

求的非特殊用途化妆品，至少需

要 3-6 个月时间才能取得备案凭

证，现在，只需要 5 个工作日就能

获得备案信息电子凭证，即可办

理进口相关手续。但新政同时强

调，由境外化妆品生产企业授权

“境内责任人”，负责建立进口非

特殊用途化妆品质量安全管理制

度，加强产品追溯和质量管理，依

法承担相应的产品质量安全责

任。同时，强调按照新政要求备

案的产品，同样应当符合我国现

行的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对

产品质量安全要求不降低。

另外，根据国家相关要求，上

海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产品备

案后 3 个月内，组织开展对备案资

料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产品配

方、生产工艺、检验项目、安全性风

险评估等是否符合安全性相关要

求，发现存在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的，可暂停进口及销售该产品，或

对相关产品进行责令下架、召回处

理。上海检验检疫局则积极协作

配合，及时通报产品质量安全信

息，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打击违法违

规行为。

数据显示，作为国内改革开放

前沿阵地，目前上海自贸区保税片

区的化妆品进口量占全国进口总量

的约 1/3，包括欧莱雅、雅诗兰黛等

一批国外化妆品巨头均落户上海。

上海检验检疫局有关人士表示，进

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的试

点，简化了企业办事流程，有助于降

低企业运营成本，进而优化营商环

境，同时，这也是汲取先进国际经

验，构建进口产品质量安全现代化

治理体系的体现。

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制实施半年便利成效显现

上海口岸完成近500个产品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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