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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启动“张江-临港南北科创走廊”建设

三年形成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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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洪浣宁）昨天，

浦东正式启动“张江-临港南北科

创走廊”建设，宣布推进张江-临港

“双区联动”，并发布《深入推进张

江-临港“双区联动”，打造浦东“南

北科技创新走廊”的行动方案》。方

案显示，通过三年努力，“南北科技

创新走廊”将力争形成生物医药、集

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三个“千亿

级”产业集群，在人工智能、新一代

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培育十

家以上独角兽企业。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上海自贸

区管委会主任翁祖亮，市政府副秘

书长、区委副书记、区长、上海自贸

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杭迎伟出席启

动及项目签约仪式。区委常委、临

港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任陈杰，区委常委、上海推

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执行副

主任彭崧按亮大屏幕，标志着“张

江-临港南北科技创新走廊”建

设启动。副区长管小军主持启动及

项目签约仪式。区政协副主席、区

科经委主任唐石青出席。

据了解，“南北科技创新走廊”

是浦东开发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后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这一新的

区域发展策略，适应浦东发展的新

阶段、新需求，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整

合发展资源，科学统筹、合理布局，

实现张江、临港和周边镇“2+N”产

业发展格局，将发挥更大的集聚效

应，激发新动能，成为推动上海科创

中心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载

体和重要支撑。同时，这一城市及

产业发展带的集聚发展，将有力发

挥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目前，张江-临港“南北科技创

新走廊”建设已形成首批 5 个产业

项目的联动意向，包括华域汽车、微

小卫星中心、云从科技、翱捷科技、

ABB等，项目覆盖汽车、航天、人工

智能、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领域。

在这条创新走廊中，张江从

1992年建园，经过 26 年的发展，在

空间外延拓展的同时，产业形态、发

展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变化中，经济

体量不断扩大，发展能级不断提升，

经济和创新能量也在不断增强。作

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

区，张江正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建

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快集聚

和建设世界一流的大科学设施集

聚，提升源头创新能力和科技综合

实力。临港是上海面向未来的重要

战略引擎，滨江沿海发展廊道上的

综合性节点城区，是上海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主体

承载区和开放创新先行试验区，将

打造成为“国际智造城”和“滨海未

来城”。近两年，临港主要经济指标

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一批重大

产业项目和关键性、功能性平台项

目顺利落地，形成一批“上海制造”

品牌建设的突出亮点，承担高端制

造的国家重任。

唐石青表示，张江—临港的“双

区联动”不仅是点上的切入，更是线

上的联动和面上的推进，将促进更

大区域内的资源统筹整合，释放改

革红利，激发创新活力。未来，“南

北科技创新走廊”将打造成为上海

科创中心建设的关键发展轴带，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极核和世界

级科学基础研究、科技创新策源地，

高端产业发展和智能制造集聚区。

为了积极推进“南北科技创新

走廊”建设，浦东新区相关部门、临

港管委会、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

公室、相关镇和开发主体已成立工

作小组，由浦东新区政府主要领导

担任工作小组组长，分管副区长和

相关区领导担任副组长，有力推

进、协调建设过程中的重大工作事

项。

下一步，浦东将着眼总体目标，

聚焦核心内容，抓紧统筹联动，全面

推进“南北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提

升区域发展整体协调性和连接性。

包括启动战略规划研究，做好顶层

设计，着眼长远发展，明确“南北科

技创新走廊”的角色定位和战略目

标以及“2+N”体系中张江、临港、周

边各镇的发展特色及协同分工。加

强专项规划协同，抓紧开展产业发

展、区域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专项规

划研究，加强张江、临港两区的设施

联通，提升两区的链接能力和辐射

带动效应。推动区域产业联动，立

足张江、临港以及沿线各镇产业发

展基础和特色，加强产业链上下游

协同，重点打造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软件

信息、民用航空等有国际竞争优势

的创新型特色产业集群。

未来，“南北科技创新走廊”还

将向北延伸至金桥、外高桥等区域，

形成浦东完整的中部南北走廊，成

为浦东未来发展新的战略支撑。

到浦东工作以后，我常常思考和

穿梭在“大事”和“小事”中间。自贸试

验区、科创中心建设，都是世界瞩目、

全国关注的大事，不敢有丝毫懈怠；城

市管理精细活、群众出门七件事，“小

事”又不小。随着大调研的深入，我走

访了更多的街镇，接触了更多的家庭，

更加深深感觉到：对老百姓来说，他们

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他们的

急事、难事、烦心事，都是实实在在的

大事。我们在基层工作，“一枝一叶总

关情”，只要是有利于老百姓的事，再

小也要努力去做。

一盏路灯，也是民心

年初，我和区政府一些部门的

同志去张江镇环东村毛家宅，现场

调研河道整治情况。村民们看到我

们，纷纷围了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反

映他们的问题和需求：有的说“拆

违”以后集体经济没有空间了；有的

询问什么时候村里也轮到动迁；还

有的说村里的安全状况不太好，一

些基础设施跟不上，比如河边的这

条路，是否能装几个路灯和探头。

我听听，这些诉求都很能理解，

但解决起来也确实有个轻重缓急，

动迁的事、集体经济的事，都需要通

盘考虑、系统规划，我跟村民作了解

释。但路灯和探头，是加强社区安

全必需的，也是我们能做到的，现场

我就安排张江镇着手落实。镇里经

过现场踏勘并征询群众意见，很快

完成了该区域路段5个路灯和3处

监控探头的安装。

村民们一致好评，认为我们的

工作效率是高的、解决问题是实的，

“现在夜晚出去走走，再也不怕伸手

不见五指了，我们感到很开心，也很

幸福”。

通过环东村的这个调研，我想

新区面上一定还有类似的需求，于

是要求环保局牵头，把新区其他街

镇缺路灯的情况做一次全面排摸，

举一反三，系统解决。乡村振兴，先

让乡村亮起来。

一个菜柜，也是民生

浦东“菜价贵”的问题是全市挂

了号的，我是一个经常逛菜场买菜

的人，浦东的很多菜场我都很熟悉，

行情也是了解的。大调研中，很多

群众都反映，“拆违”之后，许多不规

范菜场关闭了，环境是好了，但“买

菜贵”的问题更加突显了。我和有

关部门作了研究，近年来我们虽然

尝试了基地直供、平台直配、菜场直

销等很多办法，但群众反映菜价依

然比浦西贵。看来，需要出新招。

又经过一些更加深入的调研，

我感到，一方面我们需要在流通体

系上进一步完善，但另一方面针对

浦东的特点，菜场资源先天不足，政

府调控手段有限，一定要从国资的

菜场入手，不断推动菜场回归公

益。于是，区委、区政府委托浦商集

团，下决心从“一个菜场做一个平价

菜柜”开始，上半年开设100个平价

菜柜，引导菜场整体菜价回归合

理。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昨天上午，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波及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商务

委、市工商局、市知识产权局、市金融办、自贸区管委会等部门负

责人一起，介绍上海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举措情况。

7月10日，《上海市贯彻落实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举措加

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简称“上海扩大开放 100
条”）正式发布。该方案聚焦金融业开放合作、构筑更加开放的产

业体系、建设知识产权保护高地、打造进口促进新平台、创造一流

营商环境等5个方面，提出100条开放举措。

周波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表示，“上海扩大开放 100条”是行动

方案，而不是实施意见，在制定中重点突出“实”字。方案突出可

落地性、可操作性，据初步研究统计，行动方案的 100条开放举措

中，90%以上可以在年内实施，不涉及中央事权的地方事项自发布

之日起立即启动，原则上大部分争取今年三季度落地。上海将发

挥优势条件，服务国家战略。原则上，对国家统一实施的开放政

策，争取率先落地项目。对国家统一部署的开放安排，争取先行

一步试点。对国家没有条件全面铺开但有战略需要的开放项目，

主动争取在沪实施并服务全国。对国家还在探索研究中的开放

举措，主动争取压力测试。同时，加快补上具体开放领域的短板

弱项。目前的 100 条开放举措中，有 34 条需进一步争取国家支

持，占全部改革举措的三分之一，体现了上海对外开放的勇气和

决心。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在回答“上海扩大开放 100条和商

务部2018负面清单相比，哪些是上海独有的”的提问时表示，从内

容比较来看，“上海扩大开放100条”有4个特点，一是不限于投资

领域的开放。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主要是聚焦投资领域的。“100
条”除了投资领域还包括贸易、投资环境相关的建设。二是这次

“上海扩大开放100条”开放纬度更加丰富。新版的负面清单只列

明了股比要求，“上海扩大开放100条”既落实国家负面清单，也不

限于这些方面。修改完善上交所发行规格，让更多的企业在上交

所上市。再比如允许在沪外资银行通过市场评价方式，获得债券

主承销商的资格。三是对内对外的开放同步推进。四是突出自

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这是“上海扩大开放 100条”里特色非常明

显的。比如自贸试验区里有很多开放事项，实际上就是自贸试验

区前期的探索、经验的复制推广。

就打造服务全国的进口贸易平台方面，上海自贸区管委会

副主任李兆杰介绍，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贸易便利化、制度

创新的推动下，目前已经形成了多个专业化贸易平台，吸引了

一批标杆性的产业和产业集聚，为服务全国的进口贸易奠定了

扎实基础。接下来主要在 3 个方面进一步加以推进，一是充分

发挥外高桥保税区作为国家进口贸易创新促进示范区的功能

和资源优势，进一步吸引和培育一批新的专业化的贸易平台，

进一步提升现有平台的能级，还要在服务平台的功能上做进一

步拓展，提高平台影响力。二是通过平台的建设带动自贸区贸

易功能的集聚，通过贸易功能的集聚推动相关产业的规模化发

展，更好地服务上海贸易中心建设，更好地服务国家主动扩大

开放的战略。三是依托已经形成的专业化贸易平台和国别地

区的商品中心，主动对接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市相关部门

的支持下，目前在外高桥已经有酒类、化妆品、智能制造、汽车、

文化等专业化的贸易平台，以及澳大利亚、中东欧 16 国、智利

等国别商品中心，已经成为进口博览会的“6+365”的常年展示

交易的平台。

（下转2版）
大调研：民生期盼，就要“小题大做”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 杭迎伟

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
解读“上海扩大开放100条”

在新起点上全方位扩大开放

□黄辰毅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