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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临港比作一名少女，那么，2019

年，她年方二八，貌美如花。

16年前的2003年，从卫星遥感图像可

以看到，在上海最东南的海滩上，一个正

圆形的巨大湖泊初露形状。16年后，再看

卫星图，湖泊早已碧波荡漾，环绕着“天上

一滴水”，有了环湖一路、二路、三路，幢幢

楼宇，替代了芦苇丛丛。这座年轻城市的

肌理，一年比一年变得充盈、润泽。

2019年的夏天，随着上海自贸区临港

新片区挂牌，人们聚焦这座海边新城的目

光，不仅仅是她变得愈发美丽，更是在新

时代背景下，她将如何彰显我国全方位开

放的鲜明态度，如何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

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一再证明，倘若

没有制度创新，未能激发市场活力，那么，

划定地域给予偏惠的尝试，难免会有“伤

及区域平等”的责难。

这座“年方二八”的城市，需要有更多

的智慧和行动，创新性地去回答关于特殊

功能、金融创新、贸易自由、人才集聚等一

个个制度命题。未来已来，她将会交出怎

样的答卷？

回望过去，这座城市的血脉里，从未

缺少劈荆斩刺的基因。

还记得，滴水湖边冷冷清清的日子，

有人把临港称作“空城”。建城易，成市

难。滩涂造城，临港有别于其他新城，没

有“老城””的辐射，难以在短时间内导入

人口。这样的难题，就像“先有鸡、还是

先有蛋”——如果要集聚人气，就先要有

住房、教育、商业等配套；但是，建配套项

目吸引投资，招引商业实体，不应该是先

有人吗？

于是，便有了浦东四大开发公司的南

下临港，有了“双特”政策的实施，围绕着

“聚人气”、宜居宜业、科创中心主体承载

区等，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细化落实，这

座“离上海很远”的城市，并未离开浦江怀

抱，也从未离开过决策者和开发者创新求

变的路径。

如果把滴水湖开挖成形，算作这座城

市的诞生年，那么，临港正值“二八”，再一

个“二八”，也就是2035年，她将再造一个

现在的浦东。

有人把沿海比作弓，把长江比作箭，

而临港就是箭尖。开弓没有回头箭，箭指

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而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座

城市成长的年轮，都应值得我们拿起笔和

镜头，去记录她的点点滴滴，苦乐酸甜。

年方二八，正当扬帆。这个夏天，

当风鼓起了帆，我们愿意期待并共同见

证，在太平洋西岸，长江入海口的这片

滩涂上，将抒写一个个创新奇迹、传奇

故事。

■本报记者 须双双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接连推出“重磅”支持政策。全球城

市研究院院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原主任周振华表示，临港新片区不是

自贸区的“扩大版”而是“升级版”。

在曾参与上海自贸区“1.0版”试点工

作的他看来，相较2013年设立的“初版”上

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在设立背景、定位

与要求上有着三个变化。

从“赛场改变”到“格局改变”
从复关到入世，再到“后WTO”时代，

中国一直在追赶世界经济的脚步。在中国

步履不停的同时，世界投资贸易的格局也

发生了巨变。应对全球化进程的新方式、

全球价值链布局调整，和全球科技革命新

的竞争与合作，是新片区的设立背景。

周振华表示，与之前的自贸试验区相

比，临港新片区可谓“应变而生”。新片区

要应对当前世界投资贸易格局大变革、应

对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应对全

球科技革命新竞争与新合作、应对国家间

战略博弈等问题。所以，新片区呈现出不

一样的定位。

从“跟跑”到“引领”
“全球化的进程仍在继续，只不过改

变了原有方式。”周振华表示。

如果说彼时上海自贸区的定位是为了

适应全球化的更高要求，帮助中国更好地融

入全球化进程，那么此时，定位为“特殊经济

功能区”的临港新片区，则是为了主动引领全

球化的健康发展，彰显坚持开放的鲜明态度。

周振华强调，临港新片区的发展赋予

了改革开放新的内涵。首先，当下推进改

革开放一定是从全球化的国际要求出

发。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迈入了

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不能仅仅从国内情况

出发，必须要有全球视野。而自贸区历来

是全球化的关键机制之一。

其次，现在要推进的是深层次的改革

开放。他表示，“深层次”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新片区的改革要真正触及根本性

突破，特别是在企业资金自由流动、税收

举措、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可以先行先

试。二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新片区要

为新机制提供压力测试。

最后，现在的改革开放一定要释放潜

能，“自贸区肯定要有特殊政策，特殊政策

就是要在特殊空间里将增长潜力充分释

放。”他表示，衡量一个自贸区是否成功，

一大标志就是要看该区域未来能不能有

大量财富增长，有大量经济增长，有强大

经济发展动力。

从“改革试验田”到“经济增长点”
“不栽‘盆景’，建‘苗圃’”，产出“可复

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推向全国，是

对上海自贸区的要求。但对临港新片区

的要求则有所不同，实施“具有较强国际

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目的是

为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有些特殊政策仅在新片区内，而不

能外溢，”周振华认为，这些特殊政策是为

了将临港新片区的增长潜能充分释放，形

成强有力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周振华说，未来这个区域内是否有大

幅的经济增长，是否有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

是衡量临港新片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优化新片区人才直接落户
政策

赋予新片区管理机构人才引

进重点机构推荐权、新片区特殊

人才直接申报权、国内人才引进

直接落户和留学回国人员落户审

批权。对新片区内教育、卫生等

公益事业单位录用非上海生源应

届普通高校毕业生直接落户打分

时加3分。

●缩短新片区“居转户”年限
对符合一定工作年限并承诺

落户后继续在新片区工作 2年以

上的人才，“居转户”年限由 7年

缩短为 5年。其中，对符合新片

区重点产业布局的用人单位的核

心人才，“居转户”年限由 7年缩

短为3年。

●实行居住证专项加分政策
对上海市居住证持证人在新

片区工作并居住的，可予以专项

加分，即每满 1年积 2分，满 3年

后开始计入总积分，最高分值为

20分。

●大力集聚海外青年人才
在国（境）外高水平大学取得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优秀外籍毕业

生，可直接在新片区工作。上海

高校在读外籍留学生可在新片区

兼职创业。在新片区设立留学人

员创业园，对拟在创业园创办企

业的外籍留学人员，直接给予工

作许可，并视同工作经历。对新

片区管理机构推荐的紧缺急需留

学类项目，实施“直通车”制度，给

予专项资金优先支持。鼓励新片

区企业按照有关规定，招收外籍

实习生。

●进一步提高入外籍留学人
员工作生活便利

在新片区工作的入外籍留学

人员可直接办理长期（最长有效

期10年）海外人才居住证B证，免

办工作许可。

●加大力度引进高科技人才
和技能型人才

对拟长期在新片区工作的高

科技领域外籍人才、外国技能型

人才和符合新片区产业发展方向

的单位聘雇的外籍人才，放宽年

龄、学历和工作经历的限制，经许

可，一次性给予 2年以上的工作

许可。

●建立境外人才工作和创业
绿色通道

在新片区试点实行外国人来

华工作许可差异化流程，对新片

区管理机构认定的信用企业实行

“告知承诺”“容缺受理”等制度。

对拥有重大创新技术的外籍高层

次人才以技术入股方式在新片区

注册企业的，进一步简化办理程

序和申请材料。

■本报记者 须双双

面向临港新片区企业和人才的一站式

公共服务平台，又添“新窗口”。9月 9日，

临港新片区人才官方网英文版正式上线。

今后，海内外人才了解临港新片区人才资

讯和便捷服务的“线上”渠道将更加畅通。

在最新出台的《关于促进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高质量发展实

施特殊支持政策的若干意见》中，12条人

才特殊政策备受瞩目，其中，国内人才方面

侧重于支持人才引进落户和人才的培养激

励；国际人才方面侧重于吸引境外专业人

才来新片区工作的各项便利。

为了迎接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新片区相关部门正倾力“筑巢”。

让海外人才“宾至如归”

临港新片区人才官方网英文版，由

工 作 信 息（WORKING）、生 活 配 套

（MOVING IN）和生活环境（LIVING）三

大板块组成，涵盖了招聘信息、医疗保

障、教育资源、住房保障、文化环境、旅游

景点等各类信息，一站式满足海外人才

的各类需求。

临港新片区人才官方网站由临港新片

区人才服务中心负责开发运营，中心负责

人严春介绍，此次临港新片区人才官方网

站英文版邀请了外籍人才直接参与设计开

发，更加符合外籍人才的浏览习惯和需求，

力求通过简约的设计，直观地向全球人才

传递新片区信息。

严春透露，英文版网站筹建已久，初衷

是让海外人士了解临港，来到临港。“下一

步，临港新片区人才官方网站英文版将不

断完善各类信息，依据新片区发展情况不

断推陈出新，努力成为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对外展示平台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

来自喀麦隆的纳斯，正在上海海洋大学

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近段时间，他一直关

注临港，发现新片区面向国际人才的很多政

策。比如海外人才居住证B证办理这块，原

先需根据海外青年人才的实际情况进行评

分，分别给予1年期、不超过3年、不超过5年
和不超过10年四个年限的居住证B证。而

在临港，可以一次性给到5年年限。

纳斯说：“毕业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第一选择就是留在临港，找一份工作甚至

是创业，因为我对临港这里的环境非常了

解，也非常喜欢这里。”

上海海洋大学特聘教授Adelino Ca⁃
nari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片区还是很具

有吸引力的。“现在外国人对于这些政策还

不是特别了解，了解这些政策以后，会促使

和鼓励外国人才来临港发展。随着临港相

关政策的进一步细化，我也愿意介绍自己

的朋友包括学生到临港这边来工作。”

让人才安居无后顾之忧

为大力集聚海内外人才，让各类人才在

新片区各展奇才、各尽其用，新片区实行更

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根据最新出台的《关于促进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高质量发

展实施特殊支持政策的若干意见》，各种实

实在在的措施，将为各类海内外人才在临

港工作、生活提供优质的保障。

例如针对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给予出

入境、国内居留的便利，如居住证B证、加

注“人才”的 5年期工作类居留许可、一次

性 2年以上工作许可、外国人才签证计点

积分鼓励性加分，以及相关手续的优先办

理和外国高端人才服务“一卡通”。

针对符合条件的国内人才给予落户等

方面的优惠，如国内人才引进和留学回国

人员落户、居住证转上海市常住户口缩短

年限、居住证专项积分、技能人才直接引进

落户的受理和审批等。

作为临港新片区服务人才的专职

“店小二”，临港新片区人才服务中心正着

手规划各项工作举措，以期做好充足准

备，为新片区发展提供更加完善、优质的

人才服务。

中心将通过引进整合人才服务的政府

资源和社会专业力量，为人才提供出入境、

社保、公积金、人才发展计划申报、人才奖

励、人才公寓、人才租房补贴、公租房、人才

招聘等与人才服务相关的一门式受理、一

站式服务。

严春介绍，新片区揭牌后，中心派驻工

作人员在临港新片区行政服务中心窗口进

行接待服务。《若干意见》发布以来，中心工

作人员都在认真学习“12条”，根据企业、

个人来访来电中提问最多的政策问题，进

行收集、整理。这些准备工作，将在相关政

策实施细则出台后，第一时间为企业和人

才进行解读，做好服务。

先安居，后乐业。住房保障，是目前人

才最为关心的问题。根据此前施行的临港

“双特”政策，新片区将对人才安居提供更

大的配套支持。

“一套 2居室的人才公寓月租金大概

在 1800 元左右，人才还可以享受租房补

贴。我们以两位硕士生合租为例，他们可

以拿到每人每月 800元租房补贴，也就是

说每人每月只要支付 100元左右，就可以

在临港居住。”严春说。

今后，国内外人才来临港，很可能会选

择租赁房屋的方式生活。对此，临港新片

区准备了人才公寓等房屋资源，同时打造

全上海人才居住的价格洼地。目前新片区

已有1800多套人才公寓可以投入使用，结

合相关的房屋补贴政策，入住者有望可以

享受到更多福利，以更实惠的租住成本在

新片区安居乐业。

年方二八 正当扬帆
□潘永军

临港人才官方网站英文版正式上线

引海内外人才 新片区忙“筑巢”
相关人才新政

LINGANG

不是自贸区的“扩大版”而是“升级版”
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谈新片区

滴水湖畔配套日益完善的居住区。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