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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营商环境报

告》显示，中国排名大幅上升 15 位至第

31位，这是世行发布营商环境报告以来

中国最好的名次，权重过半的“上海样

本”交出高分答卷。上海自贸区在高分

的“上海样本”中起到哪些作用？有哪些

措施被世行向全球推广？未来上海还可

在哪些领域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光谷

自贸研究院院长陈波与华东政法大学自

贸区法律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贺小勇对此

进行了探讨。

记者：中国营商环境样本中，上海占

据的权重过半，上海自贸区又是上海营商

环境打造的尖兵，某种程度上这份报告可

以看作是上海自贸区营商环境的答卷。

陈波走访过全球以及国内很多自贸区，您

觉得上海自贸区目前营商环境水平如何？

陈波：世行这份营商环境报告可谓是

全球范围内最有价值、最权威的营商环境

评价。以中国为例，世界银行选了两个城

市，北京和上海，其中上海占比55%，在上

海选择 20家企业进行调研，将企业的微

观感受加总形成一个国家的营商指数。

上海调研的企业都是具有国际化背

景的，不少业务是在上海自贸区完成的，

凸显了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效用。可以这

么说，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创新为中国营商

环境提升作出了显著贡献。事实上，上海

自贸区的很多改革也参照了世界营商环

境报告考察的指标，比如缩短企业注册时

间，减少企业施工流程和环节等。

记者：作为上海深化改革的标杆之

地，上海自贸区改善营商环境的措施已有

哪些得到了复制推广，并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陈波：上海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的措

施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事权的集成，

将市场的监管下放到一线管理部门；二是

窗口的集成，之前是很多部门都进行信息

采集，现在“一网通办”；三是服务集成，政

府相关部门走到企业中，共同解决企业面

临的问题等。

贺小勇：上海自贸区是我国改善营商

环境、提高服务水平的重要载体。6年来，

上海自贸区在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提

供了 300多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概括

起来可以说是营造了更加开放、自由、公

平的营商环境。

记者：上海自贸区率先探索的诸如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都被世行采纳，

并向全世界推广。您能否举例说明，上

海自贸区的改革措施中，企业的获得感

体现在哪？

贺小勇：营商环境的改善企业是最有

发言权的，事实上，上海自贸区营商环境

的改革内涵已超过了世行的范畴，比如涉

及到许可证的改革，不仅是建筑许可证，

还有营业方面的许可证，解决的是准入和

准营的问题。比如，非特化妆品进口，以

前要进口化妆品，需要把样品和材料拿到

北京进行专家评审，耗时 60个工作日，这

意味着国际上新的化妆品到上海市场，需

要两到三个月。改革后，非特化妆品改为

备案，上海自贸区可以网上备案，当场办

结，这使得国内化妆品的上市和国际几乎

同步，有利于上海打造时尚之都。

跨境交易中的一个指标是通关便利

是否覆盖中小企业。上海自贸区通关方

面采取的是信用监管，信用和企业的规模

并不完全成正比，这意味着更加关注中小

企业的获得感。

记者：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目

前，上海将推出营商环境3.0版本。在您

看来，未来上海在营商环境在哪方面还需

要进一步改善？

陈波：营商环境的改进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上海营商环境 3.0版预计将

出现两个扩大化：

不仅仅局限于世行的指标，通俗讲，

不再是应试教育而是素质教育，只要企业

有需求、市场发展有需求，相关措施就应

该推出，可以说营商环境改善的范围超过

了营商环境的报告体系，一切以企业、以

市场需求为基准。

覆盖企业的范围要扩大，考察的范围

不仅限于大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还应扩

展至其它类型的企业，从而提升整个营商

环境。

贺小勇：3.0版中，上海还可对标世行

的指标，看看有哪些需要改进的空间，同

时，营商环境需更加关注中小企业的感受

度。此外，针对一些企业反映的难点痛点

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上海应进行更

加深入的改革。

本报讯（记者 王延）近日，由上海

市浦东国际商会主办的“2019生物医药

大健康路演”活动在浦东举办。来自生

物医药、健康服务、金融投资及医药产业

园区等行业领军企业代表近百人参加了

活动。

本次活动前期共招募各类项目 24
个，经专家筛选，最终 ADC 癌症治疗

药、世界首创的 AR 脊髓手术导航等 8
个创新项目入围参加了本次路演，涉及

医疗器械、创新药物研发、生物技术等

领域。

新区商务委副主任陆启星表示，希

望通过此次路演活动，为优秀的产业项

目提供精准投融资对接，吸引一批新兴

生物医药项目落地浦东，提升浦东医药

健康产业的创造力、竞争力，助力浦东新

区创造一流的投资、发展环境。

记者从路演活动获悉，经过 20多年

的发展，浦东的生物医药企业数量已经

超过了500家，成为科创中心建设的中坚

力量。全球前十的生物医药企业有 8家

在浦东设立了研发中心。

据测算，到 2020 年，以生物医药产

业为代表的浦东制造业工业产值和高

技术工业营收合计将达到 1000 亿元。

到 2025年，浦东将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

群，推动新区生物医药产业迈向全球高

端。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中化集

团化工事业部在上海举办首届可持续供

应链供应商论坛，并在论坛上与中国外运

华东有限公司联合发起“可持续供应链伙

伴网络”倡议，号召行业上下游企业共同

推动可持续发展。

据悉，这是中国化工行业首个可持

续供应链伙伴网络，为提升中国化工行

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注入新动能。

根据可持续供应链伙伴网络倡议，中

化集团将通过责任采购驱动上游化工制

造企业强化可持续供应链建设，中外运则

将通过物流实现互联互通，延伸以综合物

流为核心的下游可持续供应链生态圈。

与会的中石化、中石油、万华化学、霍尼韦

尔、神华等20余家海内外核心合作伙伴积

极响应该倡议，并在现场通过签署《中化

集团化工事业部供应商行为准则》，加入

可持续供应链伙伴网络倡议。

下一步，中化集团化工事业部将推

进可持续供应链伙伴网络倡议相关标准

政策的制定，定期举办可持续供应链供

应商论坛，吸收更多伙伴加入，争取到

2025 年打造中国化工产业供应链生态

圈，树立可持续供应链伙伴网络的品牌

影响力和全球行业领导品牌形象。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10月 25日，

GE、中电国际和巴基斯坦胡布电力有限

公司（简称“胡布电力”）共同宣布其参与

建设的 1320兆瓦燃煤电站（简称“中电胡

布电站”）顺利竣工投运。

该项目于 2016 年签署合作协议，提

前三个月并网发电，是参与各方为提升巴

基斯坦电力供应而共同努力的成果。GE
向负责该项目设计、采购、施工的总承包

（EPC企业）方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和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供应两台套超

临界机组，包括汽轮机、发电机和锅炉等

设备。

从 2014 年起，GE 全球及 GE 中国和

中国EPC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长

期合作共同成长，这已成为GE中国长期

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电胡布电站

项目即是在该背景下签署并执行的。对

于该项目的顺利落成，GE国际业务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段小缨说：“放眼未来，我们

将继续推进与中国EPC企业合作，利用自

身的全球网络资源，全面的发电技术以及

融资能力，为沿线国家带来清洁高效、可

持续、可负担的电力供应，让更多‘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受惠。”

中电胡布电站位于俾路支省拉斯贝

拉县，是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基础设施投资

的重要项目之一，由中电国际与胡布电力

合资建设，于2017年3月启动施工。受益

于 GE 先进的燃煤发电技术和中国 EPC

企业优秀的执行能力，该电站在全面投入

商业运营之前就已实现 27个月内完成首

台 660兆瓦机组的并网发电，创下巴基斯

坦电站建设最短时间纪录。

全面投运后，该电站将为巴基斯坦全

国输送1320兆瓦的电力，为400万个巴基

斯坦家庭和工业企业供电，将极大地改善

巴基斯坦人民的日常生活，并帮助巴基斯

坦实现能源结构多样化，大幅降低巴基斯

坦的发电成本。

资料显示，在GE与中国EPC企业 20
多年的合作里，已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输送了超过 38GW 的电力，加上

2018年签署的订单以及在建项目，这一数

字已达到58GW。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新思科

技发布其最新版本的软件安全构建成熟

度模型（BSIMM）——BSIMM10。记者

了解到，BSIMM就如同一本软件设计评

估手册，可让软件在设计之初就防范各种

风险。使用BSIMM评估后的公司，产品

设计成熟度会明显上升。

以往面对软件安全检测，许多企业只

是闭门造车，形成一座座孤岛。据新思科

技软件质量与安全部门高级安全架构师

杨国梁介绍，BSIMM10描述了 7900名软

件安全专家的工作成果，具有较强的指导

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新思科技不断升

级的产品，已加入BSIMM10模型评估的

122家公司涉及金融服务、独立软件供应

商（ISVs）、云计算、医疗保健、物联网及零

售业等。其中，中国企业比例在不断增

加，今年包括阿里、中兴等也均加入其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攻击破坏手

段层出不穷，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各大中

小型企业纷纷谋求新的安全出路。浦东

不少创新企业表示，在新产品开发阶段，

希望能对整个产品的安全生命周期进行

把控。在顶层设计时就“加盖”安全防范，

可使企业在未来全球竞争中更有底气。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第十四届“中

国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促进大会日前举

行。会上同期举办的“中国芯”优秀产品

征集结果发布，来自张江科学城的深迪半

导体（上海）有限公司、翱捷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和博通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荣

获2019“中国芯”优秀产品称号。

据悉，该榜单旨在对国内集成电路领

域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成果进

行表彰，发挥示范效应，影响和带动行业

发展。

会上，还公布了“优秀技术创新产

品”、“优秀市场表现产品”、“优秀技术成

果转化项目”“年度重大创新突破产品”四

大产品类奖项，共征集来自 83家企业的

100款芯片产品，最终张江多款企业产品

榜上有名。

6年来探索形成了300多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自贸区助力上海交出营商环境高分答卷

GE参建的中电胡布电站竣工投用
该项目创下巴基斯坦电站建设最短时间纪录

浦东国际商会
助力生物医药创新发展

中国化工行业建立
首个“可持续供应链伙伴网络”

新思科技
发布软件安全构建成熟度模型

张江科学城4家企业
获“中国芯”优秀产品称号

上海自贸区是我国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服务水平的重要载体。 □徐网林 摄

张江已涌现出一批芯片领域的科创公司。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