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召开土地政策宣介

会，公布了《关于支持临港新片区产业、

研发用地提高容积率的实施意见》以及

《关于支持临港新片区园区平台提升创

新服务能力工作的实施意见》。两则《实

施意见》的推出，旨在推进新片区土地高

质量利用，优化新片区科研创新空间格

局，促进土地资源要素高质量、高效率配

置。

《关于支持临港新片区产业、研发

用地提高容积率的实施意见》，坚持鼓

励与限制相结合，以《临港新片区工业

企业综合绩效评估标准》为依据，开展

产业绩效评估，确保符合新片区产业发

展导向、对新片区产业发展具有一定带

动作用的优质企业尽可能享受到新片

区在产业、研发用地提高容积率方面的

优惠政策。

一、新片区内土地供应管理和规划实施：
●工业、研发用地供应按照国家和本

市相关规定执行。

●位于临港新片区产业基地和产业

社区内，新增工业仓储类项目容积率在2.0
以下、研发中试类项目容积率在 3.0以下，

可按照建设项目管理程序确定；如工业仓

储类项目容积率超过2.0、研发中试类项目

容积率超过 3.0的，按照控详规划调整简

化程序执行。

二、对范围内企业开展产业绩效评估：
建立临港新片区工业企业综合绩效

评估标准，根据评估结果划定A（优先发展

类）B（鼓励提升类）C（调整转型类）D（监

管整治类）四类企业。

三、支持内容：

鼓励优质产业项目提升容积率，增加
地下空间

鼓励综合绩效评估为A类、B类的企

业通过提高容积率、增加地下空间开发来

促进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支持综合绩效评

估为C类的企业在符合产业导向和行业技

术需要的情况下，提高容积率和增加地下

空间；原则上不支持综合绩效评估为D类

的企业实施改扩建。

简化产业用地规划调整程序
工业仓储类项目容积率在 2.0以下、

研发中试类项目容积率在 3.0 以下的项

目，如突破原有土地出让合同和控规要求

的，可以根据工业工艺和实际需求，由临

港新片区规划管理部门组织建筑方案论

证，按照“先调后办”的原则，调整相关规

划图则并纳入市局信息平台统一管理。

降低优质产业用地扩建成本
鼓励存量优质企业增容扩产或开发

利用地下空间，根据综合绩效评估结合企

业经营自持情况给予地价优惠政策。

●对于综合绩效评估为A类的企业，

其提高容积率或开发建设地下空间作为

地上主体建筑的配套设施的新增建筑面

积，土地价款收取比例为0。
●对于综合绩效评估为B类的企业，

其提高容积率或开发建设地下空间作为

地上主体建筑的配套设施的新增建筑面

积由企业自持且用于自身生产经营的，土

地价款收取比例为0。
●对于综合绩效评估为C类的企业，

其提高容积率或开发建设地下空间作为

地上主体建筑的配套设施的新增建筑面

积由企业自持且用于自身生产经营的，收

取其应缴土地价款的50%。

《关于支持临港新片区园区平台提升

创新服务能力工作的实施意见》，则对园

区平台在新片区土地获取、存量土地收

购、用地成本、物业转让等方面做了详细

规定，给予了一系列鼓励优惠政策，对“以

房换地”“以股换地”等创新政策做了具体

描述。同时，为保证新片区土地资源有效

利用，园区平台同样将实行综合评价、差

别化管理政策。优质的园区平台将切实

享受到新片区各方面的优惠政策，绩效较

差的园区平台将在土地获取、物业转让等

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适用对象：
指导意见中所指园区平台为经临港

管委会认定的、承担各类园区开发建设、

运营管理的平台型企业。

二、支持内容：
新增土地获取
●园区平台获取标准厂房类工业用

地、通用类研发用地，可采用“带产业项

目”挂牌方式供应。

●可根据产业全生命周期采用弹性

年期出让有条件续期方式，符合条件的产

业项目可按初始合同约定的价格自动续

期。

●推行“先租后让”试点。

存量土地收购
●鼓励园区平台收购企业节余工业

用地或经临港新片区产业主管部门核实

需退出的工业用地用于建设标准厂房、通

用类研发物业。

●经认定为A类的园区平台，可在临

港新片区内跨园区管理范围收购土地。

降低园区平台用地成本
●新增标准厂房类工业用地、通用类

研发用地出让给园区平台的，标准厂房类

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不低于相同地段工业

用地基准地价的 70%，通用类研发用地出

让价格不低于相同地段产业项目类研发

用地基准地价的70%。

●园区平台收购节余工业用地或经

临港新片区产业主管部门核实需退出的

工业用地，土地收购价格可参考上一年度

区域内的产业项目类工业或研发用地平

均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园区平台收购存量用地后用途需

发生调整，根据双评估方法确定需补缴的

土地出让价款，可按照分期方式补缴。

创新用地政策
●对于临港新片区产业主管部门需

退出的工业用地，新片区鼓励园区平台以

“以房换地”形式进行收购，或与土地储备

中心协作，以“收储再出让的以房换地”，

园区平台收购或通过获取土地储备中心

收储的原土地土地权利人的工业用地进

行开发建设，建设完成后将其中的部分物

业转让或出租给原土地权利人。

●园区平台可在与原土地权利人沟

通协商的基础上，通过股权收购方式，以

园区平台为主导成立新的园区平台，对原

有项目进行后续的开发建设。

●园区平台可在与原土地权利人沟

通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异地等价置换”的

方式，由园区平台收购原土地权利人的工

业用地，并在园区平台所经营管理的其他

区域物业中，转让或出租给被收购方等价

的物业，进行等价置换。

鼓励土地混合利用
●鼓励园区平台在取得的标准厂房

类工业用地和通用类研发用地配套建设

科技创新服务设施，允许配建的服务设施

建筑面积比例参考临港新片区相关文件

规定。

●支持园区平台在其认定的范围内

对地下空间实施整体设计、区域整体综合

利用开发。

物业转让、租赁
●鼓励园区平台采用先租后售方式

提供标准厂房、通用类研发物业，可以转

让不超过50%，可转让部分，直接转让的比

例不得超过物业总量的30%。

●确保不少于 50%部分以租赁方式，

提供给高新技术企业、“四新”企业、生产

性服务企业等，并在租金上给予一定扶

持。

●扶持小微企业孵化发展，降低其创

新创业门槛，将在厂房租赁上给予一定的

租金支持或租金减免政策。

三、监督管理：
●临港新片区将对管辖范围内的园

区平台根据其资源利用效率、管理服务水

平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并分为ABC三类，

实行差别化管理机制。对资源利用效率

高的园区平台，加大资源要素倾斜支持力

度；对于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的园区平台，

在资源配置、土地供应方面进行一定的限

制。

在园区平台物业转让租赁方面，如

引入产业、科研项目不符合临港新片区

产业发展导向或相关规定，或因出租物

业经济效益较低而导致整体用地绩效评

价较差的，经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决策，将

对园区平台可转让物业比例进行一定限

制。

□本报记者 陈烁 整理

让“绩优”企业在这片土地上尽情施展
——详解临港新片区土地政策

■本报记者 陈烁

条形码、旅行箱、量身定制，这是临港

新片区标准厂房的“关键词”。最近，一幢

幢“潮味十足”的标准厂房拔地而起，使新

片区园区突破“钢筋水泥”的框框，画出美

丽的城市风景线。

除了实用，这些充满设计感的厂房还

具有艺术冲击力。临港集团设计管理中

心主任陈海慈说：“高品质产业发展需要

高质量空间承载，因此，我们把每一块园

区作为理想的践行地，邀请世界级规划设

计大师设计，力争把园区打造成城市的一

道风景线。”

高品质的空间引来了“金凤凰”。据

悉，临港产业园区内，四大产业已初步形

成产业链。其中，临港装备产业区、临港

奉贤园区已建成标准厂房 75万平方米，

在建标准厂房 94万平方米，汇聚集成电

路、生命科技、民用航空、高端装备、汽车

零部件、机器人、新材料等领域的优质企

业近120家。

“最高年薪 80 万”，2019 年度最末一

个月第一周的早上，临港新片区招聘聘任

制公务员的消息在朋友圈刷屏。这是一

条“硬新闻”，因为按常理，一般上海公务

员的年收入，远不及这个数。

新片区几乎每天都有新闻。

刚刚过去的一周，产业地图发布、开

往临港的16号线新增购列车落轨，等等，

均成为记者的关注点。昨天，新片区土地

政策的发布，也瞬时成为各大媒体头条。

我的几个同行，因为家住市区，不堪往来

折腾，索性在新片区申请了人才公寓，方

便随时在这个新闻富矿里“挖矿”。

这不由让人想起 16 年前。彼时，鲜

见媒体记者在这里“挖矿”，而是有大批大

批的工人在海边“挖湖”。滴水湖成形之

时，没有几个人会想到，这里将是承载国

家战略、进一步彰显我国对外开放的承载

地。

作为跟随临港条线 16 年的老记者，

我常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当看到大批年

轻记者走向海边，用笔和镜头记录这片滩

涂上发生的一切时，常常会想，再过几年，

这里将是什么样子呢？一如当年在满是

泥浆的滩涂上，无法预料今天的模样。

如果把新片区比作一艘出海的帆船，

那么，风已鼓起了帆，正向着大海破浪前

行。在聚光灯下成长，成为“新闻富矿”，

是新片区的热度使然，更是在劈波斩浪的

路上，接受大众监督的担当。

广发英雄帖，高薪聘任公务员，就是

一种担当。岗位是什么？薪酬是什么？

咱不瞒瞒藏藏，而是说得明明白白。欢迎

大家前来新片区，挑战新的岗位，拿到新

的酬劳。

如果把新片区建设特殊经济功能区

比作是一场战役，那么，所有人都知道，打

仗需要运筹帷幄的指挥官、英勇善战的部

队以及战术和战略安排。

挂牌3个月来，领导班子调整、内设

机构设立、人才政策出台、产业地图发布

……解决的事情，就是指挥官、队伍和战

术战略的问题。这是打仗前必须要有的

粮草。

伟大的事业，注定不会一蹴而就，就

像一场战役的胜利，必须粮草先行、考虑

周全、知己知彼。新片区挂牌仅百日有

余，我们欣喜地看到，聚光灯下，新片区虽

然迈着急行军的步子，但各项工作环环相

扣，稳扎稳打。

如果在临港新片区记者站，遇到同行

时问：在忙什么呢？总会得到这样的答

复：要么在写稿，要么在写稿的路上。

明天，记者们依然会很忙。一篇篇新

闻稿，将是新片区成长的记录。当岁月叠

加，相信新片区一定会给“挖矿”的记者们

一个美好的回忆。 □潘永军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不久的将来，

一座国际文化创意园区将在临港新片区

拔地而起。12月2日上午，港城集团成功

竞得临港南汇新城 WNW-A1-9-1 地

块，这是自贸区新片区成立以来首批挂牌

出让的经营性用地。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新片区一环带

WNW-A1-9-1地块（紧邻软件园地块），东

至云鹃路，南至瑞木路，西至环湖西二路，北

至楠木路。项目用地面积9751.90平方米。

作为临港新片区国际文化创意园一

期工程，该项目将与整个园区整体策划、

联动开发。一期工程主要围绕研发设计、

科技金融、文化产业等板块，打造高品质

的智能化商务办公和独具特色的商业环

境。业态分布主要有约1.7万平方米的办

公空间，约 5000平方米的商务酒店以及

约6500平方米的配套商业等。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11月 29日，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财经制度创新发展

研讨会在临港新片区举行。来自商务部

自贸区港建设协调司、临港新片区管委

会、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河南等省市

自贸区管委会以及多家政策研究机构、

高等院校、自贸区开发主体、企业、银行

等200余人参与会议。会上，11位专家聚

焦中国自贸区财经制度创新探索与政策

体制变革，就国际贸易环境、金融创新、

新型贸易、监管改革、数字经济、区块链

技术、产业发展等主题发表了最新的研

究观点。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会长、

自贸区财经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王亚

平表示，通过本次研讨会，各地自贸区

交流做法，提出了问题和建议；研究机

构抓住重点热点和难点，开展调查研

究，提供了决策意见和建议；政府部门

及时掌握动态，进行指导协调，保证建

设力度和速度，将很好地推动各地自贸

试验区建设。

临港新片区里“潮味十足”的标准厂房。 □临港集团 供图

“潮味十足”新厂房 园区也是风景线

新片区里的“新闻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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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区探索财经制度创新
与政府监管变革

临港新片区国际文化创意园区建设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