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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近日，上海自

贸区临港新片区召开优化营商环境、促进

投资发展大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0
年，临港新片区将继续瞄准新能源和智能

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和航

空航天等投资热点领域，强化产业投资促

进统筹推进，全年推动完成签约项目落地

投资规模不低于500亿元。

为进一步完善投资促进工作机制，临

港新片区出台了《关于加强临港新片区投

资促进工作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揭牌成立了临港新片区投资促进服务

中心。同时，制定新片区投资促进“四个

一”的工作机制，即“一盘棋统筹、一体化管

理、一条龙保障、一揽子宣介”，充分整合各

方资源，构建强化全员参与的大招商体系。

据悉，临港新片区将于今年上半年发

布建设“五个重要”专项行动方案，并推动

100项制度创新和工作突破，推动相关政

策共176项任务尽快落地落实。

今年，临港新片区将狠抓制度创新，对

标国际上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制

定新政策；优化政务服务，抓好“一体化信

息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突出精准招商，加

大在关键领域、特殊经济功能领域和产业

链整链条上的招商力度。

临港新片区还将推动盛美半导体、上飞

装备、君实二期、聚力成半导体等制造实体

项目和装备区检验检测园、信通院等研发项

目开工，确保全年完成产业投资280亿元，同

比增长40%，完成工业总产值1755亿元，同

比增长35%；将推进顶尖科学社区一期1.1
平方公里开工，建设不少于20个创新研发、

共性服务平台，新增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不

少于100个，新开工研发载体面积120万平

方米，培育和孵化不少于1000家企业。

在推动跨境金融集聚发展方面，临港

新片区将积极推动金融要素市场建设，依

法开展跨境金融、离岸金融创新试点，研究

探索金融机构为新片区内企业、非居民提

供跨境发债、跨境投资并购和跨境资金集

中运营等跨境金融服务；扶持新片区企业

在境内外上市；试点区块链技术在跨境金

融领域的应用案例。

临港新片区还将培育离岸贸易、数字贸

易等新业态，推动贸易重点功能平台建设，

促进跨境电商产业升级。此外，洋山特殊综

合保税区将完成原洋山保税港区监管设施

升级改造，确保8月底前围网区域具备封关

验收条件，推动首期围网区域封关验收。

本报讯（记者 陈烁）高起点整体规

划，高标准打造物业，高规格引入平台，借

鉴世界顶级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地发展经

验，今年，临港奉贤园区正全力打造一流

的国际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区和国际医疗

服务集聚区。

临港奉贤园区是临港新片区生物医

药产业唯一的承载区。据了解，2019年，

临港奉贤园区立足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基

础，以及土地资源、综合配套、国际社区等

优势，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完成了

《生物医药产业及临港蓝湾未来城发展专

项规划》，确立了以生物医药产业为先导，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支撑，以国际社区为

保障，以产城融合为特色，建设国际医疗

服务集聚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区、企业

总部集聚区和临港蓝湾未来城的“三区一

城”发展战略。

为了达到高起点整体规划，临港奉贤

园区对标美国波士顿生物医药城、圣地亚

哥金三角精准医疗产业区，制定了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白皮书，对生物医药产业进行

了系统性梳理，筛选出了最适合新片区发

展的4个一级产业细分领域、12个二级产

业和 33个细分的切入环节，主要包括精

准诊断、精准药物、精准手术及健康服务

及外延四个组成部分。

在高标准物业方面，临港奉贤园区

着力打造集“研发、生产、测试、展示”等

功能为一体的国际生物医药产业集聚

区，建设以生物医药产业为核心，以康

养、医美、教育、培训等衍生领域为配套

的国际医疗服务集聚区，规划面积 4.5平

方公里。据悉，2019 年底，28 万平方米

的临港生命科技产业园一期如期竣工，

去化率已经超过 30%，并贮备了一批重

点项目。与此同时，启动了临港生命科

技产业园二期产品设计工作。计划到

2025年，形成 200万平方米物业空间，持

续导入生物医药产业。

立足新片区建设国际生物医药产业

集聚区的系列政策，临港奉贤园区在新片

区培育设立国家药物实验室、国家医学中

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临床研究院、

临床研究型医院等重大功能性平台，引领

前沿基础研究，提升临床研究和转换能

力。其中，世界顶尖的高水平国际临床研

究型医院目前已在计划建设。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近日，华为全

资控股的哈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入股临

港科技城企业鲲游光电。作为临港新片

区首批企业之一，鲲游光电也是哈勃投资

的第五家企业。

据了解，鲲游光电专注晶圆级光学设

计、制造，是全球少数几家可生产3D机器

视觉核心元件、全息光栅光波导（AR领域

核心技术）的企业。此前，鲲游光电也是

华为光电芯片领域的供应商之一。此次

华为入股将助力鲲游光电将其技术优势

广泛延展到“光芯”的各个领域，同时发力

3D深度成像微纳光学核心元件。

基于临港地区的产业特色，临港科技

城一直以来着眼科技成果的转化。目前，

临港科技城聚焦新片区核心产业发展，重

点引进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集成电

路、智能网联汽车、民用航空、智能制造等

为核心的科创产业集群，打造临港地区的

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孵化地。

除鲲游光电外，临港科技城企业——

深思考人工智能，是华为投资的第一家国

内人工智能企业。作为一家专注于类脑

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的AI公司，深思考

的核心团队由来自中科院、清华的一线AI
科学家与领域业务专家组成，在人工智能

语义理解领域处于行业内引领地位。华

为对深思考的投资有利于加速深思考商

业落地，助力深思考在真实场景中通过实

践提升自身技术。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华为入股临港

科技城企业，是对科技城企业成果的肯

定。未来，临港科技城将继续聚焦新片区

建设，全力打造新片区国际创新协同区，

力促鲲游光电、深思考等优秀企业加速商

业落地的步伐。

海底捞、牌坊里、明洞王妃家烤肉、溪雨观酸菜鱼、椰丽亚泰式小厨……2020年，临港新片区正集聚更多美食品牌入驻。吃货们
在滴水湖畔逛逛走走，坐下来享受美食有了更多去处。

今年元旦，港城新天地·南区开街，包括龙潮美式炭火烤鱼、蜀签&梁百斤、超级鸡车等在内的7家美食店登场，从早餐的面包三明
治，到下午茶的炸鸡饮料、晚上的民谣配酒，都安排得妥妥。后期，麦当劳、海底捞、牌坊里、明洞王妃家烤肉、溪雨观酸菜鱼、鹅粮鱼
粉、某个时间羊肉串等美食品牌也将登场。

“现在晚上的生意也不错”，一家餐饮品牌的收银员告诉记者，每逢周末，顾客用餐还要排队等候。她对新片区以后的人气信心满
满，“相信生意会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陈烁 文 通讯员 陈浩 摄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作为临港四

镇之一，书院镇将承接更多政策红利和产

业溢出效应，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日前，书院镇举办 2020年经济工作会议，

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落地。

当天，上海临港浦东新经济发展有限

公司与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文

化中国》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

易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书；书院镇人民政府与上海鸿光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 2020年政企共赢发展战略协

议书，同时，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自贸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分行签订业务合作协议

书和党建联合共建协议书，明确双方在金

融创新发展方面的努力方向。这也是继

2018年 12月龙湖地产智能生态园区项目

落户书院产业园区及一批民生项目集体

建设之后，书院镇的又一次产业布局。

书院镇位于浦东新区东南，区域面

积 54 平方公里。全镇规划为书院分城

区、综合区和主产业区三大板块。其中，

书院分城区总规划用地面积 10.9平方公

里，包括 7.6平方公里生活区、1平方公里

产业区、2.3 平方公里生态协调区，定位

为临港主产业区和综合区的生活服务配

套基地。

临港新片区的揭牌，为书院镇发展带

来了全新的机遇。本次签约落地的项目，

涉及到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业、金融等符

合临港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未来对实现

产业园区转型，为经济总量增产扩能提供

强有力的后劲。

书院镇相关领导表示，三批项目的

签约，将对书院镇 2020年工业总产值和

税收等经济数据的增长起到较为明显的

提速作用。同时，此次入驻的企业也十

分契合临港新片区未来发展的产业布

局。书院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牢牢把

握临港新片区建设的大好机遇，当好新

片区发展的配角，寻求自身的功能定位，

为全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同时把书院

建设成一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科创活力

小镇。

临港新片区全力推进产业投资

今年签约项目落地投资不低于500亿元

临港科技城两家企业加入华为版图

新片区里的美食店生意兴隆

临港奉贤园区对标世界一流

建设国际医疗服务集聚区

书院镇将承接更多产业溢出效应
一批重点项目落地 涉及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业、金融等

马斯克“尬舞”的背后
□须双双

临港新片区LINGANG

时隔一周，马斯克的“尬舞”视频，仍

在网上热传。1月7日，特斯拉CEO马斯

克现身上海，参加在上海超级工厂举办的

国产版Model 3交付仪式和国产版Mod-

el Y项目启动仪式。此时距特斯拉上海

超级工厂正式开工刚好过去一整年。

在当天的演讲中，马斯克感谢中国政

府和消费者对特斯拉的大力支持，“没有

你们的支持就没有特斯拉的今天。”抑制

不住激动的心情，他把西装扔到台下，现

场“尬舞”起来。

从2019年1月7日正式开工，到2019

年12月30日首批整车交付，“当年开工、

当年投产、当年交付”的目标，在万众瞩目

下，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这一奇迹，不仅让马斯克兴奋起舞，

更是对临港新片区跨步向前的最好鼓舞。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项目是中国首

个外商独资整车制造项目，也是特斯拉在

美国之外首个超级工厂。面对如此体量

大而复杂的工程，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各相

关部门以及开发主体以“金牌店小二”的

身份和姿态，全面提高工作效率，实现了

项目预期开工、竣工、投产的时间目标，一

次又一次刷新了令人惊叹的“上海速度”。

可能有人会质疑这是特斯拉的特殊

待遇。但事实上，通过“特斯拉样本”，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积累了一批可复制和可

推广的经验，形成一系列创新的制度，擦

亮了临港新片区营商环境的招牌。

以建设项目的行政审批为例，在特斯

拉项目推进中，通过“一网通办”，运行“临

港一码通”，把行政审批、竣工验收的材料

在“一网通办”上告知、递交，材料不重复

收取；企业方凭生成的“二维码”可随时查

看，项目办理状态及时可见；审批方工作

人员在一个平台上按业务条线操作，相互

处于透明状态，在整个项目推进过程中发

挥出的效能作用非常明显。

而就在去年11 月11 日，临港新片区

的一体化信息管理服务平台正式启动，通

过工程建设领域聚焦一件事，实现了一企

业一账号登录、一个办事空间，一个阶段

所有办理事项同时办理的便捷服务，企业

的材料可一次性提交，办理事项状态、材

料等可查可见，这大大优化了审批流程，

节约了审批时间。

此外，特斯拉项目从审批到验收，临

港还探索了非关键要件的“容缺后补”“综

合验收”审批服务模式、“审批服务专员”

制度等，在合法合规的框架下，全力为项

目提速。如今，这些举措都在继续试点、

完善，有望复制推广到其他重点项目之

中。

此外，设立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也是

临港新片区助力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的

举措之一，通过搭建工作机制、梳理工作

界面、扩充专业团队，围绕招商协调、企业

服务和人才服务等工作内容，做好了“投

资促进全生命周期”服务。

就在上周末，临港新片区召开优化营

商环境、促进投资发展大会暨 2020 年工

作会议，会议对以“特斯拉样本”为代表的

临港新片区营商环境进行了总结。上海

市政府副秘书长、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任朱芝松在会上指出，优

化营商环境、促进投资发展是新片区当前

工作的重中之重，临港新片区的工作人员

都要自觉成为优良作风的践行者、优良环

境的创造者，以最强的战斗力“栽好梧桐

树，引得凤凰来”。

在近日举行的市优化营商环境建设

暨投资促进大会上，上海市发布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投资促进工作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旨在让“特斯拉速

度”变为常态。

1 月 7 日这一天，特斯拉官方微博发

布了这样一条信息：一年前当他第一次出

现在这里的时候，脚下还是一片荒芜。而

一年后的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一座每周可

产3000辆Model 3的Tesla超级工厂。中

国Tesla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未来，在临港新片区的热土上，不断

优化的营商环境，必将吸引更多的梦想

家。无限可能，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