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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首破 3000 亿元大关

张江新旧动能转换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杨珍莹

“中国芯”
“ 未来车”拉
动内资注册，产业迎新动能

浦东发改委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0
年张江区域（含张江高科技园区、康桥工业
区、国际医学园区、张江镇）主要经济指标
好于预期，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033.5 亿元，首破 3000 亿元大关，同比增
长 8.9%。
加速布局新旧动能转换，张江着力创
新驱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信息软件等
主导、重点产业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在线新
经济创新实力厚积薄发，加速数字经济成
长；
在
“强优势”的基础上，张江区域还不断
补短板，核心技术领域亦实现重点布局。

2020 年，张江园区新设内资项目 1559
个，同比增长 5.9%。吸引内资注册资本合
计 316.3 亿元，同比增长 13.6%。注册资本
超过 5000 万元以上的内资新设大项目共有
72 个，
合计注册资本 185.21 亿元，
其中集成
电路和新能源汽车领域共新增注册资本
115.3 亿元，
占全年新增内资的 36.5%。
在去年落地张江的重大项目中，最引
人关注的无疑是由上汽集团、浦东新区和

阿里巴巴集团三方联合打造的百亿元级
“巨无霸”——高端智能纯电汽车项目“智
己汽车”。作为国内首个创始轮即达百亿
元级的汽车科创公司，其落地张江更大的
意义在于将带动相关产业链的集聚，不仅
会实现对传统汽车产业链的全面重构，还
将在张江构建更具吸引力的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的创新生态体系。
另一个重要产业——集成电路也陆续
迎来
“新引擎”。去年年初，
华勤通讯总部、
恩捷股份集团总部、传感博士总部、聚辰半
导体总部等一批总部项目宣布在科学城开
工，掌握了 CPU、GPU、芯片组三大核心技
术的兆芯也在科学城内扩大能级。
“ 强动
能”的注入，
将助力张江科学城集聚一流人
才、建设一流配套，
推动主导产业尽快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
突破。
根据浦东发改委发布数据显示：目前

张江集聚了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制造、封装
测试、设备材料等企业共 200 余家，2020 年
产业营收规模首超千亿元，达到 1027.88 亿
元，
同比增速高达 22.5%。

生态链形成强大吸附
力，
“在线经济”撬动新机遇
在张江 2020 年的数据中，有两组值得
关注：
张江有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 28 家，
全年实现营收 278.61 亿元；去年年初几乎
零增长的信息软件产业最终全年实现营收
1360.11 亿元，同比增幅达 16.3%，显示出以
硬核科技为底色的张江，
在信息服务业、新
兴产业上的超强韧性。文娱互联网独角兽
喜马拉雅的总部位于张江，森亿智能等人
工智能企业在在线医疗等领域崭露头角，
达观数据等正助力传统金融业转型……在

浦东开学第一课·关注

张江，新一轮“在线经济”的成熟赛道与潜
力赛道正齐头并进，
共
“闯”未来。
迈入“十四五”，张江正进一步深化产
教融合，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完善创新
体系，
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进一步加强
开放合作，
推进产业链开放式创新；
持续优
化研发机构全生命周期培育，构建良好的
生态循环。
今年年初，
“ 张江在线”生态园正式揭
牌。根据在线新经济核心功能承载地的定
位，未来“张江在线”生态园将实现在线新
经济产业规模超过 1000 亿元，带动张江在
线新经济产业规模超过 2000 亿元，同时集
聚 1000 家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凸
显集聚度与显示度。
新一年，张江新旧动能正加速转换。
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张
江将助推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跑出“加
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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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开学首课让浦东中小学生了解浦东改革开放历程，
激励他们不断拼搏，
更好成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资本狂飙突进下的
在线教育

沿着总书记足迹 看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巨变
“浦东开学第一课”开讲
本报讯 （记者 蔡丽萍）浦东
干部群众是如何克服困难加快推进
浦东开发开放的？30 年来浦东又
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昨天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浦东
340 多所中小学约 35 万学生观看了
一堂特殊的
“浦东开学第一课”
。
2020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浦东展览馆，
参观了
“在国
家战略的引领下——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主题展”。为践行总书记嘱
托，让更多青少年了解浦东改革开
放历程，
由浦东区委宣传部、
区教育
局、
团区委出品，
浦东融媒体中心拍
摄制作了
“浦东开学第一课”
。
这堂以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看
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 不忘初心 永
远奋斗”为主题的“浦东开学第一
课”，是浦东首次结合重大题材、采
取真人秀的方式录制的本土特色的
开学首课，希望让全区中小学生了
解浦东奇迹，
感悟浦东巨变，
能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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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地懂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
，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
，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
。
节目中，13 名学生代表沿着当
时习近平总书记的参观线路，深度
体验参观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主
题展。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过程中，
形成了敢跟全球顶级水平对话的
志气、强烈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气、
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的朝气。这“三
股气”阐释了浦东精气神的实质内
涵。节目把这“三股气”具体化、形
象化，以真人秀方式展现在开学第
一天的学生面前。
本次课堂邀请了数位浦东开
发开放早期的亲历者，他们生动地
讲述了当时的情景。首任陆家嘴
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总经理王安
德为同学们“揭秘”中国人民银行
入驻浦东的大量细节。上海交通
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陈高宏向同学们回忆了开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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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难以想象的困难”。浦东摄
能参与到浦东开发开放的前 30 年，
影家协会副主席姚建良从 1990 年
但是希望能为浦东的未来发展贡
浦东开发开放至今，用镜头将这巨
献自己的力量。”七（8）班的俞皓雅
变记录了下来，他向同学们娓娓讲
表示，作为一名出生和生活在浦东
述了照片中的浦东
“成长史”
。
的孩子，感到周边的居住环境越来
“少年强则国强。只有浦东
越好，文化生活越来越精彩，身为
的青少年深入了解浦东改革开放
浦东人更应该为浦东建设贡献力
史，才能把改革开放的接力棒接
量，
使浦东越来越美丽。
稳、传好。”浦东区委宣传部有关
据悉，
“浦东开学第一课”节目
负责人说。
播出后，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后续
课程还采取空间交织的方式， 将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配套
让展览内容和实地真景交替呈现、 活动，比如中小学生、各界青年探
互补互释。上海光源、硬 X 射线自
营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主题展，举
由电子激光装置等十大科学设施， 办主题征文、摄影、绘画大赛等。
由 361 个智能编程的机器人组成的
浦东教育局副局长陈强表示，
浮球矩阵，
C919、
ARJ21 等模型在课 “浦东开学第一课”是一次积极的
程中频现，
令同学们大呼过瘾。
探索，利用社会教育资源丰富学生
虽然没能到现场参观，但收看
的教育方式，也希望孩子们牢记总
了“浦东开学第一课”的学生们也
书记嘱托，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浦
东开发开放的历史，让“浦东精神”
是感触颇深。上海实验学校东校
深入家庭、深入社会，通过这些社
八（7）班的牟诺然说：
“我们是浦东
少年，生于浦东，长于浦东，虽然没
会主义接班人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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