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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服务科创板晒两周年
“成绩单”

助力
“硬科技”企业
“闯关”科创板
的科创板企业中，有 60 家企业参加了基地
的上市辅导培训和投融资对接活动，有 39
家企业获得了基地联盟成员单位的股权投
资，有 121 家企业获得了基地联盟成员单
位的保荐及其他中介服务。

■本报记者 须双双
基地联盟城市拓展至 35 座，实现长三
角中心区城市全覆盖；
“金证创通”科创金
融服务平台上线，线上线下结合，打造拟上
市企业登陆科创板的一站式“服务窗口”。
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服务科创板两周
年之际，交出了一张优秀答卷。

科创板“长三角力量”
日益凸显

服务基地“朋友圈”不
断扩容增量
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已构建了长
三角一体化服务网络。在昨日举行的长三
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服务科创板两周年总
结会上，徐州、淮北、蚌埠、六安、丽水市、枣
庄、临沂 7 座城市签约成为基地联盟城市，
将基地联盟城市拓展到 35 座，实现长三角
中心区城市全覆盖，同时，淮海分中心、皖
北分中心、枣庄分中心、苏州分中心、宁波
分中心、绍兴分中心揭牌，使基地设立的分
中心增加到 17 个。10 家金融、投资及专业
服务机构签约成为基地联盟成员，使基地
联盟成员增加到 136 家，基地服务资源得
到了进一步充实。
自 2018 年 11 月揭牌启动以来，长三角
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始终围绕服务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和科创板注册制改革任
务，着力发挥金融要素市场的集聚辐射作
用，呼应长三角企业的投融资和上市需求，
形成了覆盖长三角区域的服务网络和服务
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十大功能。今年 5
月 10 日，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正式成
立，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也成为联盟
的重要功能性平台。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
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浦东新区
金融工作局局长张红表示，基地将认真贯
彻文件精神，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

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于 2018 年 11 月揭牌成立，
目前基地联盟成员已达到 136 家。
发挥龙头辐射作用，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和
力量，更好服务和引领实体经济发展，有效
促进金融资本和科创要素精准对接,有力
推动上海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融合联
动，为促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做出
积极贡献。

为科创板注册制提供
源头活水
昨日，由基地出品的《国家使命——长
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服务科创板两周年
报告》正式发布。自揭牌启动以来，基地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深化推进十大

功能，构建了精准培育硬科技企业对接科
创板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
在线上，通过基地发现培育功能，构建
了长三角区域科创板上市企业的“蓄水
池”，打造长三角科创企业层层递进的储备
库（5537 家）、培育库（520 家）、推荐库（120
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从海量企业中“大海捞针”
“沙里淘金”，为
科创板注册制提供源头活水。基地还通过
预审评价功能，对照科创板上市标准和上
市审核问询要点，对进入推荐库的企业进
行精准画像和综合打分，帮助企业发现自
身差距、查缺补漏。
在线下，基地对应科创企业三大库形
成基地三大特色品牌活动。一是“基地走

租赁飞机实现
“自由行”

LCM 置汇旭辉广场
推出夜间主题活动
盛夏七月，落日余晖，白天的灼热散
去，位于张杨路泾南路口李氏民宅前的户
外草坪，迎来热闹时刻：一顶顶帐篷下，人
们或阅读作画，或与宠物嬉戏，或听着乐
队演出静候露天电影开场……这是浦东
夜间经济示范点之一的 LCM 置汇旭辉广
场，在这个夏天推出的夜间主题活动——
“落日营地”。LCM 置汇旭辉广场还专门
在
“落日营地”
中融入了不少互动内容。现
场，
市民还能参与
“露营生存指南”
“森林咖
啡课堂”
，
学习有趣的生活小知识。
据悉，
“ 落日营地”第二周活动将于 7
月 31 日-8 月 1 日举行。
□本报见习记者 张诗欢 文
LCM 置汇旭辉广场 供图

进长三角”：已与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联
合举办了二十五场百人以上金融合作交流
活动，得到了当地企业的积极响应。二是
“长三角科创企业培训路演”：基地依托上
交所专家和头部机构专业资源，按照科创
板六大行业组织各类上市培训和投融资路
演活动，突出精确定位、精准分类，充分体
现了专业性、权威性和及时性。三是“上市
问诊”模拟审核：邀请上交所专业审核人
员，为来自长三角的推荐库企业进行模拟
审核和把脉问诊，解答企业财务和法律方
面的上市问题。
截至目前，基地已举办各类活动 320
余期，服务长三角企业 4800 余家次，线上
线下参与人数超 9 万人次。长三角已上市

ABB 机器人
“超级工厂”
将设亚洲 AMR 中心

海关异地委托监管

本报讯 （记者 陈烁 通讯员 赵林
保税区才能享受此项优惠政策。此外，
林 方艺达）原本必须要飞到融资租赁公
为便于办理租赁飞机后续相关监管、缴
司所在保税区才可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税等手续，租赁飞机的企业往往需要在
现在通过异地监管，可以直飞使用地即
租赁公司所在综合保税区派驻人员或委
可，给航空公司带来大幅成本节省。
托相应公司办理相关手续，企业运行成
近日，东方航空进出口公司工作人员
本较高。
来到浦东国际机场海关业务办理现场，提
2019 年，旨在培育综保区综合竞争新
交下半年需异地海关协助监管飞机的架
优势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
数及公司飞机进口计划，并对浦东机场海
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印发实
关探索航空租赁产业异地监管模式，将传
施，共提出 21 项具体任务举措。其中，
统的跨境两程航线，拉直为一程航线，为 “发展租赁业态”一项明确：对注册在综保
企业降低成本表示感谢。记者从上海海
区内的融资租赁企业进出口飞机、船舶和
关获悉，自推进异地监管模式以来，通过
海洋工程结构等大型设备涉及跨关区的，
与国内其他海关配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在确保有效监管和执行现行相关税收政
海关为已众多融资租赁飞机提供了便利。
策的前提下，按物流实际需要，实行海关
通过向融资租赁公司租借飞机，大幅
异地委托监管。
降低公司资金成本占压，是近年来通用航
之后，上海海关就着力打通政策落地
空企业解决资金压力的常用模式。同时， “最后一公里”，主动与异地主管海关进行
融资租赁公司将企业注册在综合保税区
联系沟通，创新监管模式，促进全国点到
内，还可以享受相关保税优惠政策。
点的异地委托监管全流程走实走通。
但根据相关规定，飞机办理租赁手
今年 6 月下旬，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
续后，要专门安排飞机航路、航班至综合
司以“租赁贸易”方式引进 1 架空中客车

□本报资料图

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15 日，长三角科创
板企业已达 142 家，首发募集资金 2074 亿
元 ，总 市 值 2.38 万 亿 元 ，分 别 占 全 国 的
46%、54%和 50%。其中上海科创板企业更
是以 1265 亿元的首发募集资金总额和 1.2
万亿元的总市值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和四分
之一，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这些企
业“硬科技”成色十足，高度集中在新一代
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卡脖子”
技术攻关领域。各地高精尖“隐形冠军”的
高密度上市，在长三角区域形成了强大的
创新“引力波”，描绘出了一幅“硬科技”产
业群加速集聚的创新画卷。
为了提升基地服务能力，基地正在全
力打造 3.0 升级版。昨日由基地打造的“金
证创通”科创金融服务平台上线发布。
该平台是基地联动科创企业和金融机
构的“信息桥梁”，平台建立了企业库、专家
库和产品库，支持长三角科创企业与基地
联盟成员单位资深专家、投融资产品的在
线对接和在线撮合。平台作为拟上市企业
登陆科创板的一站式“服务窗口”，将对应
基地十大服务功能，平台支持辅导培训、专
业咨询、上市预审、上市政策指引等全生命
周期云服务，满足企业多样化服务需求。
基地的上市问诊品牌活动也能在线上报
名、线上参与。平台还将成为基地总部和
分中心的“联系纽带”，通过总部和分中心
互联互通，不断拓展服务应用场景，提高资
源综合统筹能力，实现服务资源跨区域的
合作与共享。

A319 客机。该公司按照“进出口大型设
备（租赁飞机）异地委托监管”程序办理进
口通关手续后，该架飞机没有像以往那
样，经停租赁公司所在地——上海浦东机
场综保区，而是从法国布鲁兹直飞飞机使
用地，在使用地海关完成现场监管后，既
开始执飞国内航线。
四川航空相关负责人孙萧表示,实行
异地监管后，公司在浦东机场海关办理相
关手续，飞机可不经停浦东国际机场，而
是直飞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由使用地海关
完成后续监管。粗略计算，该模式可以帮
助企业节约从上海到成都航段的航油费
用、地面服务费、入区费用及到期后的往
返费用等合计 75 万元以上。
据了解，目前，上海海关已同北京、天
津、广州、深圳、成都、云南等地的主管海
关建立长效联系配合机制，探索形成了一
个覆盖全国的多节点网络平台。今年上
半年，浦东机场海关共异地监管融资租赁
飞机 6 架，租赁业务异地监管“自由行”的
道路正越走越宽。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7 月 20 日，
ABB 宣 布 将 收 购 ASTI 移 动 机 器 人 集
团。此次收购将拓展 ABB 机器人和自动
化产品组合，使其成为业界唯一能够提
供面向下一代柔性自动化的完整产品组
合的企业。
ASTI 是高速增长的自主移动机器人
（AMR）市场的全球领导者，拥有广泛的
产品和软件组合。此次收购是 ABB 外部
增长战略的重要部分，协议于 7 月 19 日签

署，
收购预计将于今年完成。
ABB 机器人与离散自动化事业部总
裁安世铭表示，通过此次收购，ABB 将覆
盖从生产到物流再到消费等众多领域。
值得关注的是，ABB 将大幅扩大业
务总部的生产能力，以支持欧洲和美洲
市场的销售扩张计划。为了挖掘 AMR
在中国和亚洲市场的增长潜力，ABB 还
将在其位于浦东的新机器人“超级工厂”
内建立一个亚洲 AMR 中心。

黑芝麻智能携手未动科技
共推汽车全域智能商业化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日前，黑芝
麻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宣布与未动
科技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围绕智能驾
驶、智能座舱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共
同推动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化落
地。
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领域
的技术优势和落地经验，积极探索算法软
件与芯片的最优匹配度，将未动科技高精
度感知算法、高实时性与高可靠性的系统
软件能力集成到黑芝麻智能高性能、低功

耗的车规级大算力芯片计算平台，打造满
足高性能需求的自动驾驶以及智能座舱
集成方案，赋能车厂从智驾域到座舱域的
全域智能，实现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应用
落地。
据介绍，伴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的不
断提升，L3-L5 级系统复杂的逻辑运算和
大量的数据处理等需求对自动驾驶系统
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软件算法与
芯片的匹配度是决定自动驾驶系统是否
能更高效率释放其性能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