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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11月

相关领导视察了漕河泾开发区 ,建

议以“一区一园”的方式扩大区域面积。

◆2003年 03月

国务院以国办函（2003）19号文批转

海关总署同意在浦江高科技园内设立

《上海漕河泾出口加工区》。

◆2003年 05月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高科技园发展有

限公司浦江分公司注册成立。

◆2004年 07月

国务院以商资函 （2004）34 号文批

准漕河泾开发区在闵行区浦江镇扩区

建设高科技园区，标志着浦江园区成为

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2004年 12月

公司正式更名为上海漕河泾开发区

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2006年 08月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创新创业园发展

有限公司成立。

◆2009年 03月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经济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与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的上海漕河

泾开发区浦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经批

准注册成立。

◆2012年 12月

漕河泾开发区“创新创业园”被国

家科技部正式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

◆2017年 07月

为适应新一轮发展需求，上海漕河泾

开发区浦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更名

为上海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发展有限公

司，并完成工商变更。

◆2017年 9月

9月 25日，围绕“先进制造”、“生命

健康”、“文化创意”、“电子商务”、“检验检

测”的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5+X”战略在

上海发布，同时，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国

际生命健康城正式启动，“生命健康产业

联盟”揭牌成立。

◆2018年 10月

10月 23日，位于浦江国际科技城的

核心区域、与东方明珠共同投资近百亿元

的东方智媒城正式发布。

◆2018年 11月

11月 23日，漕河泾综合保税区正式

通过验收，成为上海市第一个转型挂牌为

综合保税区的出口加工区。

◆2019年 3月

3月 20日，漕河泾综合保税区揭牌。

临港浦江沿革
———16年前就拿到了国字号园区牌照

一根扁担两个筐 科创制造双肩扛
———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扫描

通过 16年的发展， 临港浦江国际科
技城在自主创新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正在形成以“先
进制造、生命健康、文化创意、电子商务、

检验检测”等 5+X的产业发展态势，特别
是在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环保及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具有产业集
聚优势，正成为上海引领科技创新和高端
制造的重点区域，将为推动上海科创中心
建设和闵行产业强区战略作出更大贡献。

地理位置>>>

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位于上海市中
心城区南翼、黄浦江东岸，距离前滩商务
区 4.5公里， 距离人民广场市中心 16公
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北侧紧邻外
环线（S20）、中环线、徐浦大桥、卢浦大桥、

上中路隧道、龙耀路隧道，南侧紧邻申嘉
湖高速公路（S32）和闵浦大桥。

园区规划>>>

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规划占地面积
10.7平方公里（其中自主发开 6.1平方公
里），由综合保税区、科技广场、科创走廊、

智慧广场、国际生命健康城、东方智媒城、

先进制造产业基地等组成。

1.综合保税区
漕河泾综合保税区是由原漕河泾出

口加工区转型升级而来。漕河泾出口加工
区于 2003年 3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规
划面积为 0.807平方公里，是闵行区唯一

一家海关特殊监管区域，2004 年 3 月正
式封关运作。 自成立以来，加工区曾连续
四次获得“上海品牌园区”荣誉称号，是上
海第一批自贸区创新制度复制推广的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 2018年，漕河泾出口加
工区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综合保税区。

2.科技广场
科技广场定位低密度办公总部，位于

轨道交通 8号线浦江镇站出口，为闵行区
浦江镇地标式建筑群。项目地上总建筑面
积约为 30万平方米，地下面积约为 10万
平米，现项目一期、二期租售率 100%，三
期 17.85万平方米于 2017年底竣工（正在
租售中）。科技广场配套设施完善，办公楼
宇间配备上海市内占地最大的中央花园
（约 5万平米），2个 2000平米员工餐厅，1

个 1.3 万平方米商业配套楼———银杏广
场。 此外，项目毗邻共计近 5万平方米大
型商业综合体， 满足区内企业员工餐饮、

购物、娱乐、便捷服务等全方位需求，为客
户提供优质、和谐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主
要入驻企业有美敦力中国研发中心、中国
人寿、中建钢构、中船集团、恒为科技、剑
桥科技等多家世界五百强、 上市公司、央
企等高科技企业。

3.科创走廊
按照“引领提升产业发展的创新策源

功能+增强城市综合服务的交流共享功
能”定位，旨在打造科技城创新引擎、提升
科技城创新发展，成为引领闵行东部振兴
和接续浦东中部崛起的新兴增长极、上海

国际大都市南部活力创新走廊的卓越产
业创新环境和一流城市服务区域。科创走
廊一期规划建筑面积约为 21万平方米，

规划布局城市大学、重点实验室、研发中
心、会议会展、学术交流等功能，成为具备
全球高端创新资源要素整合能力的重要
节点。

4.智慧广场
智慧广场位于浦江科技广场东侧，以

“移动+互联网”为主题，基于园区信息技
术等产业基础和科创中心建设契机，结合
当前人工智能、 先进制造等热点产业领
域，重点发展移动应用平台、软件开发设
计、 移动终端产品研发设计等产业领域。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6万平方米， 其中地
上面积约 18.5万平方米，地下面积约 7.5

万平方米。 项目建设预计于 2019年 9月
竣工验收，定位生产、研发与办公。

5.国际生命健康城
以“科技、生命、健康”为主题，通过产

业引进， 临港浦江国际生命健康城正在建
设上海乃至全国一流的集医学智能制造产
业基地（产）、医学专科治疗（医）、医疗技术
研发（研）于一体的产业链闭合平台。 项目
一期约 5万平米已售罄。 项目二期 A区已
于 2016年底开工， 总建筑面积约 13万平
方米，预计将于 2019年底竣工。 项目定位
于生命健康产业领域的生产、研发、办公。

6.东方智媒城
东方智媒城是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

和东方明珠共同合资打造的以移动新媒

体、 创意设计、 视觉体验等细分产业为重
点，集研发与生产、娱乐与培训为一体，内
含多种数字信息与文化娱乐相结合的文化
创意产业园。 东方智媒城将导入与新媒体
产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园区技术服务平台，

以及知名传媒集团的技术、游戏、动漫、财
经等产业资源作为品牌和产业引导， 打造
包括演播厅、 游戏电竞产业、VR、 财经产
业、媒体高科技产业、文化娱乐体验、产城
融合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

7.先进制造产业基地
先进制造产业基地定位于高科技企业

的制造、研发和办公中心，兼具研发功能、

高科技产业制造和技术服务功能。 项目距
离轨道交通 8号线江月路站直线距离仅
1.2公里，浦江 12路已接驳至园区内，为员
工出行提供便利。 主要入驻企业涵盖世界
知名企业 3M、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GE、斯
派莎克、瓦克化学等，民营高科技企业海得
控制、大郡动力、华测检测、之江生物，国企
代表上海质检院、东风科技等。

园区配套>>>

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地处闵行区浦
江镇中心城区， 周边汇聚各类配套住宅、

人才公寓、购物中心、会展中心、中高档餐
厅等设施，提供金融、文化教育培训、医疗
卫生、休闲娱乐等服务，满足企业员工的
诸多需要。园区南翼已建成离市中心最近
的郊野公园———浦江郊野公园。 园区 3-5

公里范围内，设有三家三甲医院，多家知
名幼儿园、中小学等教育配套，五星级酒
店、商务经济酒店、银行网点快速可达，确
保园区内企业及员工出行、工作、生活的
便利与舒适。 2018 年 12 月和 2019 年 3

月，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重大产城融合项
目—上海临港浦江公共租赁住房一期项
目、浦江外国语学校项目正式开工，助力
产城融合快速发展，推动临港浦江国际科
技城新时代的新崛起。

十六年打拼迎来丰硕成果

2018年， 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内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 700多亿元，工业总产值
近 500亿元， 企业上缴税金总额近 40亿
元，进出口总额近 70亿美元，固定资产投
资 28亿元，入驻企业新增近 300家，目前
累计企业 2,600余家（其中上市企业 50余
家，高新技术企业 160余家）。

城市，

承载人类走向文明。

科技，

推动城市日新月异。

中国，上海，

黄浦江东岸正在崛起一座城———

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

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

隶属于上海国资委唯一直属园区开发平
台临港集团，于 2003年正式开发建设。

兼具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国家综合保税区、国家科技企业
孵化器等多重功能。

由先进制造基地、科技广场、智慧广场、科
创走廊、国际生命健康城、东方智媒城、数字科

技城、综合保税区等多板块组成。

一流的园区生态、卓越的园区服务、丰富
的产业集聚， 为众多行业尖端公司所青睐，全
球科创先锋在此追逐梦想、扬帆起航。

未来，

这里将以丰富的教育资源、 优质的居住配
套、便捷的出行方式、完善的生活设施，持续导入
“城”的要素、健全“城”的功能、展现“城”的面貌，

一座宜居宜业的现代科技之城呼之欲出；

人类因创造而伟大，

城市因科技而精彩，

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

筑梦者之城！

上海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
———筑梦者之城

美敦力中国研发中心

美敦力中国研发中心是除美国本土
外规模最大的该公司研发中心，也是中国
医疗科技行业规模最大的研发中心之一。

其宗旨是快速研发可靠、有价值、具有创
新性的医疗技术和产品，尽快让患者能享
受到创新的产品。

斯派莎克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斯派莎克至今已有 100多年的历史，

是蒸汽工程系统的世界领先者，也是具有
高科技含量的环保企业。 斯派莎克工程
（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年。 2010年
5月，斯派莎克荣获“节能中国贡献奖”，

且被评为“节能中国十大贡献企业”；2013

年 5月，荣获“节能中国优秀技术示范单
位”。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百事亚洲研发中心从事多项食品、饮
料的研究开发工作，包括休闲食品、方便
食品、功能食品、碳酸饮料、果汁、运动饮
料、草本饮料、牛奶饮料等。 它也是百事
集团在含果粒的果汁，传统的中国草本饮
料，和多层次口味食品这三个领域全球唯
一指定的研发中心。

3M公司

3M公司在 2002年以前称明尼苏达
矿业与制造公司， 是美国道-琼斯 30种
工业成分指数成份之一。 该项目首期投
资超过 3亿元人民币，项目占地面积 5万
平方米。 产品线覆盖医护人员护理及防
护、医院感染控制、病患皮肤护理、医用原
材料等多个医疗应用领域。

上海海得自动化控制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
部落户于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内新骏环
路 777号，签约面积 37000平方米是国内
领先的具有多行业系统集成和工程实施
能力的企业。 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小巨人”企业、民营科技百强。

华人运通研发及实验中心项目

华人运通控股(上海)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注于未来智能交通产业的创新型出
行科技公司，主要经营新能源汽车及其核
心零部件的研发、销售、新能源和智能及
自动驾驶汽车相关领域技术的研究开发,

智能交通科技等工程系统的研发、测试及
相关服务。

上海华测品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华测品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是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CTI”） 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集检测、校
准、检验、认证及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综合
性第三方机构，在全球范围内为企业提供
一站式解决方案。 CTI每年可提供约 40

万件样品检测服务， 服务客户 9万家，其
中世界五百强客户近百家。

依图（上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依图（上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是上
海依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临港浦江国
际科技城内注册的新公司，主要业务领域
为智能安防、智能医疗、智慧城市、智能硬
件等，产品主要运用于学校、道路、医院等
多个领域。该公司已获得美国国家标准与
技术研究院组织的人脸识别算法测试
FRVT2018冠军。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3年，是家网络可视化基础架构
以及嵌入式与融合计算平台提供商，在
信息安全、无线网络、网络通信、特种设
备、云计算与视频等领域提供产品和解
决方案。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CIG）总部位于上海，是一家集杰出研发
能力、大规模生产制造和良好品牌形象于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为全球 ICT 产业
提供 ODM/JDM/OEM 的设备厂商。

点 将 台

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的辖区曾经属于上海郊区， 在地形上犹如一
根扁担两个筐，但它也是一种心境，承载着继续改革开放的重任。

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是临港集团下属二级子公司， 以产业园区开
发、经营和园区相关配套服务为主业的国有企业，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重要承载区和闵行“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的核心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