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驻临港记者 祝越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曲江池南路 286号 5栋 1201室
电话（０２９）89860038

本报地址： 上海市威海路 ７５５号 邮编： ２０００４１ 电子信箱：ｗｈｂ＠whb．ｃｎ

电话总机： （０２１）22899999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２０００１（白天）

发行专线电话： （０２１）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 （０２１）６２894223

定价每月 30 元 零售 1．0０ 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 ６号 ８门 ７层 电话（０１０）６７１８１５５１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 Ｂ７幢 电话（０２５）８５４３０８２１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 １８２号 ７楼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２２１６９６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２８ 号２３ 楼 Ｅ2室 电话（０２７）８５６１９４９６

支持临港新片区在新起点上推进新发展实现新跨越
深化差异化制度探索，多部门合力拿出创新方案

随着 《关于支持临港新片区自主发展自主
改革自主创新的若干意见》发布，临港新片区也
将深化差异化制度探索。 在昨天举行的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上， 全市相关部门也拿出了近期计
划，支持临港新片区在成立两周年的新起点上，

推进新发展，实现新跨越。

市商务委：将临港新片区作
为首批药企进口研发用物品“白
名单”试点区域

临港新片区是上海市推动投资和贸易制度
创新的重要承载区。 两年来，始终坚持对标最高
标准、 最好水平， 推动实施更大程度的压力测
试， 临港新片区投资与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程
度持续提高，逐步成为吸引外资的新高地、外贸
高质量发展的新地标、服务贸易发展的加速器。

市商务委副主任申卫华表示 ，《若干意见 》

出台后， 市商务委将在临港新片区实行更大程
度的压力测试， 实现更大力度的投资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

在推动更高水平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
面，将争取增值电信、医疗、文化等领域进一步
对外开放， 对接高标准投资贸易协定， 推进投
资、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改革开放。

在集聚发展新型国际贸易方面， 将争取赋
予新片区企业原油进口资质， 推动国际航行船
舶保税油供应等相关业务在临港落地； 支持离
岸贸易高质量发展； 大力发展保税维修和绿色
再制造产业， 吸引更多品种和产业在新片区落
地；探索跨境电商新模式；推动新片区期现联动
进一步创新。

在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方面， 将临港新片区
作为首批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机构）进口研发用
物品“白名单”试点区域，并争取不断扩大试点
范围；在飞机、航空器、船舶汽车大型设备检测
维修方面，推动一批新项目在新片区落地。

在营造更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跨境贸易营
商环境方面， 将临港新片区作为对标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测评的先行区， 聚焦关键环节和企业
感受，持续推动跨境贸易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

为新片区外资外贸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推
动新片区更高更快更强发展。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加快推
进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建设

两年来， 临港新片区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开
放创新先行先试， 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深
入融合、深度联动。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李军表示， 下一
步将大力支持临港新片区发挥“试验田 ”作用 ，

在金融领域实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

在聚焦重大平台建设， 加快提升全球金融
资源配置功能方面， 将在临港新片区探索建设

显示度高、引领性强的重要投融资平台，为新片
区发展成为统筹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的重要枢
纽提供有效支撑。 加快推进国际金融资产交易
平台建设， 实现金融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型开放
拓展。 深化期货现货联动，探索提升重要大宗商
品价格影响力的新路径。

“新片区重点发展的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 、

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都是我国大力
发展的重点产业。 ”李军表示，目前，市地方金融
监管局正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积极申建科技保
险创新示范区，并进一步健全企业上市融资、科
创信贷、融资担保以及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全
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实现金融与科技、产业的
良性互动。

聚焦重要金融创新， 将支持临港新片区开
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 打造跨境资
产管理示范区， 推动新片区成为我国金融高水
平开放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桥头堡。 支持新片
区打造总部经济集聚区， 推动更多跨国公司全
球或区域资金管理中心落地。

目前， 离岸贸易已在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发展起来， 不少在境外组织生产的企业都希望
能够在上海得到相应的离岸金融服务。 下一步，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将积极发展基于实体经济所
需的人民币离岸交易， 为外资企业以及 “走出
去”中资企业提供人民币离岸金融服务。 同时，

在监管规则、法律保障、税收政策、资本流动、数

据传输、人员进出等方面深化研究，更好利用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服务离岸经贸等实体经
济，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离岸金融等业务创新，服
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经信委：加快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前沿产业集群

两年来， 临港新片区前沿产业集聚发展，体
现了作为上海产业发展新增长极和发动机的潜
力动能。 产业投资彰显了显示度，重大产业项目
累计签约 290 个，总投资约 3500 亿元，其中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领域项目投资额
超 2000 亿元，同时，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高端
装备等前沿产业的一批重点项目纷纷落地。

市经济信息化委总工程师张宏韬表示 ，将
会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和相关部门，结合《若干
意见》的出台，支持新片区更好发挥“三个自主”

优势，加快建设开放型创新产业体系，打造全市
产业发展的战略增长极，“十四五” 要占全市制
造业增量的 1/3 以上。

一是聚焦“特”字，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前沿产业集群。 重点打造东方芯港、生命蓝
湾、大飞机园、信息飞鱼、海洋创新园 5 个市级
特色产业园区，加快集聚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民用航空、智能新能源汽车等前

沿产业集群，以“数联智造”为主题，结合南汇新
城建设，推动“一城一名园”发展，布局产业链关
键核心环节，着力构建创新型产业体系，将临港
新片区打造成为打响 “上海制造” 品牌和承载
“中国制造”的崭新名片。

二是聚焦“融”字，加快打造数字化转型和两
业融合示范区。 支持建设国际数据港，加快新型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临港新片区在数字底座
建设、数据开发利用、数字技术创新、行业转型赋
能 4 个方面先行， 打造城市数字化转型示范标
杆。 同时，支持保税研发、保税维修、绿色再制造
等产业创新发展，引领示范新制造新模式。

三是聚焦“闯”字，加快打造新业态新模式
创新发展试验田。 将联合有关部门在集成电路
全产业链便利化管理、 生物医药进口研发用物
品“白名单”、人工智能产品技术创新应用、深度
自动驾驶测试示范等方面积极探索制度创新 ，

同时， 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在增值电信业务开放
等领域先行先试， 为临港新片区创新产业发展
提供更多政策保障。

新片区管委会：制定出台临
港新片区条例

经过两年的努力， 临港新片区制度型开放
体系的框架基本形成。 新片区管委会将继续推

动总体方案尚未落地的任务加快落地， 全力推
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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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自主发展自主改革自主创新的若干意
见》各项政策尽快实施，充分发挥一系列新政策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 更大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与相关部门将制定出台
临港新片区条例， 该条例作为新片区第一部综
合性法规， 是推动新片区各项改革创新发展工
作在法治化、 规范化轨道上行稳致远的关键性
立法。 一方面，将已落地的开放型政策制度以法
规形式予以固化， 给予市场主体更加明确稳定
的预期，确保各项改革于法有据。 另一方面，通
过运用浦东新区法规和先行管理措施、 暂时调
整或停止适用市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方
式， 为新片区进一步改革创新提供更加有力的
法治保障。

临港新片区还将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 ，

试点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推出更多“无人干预
审批”事项，实现电力接入等领域高效办成 “一
件事”，完善人才、法律、知识产权等领域 “一站
式”服务平台。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赵
义怀表示， 新片区要努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临港样本”，为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新片区全面系统集成改革创新成效逐步显现
《总体方案》分解出的任务90%已完成，形成典型创新案例60多个

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祝越）《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 分解出的
任务 90%已完成。 国家、市、管委会累计出台
各类政策 190 余个， 形成典型创新案例

60 多个，全面系统集成改革创新的成效
逐步显现……在昨天举行的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上，市委常委，浦东新区
区委书记， 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朱芝松介绍了新
片区成立两年以来制度创新的
总体情况。

两年来 ， 临港新片区以
“五个重要”为统领，对标国际
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
贸易园区、 自由贸易港和高
水平国际经贸规则， 着力打
造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
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过去两年， 临港新片区
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累
计签约项目 765 个， 涉及投
资额 4478.31 亿元 ；预计累计
完成工业总产值 3569.1 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223.9 亿
元。 2021 年 1 月至 7 月，预计完
成工业总产值 1290 亿元，两年累

计增长 136.8%，两年平均增长 53.9%；预计完成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07.9 亿元，两年累计增长

91%，两年平均增长 38.2%。

资金自由方面，在全国率先取消外商直接投
资人民币资本金专户，率先开展境内贸易融资资
产跨境转让、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一次性外

债登记、高新技术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额度等试
点。 揭牌至今，纳入跨境结算便利化“白名单”企
业已有 350 家，开工建设“滴水湖金融湾”，加快
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大宗商品保税仓单
注册登记中心，打造跨境金融服务新高地。

揭牌至今，301 家用人单位纳入 “居转户‘7

转 3’ 单位清单”，597 家用人单位纳入人才引进
重点机构清单（含高新技术企业），人才总量突破

8.2 万人。

税制方面，15%企业所得税优惠、 境外人才
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补贴、国际运输船舶增值税
退税、完善启运港退税、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内
交通运输等服务免征增值税政策落地实施。

在市政府各部门和浦东新区、奉贤区的支持
下， 临港新片区完成两批 1170 项行政事权的承
接工作，今年新增下放一批事权已基本完成意见
征询。 截至 7 月底，行政许可办理 8724 件、行政
确认办理 5979 件、行政奖励办理 171 件、行政征
收办理 99 件、 行政处罚 101 件、 行政检查 741

件、其他事项办理 749 件，总体办件量较下放前
增加 50%以上。

临港新片区还全面推进行政审批领域集成改
革。截至 7月底，新增企业 4万余户，同比增长 60%；

注册资金增长约 6700多亿元，同比增长 3.1倍。

临港新片区持续拓展“全程网办”服务。实现
自建审批系统的事项 100%全程网办，截至 7 月
底已为企业提供 409 件全程网办服务，企业登记
注册的全程网办比例已达 83.1%。推出免审事项
清单，持续推进“一件事”业务一次办成。 推出水
土保持等 2 项无人干预自动办理试点事项，办理
时间由原来 3-5 天流程缩短为 5 分钟， 已完成

121 件业务办理。

临港新片区24个建设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祝越）临港新片区昨

天举行 2021 年第三季度建设工程集中开工仪
式。 本次集中开工 24 个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328.1 万平方米， 总投资 496.9 亿元， 涵盖住
宅、仓储物流、产业、市政交通、社会民生、商办
项目、生态项目等领域。

芦潮港农场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是临港新
片区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和城市功能提升的重
点建设项目，也是建设“开放创新、智慧生态、

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和独立的
综合性节点性滨海新城的基础工程、 民生工
程 ，项目包含商品房 、征收安置房 、保障公租
房、自持租赁房、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临港交通智能制造产业园作为智慧新能

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新片区制造产业园中新的支撑点和战略重点。

华领糖尿病创新药物产业化及开发平台项
目计划建成“全球首创、中国首发”的糖尿病创
新药物———“多格列艾汀”的产业化基地和相关
先进剂型的研发平台， 以及为产业化生产和研
发平台所配套的仓储、物流和各种辅助设施。

滴水湖畔，海昌总部办公及商业文化综合
体项目将配置总部办公、 海洋主题精品商业、

融合海洋特色的综合文化表演、配套公寓式酒
店等业态，未来这一区域将成为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旅游度假目的地。

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临港新片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朱芝松出席。

“40条”赋予新片区发展改革创新更大自主权
（上接第一版）

聚焦临港新片区世界级、开放型、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以应用场景为导向，重点提升产业政策精
准度。 比如，在智能新能源汽车领域，推动氢燃
料电池汽车商业化应用；在生物医药领域，率先
建立进口研发用物品“白名单”制度；在人工智能
领域，鼓励企业研发人工智能医疗辅助诊断软件
系统等。

在内容充实方面，本次《若干意见》除了在原

有人才、财税、金融、土地、产业、交通等方面进一
步深化支持政策外，又增加了推进城市数字化转
型，建设全域感知的智能物联专网，加快建设低
碳发展示范区等新领域和新内容。在机制完善方
面，建立健全管委会与相关区的协调机制，加强
跨区域河道、道路、管线等线性工程规划协调。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华源表
示，这些政策的出台实施，将进一步增强临港新
片区经济发展活力， 充分释放区域发展潜力，为
新片区在两周年新起点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注
入新的动力， 助推新片区持续加大制度创新力
度，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下一步，市发展改革委将滚动出台支持临港
新片区自主发展、自主改革、自主创新的政策措
施，用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制定浦东新区法规
的授权， 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相关决定，

加大法治保障力度，推动新片区更深层次、更宽
领域、更大力度改革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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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持续建设中的临港新片区。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