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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是上海市政府、市

国资委下属唯一一家以园区开发建设运营为主的国有企业

集团。集团定位于产业发展推动者和城市更新建设者，致力

于推动园区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业态更新改造，承担了上海

临港产业区、漕河泾开发区等十多个本外地园区开发建设任

务、以及十多个城市更新转型项目。集团始终高度重视企业

社会责任的践行，努力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发展战略、

经营管理和文明建设之中，不断提高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意

识和能力。 

责任和使命，园区让城市更加美丽 

责任一：加快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的建设。市委市政府

对临港集团委以重任，市委十届八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明确了六大承载

区，其中，临港集团负责开发的园区：临港地区和漕河泾地

区列入其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市委的这个安排，充分体现

了对临港集团的高度信任。临港集团必须肩负起这份责任和

使命，深入推进两大重要承载区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发展。 

责任二：建设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沪苏大丰产业



2	
	

联动集聚区的开发建设是上海市委市政府交给临港集团的

一项重要任务。上海、江苏对这个园区的开发非常关注。临

港集团参与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的建设，既是两地政府

对临港集团的信任，更是临港集团实现跨区域布局发展的内

在需求和历史机遇，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须全力以赴。

临港集团将坚持专业化、品牌化、标准化、国际化的目标推

进大丰集聚区的建设，体现上海水平，体现临港集团形象。 

责任三：做好产业发展的推动者和城市更新的建设者。

“两个角色”的定位是临港集团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十

三五”期间，集团基本确立了“1+2+3+3+X”的总体战略发展

格局，就是高举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

一旗帜，围绕临港地区和漕河泾地区这“两个核心区域”，打

造临港科技创新城、临港松江科技城和桃浦科技智慧城等“3

个科创城区”，建设南桥园区、康桥园区和浦江园区等“3 个

科创基地”，在中心城区布点若干个新业坊，打造众创空间

（孵化器、加速器），有效地把创新创业和城市功能结合，实

现产城融合（“X 个坊”），在全市形成多层次、多功能、多形

态的园区布局，切实推动产业转型、园区转型和集团转型，

为上海稳增长、调结构、促升级的工作大局做出贡献，为全

市园区经济发展当好表率。 

务实与发展，产业让园区更具实力 

作为产业发展的推动者，集团近年来持续加大产业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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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园区建设。2015 年，集团开发园区的招商引资项目投资总

额 656 亿元，同比增长 19.5%；企业营业收入达到 6153 亿

元，同比增长 14.6%；园区企业利润达到 315 亿元，同比增

长 33.8%；属地税收 260 亿元，同比增长 22.6%，园区整体产

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经济质量有效提升。其中：临港园区

（重装备园区、物流园区、奉贤园区、分城区）全年工业总

产值达到 650 亿元，同比小幅增长 5%；税收 69.5 亿元，同

比增长 38.8%。产业项目招商引资总额达到 156 亿元，与去

年持平；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13 亿元，约占整个临港地区预

计完成额 228 亿元的 50%。漕河泾开发区（包括浦江园区）

企业营收达到 2700 亿元，与去年基本持平；园区企业税收达

到 100 亿元，比去年微增；利润 250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42.9%。自贸区洋山陆域园区企业营收达到 2516.7 亿元，同

比增长 28.2%；税收 87.9 亿元，同比增长 49.7%。漕河泾松

江园区企业营收达到 215.1 亿元，同比增长 81.5%；利润 24.9

亿元，同比增长 40.1%；税收 10.2 亿元，同比增长 51.1%。

顺利完成政府性债务置换工作。政府部门认定集团政府性债

务 158.45 亿元，2015 年获得偿债资金 89.43 亿元；认定四

家分城区开发公司政府性债务 66.74 亿元，并于 2015 年获

得偿债资金 62.41 亿元，大幅度降低集团和分城区资产负债

率。 

“十三五”期间，集团坚持高举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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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提

高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以产业引领推动园区转型发展。临港产业区围绕建设国际智

能制造中心、“中国制造 2025”的目标，在重点区域（民用

航空动力园区、绿色节能产业园区、再制造产业园区）、重

点领域（国家新能源装备、船舶关键件、海洋工程、汽车整

车及零部件、大型物流及工程机械、民用航空设备及关键零

部件）、重点企业上率先突破，积极推动“六大装备制造基

地”转型升级为“六大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加快“一城一

带”和奉贤智能制造小镇建设。漕河泾品牌园区（漕河泾本

部园区、浦江园区、松江园区、临港松江科技城、南桥园区、

康桥园区、枫泾园区、桃浦园区）不断引进多家世界公司项

目以及各行业领先标杆企业和项目。强化“双核”联动，打

通漕河泾研发与临港制造的通道，坚持需求导向、项目导向、

市场导向，瞄准新兴产业，开拓新市场，形成产业特点鲜明、

引领效应明显、产出效益显著的产业集聚群。（漕河泾园区

打造成为众创空间集聚区、科技服务示范区、成果转化先行

区、新兴产业引领区和城市更新标杆区，实现科技向科创的

发展；松江科技城着力打造云平台、3D 打印、微电影产业基

地、金融创新服务基地等；浦江园区重点发展大科创、大健

康、大文化、大电商产业，集聚一批有影响力的高端制造和

科技创新企业；南桥园区以建设“东方美谷”核心集聚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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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把总部经济、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电子商务、时尚

产业、美容医疗等产业跨界融合，形成多业共生共荣的“美

丽健康产业联盟”等）。 

合作与共赢，产业让园区更具魅力 

临港集团的发展是在坚决服从市、区两级政府的领导，

坚决服务当地产业发展的大局，与所在地区共发展、同繁荣

的历程。“区区合作、品牌联动”的发展模式是上海市工业

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已成为开发区建设的重

要经验。（韩正书记在松江园区召开现场会指出，临港集团

与松江区的合作取得了成功，要在全市复制推广“新桥模式”

的经验；杨雄市长在松江召开现场会，提出要发挥品牌开发

主体优势，加大园区专业开发力度，打造园区升级版）。近

年来，集团通过品牌输出、管理输出，成功开发了一批优质

园区，为当地贡献了大量的产业、产值、税收和就业，实现

园区共建、经济共享。目前，临港集团已与松江区、闵行区、

奉贤区、虹口区、宝山区、静安区、临港管委会等全市“十

区七镇四街道”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园区开发、产

城融合、新业坊建设上，统筹产业发展、形态提升与功能生

成，推动产业内容与城市形象相匹配和促进，建设新型的产

城融合新社区，打造开发园区升级版。产业园区注册了 7000

多家企业，企业营业收入达到 6153 亿元，企业利润达到 315

亿元，属地税收 267 亿元。 

基于自身的功能和使命，集团坚持“体现国家战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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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上海优势、体现国际竞争力”为发展目标，坚持“共建、

共赢、共享”的经营理念，不断践行产业发展的推动者。不

仅在既定的产业布局比如重型制造、智能制造上下功夫，也

不断跟踪全球最新的新兴产业动态（机器人、VR 项目等），

跟踪国家的重点项目（02 专项的“40-28 纳米集成电路制造

用 300 毫米硅片”等），广开门路，实施全方位战略合作，

推进多元发展。从产业链进入，进行产业定位和布局，逐步

形成产业集群；不拘一格导入前沿产业，不管是政府性的、

央企、国企，还是民企、外企、科研院校、金融龙头等等，

只要你有优质的资源，大家就可以互动共享，形成一个战略

联盟的合作网络。今年，临港集团先后和 SPI 绿能宝能源、

天亿投资、荷福控股、优客工场、中国电建、上海建工、招

商局、中外运、电子科技大学、中欧学院等十余家企业、学

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未来发展阶段，逐步打造一个集实

体、虚拟、服务、投资、整合、共享、联盟于一体的生态圈

层。  

管理与创新，企业让园区更富潜力 

科技创新其实是一个产学研结合的系统创新，而园区为

此提供了平台建设。因此创业园区的最终目的就是为科技企

业、高校、产业、市场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孵化平台、转化

平台、共享平台，最终实现联动发展、协同发展。临港集团

正从事着为产业发展、平台搭建、产城融合提供服务的角色。

临港集团在“十三五”期间将把自己打造成集开发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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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服务商、运营商、投资商“五商合一”的集合体。 

智慧园区。一个园区，要建得高端完备，服务体系完善，

才能引进好的企业。临港集团坚持“专业化、市场化、标准

化、国际化”的园区管理理念，通过管理全覆盖、管理精细

化、管理信息化、管理集约化，积极在园区建设中推广低碳

理念，应用新兴节能环保技术，提高能源综合集约利用效率，

努力把园区打造成“安全园区”、“智慧园区”、“低碳园

区”、“示范园区”。 

服务增值。临港集团以服务产业发展为己任，我们的目

标不仅是效益，效益的体现在于为产业服务的增值上。集团

通过对系统内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提升园区服务质量、丰

富园区服务内涵、塑造园区服务品牌，努力打造“大科技、

大物业、大信息、大生活、大环境”全生态链的服务支撑体

系，不断增强集团核心竞争力。目前，集团已成立了涉及科

技、物业、商业、餐饮、教育、人才、生态、公租房等专业

的服务类公司，为产业及园区提供增值服务。   

金融创新。除了在园区建设上抢占先机，临港集团尝试

设立产业基金和直投等方式来投资园区内优质的行业和产

业。2015 年，集团牵头发起设立规模为 100 亿元的有限合伙

制园区开发基金，这是上海市国资系统内第一支园区开放股

权投资基金，开创了国资系统将社会资本引入产业园区开发

建设领域的先河。下一步将尝试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同

时引进各类风险、股权投资基金投向临港智能制造项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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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支持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探索建立智能制造风险补偿基金、

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等，拓宽智能制造企业融资渠道，完善临

港地区的企业融资服务体系。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进一步

助推产业发展。 

功能创新。按照“创新促转型、功能破瓶颈”的发展理

念，集团系统内园区借助“互联网+”，注重园区功能拓展和

市场突破。如自贸联发公司发起建立大宗商品仓单公示服务

平台公司，引进和对接 5 家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发起建立全

国首个离岸科创孵化平台“科创 1 号”。临港再制造园获批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2015 年国家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

园区”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9330 万元，成为上海市第一批

“四新经济创新示范基地”。临港创新创业带创业孵化器“临

创驿站”获批上海新型孵化器、上海“四新经济创新基地”。

漕河泾松江园区获批上海市“四新经济创新基地”、“工业

区转型升级试点”和上海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3D 打印

产业特色园区）等。 

内修与回报，企业让城市更有魅力 

临港集团基于企业个体和社会整体和谐共生的大方向，

带着社会责任感，带领临港的全体员工共同投身临港产业区

的“垦荒”；肩负产业推进者的使命，发扬敢闯敢干的精神，

共同为园区建设、城市发展不断奉献着。 

主题引领。集团党委在临港建设创业初期，提出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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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临港机遇，我投身临港发展”主题活动，以共同的愿景

来教育、服务、凝聚员工，齐心协力，排除万难，投身临港

建设，甘做临港“垦荒牛”，经过十年的艰苦创业，逐步形

成了“智能制造、高端制造、低碳制造”为特点的临港产业

区。2013 年，面临新一轮的转型发展，集团党委适时提出了

“凝心聚力、勇于担当，争创临港发展新亮点”的主题活动，

注重思想引领和人文关怀并举，以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不

断培养员工对临港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共同发展临

港的责任感和使命感。2016 年，集团党委提出了以“凝心聚

力、创新转型，加快建成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的主题

活动，高举建设科创中心的旗帜，引导职工共同为科创中心

建设奋发努力，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发展，以产业升级促进

园区转型。 

文明创建。文明单位的创建过程是强化企业内核，提升

竞争力的有力抓手，更是企业凝聚职工、维护职工权益、落

实民主管理、丰富企业文化、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载体。2015

年度集团系统内现有市区两级文明单位总数达到 14 家，其

中市级文明单位 10 家，区级文明单位 4 家；临港漕河泾人

才公司申报创建第 18 届市级文明单位。其中漕河泾科创中

心被评为“上海市企业文化示范基地”。企业文明单位创建

活动，是一项持续改进和提高的系统工程，没有完成时，只

有进行时。临港集团 2010 年被上海市授予“推动劳动关系和

谐企业创建活动先进单位”；2011 年被评为“上海市模范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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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之家”；2011 年被授予“全国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

2012 年被评为“上海市推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

位”；2013 被授予“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2015 年被授予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2016 年被评为全国“安康杯”

竞赛（上海赛区）优胜单位；2016 年被授予 2013—2014 年

度上海市学习型企事业单位。 

回馈社会。集团在园区建设和企业文明建设过程中，坚

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集团及下属公司积极开展赈灾捐赠、

送温暖献爱心、结对帮困、义务献血、志愿服务、爱心助学

等各类社会公益活动。2015 年度集团党委系统共有 23 个党

组织开展扶贫帮困结对工作，年内集团党委系统支出帮扶金

额 610 万元。在园区建设中，集团坚持产城融合的开发思路，

将园区要素与城市元素高度融合，推进教育、文化、医疗、

商业等社会功能配套，实现“园区—社区—城区--城市”的

功能演变。  

临港集团将在未来发展中进一步化责任为动力，继续按

照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更好地践行产业

发展的推动者、城市更新的建设者的使命，努力为推动企业

持续发展、产业创新发展、园区转型发展、城市更新发展，

建设和谐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