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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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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始终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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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法经营、诚实守信 

依法经营、诚实守信是企业发展的基础。集团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集团行政部设有法规科，负责

审核各类经济合同，指导对外经营活动，规避法律风险，年内无违

法、违规事件发生；并通过收集各类法律法规及相关要求，做好法

务指导、普法工作。此外，公司党政领导班子及中层干部均有签署

党风廉政责任书，公司加强了财务、工程等关键领域的内控机制建

设，督促干部员工廉洁从业，遵纪守法。 

集团秉承诚信经营理念，守合同、重信用，依法纳税。在资信

评级方面，主体信用评级为 AA，公司成立至今，无银行贷款本

息逾期偿付情况，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均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规定

用途使用，正常还本付息，公司运行平稳，前景良好，未来按期

偿付不存在风险。2014 年下属子公司获得“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

企业（AAA 级）”、“上海市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承诺活动首批诚信承诺

企业”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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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绩效 

2014 年，临港集团所开发园区的企业营业收入达到 5371 亿元，

同比增长 19.5%；园区企业利润达到 235 亿元，同比增长 31.1%；属

地税收 212 亿元，同比增长 30.3%；受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影响，工业

总产值实现 1505 亿元，同比略有下降；招商引资项目投资额达到 549

亿元，同比增长 58.0%。2014 年临港集团合并营业收入达到 60.6 亿元，

利润总额 4.2 亿，总资产约 587 亿。 

今年，在国资国企新一轮改革中，集团启动并实施了园区资产上

市工作。集团以投资公司持有的松江园区、南桥园区、康桥园区、自

贸区等园区开发公司的股权为主体，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了对上市公司

（自仪股份）的资产重组预案并正式公告，标志着集团资本运作迈出

了关键性的一步。在重组方案中，与集团合作的有关农村集体资产将

成为上市公司股东，此为上海国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大突破。 

三、切实提高园区开发和服务水平 

2014 年，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后劲不足、融资瓶颈约束明显、经

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宏观背景下，集团开发园区的各项经济指标基本保

持了良好的向上态势，园区经济运行质量有了更大的提高。临港园区

保持稳定增长。临港产业区各片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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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亿元，税收 47.16 亿元，产业

项目招商引资总额达到 153 亿元；固定投资完成 116 亿元，占整个临

港地区预计完成额 210 亿元的 55%。漕河泾开发区和浦江园区经济质

量继续提升。漕河泾开发区和浦江园区企业营收实现 2700 亿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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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达到 99.5 亿元，同比增长 13.1%，其中三产比重不断增加，经济质

量继续提升。自贸区洋山陆域再次超常规增长。受益于上海自贸区政

策，洋山陆域招商引资总额达到 386.5 亿元，同比增长 164.6%；企业

营收达到 1963 亿元，同比增长 65.0%；税收 58.7 亿元，同比增长 70.2%；

保税物流货值 12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1%。临港分城区资金回收

实现重大突破。全年实现经营性收入 22.9 亿元，超额完成年度指标；

招商引资 13.7 亿元，完成年度指标的 171.6%。漕河泾松江园区初显

快增态势。园区企业营收达到 118.5 亿元，同比增长 75.6%；园区企

业利润 17.7 亿元，同比增长 75.9%；园区企业税收 6.75 亿元，同比增

长 51.3%。 

在加快园区开发“硬环境”建设的同时，集团十分注重园区服务

“软环境”建设，集团下设相关子公司，充分发挥集团在公租房、自

贸区、口岸码头、人才服务、创新创业、商业配套、环境生态、物业

管理、智慧园区、科技金融、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产业扶持资

金申报等方面的服务资源和专业优势，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统筹资源，

形成合力，着力提高客户的体验度和满意度，通过“心贴心”、“点

对点”的服务意识和手段，把专业化、标准化的企业服务贯穿于企业

和项目引进、落地、建设、开业、达产和后续发展的企业生命周期，

以园区竞争力的提升带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大力增强园区开发主体

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建设相关项目的能力，加快推进郊区园区住宅、商

业、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城市生活功能配套设施建设，推动产

城融合发展；大力增强集团功能性配套公司跨地域、跨园区的综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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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鼓励功能性公司与同行业优质企业通过战略合作、股权合作

等多种方式提升市场竞争能力。  

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临港集团在园区开发、招商引资过程中，始终注重土地集约、

低碳节能以及绿色环保。园区整体风貌和标准厂房、总部研发楼宇、

商业配套设施等建筑设计均坚持高标准、高品质要求，高度重视园区

整体规划和建筑外立面设计，突出低碳、环保、智慧的理念和特色，

实现“业态、形态、生态”三态有机融合。在园区建设中积极推广应

用低碳微排的节能技术、分布式光伏发电站、大屋面雨水回收、智慧

园区信息系统、“冰蓄冷”能源中心等先进技术。在招商引资方面，

在漕河泾品牌园区聚焦发展高附加值、低土地资源需求的生产性服

务业，短时期内创造出了较为突出的成绩，既为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有效土地资源保障，同时也为上海市乃至全国同类型园区的

土地集约利用提供了经验借鉴。公司所属漕河泾开发区获评“国家生

态工业示范园区”。 

五、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创业 

2014 年，集团依托公司科技部和漕河泾科技创业中心，为园区企

业在创新创业、科技金融、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产业扶持资金

申报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推动创新创业和科技进步。集团科技部为

临港产业区累计申请专利 1919 件，授权发明专利 293 件，登记软件

著作权 110 件，注册商标 158 个。2014 年度漕河泾科技创业中心毕业

孵化企业 11 家，漕河泾融资平台全年向 47 家次企业发放 2.2 亿元贷



5	  
	  

款；帮助开发区 7 家企业挂牌新三板，2 家企业挂牌 OTC。36 家孵化

企业获市级创新资金扶持；3 家孵化企业获上海市推荐申报国家科技

创新项目；孵化企业中，宏巍信息荣获全国创新创业大赛第三名，2

家基地企业入围全国决赛，东数信息被上市公司子公司收购。为服务、

引导青年创新创业，集团在临港产业佳园设立“创业苗圃”创业孵化

服务平台，为青年创业者、初创企业提供创业咨询、资源对接、项目

展示、人才培养等创业服务，并定期举办面向高校学生的创业者沙龙。 

2014 年，漕河泾开发区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漕河泾松江

园区获批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上海 3D 打印产业中心、上海市知识产

权示范园区，漕河泾科技创业中心孵化器国家级和市级考评均获得优

秀、并获评全国青年创业示范园区。 

六、保障生产安全 

集团将安全生产列入干部考核一票否决考核内容，每年党政领导

班子及中层干部均签署安全责任书。今年集团以“强化红线意识 促

进安全发展”为主题，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完善制度建设、强化

教育培训，制订并推行了《临港集团物业安全管理协议范本》，集中

开展了以危险化学品、油气管道、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特种

设备为重点的“六打六治”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和以铝镁制品机加工企

业为重点的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向广大职工发放了《职工公共安全健

康知识普及教材》以及知识问卷，进一步强化职工安全意识筑牢防线。

集团全年无死亡事故、无等级火灾事故、无重大交通安全事故、无其

他恶性事故、无职业病发生，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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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集团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政策法规，为所有员工按时足额缴纳

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

严格执行带薪年休假制度；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实施了补充公积金、

员工意外综合保险、企业年金等补充福利，提供餐贴、体检、劳保

用品等福利。通过工会、职代会开展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有效

维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营造了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有力地推动了

企业可持续发展。 

集团积极落实职工关爱计划，推广职工保障互助计划和工会会员

服务卡、建设职工之家、妈咪小屋，切实把企业的关心、关爱送到职

工心里，为职工创造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2014 年集团工会开展送

清凉专项慰问活动 44 次，慰问企业和工地 50 家（处），慰问职工 8578

人次，其中农民工 7477 人次，发放和赠送防暑降温慰问金近 40 万元。

职工互助保障计划受惠千名职工。集团工会及下属 14 家基层工会为

广大职工购买了在职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互助保障、特种重病团体互助

医疗保障等多项互助保障保险，受惠职工超过 1000 人。另外，陆续

在几家工会推出退休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互助保障，为退休职工提供保

障。各基层工会开展职工互助互济活动，共有 49 人受益，资助金额

达 67700 元。2014 年集团系统单位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

模范职工小家”、“上海市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上海市模范

职工之家”等荣誉称号。 

八、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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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自觉履行国企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分担政府

责任，减轻社会负担。2014 年，集团承办了“临港集团杯”楼宇职工

羽毛球大赛，赛事历时 4 个多月，上海市共有 12 家区、县和 36 家产

业工会、市直机关 100 余家单位的 1000 多支队伍近 10000 人参赛，成

为上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性羽毛球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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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集团

党委系统共 22 个党组织开展扶贫帮困结对工作，包括落实第三轮城

乡结对帮扶工作，做好奉贤四团镇长堰村结对帮扶工作，全年帮困对

象共计 60 人，累计 85 人次，全年支出城乡结对及扶贫帮困的捐助金

和慰问品共计 650 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