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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大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十年，浦东经济快速发展，表现
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持续发挥全市
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压舱石、动力源作
用。浦东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
2021年达到1.54万亿元，年均增长
8.3%。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
占比从2012年的62.4%，提升为2021
年的74.8%。经济新动能加速迸发，
硬核产业规模总量迈上万亿能级。

这十年，浦东各领域内生驱动力
明显增强。工业体量稳居全市各区
第一，不断发挥强劲引擎作用。
2021年浦东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12442.53亿元，同比增长14.8%。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稳步提升，
2021年达到2716.18亿元，年均增长
7.2%，是2012年的1.87倍。

韧性强
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改革开放是浦东新区最鲜明的特
质，是党中央和上海市委赋予浦东新
区最根本的使命。这十年，浦东坚持
以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为牵引，
深入推进改革系统集成和制度型开
放。站在引领区建设的新起点上，浦
东新区更是勇当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
开路先锋，在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的
过程中，不断增创浦东改革开放新优
势。

●制定《浦东新区推进高水平改
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实施方案》，100条450项具体任务，
85%左右已经完成。

●自贸试验区建设升级提速，累
计有300多项重要改革成果、51条“浦
东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

●推出一批首创性成果和扩大开
放项目，54项服务业和制造业扩大开
放措施累计落地近4200个项目。

●“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步伐加
快，累计建成10个国别（地区）中心。

质量高
资源配置能力显著增强

这十年，浦东聚焦提升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打响“四大品
牌”，加快完善市场体系，不断深化改
革创新，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增
强，切实发挥“五个中心”核心区的重
要作用。

金融功能持续深化。这十年，浦
东抓住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和国
家新一轮扩大金融业开放机遇，不断
吸引金融高能级主体聚集，2021年持
牌类金融机构总量达到1142家，约占
全市的2/3。累计聚集股票、债券、期
货、保险、信托、外汇等13家金融要素
市场和基础设施，是全球金融要素市
场最完备、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这十年，浦
东不断强化贸易枢纽功能，深化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壮大新型离岸国
际贸易，贸易规模稳中有升。2021年
货物进出口总额达2.39万亿元，年均
增长 5.2%。商品销售总额十年增
长近三倍，从2012年的1.45万亿元
提高至2021年的5.65万亿元。

航运能级持续提升。这十年，浦
东航运集疏运体系不断完善，航运枢
纽地位不断增强。集装箱吞吐量占全
市的90％，从2012年的2951.3万标
箱提高至2021年的4267.3万标箱，
年均增长4.2%，推动上海港连续12
年蝉联全球第一，推动上海在新华·波
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排名中
上升到第三位。浦东国际机场能级保

持全球领先，2021年货邮吞吐量达
398.26万吨，旅客吞吐量达3220.68
万人次。

创新成效持续显现。这十年，浦
东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创中心
建设的集中度显示度持续提升。张江
科学城建设稳步推进，基础研究平台
不断聚集，创新创业生态持续完善，硬
核产业集群加快发展。浦东全社会研
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相当
于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5%提高至
3.9%左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21
年末，浦东共有经认定的企业研发机
构数 717个，高新技术企业数4206
家，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145家，集聚
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GOI）34家。

国际消费中心建设加快。这十
年，浦东放大专业贸易平台、国别馆
等带动效应，加快形成国际化程度
更高的消费市场。商业布局不断完
善，首店首发经济持续推进，消费新
地标项目加快落地，文化艺术、旅游会
展、体育休闲等消费新业态快速发
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2年
的 1349.73 亿元提高至 2021 年的
3831.79亿元，年均增长12.3%。

民生优
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这十年，城乡居民共同分享经济
发展结出的硕果，收入和消费水平有
了实实在在的提高。浦东新区城乡居
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的
50726元提高至2021年的80746元，
年均增长 8.1%；人均消费支出从
2015年的35999元提高至2021年的
49611元，年均增长5.5%。

这十年，浦东卫生健康事业大步
向前，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体系，扎实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浦

东居民的生命和健康得到更有力的保
障。2021年医院床位数达到27394
张。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从2012年的82.53岁稳
步延长至2021年的84.72岁，已超过
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这十年，浦东推进教育均衡优质
发展，力求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学校，
基础教育质量规模全面提升，人口素
质进一步提高。2021年末，浦东共有
基础教育阶段学校642所，比2012年
增加41所；基础教育阶段学生52.45
万人，其中在读小学、普通中学人数分
别为21.74万人和15.91万人。

环境美
城市增“颜值”百姓得实惠

这十年，浦东以构建便捷畅达的
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为目标，不断完
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21年轨道
运营线路长度达307公里，运营站点
数155个，分别是2012年的2.8倍和
2.1倍。公交线路条数从2012年的
278条提高至2021年的377条，十年
增加近百条，近年来已趋于稳定。

这十年，浦东新区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实
现大提升。楔形绿地、生态廊道、郊野
公园、城市公园、林荫道建设全面推
进，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2012年的
11.52平方米，提高至2021年的13平
方米。

如今，高水平改革开放的蓝图逐
渐清晰，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
领区的号角已经吹响，新征程上的浦
东，中央寄予厚望、国家战略叠加、时
代使命交融，必将坚定不移吃改革饭、
走开放路、打创新牌，不断提升在经济
发展、改革开放、综合水平上的引领
力，争创更大的奇迹。（据浦东发布）

在不久前结束的2022年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
上，亚马逊云科技宣布与天津经开区合
作，在天津设立智能制造数字化赋能中
心，这是亚马逊云科技在中国设立的首
家专注于制造业的数字化赋能中心。
该中心将依托天津经开区完备的制造
业体系和资源，结合亚马逊云科技专门
构建的云服务、解决方案和广泛的合作
伙伴，赋能本土制造业创新发展和数字
化转型，助推天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自从两年前天津经开区获批首批国
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以来，天津市数字
贸易发展按下“快进键”。“经开区积极构
建数字经济场景，成功吸引了以亚马逊
云科技为代表的众多互联网专业服务
和数字创意领军企业落地，并与企业在
数字服贸领域、组建数联数创俱乐部等
方面展开深度合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
提供新动能。”天津经开区贸发局局长
邹方芳说。

“通过在天津实地走访调研，我们
充分了解了天津市、经开区的各产业发
展方向和政策、天津数字经济发展的核
心路径，与我们致力于通过数字技术和
服务赋能本地企业的目标理念一致。”
亚马逊云科技大中华区企业业务拓展
总经理凌琦认为，天津拥有完备的制造
业体系和资源，形成了以智能制造为主
攻方向的智能科技产业新体系，这也是
亚马逊云科技所看重的。

近年来，天津在大数据、智能科技
等领域快速发展，服务贸易呈现高质量

发展态势。2020年8月，天津获批全
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试
点期限为3年。同年，《天津市全面深
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出
台，提出以加速数字贸易发展为引领，
使服务贸易成为天津市推动外贸转型
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新动能，成为推动天
津市参与国际分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
高端的重要引擎。据了解，该方案涉及
9大方面77项重点创新任务，截至今
年上半年，近七成已落地并取得初步成
果，其余预计今年年底基本完成。截至
目前，天津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
登记的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等各类企
业近2000家，涉及数字、文化、医药等
多个领域的“天津服务”，已与全球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共享。

“从本届服贸会来看，数字技术赋
能传统领域发展正在成为服务贸易发
展的方向，数字贸易引领服务贸易高质
量发展趋势日益显著。”天津市商务局
副局长李建表示。服贸会期间，在天津
市商务局倡议下，由三地商务等部门作
为主要责任单位，正式建立京津冀数字
服务国际合作协调推动机制，标志着京
津冀三地在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协同
发展中迈出了重要一步。今后，天津市
将结合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
中心城市建设目标，在强化顶层设计、
创新发展模式、树立行业品牌、搭建公
共平台、优化营商环境等五大方面发
力，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创新发展。

（据滨海发布）

数字引领创新“天津服务”全球共享

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广州市民谭小姐在南沙某新
能源车4S店订购了一辆新车。7天
后，当谭小姐提车返回小区时，惊喜地
发现，她车位上的充电桩已经安装好并
且可以马上充电。原来，在谭小姐订车
的时候，4S店已经同步将充电桩报装
需求信息推送至南方电网广东广州南
沙供电局，供电局第一时间开展了充电
桩报装业务办理，为谭小姐提供“订车
即报装、充电不等待”的良好体验。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呈现爆
发式增长趋势，以南沙区为例，居民充
电桩报装数量年增幅高达34.8%。如
何服务好广大新能源车主充电需求，成
为供电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广
州供电局以南沙为试点，推出了“订车
即报装，充电不等待”服务。

“我们根据客户需求，改变以往客
户需要提车后再办理报装充电业务的
模式，实现提车与充电桩安装同步进
行、同步完成。”广州南沙供电局营销部
工作人员说道。

据悉，广州南沙供电局通过统建小

区充电桩规划数据库，高效匹配客户车
位信息，向客户提供车位拟接入表箱、
配套工程量、线路走向等关键事项信
息，实现关键事项一目了然、用户沟通
高效快捷、业务办理透明高效。通过数
据互联互通，充电桩报装需求线上办
理，极大提高了新能源车主购车和用车
体验感，实现“充电不等待”。

新服务模式将新能源车主以往订
车、交车、报装的“串行”模式改为“并
行”服务，压减订车、交车、报装全环节
时长40%以上，进一步增强了新能源
汽车使用优势，有效引导公众选择绿色
出行的生活方式。

这是广州供电局创新居民充电桩
报装模式的一次探索。接下来，广州供
电局将继续加强与新能源汽车服务商
合作，搭建“车企—电网”信息一体化平
台，进一步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在全市范
围推广“订车即报装”的“一次办”服务，
深化广州“四办”举措，提升业务办理效
率，实现交车即充电，为广州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贡献力量。（据南方+，文/刘倩）

“以前办理药品零售行政许可，需
要向上级部门申请，要跑一个来月，如
今在雄安就能办理，三五天即可办结，
既省时又省力。”9月15日，在雄安新
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某药品销售
公司总经理安子龙对“雄安服务”赞不
绝口。

行政审批事项跑出“加速度”，得益
于雄安新区实行的“一枚印章管审批”
落地落实。“雄安新区已将355项行政
许可划转至公共服务局，划转率为
84%。”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行政审批
改革组组长靳惠说。

靳惠介绍，目前雄安新区本级实施
行政许可事项423项，其中省级行政许
可事项294项，截至目前，省级下放事
项办件量约15276件，“此举省去了逐
级申报的繁琐，办事效率大幅提升，基
本实现了‘雄安事、雄安办’。”

“‘雄安’字样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权
下放新区后，办理时限由原来的1-3
个工作日，简化为即来即办，降低了办

事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越来越多的
企业拥有了‘金字招牌’。”雄安新区公
共服务局工作人员张佳欣说。

据介绍，今年以来，雄安新区本级
共办理企业登记业务1385件次，其中
通过全程电子化方式办理业务857件
次（含秒批方式办理22件次），注册登
记含“雄安”字样企业19户。

“一枚印章管审批”，这只是雄安新
区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一
个缩影。立足于更好更快地服务疏解项
目和办事群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专门
制定印发《深化“三集中三到位”加强雄安
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方案》，从
6方面20项具体措施推动新区审批服务
简便高效，确保监管服务到位有力。

靳惠表示，下一步，雄安新区公共
服务局将加强政务服务中心建设，推动
实现为民服务类项目立等可取，打造最
多跑一次、办事不求人、审批零障碍的
政务服务环境，为“未来之城”加快显雏
形、展形象贡献力量。 （据雄安发布）

雄安新区：

行政审批事项跑出“加速度”

新车到家，
车主即可使用提
前安装好的充电
桩为爱车进行充
电。

黎颖仪 摄
图片来源：南方+

广州南沙创新居民充电桩报装模式

订车即报装 充电不等待

近日，重庆两江新区干部大会暨
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大会提出，两江新
区将大力实施七大攻坚提升行动。其
中，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提升行动被放
在七大行动第一位。

为扎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提
升行动，两江新区将实施三大计划，即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万亿产业集群龙
头引领计划、科技创新型企业集结登峰
计划、软件和信息产业建圈强链计划。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万亿产业集群龙头引领计划

两江新区是重庆市汽车整车生产
的主阵地。当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产业正成为产业发展最大的新风
口、新赛道。两江新区锚定“构建万亿
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一目
标，全面推进整车高端化、供应链高级
化、创新自主化、生态协同化，努力在
全市建设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群中发挥龙头引领作用。

“两江新区将优化汽车产业布局，
努力形成龙头带动、集群发展的良好
格局。”两江新区产业促进局局长胡景
兵说，两江新区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条，持续推进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引进
一批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不断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加快
构建产业生态，高标准建设国家级车
联网先导区，努力将新区打造成为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沃土”。

科技创新型企业集结登峰计划

两江新区科技创新局局长向悦
文介绍，为实施好科技创新型企业

集结登峰计划，两江新区将从培优
培强市场主体、发挥资本撬动效应、
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着力，通
过引育和集聚更多科技型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和上市公司，设立和引进天使基
金、创投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资本
和创投机构，举办各类供需对接、培
训路演、讲座论坛等活动，促进创新
氛围浓起来、企业强起来、产业兴起
来，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发展高地。

软件和信息产业建圈强链计划

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两江新区
实施软件和信息产业建圈强链计划，
就是认真落实重庆市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满天星”行动计划的具体实践。

“我们将有效盘活闲置楼宇，不
断完善配套设施，为中小微软信企
业打造‘拎包入住’环境，打造一批
重点园区，引育一批国家和市级重点
软信企业，全力创建‘中国软件名
园’。”胡景兵说，新区将瞄准工业软

件、汽车软件、新兴平台软件、行业应
用软件和数字内容五大方向，引进一
批行业引领性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人
才，高水平打造一批重点特色软信
产业园，加快推动软信产业高质量
发展。

下一步，两江新区将以实施产业
转型升级攻坚提升行动为抓手，深入
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不断壮大实体经
济，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

（据重庆两江新区公微）

抢抓新风口 逐浪新赛道

两江新区大力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提升行动

两江协同创新区。

浦东新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
是浦东新区牢记嘱托、砥砺奋
进的十年，是大胆试、大胆闯、
自主改的十年，也是各项事业
蓬勃发展的十年。从全国首个
自由贸易试验区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引领区，十年来，浦东
新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把
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改革创
新作为第一动力，把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第
一追求，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核
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社会事业
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成效不
断显现。

十年来从开放到更高水平开放

浦东实现里程碑式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