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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创新活力之城

徐汇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 王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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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调研
时对上海提出了“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进军”的全新要求。

总书记对上海工作的全新要求



104 家中科院上海分院、上海科学院、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

14 所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高等院校

26 个国家级、部级重点实验室

23 个国家级、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 个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

300 家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20 多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孵化器在内的科技园区

优势：科研资源雄厚



 







上海生科院

中科院上海分院

中科院有机所

复旦医学院

胸科医院

耳鼻喉医院

妇科医院

儿科医院

中山医院

肿瘤医院

龙华医院

精卫总院

SCRC

9家三级甲等综合性或专科医院
36家等级医院
250余家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科研机构

临床机构

 包括中山医院临床药理基地等10多
家医院近30多个不同学科的、20余个
国家级、市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优势：科研资源雄厚



漕河泾开发区，尤以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居多，拥有包括3M研发中心、思科研
发中心在内的全球有影响力的研发中心28家，强生全球第四家研发创新中心
也正在启动建设

优势：科研资源雄厚



优势：创新要素集聚

产业 信息产业、生命健康等特色产业的领
军企业具有较高显示度。

围绕强生中国、默沙东、昆泰、海正辉瑞、3M、腾讯上海、巨人网络等龙头企业，科技创
新的产业链不断完善，也带动了一大批中小企业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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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创新要素集聚

企业

根据三经普数据，2013年全区科技企业有
4198家，占全区法人单位的18.7%；从业人
员17.0万人，占全区总人数的19.5%；实现
营业收入1217.1亿元，占全区总量的14.4%。



优势：创新要素集聚

人才

有105位两院院士工作或生活在徐汇
区，约占全市的60%。

中央和上海“千人计划”人才95人，
市领军人才32人，区级人才400余名。

全区大专以上学历从业人员达31.3
万人，占从业人员总量的46.1%，高
于全市平均水平



优势：创新要素集聚

技术成果

漕河泾开发区是全国首批国家级
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试验区之一

创造 管理 运用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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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挂牌的企业数达53家

为4000多家企业提供贷
款（担保）额超过130亿
元

已有科技风险投资机构
近200家，第三方支付
持牌机构10家（占全市
近20%）

形成由政府融资平台、政
策性担保和小贷公司等组
成的政策性融资体系

优势：创新要素集聚

资本



优势：综合配套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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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城市副中心以及交通、教育、卫生、文体设施发
达，具备较强的综合配套服务功能。漕河泾开发区、徐汇滨
江、华泾等地区产城融合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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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产业跨界积聚融合的趋势

创新资源全球配置的趋势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趋势

企业回归人才回流的趋势



趋势一：创新资源全球配置
跨国公司研发活动正在加快向市场和客户靠近。徐汇目前跨国
公司研发总部就有28家

2011年

后续工作

2011年起，接触

的生物医药企业达

213家，正式立项

跟进的有53家

强生全球第四大创
新中心落户徐汇

2014年
强生将借助亚太创
新中心，针对中国
的高发病种研发新
药，如乙肝、血液
病、肺癌和呼吸系
统疾病等。默沙东
总部与复旦医学院
签订合作协议。



趋势二：产业跨界积聚融合

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新形态、
新业态，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
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催生了创新2.0，
而创新2.0又反过来作用与新一代信

息技术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重塑了物
联网、云计算、社会计算、大数据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形态。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又推动了创新
2.0模式的发展和演变，Living Lab
（生活实验室、体验实验区）、Fab 
Lab（个人制造实验室、创客）、AIP
（“三验”应用创新园区）、Wiki
（维基模式）、Prosumer（产消者）、
Crowdsourcing（众包）等典型创新
2.0模式不断涌现。

互联网+



趋势三：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80后、90后的
年轻创业者，依
托各类孵化器创
业。
例：米哈游

具有外企工作经
历，有技术、有
资本、有经验，
高起点创业。
例：星环科技



趋势四：企业回归人才回流的趋势

• “在美国和欧洲，通过为
更加聪明的居民提供交流
的便利，城市加快了创新
的速度。”

• 人们越来越愿意根据生活
质量来选择自己生活的地
方。技术人才来到富有吸
引力地方，又带来了新的
思想，从而促进了本地区
的经济发展。

——《城市的胜利》



趋势四：企业回归人才回流的趋势
• 聪明而富有创业精神的人才是

一座城市经济实力的重要来源，
随着这些人变得更加富有，他
们往往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

• 哪些公开提供的舒适性对于吸
引技术人才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 人们将会把大量金钱花在让自
己的孩子拥有安全的街道和优
质的学校上，尤其是那些文化
程度较高的人。



产业布局聚焦特色

•以科技支撑
产业发展为
主导

•以传媒和数
字娱乐为主
导

•以医药企业
总部和健康
服务为主导

•以互联网+为
主导

信息产
业

生命健
康产业

科技服
务业

文化产
业



空间布局梯度拓展

徐汇滨江

南徐汇

枫林生命科学
园区

漕河泾
开发区

徐汇中城

“3+2”梯度化科技创新空间布局



企业创新 产业创新

万众创新 城市更新

服务创新 国际创新

协同创新 政府创新



ONE TWO

到“十三五”期
末，新增全球
500强和细分领
域全球前50位、
全国前10位的龙

头企业研发中心
及研发型功能总
部20家；

增强中小企业的
创新能力。鼓励
各类技术服务平
台、孵化器、科
技园为中小企业
的技术创新提供
技术、人才、信
息、财务和法律
等方面的服务

THR

制定科技创新
建设背景下产
业扶持政策体
系

集聚创新企业推动企业创新



双极联动聚焦创新核心板块

枫林园区 漕河泾开发区+



双极联动聚焦创新核心板块
枫林生命科学园区：研发创新纳入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总

体布局，形成与张江药谷等区域的联动联合创新机制

聚焦以生物医药、金融保险、互联网等融合发展为
特色的生命健康产业



双极联动聚焦创新核心板块

漕河泾开发区

机制创新：深化“区区合作、品牌联动”机
制，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示
范基地。A

B
产业创新：聚焦基础及应用软件、数字内容、
集成电路设计、智能硬件等领域，重点发展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技术产业。



城市更新带动创新空间建设

在衡复历史风貌保护区、徐家汇等中心
地区预留引进国际性的创新服务组织或
顶尖科学家的高端空间资源

在交大、华理、复旦上医、上师大、应
用技术学院等高校院所周边整合置换旧
厂房等零散资源，提供创新创业空间

在沿徐汇轨交沿线等交通便利位置适当
提高适合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的商务空
间和创业团队启动空间



城市更新带动创新空间建设

推动园区转型升级:
通过提升楼宇品质，提升产业功能、改善商业环境、完善
公共服务等措施
特别是改善园区体育、文化和休闲娱乐等环境条件。



做精创新集群助推万众创新

据上海众创联盟最新数据显示，全市第一批创客空
间会员总计36家，其中徐汇区占11家。



做精创新集群助推万众创新
我区范围内已形成科技创业孵化器与创新创业服务组织并存，线下孵化与线上孵
化相结合，国有、民营、民非等多元机构性质互补的局面，创新创业服务范围覆
盖了项目发现、团队构建、企业孵化、专业技术服务、后续支撑等各方面，全价
值链的区域创新创业服务生态体系正逐步显现。

上海徐汇区众创空间联盟会员统计表
序号 单位/个人 对外品牌 创办/负责人 办公地址

1 上海爱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启创中国 胡冬 田林路140号16号楼东二楼

2 上海创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创嘉站 张洪禹 宜山路810号中国电子•贝岭大厦8号独栋小楼

3 上海旗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使中国AngelChina 刘莎莉 徐汇区大木桥路108号520室

4 上海创孵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孵化器》 范伟军 徐汇区桂平路418号616室

5 上海璇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AC117 刘玥杉 徐汇区石龙路581号113室

6 上海硬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创客大爆炸 李洪刚 徐汇区石龙路581号德必易园一楼117

7 创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小小创客Make For Kids 石李珊 徐汇区石龙路581号德必易园一楼117室

8 上海屹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能创业园 李斌 漕宝路80号D座602室

9 麦西（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MC创投梦工场 彭晶辉 徐汇区田林路140号越界创意园区

10 上海鹅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鹅窗网 李骏

11 上海创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鸣新坊 徐晓光 徐汇区建国西路285号4F



腾讯创业基地

腾讯创业基地（

上海），是由腾讯公司
和上海市徐汇区政府联
合建设，在上海市科技
创业中心等相关部门指
导下运营的上海移动互
联网创新孵化中心。



创嘉站
创嘉站是漕河

泾开发区内新诞生的
由创客打造的创客空
间，在这幢位于宜山
路上的三层独立小楼
里，已经集聚起一批
正在为事业打拼、为
目标努力的年轻创业
人。而创嘉站的掌门
人，就是PPS创始人张
洪禹。



游族创新创业中

心，依托于上市
公司——游族网
络所拥有的资金
、技术、资源、
平台等优势，对
行业内上下游资
源进行整合， 为
创业团队提供多
维度创业服务，
帮助初创企业顺
利启动和快速成
长。

游族创新创业中心



漕开发创新空间
漕河泾科

创中心拥有创业
基地逾10万平米
，培育科技企业
800余家，存活
率超过91%，技
术领域涉及电子
信息、移动互联
网、生物医药、
新材料、光机电
等。



推进协同创新承接国家战略

01

02

03
校区合作 区企合作院地合作

1、合作机制： 支持创新联盟、关键核心技术

平台的建设，为他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开展自
主创新研发提供全方位支持，争取国家、上海的重大
创新工程、创新项目、创新基地落户徐汇



推进协同创新承接国家战略

徐汇区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2、协同集群：以枫林联盟为平台，推进强生创新中心、PPD

上海实验中心和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建设，打造生命健康领域国际
一流的研发创新协同集群。



支持科技服务构建服务平台

知识产权服务业方面

全力建设漕河泾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



支持科技服务构建服务平台

知识产权服务业方面

132家各类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汇聚徐汇
集聚了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上海情报所和3个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等一批
专业的知识产权服务组织。



支持科技服务构建服务平台

知识产权服务业方面

► 设上海市知识产权交易中心，重点围绕专利基金运营尤其在专利
收购、许可、商用化等方面探索市场化服务机制
► 依托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和专业知识产权转化服务机构，成立上
海市高端知识产权创新服务联盟，促进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

徐汇区知识
产权保护公
益服务热线
4000216979



支持科技服务构建服务平台

科技金融服务业方面

• 配合市经信委“产业互联网基金联盟”落户

• 打造上海市风投产业园区

天使投资、种子
基金等

A轮融资、B轮
融资……

Pre-IPO融资

海外上市

主板上市

中小板、创业板
上市

“新三板”（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

股权交易中心
（地方区域型交
易市场）挂牌

• 建立首期1亿元规模的“徐汇区科技创新天使引导基金

聚焦早期风险资本引入和风投机构的集聚

打造徐汇“风之谷”



支持科技服务构建服务平台

科技金融服务业方面 鼓励“创投+孵化”众创空间模式

•和漕开发总公司联合设立
1000万元规模的“区区合

作天使孵化基金”

以“创投+孵化”的众
创空间模式，支持科
技创新创业企业发展

规范化设立和运作
徐汇区天使投资引
导基金



支持科技服务构建服务平台

科技金融服务业方面

专家顾问团队

企业直接融资储备库 直接融资综合服务平台

企业上市扶持综合服务平台

搭建服务于科技创新的直接融资平台



支持科技服务构建服务平台

科技金融服务业方面

投、拨、贷、
保功能联动

√ 探索建立四方联动机制

• 探索产业发展资金、风险投资资金、银行贷款和担保
机构等新型合作渠道与联动机制；
• 尝试实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配套服务

√ 对金融机构给予补贴和风险补偿

• 对符合条件的入驻金融机构给予房租补贴；
• 对开展多元化投资模式的创投机构和受理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的银行、担保机构等给予一定
风险补偿

鼓励投、拨、贷、保联动



全球视野创新深化国际互动

对标波士顿、圣何塞、以色列等世界城市中心城区，谋划徐汇区的

科技创新空间布局，谋求在全球科技创新中的位置

• 以色列创新基因的形成与其
历史沿革有密切的联系，以
色列缺乏石油资源，其创新
一般定位于变革现有产品、
现有模式，专注做高附加值
的产品。

• 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
府对孵化器支持力度很大，
这吸引了大量民营资本支持
中小型企业创业。

• 关键字：科技创新，国家制
度，商业模式创新图：以色列诸多高科技公司办公所在地矽林

荫大道

http://cms.csdnimg.cn/article/201305/23/519d8ed9014d8.jpg
http://cms.csdnimg.cn/article/201305/23/519d8ed9014d8.jpg


全球视野创新深化国际互动

借鉴漕开发和硅谷的国际双向孵化模式，引入国际一流的孵化器运

营团队，建设产学研高度融合的创新创业园区

漕开发创业中心已与硅谷创新中心
（Silicon Valley Innovation Center）和
幼发拉底孵化器（Ufrate）等签署了合
作备忘，并与RUNWAY等机构达成了

初步合作意向，就创业项目互荐、孵
化资源共享、共同组织创新创业活动
以及拓展国际网络等达成了共识。



全球视野创新深化国际互动

积极引进WIPO落户徐汇，加快推进强生第四大全球创

新中心的落地运营，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地区研发总部，
加大国际性创新主体在徐汇的集聚



全球视野创新深化国际互动

积极推进国际学校、体育文化设建设，打造国际化的
创新环境，吸引全球优秀创新人才在徐汇集聚



体制机制创新政府服务转型

一是政府服务创新的体制机制突破。推动政府职能从科技管理
向创新服务转变，改革政府对具体项目直接管理的办法，建设
集约高效的行政审批平台，通过区行政服务中心运行，推进审
批流程再造为创新创业提供便利化服务。深化自贸区创新制度
复制推广，实行贸易便利化改革试点。

二是科技资金投入机制突破。建立跨部门的财政资金综合投
入机制，整合科技投入，每年安排资金不少于6亿元。创新科

技资金投入模式和路径，发挥政府资金杠杆作用，更多采取
引导资金、补改投等支持形式，带动社会资本投入科技研发。



三是创新人才机制突破。加大对创新创业人才尤其是

国际化人才的政策扶持力度，打造徐汇科技型小微企
业公共人事服务平台，成立徐汇区“光启创新学院”
，实施“光启创业英才”计划，3年内重点培养100名
青年创业人才。

体制机制创新政府服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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