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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城投力量 助力临港新片区高品质发展
城投集团全力构建临港新片区基础设施综合服务保障体系

12月 19 日，上海城投集团与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全面战
略合作协议。同时，宣布成立上海城投兴港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开工建设临港水厂配套工程。这
标志着上海城投集团作为卓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正积极当好服务国
家战略和全市重大任务的 “主力军”“突击队”
“先行者”，努力服务保障自贸区新片区规划研
究、建设运营，持续发挥城投优势，为自贸区新片

区、长三角一体化贡献城投的力量。
作为功能保障类国有企业，上海城投集团把

完成好市委、市政府赋予的重大使命作为政治任
务，立足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坚持“两个确
保”，当好“城市建设主力军、城市运行子弟兵”，
不折不扣完成好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
在全面对接、服务保障新片区建设中，上海城

投集团积极发挥在市政设施、内河航道、水务事
业、环境保护以及城市更新等领域形成的综合性

规划、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与服务能力，发挥卓
越的资金与风险管理能力、优质的信用等级以及
整合国内外顶尖金融资源的能力，发挥在城市建
设管理领域的领军人才和专业团队优势，以“规
划一幅图、建设一张网、管理一块屏”为目标，全
力构建集规划、投资、建设、运营为一体的新片区
基础设施综合服务保障体系，为新片区提供“最
高效的设施建设、最集约的空间布局、最优质的公
共服务、最智慧的城市运维”方案。

发挥四大专业板块优势 提供整体专业性解决方案

集合专业领域优势资源
全面服务保障功能性平台

为了更好更实地提供服务临港新片区，上
海城投集团将集成各个专业领域的优势资源，

成立一个全面服务保障新片区的功能性平台。

在新片区管委会的领导下，将“两个确保”毫不
动摇地在新片区贯彻落实。

在人才优势方面，上海城投集团集聚了一
批具有行业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领军人才和团
队。据了解，在这批专业领域的核心团队和骨
干人才队伍中，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9

人，上海市领军人才 5人，上海工匠 5人，上海
市技能大师工作室 3个。拥有 2个院士专家工
作站和 7位合作院士，与国内外多所高校长期
合作。2018年，城投研究总院成立，涵盖国家南
方水中心在内专业的水务、市政和环境领域的

国家级研发和规划力量，打造国内领先、国际
一流的城市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技术研发
的科技创新平台和高端智库。目前，上海城投
集团旗下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工程
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受委托开展研究，正为雄安新区的
供水和环境治理提供整体和专业的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经过长期的规范运作，上海城
投集团已完成平台公司的体制机制改革与成
功转型， 培育出强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融资
的专业能力和专业队伍， 具有卓越的资金与
风险管理能力和优质的信用等级， 具备整合
世界银行等国内外顶尖的金融资源能力，形
成了优质资信和整合各类金融资源的投融资

功能优势。目前，上海城投集团累计筹措建设资
金 4000余亿元， 各类创新融资产品发行 76期
929.7 亿元，企业信用等级长期保持在 AAA 级，

银行综合授信达到 5000 亿元，即时提款权授信
额度 200亿元。集团旗下环保金服、诚鼎基金长
期关注基础设施、环保和国企改革，取得了非常
好的业绩。

上海城投集团在全面完成基础性、 公益性
项目外，将全力支持新平台参与新片区的各类市
场化项目。据悉，上海城投集团将协同旗下两家
上市公司和投资基金、金融服务机构，为自贸区
临港新片区提供最具竞争力的项目投资建设方
案。新平台将与新片区共成长，成为全面保障新
片区发展的领先、骨干综合服务商。

积极对接新片区管委会
高品质建设一批重点项目

据了解，上海城投集团以“重大项目优先考虑、

要素配置优先满足、人才优先配备”为原则，全面对
接新片区管委会，建立定期沟通机制，统筹推进规
划研究、项目建设、城区运维。目前，上海城投集团
已经成立工作专班，集中抽调一批骨干，以只争朝
夕的精神迅速开展工作。集团的科创资金也将重点
支持新片区各专项的前期研究和重大课题。

接下来， 上海城投集团将全面落实新片区管
委会要求，与各专项规划同步对接，积极开展前期
研究，形成开工一批、启动一批、储备一批的重点
项目清单，包括：临港水厂一期工程，原水输送管
线等供水工程，污水厂扩容提标，泐马河南延伸及
排海闸等水系整治工程， 一城四镇垃圾中转站网
格化建设，S3新建工程； 临港新水厂供水能力提
升工程，新片区河湖“畅流活水”工程，农村污水分

散式收集处理工程， 城市生活垃圾集储运全流程
体系规范化建设，建筑垃圾集中处置工程，新片区
综合交通体系建设， 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的租赁
房建设； 适合水水中转、 水陆联运的大型物流基
地，与引进高端产业相匹配的园区开发，城市地标
建筑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上海城投集团将深刻学习领会中央对临港新
片区的指示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市领导调研城投
集团提出的为自贸区新片区、 长三角一体化做贡
献的要求，一如既往践行“两个确保”的使命目标。

上海城投集团旗下各专业子集团将全面对接、全
程跟进、全力以赴，为临港新片区提供高品质、国
际化的城市服务，实现“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企
业愿景。 预计开工项目基本将于 2020年出成果，

2021年见效益，为建党 10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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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投集团聚焦路桥、水务、环境、置业
四大板块， 经过 27年在上海各类重大项目上
的历练，在路桥隧、内河航道、水事业、环境环
保以及城市更新等领域具备综合性的建设、运
营、管理与服务能力，出色完成了 160 多项市
重大工程的投资建设任务。为打造具备国内领
先、世界一流专业能力和全产业链优势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上
海城投集团进一步向前期研究、 专业规划、标
准制定延伸。“上海城投”品牌获得了普遍信任
和推崇，代表着雄厚实力、良好信用、精细管理
和优质服务。

规划一幅图 一张蓝图干到底

以新片区总体规划为基础，上海城投集团
新成立的上海城投兴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将
与新片区管委会就水务、固废以及城市综合交
通等专项规划进行对接，发挥好上海城投集团
四大专业板块的一体化协作优势。通过对区域
联系、空间形态、绿色生态、综合交通等全方位
研究，切实发挥城投四大专业板块一体化协作
优势，推动“多规”统筹衔接，做到“规划一幅
图”，一张蓝图干到底。

建设一张网 一张网络含所有

结合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近中远期的实际
需求，上海城投提供整体和专业的“建设一张
网”解决方案，包括从原水到供水、从排水防涝
到污水处理的全产业链水务一体化方案，生活
垃圾、医废危废、土壤修复、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等全类型全流程固废方案，联运统筹、点线通
达的道路、航运、轨道立体综合交通网方案。

路桥板块 建成立体综合畅达的集疏运体系

上海城投集团在公路板块主要负责越江
设施、快速路网、高速公路、内河航道等大型市
政交通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从上海长江
隧桥到“三纵三横”的主干路网，从越江设施到
内河集疏运体系， 城投公路承担了上海市
71.75%收费高速公路及东海大桥、外环隧道等

重要交通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管理任务。

在自贸区临港新片区， 城投兴港公司将
结合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区的定位， 凭借上
海城投集团多年积累的交通基础设施设计、

咨询、建设、运营等全方位专业能力和经验，

建设功能匹配的道路网、 点线通达的内河航
运网， 持续提高多种方式的联运统筹和服务

能级， 构建现代化便捷与高品质的多模式一体
化综合客货运体系，用快速、精细、低影响的建
设理念，打造“立体综合畅达”的绿色城市交通
网络。据了解，城投兴港公司将和新片区管委会
紧密对接、共同开展适合水水中转、水陆联运的
大型物流基地建设和特殊功能区方面的研究，

整体提升新片区与长三角的互联互动能力，放

大新片区的辐射效应。

水务板块 打造全产业一体化新样板

上海城投集团拥有原水、制水、供排水、污水污
泥处理、雨水防汛、干线输送、水环境研发等全产业
链服务布局， 原水供应能力 1788万立方米/日，占
全市的 97.5%，三大水源地已初步实现原水联通互
补； 自来水供应、 污水处理能力均超过全市的
70%，拥有亚洲最大的白龙港污水处理厂（280万立
方米/日）；防汛排水能力约占全市的 50%。水质综
合合格率和管网服务压力合格率均保持 99%以上。

按照“远近结合、分步实施”的原则，城投兴港
公司将全面提供新片区原水、自来水、防汛排水、

污水污泥处理、海绵城市、城市河湖水环境提升等
相关水务一体化专业服务。打造“从源头到龙头”

高品质饮用水供应系统；实现污水、排水体系全覆
盖、全收集、全处理的目标。通过截污治污、河道清
淤疏浚、 复合生态系统构建、 畅流活水等基本手
段，融合海绵城市、生态补水、景观营造等综合措
施，打造新片区全区域水环境的靓丽名片。

环境板块 构建无废临港新片区

上海城投集团作为本市“垃圾分类”和“两网
融合”的主力军，负责中心城区 80%以上的生活
固废转运、处置，基本覆盖了市中心大型中转站
的运营，拥有从源头到末端全产业链优势。目前，

上海城投集团生活垃圾总处理能力达 3.3 万吨/

日，负责建设运营的老港生态环保基地是全市托
底保障的固废处置基地，内设有全世界规模最大
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6000 吨/日），医废焚烧
厂、资源利用厂等处置设施，因临近新片区能够
提供最快捷、经济、安全可靠的末端处置服务。

据了解，城投兴港公司将在新片区推广中心
城区生活垃圾收运网与可回收物收运网“两网合
一”，并将水务“五污”（给水污泥、污水污泥、管道
通沟污泥、河道清淤底泥、泵站栅渣污泥）和环境
“五废”（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绿化废弃物、

工业固废和危废）纳入体系，实现“全网合一”、

“一网通收”，实现源头减量、资源利用和无害化
处理目标，为新片区构建全新的技术先进、安全

专业、 生态循环废弃物收运处置和资源利用体
系，打造无废城市示范点。另外，城投兴港公司将
积极推动垃圾中转站网格化建设，开展城市生活
垃圾集储运全流程体系规范化建设，开展建筑垃
圾集中处置工程研究，开展河道生态养护和流域
治理研究，使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新片区
落实落地。

置业板块 提供多层次保障性住房

除了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上海城投
集团在旧区改造、城市更新、保障房建设、区域综
合开发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上海城投集团共建成
保障性住房约 660万平方米；完成旧区改造 49.8

万平方米，管理各类写字楼、园区等物业面积 160

余万平方米；同时，先后参与新江湾城大型国际
社区整体开发、思南公馆城市更新以及超高层建
筑上海中心等城市地标的建设运营。 近年来，上
海城投集团积极推进租赁住房项目，已落实房源
16000套，“城投宽庭”为复旦大学、中国商飞、张
江科学城等单位做好长租房配套服务。

新成立的城投兴港公司将持续发挥上海城
投集团 20余年在建设高品质、 多品种保障性住
房的优势，结合新片区发展规划，积极参与新片
区以市场供应为主、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
购并举的区域性住房体系建设。 将来，“城投宽
庭” 租赁住房建设运营品牌将有望被引入临港，

为新片区提供最优质的人才租赁住房服务体系，

满足多层次的租赁住房需求。

管理一块屏 一块屏幕保运营

据悉，上海城投集团将立足 5G、物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应用，加快水务、

环境、交通等板块融通和数字化转型，打造善感
知、会呼吸、有温度的智慧多维城市,发挥新城建
设的独特优势。通过发挥 “城投水务综合运行管
理系统”“上海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信息平台”和
“城投路桥智慧运营平台”集成优势，建设“管理
一块屏”的新片区城市综合管理平台，把自贸区
新片区的城市运维水平提高到 “规划即最高标
准，起步即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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