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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园揭牌，
安亭·环同济创智城步入实质建设阶段

“硅谷模式”能否在嘉定再现？
在美国旧金山湾区，斯坦福大学等高校与硅谷共生共荣的故事，几乎无人不晓。而在嘉定，同济大学这些年来虽然向嘉定汽车行业
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但较
“斯坦福效应”仍有不小差距。随着安亭·环同济创智城的建设实质启动，
“硅谷模式”
有望在嘉定再现。
2 月 6 日，与同济大学嘉定校区距离不到一公里的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园正式揭牌，这意味着安亭·环同济创智城的建设步入了实质
阶段。
记者 陆晓峰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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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个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园揭牌
2 月 6 日下午，距同济大学嘉定校
区不到千米的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
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燃动力）格
外热闹，全市首个氢能与燃料电池产
业园揭牌仪式正在这里举行。
上燃动力携手国内外知名氢能行
业企业打造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园，
不仅吹响了上燃动力这家老牌燃料电
池车企的转型号角，更深层次的意义
在于，安亭·环同济创智城的建设步入
了实质阶段。
上燃动力来头不小。2001 年，针
对国家“863 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
提出的实现电动汽车重大专项产品化
和产业化目标，由上海汽车工业（集
团）总公司、上海同济企业管理中心、
上海科技投资公司、上海工业投资（集
团）公司、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二十一所
等共同出资，成立上燃动力，现任科技
部部长万钢出任第一任总经理。不久
之后，中国首辆燃料电池乘用车——
“超越一号”问世。
揭开中国燃料电池汽车发展序幕

的上燃动力不负众望。2008 年北京奥
运会期间，上燃动力负责 24 辆燃料电
池乘用车动力系统的集成匹配和运
营；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上燃动
力负责 3 辆燃料电池大巴、70 辆燃料
电池乘用车、100 辆燃料电池观光车
的动力系统集成；上燃动力还曾连续
4 次参加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挑
战赛——必比登国际新能源汽车挑战
赛，与奔驰、奥迪等知名车企同台竞
技，
综合成绩次次挤进前三。
燃料电池技术在大功率、长距离
场景应用优势显著，被认为是全面替
代传统动力技术平台的终极新能源汽
车技术，市场潜力巨大。
不得不承认的
现实是，中国的燃料电池技术与国外
有不小差距。2013 年 2 月，ix35FCV 现
代汽车正式下线，成为世界首辆量产
版氢燃料电池汽车。丰田和本田紧随
其后，相继推出氢燃料电池汽车。
中国自然不甘落于下风。
《中国制
造 2025》首次提出针对燃料电池汽车
的国家层面规划，提出 2025 年燃料电

池汽车年产销预期达到 10 万辆。去年
9 月，
《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规
划》发布，提出到 2020 年实现燃料电
池汽车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 150 亿
元，
到 2025 年突破 1000 亿元。
据上燃动力董事长王亚波介绍，
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园将分 2 期开
发，一期占地 27 亩，将建成办公、实验
室、公共试制区、动力系统集成及关键
零部件研发平台；二期占地 18 亩，将
建设加氢站、公共测试平台及维保中
心。到 2025 年，园区产值将突破 100 亿
元，打造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集成
及关键零部件企业、氢能产业配套企
业等集群，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这回终于玩真的了。”上海市燃
料电池汽车商业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贡
俊认为，
燃料电池技术瓶颈已经突破，
下一步就是要尽快实现产业化，
“上燃
动力的研发水平加之同济大学的人才
队伍，以及安亭·环同济创智城的日趋
成熟，使得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园的
未来可期。
”

打造市郊第一的创新创业集聚带
作为嘉定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中
心的重要一环，全市首个氢能与燃料
电池产业园的揭牌，
给安亭·环同济创
智城打响了“头炮”。
早在去年 4 月举办的首届安亭国
际未来产业高峰论坛上，
《安亭·环同
济创智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7-2019）》对外公布，提出将聚焦
新能源汽车及汽车智能化、智能制造
（工业 4.0）、现代汽车服务及新兴文信
四大产业，重点规划 5000 亩产业用地
助推产业精准转型，打造汽车智能化
产业园、智能制造（工业 4.0）服务产业
园、新兴文信产业园等 6 个产业园区。
当天进行了一系列重磅签约。安
亭与同济大学签署《推进安亭·环同济
创智城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双方约定

■ 上海区县报优秀品牌

共建人才培育基地、校友孵化器、公共
研发平台等，打造人才共育、产业共
生、平台共建的合作模式；安亭·环同
济创智城与同济校友基金等 10 家基
金及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基
金管理规模逾百亿元；
德国光伏亿家、
瑞士资本集团等 55 个重大项目及平
台签订入驻协议，预计 3 年内累计产
出 150 亿元。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投入亿元
引才的安亭·环同济创智城将被打造
成市郊第一的创新创业集聚带，预计
实现年总产出 300—500 亿元，新增空
间 面 积 30—50 万 平 方 米 ，新 增 企 业
200 家左右，其中大学生及校友创业
企业 20 家以上。
安亭·环同济创智城启动以来动
作频频。为争取更多政策扶持，2.18 平
方公里的环同济核心区已成功申报为

张江嘉定分园安亭子园。眼下安亭正
在根据已定项目确定需要收购、回购
的土地及厂房。
招商引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一批从事智能交通、新能源、传感
器、语音识别的科技类企业陆续在安
亭·环同济创智城注册。
以上海力信能
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例，已在园区
设立中国区研发中心及销售中心，预
计今年销售额将达 10 亿元。
除了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园，安
亭·环同济创智城内的其它产业园定
位同样明晰。
安亭镇镇长董爱华介绍，
面积达 600 亩的新兴文信产业园，正
由笔克公司进行产业规划，计划引进
AR/VR、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清
洁能源汽车产业园主要聚焦纯电动汽
车领域；汽车智能化产业园瞄准无人
驾驶、自动驾驶等领域。

③

① 《安亭·环同济创智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于去年 4 月发布。
② 同济大学与安亭签署了《推进安亭·环同济创智城建设合作框架协议》。
③ 上海首个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园将分 2 期开发建设。

创新是应有之义
“硅谷模式”
因其源源不断的创新
活力，追随者一拨接着一拨。中国深
圳、印度班加罗尔，因其类似于硅谷的
发展模式，
被称为当地的“硅谷”
。
在嘉定的汽车、战略性新兴、互联
网等行业内，都有同济大学毕业生的
身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启用 10 多
年的同济大学嘉定校区与当地的互动
不算频繁。
以安亭·环同济创智城建设
为契机，
安亭与同济大学签署《推进安
亭·环 同 济 创 智 城 建 设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对于这次合作，中国工程院院士、
同济大学校长钟志华表示，安亭·环同
济创智城重点打造的新能源汽车及汽
车智能化、智能制造（工业 4.0）、现代
汽车服务及新兴文信四大产业，与同
济大学在嘉定的学科布局高度契合，
同济大学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全力
助推园区发展。
安亭·环同济创智城的功能定位
是打造“两‘示范’，两‘高地’和一‘首
选’
”
，即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产学研
合作综合示范区，校区、园区、社区融
合发展的智慧低碳示范城，长三角创
新人才集聚、创新要素富集、创新政策
先行的区域创新高地，上海汽车产业
及智能制造生态产业圈公共服务高地
以及创新创业首选地。
迄今，安亭已与同济大学签署 10
项合作内容，
包括共建人才培育基地、
产业人才就业基地、同济大学创业谷、

公共研发平台等。
从园区的定位以及校地之间的互
动来看，
安亭·环同济创智城似乎已有
点硅谷的影子。
安亭和同济大学合作撰写的《安
亭·环同济创智城战略研究中期汇报》
指出，安亭迫切需要一个战略新引擎
——创新。
创新，正是“硅谷模式”令人
心向往之的关键所在，也是打造安亭·
环同济创智城的应有之义。
“硅谷模式”并非不可复制。比如
上世纪 90 年代经济衰退的纽约，依托
“政府+大学+企业”的模式破局，2008
年至今新产生 1000 多家初创科技企
业；再比如，在新加坡纬壹科技城，生
物医药园等园区与南洋理工大学等高
校协同发展，形成双赢局面。
安亭与同济大学之间完全有可能
擦出“火花”
。同济大学在新能源汽车、
智能交通、智能机器人、新材料、文化
创意等领域积累了大批技术资源和技
术人才，而安亭在这些领域已有一定
的产业基础。
双方手中都握有人无我有的“好
牌”。比如，安亭拥有国内首个智能网
联汽车试点示范区，同济大学嘉定校
区建成了国内首家“工业 4.0—智能工
厂实验室”
。
根据规划，
安亭·环同济创智城不
但要打造产业高地，还将考虑居住、交
通、商业服务、公共配套、绿化生态等
诸多方面，
营造宜业宜居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