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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位
第一部分



我国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就推动消费稳定增长部分补充了“推动充电、加氢等设

施建设”等若干项内容.

氢能源发展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释放了一

个信号：国家已经开始围绕氢能源进行规划与布局，氢能

源产业发展有望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期。

2019.3.14 政府工作报告 “推动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

中国氢能产业发展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指出“要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嘉定氢能港以汽车产业链

为主导，未来将加强创新加快推进氢燃料电池产业链快速

发展。

2020.4.23“产业链、创新链，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化”



上海氢能产业发展



上海氢能产业发展



安亭镇定位：

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先导区

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

核心功能区

上海产城融合品质之城

用地布局规划图

嘉定氢能产业发展



嘉定氢能产业发展



规   划
第二部分



2018年2月6日，上海市首个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园在上海嘉定区安亭镇环同济创智城揭牌。

        2018年2月6日，上海市首个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园在上海嘉
定区安亭镇环同济创智城揭牌，上海市科委、嘉定区政府和安亭
镇政府多位领导及汽车、燃料电池领域的数位专家、企业代表出
席揭牌仪式。仪式由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政府、上海国际汽车城
（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促进中心、上
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承办。
        猛狮科技副总裁、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亚波出席仪式并致辞。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干频、嘉定区副区长沈华棣、安亭镇镇长
董爱华、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执行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明荣、中
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副会长、自主汽车行业分会会长李庆文、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党委书记陈翌、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促
进中心理事长贡俊、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公司董事长王亚
波共同为产业园揭牌。（报道引用上观新闻）

上观新闻

 上海市首个氢能产业园区



 上海市嘉定区发布氢能港

嘉定区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集聚区（嘉定氢能港）揭牌暨项目签约仪式 

2019 年 6 月 10 日，“嘉定区氢燃料电池汽车

产业集聚区（嘉定氢能港）揭牌暨项目签约仪式”及

新闻发布会正式召开。

陆方舟区长在仪式上表示：“嘉定将尽最大的可

能，全力支持氢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研发、示范、应

用和产业化的率先突破，努力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

氢能港，抢占新能源汽车产业制高点。”



       2019年 5月13日，区经会、区发改革委、区科会、区财政局、区

规划资源局、上海市嘉定区建设管理委员会等6部门联合发布了《嘉

定区鼓励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的有关意见（试行）》（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明确：加大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聚集；完善氢燃料

电池汽车产业配套；按照“从高不重复、单项不重复”原则执行，所

需资金原则上由区镇两级共同承担，执行时间自2019年6月10日起实

施。

嘉定区鼓励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的有关意见（试行）

 上海市嘉定区发布相关政策



       8个智能制造特色产业园区：机器人产业园、外高桥智能制

造服务产业园、闵行开发区智能制造产业基地、中以（上海）

创新园、嘉定氢能港、金桥5G产业生态园、临港南桥智行生态

谷、汽车新能港。上海将以这些产业园区为创新载体，集聚核

心创新资源，打造国际一流产业生态。

上海智能制造特色产业园于2020年6月16日授牌

嘉定氢能港聚焦“氢”

 上海市特色园区



发展规模：嘉定氢能港用地面积2.16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251.5万㎡。

细化产业定位：
• 研发产业规模：用地40.51 公顷，建筑量101.3万平方米

• 智能制造工业规模：用地42.08公顷，建筑量86.9万平方米

• 商办总部规模：用地14.03公顷，建筑量42.9万平方米

• 其他配套规模：主要包括居住及文化、行政设施功能，建筑量20.4万平方米

同济大学

发展目标：
• 品质发展，有机更新的魅力城区

• 宜居宜业，开放共享的活力社区

• 创新引领，复合发展的聚合园区

规划定位



规划定位



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运营规模
实现投放量由87辆增至10000辆

经济总量

制造企业销售额达
500亿元

加氢站建设

实现数量由
3座增至15座

企业数量
氢能港内企业总数达200家
氢能产业总部10家
规模以上零部件研发制造企业30家  

01 02

03 04

总体目标



建设思路

个愿景

条主导产业链

区联动

大功能模块

 将环同济创智城打造成创新人才集聚、创新要素富集、创新政策先行的

未来产业引领区及产城深度融合的示范区。

       形成以城市社区（黄渡大居、黄渡社区）为依托、大学校区及科研院所

（同济大学）为中心、产业园区（环同济创智城）为基地的深度融合发展模式。

推进总部、科研、制造、商务配套四大核心功能模块的建设。

 紧紧围绕氢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新兴产业两大主导产业

链，做大汽车产业，做精新兴产业，推动经济更高质量发展。



推进方案

（一）推动规划先行

（二）优化推进机制

 1、明确产业定位、编制发展规划。研

究制定《环同济创智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优化调整土地控制性规划。2019年

1月控规获批，（沪府规划【2019】35号）。

       1、优化调整园区建设管理体制机制。

成立环同济创智城建设管理委员会。

       2、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三）加快资源收储

（四）加强招商推介

       一，已收储土地400多亩、厂房10多万

平方米，确保了一批重大项目及时顺利落地；

       二，加快剩余农户动迁等工作首批启动

125户农户动迁。

       1、做好精准招商引资工作。目前已引进了长城汽车、丰田汽

车、上汽捷氢、佛吉亚、堀场仪器、轨道交通检测平台、瑞驱等

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

       2、充分整合招商平台效应。通过搭建泛高校校友联合促进中

心、氢能源产业技术联盟等产业合作平台，开展世界高校校友创

新创业大会等产业活动。

推进方案



（五）完善配套建设
       基础建设：加快完善园区绿化、道路、公共交通、人才公

寓等。

       人文配套：引进了轨道交通、先进医疗、优质教育、商务

商业等优质资源。

推进方案



实   施

第三部分



燃料电池
系统

整车    H2    公司

系统    H2    研发

部件    H2    生产

关键    H2    材料

丰田汽车 ；上汽集团 ；
长城汽车（未势能源）；

上燃动力 ；捷氢科技 ；

膜电极 ；双极板 ；
空压机 ；氢循环泵 ；

催化剂 ；检测平台 ；

氢能产业



已建独立加氢站(1座）

北部工业区站

朱桥站

宝潘站

澄浏公路站

南翔站百安公路站

安亭站

黄渡站

嘉麒站
高家站

安智路站

西上海站 郊野公园站

宝钱公路

浏
翔
公
路

曹安公路

嘉
松

北
路

沈海高速

全区共布置15座公共加氢站。

其中现状保留3座，规划新增12座。

类型上分为独立加氢站（4座）以

及油氢合建站（11座）。 霍城站

已建油氢合建站(2座）

规划独立加氢站(3座）

规划油氢合建站(9座）

博览公园站

加氢站布局



国家燃料电池汽车及动力系统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同济大学实验室。

上海燃料电池汽车检测中心：
1，建设覆盖整车、动力系统、子系统、
燃料电池系统、氢系统及部件、电堆、
BOP零部件的性能、耐久性、环境适
应性、EMC、可靠性、安全性等测评
研发服务能力；
2，建设可同时满足试验用氢和对外服
务的固定式加氢站；

氢能产业研发产业园（二期）

燃料电池汽车研发产业园（三期）

上海市科创功能性平台：
燃料电池相关：建设覆盖动力系统、燃
料电池系统、子系统、电堆、BOP零
部件、材料和气体分析的研发服务能力。 同济大学

科研及服务平台



未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该企业是长城汽车全资控规公司，该公司以上燃动
力产业园为基地，整合与统筹长城集团内的所有氢能板
块资源，将其打造成为长城集团的氢能产业板块总部，
在氢能产业生态链各环节进行布局，包括氢能技术、燃
料电池系统核心零部件、燃料电池系统、燃料电池整车
的研发、试制、生产制造。项目计划5月份对现有厂房
进行内部装修，10月份科研团队进驻办公。

丰田汽车技术研发（上海）有限公司

       该企业将智能网联在交通领域的应用以及氢燃料电池
的研究作为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心。与中国企业合作，研究
开发图像识别、路线设计等与实现未来自动驾驶服务相关
联的自动驾驶核心技术。引进加氢站等，为推进FC系统、
零部件的扩充和销售推广进行相关研发。与同济大学、安
亭镇政府以及丰田集团关联公司合作，推进能源管理、大
数据等先端研究及先进技术的开发。与同济大学、安亭镇
政府以及丰田集团关联公司合作，推进能源管理、大数据
等先端研究及先进技术的开发。

未势新能源

丰田汽车

落实重点项目



上海捷氢科技有限公司

       属于上汽集团直属管理的二层次企业，由上汽（常
州）创新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上汽集团全资投资平
台）持股90%以及嘉兴恒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10%共同投资组建。公司拟在安亭建设四位一
体公司总部，用于燃料电池及相关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
包含研发办公、试验、生产、供氢四大功能

堀场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该企业是堀场集团全资子公司，该项目占地34.83亩，
拟建设成为堀场仪器中国总部及研发中心，主要涵盖自动
驾驶、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工程服务咨询业务和必
要的试验设备扩大对应测试业务，项目建成后，将企业形
态由生产服务型转化为“生产服务+产品开发”的复合型
企业。

堀场仪器

捷氢科技

落实重点项目



展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