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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锐

在中国的城市中，上海真的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许多老一辈的人，习惯用一个特殊的名字称呼上海：大上海。

中国的城市，能以“大”来冠名，并获得全国人民认同的城市，似乎只有上海一座。如果去

拆解这个“大”，可能包括很多细致的指标。

比如，它的城市面积要足够大，它的人口数量和密度同样要大。它对周边地区、乃至全

国，都有足够的正面辐射作用，在经济、产业、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在各个领域，它都必

须是高地一样的存在。

上海，恰恰正是一座这样的城市。

中国长三角经济带的龙头

上海是一座真正的大城

市。

在上海，居住着 2490 万

人。在辞典、百度百科、对外

宣传，甚至列车到站广播的介

绍中，总能听到这样的介绍：

上海，中国长三角经济带的

龙头，中国最大的经济、工

业、金融、外贸、航运中心城

市。

这是有实际数据支撑的。

2021 年，上海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 4.32 万亿元，是中国最

高的城市；人均 GDP17.36 万

元，在内地仅次于北京，是江苏

省人均 GDP 的 1.26 倍，广东

的 1.77 倍。上海早已迈入发达

经济体之列。

2021 年《全球城市 500 强》

的排行榜上，上海排名第九位，

领先于香港。

在更多的数据角度上，可

以看出上海经济之强，以及对

中国经济之重要：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

12 年蝉联世界第一，2021 年占

全国总吞吐量近 17%。

上海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

专利拥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

的 5倍。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总市

值 2020 年居全球第三位，是深

交所的 1.3 倍。

2020 年，上海生物医药产

业中，创新药获批上市量约占

全国总量的 1/3。

上海人工智能产业集聚了

全国约 1/3 的人才。上海引进

外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均居全

国第一。

这样的上海，如何突出它

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深水良港
上海，是一座上天厚赐的

城市。

坐拥天然的深水良港，上

海的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

从全球范围来看，风平浪

静的深水港是极其稀缺的资

源。如今，只有吃水达到 15 米

的港口，才能停泊庞大的第六

代集装箱轮船。

目前全球只有 28 个深水

港，这些深水港大多发展成了

贸易发达的国际城市。非洲地

区虽然海岸线漫长，但由于缺

少深水港，大大制约了其经济

的发展。

中国共有 8 个深水港，上

海港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2021 年，上海港集装箱吞

吐量 4703.3 万标箱，几乎是深

圳港的两倍，连续 12 年蝉联世

界第一。去年全年，上海口岸进

出口 10.09 万亿元，刷新纪录，

全球最大贸易口岸城市的地位

益发稳固。

上海同时还是第三大国际

空港。2021 年，浦东机场出入

境货机 7.8 万架次，进出口货

邮吞吐量 373.06 万吨。

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进口汽

车、钻石、葡萄酒、乳品，约一半

进口化妆品、医药品、医疗器

械，超过 60%的进口服饰，70%

以上的进口手表等，都是经上

海口岸来到全国消费者手中。

2021 年，长三角省市企业

经上海口岸进出口 8.18 万亿，

占口岸进出口总值的 81.1%。

可见，上海港的平稳运行，

不论对于长三角，还是对于全

中国，都至关重要。

2022 年 3 月 29 日，运载服

装的巨型轮船停靠在洋山无人

码头。这个码头人烟稀少，集装

箱装卸运输几乎完全依靠智能

化的自动机械进行操作。

即便是在疫情期间，上海

港口的货运量依然有增无减，

因为这里运转只要有少许的停

歇，都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经济

齿轮的运转。

洋山四期无人码头，使用

的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管控

系统，它是中国唯一拥有“中国

芯”的自动化码头，也是全球规

模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上海掌握这样的自动化技

术并不奇怪，因为它的人工智

能领域处在全国龙头位置。

智能装卸、智能运输，离不

开智能驾驶，智能驾驶又需要

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三号卫星

系统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卫

星导航领域已经追上了美国，

成为国人的骄傲。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北

斗在全世界范围的自动化应

用，高度依赖于上海。

在上海高泾支路，有一个

不起眼的园区———“中国北斗

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汇

聚了国内最有名的北斗导航研

发企业，推动着北斗的智能化

应用。

如上海司南导航卫星技术

公司，自主研发的北斗高精度

导航产品和软件，已广泛应用

于智能农机、智能测绘、智能施

工、无人机自动驾驶，产品覆盖

了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0 年，上海市人工智能

重点企业产值实现 2246 亿元，

较 2019 年增长超过 50%，增速

明显。

上海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异

军突起，和它近年来在科技上

的高投入密切相关。

2021 年，上海全社会研发

经费支出占全市 GDP 的比重

达到 4.1%，是全国平均值的近

两倍。

充足的经费支持，使上海

成为了一个科技人才汇聚的城

市。在这里，两院院士多达 178

人，数量仅次于北京。

2021 年，上海科学家在

《科学》《自然》《细胞》三大期刊

发表论文 124 篇，占全国总量

的 32%。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

专利拥有量 34 件，而全国平均

只有 7.5 件。

凭借强大的科技投入和人

才储备，上海在多个制造业领

域都走到了全国一线梯队。近

十年来，我们国家叫得响的科

技成就，几乎都有上海的影子。

2007 年 2月，国务院批准

大型客机研制重大科技项目正

式立项。2008 年 5 月 11 日，中

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

海正式成立，它是中国实施大

型客机项目的主体企业。

中国商飞为什么选址上

海？因为上海拥有最丰富的大

型客机研发、制造经验。

上海飞机制造公司成立于

1950 年。C919 总装制造任务，

再次落在了上海飞机制造公司

的肩上。

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极

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 2

号，是由上海的江南造船集团

建造。此外，江南造船还建造了

中国首艘 055 型万吨导弹驱逐

舰。

中国首台自主设计研制的

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总设计师

徐芑南院士，毕业于上海交通

大学造船系。蛟龙号的关键研

发项目，也是由上海交通大学

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完

成。

天宫一号和神舟九号的推

进舱、资源舱结构、总体电路设

备等，则均由上海航天技术研

究院研究完成。

可以说，中国制造上天、下

海、入地，都有上海研发的影

子。

另外，国人最关心的“芯片

卡脖子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

上海的一亩三分地。

2000 年，晶圆代工“教父”

级人物张汝京，来上海考察。当

时上海市长徐匡迪带着张汝京

来到浦东，力荐他落户张江。

徐匡迪的推荐确实有先见

之明。虽然当时的张江科技园

区还大多是菜地，但是仅十年

后，园区就构筑起了生物医药、

集成电路、软件产业的发展框

架。

就集成电路而言，这里汇

聚了主营芯片设计和制造的中

芯国际、上海兆芯、展讯、芯原微电

子等超过 200 家知名的集成电路

企业。2020 年产业营收规模达到

1027.88 亿元。

由于科技和制造业的快速发

展，加上便利的贸易条件，上海已

经成为了最吸引外资的城市。截至

2020 年底，上海累计引进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 771 家，外资研发中心

481 家，数量居全国第一。

随之而来的是，上海成为了外

国人最青睐的中国城市。

截至 2021 年，在上海工作的外

国人数量为 21.5 万人，占到了全国

的 23.7%，核发外国高端人才工作

许可证数量约 5 万份，引进外国人

才的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第一，连

续 8 年蝉联“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

引力的中国城市”。

除了科技、制造、贸易、投资之

外，上海最为公众所了解的，恐怕

就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991 年 2 月 18 日，87 岁的邓

小平来上海浦东视察，当时他语重

心长地对周围的人说：“我们说上

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上海过

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

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要在

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

上海。”

“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

皆活。”这是小平同志对上海金融

地位的精准概括。

上海后来的发展，果然不负总

设计师的期望。

全球最权威的国际金融中心地

位指数（GFCI）显示，2016 年，上海

国际排名是第 16 位，2017 年达到

第六位，2020 年位列第四，2021 第

三，2022 年第四。

今年，排在上海之前的是纽约、

伦敦、香港三个城市。

翻越荆棘
这样的上海，从何而来？

上海是一座得天独厚的幸运

城市，但也是一座历经磨砺的沧桑

城市，更是一座能翻越荆棘的顽强

城市。

早在晚清的 1869 年，上海就已

经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

贸港口。

到 1894 年，上海已经成为全国

的工业中心，是当时中国唯一的

“超一线”城市，在纺织、船舶、造纸

等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

1911 年时，外资在上海的工业

资产已经比 1895 年增加了十倍以

上，纺织、面粉、机器等民族工厂展

现出强劲的国际竞争力。

用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话来

评价上海非常贴切：“这个城市不

靠皇帝，也不靠官吏，而只靠商业

力量发展起来。”

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

上海跌入低谷。大量工厂毁于日军

炮火，商业萧条。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穷二白，

上海凭借百年的工业沉淀，无私地

为中国经济扮演起了“超级奶爸”

的角色。

21 万工人从上海走向全国支

援工程建设，他们中许多人留在了

中西部地区，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从上海调往各地的工业产品

高达 190 亿元，接近上海全部商品

产值的八成。

企业上缴利润大幅提高的同

时，上海投入自身建设的资金却非

常少。一五期间上海工业基本建设

投资仅占全国总投资的 2.2%，与占

全国近两成工业总产值的实力严

重不符。

尽管付出了很多，遇到了很多

困难，但是凭借上海人的顽强劲，

到 1966 年，上海工业总产值依然较

十年前增长了 31.6 倍，年均增幅高

达 10.6%。

到 1966 年，上海建成了以机

电、钢铁等重工业为主，生产门类

基本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当时

上海的综合工业实力甚至媲美台

湾、香港。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小平同志

的“一着活棋”，更是让上海生机盎

然地快速发展起来。

上海老百姓有句老话：“拿工资

生活，就要对得起这几张钞票。”

凭借百年工商业积累下来的

“重规矩，守契约”的上海精神，凭

借百年工商业积累下来的经验、基

础与能力，凭借全国人民对于上海

的热爱、融入与建设，改革开放后

的上海，开启了 GDP 的高增长时

代。

如今，疫情严峻的上海，牵动着

每个中国人的心。但回望历史，无

论多少风雨，英雄的上海，总是能

够重放光芒，以“大上海”的面貌，

永不停止向前的脚步。

在这一点上，上海如此，中国更

是如此。 （选载自《华商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