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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张江高新区面积及四至边界一览表 
 

01 张江核心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核 

心 

园 

01 张江高科技园区 
外环高速公路-华夏中

路-申江路 
原南汇区界 罗山路 龙东大道 3314.63   

02 

01 康桥工业园（北） 

横沔河 外环高速 周园路东约 230 米 
康桥路-罗山路-原南

汇区界 
286.70   

康杉路 外环高速 原南汇区界 原南汇区界 214.98   

02 康桥工业园（西） 
林海公路西侧绿带-秀

龙路-浦三路 

秀浦路-林海公路-秀

浦路南约 270米开发边

界 

原南汇区界 秀沿路 106.65   

03 康桥工业园（南） 康巴路西约 170 米 秀龙路 康梧路西约 150 米 
秀康路南约 180米开发

边界 
92.62   

04 康桥工业园（东） 

申江路—六灶港—满

天星路—横新公路—

蓝靛路—申江路 

S32 申嘉湖高速公路以

北约 400 米 

A3 公路（沪奉高速）-

秀浦路-康达路-周园

路东约 190 米 

康人路-A3 公路（沪奉

高速）-康科路-浦桥路

-秀沿路 

1584.45   

05 张江创新药产业基地 申江路 
古恩路-横新公路-古

翠路-良虹路-古恩路 

A3 公路（沪奉高速）东

约 170 米开发边界-古

博路-安雷路 

广青路-良虹路东约

300米开发边界-S32申

嘉湖高速公路南约 130

米开发边界 

378.12   

03 
合庆工业园区及光电子产

业园 
G1501 高速公路 

龙东大道-汇庆路-小

白路开发边界 
东胜路 

庆达路南约 140米开发

边界-恒庆路-胜利路 
4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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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园 

04 银行卡产业园地块 

川沙路 
来安路-顾唐路—锦绣

东路 
金丰路西约 370 米 红星路-景雅路 

298.86   

华东路西侧绿带 龙东大道 龙新路西约 300 米 
顾家浜北约 200 米-龙

新路-张家浜 

05 周浦智慧产业园 

沪南公路-周祝公路-

周星路-沈梅东路北约

120 米-康沈路 

沈庄塘 永安港 繁荣路 193.36   

06 张江总部园地块 唐陆公路-唐黄路 三灶浜 

开太河-联创路-皓月

路 S20外环高速绿化带

-开太河 

川杨河绿带 100.28   

07 龙阳路枢纽地块 芳波北路 前程路 白杨路 
龙汇路-黄桐路-龙通

路 
37.15 

张江核心园 

（扩展区） 

08 莲溪产业园区地块 罗山路 

绿科路-丰收河-绿科

路南约 200 米-环业西

路-绿科路 

芳甸路 川杨河 92.80 
张江核心园 

（扩展区） 

09 御桥地块 

康杉路-御北路-康士

路-御北路南约 130米-

沪南公路-御桥路-康

士路-御南路南约 170

米-颐盛云锦苑北边界

-康杉路 

外环高速公路 原南汇区界 
原南汇区界-康意路-

临御路 
86.24 

张江核心园 

（扩展区） 

10 唐镇工业区地块 顾唐路 龙东大道 外环线(不含绿化带) 景雅路 146.00 
张江核心园 

（扩展区） 

11 北三产业社区地块 罗山路 秀浦路 规划市政路 地块红线 126.64 
张江核心园 

（扩展区） 

小计   74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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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漕河泾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漕 

河 

泾 

园 

01 

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桂林路（含路东侧上海

通信设备厂）—田林路

南约 180米—柳州路—

钦州南路—钦州路 

浦北路—柳州路—钦

州南路—虹漕南路—

漕宝路（含南侧聚科生

物园区）—虹梅路—东

兰路南约 180米—古美

路—平南路—莲花路

—漕宝路 

新泾港 
高门泾—虹梅路—蒲

汇塘 
680.75   

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徐汇万科中心区域) 
钦州路 老沪闵路 柳州路 钦州南路 29.31   

02 漕河泾浦江地块 

上南路西约 620米开发

边界-东佳路开发边界

-苏召路 

沈庄塘 浦星公路 中心河 1293.22   

03 北杨人工智能小镇地块 华泾港 徐梅路 老沪闵路 淀浦河 48.10   

小计   20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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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金桥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金 

桥 

园 

01 金桥园北区 

外环高速公路西约 390

米开发边界-巨峰路-

轨道 12号线-外环高速

公路西约 490 米 

锦绣东路 

罗山路—杨高中路—

杨高北路—东陆公路

—金海路—金京路—

佳京路—杨高北路 

巨峰路—申江路—轲

桥路—金穗路—东靖

路 

1962.53   

02 金桥园南区 
川沙路—创业路北开

发边界—浦东运河 
川杨河 泰陇路-北环北路 北环北路 503.92   

03 川沙镇经济园区 川六公路 六陈路 顺川路 
迎宾高速公路南约 150

米开发边界 
308.12   

04 祝桥空港工业区 G1501 高速公路 S32 申嘉湖高速公路 

川南奉公路-金亭公路

南约 450 米-川南奉公

路东约 220 米 

闻居路南约 70 米 376.64   

05 
商飞总装项目配套产业基

地 
西引河开发边界 商飞项目南侧围墙 南滨公路 盐朝公路北约 120 米 283.04   

06 南汇工业区 
西乐路-横店一号路-

惠西路 

沿河路北约 90 米开发

边界 

南宣公路-沪南公路以

南 480 米-南宣公路以

西 800 米 

沪南公路-六奉公路-

沪南公路北侧约 300米

-沪南公路北侧约 180

米 

1144.99   

07 临港综合区 桥江路 
银涛路-雪洋路-开发

边界 
塘下公路 三三公路开发边界 474.92   

08 鹿园工业区 鹿顺路 焙灶港开发边界 六奉公路开发边界 北界沟开发边界 127.04   

小计   5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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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静安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静 

安 

园 

01 静安西片区 沪太支路 区界 
先锋河-江场西路-区

界 
区界 25.21   

02 静安南片区 河南北路 

苏州河-成都北路-威

海路-石门一路-延安

中路-延安西路 

苏州河-石门二路-新

闸路-西康路-昌平路-

江宁路-安远路-西康

路-海防路-常德路-昌

平路-胶州路-康定路-

延平路-新闸路-万航

渡路-北京西路北约

190 米-乌鲁木齐北路-

愚园路-镇宁路 

恒丰路-秣陵路-天目

中路北约 170 米-天目

东路 

627.32   

03 静安中片区 
区界-延长路-共和新

路 
芷江西路 

普善路-延长中路-区

界-老沪太路-大宁路-

万荣路-大宁公园（绿

地）边界-广中西路-沪

太路-灵石路-高平路-

晋城路-原平路 

南河支线-共和新路-

场中路 
1084.56   

04 静安北片区 共和新路 保德路 三泉路 区界 38.50   

小计   17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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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青浦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青 

浦 

园 

01 青浦园地块 

外青松公路-香大东路

-华青路-天瑞路-东大

盈港-北青公路-华青

路-新高路-久旺路-四

号河-汇金路-崧泽大

道-汇滨路 

上达河-汇金路-汇邦

路-新业路-向阳河-崧

泽大道-朝阳河-四号

河-外青松公路-崧泽

大道 

青赵公路-六洞浜-西

大盈港-天盈路-漕盈

路 

新金路-久远路-天一

路-久业路-金泾河-东

大盈港-徐家港-外青

松公路 

1416.57 

 含原科技园地

块、先进装备区

地块、高新技术

成果转化基地 

02 中纺城园 向阳河 盈港东路 外青松公路 上达河 83.20   

03 西虹桥商务区 

涞清路-崧泽大道-诸

光路-国家会展中心北

边界-小涞港-国家会

展中心南边界-盈港东

路 

会卓路-诸光路-盈港

东路-泾北河-徐民东

路南约 160 米-北蟠龙

港东约 120 米-盈港东

路 

G15 沈海高速 

蟠中路-蟠龙港-老洋

泾港-蟠中路-蟠龙路-

会恒路-蟠臻路-蟠中

路-蟠文路-崧泽高架-

蟠臻路-龙联路-蟠秀

路-崧泽高架-诸光路-

龙联路 

283.94   

04 

01 北斗高泾路园区 高泾路 居礼别墅 居礼别墅 河泾港 3.70   

02 北斗高光路园区 祝桥头路(高泾支路) 徐南路 徐南佳苑 高光路 2.26   

05 市西软件信息园 嘉松公路 

G50 北辅道-佳驰路-朝

睿路-佳驰路东约 100

米-宁睿路-佳驰路西

约 160米-朝睿路-佳驰

路-G50 北辅道 

盆泾-东密泾-沪青平

公路-许泾-张泾-佳驰

路-姚家浜-许泾-佳采

路-佳驰路-盈港东路-

佳杰路 

佳杰路 124.83 

其 中 F3-01 及

F4-02( 北 至 源 硕

路，东至 F4-01 地

块，南至源逸路，

西至 F3-02)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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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浦 

园 

06 移动智地园区 永恩公司 崧锦路 崧华路 崧秀路 20.58   

07 尚之坊园区 赵重公路西约 220 米 崧泽大道 崧盈路东约 160 米 崧泽大道北约 220 米 7.40   

08 崧秋路地块 崧盈路 崧辉路 崧达路 盈港东路 43.20   

09 网易上海国际文创科技园 佳凯路 佳康路 佳悦路 

盈港东路-佳凯路西约

130 米-盈港东路南约

160 米 

17.04   

10 库克医疗器械园 青虬江（闵行区界） 
双联路（现改名天山西

路延伸段） 
汇龙路 印氏达路 5.06   

11 徐泾 104 产业社区 华徐公路绿化 双浜路 
G15 沈海高速西约 300

米-双联路-明珠路 
徐德路 24.23   

12 金泽虹桥港路地块 西岑村民宅 西岑支路 虹桥港路 淀山湖幼儿园 0.50   

13 华为青浦研发中心 泽青路 港悦路 石塘港 岑卜路 161.00   

小计   21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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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嘉定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嘉 

定 

园 

01 

01 嘉定民营科技密集区 
永盛路-叶城路-富蕴

路 
回城南路 回城西路 福海路 196.85 

  

02 创意设计产业园 澄浏中路 G1501 高速公路 迎园路 嘉戬公路 134.85 

02 

01 
国家级科研院所集聚板块

（西区块） 

棋盘路-柳湖路-洋泾

支河、中心医院东围墙 

环城路-横沥-环城路

北约 220米-环城路-城

中路北约 200 米-陈家

山路-环城路-清河路 

清水路 
盘安路-平城路-胜竹

路 
126.68   

02 
国家级科研院所集聚板块

（东区块） 

启源路西约 330米—嘉

盛公路南约 330米—澄

浏公路东约 630米开发

边界 

宝嘉公路 

和政路-嘉盛公路南约

130 米-澄浏公路西约

270 米 

胜竹路-嘉盛公路 88.96   

03 
嘉定工业区产业创新与智

能传感器基地区块 

娄陆公路—嘉唐公路

—宝钱公路—横沥河-

森林大道北约 370 米-

嘉唐公路-汇旺东路-

嘉唐公路西约 370 米-

森林大道北约 340 米-

嘉唐公路西约 180 米 

森林大道-新冠路-绿

意路北约 200 米-胜辛

北路—娄塘河 

G15 高速公路-北和公

路南约460米-G15高速

公路东约 520 米-北和

公路-G15 高速公路 

郊环切线-霜竹公路南

约 530 米-新和路西约

500 米-霜竹公路 

16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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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定 

园 

04 

01 国际汽车城核心区 

于塘南路-昌吉东路-

雅丹路北约 300 米-双

浦路-昌吉东路南约 90

米-于塘南路-蕴藻浜-

源绿路-安虹路-博园

路北约 640 米-安虹路

东约 230 米-博园路北

约 410 米-安虹路东约

130 米 

博园路-米泉南路东约

300 米-安驰路-于田南

路西约 320 米-安驰路

北约 150米-于田南路-

曹安公路-米泉南路东

约 300米-安驰路-米泉

南路-博园路-地块边

界 

区界-曹安公路-新源

路 

泽普路-墨玉路-曹安

公路-墨玉路东约 210

米-南安路南约 140米-

墨玉路东约 580 米-曹

安公路米泉南路东约

210 米-昌吉路-于塘路

西约 430 米-和静路南

约 140 米 

486.80   

02 氢能港 陇南路-盐铁塘 

曹安公路-嘉松北路-

春归路-嘉松北路西约

220 米-学新路-嘉松北

路-昌吉东路-水系-曹

安公路-绿苑路-曹安

公路南约 410 米-曹安

公路南约 640 米-曹安

公路 

安虹路东约 490 米-曹

安公路-安虹路南约

190 米-昌吉路-春锦路 

济腾路开发边界-安创

路开发边界 
384.37   

05 
上海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

部件基地 

嘉松北路 恒谐路 吴塘河 庙泾河 

961.79 
  

  

嘉松北路—方北路北

约 200 米-园汽路东约

150 米-方北路-宝中路

西约 110 米-宝中路西

约 390 米-园区路南约

410 米-宝中路-宝中路

西约 430 米-百安公路

东约 300 米-薀藻浜 

京沪高铁开发边界 

宝安公路—于塘路—

园区路—园大路—国

际路—小漳浦 

嘉安公路-上海绕城高

速匝道-上海绕城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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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定 

园 

06 南翔中央商务区 众仁路—地块边界 金迈路 德园南路 银翔路 66.72   

07 

01 
北虹桥电子商务及生产性

服务区（北地块） 
虬江路 沪蓉高速公路 东沙江 南虬江 16.98   

02 
北虹桥电子商务及生产性

服务区（南地块） 
九曲港 

华江公路-九曲港-金

沙江西路-临洮路-丰

华公路（规划）-吴淞

江-华江公路-金耀南

路 

金运路-爱特路-华江

公路-沙河路西约 110

米-华江公路南约 250

米-高潮路-发祥路北

约80米-洮南路西约80

米-洮南路-华江公路-

沙河路-双洋港-高潮

路 

沪蓉高速公路 171.24   

08 

01 
嘉定新城上市企业总部集

聚区 

横沥-丰年路-嘉新公

路东约 450 米 

思义路—沪嘉高速—

双单路—德富路—麦

积路—永盛路—双单

路—云谷路—麦积路 

胜辛路—希望路—永

盛路—伊宁路—裕民

南路-希望路-沪宜公

路-伊宁路-裕民路-石

岗塘北侧水系 

高台路 598.37   

02 
嘉定新城中医药健康产业

园区 
励学路 丰饶路 尚学路 横仓公路 99.31   

09 
徐行科技成果转化及智能

传感器基地 
大安路 徐潘路 浏翔公路 宝钱公路 55.93   

10 南翔智地精准医疗产业园 横沥河-嘉闵高架 吾尚塘-德华路 花园江-地块边界 

翔江公路-惠申路东约

360 米-裕丰路-沪宜公

路-真南路 

62.22   

11 小美科技园 浏翔公路 基地边界 中槎浦—槎翔路 东吾尚塘 4.99   

12 翔云科技园 惠平路 地块边界 嘉前路 地块边界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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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嘉宝智慧湾 城北路 祁迁河 胜辛北路 开发边界 65.77   

嘉 

定 

园 

14 嘉定综合保税区 和陈公路-基地边界 基地边界 

创仁路-和陈公路-创

恒路-旺尤路东约 160

米 

创恒路北约 220 米 11.82   

15 华亭智慧绿谷 
华达路-亭前路-华业

路 
川泾 陆浜-亭前路-华高路 高石公路 21.46   

小计   517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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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杨浦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杨 

浦 

园 

01 五角场城市副中心 

民京路—国京路—政

立路—国栋路—政府

路—国和路—清源环

路—黑山路北延伸—

嫩江路—中原路（不含

路口西南居民区、含上

海开放大学中原校区)

—长海路—黑山路—

政德东路—国和路—

政通路—黑山路—虬

江—中原路—翔殷路

—双阳北路—国顺东

路—关山路—国权东

路—黄兴路 

国科路—政仁路—国

权路—政本路—国顺

路—政法路—国定路

—政修路—国年路—

政肃路—国权路—政

修路 

杨浦区界—邯郸路—

逸仙路—纪念路—吉

浦路—政立路南约 160

米—武川路—政民路

—国定路—政立路—

国安路 

殷高东路 683.38   

02 环同济知识经济圈 
四平路—彰武路—阜

新路 
大连路—大连西路 

密云路—中山北二路

—政修路 
国权后路—国泰路 160.28   

03 01 
滨江现代服务业发展带北

地块 

黄浦江 共青森林公园北界 军工路 杨浦区界 152.77   

国伟路 殷行路 政悦路 国伟路 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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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浦 

园 

03 02 
滨江现代服务业发展带南

地块 

军工路以东约 500 米-

虬江（保留理工大学国

家大学科技园）-黄浦

江-复兴岛运河-杨树

浦路—定海路 

黄浦江 

怀德路—杨树浦路—

渭南路—沈阳路—兰

州路—平凉路—宁国

路—杨树浦路—临青

路—河间路—双阳路

—杭州路—宁武路—

平凉路—隆昌路—双

阳支路—德惠路—周

家嘴路—水丰路—上

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

学校围墙-上海理工大

学附属实验初级中学

围墙—内江路—波阳

路—定海路—爱国路

—长阳路—军工路—

周家嘴路—何阳支线

—控江路—军工路—

松花江路—敦化路—

靖宇东路—水丰路—

延吉东路—营口路—

国顺东路—沙岗路—

佳木斯路—虬江—国

顺东路—翔殷路—军

工路—民星路—白城

路 

嫩江路 7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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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浦 

园 

04 新江湾城国际大学科技园 

国权北路—国帆路—

淞沪路—国秀路以南

约 290 米—政和路 

殷行路 

睿达路—学德路-政青

路-经一河-纬七路-国

学路-杨浦区界 

杨浦区界 145.79   

05 
大连路总部研发集聚区地

块 

永吉北路—永吉路—

双阳路—九潭路—临

青路—长阳路—宁国

路—龙口路—眉州路

—九潭路—兰州路—

长阳路—齐齐哈尔路

—霍山路—江浦路—

惠民路—通北路 

黄浦江 

秦皇岛路-杨树浦路-

大连路—控江路—打

虎山路—辽源西路—

荆州路—昆明路—辽

阳路—周家嘴路—通

北路—昆明路—许昌

路—控江路—打虎山

路 

锦西路—鞍山路—本

溪路—铁岭路—抚顺

路—杨树浦港—本溪

路—凤城路—周家嘴

路—源泉路—控江路

—靖宇南路—永吉路

—沧州路—延吉中路 

448.69   

小计 小计 23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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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长宁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长 

宁 

园 

01 中山公园地块 江苏路 安化路 
中山西路-长宁路-凯

旋路 

汇川路-长宁路-安西

路 
95.03   

02 虹桥地块 

娄山关路-天山路-中

山西路-延安西路-凯

旋路-安顺路 

淮海西路-虹桥路-中

山西路-延安西路-虹

桥路-姚虹西路-红宝

石路-古北路-虹古路 

芙蓉江路-茅台路-古

北路-天山路-芙蓉江

路-新渔路-芙蓉江路

西约 180 米道路-天山

路-芙蓉江路 

天山支路-玉屏南路-

娄山关路-天山路 
281.10   

03 临空地块 
淞虹路—泉口路—外

环高速公路 
虹桥路—迎宾一路 虹桥机场边界—区界 苏州河 610.21   

04 北新泾地块 
双流路-天山路-威宁

路 

新渔东路-双流路-天

山路 
蒲松北路 北翟路-长宁路 35.61   

小计   10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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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徐汇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徐 

汇 

园 

01 交通大学地块 

华山路-广元路-天平

路-肇嘉浜路-天钥桥

路 

南丹东路 漕溪北路-虹桥路 淮海西路 124.84   

02 枫林生命科学园 
太原路-肇嘉浜路-小

木桥路 
中山南二路 

宛平南路西约 290 米-

零陵路-宛平南路 
建国西路 229.57   

03 滨江地块 

瑞宁北路-瑞宁路-龙

腾大道-龙腾东路-黄

浦江 

云锦路南延伸线-龙水

南路-丰谷路-龙恒路 

丰谷路-云锦路-宛平

南路 
中山南二路 344.01   

04 

01 华东理工大学地块 老沪闵路 嘉川路 天等路-梅陇路 梅陇港—张家塘港 70.92   

02 华东理工大学华泾地块 西新河 华泾港 
老沪闵路—华泾路—

景洪路 
锦梅路向东延伸段 33.20   

03 西岸枫林湾 
龙吴路-银都路-黄浦

江 
黄浦江 龙吴路-银都路 区界-关港路 49.32   

05 淮海中路商贸区地块 陕西南路 

南昌路-襄阳南路-复

兴中路-汾阳路-桃江

路 

宝庆路-复兴中路-汾

阳路-东湖路 

淮海中路 1010 号北边

界-襄阳北路-淮海中

路 

19.70   

06 长桥聚鑫园地块 龙吴路 罗秀路 平福路 
长桥聚鑫园地块北边

界 
16.19   

07 世纪商贸广场地块 常熟路 安福路 世纪商贸广场西边界 
长乐路-世纪商贸广场

北边界 
0.96   

08 徐家汇国际大厦地块 
徐家汇国际大厦地块

东边界 

徐家汇国际大厦地块

南边界 

徐家汇国际大厦地块

西边界 
肇嘉浜路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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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汇 

园 

09 
宏汇国际广场及百丽国际

广场地块 
中山西路 柳州路 百丽国际广场西边界 

百丽国际广场北边界-

宏汇国际广场北边界 
2.81   

10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

院地块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

研究院地块东边界 
漕宝路 柳州路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

研究院地块北边界 
2.80   

11 徐汇日月光中心地块 
徐汇日月光中心地块

东边界 
漕宝路 

徐汇日月光中心地块

西边界 

徐汇日月光中心地块

北边界 
2.59   

小计   8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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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虹口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虹 

口 

园 

01 
01 大柏树地块（北） 逸仙路-邯郸路-区界 

密云路-赤峰路-东体

育会路-玉田路 

中山北一路-广灵二路

-新市路-汶水东路-水

电路 

车站南路-纪念路 283.38   

02 大柏树地块（南） 西江湾路 花园路 水电路 广中路 31.93   

02 南地块 

俞泾浦-邢家桥南路-

虬江路-四川北路-衡

水路-吴淞路-武进路-

九龙路-四平路-天水

路-同嘉路-海伦路-梧

州路-周家嘴路-大连

路-杨树浦路-秦皇岛

路 

黄浦江-北苏州路 
河南北路-海宁路-江

西北路-罗浮路 

衡水路-中州路-虬江

路-邢家桥南路-四川

北路-东宝兴路-宝源

路 

401.38   

03 北地块 凉城路 
广灵四路-广粤路-规

划北塘园路 

区界（含广粤路 345 弄

210号部分、广粤路 345

弄 357 号、粤秀路 351

号、粤秀路 353 号） 

广粤支路-汶水路 48.54   

04 西地块 同心路 柳营路 北宝兴路 同丰路 9.33   

05 瑞虹地块 虹镇老街-飞虹路 天虹路 瑞虹路 虹关路 8.35   

06 法兰桥地块 欧阳路 吉祥路 宝安路 四达路 4.17   

07 祥德路地块 
曲阳路（含曲阳路 158

号） 
四平路 沙泾港 祥德路 4.26   

小计   7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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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闵行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闵 

行 

园 

01 莘庄工业区 

沪闵路-光华路南约

130 米-中春路-瓶北路

-沪闵路-元江路-北庙

泾河-鹤翔路-沪闵路

-A15 公路北约 200 米-

沪闵路西约 240 米 

A15 公路-北松公路-嘉

闵高架-群益职业技术

学校西北边界-元江路

-华宁路-元江路北约

240米-华宁路西约 600

米-元江路 

北沙港 闵行区界—银都路 1495.18   

02 向阳园 

莲花南路东约 430米道

路-莲花南路东约 290

米 

俞塘河-淡水河-都会

路-北吴路 
S4 沪金高速公路 六磊塘 530.94   

03 

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地

块 

昆阳路-东川路-天星

路 
江川路 

新闵铁路支线-东川路

-碧溪路西约 1200 米 
剑川路 388.09   

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

地块 
北沙港河 黄浦江 

文井路-下关路北约

380 米-绿春路西开发

边界 

剑川路 273.64   

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北

地块 
华宁路 景谷路 临沧路 剑川路 93.92   

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南

地块 

华宁路-江川路-兰坪

路-华坪路北约 310米-

兰坪路西约 200 米-华

坪路-兰坪路 

黄浦江 临沧路-铁路新闵线 东川路 331.71   

04 吴泾科技园 莲花南路 
吴泾支线-淡水河-剑

川路 
S4 沪金高速公路 S32 申嘉湖高速公路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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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 

行 

园 

05 马桥 AI 创新区北地块 昆阳路 北松公路 沙溪河 马桥中心河 73.01   

06 马桥 AI 创新区南地块 昆阳路 莘闵铁路支线 区界 S32 申嘉湖高速公路 187.16   

07 莘庄商务区 北横沥港 淀浦河 南新铁路 顾戴路 166.86   

08 剑川路商务区 淡水河 

剑川路-沧源路-景谷

路-沪闵路-剑川路-安

宁路东约 250 米-剑川

路南约 210米-安宁路-

剑川路-竹港河-凤庆

路 

华宁路 闵吴支线 193.50   

09 元江路地块 景东路 北吴路 虹梅南路 元江路 34.95   

10 

欣梅工业区北地块 平驰路 银都路 东建设河 春申塘 6.89   

欣梅工业区南地块 

曹建路 联曹路 虹梅南路 景联路 36.56   

景东路 景联路 建设河 
景联路北侧约 160米地

块边界 
5.28   

11 
虹桥前湾生物医药产业园

区 

朱建路-方洪泾港-鸣

嘉路南约 430 米-纪翟

路 

朱建路-鹤龙路-闵北

路北约 110 米-联友路

东约 250 米-闵北路南

约 270米-联友路-闵北

路-纪谭路-北青公路 

G15东约500米-北青公

路北约160米-G15东约

600 米-嵩塘-青虬江东

约 60 米 

朱建路-金辉路-嵩塘-

联友路-鸣嘉路南约 60

米-龙蟠路-芳乐路-纪

翟路 

100.34   

12 七宝生态商务区 航中路 漕宝路 北横沥港 上坤路 36.74   

13 

南虹桥科创园区北地块 申昆路 丰虹路 规划红线 申兰路 10.23   

南虹桥科创园区南地块 
申长路西约 340 米-航

宇路北约 50米-申长路 
建虹路 申滨南路 申滨路 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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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 

行 

园 

14 江汉路地块 浦锦南路东约 85 米 江汉路向南约 95 米 浦锦南路 江汉路 0.33   

15 古美生态商务区 万源路 顾戴路 古美公园 古美公园 3.40   

16 虹桥镇核心产业园 万源路以东约 50 米 环镇南路 万源路 环镇南路以北约 150米 0.73   

17 

七宝产业园区北地块 中春路东约 250 米 杨新港 规划宝谷路 
姚宝路-中春路西约

150 米-华星路-蒲汇塘 
14.31   

七宝产业园区核心地块 联盛花苑 中谊路 杨新竖河路 三桥港 15.24   

七宝产业园区南地块 中春路 七宝镇界 宝华花园 宝华花园 4.82   

小计   42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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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松江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松 

江 

园 

01 松江工业区北区 张泾河 G60—文翔东路 中凯路 牛张港-夏家浜路 235.53   

02 松江工业区西区 

鼎兴路-文翔路北第二

条规划路-鼎兴路东约

200米-文翔路南约 320

米-鼎兴路-文吉路南

约 400 米鼎兴路西约

320米-文吉路南约 585

米-鼎兴路 

G60 高速高速公路 G1501 高速公路 
广富林路-鼎松路-花

辰公路南约 170 米 
1221.39   

G1501 高速公路 G60 高速公路 中德路-思贤路-河道 昆南河 

03 莘莘学子创业园 G15 沈海高速 盐铁塘开发边界 北松公路 北松公路 132.75   

04 环大学城科创园 人民北路 文汇路 
河道-文汇路北 80 米-

龙源路 
广富林路 235.00   

05 洞泾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 

高技路 开发边界 泗砖公路 陈泾路 

104.38 
  

  沈海（G15）高速公路-

长浜路-高技路 

莘砖公路-长施南路-

长浜路 
泗砖公路 开发边界 

06 
G60 电子信息国际创新创

业园 
茸华路 

华哲路-华恒路-加委

路-华扩路-北泖泾河-

华恒路 

南乐路 
俞塘河-茸江路-南乐

路 
190.61   

07 临港松江地块 中心路 G60 高速开发边界 
长陆泾—莘松路—九

新公路 
姚北公路 17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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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江 

园 

08 
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

心 
          

四至边界及面

积待定 

小计   22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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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普陀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普 

陀 

园 

01 阿里地块 金通路 银杏路 金迎路 金通路 33.00    

02 桃浦智创城北地块 韩塔园路 

常和路-玉门路西约

120米-古浪路南约 160

米-玉门路西约 180米-

古浪路-真南路-古浪

路南约 160米-西凉路-

武威路 

山丹路-桃松路-皋兰

山路-常和路-山丹路 
沪嘉高速 49.31    

03 
环同济生命健康产业集聚

带 

中环路-真南路-交通

路-真北路 

明丰世纪苑北边界-中

鼎豪园北边界-沪昆铁

路-外环线 

区界-金昌路-皋兰山

路 

永登路-真南路-桃桂

路-韩塔园路-武威路-

敦煌路-永登路-玉门

路-真南路-景泰路-武

威路北约 120 米-方渠

路-桃竹路-祁连山路-

金昌路-南何铁路-永

登东路-祁安路-金昌

路-万盛花苑西边界-

真南路-祁顺路-永登

东路-桃浦西路-常和

路南约 160 米 

321.96   

04 京东地块 
水泉路-交通路-万泉

路 
桃浦路 真南路 富平路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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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陀 

园 

05 
真如城市副中心核心区地

块 

礼尚路-铜川路-真华

南路 
高压电力线架空走廊 兰溪路 芝川路 61.56   

06 海纳小镇地块 岚皋路 北石路 大场浦 铜川路 17.93   

07 苏河水岸经济发展带 

大渡河路-金沙江路-

中江路-同普路-大渡

河路 

光复西路-上塑一厂西

边界-丹巴路-上汽品

牌文化艺术中心北边

界-上汽品牌文化艺术

中心东边界-云岭东路

-泸定路-同普路-丹巴

路-上海清华国际创新

中心北边界-泸定路-

同普路-长风名苑东边

界-金沙江路-中海紫

御豪庭西边界-同普路

-真北路-光复西路 

真光路-云岭西路-祁

连山路-金沙江路-真

北路 

怒江北路北约 200 米-

丹巴路-怒江北路-中

江路-武宁路 

345.36   

08 武宁创新轴 

光复西路-光复西路南

约 180米-曹杨路-凯旋

北路 

光复西路 
枣阳路-金沙江路-中

山北路-曹杨路 
武宁路 170.71   

小计   10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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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陆家嘴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陆 

家 

嘴 

园 

01 陆家嘴园（北） 桃林路 

乳山路-福山路-浦东

大道-浦东南路-东昌

路 

富城路 陆家嘴西路-滨江大道 289.96   

02 陆家嘴园（南） 
锦绣路-锦延路-锦康

路 

浦建路-杨高南路-峨

山路-东方路-潍坊路 
浦东南路 

栖霞路-南泉北路-世

纪大道-张杨路-福山

路-潍坊路-源深路-世

纪大道 

266.60   

03 塘桥地块 浦明路 规划二路 黄浦江 张家浜 12.65   

小计   5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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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临港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临 

港 

园 

01 临港产业区浦东地块 南芦公路开发边界 
规划沿杭州湾道路开

发边界 
Y8 公路开发边界 D4 公路开发边界 3079.95   

02 临港产业区奉贤地块 

大泐港—两港大道—

区界—江山路—新杨

公路东侧 300M—随塘

河—区界 

沧海路—新杨公路—

平通路 

正博路—芦五公路—

正博路以西 400米—江

山路—新四平公路 

平霄路开发边界 762.81   

03 临港新城北地块 

规划道路 环湖西三路 规划道路 沪城环路 

456.33 
  

  环湖一路与环湖二路之间的部分环状地区以及滴水湖北岛 

04 临港新城南地块 

水华路 橄榄路 芦潮引河 随塘河—方竹路 

598.97 

  

  

  

沪城环路 海港大道 芦潮引河 橄榄路 

海基三路东约 280米规

划道路-海基三路东约

710 米规划道路 

世纪塘 芦潮引河 海港大道 

05 洋山临港地块 
同望路-业盛路-同顺

大道 
双惠路-汇港路 业盛路-同顺大道 顺运路 48.60   

小计   494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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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奉贤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奉 

贤 

园 

01 

01 奉贤经济开发区(西)地块 南桥环城西路 北巡逻通道 南竹港 大叶公路 78.90   

02 
奉贤经济开发区（东）地

块 
嘉园路 

环城北路-金海公路-

奉浦大道-望园路-高

丰路-S4 沪金高速公路

-奉浦大道-沪杭公路-

桂普路-肖南路-奉浦

大道 

南桥环城西路 

肖塘路-规划支路(南

桥环城西路东约 180

米)-肖南港-南横泾-

陈湾港-陈桥路-陈湾

路延伸-肖杰路-大叶

公路-环城东路-奉金

路-沪杭公路-梅家湾

-S4 沪金高速公路-汇

丰北路-望园路-大叶

公路-金海公路-汇丰

北路-驰园路-大叶公

路 

1322.30   

02 奉贤西地块 南桥环城西路 八字桥路 南竹港 奉浦大道 78.02   

03 奉贤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目华北路 沪杭公路 鳗鲡泾 

苍工路-联合北路-新

沪杭公路（G228 国道）

-联合北路-胡滨路-楚

华路-新沪杭公路

（G228 国道） 

343.20   

04 
（工业综合开发区、南桥

镇）C6 地块 
沪杭公路 张翁庙路 地灵路 芝江路 72.63   

小计   18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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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山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金 

山 

园 

01 枫泾商务区 

朱枫公路-腰泾港-泾

商路-枫美路-朱枫公

路西约 120 米-枫美路

南约 200 米-朱枫公路 

枫阳路-舒越路-枫阳

农贸市场西边界-枫阳

路北约 100 米 

朱枫公路西约 310 米-

黄良府港-泾标路-枫

翠路-泾商路-枫美路-

泾标路东约 190 米-枫

兰路-泾标路 

蒲泽塘 104.13   

02 西部工业区 兴新公路 

王圩东路-环东一路-

秀州塘-环枫东路-枫

冠路-王圩西路 

环西二路 
钱明西路-枫冠路-G60

沪昆高速-七仙泾 
501.83   

03 兴塔工业区 

兴航路—亭枫公路—

泖漕港-亭林枫泾高速

公路-兴坊路 

大茫塘河 庄官塘 
亭枫公路-兴凯路-秀

州塘南约 180 米 
629.90   

04 金山工业区（西） 时代大道 天工路 夏宁路 朱吕公路 205.53   

05 金山工业区（东） 

金舸路—天工路—金

百路—揽工路—亭卫

公路 

广业路—金流路—漕

廊公路 

金水路西侧约 600 米-

长溇港 
九工路南约 220 米 705.00   

06 金山工业区（北） 金腾路 林慧路 金飞路西约 240 米 林秀路 41.96   

07 金山工业区山阳地块 亭卫公路 南阳港西路 海盛路 

杭州湾大道-山富西路

-阳康路西约 250米-山

安路-阳康路-杭金公

路（G228） 

163.63   

08 华东无人机基地 招贤路 天工路 亭卫公路 金山工业区大道 1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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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碳谷绿湾产业园 

金石南路-金山大道-

春华路-华创路-华通

支路-横港河桥-黄姑

塘-卫六路 

海金路-夏盛路-黄姑

塘 
冬隆路-华霍路 秋实路 

409.46 

  

  

  
 夏盛路 金山大道 白泾河 金瓯路 

金 

山 

园 

新卫公路西约 80米-卫

六公路 
华创路 春华路 金瓯路 

 10 碳谷绿湾拓展区 鳗鲤港 

浦东铁路-浦卫公路东

约 570 米-浦东铁路北

约 310 米 

浦卫公路东约 290 米 
S4 沪金高速公路南约

380 米 
26.16   

 11 上海湾区科创中心 临桂北路 浦卫公路 亭卫公路 金康东路 87.14   

小计   2991.87   

  



31 
 

18 崇明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崇 

明 

园 

01 智慧岛产业园 
瀛湖路-层海路-浦帆

路 

瀛湖路-规划绿地-东

滩大道 

馥邸路南约 200 米-翠

庄路东约 430 米 
场雪路 175.42   

02 

崇明工业园区(西) 

嵊山路-官山路-三沙

洪-秀山路（崇明）-滨

洪路 

新闸路（崇明）北约 170

米 

岱山路-秀山路-嵊山

路-秀山路北约 160米-

嵊山路东约 170 米-官

山路南约 350 米-嵊山

路-官山路-岱山路 

岱山路南约 320 米-岱

山路东约 130 米-岱山

路南约 380 米-嵊山路

西约 210 米-老南横引

河 

132.66   

崇明工业园区(东) 
西门路（崇明）西约 70

米 
秀山路南约 300 米 

西引路-秀山路（崇明）

-三沙洪路 
老南横引河 51.69   

03 

01 富盛经济开发区（北） 
新申公路-新河公路-

新薇路 
崇明大道 新梅路 团城公路 

100.05 
  

  
02 富盛经济开发区（南） 新申公路 滨江路 新薇路 富临路 

04 
长兴岛海洋装备基地西地

块 
凤西路 长江大堤 防汛大堤 

凤南路-潘家沙路-凤

滨路 
82.83   

05 
长兴岛海洋装备及配套基

地 

渔家乐路 凤丰东路 鳗鲡港路 潘圆公路 

980.54 
  

  兴坤路 长兴江南大道 兴冠路 潘圆公路 

小计   15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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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宝山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宝 

山 

园 

01 宝山工业区地块 

潘泾河-潘川路-潘泾

路-金石路-潘泾路东

侧 300 米 

罗北路-集贤路-金池

路 
沪太路 新川沙路 

1101.39 
  

  

北蕴川公路 
金石路-大川沙河-罗

北路 

罗东路东约 310米开发

边界-北新塘-罗东路-

邺新路-聚恒路 

潘川路 

02 

复旦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北） 

双庆路-同泰北路

-G1501 高速公路-班溪

路 

淞浦路-蕰藻浜 深水浜 

黎和路-北泗塘-淞浦

路-淞滨支路-淞兴西

路-同济路-水产路-北

泗塘-宝杨路-同济路-

海江路 

318.85   

复旦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中） 

南泗塘河-长江西路-

军工路-逸仙路 
张华路 

张发路-长江西路-钢

四路 
南何支线 149.88   

复旦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南） 
逸仙路 长江南路 

淞塘路-淞良路-长逸

路-淞南路-长逸路北

约 170 米-张发路 

淞发路 42.79   

03 罗店区块 
潘泾河西侧约 150 米-

练祁河-潘泾路 
月罗公路 抚远路 石太路 220.66   

04 机器人产业区块 富长路 
富联一路-富新路-宝

安公路 
潘泾河 盘古路 245.34   

05 城市工业园区块 工业路 区界 区界 市台路 4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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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山 

园 

06 环上大孵化加速基地 

沪太路-锦秋路-西弥

浦-大场机场西围墙-

场中路-界华路 

少年村路-沪太支路-

沪太路-场中路-场联

路-乾溪路-沪太路-部

队东北界-桃浦-上大

路-南陈路-慧华苑北

界-慧华苑东界-上大

路 

上大围墙 

锦秋路—沪太路西侧

200M—锦秋路北侧

300M 

236.88   

07 

01 数字科创示范基地北地块 

泰联路 蕰藻浜 
共和新路-共富路-共

富一村小区通道东侧 
S20-共富东路 39.02   

通河路东约 200 米-蕰

藻浜南约 100 米-通河

路 

呼兰路—共和新路—

南蕴藻路 

长临路-呼兰西路-共

和新路 
蕰藻浜 40.93   

02 数字科创示范基地南地块 

共和新路-共江路-地

块通道-一二八纪念路

-高迎路 

共康路 
地块通道—一二八纪

念路—三泉路 
共泉路 38.01   

08 南大地区 

祁连山路-南大路北约

170 米-祁连山路东约

220米-南大路南约 160

米-南何支线 

姚湾路-山海公学路-

祁骆路 

祁健路-南大路-乾盈

路-走马塘南约 150米-

新开河东约 150 米 

丰翔路 93.91   

09 
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

（南） 
潘泾路 富锦路 

荻泾河-东太东路-拾

年路 
杨南路 116.40   

10 临港新业坊地块 逸仙路 安汾路北约 170 米 南何支线 殷高西路 11.95   

小计   306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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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博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世 

博 

园 

01 

01 浦东世博地块（北） 

白莲泾—白莲泾路-浦

东南路-沂林路-东方

路-东三里桥路-杨高

南路-高科西路-春塘

河-白莲泾-浦三路-高

科西路 

雪野二路-洪山路-浦

东南路-周家渡路-雪

野二路-世博馆路 

卢浦大桥-长青北路 世博大道 232.55   

02 浦东世博地块（南） 世博馆路-济阳路 耀川路 耀江路 
龙滨路-耀龙路-通耀

路 
75.51   

02 浦东前滩地块 济阳路 

高青西路-东育路-春

眺路-江高路-海阳西

路 

前滩大道-耀体路-东

育路-泳耀路-前滩大

道 

前耀路 87.38   

小计   3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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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黄浦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黄 

浦 

园 

01 北地块 中山东一路 

延安东路-溪口路-金

陵东路-江西南路-延

安东路-紫金路-人民

路-河南中路-金陵东

路-金门路-延安东路-

山东南路-宁海东路-

盛泽路-延安东路-浙

江南路-宁海东路-永

寿路-延安中路 

西藏中路-汕头路-

云南中路-北海路-

湖北路-汉口路-浙

江中路-福州路-西

藏中路-南京西路-

成都北路 

凤阳路-长沙路-北京西

路-浙江中路-厦门路-南

苏州路-福建中路-南京

东路-山西南路-天津路-

山东北路-宁波路-河南

中路-天津路-江西中路-

宁波路-四川中路-北京

东路-河南中路-南苏州

路 

156.63   

02 南地块 

西藏南路-方浜西路-

人民路-复兴东路-西

藏南路-肇周路-东台

路-自忠路-吉安路-湖

滨路-黄陂南路-自忠

路-马当路-大同商务

大厦南边界-黄陂南路

-徐家汇路-马当路-合

肥路-淡水路-巴士小

区南边界-重庆南路-

鲁班路-南塘浜路-蒙

自路-丽园路-局门路-

徐家汇路-制造局路-

西凌家宅路-西藏南路 

高雄路-龙华东路-打

浦路-江滨路 

日晖东路-瑞金南路

-瞿溪路-打浦路-斜

土路-瑞金南路-肇

嘉浜路-瑞金二路-

建国西路-陕西南路

-绍兴路-瑞金二路 

复兴中路-重庆南路-合

肥路-淡水路-自忠路-重

庆南路-雁荡路-南昌路-

兴业路-淡水路-淮海中

路-马当路-金陵中路 

3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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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浦 

园 

03 东地块 

中山东二路-东门路-

外马路 
会馆码头街 

中山南路-董家渡路

-万裕街-王家码头

街-中山南路-白渡

路-豆市街-复兴东

路-中山南路-老太

平弄-外咸瓜街-东

门路-人民路 

龙潭路 36.68   

光启南路 中华路 迎勋北路 尚文路-黄家路 3.87   

04 浦西世博地块 南车站路-花园港路 黄浦江 鲁班路 

龙华东路-高雄路-西藏

南路-龙华东路-西藏南

路-半淞园路-保屯路-中

山南路 

108.11   

小计   69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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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贸保税园             

园区名称 

和编号 
区块名称 

四至边界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东 南 西 北 

自 

贸 

保 

税 

园 

01 外高桥地块 

富特东一路-航津路-

富特中路东约 180 米

（F23-4/F23-2 地块边

界）-意威路-富特东二

路-英伦路-芬菊路-日

阪路-孟莲路 

孙家沟-富特东三路-

东靖路-金京路-俱进

路-金京路东约 120米-

澳尼路 

富特西三路-富特西二

路-F24-7 地块边界-富

特西二路-富特西一路 

港九路 891.38   

02 浦东机场地块 

正定路-遥墙路-香格

里拉路-禄口路-硕放

路-桃花源路 

美兰路 

贡嘎路-武夷山路-萧

山路-禄口路-奔牛路-

流亭路-咸阳路 

桃仙路 67.73   

小计   95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