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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nji
shuoming
一、《宝山年鉴》 是由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主办，宝山区史志编

纂委员会编，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逐年出版的具有政府公报性质的

年度资料性文献。 《宝山年鉴》 创刊于 1990 年，《宝山年鉴（2019）》

是连续出版的第三十卷，系统记载宝山区 2018 年度自然、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情况。

二、本年鉴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

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采用分类编辑法，以类目、分目和条目三个层次编撰。《宝山年鉴

（2019）》 设 33 个类目、136 个分目、1781 个条目。条目标题用“ 【】 ”标明。

三、本年鉴记述时间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保

持重要资料和信息的完整性，对个别条目的时限作适当延伸。

四、本年鉴根据社会发展和区域实际情况，对类目和分目设置进行适

当调整。类目“ 军事 · 社会安全 ”分设为“ 军事 ”“ 社会安全 ”2 个类目。

分目“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改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五、本年鉴所收条目由各撰稿单位确定专人撰稿，并经审核确认。撰

稿人姓名署于条目之后，若连续 2 个以上条目由一人撰写，则在最后一

个条目下署名。 

六、本年鉴中“ 统计资料 ”由宝山区统计局提供。为尊重撰稿单位

的意见，条目中基本保留来稿提供的数据。撰稿单位记述的数据如与

“ 统计资料 ”有出入，以“ 统计资料 ”为准；“ 调查资料 ”摘自宝山区

政府研究室年度调查报告。

七、本年鉴索引主要采用主题分析索引方法 , 按主题词首字汉语拼

音音序排列，同时附有随文图片和表格索引。

八、《宝山年鉴》 由区域内 200 余个撰稿单位及其撰稿员供稿。本年

鉴的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宝山年鉴》 编辑部

2019 年 11 月



2018年是宝山区改革开放40周年、“撤二建一”30周年。今日之宝山，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人民生
活实现历史性改善，社会治理实现历史性提升，文化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生态环境实现历史性好转，党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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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取得历史性成就。钢花烁金纳新、浪花奔涌澎湃、樱花烂漫如锦、文艺之花处处绽放。“四朵金花”在改革
开放的春潮中光芒闪耀。 

（本栏目照片由区档案局等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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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宝山区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市级复审会在宝山区公共卫生中心三楼应急指挥中心召
开，考评组专家一行对宝山区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工作开展复评审。年底，宝山区通过国家级慢

宝山区获评全国优良健康促进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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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省级复评并被国家卫健委评为15个全国优良健康促进区县之一。
 （本栏目照片由区卫计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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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检察院获评全国模范检察院

宝山区检察院严惩侵犯民生民利犯罪，强化特殊群体司法保护，创建“五位一体”未成年人观护体系
的经验获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广。全市首例利用网络贩卖ISO国际标准案获评上海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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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检察院获评全国模范检察院

家版权局查处侵权盗版案件有功单位二等奖。作为全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推进智慧检察院建设。11
月，被人社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模范检察院”称号。

 （本栏目照片由区检察院提供）

宝山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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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获评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2016年，罗店镇组织申报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罗店镇位于宝山西北方，文化底蕴深厚。镇内有全
榫卯木结构的宝山寺，属晚唐寺院风格。罗店龙船始于明、盛于清，制作工艺精细、造型别致，全面传承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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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获评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越地区龙船之特色，又有诸多独特创造，地域文化风格明显。2019年1月，罗店镇获评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

 （本栏目照片由罗店镇提供）

宝山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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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图书馆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馆藏图书总量79万册，数字资源150TB，阅览座席1500个。馆内设有报
刊文献、视听文献和视障文献阅览区，社科文献阅览区，古籍阅览室，地方文献阅览室和陈伯吹纪念馆等。多次

宝山图书馆获评国家一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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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宝山国际儿童文学阅读季、小小志愿者、亲子学堂等活动。8月，宝山图书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本栏目照片由区文广局提供）

宝山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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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场中心小学开展书法特色教育，先后获“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全国书法教育实
验校”“全国书法教育特色学校”“国家级规范用字特色学校”“全国中小学绘画书法先进集体”等20余项

大场中心小学获评全国中小学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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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称号，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等媒体先后对学校专题采访和报道。2月，学校被评为第二批
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本栏目照片由大场镇提供）

宝山年鉴



16

罗店中心校是宝山区沪剧传承基地，并开设大量艺术特色社团，丰富学生课余生活。2012年成立“蒲公英”
乡村学校少年宫。学校推广普及罗店彩灯，特色彩灯项目在央视2018年元宵节《传承的力量》栏目播出，《罗店

罗店中心校获评全国中小学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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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灯制作》项目获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暨非遗文化传承创新项目征集活动三等奖。2月，学校被评为第二批全国
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本栏目照片由罗店镇提供）

宝山年鉴



18

5月31日，2018年首届国际3D打印嘉年华在智慧湾科创园启动。活动中再现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服装与饰
品设计、艺术品设计模型与实物，专业探讨运用3D打印促进区域智能制造新模式与新路径，为市民展示3D打印

宝山区举办2018年首届国际3D打印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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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建筑、医疗、工业、艺术等多方面应用，扩大宝山区文创产业影响力。           
          （本栏目照片由区科委、区档案局提供）

宝山区举办2018年首届国际3D打印嘉年华 宝山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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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以“我们·拥抱·世界”为主题的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开幕。艺术节为期一个
月，11支国外团队、300多名民间艺术家与谷好好、史依弘、王珮瑜等10位沪上艺术名家来到宝山。开展开

宝山区举办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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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巡游与演出、艺术进商圈、生活体验进社区、欢乐联谊在校园等136场重点文艺演出、3000余场系列文化
活动。             （本栏目照片由区文广局提供）

宝山年鉴



2018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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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项目一：加强住宅小区综合治理，精准补齐民生短板，持续做好积水点排除、环境整治、道路整修、违

法建筑整治等工作，完成80万平方米住房修缮工程；完成淞南、大场地区1.8万户老旧公房燃气内管改造。

【完成情况】加强住宅小区综合治理，精准补齐民生短板，持续做好积水点排除、环境整治、道路整修、违法建

筑整治等工作，完成128万平方米住房修缮工程；完成淞南、大场地区2.03万户老旧公房燃气内管改造。



2018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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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项目二：运用科学检测手段，实施靶向精准监管，有效保障区域食品安全，在全区实施水产、蔬菜等10大

类重点食品质量监测与评估。

【完成情况】运用科学检测手段，实施靶向精准监管，有效保障区域食品安全，每月在全区实施水产、蔬

菜等10大类重点食品质量监测与评估，共抽检各类食品219批次，合格率97.72%，高于上年上海市风险监测

合格水平。



2018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4

实事项目三：帮助760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26500人以内。

【完成情况】 帮助809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26500人以内。



2018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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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项目四：实施“众文空间”工程，提升基层文化阵地服务效能；建设宝山区义务教育学校无线网络覆盖

项目。

【完成情况】 实施“众文空间”工程，完成“一村一居一舞台”项目验收，提升基层文化阵地服务效能；完

成全区义务教育学校无线网络覆盖项目建设。



2018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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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项目五：为10万名职工送专享基本保障计划；为4万名退休和生活困难妇女免费安排妇科病、乳腺病筛

查；完成全区户籍75岁（含）以上人口肺癌免费筛查7万人。

【完成情况】为140895名职工送专享基本保障；为41349名退休和生活困难妇女免费安排妇科病、乳腺病筛查；

完成全区户籍75岁（含）以上人口肺癌免费筛查71938人。



2018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7

实事项目六：新（改）建5家标准化菜市场；新建60个社区微菜场。

【完成情况】 完成新（改）建5家标准化菜市场，完成新建60个社区微菜场。



2018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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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项目七：新增3家长者照护之家；新建7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新增养老床位160张；新增社区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3家；为符合条件的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老年人提供20万人次的居家照护服务。

【完成情况】完成新增3家长者照护之家；完成新建7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完成新增养老床位306张；完

成新增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3家；为符合条件的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老年人提供28万余人次的居家照护服务。



2018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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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项目八：为5000名有体检需求的持证残疾人提供健康体检。

【完成情况】为5028名有体检需求的持证残疾人提供健康体检。



2018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30

实事项目九：对24片社区公共运动场进行更新维修。

【完成情况】完成24片社区公共运动场的更新维修。



2018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31

实事项目十：推进宝山区智能交通建设，在部分路段实施客货分道、可变车道等智能化措施，有效缓解区域交

通拥堵；在月罗公路沿线6个路口实施道路渠化等措施，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完成情况】推进宝山区智能交通建设，完成上大路和铁力路潮汐可变车道工程，延伸建设蕰川路和沪太

路客货分道项目，在长江路、江杨南路等9条道路实施高峰禁货措施，在大华虎城周边的大华一路和大华二路

采取单向交通组织，有效缓解区域交通拥堵。完成月罗公路沿线6个路口道路渠化工程，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区政府办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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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宝 山

总面积：                         293.71平方公里

镇：                                                   9个

街道：                                               3个

居民委员会：                                 382个

村民委员会：                                 104个

常住人口：                          204.23万人

外来常住人口：                       83.71万人

户籍人口：                              99.33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              1392.06亿元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0.45亿元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1.61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96.08亿元

利用合同外资：                           15.81亿美元

耕地面积：                                        4016公顷

农业总产值：                                   3.35亿元

工业总产值：                             2252.58亿元

银行年末存款余额：                   3469.77亿元

银行年末贷款余额：                   1947.70亿元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1829.66亿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3491元

年末内资企业户数：                           3882户

年末私营企业户数：                       148915户

年末外资企业户数：                     1883户

内资企业工商注册资本：        2407.59亿元

私营企业工商注册资本：        8890.92亿元

外资企业工商注册资本：        92.94亿美元

外贸出口总额：                      323.26亿美元

外贸进口总额：                     543.72亿美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83.30亿元

邮轮靠泊次数：                             375艘次

邮轮旅客吞吐量：                 271.56万人次

医疗机构数：                                      41个

卫生技术人员：                               9191人

医院核定床位数：                           6417张

各类学校数：                                    327所

在校学生数：                             17.26万人

专利申请量：                            8506件

专利授权量：                            5013件

公共文化设施：                          549个

文化活动广场：                            58个

居（村）委文化活动室 ：           419个

公共图书馆：                               22个

道路长度：                              1081千米

公共绿地面积：                     2447公顷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1.9平方米

绿化覆盖率：                              43.0%

  

 

户籍人口期望寿命：               83.78岁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AQI）：    84.1

（区统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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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区纪委四次全会召开　（５５）
推进纪检、监察、巡察三项体制改革

　（５５）

组织开展巡察工作　（５５）
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三项清单”

　（５５）

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　
（５５）

加强纪律审查　（５６）

强化党性党风党纪教育　（５６）
推进作风建设　（５６）
加强纪检队伍自身建设　（５６）

组织　（５６）
概况　（５６）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５６）
开展干部教育培训　（５７）

加强干部监督管理　（５７）
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　（５７）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５７）

深化行政审批改革　（５７）
加强机构编制规范管理　（５８）
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　（５８）
完成居（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换届　（５８）
打造宝山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红色线路

　（５８）
抓好年轻干部培养　（５８）
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５８）

完成年度基层党建重点任务　（５９）
加强党建服务中心建设　（５９）
推进“党建社建群建”融合发展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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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基层党建责任　（５９）

宣传　（５９）
概况　（５９）

开展“２０１８感动宝山人物”评选活动
　（６０）

举办“奋进新时代·红色滨江情”微电

影大赛　（６１）
召开区精神文明建设暨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动员大会　（６１）
承办市“市民修身行动”现场推进会　
（６１）

举办首届百姓宣讲员“微宣讲”展演活

动　（６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名录　（６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名录　（６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名录　（６１）

统战　（６２）
概况　（６２）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建设

　（６３）

“海上新力量·宝山宝”品牌建设　
（６３）

举办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
周年系列活动　（６３）

举办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舟颂”合

唱比赛　（６３）
举办“宝山缘·笔墨情”———传奇画家

富华先生花鸟作品展　（６３）

举办“我与宝山共成长”主题征文活动

　（６３）
举办“镜头中的变迁”———宝山区统一

战线摄影作品展　（６４）

举办“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第三届

全国新钢笔画学术展　（６４）
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６４）

中华职业教育社　（６４）

区委党校　（６４）
概况　（６４）

提升干部教育培训成效　（６５）

打造宝山党性教育共同体　（６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委党校办班情况　（６６）
举办党校“撤二建一”３０周年座谈会
　（６６）

区社会主义学院　（６６）
概况　（６６）

强化意识形态教育　（６６）
参与统战系统文化活动　（６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办班情况
　（６７）

老干部工作　（６７）
概况　（６７）

加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６８）
落实政治待遇　（６８）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支持改革、

助力发展”主题活动　（６８）
落实生活待遇　（６９）

区级机关党工委　（６９）
概况　（６９）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　（６９）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

排头兵、先行者”大调研活动　（６９）
开展“双在双争”活动　（６９）

加强机关党组织建设　（７０）
开展党员教育培训　（７０）
加强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７０）
开展机关“凝聚力工程”建设　（７０）
发挥机关群团优势　（７０）

区社会工作党委　（７０）
概况　（７０）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７０）

提升“两个覆盖”工作成效　（７１）
探索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模式　
（７１）

推动党建、社建、群建融合发展　（７１）
打造“两新”组织党群阵地　（７１）
做实“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队伍建设

　（７２）

举办各类专题培训　（７２）
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保障　（７２）

保密　（７２）
概况　（７２）

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落实　（７３）
开展保密自查自评工作　（７３）
规范定密管理　（７３）
推进网络保密管理　（７３）
加强涉密人员管理　（７３）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综述　（７５）
概况　（７５）

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７５）
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７５）

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　（７５）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７５）

区八届人大及常委会会议　（７５）
区八届人大三次会议　（７５）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７５）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７５）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７５）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７６）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７６）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

议　（７６）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７６）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７６）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７６）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７６）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７６）

重要会议　（７６）
区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联席会议

　（７６）
区人大常委会学习讨论会和专题报告

会　（７６）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７６）

区域总体规划解读会　（７７）

重大决定　（７７）
关于预决算的审议和决定　（７７）

审议《上海市宝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送审稿）》

　（７７）

依法监督　（７７）
年中集中视察　（７７）

年末集中视察　（７７）

侨法宣传落实情况调研　（７７）
《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执法检

查　（７７）
０２号代表议案办理调研　（７７）
区精神卫生中心迁建工作推进情况专

题调研　（７７）
《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执法检查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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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联合调研　（７８）
“无违居村”创建工作调研　（７８）
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情况调研　（７８）

区“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监

督　（７８）
《监狱法》贯彻执行情况调研　（７８）

城市公共安全及风险防范调研　（７８）
部门决算集中调研　（７８）
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调研　（７８）

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情况调研

　（７８）
创全工作调研　（７８）

《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落实情况调研

　（７８）
防汛防台工作检查　（７９）

公共文化建设工作情况调研　（７９）
人大代表之家专题调研　（７９）

居村换届选举工作调研　（７９）
区镇财政体制调研　（７９）
扬尘治理工作调研　（７９）

《上海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贯彻落实

情况调研　（７９）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工作调研　（７９）

部门预算专题调研　（７９）
综合交通补短板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

况调研　（７９）

政府投资项目系列监督调研　（７９）
０—３岁婴幼儿托育情况调研　（７９）
“四好”农村道路专题调研　（７９）

月浦镇总体规划调研　（８０）
红十字会工作调研　（８０）
民营企业发展情况调研　（８０）

消防工作调研　（８０）

重要活动　（８０）
市十四届人大宝山代表团开展履职总

结活动　（８０）
市人大常委会到宝山调研　（８０）

宝山区委调研人大工作　（８０）
区人大工作研究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召

开　（８０）

北京市怀柔区人大常委会到宝山考察

　（８０）
区人大常委会到浙江学习考察　（８１）

《想说就说———人大直通车》开播　
（８１）

市人大研究会到宝山调研　（８１）

金山区人大常委会到宝山调研交流　
（８１）

代表工作　（８１）
代表补选　（８１）

代表建议办理　（８１）
代表履职学习培训　（８１）

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建设达到全覆盖

　（８１）
开展代表联系社区活动　（８１）
开展代表座谈　（８２）
市十五届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８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情
况　（８２）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综述　（８３）
概况　（８３）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８３）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８３）
加速城乡融合发展　（８４）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８４）
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　（８４）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８５）
提高政府治理效能　（８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参加首届进博会工作成

果　（８５）

重要政事和决策　（８６）
加快建设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　（８６）

提升开放型经济能级　（８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邮轮经济发展情况　
（８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
进展　（８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乡村振兴工作进展　
（８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点地区工作进展　
（８６）

打响世界级邮轮品牌　（８７）
优化营商环境　（８７）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８７）

推动重点地区调整转型　（８７）
完成２０１８年区政府实事项目　（８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８８）

新农村建设　（９１）
概况　（９１）

构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支撑体系

　（９１）
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成

立　（９１）

启动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　（９１）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全覆盖　（９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农业龙头企业名单　
（９２）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９２）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确权　（９２）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９２）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９２）
宝山区质量兴农主题日活动　（９２）

宝山区植物检疫宣传月活动　（９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单位名单
　（９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水产养殖厂名单　（９４）

滨江带建设与邮轮产业发展　（９４）
概况　（９４）

长江口深水航道“超宽交会”常态化运

行　（９４）
全国首家全面试点邮轮船票制度　（９４）
不断优化邮轮经济营商环境　（９４）

领导调研邮轮港　（９５）
提升邮轮港服务能级　（９５）
邮轮港后续工程试运营　（９５）

邮轮港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终期验收

　（９５）
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举行　（９５）

亚太邮轮经济 ５０人高峰论坛举行　
（９５）

国际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举行　

（９５）
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建造启动　
（９５）

邮轮船供总量超过４亿元　（９５）
推进邮轮滨江港城融合发展　（９５）

政府法制　（９５）
概况　（９５）

总结宝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

　（９６）
印发《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要点与责任分工》　（９６）
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实体运转　
（９６）

专项清理规范性文件　（９６）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９６）
组织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９６）

行政复议案件办理　（９６）
行政诉讼案件应诉　（９６）
加强法制队伍建设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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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执法人员培训考核　（９６）
信访　（９７）
概况　（９７）
纳入“三个机制”平台调处矛盾　（９７）
加强初次信访和网信办理　（９７）
紧扣重点工作调处矛盾　（９７）
办理信访事项复查复核　（９７）
规范信访基础业务工作　（９７）
开展“人民满意窗口”标准化创建活动

　（９７）
开展人民建议征集工作　（９７）
加强信访宣传和理论研究　（９７）
人事人才　（９７）
概况　（９７）
公务员招录　（９８）
公务员培训　（９８）
公务员管理　（９８）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考核　（９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单
　（９８）
事业单位招聘与管理　（９９）
军转干部安置与管理　（９９）
推进薪酬制度改革　（９９）
疗休养及健康体检与退休人员管理　
（９９）

优化人才服务政策环境　（１００）
推进人才发展平台建设　（１００）
开展人才服务活动　（１００）
人事人才公共服务　（１００）
推进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　（１００）
开展“三支一扶”工作　（１００）
宝山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情况　（１０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情
况　（１０１）

社区建设和管理　（１０２）
概况　（１０２）
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大

会召开　（１０２）
做实基本管理单元　（１０２）
深化“社区通”系统　（１０２）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１０２）
培育“活力楼组”　（１０２）
提升基层队伍综合能力　（１０２）
“２０１７社区通创新实践案例评选大会”
召开　（１０２）

“城市精细化管理与治理技术创新”前

沿理论高端研讨会召开　（１０２）
外事　（１０２）
概况　（１０２）

加强出国（境）管理　（１０３）
主要出访团组　（１０３）
接待邮轮经济发展来访团组　（１０３）
接待产业项目合作来访团组　（１０３）

接待文化教育来访团组　（１０３）
组织保障首届中国进博会重大涉外活

动　（１０４）

其他重大涉外活动　（１０４）

侨务　（１０４）
概况　（１０４）

走访慰问侨领眷属　（１０４）
开展“侨法宣传月”活动　（１０４）
区侨务工作会议召开　（１０４）
市侨办主任徐力到宝山调研　（１０４）

太仓市侨办一行到宝山学习交流

　（１０４）
调研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情况　

（１０４）
钢琴演奏家王逑教授应邀到宝山讲学

　（１０４）

区人大调研侨务工作　（１０５）
举办区侨界人士中秋祈福活动　（１０５）
举办欧美同学会新会员见面会暨留学

生林十周年纪念活动　（１０５）

台湾事务　（１０５）
概况　（１０５）

三地台联会友好共建签约结对　（１０５）

区台资企业代表座谈会召开　（１０５）
台北市大同小学交流学习团到访宝山

　（１０５）

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到崇明区学习考

察　（１０５）
市台协第十六届“元祖杯”高尔夫球联

谊赛在宝山举行　（１０５）
举办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沪台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的实施办法》工作座谈会　
（１０５）

举办 ２０１８“海峡杯”篮球邀请赛　
（１０５）

落实台湾居民居住证申领工作　（１０５）

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走访慰问大场长

乐养老院　（１０５）
宝山区台联会与太仓市台联会工作交

流会举行　（１０５）
区台联会与金山区台联会工作交流会

举行　（１０６）

机关事务管理　（１０６）
概况　（１０６）

深化公务用车改革　（１０６）
规范机关办公用房管理　（１０６）
深化公共机构节能管理　（１０６）
优化后勤服务保障　（１０６）

举办第六届节能公益论坛　（１０７）
举办机关美食节活动　（１０７）

对口支援　（１０７）
概况　（１０７）

区主要领导率队到云南开展扶贫协作

　（１０７）

区主要领导率队到新疆叶城县开展对

口支援　（１０７）
开展人力资源培训　（１０７）

推进招商引资　（１０７）
举办对口帮扶地区商品展销会　（１０８）
开展消费扶贫　（１０８）
开展就业援滇　（１０８）

推进交流交往　（１０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援滇社会帮扶捐赠情况
　（１０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对口支援新疆叶城县社
会帮扶情况　（１０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属企业、镇与云南迪庆

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贫困乡镇、村结

对帮扶情况　（１０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属企业、街镇、园区与

云南曲靖市四县贫困乡镇结对帮扶

情况　（１１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企业与新疆叶城县深度

贫困村结对帮扶情况　（１１５）

合作交流　（１１７）
概况　（１１７）

秦皇岛市考察团到访宝山　（１１７）

常德市武陵区考察团到访宝山　（１１７）
青岛市政府考察团到访宝山　（１１７）
大连市普兰店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１７）

云南省迪庆州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１７）

参加延安市友好城市产业发展座谈会

　（１１７）
召开对口曲靖产业协作帮扶座谈会　
（１１７）

江苏省滨海县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１７）

云南省宣威市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１７）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１７）
云南省曲靖市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６

目　录



（１１７）
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代表团到访宝

山　（１１７）
宝山区结对友好地区　（１１７）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综述　（１１９）
概况　（１１９）

强化政治理论武装　（１１９）
履行政协职能　（１１９）
践行为民宗旨　（１１９）

主要会议　（１１９）
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　（１１９）

区政协八届常委会会议　（１１９）

重要活动　（１２０）
召开区政府与区政协工作协商会　（１２０）

区委领导调研政协工作　（１２０）
市政协地区政协联络指导组到宝山调

研　（１２０）

召开２０１８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会议　（１２０）

开展“促进宝山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对策研究”重点课题调研　
（１２０）

开展“进一步推动宝山军民融合发展的

对策研究”重点课题调研　（１２０）
召开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　（１２０）
开展界别协商　（１２１）
开展２０１８年度年中视察　（１２１）
举办“加快能级提升，推进高质量发展”

政协论坛　（１２１）
开展２０１８年度年末视察　（１２１）

开展专项民主监督　（１２１）

提案办理　（１２１）
概况　（１２１）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重点地区功能提

升提案　（１２１）
改善和保障民生提案　（１２１）
推动社会治理提案　（１２１）
促进生态发展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提案

　（１２１）

专委会工作　（１２１）
提案委员会　（１２１）

第一经济委员会　（１２２）
第二经济委员会　（１２２）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１２２）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１２２）
法制委员会　（１２２）

社会事务委员会　（１２２）
教育委员会　（１２２）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１２２）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１２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　（１２３）

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１２３）
宝山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题

目　（１２３）
宝山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题

目（书面）　（１２４）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１２５）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　（１２５）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２６）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２７）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２８）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２９）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１３０）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

会　（１３２）
宝山区工商联　（１３３）

工会　（１３４）
概况　（１３４）

开展评先创优和文体活动　（１３４）
推进非公企业工会改革　（１３４）
举办“永远跟党走”系列宣讲活动　

（１３５）
举办“爱心一日捐”募捐暨春节送温暖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１３５）
举行带副春联回家乡文化惠民活动　
（１３５）

召开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　（１３５）
开展女工专项检查　（１３５）
举办２０１８年春季大型招聘会　（１３５）
举办宝山职工健身十大赛事开赛仪式

暨职工乒乓球比赛　（１３５）
开展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大型社区为老服务
活动　（１３５）

宝山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

会举行　（１３５）
举办罗泾镇、宝山工业园片区专场招聘

会　（１３５）

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到宝山调研劳

动法律监督工作　（１３６）
区四套班子领导高温慰问一线职工　
（１３６）

开展“宝护你”宝山工会关爱医务职工

系列活动　（１３６）
“传统文化直通车”第１０站在吴淞国际

邮轮港起航　（１３６）
“尊师重教，工会在行动”关爱教职工系

列专场活动举行　（１３６）

举办２０１８年顾村镇片区专场招聘会　
（１３６）

“幸福宝山路”第四季完美收官　（１３６）

举办关爱环卫职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１３６）
宝山区职工篮球比赛举行　（１３６）

市总工会领导到宝山顾村调研民营企

业　（１３６）
举办２０１８年宝山工会干部培训班　（１３６）
关爱民警辅警系列活动启动　（１３６）

共青团　（１３７）
概况　（１３７）

开展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

对面”活动　（１３７）
市医苑新星大型义诊志愿服务活动举

行　（１３７）

纪念“五四”运动９９周年、建团９６周年
表彰大会暨主题团课举行　（１３７）

区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

集会举行　（１３７）
“青年人才成长计划”系列活动举行　
（１３８）

区第十四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读书班举行　（１３８）
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举行

　（１３８）

区“两新”团建联盟成立　（１３８）
小学生爱心暑托班总结会召开　（１３９）
共青团干部和青年干部（青联委员）党

性教育专题培训班举行　（１３９）
少先队上海市宝山区第十次代表大会

召开　（１３９）

妇联　（１３９）
概况　（１３９）

区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　（１３９）

参加全国妇女十二大和市第十五次妇

代会　（１４０）
宝山妇女儿童发展中心试运行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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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１４０）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１４０）
开展帮困和助学　（１４０）
推进“公益荟，惠巾帼”项目化服务

　（１４０）

加强妇联组织建设　（１４１）
开展家庭文明建设　（１４１）
实施妇女儿童“十三五”规划　（１４１）

其他团体　（１４１）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

员会　（１４１）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１４１）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１４３）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１４３）

钢铁业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５）
概况　（１４５）

规划编制　（１４５）
深化企业改革　（１４５）
加强宝武整合　（１４６）

开展成本削减　（１４６）
探索多基地管理运行模式　（１４６）
提升企业制造能力　（１４６）
推进科技创新　（１４６）
加强市场营销　（１４６）

推进智慧制造　（１４７）
推进城市钢厂建设　（１４７）
开展人才培养　（１４７）
推进提质增效　（１４７）
安全管理　（１４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
构图　（１４８）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宝武

设计院）　（１４８）
概况　（１４８）

形成设计院工作新格局　（１４８）
服务重点项目　（１４９）

推进智慧制造工作　（１４９）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１４９）
２０１８年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含托管单
位）　（１４９）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０）
概况　（１５０）

调整优化组织机构　（１５０）
完成商业计划书各项任务　（１５０）
改善经营管理　（１５１）
明确产业园区开发运营定位　（１５１）

初步形成业务架构　（１５１）
落实重大项目建设　（１５１）
推进存量资产盘活　（１５１）
探索老龄事业发展　（１５１）
完成企业办社区职能剥离　（１５１）
推进法人压减工作　（１５１）
调整业务结构　（１５２）

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１５２）
优化运营管控方式　（１５２）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　（１５２）

港口与口岸管理

港务　（１５３）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１５３）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１５４）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５５）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５）
２０１８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

位情况　（１５５）
２０１８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
备装卸情况　（１５５）

口岸管理　（１５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关

　（１５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　（１５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　（１５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１５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１５９）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所

　（１６０）

新兴产业·园区

工业　（１６３）
概况　（１６３）

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体系　（１６３）
推动制造业实体经济发展　（１６３）
推动主导产业领域招商引资　（１６４）
推进工业园区转型发展　（１６４）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１６４）
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水平　（１６４）
举办“上海智慧城市进万家”系列宣传

活动启动仪式暨宝山区机器人主题

活动　（１６５）

举办上海市两化融合深度行系列宝山

站活动　（１６５）
生产性服务业　（１６５）
概况　（１６５）
推进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

　（１６５）
参展２０１８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　（１６５）

举办“２０１８（第五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
峰论坛”　（１６５）

举办２０１８年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
专题讲座　（１６５）

电子商务　（１６６）
概况　（１６６）
Ｂ２Ｂ电子商务交易额占主导　（１６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点Ｂ２Ｂ企业 　（１６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点Ｂ２Ｃ企业 　（１６６）
发挥电子商务平台示范作用　（１６６）
培育区电子商务产业类别　（１６６）
培育网络购物消费平台　（１６６）
聚焦企业创新发展　（１６６）
扶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１６６）
招商服务　（１６６）
概况　（１６６）
提升服务效能　（１６６）
“两集中两到位”实现机构“全覆盖”　
（１６７）

推进“单一窗口”建设　（１６７）
推进“一网通办”改革　（１６７）
开展“三亮、三比、三评”活动　（１６７）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６８）
概况　（１６８）
打造上海北郊品牌　（１６８）
加快建设“三大园区”　（１６８）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１６８）
加强产业结构调整　（１６８）
优化营商环境　（１６８）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６８）
概况　（１６８）
展示企业新效益　（１６８）
园区增添新动力　（１６９）
加大企业环保监管力度　（１６９）
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　（１６９）
开展“无违”创建工作　（１６９）
开展各类联合整治任务　（１６９）
加快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　（１６９）
推进排水改造等重点项目建设　（１６９）
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１６９）
概况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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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整合街道招商职能改革　（１６９）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１７０）
打造“３６５诚信服务品牌”　（１７０）
推动干部人才培养工作　（１７０）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１７０）
概况　（１７０）

强化安全管理机制　（１７０）
开展“环保督查”整治和“无违”创建工

作　（１７０）

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１７０）

商贸·旅游

商业　（１７１）
概况　（１７１）

聚焦打响“上海购物”品牌　（１７１）
节庆营销促进消费增长　（１７１）
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　（１７１）

加强酒类行业监管　（１７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点商业项目　（１７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改（扩）建标准化菜市场
名单　（１７１）

提升平台经济能级　（１７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点互联网平台　（１７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亿元载体　（１７２）

服务业　（１７２）
概况　（１７２）

商务载体产出效益提升　（１７２）
发挥政策引导效应　（１７３）
举办 ２０１８上海国际婚礼时尚周　
（１７３）

吸收外资　（１７３）
概况　（１７３）

外资项目数明显增长　（１７３）
外资二、三产业发展较快　（１７３）

港澳地区为最大投资来源地　（１７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吸收外资情况　（１７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外资项目数和合同外资
情况　（１７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外资项目主要投资来源
地情况　（１７４）

新增三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研发中

心　（１７４）
外资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引擎　
（１７４）

对外贸易　（１７４）
概况　（１７４）

一般贸易为主要出口方式　（１７４）
贸易型企业出口增长　（１７４）

民营企业成为出口主力军　（１７４）
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１７４）
主要进出口商品实现增长　（１７４）
东盟成出口第一大市场　（１７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进出口综合情况　（１７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各镇、街道、园区企业出
口情况　（１７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　（１７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　（１７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国家（地区）　
（１７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国家（地区）　
（１７５）

对外投资　（１７５）
概况　（１７５）

对外投资主体及国别　（１７５）

对外经贸　（１７６）
完成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交易组织任

务　（１７６）
组织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系列活动　
（１７６）

举办进口博览会国际邮轮服务贸易高

峰论坛　（１７６）

推进外贸转型　（１７６）

粮食管理　（１７６）
粮油收购　（１７６）

粮食流通市场管理　（１７６）

粮食应急网络保障　（１７６）
加强地方粮食储备　（１７６）
保障粮食市场稳定　（１７６）
创新督查方法　（１７６）

加强粮情监测　（１７６）
国有粮仓保护　（１７７）
推进束里桥粮食中心库建设　（１７７）
加强仓储设施维修　（１７７）
加强粮食产后服务　（１７７）

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　（１７７）
帮困粮油供应　（１７７）
加强长三角区域合作　（１７７）
开展爱粮节粮系列活动　（１７７）

烟草专卖　（１７７）
概况　（１７７）

开展员工培训　（１７７）
提升卷烟经营质量　（１７７）
开展品牌营销活动　（１７７）

聚焦零售终端经营质量　（１７８）
打击假、非、私烟　（１７８）
加强日常监管　（１７８）

治理违规大户　（１７８）
创新“五步工作法”　（１７８）
“宝烟文化在线”微信公众号上线　
（１７８）

市场　（１７８）
概况　（１７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商品交易市场　（１７８）

供销社　（１８３）
概况　（１８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全资、控参

股公司　（１８３）
推进供销综合改革　（１８４）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１８４）
提高管理品质　（１８４）

全季酒店开业　（１８４）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到宝山调

研　（１８４）
罗店“翼生活·轧花记忆园”开业　（１８４）

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　（１８４）
概况　（１８４）

推进改革整合　（１８４）
提高资产运营效率　（１８４）
稳定传统商业　（１８４）

夯实管理基础　（１８４）

旅游　（１８４）
概况　（１８４）

旅游安全管理　（１８４）
旅游住宿企业等级评定与复核　（１８４）

旅行社行业发展　（１８５）
旅游景区等级评定与复核　（１８５）
旅游标准化建设　（１８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旅游企业经营情况

　（１８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新增旅行社　（１８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旅行社经营指标排名
　（１８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饭店经营指标排名
　（１８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星级旅游饭店　（１８５）
开展旅游教育培训　（１８６）

旅游厕所标准化建设　（１８６）
参加旅游专业展会　（１８６）
开展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１８６）
举办“春之樱”主题系列活动　（１８６）
乐游宝山—午间一小时运动巡回赛　

（１８６）
推进“建筑可阅读”活动　（１８６）
举办上海飞镖音乐节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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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第五届上海木文化节　（１８７）
举办２０１８上海邮轮旅游节　（１８７）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旅游综合型服务中

心揭牌试运营　（１８７）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社会旅馆优质服务达标
单位　（１８７）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服务达标
单位　（１８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旅行社　（１８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国家 Ａ级旅游景区　
（１８９）

农　业

综合管理　（１９１）
概况　（１９１）
贯彻落实《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

理条例》　（１９１）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１９１）
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　
（１９１）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管理　
（１９１）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　（１９１）
开展涉农人员业务培训　（１９１）
种植业执法管理　（１９１）
开展植物疫情监测防控　（１９２）
林业执法管理　（１９２）
畜牧执法管理　（１９２）
渔业执法管理　（１９２）
农产品绿色认证　（１９３）
新型农民培训　（１９３）
农业信息化建设　（１９３）
种植业　（１９３）
概况　（１９３）
农业科技示范与推广　（１９３）
病虫预测预报和植物检疫　（１９３）
养殖业　（１９３）
概况　（１９３）
动物免疫　（１９３）
动物疫病监测　（１９４）
开展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１９４）
违禁药物检测　（１９４）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１９４）
地理产品标志申报准备　（１９４）

建筑业·房地产业

建筑业　（１９５）
概况　（１９５）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５）
２０１８年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获省部
级以上荣誉工程　（１９６）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１９７）
２０１８年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获全国
及省市级奖项　（１９８）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２０１８年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获奖
工程及科技成果　（２００）

土地储备与供应　（２０１）
概况　（２０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出让（含已公告）地块情
况　（２０１）

住宅建设管理　（２０２）
概况　（２０２）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２０２）
住宅全装修管理　（２０２）
推进装配式住宅建设　（２０２）
房产管理　（２０２）
概况　（２０２）
加强动拆迁管理　（２０２）
开展房产测绘　（２０２）
加强房地产档案管理　（２０３）
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

售）　（２０３）
加强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２０３）
私房落实政策　（２０３）
房地产企业备案、年检情况　（２０３）
住房保障　（２０３）
概况　（２０３）
加强廉租房管理　（２０３）
推进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　（２０３）
加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２０３）
推进保障性住房配套建设　（２０３）
加快区属征收安置房供应　（２０３）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２０３）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２０４）
市属保障房基地建设　（２０４）
旧区改造　（２０４）
概况　（２０４）
住宅修缮　（２０４）
居民住房成套改造　（２０４）
推进吴淞旧里改造　（２０４）
加快城中村改造　（２０４）
房产交易　（２０４）
概况　（２０４）
房地产交易登记　（２０４）
物业管理　（２０４）
概况　（２０４）

房屋应急维修　（２０４）
开展违法建筑拆除整治　（２０５）
开展“群租”集中整治　（２０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情况　（２０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开发企业名单（一、二、三
级）　（２０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预售许可证发放情况　
（２０６）

财税·审计

财政　（２０７）
概况　（２０７）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２０７）

区本级对镇转移支付执行　（２０７）
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２０７）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２０７）
国有土地出让金收支执行　（２０７）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支执行　（２０７）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支执行　
（２０７）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２０７）
教育支出近３７亿元　（２０８）
科学技术支出近６亿元　（２０８）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３３亿余元　

（２０８）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近 ２６亿元　
（２０８）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近１３亿元　
（２０８）

节能环保支出４７亿余元　（２０８）
城乡社区建设管理支出 １９亿余元　

（２０８）
农、林、水支出１６３亿余元　（２０８）
住房保障支出１０亿余元　（２０８）

交通运输支出２２３亿余元　（２０８）
启动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试点改革　
（２０８）

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执行率为９９６７％

　（２０８）
支持全面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２０８）

扶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　（２０８）

支持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２０８）
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建设　（２０９）
推进财政绩效评价　（２０９）

推进财政预算信息公开　（２０９）
加强财政监督管理　（２０９）
落实兑现各项财政扶持政策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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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重点地区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９）
制定区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办法

　（２０９）
初步实现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出租出借

动态管理　（２０９）

税务　（２０９）
概况　（２０９）

税收收入有增有减　（２１０）
税收特点　（２１０）
完成税务机构改革　（２１０）
创新做优司法衔接工作　（２１０）
深化法律支撑体系建设　（２１０）
加强税种管理　（２１１）

加强纳税服务　（２１１）
加强税收征管　（２１１）
开展大企业税收管理　（２１２）
开展国际税收管理　（２１２）
加强税务风险管理　（２１２）
开展教育培训　（２１２）

审计　（２１２）
概况　（２１２）

政策跟踪审计　（２１２）
财政审计　（２１２）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１２）
政府资产投资审计　（２１２）

深化审计结果运用　（２１２）

金　融

综述　（２１３）
概况　（２１３）

发挥中小微融资服务平台成效　（２１３）

营造银企对接投融资环境　（２１３）
完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２１３）
加大政银合作力度　（２１３）
举办各类金融服务活动　（２１３）
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金融宣传活动

　（２１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银行名单　（２１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小额贷款公司名单　（２１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担保公司名单　（２１４）

企业上市　（２１４）
概况　（２１４）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企业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上市情况　（２１４）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中小企业在新
三板和科创板挂牌情况　（２１４）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中小企业在上
股交Ｅ板挂牌情况　（２１５）

银行　（２１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

行　（２１６）
２０１８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２１６）
２０１８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２１７）

２０１８年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市
宝山支行营业网点　（２１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

宝山支行　（２１７）
２０１８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宝钢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７）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２１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

支行　（２１８）
２０１８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支行网点　（２１８）

２０１８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
点　（２１８）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２１９）
２０１８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

区支行网点　（２１９）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

支行　（２１９）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２１９）
２０１８年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９）

２０１８年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网
点　（２１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宝山区支行　（２２０）
２０１８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
支行营业网点　（２２０）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２２０）
２０１８年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
行网点　（２２１）

小额贷款　（２２１）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２１）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２１）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１）

保险　（２２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公司　（２２１）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宝山支公司　（２２１）

证券　（２２２）
概况　（２２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域内证券经营机构及营
业网点　（２２２）

行政管理

统计　（２２３）
概况　（２２３）

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２２３）
统计预警监测　（２２３）

服务产业发展　（２２３）
开展经济形势研究　（２２３）
统计信息服务　（２２３）
统计年定报工作　（２２３）
加强统计法治建设　（２２３）
开展统计专项调查　（２２３）
统计学会工作　（２２３）

综合经济管理　（２２３）
概况　（２２３）

完成“十三五”中期评估工作　（２２４）
优化营商环境　（２２４）
实施长三角一体化行动计划　（２２４）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２２４）
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２２４）
推进邮轮经济建设　（２２４）
聚焦产业投资建设　（２２５）

推进节能降耗工作　（２２５）
加强市场价格管理　（２２５）
开展涉案财物价格认定　（２２５）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２２５）
概况　（２２５）

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２２５）
推进国资监管体系建设　（２２５）
推进区域重点项目建设　（２２６）
开展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２２６）

组建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６）
组建上海临港南大智慧城市发展有限

公司　（２２６）
完成国资系统车改　（２２６）

市场监督管理　（２２６）
概况　（２２６）

深化市场准入改革　（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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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质量强区建设　（２２７）
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　（２２７）
推进标准化建设　（２２７）
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２２７）
严格食品安全监管　（２２７）

服务保障重大活动　（２２７）
开展无证无照经营整治　（２２７）
加强市场监管执法　（２２７）
全市首创“六统一”计量监管模式　（２２７）

强化消费维权　（２２７）
开展科普宣传　（２２８）
全市率先实现废弃食品“互联网 ＋退
市”全过程闭环式监管　（２２８）

查处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案

　（２２８）

安全生产　（２２８）
概况　（２２８）

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　（２２８）
落实安全生产监管措施　（２２８）
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效率　（２２８）
强化安全生产基层基础　（２２８）

开展职业健康执法年活动　（２２８）
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２２８）

城乡建设与管理

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　（２２９）
概况　（２２９）

区域总体规划编制　（２３０）

重点地区规划编制　（２３０）
镇村规划编制管理　（２３０）
重要专项规划　（２３０）
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执行　（２３０）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２３０）
城中村综合改造土地供应　（２３０）
开展农村地籍更新调查　（２３０）
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２３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任务立项工

作情况　（２３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任务验收工
作情况　（２３１）

土地减量化验收１３４０７公顷　（２３１）

集体土地征地补偿　（２３１）
征地房屋补偿　（２３１）
宝山城市规划展馆对外开放　（２３１）
行政审批许可　（２３１）

开展“非改居”项目专项整治　（２３２）
开展土地例行督察问题整改　（２３２）
开展违法用地综合整治行动　（２３２）

土地执法监察　（２３２）
开展土地测绘调查服务　（２３２）
城建档案管理　（２３２）
开展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２３２）

开展地名普查　（２３３）
地名管理　（２３３）
区不动产登记　（２３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批复规划情况　（２３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地名命名登记情况
　（２３４）

城乡建设与管理　（２３４）
概况　（２３４）

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２３５）

道路规划储备　（２３５）
道路管理与养护　（２３５）
推进微循环道路建设　（２３５）
优化公共交通　（２３５）

加强交通行业管理　（２３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驾校业户名单　（２３５）
加强公共停车交通管理　（２３６）

开展内河港航专项整治　（２３６）
开展非法客运整治　（２３６）
加强建筑工地管理　（２３６）

加强工程招投标管理　（２３６）
开展交通执法安全检查　（２３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内河航道分布情况　（２３７）

开展扬尘污染防治　（２３７）
推进装配式建筑和ＢＩＭ技术发展
　（２３７）

推进“放管服”改革　（２３７）
加强燃气管理　（２３７）
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　（２３７）

市民热线信访　（２３７）
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市级重大工程项目建
设计划　（２３８）

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区级重大工程项目建

设计划　（２４０）

水务（海洋）建设与管理　（２４２）
概况　（２４２）

强化防汛防台　（２４２）
加强中小河道整治　（２４２）
实现河长制全覆盖　（２４２）

开展水环境综合治理　（２４２）
推进排水系统重大工程建设　（２４３）
加强海洋管理　（２４３）

开展海洋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２４３）
开展水务行政审批　（２４３）
提升水务综合保障能力　（２４３）

开展水务执法　（２４３）
开展水文测报　（２４３）
创建节水型社会　（２４３）

市政工程管理　（２４３）
概况　（２４３）

市政道路技术状况　（２４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量　（２４４）
开展桥梁检测普查　（２４４）
道路养护维修资金投入　（２４４）
市政工程重点项目建设　（２４４）
微循环道路建设　（２４４）

市政大中修及整治工程建设　（２４４）
市政道路日常养护管理　（２４４）
加强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　（２４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２４５）
加强行政审批管理　（２４５）

完善应急保障措施　（２４５）
市政道路“四类设施”管理养护　（２４５）
市政道路交通信息化管理　（２４５）
完成江杨北路桥大修工程　（２４５）

公路管理　（２４５）
概况　（２４５）

打好“蓝天保卫战”　（２４５）
道路设施管理养护　（２４５）
完成大中修工程建设　（２４６）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２４６）

深化农村公路管养机制改革　（２４６）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２４６）
加强桥梁管理　（２４６）
开展超限运输查处　（２４６）
开展路政巡查　（２４６）

严格审批路政许可　（２４６）
开展桥梁桥孔整治　（２４６）
完成市政府实事工程月罗公路交通安

全改善工程　（２４６）

环　境

环境保护　（２４７）
概况　（２４７）

环境空气质量　（２４７）
水环境质量　（２４７）
区域环境噪声　（２４８）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域环境噪声
监测结果　（２４８）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道路交通噪声
监测结果　（２４８）

实施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４８）
水环境保护　（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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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保护　（２４８）
实施ＶＯＣ治理工程　（２４８）
推进交通和建设领域大气污染防治　
（２４８）

推进固体有害垃圾污染防治　（２４９）
推进工业园区危险废物收集中转平台

建设　（２４９）

工业污染防治和绿色转型　（２４９）
农业与农村环境保护　（２４９）
生态环境保护　（２４９）

循环经济与绿色生活　（２４９）
实施扬尘污染防控“片长制”　（２４９）
开展水污染源专项执法行动　（２４９）

开展企业危废规范化管理检查考核专

项行动　（２４９）
开展空气质量改善专项行动　（２４９）

市环保督察组督察宝山区环境保护工

作　（２４９）
开展环保宣传系列活动　（２５０）

绿化市容　（２５０）
概况　（２５０）

加强环卫设施设备建设　（２５０）
推进“五个一百”绿色生态建设　（２５０）

开展景观灯光建设　（２５０）
推进垃圾分类减量　（２５０）
建筑垃圾处置管理　（２５１）

加强道路保洁　（２５１）
公厕文明创建　（２５１）
强化绿化管理　（２５１）

加强户外广告和招牌管理　（２５１）
完成市容应急保障任务　（２５１）
宝山影剧院公厕被评为上海市最美公

厕　（２５１）
江杨北路装修垃圾永久性分拣中心竣

工　（２５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古树情况　（２５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园情况　（２５４）

城管行政执法　（２５４）
概况　（２５４）

推进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　（２５４）
开展吴淞工业区生态环境治理　（２５５）
治理违法户外广告　（２５５）

集中整治建筑垃圾　（２５５）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执法检查　（２５５）
开展街面环境治理　（２５５）

开展住宅小区环境整治　（２５５）
维护食品安全　（２５５）
规范区城管执法系统法制审核流程　

（２５５）
加大城管执法监督力度　（２５５）
拓展城管执法宣传渠道　（２５５）
加快智慧城管执法建设　（２５５）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２５５）
概况　（２５５）

提高“１２３４５”热线办理质量　（２５６）
提升网格管理主动发现水平　（２５６）
提升综合管理平台运行实效　（２５６）

交通·邮政

交通运输管理　（２５７）
概况　（２５７）

道路运输管理　（２５７）
汽车维修管理　（２５７）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２５７）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２５７）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　（２５７）

交通行政执法　（２５８）
概况　（２５８）

整治非法客运　（２５８）
加强行业稽查监管　（２５８）
维护节假日和重大活动秩序　（２５８）

水陆客运　（２５８）
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２５８）
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８）
２０１８年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
运行时刻　（２５９）

２０１８年上海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
吴淞站发车时刻　（２５９）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计划
船期　（２５９）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５９）

邮政　（２５９）
概况　（２５９）

制作《戊戌年》和《拜年》主题封　
（２５９）

参加第三十八届全国最佳邮票评选颁

奖活动　（２６０）
杨行邮政支局迁址　（２６０）

２０１８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
区分公司各支局、所情况 　（２６０）

电力·燃气·自来水

电力　（２６１）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２６１）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２６１）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２６１）

燃气　（２６２）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６２）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６２）

自来水　（２６２）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２６２）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吴淞水厂　（２６２）
２０１８年吴淞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６３）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月浦水厂　（２６３）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泰和水厂　（２６３）
２０１８年月浦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６３）

２０１８年泰和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６３）

科技·信息

科技　（２６５）
概况　（２６５）

市首个区知识产权服务联盟成立　
（２６５）

举办２０１８年宝山科技节　（２６５）
国药上海健康产业园开园　（２６５）

２０１８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启动　（２６５）
区青少年科学研究院工作推进大会举

行　（２６６）
“上海智慧城市进万家”系列宣传活动

启动　（２６６）

积成能源大数据产业示范基地落户高

境　（２６６）
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揭牌　
（２６６）

与商汤科技共建“智能城市”示范区　

（２６６）
与华师大签订区校合作办学暨深化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２６６）
第二届中瑞（国际）石墨烯创新高峰论

坛举行　（２６６）
林肯电气中国技术中心落成　（２６６）
２０１８《创业英雄汇》项目选拔上海站启
动　（２６７）

２０１８（第五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

坛开幕　（２６７）
ＣＣＴＶ中国创新创业论坛上海论坛举行
　（２６７）
第十四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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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２６７）
上海科普公园开园　（２６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科普教育基地　（２６７）
气象　（２６８）
概况　（２６８）
提供气象服务保障　（２６８）
落实气象灾害防御机制　（２６８）
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　（２６８）
开展气象科普教育活动　（２６８）
信息化　（２６８）
概况　（２６８）
区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系统优化升级项

目通过验收　（２６９）
区公共数据共享平台———实有人口基

础数据库共享应用改造项目通过验

收　（２６９）
区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二期）项目

通过验收　（２６９）
区公务用车北斗监控管理平台项目通

过验收　（２６９）
开展“２０１８上海智慧城市进万家”系列
宣传活动　（２６９）

区产业发展区域统筹管理平台通过验

收　（２６９）
举办２０１８上海市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培训会议（宝山站）　（２６９）

区行政服务中心信息系统（二期）项目

通过验收　（２６９）
区网上政务大厅智能化硬件系统通过

验收　（２６９）
区政府网站群平台升级项目通过验收

　（２７０）
区网上政务大厅（二期）项目通过验收

　（２７０）
２０１８（第五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
坛开幕　（２７０）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网上办案系统

项目通过验收　（２７０）
区电子政务数据中心项目通过验收　
（２７０）

区就业促进网上业务办理与监管系统

（三期）项目通过验收　（２７０）
与百度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２７０）
区行政服务中心统一受办理系统建设

通过验收　（２７０）
举办 ２０１８年全区无线电管理培训　
（２７１）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２７１）
概况　（２７１）

率先完成“一网通办”宝山频道建设　
（２７１）

开展“一区一网”集约整合　（２７１）
门户网站全新改版上线　（２７１）
推进政务信息发布　（２７１）

广播电视　（２７１）
概况　（２７１）

栏目设置及舆论宣传　（２７１）
推进“小喇叭”户户通民生工程建设　
（２７２）

捐赠电视转播车　（２７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２７２）

宝山东方有线　（２７３）
概况　（２７３）

推进综治网雪亮工程项目建设　（２７３）
开展物联网智慧社区项目建设　（２７３）

宝山报　（２７３）
概况　（２７３）

新闻报道　（２７３）
《宝山报》２０１８年好新闻评选作品　
（２７３）

《宝山报》微信号　（２７４）

中国宝武报　（２７４）
概况　（２７４）

重点报道　（２７４）
新闻获奖作品　（２７４）

《中国宝武报》数字报　（２７４）

宝武视频新闻　（２７５）
概况　（２７５）

中国宝武ＡＰＰ　（２７５）

中国宝武资讯平台　（２７５）
“友爱的宝武”官方微信　（２７５）

电信　（２７５）
概况　（２７５）

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２７５）
实现义务教育学校无线网络覆盖　
（２７５）

推进公共安全信息化建设　（２７５）
开展公共管理信息化建设　（２７５）
实施江杨路农产品批发市场物联网项

目　（２７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电信局营业厅情况　（２７５）

教育·卫生

基础教育　（２７７）
概况　（２７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教育机构　（２７７）

教学与学科建设总结会召开　（２７８）
名家冠名艺术特色学校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　（２７８）

参加世界头脑奥林匹克总决赛　（２７８）
市领导调研３岁以下托育服务工作　
（２７８）

市教委主任陆靖主讲开学第一课　
（２７８）

庆祝第三十四个教师节主题活动举行

　（２７８）
延伸华东师大教育品牌　（２７９）
新教师职业规范化培训班开班　（２７９）

教育学会换届大会召开　（２７９）
开展区政府依法履行教育责任综合督

政　（２７９）

举行教育学院６０周年院庆　（２７９）
接受“全国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

新县（市、区）”实地核查　（２７９）
宝山区中小学美丽宝山系列读本《人文

韵》出版　（２７９）

多名校长教师入选市教委第四期“双名

工程”　（２７９）
宝山区第四期“双名工程”攻关计划后

备人员　（２８０）
宝山区第四期“双名工程”种子计划基

地　（２８１）

宝山区第四期“双名工程”种子计划人

选　（２８１）

上海大学　（２８５）
概况　（２８５）

“上海大学人工智能理论、技术、平台与

应用交流合作论坛”暨《秩序的重

构———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新书发

布仪式举行　（２８７）

延长校区建设改造工程开工仪式举行

　（２８７）
严隽琪到上海大学调研　（２８７）

举办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舞蹈

专场　（２８８）
２０１８年校友值年返校活动启动仪式举

行　（２８８）
市委书记李强到学校调研　（２８８）
市领导、校领导一行访问土耳其海峡大

学　（２８８）
上海大学东京学院成立　（２８８）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揭牌　（２８８）

金东寒院士当选国际内燃机学会主席

　（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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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教育　（２８８）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８８）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８９）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２９０）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９１）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９３）

成人教育　（２９３）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２９３）

上海行知学院　（２９４）

特殊教育　（２９５）
概况　（２９５）

承接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接待

活动　（２９５）
参加上海市课改 ３０年系列活动　
（２９５）

与香港道慈佛社杨日霖纪念学校签订

合作协议　（２９５）
在江浙沪首届特殊教育高端论坛上发

言　（２９５）

参加全国特教国家课程校本化岳麓高

峰论坛并发言　（２９５）

卫生计生　（２９５）
概况　（２９５）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９６）
开展卫生监督　（２９６）
加强卫生应急保障　（２９６）

提升医疗质量　（２９６）
加强社区卫生　（２９６）
开展中医工作　（２９６）
加强计划生育管理　（２９７）

计划生育家庭发展　（２９７）
学科人才建设　（２９７）
民营医疗机构管理　（２９７）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２９７）

通过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

评审　（２９７）
深化医联体建设　（２９７）
卫生信息化工程建设　（２９７）

开展医疗对外援助　（２９８）
完成域外医院移交　（２９８）
开展“蓝盾”打非专项行动　（２９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前十位疾病死亡原因及
构成　（２９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前十位恶性肿瘤死亡原
因及构成　（２９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立医院　（２９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民营医院　（３０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民营门诊部　（３０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其他民营医疗机构　
（３０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北部）　（３０４）
概况　（３０４）

举办“健康皮肤　美丽人生”专题活动
　（３０４）

开展肾脏病日主题活动　（３０４）
救治出生 ４０天舌根部血管瘤患儿　
（３０４）

签订“国际口腔种植学会上海奖学金中

心”合作协议　（３０４）
举行“世界肝炎日”义诊活动　（３０４）

诊断罕见肾脏疾病Ｆａｂｒｙ病　（３０５）
举办“世界镇痛日”“上海镇痛月”义诊

活动　（３０５）

救治血管瘤大出血孕妇　（３０５）
与加拿大专家开展学术交流　（３０５）

直升机航空医疗救援合作签约　（３０５）
红十字医疗队完成进博会志愿服务任

务　（３０５）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３０５）
概况　（３０５）

科研教学工作　（３０５）

加强新一轮重点专科建设　（３０５）
优化医院环境和流程　（３０５）
开展“母婴健康”宝山行科普项目　

（３０６）
放射科介入团队成立　（３０６）
陕西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成立　（３０６）

宝山贫血防治联盟成立　（３０６）
举办庆祝中国首个医师节系列活动　

（３０６）
开展对口医疗支援　（３０６）
开展全国科普日主题活动　（３０６）

开展“文明在身边·岗位立新功”“创

全”系列主题活动　（３０６）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３０６）
概况　（３０６）

完成首例腹腔镜下腹透管大网膜包裹

粘连松解术　（３０７）

志愿服务动迁过渡在外老人　（３０７）
区领导慰问医院医务工作者　（３０７）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领导到医院调研　

（３０７）
医院党风行风建设大会召开　（３０７）

申康中心领导到医院调研　（３０７）
２０１８年华山医院北院科研获奖情况　
（３０７）

举办五四表彰暨青年风采巡礼大会　
（３０７）

举办 ＣＲＰＳ规范诊疗新进展学习班　
（３０７）

医院位列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病人满

意度调查优秀市级综合医院第三名

　（３０７）
获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一等奖　（３０７）
组织“彩云计划”爱心助学义卖　（３０７）
开展对口支援　（３０７）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　（３０８）
概况　（３０８）

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审验收

　（３０８）

国家卫生镇复审　（３０８）
推进市健康促进示范场所建设　（３０９）
举办第３０个爱国卫生月主题活动暨杨
行镇创建国家卫生镇启动仪式　

（３０９）
举办区职业人群“三减三健”徒步定向

挑战赛　（３０９）
开展创全爱国卫生专项行动　（３０９）

处置登革热疫情　（３０９）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３０９）

文化·体育

文化艺术　（３１１）
概况　（３１１）

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３１１）

举行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８６周年
系列活动　（３１１）

宝山艺术名家工作室成立　（３１１）
举办“３·２５”上海市民文化节文化服务
日　（３１１）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参

加博洛尼亚童书展　（３１１）
２０１８上海樱花节系列文化活动举行　
（３１２）

２０１８年上海宝山区特色文化展示活动
举行　（３１２）

２０１８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举行　（３１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　（３１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社区图书馆　（３１２）
２０１８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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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３）
第十二届上海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举

行　（３１３）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９７周年系列活动
举行　（３１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电影放映单位　（３１３）
２０１８上海市民文化节“百名诗人荷花诗
会”举行　（３１３）

３Ｄ舞台剧《创世神话漫游记》首演　
（３１３）

纪念全民族抗战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

发８１周年活动举行　（３１３）
２０１８黑池舞蹈节（中国）举行　（３１４）
２０１８上海书展宝山主宾日活动举行　
（３１４）

２０１８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经典作品诵
读展演举行　（３１４）

航海文化进社区活动启动　（３１４）
依弘剧场开幕　（３１４）
２０１８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　（３１４）
“花开四季　幸福宝山”广场舞展演举
行　（３１４）

沪剧电影《挑山女人》首映　（３１４）
“弘扬上海精神，促进文旅发展”上合高

层论坛举办　（３１４）
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举行

　（３１４）
２０１８国际民间艺术与设计邀请展举行
　（３１５）
沪剧电影《挑山女人》获“金天使奖·年

度最佳戏曲电影”　（３１５）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开

展　（３１５）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

　（３１５）
２０１８上海市民文化节“新诗创作大赛”
颁奖仪式举行　（３１５）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

动举行　（３１５）
宝山沪剧团建团７０周年主题音乐会上
演　（３１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表演团体　（３１６）
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撤二建
一”３０周年文艺演出举行　（３１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３１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３１８）

档案　（３１９）
概况　（３１９）

领导调研档案工作　（３１９）
开展档案征集　（３１９）
召开全区档案工作会议　（３１９）
培育上海市样板档案室　（３２０）

做好区重点工作建档指导　（３２０）
开展依法治档工作　（３２０）
推进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档案接收进馆工
作　（３２０）

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　（３２０）
严格档案安全保护和管理工作　（３２０）
做好档案利用服务　（３２０）

加大档案文化宣传力度　（３２０）
开展“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３２０）

党史研究　（３２１）
概况　（３２１）

组织开展《口述宝山　改革开放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工作　（３２１）
开展党史宣传教育　（３２１）

推进《中共宝山党史大事记（１９９６—
２０１８）》编纂工作　（３２１）

地方史志　（３２１）
概况　（３２１）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志

（１９３７—２０１７）》出版　（３２１）
开展档案史志进军营活动　（３２１）
《罗泾镇志》出版　（３２１）

《友谊路街道志》出版　（３２２）
《宝山民革志》出版　（３２２）
《宝山年鉴（２０１８）》出版发行　（３２２）

体育　（３２２）
概况　（３２２）

举办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　（３２２）
开展“明星教练进社区”系列活动　

（３２２）
推进青少年体育发展　（３２２）
参加国际国内大赛　（３２２）
参加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３２２）

推进体育产业发展　（３２２）
宝山体育中心运营管理　（３２３）
游泳场所夏季开放　（３２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持高危证游泳场所开放
情况　（３２３）

举办２０１８上海樱花节女子１０公里路跑
　（３２４）

第三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举行　（３２４）
２０１８黑池舞蹈节（中国）举行　（３２４）
２０１８第二届体育资源配置上海峰会举

行　（３２４）
举办“泾彩同行·２０１８上海罗泾美丽乡
村徒步赛”　（３２４）

法　治

警务　（３２５）
概况　（３２５）

刑事案件侦破　（３２５）
社会治安管理　（３２５）
公安行政管理　（３２５）
交通安全管理　（３２６）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３２６）

完成首届中国进博会安保任务　（３２６）
开展交警与派出所警力糅合试点　
（３２６）

建设市级顾村样板派出所　（３２６）

启动“智能视频监控和图像识别系统”

和“分局中心机房租赁”建设　（３２６）
推动道路交通智能化建设　（３２７）
深化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　（３２７）

推进交通文明共建共治　（３２７）
推行交通“放管服”便民服务措施　
（３２７）

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管控　（３２７）

吴淞码头治安派出所更名为滨江治安

派出所　（３２７）
侦破刘行“８·１５”系列撬盗保险箱案　
（３２７）

侦破系列入农宅盗窃案　（３２７）
侦破“５·２１”组织网络淫秽表演案　
（３２８）

侦破“７·１”特大跨省制售注水伪劣牛

肉案　（３２８）
侦破“２０１８—１６０”部贩毒目标专案　
（３２８）

侦破杨行“７·１６”故意杀人案　（３２８）

侦破李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３２８）

侦破詹某某虚开发票案　（３２８）
侦破特大网络“百家乐”赌博团伙　

（３２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安分局及部分所属机
构名录　（３２９）

检察　（３２９）
概况　（３２９）

司法服务大局工作　（３２９）
开展司法为民工作　（３３０）
开展法律监督　（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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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公益诉讼　（３３０）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３３０）
加强队伍建设　（３３０）
获全国模范检察院称号　（３３１）

全国首创公益诉讼观察员制度　（３３１）
设立全市首家 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　
（３３１）

开展“印象·新时代检察官”ＴＥＤ演讲
比赛　（３３１）

创办“名师讲坛”　（３３１）

审判　（３３１）
概况　（３３１）

刑事审判　（３３１）

民事审判　（３３２）
行政审判　（３３２）
执行工作　（３３３）
司法服务大局　（３３３）

推进司法改革　（３３３）
开展司法为民工作　（３３４）
获全国法院司法宣传先进单位称号　

（３３４）
全国首例将外省市困境儿童监护权转

移至父母原籍地民政部门案　（３３４）

１起案件获评全国法院“百场优秀庭审”
　（３３４）

判决施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３３４）
开展“夏日决胜”执行大会战　（３３４）
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　（３３４）

组织集中旁听行政诉讼案件庭审　
（３３４）

司法行政　（３３４）
概况　（３３４）

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３３５）
推进矫正安帮工作　（３３５）
加强人民调解　（３３５）

开展普法宣传工作　（３３５）
优化公证律师服务　（３３５）
区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召开　（３３６）

完成全区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室）建设　（３３６）
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站揭牌　（３３６）

开展“七五”普法中期督查工作　（３３６）
成立区环境污染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３３６）

开展“８·１６”依法治市日系列活动　
（３３６）

开展“您好，宪法”系列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　（３３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各司法服务窗口　（３３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法律服务所　（３３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律师事务所　（３３７）

军　事

党管武装　（３３９）
概况　（３３９）
加强党管武装　（３４０）
开展民兵整组　（３４０）
组织征兵工作　（３４０）
举办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３４０）
协调驻区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

　（３４０）
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３４０）
双拥共建　（３４０）
概况　（３４０）
开展拥政爱民活动　（３４０）

社会安全

民防与救灾　（３４１）
概况　（３４１）
民防组织指挥训练和演练　（３４１）
民防应急救援　（３４１）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建设　（３４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指挥通信设备和器材　
（３４１）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和培训　（３４１）
推进避难场所建设　（３４１）
民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３４１）
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管　（３４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化救专家队伍组成　
（３４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
　（３４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材　（３４２）
消防　（３４２）
概况　（３４２）
完成改革转隶　（３４３）
落实政府消防安全责任　（３４３）
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活动

　（３４３）
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管控　（３４３）
完成消防安全政府实事项目　（３４３）
夯实消防安全基础　（３４３）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　（３４３）
典型火灾扑救　（３４３）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３４３）
概况　（３４３）

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３４４）
构建公平高效法治服务环境　（３４４）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３４４）
织密联防联治安全网　（３４４）
构建平安建设信息化体系　（３４４）
提升政法工作信息化水平　（３４４）

开展征文和知识竞赛　（３４５）
打击禁毒犯罪活动　（３４５）
破获公安部“２０１８—５２９”毒品专案　
（３４５）

破获市公安局督办“２０１８—２４”毒品案
件　（３４５）

社会生活

就业　（３４７）
概况　（３４７）

完成第二轮创业型城区终期评估工作

　（３４７）
开展公共就业服务　（３４７）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３４７）
完成公益性劳动组织转制　（３４７）
举办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３４７）

社会保障　（３４７）
概况　（３４７）

完善社会保障配套政策　（３４８）
提升社会保障待遇标准　（３４８）
开展城乡居保和征地保障　（３４８）
提升工伤保险服务能力　（３４８）
推进长护险试点工作　（３４８）

完善医保监管体系　（３４８）
建成医保服务“宝山样板”　（３４８）

劳动关系　（３４８）
概况　（３４８）

加强和谐劳动关系建设　（３４８）
提升行政效能水平　（３４８）
加强劳动保障监察　（３４９）

调处劳动人事争议　（３４９）
处置群体性劳资纠纷　（３４９）
开展信访和１２３４５工单办理工作
　（３４９）

民政　（３４９）
概况　（３４９）

基层建设　（３４９）

社会救助　（３４９）
优抚安置　（３４９）
双拥工作　（３４９）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３５０）

７１

目　录



殡葬管理　（３５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殡葬单位　（３５０）
婚姻登记　（３５０）

开展线上村务公开　（３５０）
开展烈士纪念日活动　（３５０）
培树“热血丰碑”红色文化品牌　（３５０）

开展“爱宝山·爱在宝山”大型户外结

婚登记颁证仪式　（３５０）

残疾人事业　（３５０）
概况　（３５０）

区残联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３５０）
完成动态更新工作　（３５０）
推进转制工作　（３５０）

开展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　（３５１）
落实助残惠残项目　（３５１）

开展康复服务　（３５１）
推进就业培训　（３５１）
举办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　（３５１）

老龄事业　（３５１）
概况　（３５１）

开展养老服务　（３５１）
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和养老服务相

衔接　（３５１）
提高养老服务质量　（３５１）
加强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化管理　（３５２）

开展“银龄 ｅ生活”服务套餐试点　
（３５２）

实施“星心工程”计划　（３５２）
创新探索“远程医疗 ＋养老院”模式　
（３５２）

开展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３５２）
开展惠老助老工作　（３５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养老机构情况　（３５２）
社会组织管理　（３５４）
概况　（３５４）

开展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３５４）

民族与宗教　（３５４）
概况　（３５４）

开展民族宗教法规政策宣传　（３５４）
推进民族团结工作　（３５４）
加强宗教事务管理　（３５４）

加强民族宗教团体建设　（３５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清真供应网点　（３５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 　（３５５）
红十字会　（３５６）
概况　（３５６）

开展救助关爱和备灾救灾活动　（３５６）
开展救护培训　（３５６）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３５６）
组织志愿捐献　（３５６）
开展红十字宣传　（３５６）

推进对口支援工作　（３５６）

镇·街道

杨行镇　（３５７）
概况　（３５７）

经济建设　（３５７）
城乡建设　（３５７）
２０１８年杨行镇学校　（３５８）

２０１８年杨行镇村委会　（３５８）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５９）
社会事业　（３５９）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５９）
开展“文化服务日”系列活动　（３５９）

举办“杨行镇重大项目集中启动仪式”

　（３５９）
上海大学附属宝山外国语学校冠名签

约仪式举行　（３５９）
举办“曹燕华·杨行杯”乒乓球比赛　
（３５９）

杨鑫社区配套商品房项目协议书签订

　（３５９）

杨行镇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召开　（３５９）
杨行镇老集镇“城中村”改造动迁安置

房项目启动　（３５９）
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杨行镇专场

文艺演出举行　（３６０）

２０１８年杨行镇居委会　（３６０）
月浦镇　（３６１）
概况　（３６１）

经济建设　（３６１）

城乡建设　（３６１）
２０１８年月浦学校情况　（３６１）
２０１８年月浦镇村、居委会　（３６２）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６２）
社会管理　（３６３）
民生事业　（３６３）

党建工作　（３６３）
推进社企与住宅小区共建联建综合治

理　（３６３）
月浦镇启动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

计划　（３６３）

获第三十九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中国

区决赛第一名　（３６４）
获评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建设市民满意

的食品安全城市”先进集体　（３６４）
举办第一届月浦花艺节　（３６４）
举办月浦镇第十四届锣鼓年会　（３６４）

罗店镇　（３６４）
概况　（３６４）

经济建设　（３６５）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３６５）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３６５）
２０１８年罗店镇学校情况　（３６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３６６）

２０１８年罗店镇村（居）委会　（３６６）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６７）

社会事业　（３６７）
平安建设　（３６７）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６７）

社会治理　（３６７）
党的建设　（３６８）
罗店镇被评为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　（３６８）
北金村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

　（３６８）
举办“文香罗店·灯耀古镇”元宵灯彩

年会　（３６８）

举办罗店之子———潘光旦先生纪念图

片展　（３６８）

举办《我是传承人》罗店鱼圆制作大赛

　（３６８）
第二届上海宝山罗店花神庙会举行

　（３６８）
获第三十九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赛亚

军　（３６９）

第十二届罗店龙船文化节举行　（３６９）
农民集中居住改造项目开工　（３６９）

“文香罗店·美丽乡约”中外文艺交流

展演举行　（３６９）
“轧花记忆”综合商业圈建成　（３６９）

“上海罗村实业公司”成立　（３６９）

罗泾镇　（３６９）
概况　（３６９）
经济建设　（３７０）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７０）
镇村建设与管理　（３７０）
新农村建设　（３７０）

社会事业　（３７０）
平安建设与综合治理　（３７０）

２０１８年罗泾镇学校情况　（３７１）
２０１８年罗泾镇村、居委会　（３７１）
社区建设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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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建设　（３７１）
市领导到罗泾调研工作　（３７１）
宝山区２０１８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３７１）
举办首届宝山湖龙虾节　（３７１）
塘湾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３７２）

举办“泾光闪闪”农民篮球联赛　（３７２）
“美丽乡村·丰收罗泾”第一个“中国农

民丰收节”暨上海宝山湖长江蟹品鲜

节举行　（３７２）
举办“泾彩同行·２０１８上海罗泾美丽乡

村徒步赛”　（３７２）
举办“情系故土　不忘初心———罗泾籍

美术工作者严宗丰书画展”　（３７２）
罗泾十字挑花参加首届长三角非遗文

化节　（３７２）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

动暨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

纪念地落成启用仪式举行　（３７２）
新陆村被评为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３７２）

顾村镇　（３７２）
概况　（３７２）

经济建设　（３７２）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３７３）

社会事业　（３７３）
２０１８年顾村镇学校情况　（３７３）

２０１８年顾村镇村委会　（３７４）
２０１８年顾村镇居委会　（３７４）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３７４）

基层建设　（３７４）
平安建设　（３７５）

龙现代艺术馆开馆　（３７５）
顾村老集镇“城中村”改造暨罗青湾新

苑动迁安置房项目开工　（３７５）

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奠基　（３７６）
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开幕　（３７６）
举行“不忘初心·领航前行”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９７周年暨纪念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大合唱比赛　（３７６）

保集控股集团总部乔迁上海机器人产

业园　（３７６）
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宝山服务

中心）揭牌　（３７６）
民办华二宝山实验学校开学　（３７６）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短驳公交线路开通

　（３７７）
举办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顾村诗歌文化节活动　（３７７）

大场镇　（３７７）
概况　（３７７）

增强经济综合实力　（３７７）

优化城市功能品质　（３７７）

２０１８年大场镇学校情况　（３７８）

提升城市管理能力　（３７８）

完善社会民生保障　（３７８）

２０１８年大场镇村（居）委会基本情况　

（３７９）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调研宝山南大地

区　（３７９）

举办第四届“潜溪之约”文化艺术节　

（３７９）

上海临港南大智慧城市开发建设签约

　（３８０）

“行知读书会”启动　（３８０）

仁济医院托管大场医院　（３８１）

曹维渊获“全国侨联先进个人”称号　

（３８１）

大场中心小学入选教育部第二批全国

中小学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３８１）

“花格榫卯制作技艺”入选第六批上海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统

技艺）名册　（３８１）

庙行镇　（３８２）
概况　（３８２）

经济建设　（３８２）

２０１８年庙行镇村（居）委会　（３８２）

２０１８年庙行镇各园（校）情况　（３８２）

城乡建设和管理　（３８３）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８３）

社会事业　（３８３）

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　（３８３）

召开市“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

现场会　（３８３）

馨康苑 ８号楼加装电梯项目完工　

（３８３）

举办２０１８“魅力庙行”文化节暨上海健

身瑜伽公益大赛　（３８４）

人大代表之家建成　（３８４）

承办２０１８《创业英雄汇》项目选拔上海

站活动　（３８４）

打造陈伯吹教育品牌　（３８４）

骏利财智中心开工建设　（３８４）

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建成　（３８４）

淞南镇　（３８４）
概况　（３８４）
经济发展　（３８５）

城市建设与管理　（３８５）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３８５）
２０１８年淞南镇学校情况　（３８５）

２０１８年淞南镇居委会　（３８６）
社会事业　（３８６）

社会治理　（３８６）
文化发展　（３８６）
华滋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登陆香港

联交所　（３８７）
向阳河列入“全国黑臭河道整治光荣

榜”　（３８７）
举办“文创淞南·汇影留念”全国年味

摄影大赛　（３８７）

通南路火灾事故死亡５人　（３８７）
淞南镇养老院投入运营　（３８７）

举办“文创淞南”２０１８年飞镖公开赛　
（３８７）

非遗教科书《蛋壳上的精彩》出版　

（３８７）
建成全区首个双拥文化广场　（３８７）

开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白癜风、脱发中

医药特色专病门诊　（３８７）

高境镇　（３８８）
概况　（３８８）

经济建设　（３８８）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３８８）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８８）

２０１８年高境镇学校情况　（３８９）
社会事业　（３８９）

平安建设　（３８９）
２０１８年高境镇居委会　（３９０）
社区治理　（３９０）

朱志仁获“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

人”称号　（３９０）
彩虹室内乐团落户高境　（３９０）

市委书记李强到高境开展现场接访　
（３９１）

高境科创小镇知识产权服务社区揭牌

　（３９１）
新杨湾·国药上海健康产业园开园　

（３９１）
举办第五届高境镇市民法治文化节　

（３９１）
完成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３９１）
２０１８中美创新链接峰会举行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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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电气中国技术中心落成　（３９１）
新业坊·源创一期开园　（３９１）
高境三中学生跳绳破“吉尼斯世界纪

录”　（３９１）
２０１８中国电子竞技创新大赛总决赛在
高境举行　（３９２）

友谊路街道　（３９２）
概况　（３９２）
街道经济　（３９２）
民生服务　（３９２）
２０１８年友谊地区中小学情况　（３９２）
２０１８年友谊地区幼儿园情况　（３９３）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３９３）
市容环境　（３９３）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３９３）
２０１８年友谊路街道居委会　（３９４）
人口综合管理　（３９４）
平安建设　（３９４）
开展“五违”整治　（３９５）
社会治理　（３９５）
党建工作　（３９５）
牡丹江路商业街区自治共治委员会成

立　（３９５）
友谊养老院改扩建项目开工建设　（３９５）
吴淞街道　（３９６）
概况　（３９６）
旧区改造　（３９６）
开展“无违”创建　（３９６）
推进“美丽街区”建设　（３９６）
２０１８年吴淞街道辖区学校　（３９６）
开展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３９６）
推进“创全”工作　（３９７）
环境保护和水环境治理　（３９７）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３９７）
创新基层治理　（３９７）
社区文体建设　（３９７）
平安建设　（３９７）
２０１８年吴淞街道居委会　（３９８）
基层党建工作　（３９８）
街道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中心成立

　（３９８）
水产路“法治文化长廊”建成　（３９８）
举办上海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　（３９８）
开展非遗项目“吴淞面塑”进社区、进学

校活动　（３９８）
永清路樱花一条街建成　（３９９）
开展主题公益日活动　（３９９）
淞兴西路吴淞风情一条街建成　（３９９）

张庙街道　（３９９）
概况　（３９９）
开展“无违村居”创建　（３９９）
开展“美丽街区”创建　（３９９）
２０１８年张庙街道学校情况　（４００）
开展“美丽家园”创建　（４００）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４００）
加强区域环境保护　（４００）
２０１８年张庙街道居委会　（４０１）
推进老公房成套改造　（４０１）
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４０１）
加强社区民生服务　（４０１）
推进社区“公共客厅”建设　（４０２）
开展“社区通”建设　（４０２）
开展社区自治共治　（４０２）
服务社区发展　（４０２）
开展双拥优抚活动　（４０３）
开展社区文化体育活动　（４０３）
加强安全社区建设　（４０３）
开展平安社区创建　（４０３）
街道首届“益起来”社区公益日暨社区

达人成长计划启动活动举行　（４０４）
开展“节能有我，绿色共享”节能宣传周

专题活动　（４０４）
智航创新园投入使用　（４０４）
全区首个法治公园泗塘篮球公园建成

　（４０４）
开展“乐业上海”主题系列活动　（４０４）
开展“张庙一条街”６０周年系列文化活
动　（４０４）

承办上海市第四届广场舞大赛（张庙赛

区）　（４０４）

人物·名录·荣誉榜

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负责人

名录　（４０５）
中共宝山区委　（４０５）
人大常委会　（４０７）
审判、检察机关　（４０８）
人民政府　（４０８）
政协　（４０９）
民主党派　（４０９）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　（４０９）
街道、镇、园区　（４１０）
区域内部分单位　（４１１）
全国先进集体　（４１２）
全国先进个人　（４１２）

专　记

奋力建设“两区一体化”升级版的现代

化滨江新城区　（４１３）

附　录

２０１８年区委、区委办、区政府、区府办主
要文件目录　（４２３）
区委　（４２３）
区委办公室　（４２５）
区政府　（４２７）
区府办　（４２８）
统计资料　（４３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４３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地区生产总值　（４３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税收及构成　（４３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财政收入　（４３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财政支出　（４３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４３２）

各时期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

增长率　（４３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商品销售额和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４３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耕地面积　（４３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邮政、电信　（４３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共文化设施　（４３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广播电视业　（４３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共图书馆　（４３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体育事业　（４３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火灾事故与消防　（４３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社会治安　（４３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
作　（４３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及平
均工资　（４３６）

调查资料　（４３７）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新经济发展情
况分析（节选）　（４３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建筑业情况简析（节选）
　（４３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服务业载体发展情况分
析（节选）　（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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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载
■编辑　戴建美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９日中共宝山区委七届七次全会

中共宝山区委书记　汪　泓

２０１９年１月９日，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 区门户网站／提供

　　２０１８年，区委常委会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稳中求进总基调，

紧紧围绕上海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

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工作主线，紧扣市

委关于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升城市能

级和核心竞争力的要求，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全力以赴做好“转型发展、产业升

级和生态宜居”三大文章。经济运行稳

中有进。主要经济指标稳中向好，税收

总收入４４３１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幅、
商品销售额增幅、外贸出口增幅均列全

市前列。邮轮经济难点突破。为市促进

邮轮经济深化发展意见的制定提供政策

支撑和实践探索，全国率先实现所有母

港邮轮凭票入港，全国首个邮轮港服务

标准化试点通过验收。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全市率先实现同日核发规划许可

证、施工许可证，涉企审批事项１００％实
现“一网通办”。产业经济发展强劲。

与中船、芬坎蒂尼、百度、商汤、云顶、博

泰、人民网等签订合作协议，邮轮滨江

带、南大、吴淞等重点板块发展进入“快

车道”。生态治理狠下功夫。圆满完成

驻区部队５３６个项目停偿善后任务，“１
＋１６”考核断面“１＋１４”个达标，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率 ８４１％、列全市第 ５，
ＰＭ２５浓度下降 １１９％、列全市第 ３。
民生工程不断提标。实施教育统筹，推

动３２３所学校均衡优质再提升。获评第
二轮市优秀创业型城区，成为全国１５个
优良健康促进县区之一。文化之花处处

绽放。打响三大国际级品牌及八大国家

级品牌，宝山文化在全市、全国乃至全球

的影响力持续放大。社会治理纵深发

展。智慧城市整体发展水平蝉联郊区第

１，创全２０１８年度第一阶段测评结果郊
区第２，“社区通”获２０１８年中国网络理
政十大创新案例。党的建设持续推进。

以“红帆港”引领党建创新，形成“党建

引领有红帆港、转型发展有邮轮港”新

局面。

　　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规
模和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

　　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在经济下
行压力背景下，持续推进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一是经济增长稳中有进，转型发展

１



取得实效。贯彻新发展理念，经济运行

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持续提升。主要

经济指标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态势。

完成税收总收入４４３１亿元，区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６０５亿元，同比增长
６２％。预计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１４００亿元，可比增长５３％；固定资产投
资４９６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５％；商品销
售额同比增长 １４３％；外贸出口额 ３１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０２％；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６３４９１元，同比增长９％，增速快
于经济增长。经济密度快速提升，全区

重点商务载体单位面积税收达１３８０元／
平方米，同比增长１８％，亿元载体达１３
个。重点产业园区单位土地产值同比增

长１８％。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坚持把实

体经济作为立区之本，综合东南中北四

大主体功能区产业定位、空间布局等因

素，精心编制宝山产业地图，推动规划、

项目等“六个统筹”落地见效。深入实

施“１＋９”产业扶持政策，扶持项目１１００
个，资金达２６亿元。打造未来发展强
劲引擎，加快推进中船集艾、众宏、安博

贝瑞等一批项目落地，总投资３００亿元
的３８个重大项目全部开工建设，开利空
调、朝晖药业、临港新业坊等一批先进制

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项目竣工。全区新

增企业３０４８４家，新增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
元以上的企业８６４户，日均新增企业１２２
家，企业总数 １６３４９８户。深入推进“基
金＋基地”模式，临港７０亿元申创产业
基金落地，与临港、电科、克莱机电、君和

资本共同发起成立机器人产业创新基

金，全区注册备案基金公司近 ２００家。
上市挂牌企业总数１２０家，Ｅ板和上交
股科创板挂牌企业数量全市第 ２，国家
级众创孵化载体达６家。深化国资国企
改革，国资委直管企业累计实现净利润

４２亿元，增长２１２％，完成国资投融资
平台公司和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组建工作。

产业结构调整有序推进。坚持“四

个论英雄”，加大低效用地盘活力度，出

台土地收回重新出让、土地分割转让、提

高容积率等７类政策，鼓励“零存整取”
式成片调整，盘活太平洋机电、中铝上铜

等一批低效产业用地 １６２６７公顷。全

面关停５１个市产业结构调整项目，完成
１３０公顷减量化任务，土地集约利用获
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违法用地综合

整治率达 ９３％，土地卫片问责比例为
零。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３４％。

二是“四大品牌”建设全面打响。

紧抓品牌建设这个核心和主攻点，构建

“１＋４＋２＋Ｘ”工作框架，持续增强城市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放大重大会展、论坛资源集聚和溢

出效应。进博会参团企业近７００家，与
意大利、挪威、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开

展商务投促，光驰科技、念弟实业等一批

企业意向成交 ２４亿元。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ｒａｄｅ
亚太邮轮大会汇聚３４个国家及地区、超
过９００名行业精英，首次发布“亚洲邮轮
经济发展景气指数报告”，在全球邮轮业

界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成功举

办上海邮轮旅游节、国际邮轮服务贸易

高峰论坛、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中

国国际机器人高峰论坛、长江口民营经

济发展论坛、２０１８泰山论坛，精心筹办
上海机器人及智能硬件产业发展论坛，

在更大范围内集聚高端要素。

提升服务经济能级。大力集聚要素

资源，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

结构，构筑发展战略新优势。“互联网＋
平台经济”引领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微盟、

爱回收等准“独角兽”和“隐形冠军”企

业，电子商务交易额达３２００亿元、同比
增长３０％。地中海邮轮船务公司、富驰
高科和光驰科技被分别认定为跨国公司

总部型机构及外资研发中心。建成全国

最大的钢铁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交易量

稳占全国总量 １／３，“我的钢铁价格指
数”被列入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有色

金属全球交易指数。

打造先进制造业重要承载区。大力

培育和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

化和高端化发展。制定“区域 ＋产业 ＋
创新”叠加政策，出台加快机器人及智能

硬件专项政策，上海机器人检测平台分

中心落户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发那科三

期等项目加快推进，全区机器人及高端

装备实现产值３３５３亿元、增长４１％。
深化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交大、复

旦、电科所等大院大所合作，做强石墨

烯、３Ｄ打印等一批功能型平台。石墨烯

研发与转化平台集聚东旭光电等１０余
家石墨烯企业，柔性织物状锂离子电池、

石墨烯／金属复合材料等７个项目加快
成果转化应用，石墨烯水处理、石墨烯氢

能燃料电池等一批项目加快落地。国家

“两机专项”之一的重型燃气轮机，无人

艇、克来机电、华伟汽车、华域麦格纳等

项目落地。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

（制造业部分）产值占全区规上工业比

重达２７％，上升０９个百分点，新能源和
高端 装 备 总 产 值 分 别 增 长 ６８４％
和８６％。

培育商业新模式新业态。把握新消

费发展趋势，引进康品汇、四季汇鲜、百

安居智慧店、食行生鲜、微盟温带等智慧

门店，月浦万达项目落地，宝杨宝龙、临

江商业商务广场等商业综合体加快推

进。与全球最大三文鱼生产商美威、阿

里巴巴云象供应链合作设立自动化加

工厂。

打造文化创意产业新高地。坚持

把文创产业作为宝山建设文化高地的

重要支撑。贯彻落实“上海文创 ５０
条”，用足用好文创产业和文化事业“两

个３０００万”引导资金作用，累计建成上
海玻璃博物馆等 ３７个文创载体，集聚
笃影文化、溯洄设计等一批优质企业。

依托中国 ３Ｄ打印文化博物馆，举办
２０１８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扩大文创产
业影响力。文创产业实现产值 １４５５
亿元，增长１７３％。

三是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营造稳定

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深入实施

优化营商环境“１８条”，坚持当好全生命
周期的“店小二”，努力让群众和企业办

事“像网购一样方便”。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行政审批事项总量从５８１项
精简至５５８项，当场办结、提前服务事项
总数达３１０项，位列全市第２。在全市率
先实现同日核发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

证。切实抓好“一门、一窗”改革，在全

市率先实现“两集中、两到位”全覆盖，

２９个部门４７０项审批及服务事项全部进
驻行政服务中心，推动办理事项向网上

集中，做到电子监察到位，提标升级为

“三集中、三到位”。推进涉企事项“一

窗式”办理，加快部门、综合业务、统一出

件、主题类“单一窗口”建设。首创新办

企业全程服务链，实现企业正常经营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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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全部手续一站式办结。全面推进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一网通办”宝山频

道正式上线，打通全程网办服务链，审批

及服务事项已实现“只跑一次”２７３项、
“不见面审批”１８８项，涉企审批事项“一
网通办”比例达 １００％。不断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５１家部门注册使用事中事后
综合监管平台，累计归集各类行政信息

４９２２４２条，发布预警和联合惩戒信息
８９２８８条。创新人才服务，落实市人才
３０条、人才高峰工程等政策，建立区高
峰人才项目储备库，从５００余家优势企
业中，优中择优实施人才高地计划。深

入实施“满意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推行
高层次人才服务“樱花卡”制度，为３００
余名优秀人才提供多项服务“绿色通

道”。全区集聚各类人才超２５万人。

　　二、着力推进重点板块提标升级，
载体空间辐射力有效增强

　　区域总体规划经市委常委会审议通
过，即将获批，把６０平方千米的重大板
块转型作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的突破口，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增

长极。

一是高标准提升邮轮滨江带能级。

对标国际最好水平，提升邮轮服务能级，

擦亮宝山邮轮“世界级名片”。打造世

界一流邮轮母港，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成

功接靠邮轮３７５艘次，接待出入境游客
２７１６万人次，累计接靠邮轮突破 ２０００
艘次，接待出入境游客突破 １２００万人
次。新客运大楼投入运营，实现“三船同

靠”，当天出入境游客超过２万人次，创
下中国邮轮母港单日客流新纪录。云顶

集团全新打造的２０４万吨级、最大载客
量达到９５００人的“环球级”邮轮将布局
吴淞口母港。推动重构邮轮分销渠道，

试点“邮轮船票”，实现所有母港邮轮凭

票入港。完成邮轮港交通诱导及智能停

车系统。推动邮轮旅游向邮轮经济跨越

发展，深度参与市促进邮轮经济深化发

展意见的制定，提供政策支撑和实践探

索。顺应入驻的全球十多家知名邮轮公

司业务拓展战略需求，出台邮轮经济３５
条，每年安排１亿元构筑邮轮经济发展
高地。推动中船与嘉年华、芬坎蒂尼签

订总价近５０亿美元的６艘大型邮轮制
造合同，中船邮轮科技公司、招鸿邮轮等

１３家邮轮建造核心企业落户，集聚１３９
家邮轮相关企业，中船国际邮轮产业园

集聚效应初显。打造邮轮船供分拨平

台，成立上海邮轮供应协会，完成货值

５７１４万美元的６６个航次共１４８个国际
货柜供船业务。与乐购仕、携程共建“全

球购”邮轮一站式互联网购物平台，构建

“境内下单、境外提货”全新购物模式。

二是高水平建设吴淞创新城。按照

“成为上海面向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新型城市发展的一面旗帜”的要求，加快

吴淞工业区转型。坚持统一规划、整体

开发，形成发展建设规划成果，确定７个
控规编制单元、３３个开发单元，启动产
业规划编制及不锈钢地区和特钢地区２
个先行启动区控规研究。推动重点项目

转型，与宝武集团、临港集团、上实集团

联合成立宝地上实、宝地临港公司，加快

推进不锈钢、特钢地块、国际能源创新中

心等先行项目建设，重点发展新材料、智

能硬件等产业，力争打造成高端产业集

群发展的新载体。深化政企合作，与百

度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推动智能

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城市管理等产业化

试点，打造智能城市示范区和人工智能

产业集聚高地。

三是高起点打造南大生态智慧城。

按照市、区对南大地区全新定位和“不低

于黄浦江两岸开发标准”的要求，全力推

进升级版控详规划及城市设计概念方案

研究。完善工作机制，成立南大地区开

发建设领导小组、指挥部，与临港成立南

大智慧公司，建立“领导小组＋指挥部＋
公司”组织构架，形成全新开发机制。加

快产业导入，与阿里、商汤等洽谈共建

“南大ＡＩ智慧城市”，加快构建以车联网
为特色、人工智能、芯片设计、互联网 ＋
等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携手博泰共同

打造国家级车联网产业集群与无人驾驶

商业应用示范基地。全力推进道路、绿

化、水系等３３个配套项目建设，争取在
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海绵城市等方面建

成全市的示范性工程。

四是高规格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坚

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

把农村作为宝山后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空

间，努力打造有颜值有气质、有特色有品

位的美丽乡村。加强制度供给，制定宝

山区乡村振兴实施意见和战略规划。对

接市级文件，出台资金扶持、规划土地改

革、绿色农业发展等９个配套文件。加
大财政支持和倾斜力度，区本级财政安

排新农村建设资金４０２亿元，同比增加
５７亿元，增幅达 １６５％。打响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硬仗，加快高标准建设乡村

振兴示范村，成功创建２家市级、７家区
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完成１４４户村庄改
造。完成８０３户农村生活污水集中纳管
处置，提标改造４６０座农村生活污水池、
２０５座农村公厕，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全覆盖。加快推进２４千米农村公路
提标改造，农村公路养护及大中修等补

贴由１７７０万元提升至４７２０万元。探索
超大城市近郊乡村产业发展的宝山路

径，聚焦发展都市现代绿色农业，重点做

精“一袋米、一只蟹、一条鱼、一个菇”，

宝山
!

鱼申请地理标志保护。全面推进

“村经委托镇管”，鼓励镇村资本整合重

组、集体经济回购物业，优化农村集体资

产保值增值发展模式。深化农村承包地

“三权分置”改革，承包地流转率达

９２７％。推进产权制度改革，镇级改革４
个、村级改革１０１个，其中９４个村实现
村经分离、分账管理。纲举目张推动新

型城镇化发展，做深做实罗店镇国家新

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发展特色生态休闲

观光农业，打造国家级智能装备制造高

地。全面建设“全国特色小镇”罗泾镇，

完成基金小镇、跃龙地块、肖泾生态园林

方案编制，加快罗?河生态休闲带、沿江

生态保护带、嘉宝生态修复带建设，着力

打造长江口绿色小镇。

五是高效率推进城中村及旧区改

造。对标群众美好生活期待，狠抓住房

保障“民心工程”，努力实现“安居梦”。

城中村改造动迁基本完成，庙行康家村、

大场联东村、大场场中村、顾村老集镇、

顾村杨邢宅、杨行老集镇６个城中村居
农民签约率 ９９％、企业签约率 ９９１％。
５个“城中村”改造项目３３５万平方米
安置房开工建设，８幅地块完成出让。
“留改拆”工作稳步推进，启动４２万平
方米、１３９９户的里弄房屋修缮改造。完
成张庙泗塘一村北块、吴淞海滨新村

１５万平方米成套改造，惠及３００余户居
民。罗店向阳新村西块３３５９平方米结
构封顶，吴淞西块９０号地块加快建设，
９１号地块签约完成８５６％。罗店“兵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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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危房改造有序开展，采取“政府配

套、村民自建”形式，完成危房改造 ３６
户，新开工１３０户。住房保障力度持续
加大，新增租赁房源１８２０３套（间）、代理
经租房源１３８３２间。在外过渡动迁农民
加快安置，基本建成４０万平方米区属动
迁安置房，解决在外过渡动迁居农民安

置１７７２户。

　　三、着力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克服老工业区环境基础薄弱、地处
下游水环境治理难度大、过境集卡扬尘

多等困难，加快补齐环境短板，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地落实。

一是攻坚克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智慧＋
铁腕”，以最严的措施、最硬的手段抓好

污染防治，答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新

时代答卷。启动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

划，开展基层环保执法改革试点，做好本

市环保督察、各专项环保督查及其整改

工作，区级环保投入占ＧＤＰ比重３１％。
强化水环境综合治理，投入４９３亿元改
善水环境质量。制定河长制考核办法、

督查方案等配套制度，１０１３条河道深化
落实河长制，区领导带头开展“四不两

直”调研走访、集体巡河３００多次，带动
各级河长累计巡河３万余次，推进问题
早发现、早处置。１５６条不稳定水体完
成整治，２８８处６７万平方米沿岸违建全
部拆除，“１＋１６”考核断面“１＋１４”个达
标，２４４条河道消除劣Ｖ类，“５＋１”排水
系统全面建成，推进２０千米污水二级管
网建设。大力推进截污纳管，完成 ３４０
个点污染源纳管、１１２个小区外部截流
改造、７座市管雨水泵站旱流截污、５３家
部队截污纳管。持续推进蓝天保卫战，

实施空气质量改善专项计划，全面推进

锅炉低氮燃烧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

深化治理；率先建立扬尘污染防控“片长

制”，以“３６＋Ｘ”个控制片为重点，实现
片长制全覆盖，开展扬尘执法检查近万

批次。区 域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８４１％，列全市前 ５；ＰＭ２５、ＰＭ１０浓度
分别为 ３７、５２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１１９％、１０３％。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
加强建设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土

壤重点企业监管，加大涉重金属企业源

头控制，开展１８５家重点行业企业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有序开展农用地管

理；推进南大地区土壤污染修复试点示

范项目。强化垃圾分类处置，垃圾分类

和绿色账户达５３２万户，达标创建小区
数２２２个。完成２９４个“黄马夹”小区试
点，１８３５家单位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建成江杨北路建筑垃圾分拣场，以

及年处理能力近７０万吨的三处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场所。实施１７０万吨存量
“五违”整治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二是提档增速推动城市面貌改善。

致力于城市空间更新、人居环境改善，持

续推动城乡环境整治“落细落小落地落

实”。开展“无违”居村（街镇）创建，全

区６３９个无违创建单元全部通过区级验
收，创建完成率１００％。累计拆违５９２万
平方米，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开展重点

区域、重点领域综合整治，吴淞工业区围

绕“八个一批”目标，拆除违法建筑７５
万平方米、整治违法排污４７家、取缔违
法经营７３家、清退违法居住７２６６人、消
除安全隐患１５９个。江杨市场拆除无证
建筑２４万平方米，取缔无证照经营５７１
家，清退违法居住４２６人。?藻浜沿线
关停低效码头５家、整治搅拌站１０家。
环保“两违”项目专项整治清理５６０家。
坚持增绿添景，新建绿地８５公顷，建成３
万平方米立体绿化、２５千米绿色步道，
全区绿地总面积达 ５４６２公顷。持续推
进“五个一百”工程，建成城市绿色步道

１２８千米、公园绿地９８个、街心花园９２
个，林荫道增育６７条，挖掘保护古树名
木９４株。

　　四、着力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城
市颜值与气质同步提升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为
抓手，提出１６０＋Ｘ项城市精细化管理指
标，在细微处做好“绣花功”，打响“绣美

宝山”品牌。

一是营造美丽宜居环境。既重“面

子”靓丽，又重“里子”畅通，不断提升城

市形象和品质。深入开展全国文明城区

（提名区）创建，细化“创全”三年行动计

划目标任务，组织实施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十大工程”（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及２０１８
年三十项专项行动，开展爱国卫生、文明

交通、文明迎进博、创全齐行动主题月等

活动。第一阶段城区文明进步指数测评

结果８８４２分，排名郊区第２，高于去年
同期的７７７６分，高于全市平均的８６１４
分。彰显“美丽街区”亮点，全面开展城

市更新、绿化景观环境建设、景观灯光提

升等工作，建成共和新路、逸仙路、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３个市级“美丽街区”，基
本建成６９个区级“美丽街区”。拆除宝
杨路、逸仙路—同济路、共和新路楼顶招

牌１０８块。完成五条道路 １８４千米景
观灯光建设，涉及楼宇灯光近 ２００栋。
提升“美丽家园”功能，实施新一轮住宅

小区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基本完成

５０个小区房屋本体改造、１００个示范小
区创建。完成住宅修缮１２８万平方米、
老旧住房安全隐患处置５０万平方米、老
旧公房燃气内管改造２万余户及老旧小
区技防物防设施改造升级３０８个。

二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贯彻

市委“１＋６”文件精神，不断健全自治、
共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体

系。扩大“社区通”覆盖率和影响力，覆

盖５６５个居村近４６万户家庭，６１万余名
居村民实名加入，５６万余名党员网上
亮身份起作用，研发社区通“治慧中

心”，回应解决群众问题４８万余个，自
下而上产生议题１５万余个，形成社区
公约和项目２０３０个，建成２００个居村创
新实践基地、实践点，成为“打造基层社

会治理的新空间、开辟思想政治工作的

新阵地、拓展精准服务的新渠道、构建社

区多元参与的新机制”。荣获２０１８年中
国网络理政十大创新案例，在上海奉贤、

山东东营推广运用。优化街道运行机

制，拓宽街道综合管理问题发现渠道，完

善街道与相关职能部门联勤联动机制，

实现“一口受理、分类处置”。加强镇域

治理，镇管社区模式不断完善，罗店古

镇、杨行谊家、月浦盛桥３个基本管理单
元通过市级验收，“两委一中心”有效运

转，“３＋３”资源全部配置到位，叠加配
置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分中心，实现居

民基本公共需求不出单元。全面完成

“网格达标”创建工作，“网格化 ＋”综合
平台结案率达１００％、及时率达９７６％，
排名郊区第１。提升“１＋１２”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能力水平，发挥社区公益服务

资金扶持引导作用，实施为老、青少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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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 １１３个项目，服务群众近 ３５万
人次。

三是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坚持追求

卓越、精益求精，努力打造质量过硬、品

质一流的精品工程。Ｓ７公路、Ｇ１５０１Ａ
段、轨交１５号和１８号线、沪通铁路等重
大工程顺利完成节点目标，国权北路和

陆翔路—祁连山路２条区区对接道路进
展顺利，南大路、南陈路等４条道路８４
千米架空线入地工程有序推进。杨南路

全线通车，富长路年底实现部分贯通。

启动殷高西路治堵工程，完成殷高西路

可变车道改建。友谊西路（?川路—沪

太路）、宝安公路（联杨路—区界段）等

一批道路建成通车。制定道路移交接管

方案，建立全区道路分层纳管体系和分

类管养模式。加快推进综合交通发展，

持续改善居民出行环境，建成８条微循
环道路，新辟调整１７条公交线路，新增
公共停车泊位 ２０４６个、共享泊位 ５２８
个、共享单车停放点２６９个，公交线网密
度达１６５千米／平方千米。

四是保障城市运行安全有序。始终

把安全放在首位，做好进博会等重大活

动安保工作，在全市首创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审议制度，落实重大隐患挂牌督办

和“黑名单”管理制度，切实加强重点领

域安全监管。关注“舌尖上的安全”，全

力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区和建设市

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检查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 ６１万户次，监督覆盖率达
３８１％。持续推进“守信超市”“放心餐
厅”“放心食堂”建设。在全市率先实现

废弃食品“互联网 ＋退市”全过程闭环
式监管。“平安宝山智联网”全域布局，

在全市率先构建平安建设智能化管理系

统和实战平台，完成社区“雪亮工程”一

期建设，建成覆盖近１０００个小区村宅的
“视频监控骨干网”，安装人脸识别监控

“慧眼系统”３０００套，成为全国首个实现
社区人脸识别监控全覆盖的地区。加快

打造“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有序推进

智慧健康、智能交通三期、共享停车服务

平台等智慧城市重大项目建设。强化

“智慧公安”建设，构建立体化、信息化

防控体系，报警类１１０接报数同比下降
２６４％。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面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到市、区集访批次

同比下降 ０４％、２９７％。深化“大调

解”工作，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各类矛

盾纠纷９６５８件，调解成功率达９８７％。

　　五、着力打造高品质生活，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切实增强

　　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
向，办实事、解民忧，推动“普惠民生”向

“幸福民生”转变。

一是就业和社会保障成果显著。加

快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加强就

业保障，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２３６万人，
控制在２６５万人以内；帮扶引领创业人
数６５３人，帮助８０９名失业青年实现就
业；安置就业困难人员３３７９人、零就业
家庭２５户，按时安置率达１００％。扎实
推进创业带动就业，组织开展技能人才

培养，职业技能培训惠及１９万人。开展
创业活动９０余场，惠及５０００余人，创业
带动就业率达 １：６。提升社会保障待
遇，征地养老人员月生活费标准、城乡居

保月基础养老金标准同比增长 ７８％、
９４％。提升救助实效，累计救助 ６７７
万人次，发放救助资金３１亿元。

二是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坚持“学

陶师陶”，制定教育统筹方案，着力解决

各镇教育经费投入、配套建设任务、学校

设施配置等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全

区中小学校优质均衡再提升。持续深化

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涵盖６７所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惠及近７万名学生，全力打造
陶行知、陈伯吹两个教育品牌。集聚优

质教育资源，引入上外附小幼儿园，上大

宝山外国语学校、民办华二宝山实验学

校开始招生，世界外国语学校开工建设。

完成１４个学校建设项目、７９个教育装
备项目和百所学校无线网络覆盖。顺利

完成市对本区履行教育责任情况综合督

政、全国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

区实地核查。稳步实施中高考改革，秋

季高考公办高中本科达线率９１６％，行
知中学、吴淞中学、上大附中、罗店中学

本科达线率１００％。
三是老龄事业全面可持续发展。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打造“五心养

老”品牌，不断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扎实

推进实事项目，新增３０６张养老床位，改
造郊区农村薄弱养老机构１２家，改建失
智老人床位１２０张，完成３家长者照护
之家、７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３家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建设。深入推进“长护

险”试点，累计为１４万余名符合条件的
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老年人提供３０万余
人次的照护服务。分步推进原居家养老

服务存量老人平移进长护险，平移进度

居全市前列。升级优化“银龄居家宝”，

推出“银龄ｅ生活”服务套餐，在高境镇、
张庙街道等试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对

７０岁以上户籍老人免费提供紧急呼叫、
送药上门等５２项代叫服务。淞南镇、顾
村镇、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张庙街道

等开启全市首批社区“养老顾问”试点。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监测评估名列全市各

区第四。杨行镇金秋晨曦老年公寓顺利

通过“国家级养老服务标准化试点”项

目验收。

四是健康宝山战略全面推进。坚持

“没有高水平的全民健康，就没有高水平

全面小康”理念，积极创建“健康城区”，

为居民提供更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优

化医疗资源，大场医院委托仁济医院管

理，累计建成８个医疗联合体。全面完
成第四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项目，

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借助“互联

网＋医疗健康”平台，全区“１＋１＋１”签
约６０７万人，列全市第３。国家级“上海
宝山医疗保险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顺

利通过验收，建成医保服务的“宝山样

板”。

五是对口支援工作不断深化。大力

推进精准产业扶贫、基础扶贫、智力扶

贫，市、区两级财政共安排对口支援项目

资金７９４亿元、１０８个项目。加大产业
帮扶力度，扶持云南罗平县小黄姜项目，

１１００户贫困户以扶持资金量入股参与
分红。组织４３家企业对口扶贫，在云南
会泽县建设小龙虾养殖基地，在云南维

西县建立云木香和滇黄精种植基地、五

味子生产基地、相宜本草中草药种植基

地，惠及２万余户。在新疆叶城建立“昆
仑第一城”大数据中心项目，第一期

２０００万元工程竣工，提升产业能级。助
推罗平菜籽油、叶城核桃等农副产品与

食行生鲜、京东商城等２０多家平台开展
合作。加大教育卫生帮扶力度，４０名优
秀教师赴叶城县开展援疆支教工作，帮

助叶城完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体

系。选派６名教师、６名医生赴云南支
教支医。加大人才干部支撑力度，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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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名副处级干部到云南曲靖对口支援，
安排云南曲靖市人才培训项目１２批次
共２６３５人，到宝山培训、挂职１０批。

　　六、着力实施文化强区战略，擦亮
宝山文化金名片

　　坚定文化自信，充分挖掘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加快提升城市

文化软实力，宝山文化在全市、全国乃至

全球影响力持续放大。

一是彰显“上海文化”国际标识度。

积极打响国际邮轮滨江文化带、上海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节、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三大国际级品牌以及淞沪抗战、百

年吴淞、学陶师陶、宝钢遗存、宝山沪剧、

罗店罗泾、剧荟宝山、乐享体育等八大国

家级品牌。举办上海邮轮旅游节、亚太

邮轮大会等活动，弘扬邮轮文化，提升邮

轮滨江文化带国际影响力。第十届上海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以“老百姓的文化

艺术盛会，家门口的五洲风情”为宗旨，

累计吸引６６个国家的１００多支艺术团、
３０００多位民间艺术家参与。２０１８陈伯
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秉承“为小孩子写大

文学”理念，吸引 ２８个国家和地区的
３１７种绘本图书参选，“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原创插画展首次亮相博洛尼亚

童书展，陈伯吹少儿图书馆开馆，陈伯吹

实验小学揭牌成立。沪剧《挑山女人》

改编电影荣获第１４届中美电影节“金天
使奖”年度最佳戏曲电影，绽放中国传统

戏曲魅力。

二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质。着眼

于增强人民群众对文化服务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加快建设“十五分钟文化体育服

务圈”，打造文化功能项目新地标，上海

长滩音乐厅、淞沪抗战纪念馆二期，区文

化馆加固修缮、杨行区级体育中心等文

体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全区公共文化设

施总面积达３８３万平方米，人均０１８９
平方米，提前完成“十三五”目标。完成

２４片社区公共运动场维修，新建５条市
民健身步道，新建改建４０个市民益智健
身苑点，新增体育场地面积 １６万平方
米。健全四级公共文化资源配送体系，

将政府“送菜”和百姓“点菜”有机对接，

完成配送近 ５０００场。组织实施近百场
“市民艺术修身导赏计划”，资源库扩容

至３００场，让艺术走入百姓。深化“宝山

大剧荟”平台，成功引进上海芭蕾舞团

《天鹅湖》、京剧《锁麟囊》、多媒体剧《创

世神话漫游记》、儿童剧《精卫填海》等

精品力作。吸引谷好好、史依弘等１２个
艺术名家工作室落户，全市首个以戏剧

艺术名家命名的剧场———依弘剧场正式

开幕。

三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坚

持文化为民、文化惠民、文化乐民，让群

众共享文化成果。举办各类文体活动

３５万余场，惠及逾５７３万人次。９个作
品在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中获奖，

获奖率高达８１８％，创历史新高。许昕
等３人组成的国乒男团勇夺世乒赛九连
冠，体育后备人才参加全国青少年比赛

获１２金１５银８铜，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各类赛事共获 ８１５金 ４４５银 ５２铜。
成功举办黑池舞蹈节、ＣＢＡ夏季联赛、
ＯＮＥ冠军赛、超武联赛等赛事活动，罗
泾美丽乡村徒步赛顺利开展。顾村公园

樱花节客流达 １６６２万人次，创历史
新高。

　　七、着力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
党的组织路线，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一是区委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

坚持谋全局、把方向、管大事，把党的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市

委决策部署。

加强区委常委会自身建设。认真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将政治

建设贯彻落实到领导班子建设全过程各

方面。坚持第一时间学习贯彻中央、市

委重要会议精神，开展学习传达会 ６６
次，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切实做到政

令畅通。坚持科学决策，区委专题会、书

记会、常委会研究议题分别达 １４２个、
４７５个、４６７个，同比分别增长 ３０％、
１４％、６９％。制定贯彻《市委关于面向
全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

竞争力》的实施意见。

支持人大依法履职和行使权力。充

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

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等职能作用，尊

重代表主体地位，促进全区各项工作有

序开展。出台《人大常委会党组议事规

则》《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

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

告的实施意见》《区级预算审查监督办

法》。完善区、镇两级全口径预决算体

系，推进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

预算和政策拓展，建立预算审查前听取

人大代表意见建议机制。围绕“七五”

普法、全民健身、水资源管理等法律法规

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完善对“一府一

委两院”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推进

“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建设，加强代

表建议督办。

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和发挥作用。充

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协

商民主落实到履行职能的全过程。制定

《政协党组议事规则》《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不

断完善协商讨论与调研视察相结合、委

员建言献策与扩大公民参与相结合等多

种议政建言形式。举办“加快能级提升，

推进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支持政协围

绕经济转型升级、城市精细化管理等议

题，开展各类协商和专项监督。完善“互

联网＋”委员履职管理模式，建立委员履
职档案，深化“三联系”机制，开展“委员

进社区”活动，用“话语权”反映民生诉

求，有效提升政协委员履职积极性。

加快推进法治建设。区委常委带头

学习宪法，抓好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

施。建立区委法律顾问制度，聘请２０名
法律顾问及法律专家库成员。完成建区

３０年来８５５件党内规范性文件清理。支
持法院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完善审判

权力运行机制，建立案件质量评估机制

和法官业绩评价体系，深化人员分类管

理制度改革。支持区检察院深化内设机

构改革，细化完善员额检察官管理，探索

建立新型检察官办案组，推进落实司法

办案责任制，宝山检察院荣获“全国模范

检察院”称号。深化司法行政改革，建立

“三纵三横”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持续深

化“大调解”工作机制，推动构建“谁执

法谁普法”工作新格局。深化现代警务

改革，稳步推进现代警务流程再造及智

慧公安建设。

巩固和加强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坚

持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委托各民主党派

对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开展专项监督。

深化“高层次、小范围谈心会”“区情通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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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会”“季度座谈会”“集体谈心会”等制

度以及区领导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

制度，定期沟通思想、联络感情。全面推

进第十批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以“不

忘初心、接力改革伟业”为主题，持续深

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

活动，创建“海上新力量·宝山宝”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品牌，服务好非公经

济转型，民宗台侨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统筹做好党领导下的各项工作。群

团改革不断深化，持续放大顾村工会改

革经验“头雁效应”，加强协调劳动关系

制度建设，成立物流货运行业工会联合

会；推进团青骨干参与社区治理，建立互

联网科创、智能制造“两新”团建联盟，

党的青年群众生力军作用充分发挥；深

化妇联组织建设，创新“宝家护航”妇儿

维权联盟工作机制，妇女儿童工作水平

不断提高。深化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

完成妇联、残联、红十字会等换届选举工

作，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推进

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创建，党校、

社院、档案、史志、机要保密、老干部等各

项工作顺利推进。

二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

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规范网络传播秩序，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社会宣传、新

闻宣传稳步推进，结合庆祝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宝山“撤二建一”３０周年活动，组
织开展成就图片展、庆祝大会、百姓宣讲

等３大主题活动及９项专题活动。开展
“１２个一”系列活动，在市级以上新闻媒
体刊发报道２６２２篇（条），展现宝山转型
发展新成就。学习教育持续开展，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围

绕宪法修正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主题，开展１７次区委中心组集中学
习；举办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处级

干部专题培训班等９个主体班次，覆盖
１１００多人次。理论宣传深入人心，组织
开展专题党课、红帆讲堂等“十个一”系

列活动；完成基层宣讲１９９８场、累计听
众１７３万人次，３万余名党员参与“指
尖课堂”在线学习，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人心。深挖宝山红色资源，创设“逐

浪、锤炼、绽放”现场教学红色线路，开展

党性教育专场活动２５５场次，红色基因

深入血脉。

三是“大调研”工作深入开展。大

力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

代排头兵、先行者”大调研工作，落实

“六个紧扣”和“两个全覆盖”，制定实施

“１＋５＋６＋８０”工作体系。全区８０个调
研主体累计参与调研 ９９万余人次，区
委、区政府主要领导２７０多次直插基层
调研，科级及以下干部参与调研９２万余
人次，占调研总人次 ９３％以上，实现全
区所有一般税源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城乡社区、户籍居民家庭和农户全覆

盖。坚持开放式“问需问计”，线上线下

广开言路，分层分类解决问题，累计收集

各类问题２２７３６个、意见建议１４１９１个，
问题解决率达 ９６４％。梳理聚焦普遍
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强化制度设计

和政策供给，区层面新建制度９４项、修
订制度１１项，探索制定大调研常态长效
机制，持续将大调研工作推向深入。

四是基层党组织更加坚强有力。深

化拓展“红帆港”党建品牌，统筹推进城

市、农村、“两新”组织、国企等各领域党

建，在更高起点上推动基层党建创新发

展。深入开展“初心工程”，有序推进４０
项行动计划，推动基层党建系统集成。

积极开展网格化党建，设置１００个党建
网格，更好地管理党员、服务群众。深化

区域化党建，成立“区域化党建联席会青

年分会”，排摸资源清单２０８条、需求清
单１７８条，梳理推出工作项目 １５１项。
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达

８２２％、７０６％。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
班子，完成全区１０４个村党组织、４２０个
居民区党组织、３７７个居委会、１０４个村
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举办１４０期基层党
组织书记培训班，覆盖７５１３人次。

五是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更加奋发

有为。全面激发党员干部精气神，努力

造就一支“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

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出台激励宝山

干部担当作为的实施意见，建立宽容干

部在改革创新中失误错误的机制方法，

完善对不适应担任现职干部进行岗位调

整的具体措施，在全区形成敢于担当作

为、崇尚苦干实干的良好风尚。优化处

级领导班子结构，调整干部２３批，涉及
干部１５５人次。持续强化年轻干部培

养，配合市委开展“７８９”年轻干部调研，
并参与做好 ８０后副处、９０后科级干部
调研，走访单位１５家，累计访谈３２０人
次。安排５０名年轻干部到街镇园区、委
办局、国有企业开展实践锻炼。选派８０
余名年轻干部到巡察、信访、南大建设

办、吴淞转型办等“三重岗位”以及新

疆、云南等艰苦地区锻炼。落细落实干

部管理监督，对７２家单位开展科级干部
选拔任用专项检查，严格落实个人有关

事项报告制度，抽查核实１５９人次，提升
规矩意识。根据市委部署，稳步推进机

构改革。

六是持之以恒正风反腐。坚持无禁

区、全覆盖、零容忍，夺取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稳步推进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组建区监察委员会，与区纪委合署办

公，干部平稳转隶，办公场所及留置专区

建成使用，派出、派驻改革稳步推进。强

化“四责协同”，出台《关于完善全面从

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的实施意见》，

做实“４３６”党风廉政责任落实体系，夯实
管党治党责任。成立巡察办，制定五年

规划，有序推进区委巡察和街镇园区二

级巡察。不折不扣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组织开展专项督查，坚定不移纠“四

风”、树新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共受理信访举报９１４
件（次），处置问题线索４６５件，立案１８１
件，结案１８１件，给予党纪政务（政纪）处
分１７５人，审慎试用１２＋３项调查措施，
实施留置措施２人次。建成区委反腐倡
廉教育基地，对立案和查处情况无差别

化通报，通过拍摄《滨江·警示录》、创

刊《宝山纪检监察》季刊、开通“滨江清

风”微信公众号、组织清风讲堂等形式抓

警示教育。加强对腐败问题的治理研

究，把改革的制度优势积极转化为区域

治理效能。

我们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按照市委对宝山的

新部署、新要求，大力发扬只争朝夕、敢

为人先、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追求卓越

的拼搏精神，加快提升宝山城市能级和

核心竞争力，为全面建设“两区一体化升

级版”现代化滨江新城区、共建共享“魅

力滨江、活力宝山”谱写新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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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５日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宝山区区长　范少军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５日，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区门户网站／提供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宝山区人民政府，向大

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

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８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

坚强领导下，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

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

绕“两区一体化升级版”发展目标，加快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推进全区

经济社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全年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６０５亿元，同比增
长６２％；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１４００
亿元，可比增长５３％；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４９６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５％；商品销
售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

长１４３％、２５％；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
制在２６５万人以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同比增长９％。

一年来，我们以实际行动庆祝改革

开放４０周年、宝山“撤二建一”３０周年，

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大局，创新

开放效应进一步显现。着力抢抓改革红

利，提升创新水平，增强发展动力，不断

夯实经济可持续增长基础。

承接自贸区辐射效应，打造世界级

邮轮名片。对标国际最好水平，建设世

界一流邮轮母港，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实

现“三船同靠”，累计接待游客突破１２００
万人次①。在全国率先试点邮轮船票制

度，全面实行“邮轮便捷通关条形码”，

通关时间由平均１５秒缩短为３秒。发
布邮轮经济３５条意见②，推动中船集团

与嘉年华、芬坎蒂尼集团合作③。中船

邮轮科技等１３家邮轮企业顺利落地，新
增地中海邮轮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邮

轮相关企业总数达１３９家。加快建设邮
轮船供分拨平台④，全国首个邮轮港口

服务标准化试点通过终期验收。成功举

办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等系列活动，
邮轮品牌效应持续放大。

对接科创中心建设，创新活力进一

步增强。把创新摆在发展的核心位置，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１００家⑤、科技小巨人

企业７家，复控华龙等 １１家企业获国
家、上海市科技进步奖。推动科研成果

转化，实现石墨烯柔性智能纤维等７个
科技项目中试转化。加快建设“环上大

科技创新圈”，推动材料基因组、氢能燃

料电池等项目落地，新增２家外资研发
中心、２６家企业技术中心。率先成立区
级知识产权服务联盟，专利申请量同比

增长１８９％。新增２家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市级以上众创孵化载体达 １９
家。深化“基金＋基地”模式，７０亿元临
港申创产业基金顺利落地，新增上市挂

牌企业２７家⑥，上股交挂牌企业数量列

全市第２。推进“满意１００”人才集聚工
程，全年投入人才专项资金１２亿元。

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开放

合作持续深化。着力以开放促转型，创

新区域合作机制，与江苏太仓市、滨海县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把握进博会重大契

机，组织近７００家企业参团，与８个国家
（地区）经贸团开展贸易洽谈。落实上

海“扩大开放１００条”，在“一带一路”沿
线累计投资项目１９个，投资额近３５亿
美元。外贸出口总额同比增长２０２％，
增幅列全市第 １；完成合同利用外资
１５８亿美元，总量列全市第４。促进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小微融资服务平台

发放贷款 １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４％。
加大扶贫投入，对口帮扶新疆、云南等地

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打响四大品牌，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进一步深化。牢牢抓住品牌建设这

个主攻点，坚定不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积

极态势。

四大品牌建设全面启动。制定打响

“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

“上海文化”品牌的实施意见、三年行动

方案，推进４０个专项行动。促进产业高
端化发展。积极与百度、商汤、联和投资

等一流产业集团开展战略合作⑦，成功

引进爱德夏、同济科技、优维视等一批高

技术产业项目，推动商汤科技、上蔬永

辉、卜蜂莲花等一批总部型项目顺利落

地。加快提升产业集聚度。出台机器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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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智能硬件产业专项扶持政策，发起成

立机器人产业创新基金⑧，伏能士、快

仓、巨什和机器人检测认证平台等一批

机器人项目成功落地。开利空调、华伟

表面技术等一批智能制造项目竣工投

产，华域电机、华域麦格纳电驱等一批新

能源项目开工建设，安博贝瑞等一批生

物医药企业顺利落地。持续壮大服务经

济。成功引入百安居智慧店、微盟温带

未来商店、食行生鲜等新零售项目，加快

建设宝杨宝龙、经纬汇等标志性商业地

标。“互联网＋”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电
子商务交易额达 ３２００亿元，同比增
长３０％。

发展质量效益持续提升。加大结构

调整力度，进一步提升经济密度和产出

强度。不断扩大有效投资，集中启动城

工科技绿洲、鑫燕隆二期等３８个重大产
业项目，总投资额达３００亿元。投资结
构进一步优化，工业投资、服务业投资分

别同比增长７％、１０８％。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１６０亿元，同比增长
２４７％，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
３４％。着力提升载体能级，建成同济创
园二期、国药健康产业园等一批载体。

持续放大“租税联动”等政策效应，重点

商务载体单位面积税收同比增长１８％，
新增亿元载体４个⑨。加快盘活低效用

地，出台土地分割转让、提高容积率等七

类政策，鼓励“零存整取”式成片调整，

关停５１个结构调整项目，盘活低效产业
用地１６２６７公顷，重点产业园区⑩单位

土地产值同比增长１８％。完成１３０公顷
减量化任务，土地集约利用工作获得国

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

“六个统筹”瑏瑡不断加强。坚持整合

区域资源，在全市率先制定区级产业地

图，明确镇（园区）主导产业定位，形成

“１＋２＋３＋５”瑏瑢产业空间布局体系。出
台支持产业项目统筹布局实施细则，推

动赛赫智能等项目区域联动落地，形成

“南部总部经济 ＋北部制造业基地”的
发展格局。大力拓展平台招商，成功举

办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泰山论坛等贸

易洽谈与招商推介活动。全区新增工商

注册企业３０４８４户，总数突破１６万。
（三）完善城市功能，城乡协调发展

进一步加快。坚持高标准定位、高品质

建设，编制形成宝山区 ２０３５城市总规

划，加快提升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

乡村振兴战略有力推进。制定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意见、五年规划及９项配
套政策瑏瑣，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三农”

领域倾斜。促进农业高效发展，粮食生

产绿色认证实现全覆盖，“新罗泾”牌虾

稻米荣获第十九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金奖。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成２４
千米“四好”农村公路建设、２０５座农村
公厕提标改造，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全覆盖。启动塘湾村市级乡村振兴示范

村创建。完成杨行镇、顾村镇镇级产权

制度 改 革，全 区 承 包 地 流 转 率 达

到９２７％。
重点地区开发力度加大。南大生态

智慧城从综合整治进入全面开发阶段，

组建南大智慧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形成

“领导小组＋指挥部 ＋公司”运行机制。
建成鄂尔多斯路等２条道路，完成３０公
顷绿地建设。吴淞创新城转型步伐加

速，落实市政府与宝武集团战略合作协

议内容，建立季度联席会议沟通机制，宝

地上实、宝地临港两家公司揭牌成立。

形成转型发展建设规划成果，确立枢纽

核心商务区等六大功能分区。新顾城建

设有序推进，９个共有产权保障房地块
完成节点目标瑏瑤，天仁路、尚北路等一批

市政配套设施稳步推进。

重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Ｓ７公路、
Ｇ１５０１Ａ段、沪通铁路、军工路快速化改
造、轨交１５号和１８号线等重大工程完
成节点目标。启动殷高西路治堵工程，

完成可变车道改建。友谊西路、杨南路、

吴淞口路南延伸段等一批道路建成通

车。４条道路瑏瑥启动架空线入地工程，“５
＋１”排水系统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完
善公共交通网络，建成８条微循环道路，
新辟调整１７条公交线路，新增公共停车
泊位２０４６个、共享泊位 ５２８个、共享单
车停放点２６９个。

（四）强化生态治理，城市宜居程度

进一步改善。认真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实施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境保护战略，切实补短板、治顽症。

全面实施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

划。区级环保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达３１％。全面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计
划，扎实推进南大地区土壤污染修复试

点示范项目。在全市率先建成区级中小

企业危废转运处置平台，着力解决企业

少量危废出路难问题。启动新一轮清洁

空气行动计划，探索建立扬尘防控“片长

制”，形成扬尘污染源监控网，在建工地、

混凝土搅拌站、码头堆场扬尘浓度实现大

幅下降。全区 ＡＱＩ优良率达 ８４１％瑏瑦，

ＰＭ２５浓度同比下降１１９％，降幅列全
市第３。

扎实推进水环境治理。建立健全河

长制、湖长制，围绕“六个全覆盖”瑏瑧，切

实落实“一河一策”。加大控源截污力

度，完成 ３４０个点污染源纳管，建设 ２０
千米污水二级管网。统筹推进水系沟

通、雨污分流改造、河道综合整治，完成

老?藻浜等１０条断头河治理任务。消
除道路排水“盲点”，改造积水点５６８处。
全区城镇污水处理率达９４％，“１＋１４”
考核断面水质实现动态达标，劣 Ｖ类水
体比例控制在市下达指标以内。

坚持开展治脏治乱。聚焦打造“五

违”整治升级版，开展无违建居村（街

镇）创建，６３９个无违创建单元全部通过
区级验收。坚持以点带面，启动三大重

点区域瑏瑨“五违”综合整治，全区拆除违

法建筑５９２万平方米，取缔违法经营单
位３８９５家，清退违法居住７１０６人，消除
安全隐患１４９个，关停整治内河码头２０
家。深入开展“两违”项目清理，完成

５６０家违法违规企业整治。
持续美化市容环境。实施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完成２９４个“黄马夹”小区试
点工作，绿色账户覆盖居民５３２万户。
试点“两网融合”瑏瑩，在１８３５家单位实施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强化建筑垃圾处置

管理，完成１０５万吨存量“五违”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推进“五个１００”绿化工
程，新建各类绿地８５公顷、城市绿色步
道２５千米，新增立体绿化３万平方米。

（五）提升城市品质，精细化管理进

一步加强。以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为契

机，着力完善管理机制，努力让城市更具

品质、更有温度。

“三个美丽”建设加速。落实城市

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打响“绣美宝

山”品牌。提升美丽家园形象，实施新一

轮小区综合治理，基本完成５０个小区房
屋本体改造和１００个示范小区创建。聚
焦老旧小区突出问题，完成１２８万平方
米住宅修缮、５０万平方米老旧住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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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处置，实施燃气内管改造２万余户、
技防物防设施升级３０８个。凸显美丽街
区亮点，全面推进景观灯光提升、户外广

告牌整治等工程，创建３个市级瑐瑠、６９个
区级美丽街区，落实１２３条道路、８０００余
家单位“门责制”。彰显美丽乡村风貌，

完成１４４户村庄改造，实现农村生活垃
圾集中处置全覆盖，成功创建 ２家市
级瑐瑡、７家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社会治理不断完善。健全“镇管社

区”模式，第二批３个基本管理单元通过
市级验收，顺利完成居村委会换届选举

工作，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社

区通”实现居村全覆盖，解决各类问题

４８万个瑐瑢。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层自

治，服务群众３５万人次。全面完成“网
格达标”创建工作，“网格化 ＋”综合平
台结案率达 １００％，综合评价列郊区第
１。织密城市风险感知网络，完成“雪亮
工程”一期项目，全区域运行“平安宝山

智联网”，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指数连续三

年列郊区第１。
城市运行安全有序。在全市首创安

全生产责任事故审议制度，落实重大隐

患挂牌督办、“黑名单”制度，聚焦“三合

一”、空中坠物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

整治，安全生产死亡事故起数、人数均同

比下降２６３％。关注“舌尖上的安全”，
在全市率先实现废弃食品“互联网 ＋退
市”全过程闭环式监管，整治消除 ８８５１
户无证照经营商户。全面推进“智慧公

安”建设，健全立体化、信息化治安防控

网络。做好金融风险防范、信访稳定等

各项工作，报警类 １１０接报数同比下
降２６４％。

（六）优化公共服务，人民生活水平

进一步提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多办利民实事、多解民生难事、兜

牢民生底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

提升。

就业与保障水平持续提高。出台新

一轮促进就业政策，帮扶引领６５３人成
功创业，获评第二轮上海市优秀创业型

城区。征地养老人员月生活费标准、城

乡居保月基础养老金标准分别增长

７８％、９４％，累计为符合条件的“长护
险”参保老年人提供３０万人次的照护服
务。打造“五心”养老品牌，新增养老床

位３０６张，新建长者照护之家３家、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７家。提升救助帮扶实
效，全年救助６７７万人次，救助资金达
３１亿元。完善“四位一体”住房保障体
系，新建和转化租赁住房１８２０３套，新增
代理经租房源１３８３２间。开工建设区属
动迁安置房４０万平方米，安置在外过渡
动迁居农民１７７２户。６个“城中村”动
迁工作基本完成，居农民、企业签约率均

达９９％，８幅地块成功出让。完成１０幢
房屋成套改造。新建改建标准化菜场５
家、社区微菜场６０家。

教育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平稳实施

中考、高考改革，顺利完成国家、市教育

综合督政、督学等工作瑐瑣。实施教育资

源区级统筹，新建、改扩建学校６个。大
力引进优质资源，华二宝山实验学校、上

海大学宝山外国语学校成功开办。深化

集团化、学区化办学，惠及近 ７万名学
生。全面推进公立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综合改革，委托仁济医院全面托管大场

医院。促进八大医联体瑐瑤协同运行，实

现优质医疗资源和区域群众就医“双下

沉”，开展专病门诊３６万人次。做实家
庭医生制度，社区卫生“１＋１＋１”签约
６０７万人，列全市第三。完成国家级慢
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评审，获国家卫

健委通报表扬。

文体事业活力不断增强。扩大“文

化四季”品牌影响力，举办第十届上海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节、２０１８黑池舞蹈节等
各类活动 ３５万余场，参与市民逾 ５７３
万人次，均同比增长 １００％以上。引进
谷好好、王勇、秦文君、史依弘瑐瑥等１２位
艺术名家工作室，沪剧电影《挑山女人》

荣获第十四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淞

沪抗战纪念馆二期等项目稳步推进，新

增电影院、美术馆等文化场馆５家，建成
市民健身步道５条、健身苑点４０个、社
区公共运动场２４片。同时，妇女儿童、
红十字、残疾人、双拥、慈善等事业稳步

发展，民族、宗教、侨务、对台、档案、史志

等工作持续加强。

（七）强化自身建设，政府治理效能

进一步提高。坚持刀刃向内，加大改革

力度，优化服务管理，不断提升政府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

区域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出台优化

营商环境１８条意见，调整和取消行政审
批事项，行政审批目录由５８１项精简至

５５８项，当场办结、提前服务事项总数达
３１０项，列全市第二。全面推进“两集
中、两到位”，２９个部门及４７０项审批和
服务事项１００％进驻行政服务中心。大
力推行“一网通办”，涉企审批事项“只

跑一次”和“不见面审批”比例达１００％，
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组建

四类“单一窗口”瑐瑦，推进涉企事项“一窗

式”办结。深化建设项目联审服务改革，

在全市首创建筑师负责制，同日核发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政府职能转变持续加快。坚持需求

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认真开展“大

调研”活动，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累计开

展调研６５万人次，收集问题和建议３８
万余条，问题解决率达９８２％。区本级
民生支出达 １１５４亿元，同比增长
６６％。稳步推进环保执法改革试点，基
层执法力量得到夯实。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组建宝山国资产业发展公司和吴淞

口投资集团。制定小型工程项目政府采

购管理办法，加强对财政投资４００万元
以下建设工程的管理。

依法行政水平持续提升。严格执行

“三重一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工作的

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严格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规范公务接待和会务支出

标准。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全面公

开区镇两级政府预决算、“三公”经费及

非涉密部门预决算，主动公开率列全市

第一。主动向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汇报工

作、向区政协通报工作，认真办理２６５件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代表和委员

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占

９７４％，表示理解的占２６％。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是

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坚强领导、科学决策

的结果，是区人大、区政协和社会各界有

效监督、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区广大干

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奋力

拼搏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宝山区人

民政府，向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全区人

民，向关心、支持、参与宝山发展的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老领导、老同志和社会

各界人士，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

的感谢！

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

是：稳增长压力依然较大，新兴产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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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科技创新资源优势尚未充分发挥；

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空气污染防治、

水环境治理、安全生产等形势依然严峻，

城市安全运行的基础仍然薄弱；社会民

生事业仍有一些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城

市管理体制机制还需要不断完善，精细

化管理水平亟待提高；部分政府部门主

动服务的意识、协调服务的能力还不够

强，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仍不够畅

通。对此，我们将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

负责的态度，采取更有力措施加快解决

这些问题。

二、２０１９年主要工作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也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做好今年工

作意义重大。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决策部署和市委、市

政府工作要求上来，全力以赴抓推进，锐

意进取谋改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

今年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上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根据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

总体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

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全面用

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持续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持续提升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持续创造高品质生活，进

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

投资、稳预期，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

大局稳定，着力成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重要承载区，建设城市功能转型的

最佳实践区，迈向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

化，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７０周年。
根据七届区委七次全会总体部署，

综合各方面因素，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要预期指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可

比增长６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
增长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完
成４５０亿元左右，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６％，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３％，城镇登
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２６５万人以内，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经济增长。

今年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全力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

积极对接习总书记交付上海的三项重大

任务，着力抓住新一轮转型发展机遇，在

服务国家大局中主动作为、赢得优势。

承接自贸区扩区机遇，放大邮轮品

牌效应。深化邮轮领域改革，复制自贸

区经验，加快创建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

范区，推进“多点挂靠”瑐瑧先行先试，在建

设长三角邮轮港口群中发挥龙头作用。

促进邮轮船票制度在全国推广，推进邮

轮分销渠道创新，加快设立邮轮港进境

免税店。拓展邮轮产业链，深化与中船、

招商局、芬坎蒂尼等集团合作，建设中船

国际邮轮产业园，推动中船七○八所、招
商局智造中心、中船嘉年华等项目落地，

引入一批邮轮总部企业。提升滨江带功

能，加快邮轮港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实现

吴淞口路北延伸段贯通，推进宝杨路延

伸段改扩建，推动临江商业商务中心、邮

轮港海事交管中心等项目建设。

抢抓科创板设立机遇，打造科创中

心重要功能区。推进金融与科技深度融

合，深化与上交所战略合作，支持区内企

业在科创板上市，新增上市挂牌企业１５
家。完善多元化融资服务体系，推动１１
亿元联升科创基金落地，加快设立保理

业务试点区。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对

接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促进“产学研用

金”协同，加快推动石墨烯、高温超导、储

能、ＡＩ医学影像等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
台建设，新建院士专家工作站２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３家瑐瑨。打造“环上大科

技创新圈”，完成创新圈专项规划编制，

形成常态化区校合作机制，加快推动石

墨烯微生物水体治理等项目成果转化，

推进无人艇、模具钢、索灵等１７个中试
和产业化项目。增强创新策源能力，积

极争取张江专项资金支持，持续推进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６０
家、科技小巨人企业６家。加强对创新
创业人才的引进、培养、激励和服务，新

建２家博士后工作室，促进高层次专业
化人才集聚宝山。

把握长三角一体化机遇，促进区域

开放融合发展。落实上海“扩大开放

１００条”，持续加强与苏州、南通、舟山、
连云港等沿江沿海城市的战略合作，在

城市空间联动、产业协同创新等重点领

域开展广泛合作，创建沿江产业园区发

展联盟，共同打造沿江协同创新带。放

大进博会溢出效应，借助“６天＋３６５天”
一站式交易服务平台，开展贸易洽谈和

招商对接活动，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或研发中心２家，完成合同利用外资４５
亿美元。落实上海“民营经济发展 ２７
条”，制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

见，为中小企业快速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二）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落实四大品牌战略，积极构建以现代服

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

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培育重点产业集群。围绕“１＋４＋
Ｘ”产业体系瑐瑩，加快推动总投资６００亿
元的６０个重大产业项目。大力发展机
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打响上海机器人

产业园品牌，加快推动发那科三期、赛赫

智能等项目开工建设，着力引进安川等

一批项目，构建机器人研发生产、系统集

成、检测认证、服务应用的全产业链。以

新材料产业为重点方向，发挥宝武、国缆

检测、富驰高科等龙头企业效应，夯实前

沿新材料领域先发优势，推动上海超导、

上创超导等项目加快落地。聚焦新一代

信息技术，通过“场景开放 ＋特色服务”
联动，着力推动百度智慧交通等项目落

地，加快创建国家级平台经济示范区。

培育壮大生物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瞄

准基因测序、病理诊断等前沿领域，支持

赛安生物、泛生子、衡道病理等企业做大

做强，打造北上海生命健康产业园。大

力发展文创产业，推动百度爱奇艺小镇

等项目落地，力争新增２家市级文创园
区，引进有影响力的文创企业５家。

加快提升经济密度。坚持“四论英

雄”瑑瑠导向，不断提升投资开发强度和单

位产出效益。精准盘活存量土地，支持７
个条件成熟的地块实施整体转型，坚持盘

土地与引项目对接，通过加强容积率管

理、划小用地单元等政策，改善产业零星

布局状况，精准盘活土地１００公顷以上，
完成１００公顷减量化任务。扩大载体供
给与产出，放大“租税联动”政策效应，稳

步提高商务载体“三率”瑑瑡，重点商务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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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面积税收同比增长１０％，力争建成
亿元载体１５个。推进三邻桥、智航大厦
等项目竣工，新增商务载体面积５０万平
方米。推动产业向园区集中，规划调整产

业区块外工业布局，着力推动联东 Ｕ谷
二期等项目投入运营，重点产业园区单位

土地产值达到７５亿元／平方千米。
持续推进招大引强。进一步强化产

业地图引导作用，实施“一镇一策”，促

进项目资源与价值区段精准匹配。强化

全产业链招商、区域协同招商，进一步深

化与临港、金桥、闵虹等大型园区运营集

团合作，加强与软银、京东、腾讯、格力等

大企业集团对接，举办机器人产业论坛、

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等招商推介活动，

进一步引进和集聚优势项目。

（三）全力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把握城市发展规律，推动城乡融合、产城

融合和城市更新，促进区域协调联动发

展，不断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推动２５项支农惠农配套
政策落地。发展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力

争农产品绿色认证率达 １５％。完成罗
泾镇、月浦镇郊野单元规划编制试点工

作，力争实现郊野单元规划全覆盖。建

设留得住乡情的美丽家园，以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为重点，完成９７千米农村道路
提档升级、１８８座农村公厕改造、６１个垃
圾分类达标村创建等任务。高标准打造

１３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美丽乡村示范
村瑑瑢，稳步推进罗店镇“国家新型城镇化

试点”和罗泾镇“全国特色小镇”建设工

作。坚持把富民工程作为乡村振兴最终

落脚点，推广“村经委托镇管”模式，鼓

励集体经济以股权方式参与园区开发，

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加快市级重点板块开发。坚持引领

性、主导性和特色性相统一，打造生产、

生活、生态相协调的高品质卓越城区。

高标准建设南大生态智慧城，探索复合

型集约化开发模式，进一步提高土地容

积率，编制完成控详规划和城市设计。

推动配套商圈和产业同步实施，启动

ＡＩ—ＣＩＴＹ基础平台等项目建设，推进博
泰车联网总部、铂力特等项目洽谈。推

动首幅商办地块一季度上市，启动３３个
公建配套项目建设。高起点建设吴淞创

新城。做实“１＋Ｎ”瑑瑣转型开发机制，组

建区域一级平台公司，推动宝地上实、宝

地临港等公司实质性运作。编制完成产

业规划，启动特钢、不锈钢等先行启动区

域控详规划编制。推进不锈钢、特钢厂

区道路与市政道路贯通，不断提升区域

路网通行能力。开展３号线宝杨路地铁
上盖开发研究，启动中铝上铜“创智小

镇”等城市更新项目。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Ｓ７
公路、Ｇ１５０１Ａ段和Ｂ段、沪通铁路、轨道
交通１５号和１８号线等项目动迁腾地，
加快富长路等骨干道路、国权北路等区

区对接道路建设。继续实施殷高西路交

通治堵工程，开工建设一二八纪念路贯

通工程。加强道路养护管理，市、区管道

路纳管率达到 ７８％。完善公共交通体
系，推进顾村大居拓展区、上港十四区等

公交设施建设，新辟、优化公交线路１０
条。着力缓解静态交通矛盾，推进淞宝

地区停车诱导系统二期工程建设，新增

公共停车泊位和共享泊位１５００个。
（四）全力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实行最严格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制

度，努力以硬措施完成硬任务，实现经济

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

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深入推进第

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实施新一

轮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开展挥发性有机

物总量和行业控制，有效应对重污染天

气，ＰＭ２５年均浓度完成市下达考核目
标。深化扬尘防控“片长制”，聚焦“３６
＋Ｘ”个重点片区，提升道路保洁频次和
养护标准，加大对在建工地、沿河码头和

混凝土搅拌站的管控力度。积极构建

“智慧环保”，全面梳理大气质量、环境

监管、污染源在线监测等大数据，服务高

水平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碧水保卫战。聚焦河湖常

态长效管理，进一步健全河长制，利用卫

星遥感技术监测水质，加大河湖养护保

洁力度。实施水污染防治计划和“苏四

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持续开展控源截

污，推进１６千米污水二级管网建设，完
成２２８１万平方米雨污混接改造，开工建
设月浦城区、张华浜东 ２个排水系统。
全面开展水环境综合治理，启动４６条断
头河治理，骨干河道整治率达 ８２５％，
确保劣Ｖ类水体比例控制在１７％以内，
“１＋１６”考核断面水质实现动态达标。

坚决打好净土保卫战。深入实施土

壤污染防治计划，完成全国第二次污染

源普查任务。聚焦受污染耕地、南大地

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土壤监测和治理修

复，确保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１００％。
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全程分类，力争

生活垃圾分类小区实现全覆盖，累计创

建达标居住区 ５１８个，绿色账户覆盖
６７４万户家庭。推进“两网融合”，累计
建设再生资源回收点６７０个、分拣中转
站１２个，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
３５％。加大绿色生态空间建设力度，新
建各类绿地６５公顷、城市绿道１０千米、
立体绿化３万平方米，建成５０公顷生态
廊道。

（五）全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持

抓好底线民生、基本民生、质量民生，把

高质量发展更多体现在增进民生福祉

上，集中力量办成一批群众关切的民生

实事。

加强就业和保障工作。把稳就业放

在更加突出位置，启动实施新一轮鼓励

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行动，帮扶引领 ６００
人成功创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

援助，帮助７６０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
业。推进劳动关系和谐单位创建，加强

劳动人事争议先行调解。加快构建多层

次全覆盖的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失智老

人照护、农村薄弱养老机构改造等项目，

新建和改造１０家养老机构。推动“长护
险”试点，统筹提高养老金、低保等保障

待遇。落实政府实事项目，新增２７４张
养老床位、２家长者照护之家。

深化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坚持“一

个定位、两个不是权宜之计”瑑瑤，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按计划完成新

增租赁房源和代理经租房源建设任务。

坚持“留改拆”并举，完成２００万平方米
住宅修缮，推进１０幢房屋成套改造和吴
淞西块二级旧里改造。大力推进“城中

村”改造，完成顾村杨邢宅项目方案调

整，开工建设１４个公建配套项目。推进
农民集中居住，实现３８４户农民宅基地
向保留村归并、向城镇集中。着力改善

市民居住条件，开工建设区属动迁安置

房 ７０万平方米，安置动迁居农民
１０１６户。

推动社会事业优质发展。全面实施

教育资源区级统筹，推进１０所初中“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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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新建、改扩建学校７个。做优
做强陶行知等本土特色教育品牌，组建陈

伯吹教育集团。深化与复旦、华东师大、

上大、上外、世外等优质教育品牌合作。

加快建设健康宝山，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

度，推动医联体资源下沉社区，探索开设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专结合”门诊，扩

大家庭医生服务覆盖面。完成国家中医

药特色服务示范区复审工作，推进国家卫

生镇创建和复评审工作。优化医疗资源

配置，开工区精神卫生中心迁建、罗店医

院改造、大场医院改扩建等项目。

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争创全国文明

城区（提名区），深入推进新一轮上海市

文明社区、文明镇创建工作。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办好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
年、第四届区运会、市民文化节等重大活

动，升级打造“宝山大剧荟”“宝山篮球

城”等公共文体品牌。扩大公共文化旅

游和体育产品供给，打造“１５分钟文体服
务圈”，推进长滩音乐厅、杨行体育中心

等设施建设瑑瑥。同时，加大民族、宗教、侨

务、对台、粮食、对口扶贫、军转安置、档

案、史志等工作力度，推进妇女儿童、红十

字、残疾人、慈善等事业发展。

（六）全力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坚

持重心下沉、政社互动、共建共享，以“绣

花”般的细心、耐心和卓越心管理城市，

走出一条符合宝山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

理新路子。

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按照“三全

四化”瑑瑦要求，完善常态长效机制，提升

发现、解决各类城市问题的能力。继续

推进“三个美丽”建设，实施黄浦江宝山

段、牡丹江路等地面景观灯光工程，建成

２个市级、４６个区级美丽街区。加强住
宅小区综合治理，完成２３３个老旧居民
小区技防设施改造升级，创建１００个美
丽家园示范小区。全面完成无违建居村

（街镇）创建，继续推进吴淞工业区等三

大重点区域综合整治，开展拆违控违、安

全检查等专项行动，拆除违法建筑 １００
万平方米，关停１６家码头。

深化社会治理创新。强化基层基

础，持续推进居委会、村委会减负增能。

支持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

理，发挥“１＋１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作

用，培育扶持一批品牌性社会组织，满足

群众多元化需求。聚焦农村自建房、农

村外来人口等领域，加强人口服务管理。

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做优“社区

通”，打造“商圈通”“园区通”，探索智慧

城市、智慧政务、智慧公安等多系统的互

联互通，新建一批智慧商圈、智慧园区、

智慧楼宇、智慧市场。完成“雪亮工程”

系列项目建设，实现“智联门”物联网系

统全覆盖。

严守城市安全底线。从严从细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危险化学品、道路交

通、建筑施工、特种设备、人员密集场所

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持续开展“三合

一”、空中坠物等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

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提高监管覆盖面

和精确度。强化社会风险防控，完善应

急管理体系，提升矛盾风险和突发事件

的预警预测、快速处置能力。切实做好

金融风险防范、信访稳定等各项工作，争

创上海市“平安示范城区”。

三、扎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做好今年工作，关键还是要加强政

府自身改革和建设。我们要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坚持

加强制度创新与供给，全面建设服务政

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瞄准最

高标准、最好水平，充分发扬“店小二”

精神，打造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

商环境。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加大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的推广应用，进

一步压减审批环节和时限，不断深化“三

个一批”瑑瑧改革举措。优化行政审批流

程链管理，形成区级“证照分离”改革落

地清单，扩大并联审批范围，探索行政审

批质量“后评价”机制。持续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强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全面实施以诚信管理、分类管理、风险管

理、联合惩戒、社会监督“五位一体”为

基础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断提升政

府服务水平，按照“有求必应、无事不

扰”的要求，落实重点企业走访联系制

度，畅通政企沟通服务渠道。落实国家

减税降费政策，加大企业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等政策实施力度，在减轻企业负担

上取得实效。

（二）深化“一网通办”政务服务。

围绕“双减半”“双１００”瑑瑨目标，深化“只
跑一次、一次办成”，筹建区级大数据中

心，促进数据归集共享，推动重点领域主

题数据库建设，实现政务数据一次采集、

共享使用。建成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

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事项“一次认证、全

网通办”，把更多审批服务从线下吸引到

线上，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像“网购”一样

便捷。线下做细四类“单一窗口”，在“四

个减”“三个一律不需提交”瑑瑩和智能引导

服务上见实效，推广全程帮办、人才专窗

等特色服务，提升现场办事的感受度。

（三）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落

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完善合法性

审查、终身责任追究等机制，确保决策程

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健全政府

法律顾问制度，推进“七五”普法工作。

深化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领域综合执

法改革，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增强

执法透明度和公信力。进一步畅通监督

渠道，依法接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

督，主动接受区政协民主监督，推进人大

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强化审计监

督，重视司法、舆论和社会监督。

（四）持续改进政府作风。坚决贯

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把制度

建设贯穿始终，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政。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及实施细则，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

活纪律。完善厉行节约长效机制，从严

控制“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支出。健

全政府系统“四责协同”机制，探索廉政

建设与业务工作融合机制，从源头上规

范权力、遏制腐败。坚持深入一线、深入

基层、深入实际，巩固“大调研”活动成

果，严格落实公务员岗位履职责任制，切

实增强公务员担责尽职、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能力。

各位代表、各位委员，新的一年新的

期望，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

的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区人民，以锐

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

上的朝气，坚定信心，开拓创新，真抓实

干，追求卓越，为全面建设“两区一体化

升级版”现代化滨江新城区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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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全年成功接靠国际邮轮３７５艘次，接待出入境游客２７１６万人次，累计接靠邮轮突破２０００艘次，稳居亚太第一、全球第四大邮
轮母港。

②每年安排１亿元财政资金扶持邮轮经济发展。
③中船集团与嘉年华、芬坎蒂尼集团签订总价近５０亿美元的６艘大型邮轮建造合同。
④完成货值５７１４万美元、６６个航次共１４８个国际货柜供船业务。
⑤同比增长２５％，总数达４２７家。
⑥总数达１２０家。
⑦还包括上海信投、国药、东旭、中船、芬坎蒂尼等产业集团。
⑧宝山区与临港集团、克莱机电、上海建工、电科集团、君和资本等共同发起成立。
⑨总数达１３个。
⑩即宝山工业园区、城市工业园区、上海机器人产业园、罗店工业园区、月杨工业园区。
瑏瑡即统筹招商机制、统筹规划布局、统筹土地资源、统筹产业准入、统筹政策服务、统筹投促队伍。
瑏瑢即１个特色产业带（邮轮滨江产业发展带）、２个市级重点转型区（南大生态智慧城和吴淞创新城）、３个服务业发展带（一号创
新带、三号创业带、七号创意带）、５个重点产业园区（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宝山工业园区、城市工业园区、罗店工业园区、月杨
工业园区）。

瑏瑣已陆续出台涉及“农业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保障村级组织运转、农场职工集体参加职保、改善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９个支持文件。

瑏瑤４个地块２２７万平方米共有产权保障房完成项目法人主体招标，５个地块４５万平方米共有产权保障房全部实现开工。
瑏瑥即南大路、南陈路、丰翔路、祁连山路，共８４千米。
瑏瑦列全市前５，优于全市平均水平。
瑏瑧即日常保洁、环境巡查、截污纳管、河道轮疏、两岸拆违、沿线码头整治“六个全覆盖”。
瑏瑨即吴淞工业区、?藻浜沿线两岸、江杨市场。
瑏瑩即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与生活垃圾清运网络“两网融合”。
瑐瑠即共和新路、逸仙路、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周边。
瑐瑡即罗泾镇新陆村、月浦镇聚源桥村。
瑐瑢“社区通”平台被评为“中国网络理政十大创新案例”。
瑐瑣完成上海市教育综合督政、全国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实地核查。
瑐瑤即华山、市一、市九、曙光、仁济医院５大综合医疗联合体和新华医院（儿科医联体）、肿瘤医院（全市首家肿瘤医联体）、市第二
康复医院（康复医联体）等３大专科医疗联合体。

瑐瑥全市首个以戏剧艺术名家命名的剧场———依弘剧场落户宝山。
瑐瑦即部门、综合业务、统一出件、主题类等四类“单一窗口”。
瑐瑧即在一个国际邮轮航次中，外籍邮轮在去程或返程时均可挂靠多个国内港口，游客可选择在不同的港口上下船。
瑐瑨还包括完成产学研合作项目２０个，完成申报国家、市各类创新项目３０个。
瑐瑩即１个品牌产业：邮轮产业；４大主导产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Ｘ类特色
服务业：建筑科技服务业、节能环保服务业、互联网平台经济等。

瑑瑠即以亩产论英雄、以效益论英雄、以能耗论英雄、以环境论英雄。
瑑瑡即商务载体企业入驻率、落地型企业注册率、单位面积税收产出率。
瑑瑢１个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３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９个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瑑瑣“１”即１个区域性开发平台公司，“Ｎ”即聚焦具体地块的若干个项目公司。
瑑瑤“一个定位”即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两个不是权宜之计”即严控高房价和高地价不是权宜之计，减少经济增长和
财政收入对房地产业的依赖也不是权宜之计。

瑑瑥具体包括：新增文化馆、电影院等文化设施５个，新增体育场地面积约１６万平方米，新建更新５条市民健身步道、５片市民球
场及２０个健身苑点。

瑑瑦即全覆盖、全过程、全天候；法治化、社会化、智能化、标准化。
瑑瑧即当场办结一批、提前服务一批、当年落地一批。
瑑瑨“双减半”即与２０１８年相比，行政审批事项承诺审批时限平均减少一半，提交材料平均减少一半。“双１００”即新增１００项业务
流程优化再造事项，新增１００项高频个人事项全市通办。

瑑瑩“四个减”即减事项、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限。“三个一律不需提交”即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材料一律不需提交，能够通过
数据共享或网络核验的材料一律不需提交，能够通过电子证照库调取的证照一律不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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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２０１８）
■编辑　陈　亮

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第二届“宝山好人”颁奖典礼举行 区文明办／提供

１月
２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率区有关部

门，走访慰问基层单位推进重点工作。

５日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
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区委党校召开。

会议总结２０１７年工作，全面部署２０１８年
任务，表决通过《七届区委五次全会决

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

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讲话。

同日　召开宝山区“一报告两评议”
工作会议，报告２０１７年度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情况。

７日　位于顾村镇的“龙现代艺术
馆”正式开馆，投资３亿余元，建筑面积达
１２０００平方米。

８日　“德润滨江·善行宝山”第二
届“宝山好人”颁奖典礼举行。

１０日　国务院安委会第四考核工作
组到宝山进行安全生产考核。

同日　宝山区召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勇当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大调

研动员部署会。

１１日　部分市人大代表赴宝山区调
研宗教工作座谈会在宝山寺召开，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沙海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同日　副市长彭沉雷一行到宝山调
研社区治理工作。

１２日　宝山区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
办学签约仪式在区政府举行，就合作开办

上海民办华二宝山实验学校达成框架

协议。

１５日　宝山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转隶大会在区政府召开。２２
日，宝山区监察委员会成立。

１５日—１８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在区委党校和区政府召开，会议通过区

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决议。区四套班子领

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区人武

部部长出席会议。

１６日—１８日　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区委党校召开。会

议审议并通过区政府工作报告、区２０１７
年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计划、区２０１７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年预算、区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区四套班子领

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区人武

部部长出席会议。

１９日　宝山区举办２０１８年“爱心一
日捐”募捐活动暨春节送温暖启动仪式。

２２日　宝山区“无违建居村（街
镇）”创建工作动员部署暨安全生产工作

大会召开。

２月
１日　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８年经济工作

会议暨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大会。

６日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总结

２０１７年全区纪律检查工作，部署２０１８年
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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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日　区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举
行，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

院检察长、区人武部部长等集体瞻仰中共

一大、二大和四大会址纪念馆。在中共一

大会址，区委书记汪泓在党旗前领誓入党

誓词。

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同沐阳光共享健康”———第２５届上海市医苑新星大型义诊暨宝山区“３·５”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在宝山体育中心举行 团区委／提供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６日，宝山区举办２０１８年“春风行动”全市首场大型公益招聘会 区人保局／提供

８日　宝山区顾村老集镇“城中村”
改造暨罗青湾新苑动迁安置房项目举行

奠基仪式。

同日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春节团拜会
举行。

１１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走访慰
问离退休干部、困难党员、困难家庭和部

队官兵。

同日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寅
到宝山区走访慰问部队，并调研部队“停

偿”工作。

１３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走访慰
问一线加班职工，检查节前安全生产、食

品安全、节日市场供应等工作情况。

同日　市领导陈寅、翁铁慧、赵雯等
到宝山开展送温暖走访慰问。

１４日　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龚道安调研指导区公安分局春节安

保工作，并慰问公安干警。

２２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开展春节后
首日工作大调研，走基层、访社区、看园

区，实地了解区情，解决基层实际问题。

２４日　宝山区召开政法综治、信访
稳定暨平安建设大会。

２６日　宝山区举办２０１８年“春风行
动”全市首场大型公益招聘会。

２８日　宝山区召开城市管理精细化
工作布置暨２０１７年城市建设管理重点工
作表彰大会。

３月
１日　宝山区召开残疾人联合会第

七次代表大会。

３日　“同沐阳光　共享健康”———
第２５届上海市医苑新星大型义诊暨宝山
区“３·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举行，启
动２０１８年度“医苑新星”走进宝山志愿
服务项目。

８日　国务院安委办第十四专项督
导组第二组到宝山区开展安全生产督导

工作。

１１日　２０１８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开
幕式暨“樱你而来”上海樱花节女子１０
千米路跑活动在顾村公园内举行。

１２日　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龚道安带队到宝山区检查督导信访

稳控工作。

１３日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寅
等到宝山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大调研。

１４日　市委副书记尹弘、市政府副
秘书长宋依佳率市有关部门、各区区委副

书记，到宝山区庙行镇共康雅苑二居，开

展“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建设”专题
调研。

１５日　宝山区与招商蛇口公司举行
座谈会，双方就合作开发重大项目及支持

宝山转型发展交换意见。

同日　上海长江口商城股份有限公
司与上海医药集团签署《产权交易合

同》，受让其持有的上海新世纪药业有限

公司及上海一德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

司１００％股权。
１６日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春季义务植树

活动在盘古绿地一期建设工地举行。

１６日—４月１５日　“２０１８上海樱花
节”在顾村公园举行。

２１日　市监狱管理局与宝山区政府
举行上海农场劳动医院、川东农场医院移

交签订仪式。

２５日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民文化节宝山
区专场系列活动“３·２５”文化服务日活
动，２０１８年上海·宝山国际儿童文学阅
读季开幕仪式暨世界戏剧日“走进经典”

剧本朗读会亲子专场活动，宝山非遗游园

大会暨罗店鱼圆制作大赛颁奖仪式分别

举行。

２８日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大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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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开工仪式在宝山工业园区举行。

同日　上海宝山规划展示馆开馆。

２０１８年４月９日，宝山区举行上海大学附属宝山外国语学校冠名签约仪式 杨行镇／提供

２９日　区委中心组率区有关部门，
实地考察学习松江区、静安区和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开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专

题大调研。

３０日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处级党政负责
干部学习研讨班在区委党校开班。

４月
２日　宝山区政府与华域汽车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３日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施小琳率
市有关部门领导，到宝山区调研统战

工作。

８日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彭云到宝山区视察调研。

同日　２０１８“潜溪之约”艺术节开幕
式在上海大学举行。

９日　宝山区举行上海大学附属宝
山外国语学校冠名签约仪式。

同日　宝山区物流货运行业工会联
合会揭牌仪式在区政府举行，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莫负

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１０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会见日
本发那科株式会社会长稻叶善治一行。

１１日　宝山区审计工作会议在区政
府召开。

１４日　宝山区与宝武集团就吴淞工
业区转型与产业发展进行座谈交流。

１６日　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诸葛宇杰等，到高境镇政府信访

接待室接待信访群众。随后，李强一行实

地调研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吴淞炮台

湾森林湿地公园、上海宝山规划展示馆、

外环生态基地（顾村公园）、上海机器人

产业园发那科机器人基地。

１８日　宝山区召开质量工作会议，
市质量技监局与宝山区政府签订《合作

协议》。

２０日　宝山区党政负责干部会议暨
决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２００天全区动
员大会召开。

２３日　宝山区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签
订共同发展宝山区中医药事业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同日　召开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工作会议。

２５日　宝山区举行知识产权服务联
盟成立暨高境科创小镇知识产权服务社

区揭牌仪式。

２６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率市
有关部门，实地调研南大地区、吴淞工业

区工作推进情况。

２８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分路开展
“五一”节前安全生产、市场供应工作

检查。

同日　举行“我们走在大路上”———
２０１８宝山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
大会暨“潜溪之约”文化艺术节闭幕式。

５月
２日　宝山区举行纪念“五四”运动

９９周年暨建团９６周年表彰大会。
同日　召开宝山区与云南省迪庆藏

族自治州党政代表团会议。

３日　宝山区举行纪念中共中央发
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座谈会。

同日　宝山区召开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会议。

同日　宝山区政府召开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会议。

同日　以“击鼓传花，花语月浦”为
主题的２０１８首届上海月浦花艺节开幕。
７日　宝山区政府与中国交通通信

信息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

１１日　宝山区政府与上海宝冶集团
签约战略合作协议。

１２日　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
赛２０１８赛季揭幕战在宝山体育中心篮球
馆开战。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国家

体育总局和市体育局以及宝山区领导出

席揭幕活动。

１３日　上海“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
传周”暨宝山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启

动仪式在零点广场举行。副市长时光辉

出席活动。

同日　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项目奠
基仪式举行。

１４日　宝武集团与宝山区举行工作
座谈会，专题研究吴淞工业区、南大开发

建设有关事宜。

同日　宝山区召开南大地区工作和
创新社会治理工作专题会议。

１７日　副市长时光辉率市有关部
门，到杨行镇调研黑臭河道治理情况。

同日　召开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巡察工作
动员部署大会。

１８日　地中海“辉煌号”在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举行首航仪式，迎来第１０００万
名邮轮游客。

同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海林
率市人大有关部门和部分市人大代表，到

宝山开展“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专

题调研。

２１日　宝山区政府与国药集团上海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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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新杨湾＆国药上海健康产业园开园。
同日　宝山区政府与临港集团举行

南大地区整体转型升级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临港新业坊·城工科技绿洲项目正式

启动。

同日　召开宝山区建设“四大品牌”
重要承载区推进大会。

２２日　宝山区召开创新社会治理加
强基层建设工作推进大会。

２３日　区委书记汪泓会见全国政协
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

席、民进上海市委会主委黄震一行。

同日　仁济医院与宝山区卫计委签
署大场医院托管协议。

３１日　２０１８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在
宝山区智慧湾科创园开幕。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３日，仁济医院与宝山区卫计委签署大场医院托管协议 区卫计委／提供

２０１８年６月５日，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８年精神文明建设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动员大会
区文明办／提供

６月
１日　区领导接见第３９届世界头脑

奥林匹克总决赛宝山区获奖代表和２０１７
学年全国优秀“动感中队”获奖代表等优

秀少先队员，区委书记汪泓发表“六一”

致辞。

５日　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８年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动员大会。

７日　区领导到区考试中心巡视宝
山区高考情况。

同日　由水利部、财政部等组成的
国家第七检查组到宝山区现场检查水资

源管理工作。

同日　“改革开放４０年宝山巨变”
档案捐赠仪式暨座谈会举行。

１３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共同接
待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高管一行。

同日　宝山区举行宝钢股份公司与

月浦镇网格化党建签约仪式。

１４日　江苏省太仓市党政代表团到
宝山区学习考察。

同日　宝山区召开“美丽乡村、美丽
家园、美丽街区”工作推进会。

１７日　区委书记汪泓在上海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做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对

话区委书记”栏目，接受专访。

１８日　东方卫视·看看新闻在罗店
镇举行“端午·江南文化”长三角古镇端

午大直播，第十二届上海宝山罗店龙船文

化节在美兰湖畔开幕。

２１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与新松
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座谈。

同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会见商
汤集团总裁一行。

２３日　保集控股集团总部搬迁至顾
村镇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保集ｅ智谷。
２６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参加与

国家发展改革委领导工作座谈会。

同日　武警上海总队到宝山区考察
学习。

２８日　宝山区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红
色路线启动。

同日　宝山区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９７周年座谈会。
２９日　上海市宝山区乡镇志系列丛

书之一的《罗泾镇志》由上海文化出版社

正式出版。

７月
２日　区纪委（区监委）、区检察院举

行区纪委、区监委、区检察院揭牌仪式。

４日　上海市政府与中国宝武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在沪签署加强全面合作、推

进吴淞地区整体转型升级合作协议。市

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中国宝武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陈德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周波出席签约仪式。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等参加签约仪式。

同日　宝山区召开年轻干部工作
会议。

５日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宝山区
税务局正式挂牌。

８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率有关部门
领导，实地检查河道整治、扬尘控制和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

９日　２０１７宝山社区通创新实践案
例评选大会在区委党校举行。下午，在宝

山电视台举行宝山社区通创新实践案例

颁奖暨“百姓连线———社区讲堂”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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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３日，中国航海日主题活动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新客运大楼启用仪式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 宝山海事局／提供

１１日　宝山区召开无违建居村（创
建）工作推进会。

同日　举行区委法律顾问聘任
仪式。

同日　宝山区第二批艺术名家工作
室入驻宝山。

１２日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率有
关部门，实地调研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同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会见联
合投资公司和上海信投公司高管。

１３日　中国航海日主题活动暨上海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新客运大楼启用仪式

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副市长陈群

出席活动。

同日　召开上海中国邮轮旅游发展
实验区联席会议第五次会议。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迎来大型邮轮靠泊。

１６日—１９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
率宝山区代表团，到云南省考察调研扶贫

协作工作，召开“宝山———曲靖扶贫协作

高层联席会议”。

１８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到宝
山区调研重大工程项目。

２３日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
七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区委党校

召开。全会通过《中共宝山区委贯彻〈中

共上海市委关于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升

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意见〉的

实施意见》，通过《宝山区总体规划暨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通过关
于递补区委委员的决定，通过七届区委六

次全会决议。

２４日　宝山区召开迎接中央环保督
察“回头看”和中小河道整治工作动员部

署会。

２５日　上海市宝山区乡镇志系列丛
书之一的《友谊路街道志》由上海文化出

版社正式出版。

同日　召开庆祝建军９１周年军政座
谈会暨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推

进大会。

２６日　宝山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１５
次（扩大）会议举行，讨论上半年区政府

工作和区“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

同日　２３：００起，宝山区域首条夜宵
公交线路３４５路开通。
２７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走访慰

问部队。

２８日　上午，副市长时光辉率市有
关部门，调研宝山河道整治工作。下午，

区领导开展环境整治和中小河道治理专

项检查。

８月
１日　杨行镇老集镇“城中村”改造

动迁安置房项目正式启动。

同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分路开展
２０１８年安全生产检查暨高温慰问一线
职工。

同日　２０１８ＣＢＡ夏季联赛暨海峡两
岸长三角职业篮球俱乐部挑战赛开幕。

２日　５时３５分许，通南路３１０号一
电动自行车行发生火灾，经公安、消防部

门全力扑救，６时０２分许，火势被控制。
区领导第一时间赴现场督导火灾事故处

置工作。上午，宝山区召开安全生产暨消

防安全紧急会议。

３日　上午，区领导率有关部门实地
检查防御台风“云雀”有关工作，并召开

电视电话会议，专项部署防汛防台工作。

中午，上海市召开防御台风“云雀”视频

会议，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等出席宝山分

会场会议。

７日　宝山区政府与工商银行上海
市分行签署“金融服务合作备忘录”。

８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参加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２０１８夏令热线———区
长访谈。

１１日　中央媒体采访团到宝山区开
展“大江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

道”大型主题采访（上海段）活动。

１３日　召开第十批援滇增派干部集
体谈心会。

同日　举行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
中心（宝山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宝山区

机器人产业发展交流研讨会。

１４日　区领导率区有关部门到宝武
集团，与宝武集团、临港集团高层座谈。

１６日　宝山区政府与商汤科技签订
建设“智能城市”示范区战略框架协议。

１８日　“诵读经典·点亮童心”２０１８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经典作品诵读展演

在上海书展中央大厅举行。展演活动上，

秦文君儿童文学工作室、梅子涵文学“点

灯人”工作室、殷健灵儿童文学工作室、

庞婕蕾“风信子”文学工作室４家儿童文
学名家工作室正式签约落户宝山。

１９日　２０１８黑池舞蹈节（中国）开
幕式在宝山体育中心举行。来自２０个国
家、地区３０００余名选手进行为期７天的
比赛。

２１日　宝山区召开“十三五”规划纲
要中期评估工作会。

２２日—２４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
率有关部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

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２８日　上海市环境保护第三督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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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宝山，上午分别召开见面沟通会、工

作动员会和工作汇报会，下午开展环保督

察专题访谈。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宝山区与芬坎蒂尼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区府办／提供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３日，２０１８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暨上海旅游节花车宝山巡游活动在零点广场举行
区旅游局／提供

同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报道
“上海市宝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士

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上海市

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２９日　市人大宝山团代表视察宝山
检察院并举行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揭牌
仪式。

３１日　上海市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
第一次会议在市政府召开，副市长时光

辉，中国宝武集团、临港集团、上实集团负

责人和市环保部门领导，以及宝山区领导

参加。

同日　区领导汪泓等与意大利经济
财政部部长、芬坎蒂尼集团高管座谈。

９月
２日　“天海邮轮告别感恩航次活

动”在“天海新世纪号”邮轮举行。天海

邮轮旗下“新世纪号”于５月２７日在上海
港开启告别感恩航季，至８月２９日最后
一个航次，９月 ２日结束在中国市场
运营。

４日　宝山区政府与华东师范大学
签署合作办学暨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８日　区领导率区有关部门调研居
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１０日　区领导走访慰问教师代表。
１１日　宝山区召开全面从严治党

“四责协同”机制建设推进电视电话

会议。

１３日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绍
良到宝山区调研，先后视察上海宝山规划

展示馆、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罗店大居美

罗家园佳翔苑、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

限公司。

同日　区领导听取民革市委对宝山
区贯彻落实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有关人才政策专项监督意见反馈。

１５日　“城市精细化管理与治理技
术创新”高端研讨会在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博览馆举行。

１６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会见百
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一行。

１７日　“中国智，世界能”———２０１８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宝山区

优维视（ＵＬＳｅｅ）全球创新研发中心项目
参加上海人工智能产业规划政策发布会

暨上海人工智能创新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同日　第二届中瑞（国际）石墨烯创

新高峰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区领导为中

瑞石墨烯创新中心揭牌。

同日　全市首个以戏剧艺术名家命
名的剧场———依弘剧场在宝山智慧湾科

创园正式开幕。

１９日　区领导汪泓、李萍等出席林
肯电气技术中心开幕典礼。

２０日　２０１８中央电视台《创业英雄
汇》项目选拔上海站启动仪式在宝山区

举行。１０月１７日举行总决赛暨２０１８中
国创新产业发展论坛。

２１日　中国微能源产业联盟走进宝
山活动在高境镇新杨港国药总部举行。

２３日　２０１８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
暨上海旅游节花车宝山巡游活动在零点

广场举行，副市长陈群等市、区领导出席。

同时，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旅游综合服务中

心揭牌。

２５日　宝山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同日　市河长制督察组到宝山区
督查。

２７日　召开宝山区第七次妇女代表
大会。

同日　召开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山
区分会换届大会。

２８日　吴淞地区不锈钢区域、特钢
区两家合资开发公司———上海宝地上实

产城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宝地临港产城

发展有限公司揭牌。

同日　江苏省滨海县党政代表团到
宝山区考察调研，双方签订《深化友好区

县战略合作备忘录》。

２９日　２０１８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类理事会在宝山召开。

同日　区领导出席庆祝改革开放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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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宝山“撤二建一”３０周年———宝山
区统一战线“镜头中的变迁”摄影作品展

活动。

３０日　举行烈士纪念日宝山区各界
人士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８日，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开幕 区文广局／提供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配套活动———国际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在国家会展中
心举行 区商务委／提供

１０月
５日—７日　在上海市第十六届运

动会上，宝山代表团在击剑、网球、乒乓

球、花样游泳等项目中获１９金、１９银、１５
铜奖牌。

８日　区领导率区有关部门，实地检
查迎接“进博会”各项保障工作推进

情况。

１０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参观“勇立
潮头———上海市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
大型主题展览。

１１日　区领导陪同国家生态环境部
副部长黄润秋、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副主任丛斌等调研建筑垃圾再循环利

用工作。

同日　沪剧电影《挑山女人》在上海
影城首映，拉开宝山沪剧团建团７０周年
系列活动序幕。

１２日　２０１８（第五届）中国产业互联
网高峰论坛在宝山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

领导为国家工业电子商务试点重点园区

授牌，区领导为宝山区区块链联盟和宝山

区产业互联网创新示范企业授牌。

１５日　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督
察组到宝山开展督查。

１７日　区领导参加宝山区２０１８“老
年节”庆祝大会。

１８日　区领导会见美威集团高管，
参加美威上海工厂开幕仪式。

同日　同济创园二期开园，上海同
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揭牌。

２１日　２０１８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
步赛开赛仪式暨“幸福宝山路·文明修

身行”主题健康走活动颁奖仪式在罗泾

镇举行。

２２日　生态环保部第五巡查组进驻
上海巡查，到宝山实地检查黑臭河道整治

工作。

２３日—２５日　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
轮大会在宝山举行，首次发布《亚洲邮轮

经济发展景气指数报告》《２０１８中国邮轮
产业发展报告（邮轮绿皮书）》、２０１８市政
府决策咨询研究邮轮经济专项课题、

《２０１８上海邮轮人才发展报告》《Ｃｒｕｉ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ｅｖｉｅｗ》国际期刊创刊号，并签订
ＭＯＵ协议。

２５日　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节“弘扬上海精神、促进文旅发展”上

合高层论坛在宝山举行。

同日　宝山区政府与云顶香港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２８日　“我们·拥抱·世界”第十届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开幕。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出席开幕活动。来

自五大洲的１１支外国艺术团、云南曲靖
民间艺术团和宝山各街镇“一地一品”民

间艺术团参加艺术节。

３１日　宝山区与百度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备忘录，共同致力把宝山打造成智能

城市示范区和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１１
月２７日，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１１月
５日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宝山３家企业
借力进博会与世界共“进”，分别是上海

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光驰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和赞比亚睦朋得野生蜂蜜

公司。

同日　宝山区政府与意大利芬坎蒂
尼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６日　中船集团大型邮轮项目启动，
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开启大型邮轮建造

新时代。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出席

启动仪式，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等参加

仪式。

７日　上海市对宝山区政府开展依
法履行教育责任综合督政。

同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率区有关部
门人员观摩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８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走访慰问执
行进博会安保任务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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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２０１８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颁奖典礼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

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慧琳，副市长

翁铁慧等出席仪式。１５部中外优秀作品
获奖。

９日　首届进博会上，上海交易团
宝山分团采购企业———上海念弟实业集

团在斯里兰卡馆签订１亿元红茶意向采
购协议。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宝山“撤二建一”３０周年文艺演出在宝山体
育馆举行 区门户网站／提供

１０日　由市商务委员会和宝山区
政府主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国际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在国

家会展中心举行。

同日　中美篮球交流活动———２０１８
全美大学篮球常规赛暨美国帕克十二联

盟中国赛在宝山体育中心开赛。

１３日　宝山区召开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

１４日　区领导走访慰问进博会保
障工作相关单位。随后举行宝山区公安

分局进博会安保立功表彰大会。

１５日　宝山区与软银集团举行合
作洽谈会。

１８日　在第五届上海国际交互绳
大奖赛决赛上，宝山选手黄俊凯、姜大

礼、金振宇以３０秒１３６次（单脚）的成绩
再刷交互绳速度吉尼斯世界纪录。

１９日　宝山区与中冶集团举行座
谈会，中冶（上海）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揭牌。

２０日　“初心筑梦·扬帆征程”纪
念上海监狱“红烛”精神凝练传承３０周
年活动在宝山电视台举行，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陈寅出席。

２１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走访

调研宝山民营企业上海随易网络有限公

司———食行生鲜。

同日　区委书记汪泓率区有关部门
人员，到上海电视台参加东方卫视《中国

长三角》栏目专访活动。

２５日　云南省曲靖市党政代表团
到宝山学习考察，召开宝山———曲靖扶

贫协作第二次高层联席会议。

２６日　第十四届“长江口民营经济
发展论坛”开幕，区委书记汪泓作《共享

世界发展新机遇　开创中国邮轮经济高
质量、高品质全新时代》主题演讲。

２９日　宝山区政府分别与上海市
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和投资

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同日　区领导出席２０１９国际篮球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活动。

３０日　宝山区政府与人民网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１２月
２日　“奋进新时代·改革开放４０

年全媒大调研”上海行在上海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启动，来自上海、广东、广西、陕

西、贵州等全国 １６家省市电视台的 ５０
余名记者参加采访。区委书记汪泓接受

相关媒体专访。

同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会见云
河都市研究院和中信产业基金高管。

３日　泰山论坛暨宝山招商推介会
举行。

６日　宝山区检察院被人社部、最
高检授予“全国模范检察院”称号，区检

察系统召开“追求卓越新征程　不忘初
心再出发”推进会。

１０日　宝山区召开迎接２０１８年上海
市第二次城市文明进步指数测评动员会。

１２日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
为”———首届宝山区百姓宣讲员“微宣

讲”展演活动在宝山区电视台举行。

１３日　“改革开放再出发·勇立潮
头创辉煌———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撤二建一’３０周年”主题图片展
暨《影像·宝山———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图册》首发活动在区政府举行。

同日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寅
率市有关部门，到宝山区调研智慧公安

工作。

同日　副市长许昆林到宝山区调研
商务工作。

１７日　宝山区红十字会第六次会
员代表大会在区政府召开。

１８日　举行区委中心组（扩大）学
习，集中收看中共中央庆祝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大会电视直播。

同日　“奋进新时代———宝山区庆
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宝山‘撤二建一’３０
周年”文艺汇演在宝山体育中心举行。

同日　宝山沪剧团建团７０周年沪
剧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举行。

２１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与交通
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座谈工作。

同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检查各
街镇、园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情况。

２２日—２５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到云南省曲靖、迪庆开展对口扶贫

工作。

２５日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
院宝山分院挂牌。

同日　召开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暨“撤二建一”３０周年局级离退
休干部座谈会。

２６日　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暨“撤二建一”３０周年大会在区委党
校大礼堂举行。

同日　宝山区第二十五届“蓝天下
的至爱”慈善系列活动启动，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累计捐赠１６３３８６万元。
同日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教育系统“青

春艺华”迎新活动———“乐响·宝山”新

年音乐会暨罗店教育集团交响乐团成立

仪式在上师大附属罗店中学举行。

２７日　２０１８年宝山———维西东西
部扶贫协作第二次高层联席会议召开。

２９日　宝山消防救援队伍迎旗授
衔和换装仪式在区政府举行。

同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分路开展元
旦前夕安全工作、节日市场供应、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检查工作。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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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
【地理位置】　宝山区位于上海市北部，
东北濒长江，东临黄浦江，南与杨浦、虹

口、静安、普陀４区毗连，西与嘉定区交
界，西北隅与江苏省太仓市为邻，横贯中

部的?藻浜将全区分成南北两部，吴淞

大桥、江杨路大桥、?川路大桥、康宁路

大桥、沪太路大桥横跨其上。全境东西

长１７５千米，南北宽 ２３０８千米，区域
面积２９９１５平方千米。

【地形地貌】　区境为长江三角洲冲积
平原，是在江流海潮共同作用下，以长江

为主的河流所带的泥沙不断淤积而成。

西部罗店、大场一线成陆于唐代之前，距

今１４００余年；高境、月浦一线于公元 ７
世纪起形成海岸线，１１世纪中叶境域全
部成陆。区境内为河口滨海平原，海拔

在２８米—４１米之间，地势西北高、东
南低，呈缓坡状倾斜。地表土层深厚，蕴

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罗店、杨行、吴

淞一线位于古长江主流线上，含水层分

布较广，顶板埋深一般为 １７０米—１８０
米，中心部位含水层厚约７０米，分５个
含水层，第二、三层埋深６０米至１６０米，
有一定开采价值。全境滨江临海，水网

密布，河道纵横，有长江岸线２９千米，黄
浦江岸线 ７千米。全区共有河道 １０１３
条（段），总长 ７７６０７千米，面积 ２０９５
平方千米。按照河道（湖泊）管理属性

划分，全区有市管河道 １０条，长 ７９５７
千米，面积５３７平方千米；区管河道１７
条，长 １６５７３千米，面积 ３９８平方千
米；镇管河道１１４条，长２１０７７千米，面
积３３８平方千米；村管河道 ７４５条，长
３２０千米，面积３５０平方千米；其他河湖
１２７条，面积４７２平方千米。多年平均
年地表径流量为１３７亿立方米，其中年

引潮量为３７３５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
３８５９亿立方米，可以满足工农业生产
和居民生活用水。至年末，全区农用地

总面积４４７２２公顷，比上年增加１２１４５
公顷，其中农业耕地面积 ３９４１１公顷，
增加８５５４公顷。土壤母质主要是长江
带来的泥沙沉积物，经长期耕作熟化而

成，大部分为轻壤土和中壤土，东半部沿

江地区砂性较重，西半部粘性增加，均适

宜粮、棉、油、蔬菜、瓜果等多种作物

栽培。 （谭雪明）

【气候】

（一）２０１８年气候：全区气温偏高，
降水比常年偏多，日照偏少。

１气温：年平均气温 １７７℃，比常
年（１６６℃）偏高１１℃，为连续２５年气
温偏高。３５℃或以上高温天数１１天，比
常年（１００天）偏多 １０天。极端最高
气温３７４℃（７月２５日），极端最低气温
零下７０℃（１月１３日）。上年度初霜日
为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终霜日为２０１８年
３月１０日，本年度初霜日为 ２０１８年 １２
月１８日。上年度初冰日为 ２０１７年 １２
月９日，终冰日为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７日，本
年度初冰日为１２月２９日。
２降水：年总降水量１４０７０毫米，

比常年（１１６８１毫米）偏多２３８９毫米，
降水日数 １３４０天，比常年（１２３０天）
偏多１１０天。２４小时降水量≥５００毫
米的暴雨天数 ５天，２４小时降水量≥
１０００毫米的大暴雨天数 １天（５月 ２５
日）。

汛期（６—９月）：年汛期总降水量
６２２７毫米、降水日数 ４６天，较常年
（６２６５毫米、４６７天）偏少３８毫米和
少０７天，有 ４天暴雨。入梅 ６月 １９
日，比常年（６月１７日）偏晚２天，出梅７
月８日，比常年（７月１０日）偏早２天。

梅雨量为 ８９８毫米，比常年（１８５２毫
米）偏少９５４毫米，梅雨日２０天。
３日照：年日照时数１８３９１小时，

比常年（１８５２７小时）偏少１３６小时。
４湿度：年相对湿度７４％，比常年

（７６％）偏低２个百分点。
（二）２０１８年全区各季节气候特点
１冬季前期（１月—２月）气温偏

低，降水偏多，日照偏少。平均气温

４８℃，比常年（５３℃）偏低０５℃，各月
平均气温分别为１月４３℃、２月５３℃，
分别比常年（４５℃、６０℃）偏低０２℃、
０７℃。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 ７０℃（１
月１３日）。降水量１６３９毫米，比常年
（１２１１毫米）偏多 ４２８毫米。降水日
数１８天，比常年（１９０天）偏少１０天；
日照时数为２２３２小时，比常年（２３９８
小时）偏少 １６６小时；平均相对湿度
７１％，比常年（７４０％）低３个百分点。１
月、２月多低温、雨、雪、结冰和雾霾日。

冬季后期（１２月）气温比常年偏高，
降水偏多，日照偏少。平均气温８２℃，
比常年（７１℃）偏高 １１℃。极端最低
气温零下３２℃（１２月２９日）。入冬日
（５日平均气温 ＜１０℃）为１２月６日，比
常年（１２月３日）晚３天。降水量１５５５
毫米，比常年（３８２毫米）偏多１１７３毫
米，为历史之最。降水日数１７天，比常
年（７１天）多９９天。日照时数为５８２
小时，比常年（１３８４小时）偏少８０２小
时。平均相对湿度７９％，比常年（７１％）
高８个百分点。多雨雪、雾霾天气，大气
状况差。

２春季（３月—５月）气温偏高，降
水偏多，日照偏多。平均气温１７３℃，比
常年（１４９℃）偏高 ２４℃，各月平均气
温为 ３月 １２１℃、４月 １７５℃和 ５月
２２３℃，分别比常年（９４℃、１４９℃、
２０３℃）偏高２７℃、２６℃、２０℃。稳定

３２



入春日为 ３月 １１日（５天平均温度≥
１００℃），比常年（３月１７日）提早６天；
入夏日为 ５月 １２日（５天平均温度≥
２２０℃），比常年（５月 ２９日）提早 １７
天。降水量 ３３１５毫米，比常年（２６８９
毫米）偏多６２６毫米，有一天特大暴雨
（５月２４日降水量为１１１４毫米）；降水
日数３５天，比常年（３４８天）多０２天。
日照时数５１２９小时，比常年（４６４４小
时）偏多 ４８５小时。平均相对湿度
７３％，比常年（７５％）低２个百分点。天
气干燥，多雾霾天气，大气状况差。

３．夏季（６月—８月）气温偏高，降
水偏少，日照偏多。平均气温２８０℃，比
常年（２６８℃）偏高 １２℃，月平均气温
为 ６月 ２５２℃、７月 ２９３℃ 和 ８月
２９４℃，分别比常年（２４０℃、２８３℃、
２８０℃）偏 高 １２℃、１０℃ 和 偏 低
１４℃。≥３５℃最高气温的天数 １１０
天，比常年（１００天）偏多 １０天，极端
最高气温３７４℃（７月２５日）。降水量
４２９４毫米，比常年（５２２６毫米）偏少
９３２毫米。梅雨量为８９８毫米，比常年
（１８５２毫米）偏少 ９５４毫米。入梅 ６
月１９日，比常年（６月１７日）偏晚２天，
出梅７月８日，比常年（７月１０日）偏早
２天，梅雨日２０天。降水日数３３天，比
常年（３６７天）少３７天。日照６１５２小
时，比常年（５４３５小时）偏多 ７１７小
时。平均相对湿度７７％，比常年（８０％）
低３个百分点。天气干燥，多持续晴热
高温天气。

４．秋季（９月—１１月）气温偏高，降
水特多，日照偏少。平均气温１９７℃，比
常年（１９０℃）偏高 ０７℃，月平均气温
为 ９月 ２５９℃、１０月 １８８℃和 １１月
１４４℃，比 常 年 （２４４℃、１９３℃、
１３４℃）偏高１５℃、０５℃和１０℃。入
秋日（５日平均气温≤２２℃）为 １０月 ５
日，比常年（１０月２日）偏晚３天。降水
量３２６７毫米，比常年（２１７３毫米）偏
多１０９４毫米（７月２３日降水量８１７毫
米，８月１２日７６８毫米，８月２１日８４３
毫米，９月２０日５５３毫米）。降水日数
３１天，比常年（２５４天）多５６天。日照
４２９６小时，比常年（４６６６小时）偏少
（３７０小时）。平均相对湿度７３％，比常
年（７４％）低１个百分点。

（三）２０１８年灾害性天气及影响
２０１８年汛期台风影响异常多，共有

４次台风对上海直接产生影响。１０号台
风“安比”登陆崇明，宝山气象局降水量

达到８６５毫米；１２号台风“云雀”登陆
金山，降水分布不均，庙行和大场地区最

大降水为３３６毫米；１４号台风“摩羯”
登陆浙江温岭，宝山普降大雨到暴雨，罗

泾最大降水９３５毫米，其次宝山气象局
８５３毫米；１８号台风“温比亚”登陆浦
东，最大雨量为大场地区８７４毫米。

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仍在维持，年

度地区气温持续升高，降水分布不均，日

照减少和灾害性天气频度及强度增大。

（高建芳）

建置与区划
【历史沿革】　宝山因山而得名。１４１２
年（明永乐十年），今浦东新区高桥海

滨，曾用人工堆筑成一座土山，用作航海

标志，为出入长江口的船只导航，永乐皇

帝定其名为宝山。此山于１５８２年（明万
历十年）坍没于海，但其名仍沿用至今。

宝山，原属江苏省，１７２４年（清雍正二
年）从嘉定县分出，建宝山县。建县时，

县境东、北至长江，南至今静安区天目

路，西至与嘉定区交界的界泾、杨泾，东

南至黄浦江以东浦东新区高桥一带，西

南至普陀真如地区，东西长３８千米，南
北宽 ４１５千米，面积 ４１９平方千米。
１９２８年（民国十七年），闸北、江湾、殷
行、吴淞、彭浦、真如、高桥等７个市乡划
归上海特别市，境域面积缩小一半。

１９３７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期间，
全境划归上海市，?藻浜以北地区为宝

山区，浜南分属市中心区（江湾）和沪北

区，长兴归浦东北区。抗日战争胜利后，

除大场划归上海市外，其余按战前建制，

重归江苏省，面积约２００平方千米。新
中国建立后，初属苏南行政区，后隶江苏

省。１９５８年１月，全境划归上海市，同年
横沙岛和北郊区并入，境域向东向南延

伸，东缘至横沙岛东侧海岸，南缘至广中

路、大连西路和走马塘一线，以前划出的

江湾、殷行、吴淞和大场重归宝山，面积

扩大为４４３６４平方千米。１９６０年，划出
吴淞镇及?藻浜以南长江路两侧成立吴

淞区。１９６４年，吴淞区并入杨浦区。
１９８０年因宝钢建设需要，在上海市人民
政府宝钢地区办事处基础上，重新成立

吴淞区，城厢镇和吴淞、淞南、庙行、月

浦、盛桥等乡的部分地区划归吴淞区。

１９８４年，江湾、五角场两镇和南部部分
农村地区分别划归虹口、杨浦、闸北、普

陀等区。１９８８年１月，经国务院批准，撤
销宝山县和吴淞区建制，建立宝山区。６
月，成立中共宝山区委员会，９月完成撤
建工作。１９８９年１１月，五角场乡划归杨
浦区。１９９２年９月，彭浦乡划归闸北区。
１９９７年９月，辖区内原江湾机场８６平
方千米和共康小区内０７２６平方千米分
别划归杨浦区、闸北区。２００５年５月，经
国务院批准，长兴、横沙两乡划归崇

明县。

【行政区划】　至年末，全区辖友谊路、
吴淞、张庙３个街道，杨行、月浦、罗泾、
罗店、顾村、大场、庙行、淞南、高境９个
镇。全区有１０４村、７３１个村民小组；共
有３８２个居委会，其中新建７个居委会。

【人口】　至２０１８年末，全区户籍人口总
户数３９９１２９户，比上年增加９０２４户，增
长２３２％；户籍人口总人数９９３３４８人，
增加１６９３９人，增长１７４％。全年出生
人口８２４４人，出生率８６２‰；死亡人口
７８８８人，死亡率 ８２５‰；人口自然增长
率０３７‰。年内共计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６３２２对，比上年上升 １１％；离婚登记
３２１６对，上升 ５９％。全区户籍人口以
汉族为主，常住少数民族人口总数２９５１７
人，有５２个少数民族成分，其中户籍少
数民族人口１２７３３人，有４５个少数民族
成分，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区各镇、

街道，呈散居状态。 （谭雪明）

区域特点
【钢铁工业】　宝山是上海现代工业的
发祥地之一，上海的冶金工业基地。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形成的吴淞工业区内有上
钢一厂、上钢五厂、铁合金厂、钢管厂等

一批钢铁企业。宝钢始建于１９７８年，占
地１８９平方千米，一期工程于１９８５年
建成投产，二期工程于１９９１年６月建成
投产，三期工程于 ２０００年 ６月建成投
产。１９９３年 ７月前称上海宝山钢铁总
厂，１９９３年７月更名为宝山钢铁（集团）
公司，１９９８年 １１月 １７日，以宝山钢铁
（集团）公司为主，吸收上海冶金控股

（集团）公司和上海梅山（集团）有限公

司，组建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注册资金

５１０８３亿元。２０００年２月，由上海宝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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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独家发起组建宝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宝钢股份”）。同年 １１
月，宝钢股份上市，宝钢集团主要钢铁资

产进入宝钢股份，宝钢股份形成碳钢、特

钢、不锈钢三大生产制造体系，成为集团

公司钢铁生产经营主体。主要产品有汽

车用钢，家电用钢、石油管线钢、钻杆、油

井管、高压锅炉管、冷轧硅钢、不锈钢、高

合金品种钢、高等级建筑用钢。２００８
年，组建成立宝钢金属有限公司。２００９
年３月 １日，并购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签署重组韶钢、广钢
相关协议。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上海市政
府与宝钢签署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上海

宝山地区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工作。２０１４
年，在海外资产收购上，成功控股澳大利

亚阿奎拉公司。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第

一个成功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２０１５年，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１５５０毫
米冷轧主体工程开工建设，一号高炉点

火出铁，二号转炉、二号连铸机和 ２２５０
毫米热轧机组热负荷试车。２０１６年 １２
月１日，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宝武集团”）由原宝钢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宝钢”）和武汉钢铁（集

团）公司（简称武钢）联合重组，正式揭

牌成立，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区，注册资本５２７９１亿元，资产规模逾
７０００亿元。中国宝武集团在宝山区域
内的主要企业有宝钢股份直属厂部、宝

钢不锈钢有限公司、宝钢特钢有限公司、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宝钢工程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宝钢

发展有限公司等。年内，宝钢广东湛江

钢铁基地项目在建工程全部竣工投产。

位列《财富》世界５００强第２０４位，在全
球钢铁企业中排名第二位，保持全球综

合类钢铁企业最优评级水平。

【港口与物流】　宝山位于长江入海口
西南侧，长江、黄浦江的汇合处，是上海

北部的水路枢纽，也是上海建设航运中

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内有张华浜、军

工路、罗泾三大港区，岸线总长 ６０６１３
米。１９９３年 ８月，由上海国际港务（集
团）有限公司与香港和记黄埔上海港口

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上海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经营张华浜、军工路、宝山 ３
个国际集装箱专用码头，占地面积８３万
平方米。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建成的上港九区，

１９９３年成立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
公司张华浜分公司。１９７０年建立的杨
树浦装卸站，１９７６年改称上港十区，１９９３
年成立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军工路分公司，２００８年９月由集团新华
分公司接管并保留军工路分公司名称。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建立的上海宝山集装箱装
卸公司（上港十四区），１９９３年改称上海
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

１９９６年成立罗泾散货码头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改称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
公司罗泾分公司。２００７年９月１日，原
上港集团军工路分公司整体搬迁至罗

泾，续用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罗泾分公司名。１１月１日，原上海国际
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罗泾分公司整体

改制，由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

司、香港珏瑞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宝山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合资组建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宝山区政府与中外运长航
上海长江轮船公司合资成立上海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９月
２８日，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项
目———上港滨江城开工建设。２０１４年４
月１日，张华浜、军工路两个件杂货码头
实施资源整合，以“生产组织专业化、资

源利用最大化”为目标，合并成立上海国

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华浜分

公司。区域内设有吴淞（宝山）海关、吴

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浦江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吴淞海

事处、宝山海事处等口岸管理机构。

２０１４年６月，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
成立吴淞派出所（副处级），专司上海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公安业务。２０１５年６月
２５日，吴淞派出所挂牌成立。２００３年，
市政府批准吴淞国际物流园区总体规

划。园区分国际采购分拨配送中心、钢

材市场配送中心、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综

合物流区、多功能服务区、铁路国际集装

箱结点站６个功能区，面积７５２平方千
米。２００６年４月，成立吴淞国际物流园
区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园区运行。

【交通体系】　区域内海运、铁路、公路、
城市道路、内河航运等互相衔接，构成完

善的交通体系，是上海通江达海和通向

外省市的门户之一。建成以主干道为骨

架，次干道、支路为基础，农村公路为补

充的道路网络。全区共有道路１１８９条，
长１４５９５千米，道路面积 ２５３５９万平
方米，总体路网密度达到 ３１７千米／平
方千米。其中：市管道路１０条，长１１４２
千米，道路面积３８９４万平方米；区管道
路 ３１４条，长 ４８５９千米，道路面积
１２０６０万平方米；镇管道路 ４８５条，长
４７４２千米，道路面积５５９７６万平方米；
村庄道路２８６条，长３００３千米，道路面
积１１４４万平方米。主干道主要有逸仙
路高架道路、Ｓ２０公路（外环线）和外环
线越江隧道、Ｇ１５０１公路（郊环线）宝山
段、共和新路混合高架道路、江杨路、沪

太路、?川路、潘泾路、轨道交通 １、３、７
号线北延伸（宝山段）等，全区轨道交通

运营线路长度４６４７千米。全区有桥梁
４９４座，桥孔 ３１８９孔。１９９８年制定的
《１９９９—２０２０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确
定将上海水上客运中心十六铺运送功能

转移至吴淞口。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５日，上海
港吴淞客运中心举行开航仪式。吴淞客

运中心拥有省际水上客运、三岛客运、市

内轮渡等功能，从客运中心始发的省际

客运航线有申岱普、申连 ２条航线。
２００４年开通上海至重庆不定期长江旅
游航线。全区有公交线路１４８条，其中
市属公交线路８６条，区域性公交线路６２
条，村村通公交线路１１条，穿梭巴士１５
条。吴淞长途汽车站始发省际长途汽车

线路 ２４条，美兰湖长途汽车站 ２条。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开工建设，成为上海国际邮轮港的重要

组成部分，岸线总长１５００米，有４个泊
位，可同时停靠２艘２０万吨级邮轮或４
艘１０万吨级邮轮。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７日，
１１６万吨大型邮轮“钻石公主号”首靠
成功。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４日，宝杨路码头新
客运站投入使用。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５日，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港。２０１２年，７６
万吨的“歌诗达·维多利亚号”和１３８
万吨的“皇家加勒比·海洋航行者号”

两艘大型邮轮先后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为母港开辟亚洲航线，开启亚洲邮轮的

大船时代。２０１３年，全年接靠国际邮轮
１２７艘次，接待出入境邮轮游客６２万余
人次。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１日，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首次迎来排水量达１１３万吨的“公
主邮轮·蓝宝石公主号”巨型邮轮。全

年接靠国际邮轮２１６艘次，接待出入境
邮轮游客１１１万人次，成为亚洲最大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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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母港。２０１５年，完成大型国际邮轮靠
泊量共计２７８个航班，占上海市国际邮
轮靠泊总量的 ６８％，占全国总量的
５０７３％，共计出入境旅客１５２万余人次
（不含船员），成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五

大邮轮母港。２０１６年，歌诗达“幸运号”
邮轮与ＭＳＣ地中海“抒情号”邮轮确定
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作母港。完成大型

国际邮轮靠泊量共计４７１个艘次，其中
访问港１３个航班、母港４５８个航班，占
上海市国际邮轮靠泊总量的９８％，占全
国总量的６０％，共计出入境旅客２８４７７
万人次（不含船员），占全国总量的

６４８０％，保持亚洲最大、成为世界第四
大邮轮母港。２０１７年接靠邮轮 ４６６艘
次、出入境旅客２９２万人次，稳居中国第
１位、亚洲第１位、世界第４位。实现国
际邮轮船供零突破，完成 ２０个航次 ７６
个国际货柜供船业务。２０１８年，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新客运大楼投入运营，实现

“三船同靠”，当天出入境游客超过２万
人次，创下中国邮轮母港单日客流新纪

录。全年完成大型国际邮轮靠泊量３７５
个艘次，其中访问港１１个航次，母港３６４
个航次，“两船同靠”９２天，“三船同靠”
１０天，靠泊量占上海市国际邮轮靠泊总
量的９３％，占全国总量的３９％。全年出
入境旅客２７１５６万人次，出入境旅客占
上海市国际邮轮出入境旅客总量的

９８６６％，占全国总量的５５８５％，保持全
球第四位、亚洲第一位邮轮母港地位。

【环境建设】　宝山是传统工业基地，长
期以来形成以冶金、化工、建材和有色金

属加工等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上海市

重要工业基地———吴淞工业区内集中了

全市１０％的污染大户。２０００年，吴淞工
业区环境综合整治全面启动，共投入整

治资金 ２８０９３亿元，其中政府投资
４４５３亿元。２００５年底整治工作全面完
成，吴淞工业区总体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其中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内同类工业区

先进水平。２００３年被授予“上海市园林
城区”称号。近年来建成的大项绿化项

目有外环线绿带、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

公园、环区步道等，有共和新路、江杨北

路、南大路等隔离绿带及滨江、吴淞十一

街坊等３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大型景观绿地
４６块。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上海最大的城
市郊野公园顾村公园对外试开放，１０月

对外开放。２０１１年，顾村公园、吴淞炮
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长江河口科技馆被

评为国家 ４Ａ级旅游景区。２０１２年，宝
山区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城区。２０１４
年，完成宝安公路两侧绿化工程、生态专

项等绿化项目，新建绿地１６０７公顷，新
增造林面积７４８６公顷。２０１５年，新建
绿地面积１５２４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１１３平方米。全区新增造林面积８８
公顷，森林覆盖率 １５７％。２０１６年，全
区新增森林面积１７２公顷，森林覆盖率
１６３％。新建绿地面积１５１６３公顷，其
中公共绿地５３１３公顷，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４３０％，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１１５平
方米。２０１７年，全区完成新建绿地
１２８５５公顷，其中公园绿地２５１８公顷，
外环生态专项绿地 ６１公顷，大居绿地
４４３公顷，其他绿地（居住区、单位和道
路附属绿地）３７９４公顷，立体绿化３０１
万平方米。全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１１７平方米。后工业景观示范园项目
获住建部“中国人居环境奖”，走马塘绿

地Ａ块工程获上海市“园林杯优质工程
金奖”。祁连公园和菊盛公园被纳入城

市公园名录。２０１８年，全区新建各类绿
地９００２公顷、城市绿色步道 ２５千米、
立体绿化３００４４８平方米。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 １１９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４３％。

【历史文化和乡土文化】　区内有文化
馆（站）１８家，其中区属文化馆２家，街
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１６家；图书馆（站）
２０家，其中区级图书馆１家、街镇图书
馆２１家。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９处、区
级文物保护单位７处，区级文物保护点
７０处，市级优秀历史保护建筑２处。宝
山区自１９９５年以来共举办１０届国际民
间艺术节。群众文化形成“一地一品”

特色。宝山建立较完善的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３３项，其中国家级１项、市级７项、区级
２５项，端午节———罗店划龙船习俗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罗店镇因此成为全国端午民俗示范点、

第７批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和上海市第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杨行、月

浦、罗店、顾村镇被评为“中国民间艺术

之乡”，月浦镇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社

区”。区内重要的展览和纪念场馆有：上

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解放纪念馆、宝

山烈士陵园、“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

览馆、陶行知纪念馆、陈化成纪念馆等，

以及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纪念碑、侵华

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碑等。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６日，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博览馆开馆，新西兰世博展品“独木

舟”落户博览馆。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中
国第一家以河口科技为主题的长江河口

科技馆落成开馆。２０１２年，上海玻璃博
物馆、宝山区图书馆新馆对外开放。

２０１３年９月，尊木汇红木文化公园（一
期）开放。原创现代沪剧《挑山女人》四

度到北京演出，获总奖项达１８个，实现
沪剧史上的新突破。创设国内第一个国

际儿童文学大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奖”。宝山区文化馆被文化部评为“全

国优秀文化馆”，并与月浦文化馆共同被

评为国家一级文化馆。２０１４年，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馆入选首批８０处国家级抗
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２０１５年 ９月 ２
日，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广场，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公园揭牌，公园按照“馆园合

一”的模式，构建“一个中心、四个基地”

（即淞沪抗战史展示中心和淞沪抗战史

研究基地、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防

教育基地、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

２０１６年，围绕“春之樱、夏之邮、秋之艺、
冬之阅”文化四季主题，举行２０１６市民
文化节宝山专场系列活动１３万余场，
共吸引１９０多万名市民参与。２０１７年，
宝山１５所学校被授予“戏曲进校园试点
学校”称号，１３名戏曲导师分别到各试
点学校开展以中华戏曲为主题的辅导讲

座。沪剧《挑山女人》完成全国巡演４０
场，演出总场次数２６６场，观众２８万多
人次。首次引进具有“国标舞界奥运

会”美誉的黑池舞蹈节。举办“文化上

海·剧荟宝山”———中国戏剧家“深入

基层，扎根人民”宝山专场实践活动，邀

请全国２００余名艺术家深入宝山各街镇
开展艺术导赏。区公共文化场馆服务总

人次为５４４万人次。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打
响国际邮轮滨江文化节、上海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节、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三

大国际级品牌，以及淞沪抗战、百年吴

淞、学陶师陶、宝钢遗存、宝山沪剧、罗店

罗泾、剧荟宝山、乐享体育８大国家级品
牌。全区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３８３万
平方米，人均 ０１８９平方米，提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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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目标。

【能源和水资源】　宝山区是上海市重
要的电力、煤气和水资源基地。区域内

电力企业有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华能燃气机

厂等。石洞口发电厂是华能国际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主要发电企业之一，

也是上海三大电力基地之一。华能石洞

口二厂是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

属电厂，是我国第一座大容量超临界火

力发电厂，一期工程安装２台６０万千瓦
超临界压力火力发电机组，全套设备由

瑞士和美国联合提供。石洞口二厂因在

我国首次成功引进超临界发电技术而获

得美国《动力》杂志颁发的 １９９２年“国
际电厂奖”。境内有吴淞煤气制气有限

公司和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２
个燃气生产企业。水资源设施主要有上

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和上海

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吴淞自来水厂、

月浦自来水厂、泰和自来水厂４户，其中
月浦水厂是长江沿岸第一家实现生产污

水“零排放”的自来水厂。 （谭雪明）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综合经济】　２０１８年，全区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１３９２０６亿元，可比增长５１％。
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１２５亿元，
增长 １４１％；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５５８２６亿元，下降０３％；第三产业实现
增加值８３２５５亿元，增长８６％。三次
产业结构比为０１∶４０１∶５９８，第二产业
比重比上年下降１３个百分点，第三产
业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１３个百分点。

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２０１８年产量 比上年增长（％）

谷物 吨 ６８９５ ５．３

蔬菜 吨 ４８０３９ －１５．８

园林水果 吨 ４６１５ １４．８

家禽出栏 万羽 ０．１７ －５３．６

水产品 吨 １６１ －３４．３

表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

产业 工业总产值（亿元） 可比±％

合计： ５１６．２７ －１．６

新能源 ６．１５ ８０．７

高端装备 １１１．０５ ９．４

生物 １５．１７ －１１．６

新一代信息技术 ５．２９ １２．１

新材料 ３４７．３５ －４．３

新能源汽车 １．８３ ４．２

节能环保 ３８．８２ －６．６

表３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市级工业园区单位土地产值情况
单位：亿元／平方千米、％

园区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同比增速

罗店工业园区 ７２．８０ ５４．１４ ３４．５

杨行工业园区 ９０．２６ ８６．５０ ４．３

月浦工业园区 ９０．４５ ８２．５５ ９．６

机器人产业园 １５７．４９ ９５．９２ ６４．２

城市工业园区 １０６．０４ １０２．８９ ３．１

宝山工业园区（北区） ４５．５４ ４１．４６ ９．８

全年工商登记新设立（含迁入单

位）法人企业 ２９０９９户，比上年增长
１４％。其中：外商投资企业 ４５２户，增
长３０３％；内资企业（不含私营企业）
３２２户，增长３５％；私营企业２８３２５户，
增长１０％。

全区实现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１６０４５亿元，同比增长６２％。其中
实现税收收入 １４１１７亿元，同比增长
４９％，实现非税收入 １９２８亿元，同比
增长１６２％。

全区实现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３０１６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０％。一季
度累计增幅最高，为 １９１％；１２月份单
月绝对量最高，为５８２４亿元。其中：区
本级 支 出 ２２２４３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７６％；镇级支出 ７９１８亿元，同比下
降４２％。

全年实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４９６０８
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５％。其中：第二产业
实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７３０９亿元，同
比增长７０％；第三产业实现固定资产
投资 总 额 ４２２９９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９５％。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工业投
资比重为１４７％，服务业比重为４９％，
房地产投资比重最大，为 ７２３％，其中
商业营业房投资和办公楼投资占总投资

的比重分别为４９％和３９％。

【农业】　全区全年完成农业总产值
３３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６１％。其中：
种植业 ２４８亿元，增长 ３０％；林业
０３６亿元，增长 １７４倍；渔业 ０１１亿
元，下降 １８１％。全年谷物产量 ６８９５
吨，同比增长 ５３％；蔬菜产量 ４８０３９

吨，下降 １５８％；园林水果产量 ４６１５
吨，增长 １４８％；家禽出栏 ０１７万羽，
下降 ５３６％；水产品产量 １６１吨，下
降３４３％。

至２０１８年末，建成标准化水产养殖
场２家，建成设施粮田面积７６９７公顷，
部级蔬菜标准园１家，面积１９５公顷，
市级蔬菜标准园８家，面积１７１８公顷，
区级蔬菜标准园４家，面积９０８公顷。
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１９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５８家，经农业主管部门认定的粮
食家庭农场１个。４５家企业４１９个产品
（含平行生产）获“三品一标”认证。其

中：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企业４４家，无公
害农产品 ４０８个；绿色食品生产企业 ２
家，绿色食品２个；有机农产品生产企业
１家，有机农产品９个。

【工业和建筑业】　全区全年实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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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 ４４０９５亿元，可比下降 ０９％。
实现工业总产值 ２２５２５９亿元，同比下
降２１％，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２０３９８８亿元，下降 ２２％；实现工业销
售产值２２５３０５亿元，下降２２％，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 ２０４０２２亿元，
下降２２％。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 ２２２６５亿元，同比增长
７３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
润率为８４％，比上年提高５２４个百分
点。亏损 企 业 为 ８６户，同 比 下 降
１９６％，亏损面为 １９１％，比上年下降
４２个百分点。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完成产值５１６２７亿元，可比
下降１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占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２５３％，与上年比，比重提高 ０５个百
分点。

全年“２＋４”工业园区实现工业总
产值为５８５０１亿元，同比增长９７％，占
全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２６０％，比年
初提高３６个百分点。从“２＋４”园区的
土地产出看，工业园区落地型工业企业

单位土地产值为８３２３亿元／平方千米，
比上年提高１５５％。其中，机器人产业
园落地型工业企业土地产出最高，为

１５７４９亿 元／平 方 千 米，比 上 年 提
高６４２％。

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１１８９３亿
元，可比增长 １７％。区域内三级资质
及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７７１７６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４％，其中在
外省市完成产值 ５５６２１亿元，增长
１４５％；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６１４３万平方
米，增长５３％；竣工面积９１１万平方米，
下降０５％。

【批发、零售和旅游业】　全区全年实现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１５９３４亿元，可比
增长 １３４％。实 现 商 品 销 售 总 额
５０１７０６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３％。完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６８３３０亿元，增长
２５％，其中，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６３０３８亿元，增长２２％；住宿和餐饮业
零售额５２９２亿元，增长５９％。限额以
上互联网零售实现零售额５４８３亿元，
增长３９６％；限额以上汽车零售业实现
零售额１２４０２亿元，下降１５０％。全年
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３１８０９亿元，同比
增长 ２８７％，其中 Ｂ２Ｂ交易额 ３０５０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９５％；Ｂ２Ｃ交易额
１３０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９％。２０１８年，
全区游客接待人次合计１２５０万人次，同

比下降４１％。其中：５６家旅行社接待
游客３５３万人次，同比下降３７９％；４９
家主要旅游饭店接待游客 １１８５万人
次，同比增长０３％；１９家旅游景区（点）
接待游客 １０９６１万人次，同比下降
２８％。全区纳入统计的旅行社、旅游饭
店和旅游景区（点）营业总收入８４８亿
元，同比下降２％。其中：旅行社营业收
入７６９亿元，同比下降２３％；主要旅游
饭店营业收入５９亿元，同比增长２％；
旅游景区（点）营业收入１９亿元，同比
下降３８％。年内成功举办“２０１８上海
樱花节”“２０１８上海邮轮旅游节”等旅游
节庆活动，做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住

宿服务保障工作，成功承办２０１８年上海
市旅游行业处置旅游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活动。

表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旅游设施情况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８年

星级宾馆 家 ６

　＃四星级 家 ４

　 三星级 家 ２

旅行社 家 ５６

　＃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家 １２

Ａ级旅游景区（点） 个 ９

　＃４Ａ级景区（点） 个 ６

　３Ａ级景区（点） 个 ３

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个 ２

旅游集散中心站点 个 １

表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银行存贷款余额

指　标 １２月末余额（亿元） 比年初±％

银行存款余额 ３４６９．７７ ５．７

　＃单位存款 １５８１．０８ ４．１

　 居民储蓄存款 １８２９．６６ ８．９

银行贷款余额 １９４７．７０ ０．２

　＃短期贷款 ４６２．１２ －１６．４

　 中长期贷款 １４８５．５８ ６．８

＃单位贷款 １１１３．２２ －２．６

个人贷款 ８２４．６３ ５．４

　　＃住房按揭贷款 ６７１．８３ ３．５

公积金贷款余额 ２９０．６３ ３．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全区全年
实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３９０９亿元，可比增长９３％。全年规模
以上交通运输、仓储业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６１３亿元，同比下降２６％，其中交通

运输业实现营业收入７２１２亿元，同比
下降８２％。年内调整优化１７条公交线
路，公交线网密度达到 １６５千米／平方
千米。协调加快祁华路枢纽站等公交站

点设施建设，完成罗和路杨南路公交首

末站水电配套设施建设和移交接管。协

调完成中成智谷、半岛１９１９等９个项目
４６８个停车泊位共享。协调完成半岛
１９１９、花园弄广场等７个临时公共停车
场泊位建设和备案登记，可提供泊位

２０４６个。新增共享单车停放点２０９个，
方便居民借还车辆。加强内河港航综合

治理，推动易扬尘码头转型和调整，关停

１３家砂石料、废钢等易扬尘码头，１４家
完成设施整改和升级。至年末，区域内

轨道交通运营线路３条，运营线路长度
４２千米；区域性出租企业２家，运行车辆
６７０辆，从业人员９６３人；有道路货物运
输企业２９９３家，运输车辆４９３万辆，总
吨位７９５万吨。至年末，全区有邮政支
局１３个，邮政所２７个。全年邮路总长
度７９４３千米，邮政业务总量４１６亿元，
发送函件 ８８６１８万件，报刊累计订销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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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８９２３万份。

【金融业】　全区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
值１２４９７亿元，可比增长５７％。至年
末，全区有银行２４家，本外币存款余额
３４６９７７亿元，比年初新增１８５７４亿元，
增长５７％；贷款余额１９４７７０亿元，比
年初新增４６８亿元，增长０２％。

【对外经济】　２０１８年全区批准外资项
目６１５个，其中新批５５３个，增资６２个，
合同外资总额１５８１亿美元。引资项目
中，１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有１９个，合同外
资１２１２亿美元；第二产业项目数 ３５
个，合同外资１２２亿美元，增长３０倍，
其中工业实现合同外资０９８亿美元，增
长２３倍；第三产业项目数５８０个，合同
外资１４５９亿美元，增长１６％。全年实
际到位外资２７９亿美元，增长２９６％。
２０１８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８６６９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２００％，增幅位列全市
第三位。其中：出口总额 ３２３２６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２２％，增幅位列全市第一
位；进口总额 ５４３７２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７％，增幅位列全市第四位。商品结
构持续优化，区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额分别为 １２８６１亿元和 １５１２
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０％和１７８％。民营
企业成为出口主力军，２０１８年民营企业
出口 额 为 １０１０５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４５０％。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额为
１１８６３亿元和９９３１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１７８％和６９％。出口以一般贸易方
式为主，区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额为

２８１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５％，占出口总
额８６９％。东盟成为出口第一大市场。
２０１８年，区对东盟出口６３８４亿元，同比
增长４８６％，占比 １９９％。其中：对越
南出口同比增长迅猛，达１１８倍；对欧
盟、印 度 和 加 拿 大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３８７％、３１２％和４２２％。

表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和主要市场

类　别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外贸出口商品总额 ２１３．９３ １６．３

按贸易方式分

　＃一般贸易 ２８０．９９ １８．５

　 加工贸易 ２１．６７ １０．８

按主要商品分

　＃钢材 ９７．７８ １３．５

　 集装箱 ３２．４７ ９．９

　 钢铁或铝制结构体及部件 １０．６１ ４０．７

按主要市场分

　＃东盟 ６３．８４ ４８．６

　 美国 ５３．３４ １．８

　 欧盟 ３８．２５ ３８．７

【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至年末，全
区实有道路长度 １０８１２６千米，比上年
末多２４３５６千米；排水管道长度４１５５６
千米，比上年末多 １６３３６千米；轨道交
通通车里程 ４１９７千米，与上年持平。
全年完成２４个１００９千米道路大中修
和整治，市政道路完好率达到９２２９％，
公路优良路率８９３５％。完成淞南、大场
地区老公房燃气内管改造１８９万户，换
出腐烂锈蚀内管 １０３２根。管道燃气用
户入户安检１５５４万户，查出并完成整

改６２９４户。查处非法液化气钢瓶１４５３
只。牵头完成燃气助动车集中整治，累

计回收燃气助动车６４５辆。全年实现房
地产业增加值 １４９０１亿元，可比下降
７２％。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３５８７１亿
元，同比增长 ２４１％。其中：住宅投资
２５７２２亿元，增长 ３１４％；办公楼投资
１９５６亿元，下降１５０％；商业营业用房
投资２４０８亿元，下降９９％。商品房施
工面积１１５５１４万平方米，下降６６％；
竣工 面 积 ２２９０９万 平 方 米，下 降
４１０％。商品房销售面积 １０４８４万平
方米，下 降 ６３６％；商 品 房 销 售 额
３０５３３亿元，下降３８２％。全年存量房
交易 面 积 １２９６６万 平 方 米，增 长
１１５％；存量房交易金额 ３７４３８亿元，
增长１７５％。

【信息化】　至年末，全区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４４４３
亿元，可比增长１３６％。全年新建通信
管线１０２沟千米，新建和共建共享４Ｇ移
动通信基站３８３个。累计可用通信管线
共３４９１沟千米，公用移动通信基站３０７１
个。累计接入宽带用户５６万户，平均接
入带宽达到 １５０Ｍ；无线覆盖热点 ５９７
个，无线ＡＰ数５５４６个，在２０６个公共场
所开通公共 ＷＩＦＩ免费上网服务。移动
通信应用更加普及，移动电话用户

２８３４６万户；固定电话用户４４６６万户。
ＩＰＴＶ用户数２８万户，增加１１１万户；数
字电视用户覆盖全区 ７３万户，覆盖率
１００％。深化智慧城市建设。２０１８年初
步建成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和开放平

台，完成全区２０余个政府部门的政务信
息资源编目和１０个内嵌主题应用，建成

区电子政务云。开通“一网通办”宝山

频道“特色服务”版块及１２个街镇频道，
对接上海政务“一网通办”统一受理平

台。区行政服务中心累计受理事务总数

２９４３７６件，日均受理 １１９２件，办结
２９４９４５件，满意率 ９９５７％。发布审改
动态和服务信息共计１０１条。区社区事
务受理系统全面推行“全市通办”，１６８
个事项实现“全市通办”，办理“全市通

办”事项共３７万余件，通办率９８８％。
２０１８年全区社区事务受理量累计４７万
余件。推进“一区一网站”整合工作，完

成全部５２个政府网站整合工作。持续
推进宝山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网上平台

“社区通”应用，全区５５７个居村委全部
上线，近４０万户家庭、５６万余名居村民
实名加入，互动交流超过５５００万人次，
解决群众关心关切的各类问题４７万余
个。推进“市民云”区级平台建设，累计

入驻各类区级服务机构１０００余个，开设
预约机构１０余家，开设特色预约服务２０
多项，上线文化生活类活动预约 ６０余
场。智慧健康稳步推进。深化“互联网

＋医疗健康”应用，移动家庭医生 ＡＰＰ
签约居民数６２２万人，线上签约总数列
全市第三位。健康云（健康小屋）覆盖

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测量人次

数３３１６万人次，异常提醒次数 １５２３
万人次。完成“宝山区义务教育学校无

线网络覆盖”建设，实现宝山区义务教育

阶段１１１所学校无线网络覆盖。“银龄
居家宝”智能化居家养老实现全区居村

委全覆盖，为３０万名老年人提供紧急呼
叫、主动关爱、生活帮扶等智能居家养老

服务，累计提供４０００余次紧急救助。加
快推进智慧公安建设。新建２８００路高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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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视频监控点位，建成区公共安全视频

监控共享平台，实现全区１０００个居民小
区的视频监控三级联网管理全覆盖，社

区视频监控接入容量达到３２万路。完
成覆盖全区小区进出口的４５００套人脸
识别“慧眼系统”及全区４００个小区３万
个楼道门智能门禁联网系统。

【教育和科学技术】　２０１８年末，全区共
有各级各类教育单位３２７家，在校学生
１７２６万人。全年共新开办２所九年一
贯制学校、１所公办初中、５所幼儿园，接
管１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撤销１所纳民
小学、３所民办幼儿园，１所公办初中变
更为九年一贯制学校。与２０１７年相比，
区中学和幼儿园在校学生总数基本平

稳；小学在校学生数增长３％。

表７ 宝山区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学年各类学校学生情况

类别

全部学校 公办学校 民办学校

学校（所）
在校学生
数（人）

学校（所）
在校学生
数（人）

学校（所）
在校学生
数（人）

合计 ３２７ １７２６０４ ２３９ １３４９２４ ８８ ３７６８０

　中学 ６８ ４３４５７ ５９ ３８４０２ ９ ５０５５

　　其中：高中 ８ ６９４６ ７ ６４７２ １ ４７４

　　　　 初中 ２７ １６５０７ ２４ １３６５２ ３ ２８５５

　　　　 完全中学 ５ ５２４０ ４ ４５８５ １ ６５５

　　　　 九年制学校 ２７ １４０４５ ２４ １３５６１ ３ ４８４

　　　　 十二年制学校 １ ５８７ — — １ ５８７

　小学 ６８ ６７６００ ５８ ５９４０５ １０ ８１９５

　幼儿园 １６７ ５７７５０ １００ ３５１８０ ６７ ２２５７０

　工读 １ ７５ １ ７５ — —

　特教 １ １８１ １ １８１ — —

　中等职业学校 ４ ３２０７ ２ １３４７ ２ １８６０

　　其中：职校 ３ ３２０７ １ １３４７ ２ １８６０

　成人教育 ５ ３３４ ５ ３３４ — —

　其他教育 １３ — １３ — — —

２０１８年科技创新取得新成效。宝
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等 ６家企业共 １１
个项目入围２０１８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新增科技小巨人和小巨人培育企业 ７
家，总数累计 ６７家，增长率 １１６７％；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
业４２７家，增长率２５２２％，全市排名第
５位；共有市级以上众创孵化载体 ２１
家，其中国家级众创孵化载体数６家；新
增院士专家工作站２家，认定１１家区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比增长２６７％，促
成５８个产学研合作项目。围绕“１＋４＋
４”重点产业领域，共扶持各类科技创新
项目３８１个，扶持金额２７７１６４万元，科
技创新项目的扶持总数和项目总额均超

过上年。３５个项目列入市高新技术成
果转化项目，各类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２７４项。全年区专利申请总量８５０６件，
其中发明专利３７１４件；全区专利授权总
量５０１３件，其中发明专利１１１９件；全区
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３６７１件，同比增
长１１９％。

【文化、卫生和体育】　至２０１８年末，全
区有文化馆（站）１８家，其中区属文化馆
２家，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１６家；图
书馆（站）２２家，其中区级图书馆１家，
街镇图书馆２１家，共藏书１６１６８万册；
社会文化娱乐场所（含棋牌室）１８９家，
网吧１０２家，电影院 ２９家；印刷类 １７８
家，音像制品、图书报刊零售１０２家，表
演团体１１个。区内有市文物保护单位９
处、区文物保护单位７处，区文物保护点
７０处，市优秀历史建筑２处。２０１８年全
区将文化格局做大育强，确定并打响第

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陈伯吹

国际儿童文学奖、国际邮轮滨江文化带

３个国际级品牌和淞沪抗战等８个国家
级品牌。致力打造城市文化新地标，推

进长滩音乐厅、樱花大剧院、区文化馆加

固修缮项目和淞沪馆二期工程建设，全

区共有区级文化公共设施 ６万余平方
米。完善和健全四级公共文化资源配送

工作，共完成市、区级各类配送４５００余
场；“文化宝山云”和文化宝山微信公众

号全年共发布信息８０００余条；区图书馆
流通２００余万人次，举办讲座、培训、展
览和各类读书活动共２２０场；区各级文
化馆开展文艺活动、赛事、展览、培训逾

１１６０场（次），接待市民逾 ５５万人次。
至年末，全年广播电台共制作新闻宣传

报道７０００余条，选送上海电视台、上海
人民广播电台播出６００余条。市场所开
展市场检查４０２家次，出动检查人员１８８
人次；开展三级联动巡查检查 ３６５０家
次，出动志愿者、巡查员 ２００６人次。至
年末，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４１家，卫生
技术人员９１９１人，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床
位数６４１７张，比上年增长５１％；开设家
庭病床总数３５６３张，增长１２５％。全年
门急诊 １４０３３５８３人次，比上年上升
１１％；入院１９６６７５人次，上升７７％；住
院手术１０７３５７人次，上升１９３％；健康
检查５７６４９４人次，上升２２６６％；上门诊
疗总次数２８２６８次，下降８３％。户籍人
口平均期望寿命 ８３７８岁，其中男性
８１５６岁，女性８６１６岁。全区共有业余

体校４所，体育场馆４９７个，其中体育场
１个、体育馆３个、游泳池４４座和运动场
４４９片。全区共有运动员１３９人，其中女
性运动员４５人，国家级运动员３人，全
年在国际国内大赛中共获 １５金 ３银 ２
铜。宝山代表团在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

会上共获５９５枚金牌、３４５枚银牌、４２
枚铜牌，在各类全国青少年比赛中获１３
金、１５银、９铜；指导街镇、机关、企事业
开展各类赛事活动１３００场。全区共有
社会体育指导员４２７６人，开展科学健身
培训２０余次，开展体质测试１８次，受测
市民６８００人；新建５条市民健身步道，
更新及新建４０个益智健身苑点，更新维
修２４片社区公共运动场。宝山体育中
心成功引进并承办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ＯＮＥ冠军赛、黑池舞蹈节等１８项
活动，共６８万人次参与观赛。体育场
馆持续开放，全年共接待市民５７５５万
余人次，其中健身市民 ４０４万余人次。
体育彩票销售３２２亿元，增幅３５４８％，
募集公益金１７００万元。

【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至年
末，全区户籍人口 ９９３３４８人，比上年增
加１６９３９人。户籍人口按性别分，男性
占５０６％，女性占４９４％；按年龄段分，
０—１７岁占１２３％，比重比上年提高０２
个百分点；１８—３５岁占１６０％，下降１０
个百分点；３５—６０岁占３７０％，下降０７
个百分点；６０岁以上占３４８％，提高１６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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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６４２４人，出生
率 ６５２‰；死亡人口 ８２４７人，死亡率
８３７‰；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 １８５‰。
据上海市统计局反馈，年末常住人口

２０４２３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 ８３７１
万人。据抽样调查，全年全区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６３４９１元，比上年增长
９０％；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４４９３５元，增
长８７％。至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２３６５１人，其中男性失业人数为 １５５０８
人，占比为６５６％。１６—２５岁失业人数
为１０７２人，２６—３５岁失业人数为 ５７５２
人，３６—４５岁失业人数为９３７３人，４６岁
及以上失业人数为 ７４５４人。全年共解
决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数６４６９件，其中劳
动报酬类案件数为 ２８４６件，占比为
４４０％。全年领取失业保险金 １０７７４２
人次，失业保险基金支出７９７亿元。城
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人数６９１６人，
领取养老金人员人数１７３９３人，共发放
养老保险金２４３亿元，同比增加９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多措并举，提高就业创
业质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区域劳动关

系和谐稳定。全年帮扶引领创业人数

６５３人，其中青年大学生３９３人；推动区
就业困难人员市场就业率提高至

８９４１％，刑释解教人员实现就业６６人；
开展各类创业活动９４场，累计５０１０人
参与。组织各类招聘会１７７场，提供岗
位８０６７２个，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２３３万
人，在月浦、顾村和宝山区钢结构商

（协）会建立３个职工教育基地。坚持预
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推进工伤保

险各项工作，依法完成工伤认定 ３９６７
件，完成劳动能力鉴定３３１４件，办理疑
难案件６０９件，办理工伤康复１１０人次。
各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办结案件

６３４７件，其中调解组织办结案件 ３７１７
件，仲裁机构办结案件２６３０件，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结案率９３０３％，劳动人事争
议案件按期办结率为１００％。处理１０人
及以上重大、群体性事件９７起，涉及人
数２０７０人。全年住房保障工作持续推
进，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共完成旧住房综

合改造１２８万平方米。区属动迁安置房
新开工７２万平方米，建成６７万平方米，
供应３７５３套，安置在外过渡动迁居民
１７７２户。至年末，廉租住房受益家庭
１７２８户，其中年内新增租金补贴３１６户。

年底罗店大居５９万平方米市属保障房
交付使用，１９６万平方米市属保障房交
付任务全部完成，３万户居民平稳入住。
至年末，有９１０６人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３６４万人享受支内回沪帮困补
助，２１４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有
４９４２人次享受医疗救助，４０７人享受秋
季阶段大学开学补助。至２０１８年底，有
养老机构 ５７家，床位 １２４０５张，其中社
会投资开办２５家，床位５４９９张，有老年
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４３家，社区老年人
助餐点 ２７个，为老服务中心 １２家，为
３３６５名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以
全面精准服务为目标，推进残疾人民生

保障。开展“五送”活动，投入资金１０４０
万元，受益残疾人９２１０人次，比上年增
长１２８０％。投入资金约 ４６０万元，为
２４户农村、１１４户城镇残疾人家庭进行
无障碍改造；投入资金 ２０１１２万元，完
成５０２８名持证残疾人健康体检；投入
６３５５４万元，为３７５５户困难残疾人家庭
发放助残实物帮困卡。组织残疾人培训

１２期，１２４９人次残疾人参训。完善残疾
人培训与就业联动机制，推荐３３６名残
疾人就业。投入１４３７７０万元，为４８１５２
人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投入

３０２３４５万元，为 １４６６０３人次（１３１１０
人）发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投入

１０３３３２万元，为７５３６８人次发放残疾人
交通补贴。

【环境保护】　宝山区加快建设滨江宝
山，着力提高环境质量。全年环保投入

资金４４３２亿元，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
划项目２２１项、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项目
２４４项。对各类污染源环境监测５３９厂
次，现场执法１５７０批次，执法检查４００１
户次。区控废水减排项目１５个，主要污
染物ＣＯＤ减排量１４０２吨、ＮＨ３－Ｎ减
排量１４３吨；废气减排项目８个，主要
污染物ＳＯ２减排量３６吨、ＮＯＸ减排量
１２７９吨。全年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ＡＱＩ）优良率为８４１％，全市排名第三
位。其中，主要污染物 ＰＭ２５年均浓度
为３７微克／立方米，较上年下降１１９％，
全市排名第六位。全年清运生活垃圾

７２２９万吨，“绿色账户”激励机制覆盖
５３１８万户。加强建筑工地和搅拌站环
境和安全生产监管，加强全区２７１个在

建工程日常巡查、飞行检查和专项检查，

开具各类行政措施单１３９９份，行政处罚
结案１１起，累计处罚金额１０３２８万元。
新建绿地 ９００２公顷，其中公共绿地
４５１９公顷。至年末，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１１９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４３％。完成２５千米绿道建设，新增立体
绿化３万平方米。稳步推进区域水生态
环境质量，完成潘泾（园和路—湄浦）等

３７４千米骨干河道综合治理，区域骨干
河道整治率达到 ８１５％。年内完成 ３２
条中小河道消除黑臭，实现区域中小河

道全面消除黑臭目标。全面启动劣Ｖ类
河道治理，２４４条河道消除劣 Ｖ类，劣 Ｖ
类河湖比例从 ４４７％下降到 １９％。推
进沪太路北段、吴淞街道等２０千米污水
二级管网建设，完成各镇、园区污水二级

管网建设２７千米，继续推进点污染源纳
管，完成３４０个点源纳管计划，城镇污水
处理率达到９４％。

【城市安全和食品安全】　至年末，全区
刑事案件立案数１８４４４起，比上年下降
１８４％；破案数３４３７起，增长１７５％；治
安案件受理数３６９１２起，下降１２２％；治
安案件查处数 ３６８５７起，下降 １２３％。
全年共发生交通事故８５起，比上年下降
１４１％；处理交通违法人次 ８８万次，下
降２１４％。全年火灾事故发生２９５起，
比上年增长 ９７％。开展“安全生产大
动员、大排查、大治理”等专项行动，全年

累计开展检查活动 ３９７１次，检查企业
４１１户，船舶７８５艘次（其中检查危品船
舶３６艘次）。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强化药
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及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共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２０项，出
动执法人员１２１４７４人次，检查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６０７３７户次，立案查处６０９件，
消除食品无证照经营户８８５１家。共监
督抽检食品７９１１件，合格率为９８４２％；
抽检药品８４１件，合格率９９０５％。全年
检查特种设备企业３３１２家（次），抽查设
备４９４７台（套），分别同比增长 ４９％、
９％，查处特种设备违法案件７４起。

注：摘自《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为初步统计

数，增加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

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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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编辑　谭雪明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８年，中共宝山区委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做好“转型发展、产业升级

和生态宜居”三大文章，实现全区经济运

行稳中有进，邮轮经济难点突破，营商环

境持续优化，产业经济发展强劲，生态治

理狠下功夫，民生工程不断提标，文化之

花处处绽放，社会治理纵深发展，党的建

设持续推进。

【推动高质量发展】　区委坚持创新驱
动转型发展，持续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全区

主要经济指标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

态势。全年完成税收总收入 ４５１６８亿
元，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６０４５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６２％。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１３９２０６亿元，增长５１％；固定资
产投资４９６０８亿元，增长１７５％；商品
销售额５０１７０６亿元，增长１４３％；外贸
出口额２９３４７亿元，增长２３４％；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６３４９１元，增长９％，增
速快于经济增长。全区重点商务载体单

位面积税收达 １３８０元／平方米，增长
１８％，亿元载体达１３个。重点产业园区
单位土地产值比上年增长 １８％。综合
东南中北四大主体功能区产业定位、空

间布局等因素，编制宝山产业地图。加

快推进中船集艾、众宏、安博贝瑞等一批

项目落地，总投资３００亿元的３８个重大
项目全部开工建设，开利空调、朝晖药

业、临港新业坊等一批先进制造业及生

产性服务业项目竣工。全区新增企业

３０４８４家，新增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以上
的企业８６４户。推进“基金 ＋基地”模
式，临港７０亿元申创产业基金落地，与
临港、电科、克莱机电、君和资本共同发

起成立机器人产业创新基金，全区注册

备案基金公司近２００家。上市挂牌企业
总数１２０家，Ｅ板和上交股科创板挂牌

企业数量列全市第２位，国家级众创孵
化载体６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国资
委直管企业累计实现净利润４２亿元，
增长２１２％，完成国资投融资平台公司
和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组建工

作。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大低效用地

盘活力度，出台土地收回重新出让、土地

分割转让、提高容积率等７类政策，鼓励
“零存整取”式成片调整，盘活太平洋机

电、中铝上铜等一批低效产业用地约

１６２６７公顷（２４４０亩）。全面关停５１个
市产业结构调整项目，完成１３０公顷减
量化任务，土地集约利用获国务院办公

厅通报表扬。违法用地综合整治率达

９３％，土地卫片问责比例为零。单位增
加值能耗下降 ３４％。全面打响“四大
品牌”（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

上海文化）建设。放大重大会展、论坛资

源集聚和溢出效应。第一届上海进博会

参团企业近７００家，光驰科技、念弟实业
等一批企业意向成交２４亿元。成功举
办上海邮轮旅游节、国际邮轮服务贸易

高峰论坛、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中

国国际机器人高峰论坛、长江口民营经

济发展论坛、２０１８泰山论坛，筹办上海
机器人及智能硬件产业发展论坛。

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汇聚３４个国
家及地区、超过９００名行业精英，首次发
布“亚洲邮轮经济发展景气指数报告”。

提升服务经济能级，“互联网 ＋平台经
济”引领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微盟、爱回收

等准“独角兽”和“隐形冠军”企业，电子

商务交易额达 ３２００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０％。地中海邮轮船务公司、富驰高科
和光驰科技被分别认定为跨国公司总部

型机构及外资研发中心。建成全国最大

的钢铁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交易量稳占

全国总量的１／３，“我的钢铁价格指数”
被列入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有色金属

全球交易指数。培育和发展先进制造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区域＋产业＋

创新”叠加政策，出台加快机器人及智能

硬件专项政策，上海机器人检测平台分

中心落户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发那科三

期等项目加快推进，全区机器人及高端

装备实现产值３３５３亿元，增长４１％。
深化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交大、复

旦、电科所等大院大所合作，做强石墨

烯、３Ｄ打印等一批功能型平台。石墨烯
研发与转化平台集聚东旭光电等１０余
家石墨烯企业，柔性织物状锂离子电池、

石墨烯／金属复合材料等７个项目加快
成果转化应用，石墨烯水处理、石墨烯氢

能燃料电池等一批项目加快落地。国家

“两机专项”（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的重型燃气轮机，

无人艇、克莱机电、华伟汽车、华域麦格

纳等项目落地。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

业（制造业部分）产值占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比重达２７％，上升０９个百分点，新
能源和高端装备总产值分别增长６８４％
和８６％。把握新消费发展趋势，引进康
品汇、四季汇鲜、百安居智慧店、食行生

鲜、微盟温带等智慧门店，月浦万达项目

落地，宝杨宝龙、临江商业商务广场等商

业综合体加快推进。与全球最大三文鱼

生产商美威、阿里巴巴云象供应链合作

设立自动化加工厂。打造文化创意产业

新高地，用足用好文创产业和文化事业

“两个３０００万”引导资金作用，累计建成
上海玻璃博物馆等３７个文创载体，集聚
笃影文化、溯洄设计等一批优质企业。

依托中国 ３Ｄ打印文化博物馆，举办
２０１８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扩大文创产
业影响力。文创产业实现产值１４５５亿
元，增长１７３％。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区委营造
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深入

实施优化营商环境“１８条”，坚持当好全
生命周期的“店小二”，努力让群众和企

业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年内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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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事项总量从５８１项精简至５５８项，
当场办结、提前服务事项总数达３１０项，
位列全市第２位。在全市率先实现同日
核发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抓好“一

门、一窗”改革，在全市率先实现“两集

中、两到位”（推进一个行政机关的审批

事项向一个处室集中、行政审批处室向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集中，保障进驻行政

审批服务中心的审批事项到位、审批权

限到位）全覆盖，２９个部门 ４７０项审批
及服务事项全部进驻行政服务中心，推

动办理事项向网上集中，做到电子监察

到位，提标升级为“三集中、三到位”（行

政审批职能向一个科室集中、承担审批

职能的科室向行政服务中心集中、行政

审批事项向电子政务平台集中。做到事

项进驻大厅到位、审批授权窗口到位、电

子监察到位）。推进涉企事项“一窗式”

办理，加快部门、综合业务、统一出件、主

题类“单一窗口”建设。首创新办企业

全程服务链，实现企业正常经营前所需

全部手续一站式办结。全面推进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一网通办”宝山频道正

式上线，打通全程网办服务链，审批及服

务事项实现“只跑一次”２７３项、“不见面
审批”１８８项，涉企审批事项“一网通办”
比例达 １００％。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５１
家部门注册使用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

台，累计归集各类行政信息 ４９２２４２条，
发布预警和联合惩戒信息８９２８８条。创
新人才服务，落实市人才３０条、人才高
峰工程等政策，建立区高峰人才项目储

备库，从５００余家优势企业中，优中择优
实施人才高地计划。深入实施“满意

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推行高层次人才服
务“樱花卡”制度，为３００余名优秀人才
提供多项服务“绿色通道”。全区集聚

各类人才超２５万人。

【推进重点板块提标升级】　区委打造
世界一流邮轮母港，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成功接靠邮轮３７５艘次，接待出入境游
客２７１６万人次，累计接靠邮轮突破
２０００艘次，接待出入境游客突破１２００万
人次。新客运大楼投入运营，实现“三船

同靠”，当天出入境游客超过２万人次，
创下中国邮轮母港单日客流新纪录。推

动重构邮轮分销渠道，试点“邮轮船

票”，实现所有母港邮轮凭票入港。完成

邮轮港交通诱导及智能停车系统。出台

邮轮经济３５条，每年安排１亿元构筑邮
轮经济发展高地。推动中船与嘉年华、

芬坎蒂尼签订总价近５０亿美元的６艘

大型邮轮制造合同，中船邮轮科技公司、

招鸿邮轮等１３家邮轮建造核心企业落
户，集聚１３９家邮轮相关企业，中船国际
邮轮产业园集聚效应初显。打造邮轮船

供分拨平台，成立上海邮轮供应协会，完

成货值５７１４万美元的６６个航次共１４８
个国际货柜供船业务。与乐购仕、携程

共建“全球购”邮轮一站式互联网购物

平台，构建“境内下单、境外提货”全新

购物模式。加快吴淞工业区转型，坚持

统一规划、整体开发，形成发展建设规划

成果，确定７个控规编制单元、３３个开
发单元，启动产业规划编制及不锈钢地

区和特钢地区 ２个先行启动区控规研
究。推动重点项目转型，与中国宝武集

团、临港集团、上实集团联合成立宝地上

实、宝地临港公司，加快推进不锈钢、特

钢地块、国际能源创新中心等先行项目

建设，重点发展新材料、智能硬件等产

业，打造高端产业集群发展新载体。深

化政企合作，与百度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备忘录，推动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

城市管理等产业化试点，打造智能城市

示范区和人工智能产业集聚高地。打造

南大生态智慧城，推进升级版控详规划

及城市设计概念方案研究。完善工作机

制，成立南大地区开发建设领导小组、指

挥部，与临港成立南大智慧公司，建立

“领导小组＋指挥部 ＋公司”组织构架，
形成全新开发机制。加快产业导入，与

阿里、商汤等洽谈共建“南大 ＡＩ智慧城
市”，加快构建以车联网为特色，人工智

能、芯片设计、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产业
集聚区。携手博泰共同打造国家级车联

网产业集群与无人驾驶商业应用示范基

地。推进道路、绿化、水系等３３个配套
项目建设，争取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

海绵城市等方面建成全市示范性工程。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制定宝山区乡村振

兴实施意见和战略规划，区本级财政安

排新农村建设资金４０２亿元，比上年增
加５７亿元，增幅达１６５％。高标准建
设乡村振兴示范村，成功创建２家市级、
７家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完成 １４４户
村庄改造。完成８０３户农村生活污水集
中纳管处置，提标改造４６０座农村生活
污水池、２０５座农村公厕，实现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全覆盖。加快推进２４千米农
村公路提标改造，农村公路养护及大中

修等补贴由 １７７０万元提升至 ４７２０万
元。探索超大城市近郊乡村产业发展的

宝山路径，聚焦发展都市现代绿色农业，

重点做精“一袋米、一只蟹、一条鱼、一个

菇”，宝山
!

鱼申请地理标志保护。推进

“村经委托镇管”，鼓励镇村资本整合重

组、集体经济回购物业，优化农村集体资

产保值增值发展模式。深化农村承包地

“三权分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改革，承包地流转率达９２７％。推进产
权制度改革，镇级改革 ４个、村级改革
１０１个，其中９４个村实现村经分离、分账
管理。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罗店镇被

列入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做深做实罗店镇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

点，发展特色生态休闲观光农业，打造国

家级智能装备制造高地。建设“全国特

色小镇”罗泾镇，完成基金小镇、跃龙地

块、肖泾生态园林方案编制，加快罗?河

生态休闲带、沿江生态保护带、嘉宝生态

修复带建设，打造长江口绿色小镇。推

进城中村及旧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动迁

基本完成，庙行康家村、大场联东村、大

场场中村、顾村老集镇、顾村杨邢宅、杨

行老集镇 ６个城中村居农民签约率
９９％、企业签约率 ９９１％。５个“城中
村”改造项目３３５万平方米安置房开工
建设，８幅地块完成出让。推进“留改
拆”工作，启动４２万平方米、１３９９户里
弄房屋修缮改造。完成张庙泗塘一村北

块、吴淞海滨新村１５万平方米成套改
造，惠及３００余户居民。罗店向阳新村
西块３３５９平方米结构封顶，吴淞西块９０
号地块加快建设，９１号地块签约完成
８５６％。开展罗店“兵营式”危房改造，
采取“政府配套、村民自建”形式，完成

危房改造３６户，新开工１３０户。加大住
房保障力度，新增租赁房源 １８２０３套
（间）、代理经租房源１３８３２间。加快安
置在外过渡动迁农民，基本建成４０万平
方米区属动迁安置房，解决在外过渡动

迁居农民安置１７７２户。

【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宝山区
启动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开展基

层环保执法改革试点，做好市环保督察、

各专项环保督查及其整改工作，区级环

保投入占ＧＤＰ比重３１％。强化水环境
综合治理，投入４９３亿元改善水环境质
量。制定河长制考核办法、督查方案等

配套制度，１０１３条河道深化落实河长
制，区领导带头开展“四不两直”（不发

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

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调研走访、集体

巡河３００多次，带动各级河长累计巡河３
万余次，推进问题早发现、早处置。１５６
条不稳定水体完成整治，２８８处６７万平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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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沿岸违建全部拆除，“１＋１６”（指１７
条河道）考核断面有“１＋１４”个达标，
２４４条河道消除劣Ｖ类，“５＋１”（何家湾
排水系统、盛宅排水系统、虎林排水系

统、乾溪新村排水系统、南大北块排水系

统和庙彭排水系统）排水系统全面建成，

推进２０千米污水二级管网建设。推进
截污纳管，完成 ３４０个点污染源纳管、
１１２个小区外部截流改造、７座市管雨水
泵站旱流截污、５３家部队截污纳管。实
施空气质量改善专项计划，全面推进锅

炉低氮燃烧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深

化治理。率先建立扬尘污染防控“片长

制”，以“３６＋Ｘ”（３６，即罗店、杨行、庙行
３个大气自动站周边１０００米、３３个市考
核道路扬尘点位周边５００米作为空气质
量保障重点管控区域；Ｘ即各街镇根据
需要自行设置的点位）个控制片为重点，

实现片长制全覆盖，开展扬尘执法检查

近万批次。区域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８４１％，列全市前５位；ＰＭ２５、ＰＭ１０浓
度分别为３７微克／立方米、５２微克／立方
米，比上年分别下降１１９％、１０３％。加
强建设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土壤

重点企业监管，加大涉重金属企业源头

控制，开展１８５家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开展农用地管理，推

进南大地区土壤污染修复试点示范项

目。强化垃圾分类处置，垃圾分类和绿

色账户达 ５３２万户，达标创建小区数
２２２个。完成 ２９４个“黄马夹”小区试
点，１８３５家单位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
类。建成江杨北路建筑垃圾分拣场，以

及年处理能力近７０万吨的３处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场所。实施１７０万吨存量
“五违”（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违法排

污、违法经营、违法居住）整治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开展“无违”居村（街镇）

创建，全区６３９个无违创建单元全部通
过区级验收，创建完成率 １００％。累计
拆违５９２万平方米，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开展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综合整治，吴淞

工业区围绕“八个一批”（指生产发展一

批、转移就业扶持一批、移民搬迁安置一

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教育扶智帮助一

批、医疗救助解困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

批、边贸政策扶助一批）目标，拆除违法

建筑 ７５万平方米、整治违法排污 ４７
家、取缔违法经营７３家、清退违法居住
７２６６人、消除安全隐患１５９个。江杨市
场拆除无证建筑２４万平方米，取缔无
证照经营５７１家，清退违法居住４２６人。
?藻浜沿线关停低效码头５家、整治搅

拌站１０家。环保“两违”（违法用地、违
法建设）项目专项整治清理５６０家。坚
持增绿添景，新建绿地８５公顷，建成 ３
万平方米立体绿化、２５千米绿色步道，
全区绿地总面积达 ５４６２公顷。建成城
市绿色步道１２８千米、公园绿地９８个、
街心花园９２个，林荫道增育６７条，挖掘
保护古树名木９４株。

【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宝山区开展
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创建（简称“创

全”），细化“创全”三年行动计划目标任

务，组织实施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十大工

程”（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０年）及２０１８年三十
项专项行动，开展爱国卫生、文明交通、

文明迎进博、创全齐行动主题月等活动。

第一阶段城区文明进步指数测评结果

８８４２分，排名郊区第２位，高于上年同
期的７７７６分，高于全市平均的 ８６１４
分。彰显“美丽街区”亮点，全面开展城

市更新、绿化景观环境建设、景观灯光提

升等工作，建成共和新路、逸仙路、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３个市级“美丽街区”，基
本建成６９个区级“美丽街区”。拆除宝
杨路、逸仙路—同济路、共和新路楼顶招

牌１０８块。完成 ５条道路 １８４千米景
观灯光建设，涉及楼宇灯光近 ２００栋。
提升“美丽家园”功能，实施新一轮住宅

小区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基本完成

５０个小区房屋本体改造、１００个示范小
区创建。完成住宅修缮１２８万平方米、
老旧住房安全隐患处置５０万平方米、老
旧公房燃气内管改造２万余户及老旧小
区技防物防设施改造升级３０８个。加强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大“社区通”覆盖

率和影响力，覆盖５６５个居村近４６万户
家庭，６１万余名居村民实名加入，５６万
余名党员网上亮身份起作用，研发社区

通“治慧中心”，回应解决群众问题４８
万余个，自下而上产生议题１５万余个，
形成社区公约和项目２０３０个，建成２００
个居村创新实践基地、实践点。“社区

通”获２０１８年中国网络理政十大创新案
例，在上海奉贤、山东东营推广运用。建

成２００个居村创新实践基地、覆盖８０％
家庭。优化街道运行机制，拓宽街道综

合管理问题发现渠道，完善街道与相关

职能部门联勤联动机制，实现“一口受

理、分类处置”。加强镇域治理，完善镇

管社区模式，罗店古镇、杨行谊家、月浦

盛桥３个基本管理单元通过市级验收，
“两委一中心”（社区党委、社区委员会

以及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有效运转，“３

＋３”（社区事务受理、社区卫生服务、社
区文化活动３个服务功能，以及城市管
理、市场监管、公安警力３个管理功能）
资源全部配置到位，叠加配置城市网格

化综合管理分中心，实现居民基本公共

需求不出单元。全面完成“网格达标”

创建工作，“网格化 ＋”综合平台结案率
达１００％、及时率达９７６％，排名郊区第
１位。提升“１＋１２”（１个区级的社会组
织服务中心和１２个街镇的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能力水平，发

挥社区公益服务资金扶持引导作用，实

施为老、青少年服务等１１３个项目，服务
群众近３５万人次。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Ｓ７公路、Ｇ１５０１Ａ段、轨道交通 １５号和
１８号线、沪通铁路等重大工程完成节点
目标，国权北路和陆翔路—祁连山路 ２
条区区对接道路进展顺利，推进南大路、

南陈路等４条道路８４千米架空线入地
工程。杨南路全线通车，富长路年底实

现部分贯通。启动殷高西路治堵工程，

完成殷高西路可变车道改建。友谊西路

（?川路—沪太路）、宝安公路（联杨

路—区界段）等一批道路建成通车。制

定道路移交接管方案，建立全区道路分

层纳管体系和分类管养模式。加快推进

综合交通发展，持续改善居民出行环境，

建成８条微循环道路，新辟调整１７条公
交线路，新增公共停车泊位２０４６个、共
享泊位５２８个、共享单车停放点２６９个，
公交线网密度达 １６５千米／平方千米。
保障城市运行安全有序，在全市首创安

全生产责任事故审议制度，落实重大隐

患挂牌督办和“黑名单”管理制度，加强

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关注“舌尖上的安

全”，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区和建设

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检查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 ６１万户次，监督覆盖率
３８１％。推进“守信超市”“放心餐厅”
“放心食堂”建设，在全市率先实现废弃

食品“互联网 ＋退市”全过程闭环式监
管。“平安宝山智联网”全域布局，在全

市率先构建平安建设智能化管理系统和

实战平台，完成社区“雪亮工程”一期建

设，建成覆盖近１０００个小区村宅的“视
频监控骨干网”，安装人脸识别监控“慧

眼系统”３０００套，成为全国首个实现社
区人脸识别监控全覆盖的地区。加快打

造“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推进智慧健

康、智能交通三期、共享停车服务平台等

智慧城市重大项目建设。强化“智慧公

安”建设，构建立体化、信息化防控体系，

报警类１１０接报数比上年下降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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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面落实信访

工作责任制，到市、区集访批次比上年分

别下降 ０４％、２９７％。深化“大调解”
工作，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各类矛盾

纠纷９６５８件，调解成功率９８７％。

【打造高品质生活】　宝山区加强就业
保障，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２３６万人，控
制在２６５万人以内。帮扶引领创业人
数６５３人，帮助８０９名失业青年实现就
业。安置就业困难人员３３７９人、零就业
家庭２５户，按时安置率１００％。推进创
业带动就业，组织开展技能人才培养，职

业技能培训惠及１９万人。开展创业活
动９０余场，惠及５０００余人，创业带动就
业率１∶６。提升社会保障待遇，征地养
老人员月生活费标准、城乡居保月基础

养老金标准比上年分别增长 ７８％、
９４％。提升救助实效，累计救助 ６７７
万人次，发放救助资金３１亿元。制定
教育统筹方案，解决各镇教育经费投入、

配套建设任务、学校设施配置等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推动全区中小学校优质均

衡再提升。深化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涵

盖６７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惠及近７万
名学生，打造陶行知、陈伯吹两个教育品

牌。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引入上外附小

幼儿园，上大宝山外国语学校、民办华二

宝山实验学校开始招生，世界外国语学

校开工建设。完成１４个学校建设项目、
７９个教育装备项目和百所学校无线网
络覆盖。完成市对宝山区履行教育责任

情况综合督政、全国中小学责任督学挂

牌督导创新区实地核查。实施中高考改

革，秋季高考公办高中本科达线率

９１６％，行知中学、吴淞中学、上大附中、
罗店中学本科达线率１００％。应对人口
老龄化趋势，打造“五心养老”（放心、舒

心、暖心、开心、安心）品牌，提高养老服

务质量。推进实事项目，新增３０６张养
老床位，改造郊区农村薄弱养老机构１２
家，改建失智老人床位１２０张，完成３家
长者照护之家、７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３家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建设。推进
“长护险”试点，累计为１４万余名符合
条件的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老年人提供

３０万余人次的照护服务。分步推进原
居家养老服务存量老人平移进长护险，

平移进度居全市前列。升级优化“银龄

居家宝”，推出“银龄 ｅ生活”服务套餐，
在高境镇、张庙街道等试点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对７０岁以上户籍老人免费提供
紧急呼叫、送药上门等５２项代叫服务。

淞南镇、顾村镇、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

张庙街道开启全市首批社区“养老顾

问”试点。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监测评估

名列全市各区第４位。杨行镇金秋晨曦
老年公寓通过“国家级养老服务标准化

试点”项目验收。推进健康宝山战略，优

化医疗资源，大场医院委托仁济医院管

理，累计建成８个医疗联合体。全面完
成第四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项目，

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借助“互联

网＋医疗健康”平台，全区“１＋１＋１”签
约６０７万人，列全市第 ３位。国家级
“上海宝山医疗保险服务标准化试点”

项目通过验收，建成医保服务“宝山样

板”。

【实施文化强区战略】　宝山区打响国
际邮轮滨江文化带、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节、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三大国

际级品牌以及淞沪抗战、百年吴淞、学陶

师陶、宝钢遗存、宝山沪剧、罗店罗泾、剧

荟宝山、乐享体育等 ８大国家级品牌。
举办上海邮轮旅游节、亚太邮轮大会等

活动，弘扬邮轮文化，提升邮轮滨江文化

带国际影响力。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

间艺术节以“老百姓的文化艺术盛会，家

门口的五洲风情”为宗旨，累计吸引６６
个国家的１００多支艺术团、３０００多名民
间艺术家参与。２０１８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秉承“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理念，

吸引２８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１７种绘本图
书参选，“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

插画展首次亮相博洛尼亚童书展，陈伯

吹少儿图书馆开馆，陈伯吹实验小学揭

牌成立。沪剧《挑山女人》改编电影获

第１４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年度最
佳戏曲电影。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质，

加快建设“十五分钟文化体育服务圈”，

打造文化功能项目新地标，推进上海长

滩音乐厅、淞沪抗战纪念馆二期、区文化

馆加固修缮、杨行区级体育中心等文体

设施建设。全区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达

３８３万平方米，人均０１８９平方米，提前
完成“十三五”目标。完成２４片社区公
共运动场维修，新建５条市民健身步道，
新建改建４０个市民益智健身苑点，新增
体育场地面积１６万平方米。健全四级
公共文化资源配送体系，将政府“送菜”

和百姓“点菜”有机对接，完成配送近

５０００场。组织实施近百场“市民艺术修
身导赏计划”，资源库扩容至３００场。深
化“宝山大剧荟”平台，成功引进上海芭

蕾舞团《天鹅湖》、京剧《锁麟囊》、多媒

体剧《创世神话漫游记》、儿童剧《精卫

填海》等精品力作。吸引谷好好、史依弘

等１２个艺术名家工作室落户，全市首个
以戏剧艺术名家命名的剧场———依弘剧

场正式开幕。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举办各类文体活动３５万余场，惠及
逾５７３万人次。９个作品在市群文新人
新作展评展演中获奖，获奖率达８１８％，
创历史新高。许昕等３人组成的国乒男
团勇夺世乒赛九连冠，体育后备人才参

加全国青少年比赛获１２金１５银８铜，
在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各类赛事中共获

８１５金４４５银５２铜。成功举办黑池舞
蹈节、ＣＢＡ夏季联赛、ＯＮＥ冠军赛、超武
联赛等赛事活动，举办罗泾美丽乡村徒

步赛。顾村公园樱花节客流达１６６２万
人，创历史新高。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区委加强区委
常委会自身建设，将政治建设贯彻落实

到领导班子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区委专

题会、书记会、常委会研究议题分别达

１４２个、４７５个、４６７个，比上年分别增加
３０％、１４％、６９％。制定贯彻《市委关于
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

核心竞争力》的实施意见。结合庆祝改

革开放４０周年、宝山“撤二建一”３０周
年活动，组织开展成就图片展、庆祝大

会、百姓宣讲等３大主题活动及９项专
题活动。开展“１２个一”（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撤二建一”３０周年的“１２个
一”系列活动。三大主题活动：组织一系

列成就图片展、组织一系列主题歌咏比

赛、组织召开一次全区性的纪念大会暨

文艺展演；九项专题活动：组织一系列征

文朗诵比赛、制作出版一系列图册书籍、

组织一系列“喜看身边变化　礼赞发展
成就”寻访活动、组织一次微电影大赛、

组织一系列百姓宣讲活动、制播展映一

系列电视专题片和电影、组织召开一系

列座谈研讨会、举办一系列知识竞赛活

动、推出一系列专栏专题专页宣传）系列

活动，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刊发报道

２６２２篇（条）。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围绕宪法修正案、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主题，开展１７次
区委中心组集中学习。举办党政负责干

部学习研讨班、处级干部专题培训班等

９个主体班次，覆盖１１００多人次。组织
开展专题党课、红帆讲堂等“十个一”

（开展一系列学习十九大精神专题党课、

召开一次专题组织生活会、组织一系列

“宝山党建云课堂”线上学习、开展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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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原原本本读十九大报告和党章”活

动、开展一系列“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组织一次“走进红色革命圣地”活动、推

出一系列“党员看宝山”主题党日活动、

开展一系列学习感悟展评活动、开展一

系列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活动、推出“我

为‘魅力滨江、活力宝山’献一计”）系列

活动，完成基层宣讲１９９８场，累计听众
１７３万人次，３万余名党员参与“指尖课
堂”在线学习。深挖宝山红色资源，创设

“逐浪、锤炼、绽放”现场教学红色线路，

开展党性教育专场活动２５５场次。推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排头

兵、先行者”大调研工作，全区８０个调研
主体累计参与调研９９万余人次，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 ２７０多次直插基层调
研，科级及以下干部参与调研９２万余人
次，占调研总人次 ９３％以上，实现全区
所有一般税源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城乡社区、户籍居民家庭和农户全覆

盖。坚持开放式“问需问计”，线上线下

广开言路，分层分类解决问题，累计收集

各类问题２２７３６个、意见建议１４１９１个，
问题解决率达 ９６４％。强化制度设计
和政策供给，区层面新建制度９４项、修
订制度１１项。拓展“红帆港”党建品牌，
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在更高起点上推

动基层党建创新发展。开展“初心工

程”，推进４０项行动计划，推动基层党建
系统集成。开展网格化党建，设置 １００
个党建网格。深化区域化党建，成立“区

域化党建联席会青年分会”，排摸资源清

单２０８条、需求清单１７８条，梳理推出工
作项目１５１项。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党
组织覆盖率分别达８２２％、７０６％。选
优配强基层党组织班子，完成全区 １０４
个村党组织、４２０个居民区党组织、３７７
个居委会、１０４个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举办１４０期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覆
盖７５１３人次。出台激励宝山干部担当
作为的实施意见，建立宽容干部在改革

创新中失误错误的机制方法，完善对不

适应担任现职干部进行岗位调整的具体

措施，在全区形成敢于担当作为、崇尚苦

干实干的良好风尚。优化处级领导班子

结构，调整干部２３批，涉及干部１５５人
次。强化年轻干部培养，配合市委开展

“７８９”（指７０年代、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年
轻干部调研，参与做好８０后副处、９０后
科级干部调研，走访单位１５家，累计访
谈３２０人次。安排５０名年轻干部到街
镇园区、委办局、国有企业开展实践锻

炼。选派 ８０余名年轻干部到巡察、信

访、南大建设办、吴淞转型办等“三重岗

位”（重点工作、重大项目、重要部门）以

及新疆、云南等艰苦地区锻炼。落细落

实干部管理监督，对７２家单位开展科级
干部选拔任用专项检查，严格落实个人

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抽查核实１５９人次。
推进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组建区监察委

员会，与区纪委合署办公，干部平稳转

隶，办公场所及留置专区建成使用。强

化“四责协同”（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

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

成员“一岗双责”），出台《关于完善全面

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的实施意

见》，做实“４３６”（“４”是指党委主体责
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和

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四个责任；“３”是
指责任梳理分解、责任协同传导、责任考

核追究三大工作机制；“６”是指知责明
责、履责督责、考责问责六个环环相扣的

关键工作环节）党风廉政责任落实体系，

夯实管党治党责任。成立巡察办，制定

五年规划，推进区委巡察和街镇园区二

级巡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

开展专项督查。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

势，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共受理信访举报

９１４件（次），处置问题线索４６５件，立案
１８１件，结案 １８１件，给予党纪政务（政
纪）处分１７５人。建成区委反腐倡廉教
育基地，对立案和查处情况无差别化通

报，通过拍摄《滨江·警示录》、创刊《宝

山纪检监察》季刊、开通“滨江清风”微

信公众号、组织清风讲堂等形式抓警示

教育。深化群团改革，持续放大顾村工

会改革经验“头雁效应”，成立物流货运

行业工会联合会。推进团青骨干参与社

区治理，建立互联网科创、智能制造“两

新”团建联盟。深化妇联组织建设，创新

“宝家护航”妇儿维权联盟工作机制，提

高妇女儿童工作水平。深化工商联所属

商会改革，完成妇联、残联、红十字会等

换届选举工作，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

量建设，推进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

创建，推进党校、社院、档案史志、机要保

密、老干部等各项工作。 （周起雷）

区委全会
【七届区委五次全会】　１月５日，全会
在区委党校召开。上午，在区委党校会

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全会第一次大会，区

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讲话。区领导周志军、杜

松全、沈伟民、苏平、李峻、袁罡、赵懿、高

飞等出席大会。下午，在区委党校报告

厅，召开宝山区“一报告两评议”（一报

告即专题报告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

况；两评议即评议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评

议选拔出来的干部）工作会议，区委书记

汪泓主持会议并代表区委报告２０１７年
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况。区委委员、

候补委员分组审议《中共上海市宝山区

第七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草

案）》，重点讨论汪泓讲话、范少军讲话、

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７年工作报告、区委常委
会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和全会决议（草案）。
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全会

第二次大会（闭幕式），区委书记汪泓主

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全会表决通过《七

届区委五次全会决议》。

【七届区委六次全会】　７月２３日，全会
在区委党校召开。上午，在区委党校会

议中心大礼堂，举行全会第一次大会，区

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作《中共宝山区

委贯彻〈中共上海市委关于面向全球面

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的意见〉的实施意见（讨论稿）》的说明，

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作《宝山区总体

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
２０３５）》的说明。随后进行分组讨论，重
点讨论《实施意见》《总体规划》、全会报

告、汪泓、范少军讲话。下午，区委委员、

候补委员分组审议关于递补区委委员的

决定（草案）、七届区委六次全会决议

（草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

举行全会第二次大会，区委书记汪泓主

持会议并讲话，全会通过《中共宝山区委

贯彻〈中共上海市委关于面向全球面向

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

意见〉的实施意见》，通过《宝山区总体

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
２０３５）》，通过关于递补区委委员的决定，
通过七届区委六次全会决议。

（周起雷）

重大决策
【《关于组织开展“初心工程”加强新时

代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区委
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新任务、经济社会

发展新要求和基层社会治理新特点，结

合宝山实际，研究制定《关于组织开展

“初心工程”加强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于１月１９日印发各单位。《实施意见》
共有４项内容，主要是：重要意义、基本
目标、主要任务、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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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宝山区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

方案》】　区委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上海市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及《关于建立上海

市河道水环境治理领导责任制的实施意

见》有关要求，研究制定《关于宝山区全

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于２月２８日印发各单位。
《实施意见》共有７项内容，主要是：指导
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河长设置、职

责分工、主要任务与工作措施。

【《宝山区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

动方案》】　区委根据《着力优化营商环
境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

案》有关要求，结合宝山实际，研究制定

《宝山区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

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于３月
１５日印发各单位。《行动方案》共有 ３
项内容，主要是：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实

施保障。

【《宝山区加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三

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区委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城市管

理精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结

合宝山实际，研究制定《宝山区加强城市

管理精细化工作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于４
月３日印发各单位。《行动计划》共有６
项内容，主要是：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基

本原则、重点任务、实施步骤、保障措施。

【《宝山区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

施方案》】　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

〈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方案〉的通

知》有关要求，研究制定《宝山区关于开

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于４月 ４日印发各单
位。《实施方案》共有４项内容，主要是：
总体要求、重点提升领域、主要提升措

施、优化质量提升环境。

【《宝山区关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工作方案》】　区委根据《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通知》精神，结合宝山实际，研究制定

《宝山区关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

案》），于４月２０日印发各单位。《工作
方案》共有３项内容，主要是：总体要求、

主要措施、工作要求。

【《宝山区关于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的实施意

见》】　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市委、市

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实施意

见》精神，结合宝山实际，研究制定《宝

山区关于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于５月１５日
印发各单位。《实施意见》共有 ８项内
容，主要是：总体要求；以推动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都市现代绿

色农业提质增效；以完善乡村规划体系

为引领，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以繁荣

兴盛农村文化为载体，提升乡村社会文

明水平；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建设为根

本，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以提高农村

民生保障水平为抓手，实现农民生活富

裕；以强化制度性供给为保障，加快各类

要素向乡村集聚；坚持和完善党对“三

农”工作的领导。

【《宝山区关于建设上海“四大品牌”重

要承载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　区委为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
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

牌，结合宝山实际，研究制定《宝山区关

于建设上海“四大品牌”重要承载区加

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于５月３０日印发各
单位。《实施意见》共有６项内容，主要
是：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强化服务功

能、提升经济能级，打响“上海服务”品

牌；发展高端制造、提升产品品质，打响

“上海制造”品牌；营造便利环境、创新

消费模式，打响“上海购物”品牌；集聚

文化资源、聚焦区域特色，打响“上海文

化”品牌；强化保障措施，切实打好打响

“四大品牌”。

【《宝山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审议制

度》】　区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

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地方

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等

法律法规，研究制定《宝山区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审议制度》（以下简称《制度》），

于４月２０日印发各单位。《制度》共有

４项内容，主要是：指导思想、审议范围、
审议形式、结果应用。

【《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

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区
委根据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全

国文明城区测评体系》总体要求，研究制

定《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

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于６月４日印发各单
位。《行动计划》共有７项内容，主要是：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工作任

务、特色工作、工作机制、工作保障。

【《中共宝山区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

的督促检查工作的实施办法》】　区委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

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上海市

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

的实施意见》有关精神，结合宝山实际，

研究制定《中共宝山区委关于加强新形

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的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于６月 ２１日
印发各单位。《实施办法》共有 ６项内
容，主要是：总则、工作原则、实施方式、

实施要求、组织保障、附则。

【《宝山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区
委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

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决策部署，加强宝山与长三角沿

江城市对接合作，研究制定《宝山区深度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于７月２０日印发各单位。《行动
计划》共有１０项内容，主要是：深度融入
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协

同推进邮轮全产业链创新、协同推进生

态环境有效保护、协同推进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协同推进产业发展互惠共赢、协

同推进域外农场公共服务一体化、协同

推进综治平安联防联治、协同推进干部

人才双向交流、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凝心聚力抓好各项任务落实。

【《宝山区关于贯彻〈中共上海市委关于

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

核心竞争力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区
委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的重要指

示要求和十一届市委四次全会精神，结

合宝山实际，研究制定《宝山区关于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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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关于面向全球面向未来

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意

见〉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于７月２６日印发各单位。《实施
意见》共有４项内容，主要是：提升城市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是新时代宝山发展

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和核心任务；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主攻方向和重

点任务；支持保障和组织实施。

【《关于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

机制的实施意见》】　区委根据《中国共
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

和中央、市委有关要求，结合宝山实际，

研究制定《关于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四

责协同”机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于８月２８日印发各单位。
《实施意见》共有４项内容，主要是：指导
思想、四责定位、实施途径、工作要求。

【《关于本区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

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

级人大报告的实施意见》】　区委根据
《关于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

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

告的实施意见》、市委《关于本市健全人

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

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的实施意

见》精神，结合宝山实际，研究制定《关

于本区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

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

大报告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于９月１８日印发各单位。《实施
意见》共有８项内容，主要是：重要意义、
总体要求、基本原则、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的重点和范围、完善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的工作制度和机制、提高讨论决定重大

事项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认真

贯彻实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决

议或审议意见、加强组织领导。

【《宝山区关于加强教育统筹工作的实

施意见》】　区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中

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以及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本市农村综

合改革的实施意见》有关精神，结合宝山

实际，研究制定《宝山区关于加强教育统

筹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于１１月８日印发各单位。《实施
意见》共有５项内容，主要是：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实施范围、主要任务、保障

措施。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宝山的实施

意见》】　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和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精神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全

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建设美丽上海的实施意见》有关

精神，结合宝山实际，研究制定《关于全

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建设美丽宝山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于４月２０日印发
各单位。《实施意见》共有１０项内容，主
要是：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深刻认识区生态环境保护面临

的形势、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领导、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推动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决打赢蓝天

保卫战、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

净土保卫战、加快生态保护与修复、改革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

【《关于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加强党内法

规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的实施方案》】

　区委根据中央、市委《关于加强党内法
规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有关精神，结合

宝山实际，研究制定《关于贯彻落实〈市

委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实施意

见〉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于１２月７日印发各单位。《实施
方案》共有５项内容，主要是：总体要求、
完善党内法规配套制度、提高党内规范

性文件制定质量、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

行力、加强组织领导。

【《宝山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　区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和李强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总要求，以及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工作

部署，根据《宝山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实

施意见》，研究制定《宝山区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以下简称《规
划》），于 ４月 ２０日印发各单位。《规
划》共有９项内容，主要是：坚持共享发
展，城乡一体化水平和质量持续提升；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优化城乡空间，构建乡村振兴发展

新格局；全面提质增效，推动乡村产业发

展新融合；强化环境治理，建设生态美丽

宜居新乡村；丰富文化供给，传承弘扬乡

村文化新风尚；加强组织建设，构建现代

乡村治理新体系；加强制度保障，努力构

建城乡融合新机制；凝心聚力抓落实，扎

实推进乡村振兴事业。 （周起雷）

重要会议
【党政负责干部大会】　１月２日，大会
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

记汪泓主持会议并传达李强讲话精神，

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传达应勇讲话

精神。区四套班子，区检察院检察长、区

人武部部长出席会议。１１月９日，大会
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

记汪泓主持会议并部署工作，传达习近

平总书记进博会主旨演讲和在沪考察重

要讲话精神，传达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精神。区领导范少军、李萍、丁大恒、周

志军作表态发言。区四套班子领导，局

级领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

区人武部部长、政委，局级离退休干部出

席会议。会前，与会领导观看习近平总

书记在沪考察期间系列报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排

头兵、先行者”大调研动员部署会议】　
１月１０日，会议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

区委副书记周志军部署大调研工作。区

四套班子领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

察长出席会议。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转隶

大会】　１月１５日，大会在区机关办公
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

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

会议。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长李峻宣

读区检察院转隶人员名单和区监察委员

会内设机构设置，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高飞总结转隶工作并宣读区监察委员会

内设机构人员安排，区检察院检察长贺

卫寄语转隶干部。区领导李萍、丁大恒、

周志军、杜松全出席会议。

【“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动员会

部署暨安全生产工作大会】　１月 ２２
日，大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区领导陈云

彬、黄辉、王益群部署有关工作。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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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丁大恒、周志军、袁罡出席会议。

会前，与会领导集中观看《区“五违四

必”整治三年总结专题片》《２０１７年度区
安全生产警示片》。

【２０１８年经济工作会议暨优化营商环境
推进大会】　２月１日，大会在区委党校
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

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部署２０１８年经济发展工作，区委常委、
副区长苏平主持会议并宣读表彰决定。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苏

平、李峻、袁罡、赵懿、王丽燕、吕鸣、张晓

静为获奖企业和个人颁奖。会上，区发

展改革委、区滨江委分别解读区相关政

策，各街镇、园区签订经济工作联动联考

责任书。会前，与会领导观看专题片《前

行》。

【政法综治、信访稳定暨平安建设大会】

　２月２４日，大会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
大礼堂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

讲话，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主持

会议并作区政法综治工作报告，副区长、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陈云彬总结并部署信

访工作，副区长、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区

公安分局局长黄辉宣读表彰决定。会

上，区委、区政府和有关单位签订“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责任书”和

“信访工作目标责任书”。区领导丁大

恒、秦冰，区法院院长王国新、区检察院

检察长董学华、区人武部部长卢建兵出

席会议。

【组织工作会议】　２月２７日，会议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周志军

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峻传达

全国及上海市组织部长会议精神，总结

２０１７年全区组织工作，部署 ２０１８年
工作。

【２０１８年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布置暨
２０１７年城市建设管理重点工作表彰会】
　２月２８日，表彰会在区委党校会议中
心大礼堂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宣读

２０１７年城市建设管理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表彰决定，副区长王益群布置２０１８年
城市建设管理重点任务和城市管理精细

化三年行动计划，区委副书记周志军主

持会议。区领导丁大恒、杜松全、李峻、

赵懿、王丽燕、须华威、陈云彬、黄辉、沈

天柱出席会议。与会区领导为 ２０１７年
城市建设管理（重大工程、五违四必、河

道整治、小区综合治理、部队停偿）先进

集体、先进个人进行颁奖。会上，罗店

镇、顾村镇宝翔苑居民区、区水务局、吴

淞街道、区停偿办作交流发言。会前，与

会领导观看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重大工程建
设纪实专题片。

【区委季度工作会议】　３月２日，会议
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

记汪泓主持会议，传达市委季度工作会

议精神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部署有关工作，区委副书记周志军部署

大调研工作。会上，区发展改革委党组、

大场镇党委、杨行镇党委、高境镇党委、

区经委党委作交流发言。

【居（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动员

部署会】　３月２１日，动员部署会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副书记

周志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组织

部长李峻部署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居（村）党
组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区委常委、纪委

书记、监委主任高飞主持会议。

【区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　３
月３０日，学习研讨班在区委党校报告厅
举行。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

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讲话，区委副书

记周志军宣读《关于对２０１７年度处级领
导班子和处级干部绩效考核中先进单位

和先进个人实施表彰的决定》，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周志军为考核

优秀单位颁奖。会上，各镇、街道、园区

签订《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
书》，罗店镇、顾村镇、区建管委党委作交

流发言。会前，与会领导观看专题片

《２０１８，我们来答卷》。

【统战工作会议】　４月３日，会议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周志军

主持会议，并通报宝山区统战工作领域

获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全市和全区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情况，传达全国、全市统战部

长会议精神，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

总结２０１７年统战工作并部署２０１８年工
作。会上，民革区委、区卫生计生委、大

场镇作交流发言。

【审计工作会议】　４月１１日，会议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

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出席会议并

讲话，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主持会议并

传达市审计工作会议精神。区审计局总

结２０１７年审计工作，部署２０１８工作。

【质量工作会议】　４月１８日，会议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市质量技监

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小璐，区委书记汪泓

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区长陈云彬总结

２０１７年质量工作，部署２０１８年质量工作
重点并解读《宝山区关于开展质量提升

行动的实施方案》，市质量技监局总工程

师陆敏介绍市质量技监局和宝山区政府

合作协议背景及主要内容。会上，市质

量技监局副局长沈伟民和副区长陈云彬

代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公司、超碳石墨烯公司、食行生鲜

公司、顾村公园作交流发言。

【深化工会改革加强协调劳动关系制度

建设大会】　４月１８日，大会在区委党
校报告厅召开。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出席

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主持

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

组书记、主席王丽燕部署宝山区深化工

会改革工作。会上，周志军与王丽燕为

“宝山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宝山

工会法律人才实训基地”揭牌，深化工会

改革试点单位顾村镇总工会、区国资委、

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工会、上海联达物

流有限公司作交流发言。

【党政负责干部会议暨决战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２００天全区动员大会】　４月
２０日，大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传达习

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１８年年
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在庆祝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
神、市委主要领导到宝山调研有关精神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传达市

决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２００天全市动
员会精神和市领导讲话精神并讲话，区

委副书记周志军传达市委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建设推进大会精神。会上，区

建管委、区绿化市容局、区商务委、区水

务局、大场镇、杨行镇、月浦镇作交流

发言。

【２０１８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会议】
　４月２３日，会议在区委党校报告厅召
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

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部署工作，区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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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周志军主持会议。会上，区发展改

革委、农委、罗泾镇、罗店镇作交流发言。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５月２日，
会议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

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并宣读《关于

表彰“滨江新时代·红色谱华章”微电

影大赛获奖作品和优秀组织奖的决定》，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总结部署全区

宣传思想工作，副区长陈筱洁总结部署

全区文化工作。会上，区领导为获市、区

微电影大赛获奖单位代表颁奖。

【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暨区委中心
组学习会】　５月９日，学习会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主

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

院常务副院长（执行院长）、教授王公龙

作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专题辅导，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懿作交流发言。区四套

班子领导、局级领导出席会议。

【２０１８年巡察工作动员部署大会】　５月
１７日，大会在区委党校报告厅召开。区
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李峻主持会议并宣布２０１８年
巡察任务及第一批巡察授权，区委常委、

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高飞作动员讲

话。会上，区卫生计生委党委、区国资委

党委、罗泾镇党委作交流发言。

【建设“四大品牌”重要承载区推进大

会】　５月２１日，大会在区机关办公大
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周志军部署建设“四

大品牌”重要承载区，区委常委、副区长

苏平主持会议。会上，区发展改革委、上

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区

经委（信息委）、区商务委、区文广影视

局作交流发言。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推进

大会】　５月２２日，大会在区委党校会
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

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周志军主持会

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峻宣读２０１７
年宝山区“居（村）党组织书记创新社会

治理标兵”表彰决定，区委常委、副区长

袁罡宣读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社区工作者标
兵”表彰决定。区领导须华威、黄辉出席

会议。会上，与会区领导为获奖个人颁

奖，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吴淞街道、月

浦镇作交流发言。

【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

议】　５月３１日，会议在区机关办公大
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

并讲话。区委常委、副区长，区双拥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袁罡主持会议并宣读宝

山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总结

２０１７年区双拥工作情况和２０１８年双拥
工作安排。区领导范少军、周志军、赵

懿，区人武部部长卢建兵，海军某部副政

委张荣肇、国防大学某处主任张西军、某

预备役高射炮兵师副政委顾辉、某部队

副政委范玉定、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党委

副书记伏中哲，上海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长聂清出席会议。会上，区卫计委、区文

广局、武警执勤五支队作述职交流。

【区精神文明建设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动员大会】　６月５日，大会在区委党校
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文明办主任潘敏，区委书记、区文

明委主任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李萍、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启动

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亮灯工程”

靶点动态管理信息系统。区委副书记周

志军部署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

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总结２０１７
年宝山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署２０１８
年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潘敏为全国文明城

区创建工作“百人督查团”授旗、颁证。

与会领导为获得全国、上海市精神文明

建设荣誉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颁奖。会

上，区文明办、区建管委、区绿化市容局、

罗店镇、友谊路街道作表态发言。

【驻区部队“停偿”工作推进会】　６月６
日，推进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

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区委常

委、副区长袁罡传达市委驻沪部队全面

停止有偿服务工作专题会议精神并部署

有关工作，区人武部部长卢建兵总结前

阶段停偿工作。区领导周志军、杜松全、

王益群出席会议。

【“美丽乡村、美丽家园、美丽街区”工作

推进会】　６月１４日，推进会在区委党
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区委书记汪泓

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周志军部署“美

丽家园”相关工作，区委常委、副区长苏

平部署“美丽乡村”相关工作，区委常

委、副区长袁罡部署“美丽街区”相关工

作。会上，罗泾镇党委、大场镇党委、吴

淞街道党工委作交流发言。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７月２
日，会议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区委书记、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小组组长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小组常务副组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区委

副书记、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

组副组长周志军传达全国、市委网信工

作会议精神，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委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懿

部署 ２０１８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
任务。

【年轻干部工作会议】　７月４日，会议
在区委党校报告厅召开。区委书记汪泓

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李峻主持会议，并作２０１７年年轻干部培
养工作总结，布置２０１８年年轻干部培养
工作，宣读２０１８年实践锻炼年轻干部导
师、带教老师和年轻干部名单。会上，区

领导为年轻干部２０１８年实践锻炼年轻
干部导师颁发聘书，带教老师与年轻干

部签订带教协议，团区委、区市场监管

局、２０１７年实践锻炼年轻干部导师代
表、２０１７年实践锻炼年轻干部代表作交
流发言。

【区“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期评估工作

会】　８月２１日，工作会在区机关办公
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

议并讲话。区领导范少军、李萍、丁大

恒、沈伟民、苏平、李峻、袁罡、赵懿、高

飞、陈筱洁、王益群、黄辉、吕鸣出席会

议。会上，区发改委、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城市数据团汇报宝山区“十三五”规

划中期评估成果。

【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重点区域、

重点领域综合整治推进大会】　８月３０
日，推进大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

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

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

话。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部署江杨市

场综合整治工作，副区长陈云彬部署安

全生产工作和吴淞工业区综合整治工

作，副区长王益群部署?藻浜沿线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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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整治工作，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黄辉部署“三合一”（集生产、生活、仓库

为一体的小工厂、小作坊）整治和农村房

屋租赁专项整治工作。区领导周志军、

苏平、李峻、赵懿、高飞、王丽燕、须华威、

陈筱洁、吕鸣、张晓静、沈天柱、王兆钢出

席会议。会上，罗泾镇汇报农村房屋租

赁管理工作经验，中国宝武集团作吴淞

工业区综合整治表态发言，淞南镇汇报

上半年述安工作。会前，与会领导观看

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题片。

【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建设推

进电视电话会议】　９月１１日，会议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

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

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区委常委、区纪委

书记、区监委主任高飞总结“四责协同”

机制建设情况、导读区委《关于完善全面

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的实施意

见》。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会上，

顾村镇、杨行镇、罗泾镇、大场镇作交流

发言。

【区委四季度工作会议】　１０月１０日，
会议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

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讲话。区四套班子领导

出席会议。会上，区委办公室、区发展改

革委、月浦镇、张庙街道、宝山工业园区

作交流发言。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１１月１３日，会
议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

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

周志军传达市委书记李强和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周慧琳在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区委常委、宣传

部长赵懿主持会议，副区长陈筱洁出席

会议。

【街镇园区、委办局党委书记工作例会】

　１１月 ２８日，工作例会在区机关办公
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

议并讲话。区领导范少军、杜松全、苏

平、袁罡、赵懿、陈尧水、陈云彬、吕鸣出

席会议。会上，各镇、街道、园区党（工）

委书记交流发言。

【区委学习讨论会】　１２月１９日，学习
讨论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区四套班子主

要领导汪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讲话，

区领导苏平、李峻、王益群就各自分管工

作作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法

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区人武部部

长、政委出席会议。会上，围绕“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区发展改革委、区

经委、区商务委、区规土局、月浦镇党委、

高境镇党委作重点发言，友谊路街道党

工委、滨江委、建管委、国资委作自由发

言；围绕“创造高品质生活”专题，区教

育局、区民政局、区房管局、罗店镇党委、

张庙街道党工委作重点发言，大场镇党

委、顾村镇党委作自由发言。

【区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暨“撤二建
一”３０周年大会】　１２月２６日，大会在
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举行。区委书

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区四套班子领

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区人

武部部长、政委出席会议。会上，区发展

改革委、区教育局、区档案局、罗店镇作

交流发言。会前，与会领导共同观看专

题片《奋进新时代》。 （周起雷）

重要活动
【中央部委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４
月８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
云到宝山区视察调研。彭云一行先后

视察上海玻璃博物馆、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宝山规划

展示馆。区领导汪泓、李萍、周志军、黄辉

陪同。７月１２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
鹏实地调研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李小鹏

一行先后调研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客运中

心二期工程、天海“新世纪号”邮轮。区

领导汪泓、范少军、苏平、王益群陪同。

【市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１月 １１
日，在宝山寺，市人大常委会召开部分市

人大代表到宝山区调研宗教工作座谈

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海林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民族宗教委主任花蓓、区委

书记汪泓讲话，市人大侨民宗委主任徐

文雄主持会议。区领导李萍、沈伟民、秦

冰出席会议。会前，市领导一行实地视

察宝山寺。

２月 １３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陈寅、市政协副主席赵雯率市有关部门

领导，到大场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和老劳模吴云珠家中走访慰问。市总工

会副主席姜海涛，区领导汪泓、袁罡、王

丽燕陪同。

３月１４日，市委副书记尹弘率市有

关部门领导、各区区委副书记，到宝山区

庙行镇共康雅苑二居，开展“创新社会治

理　加强基层建设”专题调研。随后，在
庙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召开现场会，

市委副书记尹弘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

组织部、市社会工作党委、市经济信息化

委、市民政局作交流发言。会前，与会领

导集中观看电视片。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少军、区委副书记周志军陪同。

４月３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施小
琳率市有关部门领导到宝山区开展调

研，先后实地调研上海陶瓷科技艺术馆、

复旦软件园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逸仙雅

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并在区机关办

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施小琳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

导汪泓、范少军、沈伟民全程陪同并汇报

有关工作。１６日，市委书记李强，市委
常委、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等，到宝山区

高境镇政府信访接待室接待信访群众。

区委书记汪泓、副区长王益群汇报有关

情况，并对信访人诉求作解释说明，市交

通委、虹口区、上海铁路局补充汇报。随

后，李强一行实地调研上海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吴淞炮台湾森林湿地公园、宝山

规划展示馆、外环生态基地（顾村公

园）、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发那科机器人基

地。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全程陪同，区领

导李萍、丁大恒、周志军、苏平、李峻、王

益群、吕鸣在相关点位陪同。２６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应勇率市有关部门领导

到宝山实地调研南大一期建成绿地，听

取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前后对比情况介

绍，察看吴淞地区现状展板并听取情况

介绍。随后，到大场医院１６楼平台，俯
瞰南大地区全貌并听取情况介绍。区领

导汪泓、范少军、周志军、王益群、吕鸣

陪同。

５月１７日，副市长时光辉率市有关
部门领导，视察调研杨行镇龚家沟、南北

浅弄河。区领导范少军、王益群参加调

研。２３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贵宾室，
区委书记汪泓会见全国政协常委、民进

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进上

海市委会主委黄震一行。全国政协委

员、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会专职

副主委胡卫，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

央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会专职副主委黄

山明，市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会秘书

长何少华，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出

席活动。

６月４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总工会主席莫负春到顾村好日子家园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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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居委会走访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会

前，区委书记汪泓与其沟通交流。区领

导李萍、王丽燕陪同。

７月 ９日，在衡山北郊宾馆，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视察有关工作。

区委书记汪泓、副区长黄辉陪同视察。

１８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副市长时
光辉到宝山区调研重大工程项目，到顾

村市属征收安置房Ｆ—４地块项目、泰和
污水处理厂项目进行调研，区领导范少

军、王益群陪同。２８日，副市长时光辉
到宝山区杨行镇、顾村镇、庙行镇，调研

宝山区中小河道整治工作进展情况。随

后，在杨行镇会议室召开专题会议，副市

长时光辉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书记汪

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出席会议，

副区长王益群汇报宝山区中小河道整治

工作进展情况。区水务局、区环保局、庙

行镇、顾村镇、杨行镇领导和相关河道村

级河长汇报有关工作。

９月 １３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于
绍良到宝山区视察调研。于绍良一行先

后视察宝山规划展示馆、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罗店大居美罗家园佳翔苑、上海钢

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区领导汪

泓、李峻全程陪同，区领导范少军、苏平

陪同视察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１０月５日，在区公安分局顾村派出
所会议室，市公安局召开宝山区智慧公

安建设情况座谈会。副市长、市公安局

局长龚道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公安局

副局长陈臻主持会议，区委书记汪泓补

充汇报相关工作，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

长黄辉汇报宝山区智慧公安建设相关情

况。２２日，生态环保部第五巡查组组
长、生态环保部副司长赵世新带队到宝

山区，实地检查黑臭河道整治工作。巡

查组一行分四组检查南北浅弄河、十五

队沟、十七队沟、沿路河、跃进河西段。

市水务局副局长刘晓涛，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陈云彬、王益群陪同。同日，市政

协副主席李逸平率市有关部门领导，到

宝山区开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

工作区域环境保护情况”专题活动暨

“长三角区域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落实情

况”专题调研。在上海国际邮轮旅游服

务中心召开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李逸

平讲话，市交通委副主任张林主持会议，

市交通委汇报绿色航运推进相关情况，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公司汇报绿色港口建

设相关情况。区领导汪泓、丁大恒、周志

军、沈天柱出席活动。

１２月１３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陈寅率市有关部门领导到宝山区调研智

慧公安工作。陈寅一行先后实地调研公

安宝山分局大数据实战应用室、顾村派

出所“一网通办”窗口、智慧政工“成长

树”及综合指挥室。随后在顾村派出所

召开座谈会，陈寅主持会议并讲话。区

委书记汪泓，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

全补充汇报有关工作，副区长、区公安分

局局长黄辉汇报有关工作。

【重大项目推进工作】　２月８日，在顾
北路、潘泾路建设工地，顾村镇举行顾村

老集镇“城中村”改造暨罗青湾新苑动

迁安置房项目奠基仪式。区委书记汪泓

出席仪式并宣布项目开工奠基，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讲话，市房管局副局长

冷玉英致辞。区领导须华威、王益群、王

兆钢出席活动。

３月２８日，在宝山工业园区华域电
机和华域麦格纳项目现场，宝山区举行

２０１８年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仪式并宣布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讲

话，区委常委、副区长苏平主持仪式，副

区长吕鸣介绍２０１８年重大产业项目情
况。与会领导共同启动项目开工推杆。

华域集团代表重大项目主体、宝山工业

园区发言。区领导李萍、丁大恒、周志

军、王益群出席仪式。

４月２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宝山区人民政府举行与华域汽车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约仪

式。区委书记汪泓，上汽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华域汽车董事长陈虹出席仪式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介绍

区域投资环境及产业发展情况。区委常

委、副区长苏平和华域汽车董事、总经理

张海涛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上汽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华域汽车副董事

长陈志鑫介绍上汽及华域产业发展和华

域电机项目及华域麦格纳电驱动项目情

况。副区长吕鸣主持仪式。宝山工业园

区管委会和华域汽车董事、总经理张海

涛共同签署华域电机项目及华域麦格纳

电驱动项目投资协议。９日，在杨行镇
政府多功能厅，宝山区举行上海大学附

属宝山外国语学校冠名签约仪式。上海

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金东寒、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少军与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龚思怡为上海大学附属宝山外国语学校

揭牌。副区长陈筱洁主持仪式。仪式

上，上海大学、区教育局、杨行镇人民政

府共同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区教育局介

绍支持创建品牌、办家门口好学校情况，

杨行镇介绍学校项目情况，上大基础教

育集团介绍学校冠名事宜前期考察情况

及未来学校发展设想。４月２３日，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宝山区举行与上

海中医药大学共同发展宝山区中医药事

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上海市

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曹锡康、区委书记

汪泓出席仪式并讲话。上海市中医药大

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徐建光与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签订框架协议。上海中

医药大学副校长王拥军、市教委高教处

处长桑标出席仪式。副区长陈筱洁主持

仪式。区卫生计生委介绍宝山区中西医

结合医院建设合作进展情况。

５月７日，在金仓永华大酒店，宝山
区政府举行与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合

作备忘录签订仪式。区委书记汪泓、中

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主任曹德胜出席活

动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

持仪式，并与曹德胜签署合作备忘录。

中交大数据公司董事长从伟介绍中交大

数据公司运行情况、在宝山发展战略及

下一步建设建议，顾村镇介绍中交数据

产业中心３３３公顷（５０亩）建设用地推
进情况。区领导苏平、吕鸣出席活动。

１０日，在宝冶集团１号楼会议室，宝山区
政府举行与上海宝冶集团签约仪式。区

委书记汪泓，上海宝冶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白小虎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范

少军与宝冶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陈

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区发展改革

委介绍协议主要内容。宝冶集团副总经

理袁斯浪主持仪式。区领导黄辉、吕鸣，

上海宝冶总工程师刘洪亮、上海宝冶总

会计师、总法律顾问李移峰出席活动。

１３日，在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宝山区
举行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项目奠基仪

式。区委书记汪泓书记宣布奠基仪式开

始。区委副书记周志军讲话。均瑶集团

董事长王均金、宝冶集团董事长白小虎

出席仪式。均瑶集团副总裁张维华、林

机，区领导李萍、丁大恒、陈筱洁出席仪

式。区领导、镇领导、均瑶集团（世外教

育）代表共同执锹奠基。２１日，在新杨
湾＆国药上海健康产业园，宝山区人民
政府举行与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暨新杨湾 ＆国药上
海健康产业园开园仪式。区委书记汪

泓、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裁李杨出

席仪式并讲话。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总工程师周群、罗氏诊断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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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柏兴、上海市医疗

器械行业协会会长王震分别致辞。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介绍区社会经济发

展情况，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杜江介绍企业情况及国药上海健康产业

园发展设想。区委常委、副区长苏平与

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药

集团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学

军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会领

导共同为国药上海健康产业园点亮开

园。副区长吕鸣主持仪式。２１日，宝山
区在园新路２５８号举行临港新业坊·城
工科技绿洲奠基仪式。区委书记汪泓宣

布科技绿洲总部开工，临港集团董事长

刘家平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临港集团总裁袁国华致辞。副区长吕鸣

主持仪式。宝山城市工业园区管委会介

绍项目情况，与会领导为科技绿洲总部

奠基。２３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宝山区举行仁济医院与宝山区卫生

计生委合作签约仪式。区委书记汪泓、

仁济医院院长李卫平出席仪式并讲话。

副区长陈筱洁主持仪式。区卫计委介绍

签约双方合作背景及医院托管进展情

况。仁济医院党委书记郭莲、副院长王

育、党委副书记牟姗、副院长张继东，区

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

峻出席仪式。

６月２３日，在顾村镇上海机器人产
业园保集ｅ智谷，顾村镇举行“新目标、
新起点、新征程”保集控股集团总部乔迁

庆典。区委书记汪泓、保集控股集团董

事长裘东方出席活动并为新总部揭幕。

区领导范少军、吕鸣致辞。

８月１日，在宝杨路南侧０５—０３地
块内，杨行镇举行老集镇“城中村”改造

动迁安置房项目启动仪式。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仪式并宣布项目正式启动。上海

海诚卫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斐

均和杨行老集镇“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代表发言。副区长王益群主持仪式。区

领导李萍、丁大恒、周志军、袁罡、黄辉出

席仪式。７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宝山区政府举行与工商银行上海市

分行金融服务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工

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顾国

明，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仪式并讲话。区

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仪式。区委

常委、副区长苏平和工商银行上海市分

行副行长朱晓怡共同签署金融服务合作

备忘录。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任吴勇，党委委员、

副行长朱晓怡，副区长王益群出席仪式。

１３日，在保集ｅ智谷，宝山区举办国家机
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宝山服务中心）

揭牌仪式暨宝山区机器人产业发展交流

研讨会。区委书记汪泓、上海电科所集

团总裁吴业华为国家机器人检测评定中

心（总部）揭牌，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及吴业华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上海电科所集团、院长郑军奇为上海

市机器人研究与转化功能型平台揭牌，

副区长吕鸣为上海市宝山区机器人产业

发展联盟揭牌，副区长吕鸣、上海电科所

集团副院长郭帅为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

研究院宝山培训中心揭牌，区经委宣读

《关于成立上海市宝山区机器人产业发

展联盟的倡议书》。１６日，在宝山德尔
塔酒店贵宾室，宝山区政府举行与商汤

科技建设“智能城市”示范区战略框架

协议签约仪式。区委书记汪泓、商汤科

技董事长汤晓鸥为商汤科技智慧医疗总

部揭牌并分别讲话。临港集团党委书记

书记、董事长刘家平讲话。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商汤科技总裁张文签订宝

山区政府与商汤科技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区委常委、副区长苏平介绍宝山区

区域投资环境及产业发展情况，商汤科

技联合创始人、副总裁徐冰介绍企业情

况和发展愿景。临港集团总裁袁国华、

副总裁徐斌，副区长王益群出席仪式。

副区长吕鸣主持仪式。

９月４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宝山区政府举行与华东师范大学合

作办学暨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

式。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仪式并讲话，华

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出席仪式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和华东

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分别介绍区情和校

情，共同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副区长陈筱洁和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

立益签署基础教育领域合作办学协议。

９月１９日，在高境镇高陆工业园区林肯
电气（上海）有限公司，区委书记汪泓与

林肯电气执行副总裁兼美洲区总裁

ＧｅｏｒｇｅＢｌａｎｋｅｎｓｈｉｐ为舞狮点睛，区委常
委、副区长苏平，林肯电气中国董事总经

理程青松分别致辞，ＧｅｏｒｇｅＢｌａｎｋｅｎｓｈｉｐ、
程青松和区领导汪泓、李萍、苏平为林肯

电气技术中心剪彩。活动前，与会领导

共同参观林肯电气技术中心。２８日，吴
淞地区不锈钢区域、特钢区域合资开发

公司揭牌仪式在宝武大厦１号楼会议室
召开。副市长时光辉、中国宝武集团董

事长陈德荣为吴淞地区不锈钢区域、特

钢区域合资开发公司揭牌。市政府副秘

书长黄融、区委书记汪泓、中国宝武集团

副总经理胡望明先后致辞。中国宝武集

团城市产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傅新宇主持

揭牌仪式。区领导范少军、王益群出席

仪式。

１０月１７日，罗店镇毛家弄村毛家、
西钱生产队、光明村丁钱生产队“兵营

式”危房改造项目开工启动仪式在毛家

路与苗圃路交叉口举行。区委书记汪泓

宣布项目开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

出席仪式，副区长王益群致辞，与会区领

导共同奠基培土。１８日，在外滩 Ｗ酒
店，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吕鸣会见美威

集团高管。随后，举行美威上海工厂开

幕仪式。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吕鸣，宝

山海关关长曹鸣出席仪式。同日，在同

济创园二期１号楼，举行同济创园二期
启动仪式、同济城建投揭牌仪式。区委

书记汪泓，同济科技董事长丁洁民出席

仪式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同济科技总经理张晔，共同启动上海同

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副

区长王益群、吕鸣，同济科技党委书记王

明忠，共同启动同济创园二期仪式。同

一建筑设计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永春

致辞。２５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区政府举行与云顶香港集团签约仪

式。云顶香港集团总裁区福耀、区委书

记汪泓出席仪式并讲话。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主持仪式。区委常委、副区

长苏平，云顶邮轮集团总裁朱福明共同

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云顶邮轮集

团总裁朱福明介绍云顶邮轮集团情况。

副区长吕鸣出席仪式。３１日，在北京百
度公司总部，举行宝山区与百度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百度公司

董事长李彦宏，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见证

签约。百度公司副总裁王路与副区长吕

鸣代表双方签约。

１１月５日，在漕河泾万丽酒店，宝山
区举行与芬坎蒂尼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仪式。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

ＭｉｃｈｅｌｅＣｅｃｃｈｉ主持仪式。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活动。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和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公司 ＣＥＯ朱塞
佩·波诺签约。６日，在虹桥美利亚酒
店，中船集团举行大型邮轮项目启动仪

式。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出席仪式

并宣布仪式开始。芬坎蒂尼首席执行官

朱塞佩·波诺致辞，嘉年华集团首席执

行官阿诺德·唐纳德致辞，中船集团总

经理杨金成主持启动仪式，中国船舶工

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雷凡培致辞，中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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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嘉年华、芬坎蒂尼代表为邮轮切割钢

板揭幕并签名。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苏

平、吕鸣出席仪式。１９日，在中冶上海
钢构公司会议室，举行中冶上海钢构揭

牌仪式。中国中冶总裁张孟星与区委书

记汪泓共同揭牌，中国中冶党委副书记、

副总裁王石磊讲话。中冶企管部副部长

高岭主持揭牌仪式。中冶钢结构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游志文、上海宝冶董事长

白小虎先后发言，区委常委、副区长苏

平，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会长郝际平、

中国钢结构协会会长岳清瑞先后致贺

辞，副区长王益群出席活动。活动前，在

中冶上海钢构公司３楼会议室召开宝山
区与中冶集团座谈会，中冶集团总裁张

孟星、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

２７日，在兴国宾馆，宝山区政府举行与
百度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区委书记汪泓，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李彦宏见证签约仪式。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与百度副总裁尹世明

代表双方签约。百度副总裁王路、张东

晨出席签约仪式。副区长吕鸣主持仪

式。２９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
宝山区政府举行与上海信投、上海联和

投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上海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毛辰共同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联和投资副总裁孙曦东共同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区领导汪泓、苏平、

吕鸣，联和投资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

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秦健，上海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张丽虹出席仪式。３０日，在
衡山北郊宾馆，宝山区政府举行与人民

网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市委副秘书长、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咏雷出席仪式。人

民网总裁叶蓁蓁、区委书记汪泓讲话，区

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与人民网总裁叶

蓁蓁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区委副书

记周志军主持仪式。人民日报社上海分

社副社长李泓冰、人民网上海频道总经

理金煜纯，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出席

仪式。活动前，人民网领导一行参观淞

南十村居委会、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吴淞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上海宝山规划展

示馆。区委副书记周志军陪同。

１２月 ２５日，在仁济医院宝山分院
门诊大厅，举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

医院宝山分院挂牌仪式。区委书记汪泓

出席仪式并讲话，仁济医院院长李卫平

致词。区委副书记周志军、仁济医院党

委书记郭莲为肾内科、消化内科、普外

科、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颁发证书。副

区长陈筱洁主持仪式。副区长王益群，

仁济医院党委副书记牟姗出席仪式。与

会领导共同启动挂牌仪式。

【举办局级离退休干部座谈会】　１月３
日，座谈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传达市

委书记李强在市委学习讨论会上的讲话

精神、区委学习讨论会精神，对七届区委

五次全会报告征求意见。区领导周志

军、李峻出席会议。

【龙现代艺术馆开馆】　１月７日，艺术
馆在顾村镇龙现代艺术馆多功能厅举行

开馆仪式。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并致辞。

区领导周志军、赵懿、王丽燕、陈筱洁出

席仪式。

【宝山工会“爱心一日捐”募捐活动暨元

旦春节送温暖启动仪式举行】　１月１９
日，启动仪式在区机关办公大楼大厅举

行。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为宝山工会“爱心超市”揭牌，区委

副书记周志军致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总工会主席王丽燕主持仪式。区

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仪式。

【党委（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

议会举行】　１月１９日，２０１７年度街镇、
园区、委办局党委（党工委）书记抓基层

党建述职评议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委副书

记周志军，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峻点评

有关工作。区领导杜松全、沈伟民、苏

平、袁罡、赵懿、高飞出席会议。

【区监察委员会挂牌仪式举行】　１月２２
日，仪式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举行。区委

书记汪泓出席仪式并致辞，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主持仪式，区委书记汪泓与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为宝山区监察委

员会揭牌。区领导丁大恒、周志军、杜松

全、李峻、高飞出席仪式。

【“海上花开”宝山首批艺术名家工作室

成立】　１月３１日，宝山区在龙现代艺
术馆举行“海上花开”宝山首批艺术名

家工作室成立仪式。区委书记汪泓出席

仪式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颁

发荣誉证书，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出

席仪式，副区长陈筱洁致欢迎辞。

【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７年度专题民主生活会
举行】　２月７日，民主生活会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主题是认真

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区委

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通报２０１６年度区
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和２０１７年度区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征
求意见情况，代表区委常委会作对照检

查。区委常委汪泓、范少军、周志军、杜

松全、沈伟民、苏平、李峻、袁罡、赵懿、高

飞对区委常委会对照检查材料提出意

见。随后，各区委常委逐一对照检查发

言，开展相互批评，市委督导组进行点

评。最后，区委书记汪泓作会议小结。

区领导李萍、丁大恒、张静、朱礼福列席

会议。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春节团拜会举行】　２月
８日，团拜会在宝山宾馆举行。区委书
记汪泓出席活动并致新年贺辞，中国宝

武集团常委、宝钢股份公司总经理邹继

新，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周夕根少将讲话，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主持活动。区四

套班子领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

长、区人武部部长出席活动。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春季义务植树活动举
行】　３月１６日，植树活动在盘古路绿
地一期工程地块举行。区四套班子领

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区人

武部部长、中国宝武集团有关领导、驻区

部队官兵代表出席春季义务植树活动。

【上海农场劳动医院、川东农场医院移交

宝山】　３月２１日，宝山区在区机关办
公大楼会议室举行移交仪式。市监狱局

党委书记钟杰、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仪式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与市

监狱局局长吴琦签订移交协议。市监狱

局副局长戴卫东，区领导杜松全、袁罡出

席仪式。副区长陈筱洁主持仪式。

【上海市民文化节宝山区专场系列活动

“３·２５”文化服务日活动举行】　３月２５
日在顾村公园森林剧场，宝山区举行

２０１８年上海·宝山国儿童文学阅读季
开幕仪式暨世界戏剧日“走进经典”剧

本朗读会亲子专场活动。在罗溪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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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宝山非遗游园大会暨罗店鱼圆制作

大赛颁奖仪式。市文广影视局党委书

记、局长于秀芬，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市教卫委副书记、市

教委副主任高德毅，区领导周志军、赵

懿、陈筱洁，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秘书长沈伟民，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副总

裁、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馆长萧烨璎，中福

会儿童艺术剧院院长蔡金萍、陈伯吹儿

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常务主任周晴出

席活动。

【上海宝山规划展示馆开馆】　３月 ２８
日，上海宝山规划展示馆举行开馆仪式。

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仪式并致辞。区委书

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共同为

上海宝山规划展示馆揭牌。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周志军、王益

群共同启动水晶球。副区长王益群主持

仪式。区规划土地局领导介绍规划展示

馆情况。

【区委中心组（扩大）学习暨“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专题大调研举行】　３月 ２９
日举行。上午，区委中心组成员率区有

关部门领导，实地考察学习松江区九科

绿洲、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Ｇ６０科创走
廊规划展示馆、广富林文化遗址上海之

根。在广富林会议厅召开座谈会，松江

区委书记程向民主持会议并介绍松江区

情，区委书记汪泓介绍宝山区情。下午，

实地考察学习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图文信

息中心、航空飞行实验实训基地、城市轨

道交通中心实验室、汽车工程实训中心、

服装设计展示中心。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党委书记李江陪同。随后，实地考察学

习静安区上海浪潮云计算服务有限公

司、上海金棕榈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数据交易中心、市北园区规划展示馆。

在市北园区商务中心召开座谈会。静安

区委书记安路生主持会议并介绍静安区

情，区委书记汪泓介绍宝山区情。

【区物流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揭牌仪式

举行】　４月９日，仪式在区机关办公大
楼会议室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莫负春，区委书

记汪泓出席仪式并讲话，市总工会党组

成员、巡视员何惠娟，区委副书记周志军

为宝山区物流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揭

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

书记、主席王丽燕主持仪式。区领导袁

罡、黄辉出席仪式。主席台领导为宝山

区物流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会员送实事

服务项目。仪式上，宝山区物流货运行

业工会联合会会员单位代表发言。

【上海宝山大华女篮俱乐部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赛季总结座谈会举行】　４月２３日，座
谈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

委书记汪泓与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为大华女篮俱乐部颁发奖金，市体育局

副巡视员杨培刚讲话，副区长陈筱洁主

持会议。大华女篮俱乐部执行董事周酉

总结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赛季并展望新赛季。
会上，大华女篮俱乐部球员代表、市体育

职业学院、大华集团作交流发言。市体

育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苏清明，市

篮协专职副会长陈德春、市体育局竞体

处处长王励勤出席会议。

【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暨

“潜溪之约”文化艺术节闭幕式举行】　
４月２８日，闭幕式在上海大学举行。上
海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金东寒，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周志军、赵懿、

王丽燕、陈筱洁、张晓静出席活动，并在

上海大学礼堂会议厅贵宾室会见 ２０１８
年全国及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状）、工

人先锋号获奖代表，与获奖代表合影留

念。在伟长楼大厅，参观《我们走在大路

上》展板。

【宝山区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党政

代表团会议举行】　５月２日，会议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介绍宝山区情。区领导李萍、丁大

恒、朱礼福、周志军、袁罡、陈云彬出席会

议。迪庆州委书记、州人大常委会主任

顾琨讲话，迪庆州委副书记、州长齐建新

介绍迪庆州情，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委书

记格桑纳杰汇报对口帮扶维西县工作。

会前，双方共同观看宝山宣介片。

【区纪念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
座谈会举行】　５月３日，宝山区举行纪
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座
谈会。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少军，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李峻，副区长陈筱洁等出席会

议。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主持会

议。各民主党派区委（总支）正副主委，

区工商联、区知联会主要负责人，各镇、

街道、园区党委（党工委）书记、分管副

书记，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

（宝山）第十批挂职干部及全区有关单

位负责人共１００余人参加会议。无党派
代表、副区长陈筱洁、民革区委主委陆

军、民盟区委主委蔡永平、民建区委主委

李岚、民进区委主委康锐、农工党区委主

委罗文杰、九三学社区委主委方玉明、致

公党区总支副主委华宜、区工商联主席

曹文洁、区知联会会长刘雁等作交流

发言。

【２０１８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揭
幕】　５月１２日，在宝山体育中心综合
篮球馆举行２０１８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
超级联赛揭幕仪式。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北京２０２２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
会副主席于再清宣布开幕。国家体育总

局武馆中心主任张秋平揭鼎，市体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徐彬致开幕词，区委书记

汪泓致欢迎词。国家体育总局武管中心

主任、中国武术协会主席张秋平，区领导

范少军、赵懿、陈筱洁、黄辉出席活动。

超武俱乐部代表宣读《超武俱乐部联盟

宣言》。

【中国宝武集团与宝山区座谈会举行】

　５月１４日，座谈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举行。中国宝武集团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陈德荣，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

议并讲话。区领导范少军、苏平、王益

群，宝武集团城市新产业发展中心总经

理傅新宇、宝武集团战略规划部总经理

吴东鹰，宝钢特钢总经理、党委书记胡达

新，宝武集团城市新产业发展中心副总

经理顾柏松，宝钢不锈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朱建春，宝武集团城市新产业发展中

心总监夏琦、宝武集团战略规划部总监

何太平出席会议。

【第１０００万名邮轮游客授牌赠花仪式举
行】　５月１８日，在邮轮港１号门，区委
书记汪泓为第１０００万名邮轮游客授牌
赠花，区领导苏平、吕鸣、张晓静出席活

动。在地中海“辉煌号”邮轮７楼船尾酒
廊，举行《爱邮轮》节目开机仪式，区委

书记汪泓揭幕并接受专访。随后，区领

导汪泓、吕鸣、张晓静一同参观地中海

“辉煌号”邮轮。

【２０１８年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活动启动仪
式举行】　５月３１日，仪式在智慧湾科创
园区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成员

金书波、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

室专职副主任侯劲、区委书记汪泓启动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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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华，区委常委、副区长苏平为ＤＡＤＡ数
字建筑展揭幕，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任徐卫国为全球最

长３Ｄ打印混凝土桥揭幕，工信部文化发
展中心主任罗民捐赠全球首款３Ｄ打印
机，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成员金书波、

副区长吕鸣、戴鮨戎院士分别致辞，智慧

湾科创园总经理陈剑致欢迎词。与会领

导观看３Ｄ打印时装秀首场演出。

【“改革开放４０年宝山巨变”档案捐赠
仪式暨“档案馆公众开放日”座谈会】　
６月７日，座谈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
议室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市档案局副

局长方城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书记汪

泓，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先进

工作者吴振祥，全国文明家庭、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获得者赵克兰向区档案馆捐

赠档案物品，副区长陈筱洁向捐赠者颁

发捐赠证书，区委原书记包信宝回顾宝

山“撤二建一”历史，区委常委、组织部

长李峻主持会议，区档案局领导介绍捐

赠档案物品情况。

【宝钢股份公司与月浦镇网格化党建签

约仪式暨社企可持续发展共建文艺汇演

举行】　６月１３日，汇演在宝武管理学院
大礼堂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宝钢股份公

司董事长戴志浩致辞。宝钢股份公司向

月浦镇开展新一轮三年捐赠。宝钢股份

公司党委与月浦镇党委，宝钢股份公司下

属１５家二级党委、能保部团委与月浦镇
下属党建网格、居（村）党组织及月浦镇

团委分别签署共建协议。宝钢股份公司

党委副书记诸骏生、市慈善基金会宝山分

会会长周德勋出席仪式。宝钢股份公司

炼铁厂党委书记张青、月浦镇盛桥新村党

总支书记赵燕华作表态发言。

【“端午·江南文化”长三角古镇端午大

直播暨第十二届上海宝山罗店龙船文化

节开幕仪式举行】　６月１８日，仪式在
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东方卫视·

看看新闻举行“端午·江南文化”长三

角古镇端午大直播暨第十二届上海宝山

罗店龙船文化节开幕仪式。区委书记汪

泓、罗店龙船传承人为龙头点睛。市文

广局副局长尼冰，区领导范少军、苏平、

赵懿、陈筱洁为龙船队员授旗授桨。

【区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红色路线启动仪

式举行】　６月２８日，仪式在区委党校
大门口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仪式并

讲话。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萍、丁大

恒共同启动“宝山区党性教育现场教学

红色线路”。区领导杜松全、沈伟民为现

场教学点所属单位颁发“宝山区党性教

育现场教学点”标牌，区领导李峻介绍宝

山区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红色线路，区领

导赵懿、高飞为讲解志愿者和红色巴士

优秀司机代表颁发聘书。现场教学点代

表、讲解志愿者代表发言。

【宝山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７周年座
谈会举行】　６月２８日，座谈会在区委
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组织部

长李峻主持会议并宣读宝山区“优秀党

员示范岗”命名决定。区领导李萍、丁大

恒、杜松全、赵懿、高飞、秦冰、须华威、张

晓静、沈天柱、王兆钢出席会议。主席台

领导为宝山区“优秀党员示范岗”１２名
代表授牌。会上，大场镇党委、宝山区中

西医结合医院党委、庙行镇共康雅苑第

二居民区党支部、罗泾镇民众村党支部、

吴淞街道吴淞新城居民区党总支作交流

发言。

【区纪委、区监委、区检察院揭牌仪式举

行】　７月 ２日，仪式在区纪委（区监
委）、区检察院办公大楼门口举行。区委

书记汪泓出席仪式并致辞。汪泓与区委

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高飞为区纪

委、区监委揭牌。区委书记汪泓与区检

察院检察长董学华为区检察院揭牌。揭

牌前，与会领导出席升国旗仪式。

【民革市委人才工作专项监督工作汇报

会暨职能单位座谈会举行】　７月５日，
座谈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上午，市政协委员、民革市委专职副主委

董波讲话。区委副书记、区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周志军汇报有关工作。区委

常委、组织部长李峻主持会议。区领导

沈伟民、袁罡出席会议。区人才办、区发

改委、区农委汇报有关工作。随后，民革

市委专项督查组调研地中海“辉煌号”

邮轮。下午，检查组调研上海移动互联

网创新园，并召开用人单位和人才代表

座谈会。

【宝山社区通创新实践案例颁奖暨“百

姓连线———社区讲堂”开播仪式举行】

　７月９日，仪式在区电视台演播大厅
举行。区委书记汪泓为“社区导师”颁

发聘书，并宣布“百姓连线———社区讲

堂”开播。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宣读名单，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为最佳案

例获得者颁奖，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

为优秀案例获得者颁奖。

【区无违建居村（创建）工作推进会举

行】　７月１１日，推进会在区机关办公
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

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

持会议。副区长陈云彬部署工作。副区

长王益群宣布第一批通过创建验收单

位。区领导李萍、丁大恒、周志军、黄辉

出席会议。会上，与会领导共同观看专

题片。

【区委法律顾问聘任仪式举行】　７月１１
日，仪式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

区委书记汪泓向区委法律顾问颁发聘书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周志军主持会议。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峻宣读聘任名单，

聘任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

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座教授沈国明等

７人为区委法律顾问，上海银星律师事
务所主任顾玉红等１３人为区委法律专
家库成员，聘期三年。区委法律顾问代

表作表态发言。

【“莲荷一夏”之系列活动宝山艺术名家

工作室成立仪式举行】　７月 １１日，仪
式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

行。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仪式并讲话，区

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为“莲荷一夏”第

二批艺术名家工作室，上海大学音乐学

院院长、教授王勇，著名青年钢琴家宋思

衡、著名戏剧导演徐俊以及中国流行美

声组合“力量之声”四组艺术家工作室

颁发文化使者证书。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赵懿、陈筱洁为艺术名家工作室揭

牌。区文广局、顾村镇、大场镇与艺术名

家签署合作协议。

【中国航海日主题活动暨上海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新客运大楼启用仪式举行】　７
月１３日，仪式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二期
客运中心举行。副市长陈群宣布上海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新客运大楼启用。市政

府副秘书长宗明、区委书记汪泓为首位

过境旅客赠送花环、证书及礼品。长航

集团董事长张锐，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致辞。上海海事局副巡视员俞勤伟，

区委常委、副区长苏平为“国际邮轮港海

事实训基地”揭牌。区领导李萍、丁大

恒、王益群、吕鸣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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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联席会

议第五次会议举行】　７月１３日，会议
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副市

长、联席会议第一召集人陈群出席会议

并讲话。市政府副秘书长、联席会议召

集人宗明主持会议。联席会议副召集

人、办公室主任徐未晚作《上海中国邮轮

旅游发展实验区工作报告》，并就起草

《关于加快推动上海市邮轮旅游发展的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情况说明。市

交通委、市口岸办、宝山区、虹口区政府

做邮轮旅游发展工作补充发言，并对《指

导意见》提出修改建议。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苏平、王益群、吕鸣出席会议。

【区领导到云南考察调研扶贫协作工

作】　７月１６日—１９日，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李萍、丁大恒、周志军、朱礼福、李

峻、袁罡、王丽燕、吕鸣率区有关部门领

导，到云南考察调研扶贫协作工作。区

领导分３路到曲靖市罗平县、师宗县，曲
靖市富源县、宣威市、会泽县，迪庆藏族

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大理州南涧

县考察扶贫协作工作，并召开“宝山—曲

靖扶贫协作高层联席会议”，调研沪滇合

作生姜、蜜蜂养殖、蚕桑等扶贫产业项

目，走访慰问建档立卡贫困户，慰问援派

滇干部、医生和志愿者。

【迎接环保督察动员部署和中小河道整

治工作推进会举行】　７月２４日，推进
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

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范少

军、周志军、苏平、李峻、袁罡、高飞、陈云

彬、王益群、黄辉、吕鸣出席会议。会上，

区环保局、区水务局汇报有关工作。

【区庆祝建军９１周年军政座谈会暨争创
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推进大会举

行】　７月２４日，大会在区委党校会议
中心大礼堂举行。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

王治平少将、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大会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区委常

委、副区长、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

组长袁罡部署宝山区迎接全国双拥模范

城考评工作。海军上海基地副政委张荣

肇大校、空军上海基地政治工作部主任

袁庆生大校、武警上海市总队副司令员

宋元俊大校、某部队政委周建明大校、某

部队政治工作部主任杨东义大校、上海

大学副校长聂清，区领导李萍、丁大恒、

周志军、李峻、赵懿出席会议。会上，吴

淞街道、大场镇、区教育局、某部队作交

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观看宝山区双

拥工作汇报展示片。

【区监察体制工作座谈会举行】　７月２５
日，座谈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市深

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施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书记、

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

组长汪泓讲话。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区监委主任、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高飞

汇报有关工作。

【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查工

作动员部署暨专题培训会议举行】　７
月３０日，培训会在区委党校报告厅召
开。区委副书记、区委网信领导小组副

组长周志军讲话。区委常委、区委宣传

部长、区委网信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懿主

持会议。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区委

网信领导小组副组长黄辉传达２０１８年
上海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查

动员部署会精神。副区长、区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查领导小组副组长

吕鸣出席会议。

【２０１８ＣＢＡ夏季联赛暨海峡两岸长三角
职业篮球俱乐部挑战赛开幕式举行】　８
月１日，开幕式在宝山体育中心篮球馆
举行。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跳球，区

委书记汪泓宣布开幕，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少军致欢迎辞，市体育局局长徐彬为

两支台北球队赠送球衣，市台办副主任

王立新为广厦体育颁发感谢状，中篮联

（北京）体育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雄致辞。

市篮协专职副会长陈德春、副区长陈筱

洁出席活动。

【区安全生产紧急会议召开】　８月 ２
日，会议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副

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黄辉通报淞南镇

安全生产事故情况并部署有关工作。区

领导周志军、袁罡、陈云彬、王益群出席

会议。

【区、镇防汛防台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举

行】　８月３日，会议在区防汛指挥部会
议室召开，专项部署台风“云雀”防汛防

台工作。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

长范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领导李萍、

丁大恒、周志军、袁罡、陈筱洁、陈云彬、黄

辉，区人武部部长卢建兵出席会议。副区

长王益群主持会议并部署有关工作。

【“大江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

道”大型主题采访（上海段）活动举行】

　８月１１日，中央媒体采访团到宝山区
开展“大江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

报道”大型主题采访（上海段）活动。上

午，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二期客运大楼，

开展“诗话长江———‘大江奔流’主题采

访诗歌吟诵会”活动。市委副秘书长、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咏雷，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苏平、赵懿、王益群出席活动。下

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主题

采访活动（上海段）媒体见面会。市委

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咏雷主

持会议，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展改革委

主任马春雷介绍有关情况。区委书记汪

泓致欢迎词，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副

巡视员殷汝涛介绍主题采访活动情况。

【２０１８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经典作品诵
读展演活动举行】　８月１８日，活动在
上海展览中心主展厅举行。市新闻出版

局党组书记、局长徐炯，市人大常委会华

侨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外事委员会主

任委员高德毅，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为秦文君儿童文学工作

室、梅子涵文学“点灯人”工作室、殷健

灵儿童文学工作室、庞婕蕾“风信子”文

学工作室揭牌。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为

秦文君、殷健灵、庞婕蕾颁发文化使者证

书。市教委副主任倪闵景，市新闻出版

局副局长彭卫国，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

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副区长陈筱洁颁

发诵读比赛优秀组织奖。活动期间，与

会领导观看“诵读经典、点亮童心”２０１８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经典作品诵读展演

活动。

【２０１８黑池舞蹈节（中国）开幕式举行】
　８月１９日，开幕式在宝山体育中心篮
球馆举行。市体育局局长徐彬颁发２０１８
黑池舞蹈节（中国）黑池文化推广卓越

贡献奖，区委书记汪泓出席活动并宣布

２０１８黑池舞蹈节（中国）开幕，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英国黑池娱乐有限公司

总经理 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上海艺赛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葛海平先后致辞。

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副主任强荧、市

文化广播影视局副局长尼冰，区领导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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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赵懿、陈筱洁、黄辉出席开幕式。

【市委督查组督查宝山区民族宗教工

作】　８月２１日，市委督查组到宝山区
督查民族宗教工作。市委督查组组长吴

捷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书记汪泓汇报

宝山区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和

宗教工作贯彻落实情况。市民宗委副主

任、副组长王新华，区领导周志军、沈伟

民、吕鸣出席会议。会上，与会领导观看

宝山民族宗教工作纪实专题片。

【市环境保护督察组督查宝山区工作】

　８月２８日，市环境保护督察宝山区见
面沟通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市环保第三督察组组长郑善和、市

环保第三督察组副组长王华杰、市环保

第三督察组总协调人陈伟、市环保第三

督察组成员高剑杰、张心良、杜东园，区

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副区长王益群出席会议。召开上海市环

境保护督察宝山区工作动员会，市保护

督察组组长郑善和作动员讲话，市环保

督察组副组长王华杰同作部署讲话，区

委书记汪泓作表态讲话，区委副书记、区

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市环保督察组全体

成员，区领导李萍、丁大恒、周志军、杜松

全、沈伟民、李峻、袁罡、赵懿、高飞、陈筱

洁、陈云彬、王益群、黄辉出席会议。召

开上海市环境保护督察宝山区工作汇报

会，市环保督察组组长郑善和出席会议，

市环保督察组副组长王华杰主持会议，

区委书记汪泓代表区委、区政府作宝山

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市环保

督察组全体成员，区领导李萍、丁大恒、

周志军、杜松全、沈伟民、李峻、袁罡、赵

懿、高飞、陈筱洁、陈云彬、王益群、黄辉

出席会议。

【“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揭牌】　８月２９
日，在区检察院大门，市人大宝山团代表

视察宝山检察院并举行“１２３０９”检察服
务中心揭牌仪式。区领导汪泓、李萍、杜

松全、秦冰、王丽燕、蔡永平，区检察院检

察长董学华出席活动。随后，区领导一

行视察“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工作，并召
开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讲话，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萍主持会议。区检察院检

察长董学华汇报区检察院工作情况。

【上海市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举行】　８月３１日，会议在
市政府会议室召开。副市长时光辉、市

政府副秘书长黄融，中国宝武集团董事

长、党委书记陈德荣出席会议，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苏平、王益群、吕鸣参加

会议。

【天海邮轮开展告别感恩航次活动】　９
月２日，在天海“新世纪号”邮轮，天海邮
轮公司举行“天海邮轮告别感恩航次活

动”。区委书记汪泓、市旅游局副局长张

旗、市交通委副主任张林、天海邮轮首席

执行官莫付生、天海邮轮董事长范敏先

后致辞。天海邮轮董事长范敏为上海海

事局、上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长航集

团、上海长江轮船公司、上海国际邮轮经

济研究中心、区滨江委等单位颁发锦旗。

天海“新世纪号”邮轮和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公司代表交换铭牌。上海海事局副

局长谢群威、上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副总站长李国官、长航集团高级顾问张

路、上海长江轮船公司总经理李胜，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委常委、副区长

苏平，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常务

副主任史健勇、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

中心副主任邱羚、叶欣梁出席活动。

【区贯彻落实上海人才政策情况专项民

主监督工作反馈会举行】　９月 １３日，
反馈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市委主委、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高小玫反馈宝山区贯彻落

实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有关

人才政策专项监督意见。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作表态讲话。市政协委员、

民革市委专职副主委董波，区委副书记、

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周志军分别介

绍双方出席人员。市政协常委、民革市

委副主委、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保税区管理局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办事

处主任施惠良，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出

席会议。

【“城市精细化管理与治理技术创新”高

端研讨会举行】　９月１５日，研讨会在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区委书

记汪泓，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徐

旭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党委书记沈艺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周

志军、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毛丹、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田丰作

主旨发言。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组织

一处处长杨小菁，市民政局副局长匡鹏、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严军、人民

日报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解放日报

社党委副书记周智强、人民网上海频道

负责人金煜纯，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出席会议。

【依弘剧场开幕仪式暨开幕演出新闻发

布会举行】　９月１７日，发布会在顾村
镇智慧湾创业园区依弘剧场举行。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胡劲军、区委书记汪泓，区

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市文联专职副主

席、党组书记尤存，市文广局副局长罗

毅、市教委副主任贾炜、市文创办副主任

强荧，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沈文

忠，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副区长陈

筱洁，艺术家尚长荣、史依弘，开幕式嘉

宾沈伟民、杨绍林、陈剑为依弘剧场揭

幕。区委书记汪泓致欢迎辞，艺术家代

表尚长荣致辞，上海智慧湾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剑致辞。区教育局与上

海弘依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合作

协议。

【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暨上海旅游节

花车宝山巡游活动举行】　９月 ２３日，
开幕式在宝杨路零点广场举行。国家交

通运输部原部长、国家交通运输协会原

会长钱永昌出席活动。副市长陈群宣布

２０１８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市政府副秘
书长宗明、区委书记汪泓为市政府实施

项目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旅游综合服务中

心揭牌。市旅游局副局长张旗，长航公

安局上海分局局长彭卫东，区四套班子

领导出席活动。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领导小组第二次

全体（扩大）会议举行】　９月２５日，会
议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

委书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领导小组

组长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领导小组常务

副组长周志军主持会议，并总结创全前

阶段工作情况，部署下阶段工作任务。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赵懿部署说

明《关于组织实施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十大工程”及２０１８年三十项专项
行动工作》方案。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区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领导小组副组长王丽燕部

署说明《关于开展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同创
全国文明城区　共建宝山美好家园”劳
动竞赛》方案。区领导李萍、丁大恒、杜

松全、沈伟民、苏平、李峻、袁罡、高飞、

须华威、陈筱洁、陈云彬、黄辉、吕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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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静出席会议。会上，区商务委、区教

育局、区城管执法局、大场镇、吴淞街道

作交流发言。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山区分会换届大

会举行】　９月２７日，大会在区机关办
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

会议并讲话。区政协主席、区慈善基金

会顾问丁大恒宣读新一届班子成员名

单。区委常委、副区长、区慈善基金会顾

问袁罡宣读新一届会长任职决定。区慈

善基金会原会长张培正、新任会长周德

勋先后讲话。会上，区慈善基金会作工

作报告，区慈善基金会与宝钢股份签订

捐赠协议。

【召开宝山区与江苏省滨海县座谈会】

　９月２８日，座谈会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江苏省滨

海县委书记钱武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区

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区委

常委、副区长袁罡，滨海县委常委王海荣

签订深化友好区县战略合作备忘录。区

委办、滨海县委办负责人介绍双方出席

人员。区领导丁大恒、周志军、苏平、李

峻、赵懿、高飞、吕鸣出席会议。

【区各界人士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举行】　９月３０日烈士纪念日，区委在
宝山烈士陵园举行区各界人士向人民英

雄敬献花篮仪式。区委书记汪泓，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萍、区政协主席丁大恒代表区四套班

子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区委副书记

周志军主持仪式。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

仪式。

【沪剧电影《挑山女人》首映式暨观众见

面会举行】　１０月１１日，见面会在上海
影城一号厅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

劲军向剧组授影片全国巡映旗帜，中国

剧协党组书记季国平致辞，市文广影视

局局长于秀芬致辞，区委书记汪泓讲话。

市文广影视局副局长尼冰、罗毅，上海文

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腾俊

杰，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尤存，

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沈文忠，市文联

副主席韩陈青，中国戏剧家协会名誉主

席、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尚长荣，

市戏剧家协会主席杨绍林，上海戏曲艺

术中心总裁谷好好，东方卫视副总监张

颂华，上海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秘书

长金辉，区领导范少军、赵懿、陈筱洁出

席见面会。

【２０１８（第五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
坛开幕式举行】　１０月１２日，开幕式在
宝山德尔塔酒店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

巡视员李颖、区委书记汪泓为国家工业

电子商务试点区重点园区授牌。区领导

范少军、李萍、丁大恒，市经济信息化委

副主任傅新华、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

长高新民，为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

区重点组成园区授牌。工业和信息化部

巡视员李颖，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傅新华、中国互

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新民先后致辞。吴

淞口创业园公司与联想（北京）有限公

司共同签署合作打造联想创新“基金 ＋
基地”，浪潮云计算科技公司与宝山航运

经济发展区共同签署合作成立“浪潮工

业互联网（上海）研究院”“宝山区工业

互联网创新体验中心”及全球诺贝尔获

得者创新中心（ＷＮＬＣ）。区领导汪泓、
范少军为宝山区区块链联盟揭牌，区领

导苏平、吕鸣为宝山区产业互联网创新

示范企业授牌。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

长宋茂恩主持会议。

【宝山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汇报会举

行】　１０月１５日，汇报会在区机关办公
大楼会议室召开。市乡村振兴战略工作

第六督查组组长黎而力主持会议并介绍

督查工作安排，区委书记汪泓汇报宝山

区乡村振兴工作开展情况。区领导范少

军、周志军、陈云彬、王益群出席会议。

会后，督查组一行检查相关台账资料。

【《创业英雄汇》项目选拔上海站总决选

暨２０１８中国创新产业发展论坛举行】　
１０月１７日，论坛在衡山北郊宾馆举行。
区委书记汪泓作赛前动员，副区长吕鸣、

央视制片人阎琼先后致辞，区委书记汪

泓、副区长吕鸣、央视制片人阎琼为２０
强选手颁奖。往届参赛代表英学国际教

育创始人兼总校长郭沛秖分享体会。活

动前，区委书记汪泓接受中央和市媒体

采访。

【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开赛仪式暨“幸

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走活

动颁奖仪式举行】　１０月２１日，仪式在
罗泾镇千亩涵养林举行。区委书记汪泓

出席活动并致辞，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

圣，区领导周志军、袁罡、赵懿、陈筱洁、

陈云彬出席活动。

【“太平洋保险杯”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

会乒乓比赛（青少年组）颁奖仪式举行】

　１０月２１日，仪式在宝山体育中心篮球
馆举行。国际乒联终身名誉主席徐寅

生，市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徐彬，中国

乒协副主席、市乒协主席陈一平，区委书

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副区

长陈筱洁出席活动。颁奖仪式前，有关

领导一行观看各组别男女团体决赛。

【２０１８亚太邮轮经济 ５０人高峰论坛举
行】　１０月２３日，论坛在美兰湖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副市长陈群出席论坛并讲

话，国家旅游局原副局长吴文学讲话，区

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旅游局

局长徐未晚、市发展改革委总经济师秦

丽萍、市经信委副主任吴磊、市商务委副

主任申卫华、市交通委副主任张林、市口

岸服务办公室副巡视员武伟，皇家加勒

比邮轮公司、歌诗达邮轮公司、地中海邮

轮公司、云顶邮轮公司、新加坡港口、日

本横滨港口、吴淞口邮轮港口、同程旅行

社、港中旅旅行社、上海邮轮经济研究中

心、上海市水旅促进中心、韩国邮轮协会

相关领导出席论坛。

【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开幕式举
行】　１０月２３日—２５日，由宝山区政府
联合国际邮轮协会 ＣＬＩＡ、国际邮轮协会
北亚分会共同主办，上海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Ｓｅａｔ
ｒａｄｅＵＢＭ共同承办的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
邮轮大会于在宝山德尔塔酒店举行。２４
日上午举行开幕式，副市长陈群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海关总署副署长张际文致

辞，市政府副秘书长宗明、上海海关关长

高融昆为上海邮轮监管区揭牌，与会领

导发布２０１８邮轮绿皮书，交通运输部总
工程师姜明宝、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党组

成员于群演讲，区委书记汪泓演讲，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仪式，区四套班

子领导出席。下午，举行 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ｒａｄｅ
亚太邮轮大会签约及发布仪式，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苏平、吕鸣出席仪式。举

行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邮轮配
套产业发展论坛分论坛，区领导汪泓、吕

鸣出席论坛。

【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国际邮轮
研究联盟峰会、人才教育联盟峰会举行】

　１０月２５日，峰会在宝山德尔塔酒店举
行。Ｓｅａｔｒａｄｅ出版及会议业务总裁 Ｍａｒｙ
Ｂｏｎｄ、区委书记汪泓先后致辞。会上，与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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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领导发布２０１８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
邮轮经济专项课题、《２０１８上海邮轮人
才发展报告》、《Ｃｒｕｉ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ｅｖｉｅｗ》
国际期刊创刊号，并签订ＭＯＵ协议。

【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弘

扬上海精神，促进文旅发展”上合高层

论坛举行】　１０月 ２５日，论坛在衡山
北郊宾馆举行。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

秘书长阿利莫夫致辞并演讲，上海社会

科学院党委书记于信汇致辞，市政协副

主席周汉民致辞并宣布论坛开幕。国

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陈圣来

主持论坛。区委书记汪泓、复旦大学国

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沈丁立，俄罗斯国家博物馆馆

长弗拉基米尔·古瑟夫，上海社科院国

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上海合作组织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上合组织国际司

法交流基地首席专家潘光，法国美术家

协会主席雷米·艾融先后发言。市文

广影视局局长于秀芬、上海大学副校长

汪小帆、市文广影视局副局长金雷，区

领导范少军、李萍、丁大恒、沈伟民、赵

懿、陈筱洁出席论坛。

【“我们·拥抱·世界”第十届上海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节开幕仪式举行】　１０月
２８日，仪式在宝山体育中心体育馆举
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慧琳出席仪

式并宣布艺术节开幕，市政协副主席李

逸平向国际民间艺术组织主席阿里·卡

里法颁发“中华文化传播奖”，国际民间

艺术组织主席阿里·卡里法致辞，区委

书记汪泓致欢迎辞。副区长陈筱洁主持

仪式。区四套班子领导、局级领导，区人

武部领导出席仪式。

【上海进博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和部分葡

语系国家经贸代表团投资促进会举行】

　１１月４日，投资促进会在保集 ｅ智谷
召开。区委书记汪泓、澳门经贸代表团

经济财政司司长办公室主任丁雅勤出席

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致

欢迎词并介绍宝山区投资环境。副区长

吕鸣主持会议。

【区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举行】　１１
月７日，学习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
行。区四套班子领导率区有关部门领

导，参观学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区领导一行先后实地参观学习中国国家

馆、发那科机器人馆、众美洲际直升机投

资有限公司馆、Ｋ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Ｇ意大利
游艇馆、ＷＡＬＤＲＩＣＨＣＯＢＵＲＧ金牛座机
床馆、谷歌公司馆、三星公司馆、松下公

司馆、ＡＥＲＯＭＯＢＩＬ汽车馆。

【２０１８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
式举行】　１１月８日，仪式在上海国际
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周慧琳致辞并为２０１８陈伯吹国际
儿童文学奖年度特殊贡献奖颁奖，副市

长翁铁慧为年度作家奖颁奖。市委副

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咏雷和原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副

司长许正明为年度图书（绘本）奖颁奖，

市政府副秘书长宗明和原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印刷发行司副司长董伊薇

为年度图书（文字）奖颁奖。陈伯吹国

际儿童文学奖理事会主席、区委书记汪

泓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和原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进口管理司副

司长赵海云为年度单篇作品奖颁奖。

２０１８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作品评委
会主席高洪波介绍评奖情况及评委会

组成人员。区领导李萍、丁大恒、赵懿、

陈筱洁出席活动。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际邮

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举行】　１１月 １０
日，论坛在国际会展中心（上海）举行。

区委书记汪泓、皇家加勒比邮轮北亚太

及中国区总裁刘淄楠、公主邮轮中国区

副总裁总经理王萍、嘉宏集团中国区总

裁徐伟勇，分别发表主旨演讲。论坛上，

市商务委发布上海市深化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相关政策，宝山区政府发布上海市

邮轮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区领导范少

军、李萍、丁大恒、苏平、吕鸣出席活动。

【农工党宝山区委成立３０周年图片展举
行】　１１月１５日，图片展在上影国际影
城举行。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农工党市委主委蔡威、农工

党市委专职副主委陈芳源出席活动并参

观展览。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常委、统战

部长沈伟民，区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区委

主委罗文杰陪同参观。

【“初心筑梦·扬帆征程”纪念上海监狱

“红烛”精神凝练传承 ３０周年活动举
行】　１１月２０日，活动在宝山电视台演
播厅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寅，

市监狱局党委书记钟杰，区委书记汪泓，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出席活动。

【云南曲靖市党政代表团到宝山区考察

学习】　１１月 ２５日，云南省委常委、曲
靖市委书记李文荣率曲靖市党政代表团

一行到宝山区考察学习。代表团一行先

后考察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长江河

口科技馆、宝山规划展示馆。随后，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宝山—曲靖

扶贫协作第二次高层联席会议。云南省

委常委、曲靖市委书记李文荣出席会议

并讲话，区委书记汪泓讲话，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区领导周志

军、袁罡、王丽燕、陈尧水、吕鸣出席

会议。

【第十四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

开幕式举行】　１１月２６日，开幕式在宝
山德尔塔酒店举行。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赵福禧，市科协党

组书记马兴发出席论坛并致贺词，区委

书记汪泓作《共享世界发展新机遇　开
创中国邮轮经济高质量、高品质全新时

代》主题演讲，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致欢迎词，副区长吕鸣主持论坛开幕式。

开幕式上，上海ＷＴＯ事务咨询中心理事
长王新奎作《中美贸易战对长三角民营

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启迪》专题演讲，财经

观察家秦朔作《民营企业活在当下的对

策》专题演讲。

【“改革开放４０年全媒大调研”上海行
启动仪式举行】　１２月２日，仪式在上
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仪式并致辞。上海广播电视台副

台长宋炯明致辞，区委副书记周志军为

记者代表授旗，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

懿，副区长陈筱洁为媒体代表赠送《上海

宝山》画册。活动后，区委书记汪泓接受

相关媒体专访。

【泰山论坛暨宝山招商推介会举行】　
１２月３日，推介会在宝山德尔塔酒店举
行。泰山论坛常务副主席于勇主持会

议。“泰山论坛”秉承绿色发展理念，历

经三年发展，成为全国能源领域顶级专

家、学者进行学识交流的重要平台。此

届泰山论坛以“能源革命下多能融合的

产业价值”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关

政府部门、产学研机构、社会组织、行业

内企业、媒体等各界代表与会，原全国人

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泰山论

坛名誉主席曲格平致贺信，区委书记汪

泓，原经济日报总编辑、泰山论坛主席、

微能源网联盟理事长艾丰先后致辞，区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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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范少军、苏平、吕鸣等出席活动。

【区检察系统“追求卓越新征程　不忘
初心再出发”推进会举行】　１２月６日，
推进会在区检察院召开。区委书记汪

泓，市院党组成员、市检二分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陈思群为全国模范检察院揭

牌并讲话。区领导杜松全、须华威、陈云

彬、沈天柱出席会议。区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董学华主持会议并作工作部

署。会前，与会领导共同观看市委书记

李强接见上海检察机关先进代表新闻视

频和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争创活动专

题片。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首届

宝山区百姓宣讲员“微宣讲”展演活动

举行】　１２月１２日，活动在区广播电视
台演播厅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出席活动

并讲话。区领导范少军、李萍、丁大恒、

周志军、李峻、赵懿为获奖人员颁奖。

【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主题图片
展举行】　１２月１３日，图片展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大厅举行“改革开放再出发·

勇立潮头创辉煌———宝山区庆祝改革开

放４０周年、‘撤二建一’３０周年”主题图
片展暨《影像·宝山———改革开放四十

周年图册》首发活动。区四套班子领导，

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区人武部

部长、政委出席活动。

【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悼念活动举行】　１２月１３日，悼念活动
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举行。

区委书记汪泓出席活动并讲话。区委书

记汪泓、市文物局副局长褚晓波为《英雄

壮歌》上海抗战英烈事迹文物展揭幕。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主持活动。

【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宝山区
“撤二建一”３０周年文艺演出】　１２月
１８日，宝山区在宝山体育中心篮球馆举
行“奋进新时代———宝山区庆祝改革开

放４０周年、宝山区‘撤二建一’３０周年”
文艺演出。区委书记汪泓出席活动并致

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总工会

原主席、区委原书记包信宝，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胡劲军，区委原书记吕民元、斯福

民，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王玮、上海大学

党委副书记徐旭、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

委副书记史健勇、人民网上海频道总经

理金煜纯、市纪委原副书记徐文雄、交运

集团原副总裁陈升平，上海科学院党委

书记、院长秦文波，宝钢股份党委副书记

周建峰、上实集团副总裁汪良俊、临港集

团副总裁翁恺宁、地产集团副总裁杨庆

云，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法院院长、区检

察院检察长，区人武部部长、政委出席活

动。区离退休老干部代表，区委、区政府

各部委办局、各街镇园区、人民团体负责

同志，驻区相关企业、金融、公用事业单

位、邮轮公司代表，驻区部队官兵、机关

干部、青年学生、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劳模先进、市民代表等出席活动。

【宝山沪剧团成立７０周年沪剧音乐会举
行】　１２月１８日，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
大厅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出席活动并讲

话。区领导范少军、李萍、丁大恒、周志

军、赵懿、陈筱洁出席活动。与会区领导

共同观看宝山沪剧团成立７０周年沪剧
音乐会。

【宝山区第二十四届“蓝天下的至爱”系

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１２月２６日，仪
式在区委党校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出席

仪式并致辞。区领导范少军、李萍、丁大

恒、赵懿、陈尧水出席仪式，市慈善基金

会宝山分会会长周德勋主持仪式。

【区教育系统“青春艺华”迎新活动———

“乐响宝山”新年音乐会暨罗店教育集

团交响乐团成立】　１２月２６日，仪式在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罗店中学举行。区委

书记汪泓出席仪式并致辞。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周志军、王丽

燕、陈筱洁、沈天柱，市学生艺术教育委

员会主任、市教卫原党委书记陈克宏，上

师大音乐学院院长施忠为罗店学生交响

乐团揭牌。与会区领导共同观看 ２０１８
年宝山区教育系统“青春艺华”迎新活

动———专场音乐会。

【宝山消防救援队伍迎旗授衔和换装仪

式举行】　１２月２９日，仪式在区机关办
公大楼大厅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仪

式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

持仪式。区领导杜松全、陈云彬、黄辉出

席活动。区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

治委员薛文荣带领全体消防救援人员集

体宣誓。

【开展工作调研】　１月４日，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王益群到南大地区调研重大

工程。区领导一行先后实地调研南大建

筑垃圾处置中心、乾溪排水系统、富长路

工程、潘广路工程及杨南路工程。１１
日，区领导汪泓、周志军、袁罡，实地调研

宝山“三农”工作。区领导一行先后实

地调研罗泾镇塘湾村、罗店镇宝山区水

产推广站
!

鱼养殖场及上海金蓝子新洁

蔬菜专业合作社。随后，在罗店镇政府

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

会议并讲话。会上，区发展改革委、区农

委汇报相关工作，杨行镇、月浦镇、顾村

镇、罗泾镇、罗店镇作交流发言。２６日，
区领导汪泓、杜松全、袁罡、须华威、王益

群，实地调研低温雨雪天气应对工作。

区领导一行实地视察吴淞街道前三营房

居委会、吴淞街道敬老院、区公安分局交

警支队和上海海淞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

司。随后，在区水务局召开座谈会。区

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

２月２２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
萍、丁大恒、周志军、苏平、李峻、袁罡、赵

懿、高飞、王丽燕、须华威、王益群、吕鸣、

张晓静，走访调研相关企事业单位。区

领导一行先后走访调研大场镇党群服务

基地、庙行镇共康雅苑二居、顾村镇盛宅

排水系统、智慧湾科创园、高境镇临港新

业坊。２６日，区领导汪泓、周志军、杜松
全、高飞一行，到区公安分局、区法院、区

检察院、区党风廉政建设基地开展工作

调研。同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

区委书记汪泓专题调研区人大工作。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汇报工作。区领导

周志军、李峻、秦冰、王丽燕、陈士达、须

华威、蔡永平参加调研。随后，区委书记

汪泓专题调研区政协工作。区政协主席

丁大恒汇报工作。区领导周志军、沈伟

民、李峻、张晓静、沈天柱、王兆钢、罗文

杰、蒋碧艳、李岚参加调研。区领导汪

泓、周志军又专题调研区组织工作。区

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峻汇报工作。２７
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区委书记

汪泓专题调研区统战工作。区委常委、

统战部长沈伟民汇报工作。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李峻参加调研。

３月１６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区领导汪泓、周志军、李峻、陈筱洁专

题调研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懿汇报工作。１９日，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区领导汪泓、周

志军专题调研区纪委、监察委工作。区

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高飞汇报

工作。２０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苏
平、吕鸣，实地调研上海机器人产业园。

随后，在顾村镇政府会议室召开座谈会，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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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顾村镇

汇报上海机器人产业园整体情况及转型

发展打造２０升级版工作设想。２１日，
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区委书记汪

泓、区委副书记周志军专题调研区委政

法委工作。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

全汇报工作。区领导李峻、陈云彬、黄辉

参加调研。会前，在宝山区综治信息中

心一楼会议室，与会领导观看雪亮工程

专题片，听取综治信息化建设情况（平安

智联网系统演示）。２２日，在区机关办
公大楼会议室，区领导汪泓、袁罡专题调

研区机管局工作。区机管局领导汇报工

作。２６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苏平、
吕鸣，实地调研沪客隆、吴淞开埠广场。

随后，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座

谈会。区委常委、副区长苏平主持会议。

北翼集团汇报沪客隆转型升级有关工

作，吴淞街道汇报吴淞老街整体改造有

关工作。３０日，在区文广影视局，区领
导汪泓、范少军、周志军、李峻、赵懿、陈

筱洁、吕鸣专题调研区文广影视局工作。

区文广影视局领导汇报工作。

４月 ５日，区领导汪泓、袁罡、黄辉
一行到罗店镇联合村，专题调研美丽乡

村建设工作。随后，区领导一行到顾村

公园警务站，慰问假日期间执勤民警。７
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王益群、黄辉，

到高境镇殷高西路、逸仙路路口、殷高西

路、新二路、高境路路口，实地视察道口

交通拥堵问题。随后，在高境镇政府召

开专题会议，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

讲话，区建管委、高境镇、区公安分局汇

报有关工作。９日，区委书记汪泓到杨
行镇大黄村走访调研。随后，区领导一

行实地调研慰问困难职工、困难群众、居

村妇联主席代表。同日，在区总工会会

议室，区委书记汪泓专题调研区总工会

工作。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

记、主席王丽燕汇报工作。区领导周志

军、苏平、李峻、黄辉出席会议。会前，与

会领导视察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１０
日，在团区委会议室，区领导汪泓、周志

军、李峻专题调研团区委工作。区委书

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团区委领导汇

报工作。同日，在区妇联会议室，区领导

汪泓、周志军、李峻专题调研区妇联工

作。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

妇联领导汇报工作。随后，区领导汪泓、

范少军、王益群、吕鸣，实地调研顾村公

园、上海机器人产业园。１１日，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苏平、王益群，实地调研上

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炮台湾湿地森林

公园、宝山规划展示馆。同日，区委书记

汪泓、副区长王益群，实地调研衡山北郊

宾馆、顾村公园。随后，区委书记汪泓、

副区长吕鸣，实地调研上海钢联电子商

务股份有限公司、宝山城市工业园区网

格化中心。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王益

群、吕鸣，实地调研上海钢联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并实地调研南大地区、大场医

院、南大地区综合整治指挥部。在南大

地区综合整治指挥部会议室召开专题会

议。２３日，在区司法局会议室，区领导
汪泓、周志军、杜松全、李峻、陈云彬专题

调研区司法局工作。区委书记汪泓主持

会议并讲话。区司法局领导汇报工作。

５月４日，在区教育局会议室，区领
导汪泓、范少军、周志军、李峻、赵懿、陈

筱洁专题调研区教育局工作。区教育局

领导汇报工作。７日，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周志军、苏平、李峻、赵懿、陈筱洁、王

益群、吕鸣，视察调研富锦工业园区４号
地块、美丽乡村古镇融合开发工作。随

后，在罗店镇政府会议室召开座谈会。

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罗店镇

领导汇报相关工作。同日，区领导汪泓、

范少军、周志军、苏平、李峻、王益群、吕

鸣，视察调研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联东金念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屹丰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并在宝山

工业园区召开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主

持会议讲话。宝山工业园区领导汇报相

关工作。１０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周
志军、王益群、吕鸣，实地调研农艺工作

及中小河道整治情况，视察月浦镇农艺

项目、罗新河、练祁河、潘泾、湄浦、新槎

浦、桃浦有关情况。随后，在大场镇会议

室召开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

并讲话。１７日，区领导汪泓、王益群、黄
辉，调研视察杨行镇龚家沟、南北浅弄

河。２２日，区领导汪泓、陈云彬、王益
群，视察陈行水库水源地情况，罗泾镇中

小河道（江西宅沟等）、月浦镇中小河道

（施家宅沟）、顾村镇中小河道（新泾、高

泾）、庙行镇中小河道（北杨河）。

６月 ６日，区领导汪泓、须华威、沈
天柱，实地检查陈行水库（水源地）、石

洞口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华能石

洞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取水户和重点

用水监控单位）、?藻浜（水功能区）。

１７日，区委书记汪泓，实地检查月浦镇
施家沟宅、拾图角宅沟、南张泾，杨行镇

牌楼河、十七队沟、西姜河等中小河道整

治工作进展，并视察月浦鱼塘菜场、月浦

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杨行镇社区事务

受理中心、北翼生活广场等创全点位迎

评准备情况。１９日，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周志军、苏平、王益群到罗店镇调研，

视察太平桥河、察荷花池、杜家沟。随

后，在罗店镇召开座谈会，专题研究国开

金融关于金罗店公司合作协议，罗店镇、

区发改委领导汇报相关工作。同日，区

领导汪泓、周志军、王益群率有关部门，

视察刘中河、鲤鱼沟、北毛宅沟、南山河。

２２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王益群，到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走访调

研。２３日，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副区长、区防汛指挥部总指

挥王益群，实地检查防汛工作。区领导

乘坐地方海事巡逻艇检查?藻浜沿线防

汛墙，采用无人机“实时图传”对杨盛河

水闸改建项目、西弥浦泵闸翻建项目及

申宏码头等岸段陆域情况进行重点

检查。

７月 ８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
萍、丁大恒、周志军、苏平、李峻、高飞、须

华威、王益群、吕鸣、张晓静，实地检查河

道整治、扬尘控制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区领导一行先后检查老宅沟、柳青沟、西

宅沟、Ｓ７新建道路、丝网宅沟、姚家沟、
朱蒋宅沟、唐家浜西河、孟泗泾、顾村 Ａ
单元 １０—０３、１０—０５、地块商品房项目
（中建八局）、里场河、葑村第一生产河、

塘北生产河、长吉树下河、上海一钢建设

有限公司、丁陈河、南泗塘。下午，在淞

南镇政府，召开中小河道和扬尘整治专

题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

区水务局、区建管委、区环保局汇报有关

工作。１１日，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常委、
副区长苏平，视察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二

期客运中心。２１日，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周志军、苏平、王益群、黄辉、区人武

部部长卢建兵，实地检查防汛防台工作。

区领导实地检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吴

淞老镇（危房简屋及人员安置点）、上港

集团张华浜码头（集装箱、塔吊、挡潮闸

门）、区防汛物资仓库（物资及抢险队

伍）、宝钢一村（美丽家园项目及脚手

架）、上海长滩（深基坑、塔吊）及新石洞

水闸、宝钢长江大堤加固改造工程（物

资、抢险队伍）。下午，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周志军、苏平、袁罡、陈云彬、王益群、

黄辉、区人武部部长卢建兵，分三路实地

检查防汛防台工作。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周志军、袁罡、陈云彬、王益群、黄辉、

吕鸣，实地检查中小河道整治、环保整

治、部队停偿工作，先后检查北黄泥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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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集团下属拖内公司、沈家桥南宅沟、

上海满亮物资利用有限公司、祁北河、上

海佰旺建材市场、上海沪北大型钢材建

材超市（厂中厂）、上海宏营印务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同煦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场

中路沿线停偿项目、葑村第一生产河、墙

门头排水河、骏豪混凝土搅拌站。３１
日，区委书记汪泓、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萍，实地检查“河长制”责任河道整治情

况。区领导一行先后检查桃浦、桃浦、外

环生态绿地２号水体、新槎浦、扬尘污染
防控点、潘泾、练祁河、练祁河、潘泾等。

８月 ２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黄
辉到淞南镇，现场督导通南路３１０号电
动自行车行火灾事故处置工作。同日，

区领导汪泓、杜松全、袁罡、黄辉，到淞南

镇实地检查“三合一”（集生产、生活、仓

库为一体的小工厂小作坊）消防安全工

作。３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王丽燕、
黄辉，实地检查防御台风“云雀”有关工

作。区领导一行先后查看宝钢新世纪学

校（安置点）、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炮台

湾湿地森林公园、吴淞街道泗东小学（安

置点）、上港十四区工地和新石洞口水

闸，看望被转移安置人员，并慰问绿化环

卫、公安、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

８日，区领导汪泓、李峻、王益群、吕鸣，
到大场镇南大地区专题调研南大板块建

设推进情况。区领导一行先后到大场医

院顶楼天台俯瞰南大地区，实地调研上

海环境保护有限公司。随后，在南大指

挥部召开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

议并讲话。区南大指挥部办公室、南大

智慧公司分别汇报有关工作。同日，区

领导汪泓、周志军、李峻，实地调研钢联、

爱回收、微盟等“互联网 ＋”领域领军企
业及超导电缆、光驰科技等高精尖技术

企业。１４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苏
平、吕鸣，到中国宝武集团工开展作调

研，与宝武集团、临港集团领导座谈。宝

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陈德荣主持会

议并讲话。临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家平，总裁袁国华，宝武集团党委常

委、副总经理胡望明等出席会议。１７
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周志军、苏平、

李峻、黄辉、沈天柱，实地检查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友谊路街道宝钢八村、同济路

宝杨路口、申宏码头、淞南镇军工路泵

站、高境镇防汛物资仓库和军工路泵站

防汛防台工作，并慰问一线应急抢险队

伍、公安民警。２６日，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周志军、陈云彬、王益群、黄辉，实地

视察北杨河、共和新路４７０１弄餐饮一条

街、龚家沟、南北浅弄河、殷家塘、富锦路

２５８９号“三合一”废品回收站、远房宅
沟、潘泾河沿线堆场码头混凝土搅拌站、

毛家路沿线“两违”（违法用地、违法建

设）企业、龚张宅沟、陈行水源地内垃圾

临时堆点、原森工木业公司（现蜀扬实业

公司）。随后，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

召开环保督察迎检工作培训会。区委书

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环保局部署

有关工作。

９月 ５日，区委书记汪泓，副区长、
区公安分局局长黄辉，到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视察“三船同靠”（“海洋量子号”

“地中海辉煌号”“处女星号”）期间交通

组织管理和应急保障工作。８日，区领
导汪泓、范少军、周志军、李峻、袁罡，先

后调研罗泾镇宝祥宝邸、罗店镇罗贤苑、

顾村镇成亿宝盛、吴淞街道吴淞新城、淞

南镇淞南五村一居、大场镇乾溪六居换

届选举工作。１３日，区委副书记周志
军，实地调研吴淞街道永清二村文明城

区创建工作落实情况，先后查看永清二

村居民区综治中心、小区活动室、居民区

学雷锋志愿站、公益宣传阵地。１４日，
区领导汪泓、王益群，实地检查顾村镇孟

泗泾、周家浜、彭家泾、光明集团地块非

改居、码头。随后，在顾村镇政府召开座

谈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

区环保局通报市环保督察有关工作，顾

村镇汇报有关工作。１７日，区委副书记
周志军，实地调研张庙街道“社区通”及

社区治理工作，实地调研泗塘五村二居

民区特色楼组、小区花园及公共客厅，并

召开座谈会。１９日，区委书记汪泓视察
调研宝山区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基地。区

委常委、纪委书记高飞陪同并汇报有关

工作。２０日，区领导汪泓、李萍、周志
军、须华威、王益群，实地调研罗店镇向

阳新村西块、吴淞街道吴淞西块、张庙街

道泗塘一村南块、北块。随后，在张庙街

道办事处召开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主

持会议并讲话。区房管局汇报相关

工作。

１０月 ５日，区委书记汪泓，实地检
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应对２５号台风“康
妮”工作措施落实情况。８日，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周志军、苏平、

王益群、黄辉、吕鸣，实地检查迎接“上海

进博会”各项保障工作推进情况，先后实

地调研亚振家居展示馆、乾溪新村排水

系统新建工程、Ｓ７公路（一期段和二期
段）、富长路（杨南路—联水路）、北郊未

来产业园新建项目、开利空调冷冻系统

（上海）有限公司、滨江大道工程建设项

目。１１日，区领导汪泓、周志军、苏平、
李峻，实地调研迎接市乡村振兴战略专

项督查暨区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情况，先

后视察罗泾镇塘湾村、月浦镇聚源桥村、

罗店镇天平村美丽乡村建设及村级治理

情况。随后，在罗店镇政府召开推进会。

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

区农委汇报关于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工

作情况，区发展改革委汇报关于区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情况，罗泾镇、月浦

镇、罗店镇、顾村镇、杨行镇作交流发言。

１８日，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到庙行
镇调研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实地调

研馨康苑小区８号楼电梯加装项目，并
召开座谈会。２１日，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王益群，调研黑臭水体和环保督察整

改情况，先后调研罗店镇小西张茜泾、顾

村镇朱家弄河、庙行镇机场围场河、庙行

镇北杨河、杨行镇沿路河、杨行镇前哨

河、南北浅弄河、十四队沟、十七队沟。

下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专

题会议。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

话。区水务局、区环保局分别汇报黑臭

水体整治、环保督察整改存在的主要问

题和建议。２２日，在区安监局会议室，
区领导汪泓、周志军、李峻、陈云彬，调研

区安全生产工作。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

议并讲话，区安监局汇报相关工作。２５
日，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到区公安分局顾

村派出所调研，实地查看顾村派出所一

楼综合接待大厅、综合指挥室，并召开座

谈会。２９日，区四套班子领导，实地检
查“上海进博会”前区安全生产工作。

区领导一行分四路检查指定接待酒店、

内宾接待酒店、定点医疗保障机构、人员

密集场所、重点安全单位。同日，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吕鸣，实地视察顾村镇相

关地块。随后，在龙现代艺术馆召开座

谈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

１１月３日，区领导汪泓、周志军、赵
懿、陈筱洁、吕鸣，到有关企业进行专题

调研，先后实地调研松南镇中成智谷创

意园霍释特、ＯＭＧ、赋拓物联网公司，顾
村镇智慧湾科创园轶德医疗、国畅文化

公司。随后，分别召开座谈会，区委书记

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２１日，区委副书
记周志军，实地调研淞南镇淞南十村居

委会、顾村镇文宝苑居委会。２２日，区
委副书记周志军，实地调研上海东方泵

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

限公司。２３日，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实
地调研宝山三村居民委会、宝山八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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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随后，在友谊路街道召开座谈会。

１２月４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杜
松全、袁罡、陈尧水、王益群，区人武部部

长卢建兵、政委陈永献，实地调研部队停

偿工作整治现场，先后实地查看海天纸

品项目、场中路沿线整治项目。同日，区

领导汪泓、范少军、陈筱洁、王益群，到大

场镇调研相关企业，先后实地调研上海

云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锦秋集团、大华

集团。１７日，区领导汪泓、赵懿、陈筱
洁，到宝山体育中心篮球馆，实地检查

“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宝山区
‘撤二建一’３０周年文艺演出”准备情
况。２１日，区四套班子领导汪泓、范少
军、李萍、丁大恒、周志军、张静、朱礼福、

杜松全、李峻、赵懿、须华威、陈筱洁、陈

云彬、王益群、吕鸣、张晓静，分五路实地

检查各街镇、园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

作情况。２７日，区委书记汪泓到杨行镇
大黄村视察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区委

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２８日，区委
副书记周志军，实地调研友谊路街道宝

山七村文明小区创建工作。 （周起雷）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日，在友谊路９６９号举行区纪委、区监委、区检察院揭牌
　　仪式 区纪委／提供

纪检
【概况】　年内，全区纪检监察组织推进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突出监督

执纪问责主业，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以严明

的纪律确保现代化滨江新城区政治生态

持续优化。推进纪检、监察、巡察体制三

项改革，深化政治巡察，推进巡察工作全

覆盖。夯实“四责协同”（党委主体责

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和

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责任）运行机制，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强化标

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机制。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责任担当，打造政

治过硬、本领高强的纪律部队。

【七届区纪委四次全会召开】　１月 ２３
日，七届区纪委四次全会在区委党校召

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全会第一次会议

并讲话。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法院院长、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老同志代表、区纪

委委员、区监委委员，全区处级干部共

７００余人参加第一次扩大会议。全会审
议通过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高

飞代表区纪委常委会作的《深化改革实

践，担当时代使命，推动宝山纪检监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工作报告。全体区纪委

委员出席会议，区委巡察组正、副组长，

各单位纪委书记（纪工委书记、纪检组

长），不设纪委单位的分管领导，区有关

集团公司纪委书记，各单位监察室主任

（监察科长）等列席会议。

【推进纪检、监察、巡察三项体制改革】

　１月，区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干部平
稳转隶，工作迅速对接，落实办公场所及

留置专区等配套设施。建立区监委、区

检察院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的有效衔

接配合机制，完善内部工作流程，促进

“纪法贯通”。探索与区法院、区公安分

局相互衔接的工作机制和业务流程，并

对办理案件中，涉嫌违法犯罪人员属于

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况进行梳理排

摸，移送有关线索，推动法法衔接。调整

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做实区委巡察

办为正处级区委工作部门。配齐配强３
个区委巡察组，精选一批后备干部参加

巡察工作。制定区委巡察工作规划和年

度工作计划，同步对街镇、园区开展“二

级巡察”工作。完善宝山区派驻纪检监

察组全覆盖工作实施意见，推动监察职

能向街镇延伸。

出台《中共上海

市宝山区委员会

贯彻落实中央、

市委关于建立健

全巡察制度的实

施办法》《中共上

海市宝山区第七

届委员会巡察工

作 规 划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２１ 年 ）》

《被巡察党组织

配合区委巡察工

作规定》《关于进

一步加强区委巡

察工作规范化建

设的意见》等文

件，制定《宝山区

委巡察报告问题

底稿制》。

【组织开展巡察

工作】　宝山区
年内完成对 ６家
党组织第一轮巡

察，个别访谈６００
余人，接收来电

来访来信 ５３件
（次），发现问题

６９８个，移交问题

线索３３个。压茬开展第二、三轮巡察，
共巡察区委老干部局等１２家单位党组
织，推动相关单位对照问题清单做好堵

漏建制工作。组织召开全区居（村）党

组织巡察全覆盖工作部署会，制定区三

年“二级巡察”规划。１４个街镇园区的
２５个二级巡察组对１０３家所属村居、公
司、事业单位等党组织开展巡察，发现并

反馈问题２９４个，移交问题线索８个。

【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三项清

单”】　区纪委协同区委开展全区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三项清单”（责任风险

清单、任务清单、监督清单）梳理制定工

作，厘清个人责任风险清单、党委任务清

单和纪委监督清单“三项清单”，并通过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管理系统实现全过

程、电子化监督。年内组成５个督查组
对杨行镇等１１家处级单位开展实地抽
查，发现问题后通报并落实整改。

【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

　９月，宝山区召开全面从严治党“四责

５５

纪　检



协同”机制建设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区

委出台《关于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四责

协同”机制的实施意见》，建立并完善具

有宝山特色的“４３６”（“４”是指党委主体
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

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四个责任；“３”
是指责任梳理分解、责任协同传导、责任

考核追究三大工作机制；“６”是指知责
明责、履责督责、考责问责６个环环相扣
的关键工作环节）党风廉政责任落实体

系。聚焦监督第一责任，由区联合检查

组对１２家处级单位开展抽查，检查结果
以书面意见和工作专报形式反馈和上

报。由区委常委带队，与区委组织部、区

委宣传部联合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做好检查“后

半篇文章”。

【加强纪律审查】　全区各级纪检监察
组织聚焦主责主业，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全年共受理各渠道信

访举报件 ９１４件（次），比上年增长
１３６８％；处置问题线索 ４６５件，增长
２９５％；立案１８１件，增长 ３０２％，其中
政务立案２４件；结案１８１件，给予党纪
政务（政纪）处分１７５人；挽回经济损失
９１９６万元。试用１２＋３项调查措施，全
年使用谈话４２５人次、讯问５５人次、询
问１１６人次、查询 ４２９人次、留置 ２人
次，审慎运用调取、勘验、鉴定、扣押、搜

查、边控等调查措施。完善问题线索处

置机制，对疑难问题线索每周研判、双月

督办。聚焦职务违法犯罪、扶贫、动拆迁

等领域，做到严查快办。关注“三重一

大”（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

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制度执行情

况，通过自查与抽查，促进班子科学决

策、民主决策，有效防范决策风险、堵塞

廉政漏洞。廉政审核全区１５３名处级领
导干部申请因私出国（境）、１６名处级领
导干部申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对执纪

审查中发现的典型问题派发监察建议

书。“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

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

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

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

审查的成为极少数）结构优化，综合运用

“四种形态”处置４５４人次。其中：第一
种形态２６４人次，占５８１％；第二种形态
１１６次，占２５６％；第三种形态３９人次，
占８６％；第四种形态３５人次，占７７％。

【强化党性党风党纪教育】　宝山区每
月对全区党员干部因违纪违法被立案和

处理情况无差别化通报，共立案通报

１６７件，处分通报１４１件。对６０多名新
任处级领导干部开展集体廉政谈话。建

成区委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并通过拍摄

警示教育片、组织旁听庭审、创刊《宝山

纪检监察》季刊、开通“滨江清风”微信

公众号、组织清风讲堂等形式，做好反腐

倡廉宣传工作。

【推进作风建设】　巩固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成果，区纪检委联合区财政、

审计等部门，聚焦违规发放津补贴福利、

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和大调研

中的作风问题，以及国企人员履职待遇、

业务招待、招商企业慰问等执行情况，对

１２家处级单位和１４家所属基层单位、６
家国有企业开展两轮专项检查，发现问

题６４个。两轮专项检查均书面反馈检
查情况并要求限期整改，对涉嫌违纪问

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室分类处置。全年

共处置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线索７２件，其中立案２６人，给予党政纪
处理２７人，组织处理４１人。编发《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相关规定要点解

读》４０００册。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新动向，在街镇园区和部分委办局开展

自查工作，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深化扶贫帮困领域专项治理，聚焦社会

救助资金、农业帮扶资金（含惠农资金）

和对口支援援助资金，围绕政策落地、资

金安全、责任落实和作风建设四方面治

理措施制定实施方案，建立与职能部门

的问题线索共享机制，并牵头区财政和

审计部门开展对７７项资金使用情况排
查。会同区政法部门建立协作配合机

制，加强对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线索的收

集和处置。根据干部调整情况整理干部

廉政档案，做好信访举报季度分析和专

题分析，把好廉政意见回复关，为分析研

判政治生态提供支撑。全年出具廉政回

复意见８３３５人（次），其中对基层村居换
届５９９９名候选人的廉政档案、信访件
核查。

【加强纪检队伍自身建设】　宝山区按
照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工作要求，推动全

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提升。定

期组织中心组学习、专题讲座和学习交

流会，严格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完善领

导班子工作机制、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成立区纪委监委机关党委，推进“两学一

做”（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

党员）学习教育常态化。建立全区纪检

监察系统干部数据库，对委机关在编干

部和３８家基层纪检监察组织纪检干部
进行统计排摸。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监

督管理，探索街镇（园区）纪（工）委书记

年度考核以区纪委为主方式。制定《纪

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处置暂行办法》，时

刻保持警醒，严防“灯下黑”。加强业务

学习和实践锻炼，搭建业务交流平台。

全年共组织１５名干部分期、分批参加业
务培训。举办全区纪检监察干部培训

班，２２０名纪检专兼职干部参加培训。
加大挂职锻炼、轮训力度，４名基层干部
以学代训、以干代训。 （王　琦）

组织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党员 ９６２２９
人，年内新发展党员５８７人；共有党组织
３１１５个，其中党委７５个，党总支２９５个，
党支部２７４５个。２０１８年，区委组织部履
行好组织部门主责主业，坚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以全区大调研活动

为契机，突出抓好基层党建、干部队伍建

设、人才工作，抓好机构编制管理和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等工作，为推动“两区一体

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承载区和

城市功能转型的最佳实践区）升级版现

代化滨江新城区建设提供组织保证。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区
委组织部坚持经常性、近距离、有原则地

接触干部，通过联络员制度实现走访各

级单位全覆盖，结合工作调研、考核考

察、来信来访、评价测评、档案查核，全面

了解干部精神状态和作风状况。深化处

级领导班子“六必研”（换届前必研、届

中必研、机构调整必研、班子调配必研、

考核异常必研、问题冒头必研）综合分析

研判工作机制，开发使用区干部综合管

理系统，利用数据分析实现科学研判。

完成全区９个镇换届后调研，着重了解
班子运行情况和干部工作实绩。围绕党

政机构改革，启动领导班子调整研判，分

析新组建机构和涉及职能划转机构的领

导班子配备、调整情况。加强岗位统筹，

发现和使用高素质专业化干部，全年共

出台干部调整方案 ２３批次，涉及干部
１５５人次。完成区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等
相关工作任务，重点做好市、区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交叉任职清理工作，指导区

总工会、团委、残联、妇联、红十字会、科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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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等群团组织开展换届。

【开展干部教育培训】　宝山区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教育培训重中之重，先

后举办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班和处级

干部进修班等９期主体班次。突出专业
建设，提升专业思维，举办经济干部专题

班，提升领导干部做好经济工作能力；开

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基础性

知识培训，依托中央党校、市委党校等优

质教学资源，有针对性地安排１３０余名
局处级干部，参加上级部门调训选学，安

排全区各级各类干部３０００余人参加在
线学习和宪法培训。以上海新一轮干部

教育培训规划为契机，研究起草宝山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加强干部监督管理】　宝山区深化领
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组织全

区７００余名领导干部和 ４００多名年轻
干部调研对象进行集中填报，并分类开

展抽查，推动静态监督向动态管理转

变。结合企业兼职和社团兼职自查、经

济责任审计整改、信访核实等工作，构

建严在日常的监督体系。对各类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完善并落实

提醒函询诫勉等工作制度。严格执行

干部选拔全程纪实制度，加强对选人用

人的全流程监督。注意关口前移，严把

人选质量关，提前做好审核干部人事档

案、征求纪检部门意见等工作。考察干

部时执行“凡提四必”（干部档案“凡提

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凡提必

核”、纪检监察机关廉政情况的意见“凡

提必听”、反映有关问题的信访举报“凡

提必查”），讨论决定时落实“三个不上

会”（没有按规定进行酝酿动议、民主推

荐、组织考察的不上会，没有按规定核

实清楚有关问题的不上会，没有按规定

向上级报告或报告后未经批复同意的

干部任免事项不上会）要求，坚决防止

“带病提拔”。按照最严标准、最高要

求，对宝山超职数配备干部情况开展自

查，巩固专项整治成果。加强基层单位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指导和监督，严查各

单位执行《干部任用条例》、四项监督制

度等规定情况，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一报告两评议”（专题报告年度选拔

任用工作情况，评议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评议选拔出来的干部）制度，结合区

委巡视巡查、离任检查等工作，对全区

７２家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专项
检查。开展宝山区街道党工委对有关

职能部门派出机构负责人人事考核权

和征得同意权落实情况专项自查，提高

基层干部选拔任用规范性。牵头起草

《关于进一步激励干部在宝山现代化滨

江新城区建设中担当作为的实施意见》

及其配套文件，强化政治担当、责任担

当和使命担当。结合目标管理完善考

核评价机制，注重实绩考核，体现差异

化要求，调动和保护好各级干部的积

极性。

【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　宝山区开展
“六个一”（选配一个好书记、建设一个

好班子、带出一支好队伍、完善一套好制

度、建立一套好机制、创造一流工作成

绩）支部创建活动，严格执行“三会一

课”（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

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组织生活

会等基本制度，提升规范化水平。注重

梯队建设，按照不少于１∶２比例，建立居
村党组织书记队伍“蓄水池”。推进“一

村一居一大学生”计划，抓好大学生村官

工作，年内招录１２名大学生村官（首次
为公务员身份）。定向招聘５４名中国宝
武集团优秀员工到居民区任职，充实壮

大基层党建队伍。联合区工商联首次举

办宝山区“两新”组织经营管理者研修

班，组织“两新”组织主要出资人、党组

织负责人、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等３５人到
江西干部学院进行培训。继续办好“红

帆课堂”季度培训，重点围绕学习十九大

报告等主题，实施分层分类专题培训。

加强各领域党建分类指导，探索新兴领

域党建，巩固“两个覆盖”成果，年内非

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８２２％，社会组织
党组织覆盖率 ７０６％。完善“１＋１２＋
Ｘ”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责任体系，组建社
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及其党组织。加快在

符合条件的业委会成立党的工作小组，

覆盖率１００％。开展楼宇党建“３０版”
专项行动，完成全区商务楼宇及其党建

工作情况排查。抓好机关党员队伍建

设，防止“灯下黑”。推进国企党建３５项
重点任务，发挥企业党组织领导作用。

加强农村党建，贯彻落实区委对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部署，推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重点工作任务。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宝山区对接市
级人才高峰建设工程，制订宝山促进重

点领域人才发展工作方案，建立《宝山区

人才高峰项目储备库》，储备优势企业

５００余家。配合做好民革市委对宝山贯
彻落实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有关人才政策情况的专项民主

监督工作。继续实施人才工作专项考

核，修订完善考核指标，增强考核的客观

性和针对性。健全完善宝山人才政策体

系，做好新引进人才安居办法、企业骨干

人才专项激励办法等人才政策的推进落

实、政策兑现工作，并启动新一年度申报

实施工作。做好对第一批１４名青年储
备人才的服务管理工作，启动第二批储

备人才招录工作。调整修正“宝山区高

层次人才分类标准”，制定出台《宝山区

鼓励社会力量引荐高层次人才奖励办

法》《宝山区关于柔性引进人才的实施

办法》。推进宝山区“满意１００”人才集
聚工程，推行优秀人才服务樱花卡，并在

高境镇开展试点工作。创新人才服务体

制机制，制定《宝山区“１２３”人才服务体
系建设工作方案》，通过“晒出一本服务

菜单、搭建两个服务平台、实施三级服务

联动”模式，为人才提供“店小二”式的

全程服务。开通人才业务远程受理点５
个，举办创新创业人才巡回服务活动 ４
场，举办全区人才工作者培训班。统筹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开展市级以上高层

次人才培养计划的推荐申报，做好新一

轮入选中央及上海“千人计划”专家的

配套资金发放工作，继续实施区领军人

才、第八批拔尖人才和青年尖子培养计

划。发挥“宝山人才”微信公众号和宝

山人事人才网的作用，做好人才新政宣

传及落实。

【深化行政审批改革】　宝山区深化行
政体制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

简政放权等工作。实地走访２０多家党
政部门，梳理形成可能涉及调整情况汇

总表等基础材料，研究细化区级党政机

构改革各项工作任务。推进纪检监察体

制、社会信用管理体制以及法院、检察院

内设机构等相关领域改革工作。指导

２２家事业单位梳理行政职能，汇总形成
区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的行政职能目

录。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台

《宝山区行政审批目录（２０１８版）》，明确
１１７项“空窗”审批事项的承诺办理期
限，大幅压缩３７９项审批事项的办理时
限，审批提速走在全市前列。推进“三个

一批”（当场办结一批、提前服务一批、

当年落地一批）改革，明确当场办结、提

前服务事项３１０项，总量排名全市第三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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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梳理出台《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度当年落
地项目目录》。开展申请材料“兜底”清

理，共取消兜底条款事项３３项、明确细
化１５３项。坚持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建
设，形成２０１８版区级权责清单。贯彻落
实审批服务便民要求，形成区、街镇两级

“四办”（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

办）事项目录。出台《宝山区市场准入

行政审批目录（１０版）》，配合开展政务
服务事项校准工作，推动“互联网＋政务
服务”建设。

【加强机构编制规范管理】　宝山区严
格机关、事业单位编制、职数使用的审核

及备案工作，研究制定《宝山区机关事业

单位编制职数使用办法（试行）》《关于

政府购买服务人员额度核定办法（试

行）》。出台《宝山区机关事业单位机构

编制实名制信息督查办法（试行）》，开

展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实名制信息督查。

做好机构编制动态管理、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和法人公示信息抽查等工作，起草

《编办工作流程１０版》，推动机构编制
规范化建设。

【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　全区开展“十个一”（开一次专题
组织生活会、开展一系列学习十九大精

神专题党课、组织一系列“宝山党建云课

堂”线上学习、开展一系列“原原本本读

十九大报告和党章”活动、开展一系列

“重温入党誓词”活动、组织一次“走进

红色革命圣地”活动、推出一系列“党员

看宝山”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一系列学习

感悟展评活动、开展一系列十九大精神

知识竞赛活动、推出“我为‘活力滨江、

魅力宝山’献一计”）系列活动，推动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编发工作提示１３期，推动“两学一
做”（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

党员）工作落实。探索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宝山做法”，线上推出“十九大十

九测”学习载体，打造学习十九大精神

“指尖课堂”，近３００００名基层党员参与
学习互动。线下开展“学习十九大、践行

新思想”知识竞赛，从６个初赛分赛区、
２２７支队伍中脱颖而出的８支队伍参加
决赛。深化“宝山好党员、好支部”长效

机制，开展“学习十九大———争创三先锋

（岗位先锋、服务先锋、志愿先锋）”活

动，命名５０个区优秀党员示范岗、评选
表彰１０名居村党组织书记创新社会治
理标兵，激励全区党员干事创业的热情。

【完成居（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换届】　
全区以居（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换届为

契机，选优配强班子，培育素质过硬的

“带头人”队伍，共选举产生村党组织书

记１０４名、居民区党组织书记 ４２０名。
与上届相比，总体呈现“一降三升”：平

均年龄下降，居民区书记平均年龄４４５
岁，下 降 ４７岁 （８０后 ９５人，占
２２６％）；村书记平均年龄４８６岁，下降
０７岁（８０后７人，占６７％），老中青梯
队合理，整个队伍年富力强。学历层次

上升，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居民区书记

３７７人，占 ８９８％，提高 ９９个百分点
（上届７９９％）；村书记 ７９人，占 ７６％，
提高１２４个百分点（上届 ６３６％），居
村书记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程度有新

提高。新任比例上升，新任居民区书记

５５名，占１３１％（上届３０名）；新任村书
记２２名，占 ２１１％（上届 ３名）。一肩
挑比例上升，村书记比例 ３７５％，居民
区书记比例 ２７９％。在村居两委换届
中，共审查６００３名初步人选，并建立一
人一档制度。换届结束后，第一时间举

办新一届居（村）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

班，全区５２４名居（村）书记参加，区委书
记汪泓作开班动员。

【打造宝山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红色线

路】　区党建服务中心将探索党性教育
新方式与传承红色基因相结合，由区委

党史研究室提供史料，联合团区委等区

域化党建理事会成员单位，统筹区内红

色资源，筛选出 １３个有代表性的遗址
遗迹、纪念场馆，以宝山革命史、战斗

史、发展史为主要教学内容，打造１０—
１５分钟现场教学课，并优化组合形成
“逐浪”“绽放”“锤炼”三条党性教育现

场教学红色线路。线路“逐浪”，寓意

“乘风破浪”，有陈化成战斗过的吴淞古

炮台遗址、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淞

沪铁路吴淞站遗址、发展转型典型的半

岛１９１９文化创意产业园、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等 ４个现场教学点。线路“绽
放”，寓意“百花齐放”，有徐克强烈士

纪念像、一·二八无名英雄纪念碑、藻

北小学复名缘记碑、宝山民间艺术博览

馆、顾村公园 ５个现场教学点。线路
“锤炼”，寓意“百炼成钢”，共有罗店红

十字四烈士纪念碑、罗店老街“公大酱

园”、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纪念碑、宝山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４个现场教学点。
通过现场教学与配套教学相结合，历史

和现实、未来相结合，线上互动与线下

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发挥现场教学直

观、趣味、互动的功能和作用，提高党性

教育的实效性。区委组织部先后下发

《关于在全区基层党组织中普遍开展一

次党性教育活动的通知》《关于在全区

各基层党组织开展“党性教育现场教学

红色线路”相关配套教学的通知》，要求

全区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结合“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普遍开展
一次党性教育活动。自６月２８日启动
至年末，近３６万名党员、８６７个党支部
重温宝山红色历史。

【抓好年轻干部培养】　宝山区推进年
轻干部培养“砥砺工程”，着眼年轻干部

成长全链条，确保年轻干部数量充足、质

量优良。结合市委“７８９”（“７０后”局级
干部、“８０后”处级干部、“９０后”科技干
部）年轻干部调研工作，对８０后处级干
部、９０后科级干部开展延伸考察，实地
走访单位１５家，累计访谈３２０余人，全
面了解年轻干部现实表现。更加注重把

工夫下在平常，通过日常谈心谈话、联络

走访，多渠道发现年轻干部，形成动态发

现储备机制，扩大年轻干部“蓄水池”。

联合区级机关党工委、公务员局、团区

委、区委党校等单位，共同开展年轻干部

座谈、干部论坛、青年成才成长计划系列

活动等，根据年轻干部需求，量身定制

“理论廉政、能力素质、市情区情、人文修

养”等方面的精品课程，培养年轻干部基

本能力，提升综合素养。召开年轻干部

工作会议，巩固２０个年轻干部实践锻炼
基地，聘请５０名领导干部分类分级担任
导师和带教老师，遴选５０名优秀年轻干
部到街镇、园区、委办局、国有企业开展

为期９到１２个月的实践锻炼。开展“年
轻干部在行动”系列活动，增强年轻干部

对全区中心工作的参与度和感受度。先

后选派近６０名年轻干部到区委巡查组、
创全办、信访办、南大地区等全区重点部

门、重要工作和重大项目开展锻炼；选派

近２０名年轻干部参加对口支援新疆、云
南等工作。建立年轻干部“一人一档”，

通过工作实绩、活动表现、学习情况、季

度评价、调研报告、座谈体会等客观记录

实际表现，描绘年轻干部成长轨迹，加强

培养效果研判。

【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宝山区加
强党建引领创新社会治理，依托“社区

通”平台，加强线上线下联动，推动“四

治一体化”（自治、共治、德治、法治一体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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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加大“社区通”———“党建园

地”版块建设力度，拓展“双报到、双报

告”（驻区单位党组织到社区党组织报

到、在职党员到居住地党组织报到；各

级单位党组织要向上级党组织报告在

社区发挥作用的情况、每名党员要向所

在党组织报告在社区发挥作用的情况）

版块功能，作为深化“党员到社区、人人

做公益”志愿行动、落实“双报到、双报

告”制度的有效载体，引导党员群众服

务社区、服务群众。至年末，５１４万余
名居村民实名加入“社区通”，覆盖近

４０万户家庭，５万多名党员在“社区通”
上亮身份、作表率。深化区域化党建工

作，建立区、街镇、居民区三级区域化党

建联席会，健全理事会成员定期沟通和

片区联络制度，推进联席会实体化运

作。召开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域化党建联
席会第一次理事会，发挥区域化党建联

席会整合资源作用，排摸资源清单２０８
条、需求清单１７８条，推出“服务区域发
展”“服务民生实事”“党员教育管理”

“社区志愿公益”等四大类１５１项党建
项目，以项目化的方式引导驻区单位参

与共治。推动区域单位人才挂职锻炼，

加大区域单位人才共育力度。落实长

三角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求，探

索“毗邻党建”，与南通市委组织部加强

对接，发挥双方党建工作优势和特色资

源。探索开展网格化党建工作，制定

《宝山区推进网格化党建的实施办法》，

综合考虑地域分布、党组织和党员规

模、驻区单位数量以及党建资源等因

素，灵活设置１００个党建网格。探索新
兴领域党建，巩固“两个覆盖”成果，年

内非公企业党组织组织覆盖率８２２％，
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 ７０６％。完善
“１＋１２＋Ｘ”（区“两新”党建工作协调
指导小组、１２个街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建立的联合党组织、若干个业务主管单

位党组织）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责任体

系，组建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及其党组

织。加快在符合条件的业委会成立党

的工作小组，明确党的工作小组职责，

覆盖率１００％，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开
展楼宇党建“３０版”专项行动，完成全
区商务楼宇及其党建工作情况的排查。

抓好机关党员队伍建设，防止“灯下

黑”。推进国企党建３５项重点任务，发
挥企业党组织领导作用。加强农村党

建，贯彻落实区委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部署，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工

作任务，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

的组织保证。

【完成年度基层党建重点任务】　宝山
区完善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党员涉嫌违
纪违法信息通报情况”“基层党组织按

期换届整改情况”“失联党员情况”３项
数据库。加强党务工作培训，编制《宝山

区基层党务实务工作手册》《宝山区“两

新”党务工作实务操作１００问》，举办基
层党务干部实务培训，开展党管系统工

作人员培训，提高基层党建信息化管理

工作。严格落实发展党员工作要求，形

成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７年宝山发展党员工作
报告，开展发展党员违规违纪自查工作，

对全区２０１５年以来２０００多名新发展党
员的发展工作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加强

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工作，联合区审计

局开展常规党费和清理收缴党费专项检

查，研究制定《宝山区党费收缴使用管理

办法》。持续做好失联党员规范管理和

组织处置工作等。

【加强党建服务中心建设】　宝山区加
快推进区党建服务中心搬迁改建项目建

设。健全“区党建服务中心 ＋街镇社区
党建服务中心＋党建服务站点”模式，形
成“１＋１２＋４８７”（１个区党建服务中心，
１２个街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４８７个党
建服务站）的党建服务体系。坚持实体

化运作，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加强党建服务体系建设，并将其作为

区域化党建工作的主要承载阵地。开展

“回眸初心　党徽闪耀”系列主题活动，
主要为面大量广小微非公企业，为工作

岗位流动性强、工作环境多样性、组织归

属跨单位的“两新”党员提供“有主题、

有共识、有讨论、有行动”的支部主题

党日。

【推进“党建社建群建”融合发展】　宝
山区完善组建联动、队伍联育、项目联

办、阵地联建、宣传联推和成效联考“六

联”机制，组织开展年度“红帆港”党群

活动，策划开展“责任担当篇”“社区公

益篇”“志愿服务篇”“儿童关爱篇”“树

精气神篇”等五大类１２个单项活动。完
成３０家宝山区“红帆港”服务站示范点
和“两新”组织党群阵地示范窗口创建

活动，指导推进新一轮９家宝山区第二
批升级版“红帆港”党群服务站示范点

和１６家第三批“两新”组织党群阵地示
范窗口的创建工作，力求打造党群服务

一体化的多功能平台。

【贯彻落实基层党建责任】　宝山区深
化基层党建责任制，明确基层党建工作

内容、工作要点和工作推进时间节点，制

定全区４８２项基层党建年度任务清单，
推行定责、履责、述责、评责、问责“五责

工作法”，压实基层党组织书记责任。年

内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

会，共测评１２５９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强
化各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组织书记抓基

层党建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有效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刘　娴）

宣传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宣传部门围绕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工作主线，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

作的领导权，做深做实理论舆论，厚植厚

培文化文明，推动推进创全创建，为加快

建设“两区一体化”（成为发展战略新兴

产业的重要承载区、城市功能转型的最

佳实践区，迈向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

升级版现代化滨江新城区统一思想、凝

聚力量。（１）理论学习。制订下发２０１８
年度区、处两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

方案（意见），加强处级单位中心组学习

情况通报制度和督查力度。区委中心组

全年开展 １７次集中学习，“打响‘红帆
港’品牌，打造‘社区通’平台，宝山区大

力加强理论学习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

新”课题被评为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党委
（党组）中心组学习实践创新成果优秀

项目。开展实地参观、专家讲座等学习

活动，区委中心组成员交流学习体会，相

关学习在各街镇（园区）设视频分会场

扩大学习覆盖面。分别向区、处两级中

心组推荐下发自学书目与学习资料。报

送“勇立潮头———上海市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大型主题展览展品 ２００余项，
逾１５万人次参观。区、街镇两级理论
宣讲团开展党的十九大巡回集中宣讲近

２０００场次，听众１７万余人次。举办“新
时代·新气象·新作为”———首届宝山

区百姓宣讲员“微宣讲”比赛。罗店镇

“罗店新声”宣讲团被评为上海市“基层

理论宣传先进集体”，杨行镇宣讲员陆玉

妹被评为上海市“基层理论宣传先进个

人”。（２）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央、上海
市新闻媒体组织刊播报道２６２２篇（条、
幅），２０１８年２月８日《人民日报》头版
头条头段刊发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开展大

调研工作的谈话内容。配合举办“大江

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主题

９５

宣　传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２日，“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首届宝山区百姓宣讲员“微宣讲”展演活动在
宝山广播电视台举办 区委宣传部／提供

志愿者参加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活动 区文明办／提供

采访和“诗话长江”诗歌吟诵会活动，市

委宣传部致感谢信，中央电视台进行现

场直播，《求是》杂志刊载相关内容。宝

山区与人民网签定战略合作协议，人民

网实况直播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中

央电视台、东方卫视在罗泾直播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推进区委网信办实

体化运作，制订《宝山区各级党委（党

组）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实施方案》《宝山

区网络信息安全应急响应预案》等。召

开区政务新媒体矩阵和自媒体联盟工作

会议，启动区级、街镇两级核心网评员管

理系统建设，规范新媒体发展，对违规微

信公众提请行政处罚。利用“宝告汀”

微信工作群，及时引导处置舆情。开展

全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查和

网络安全宣传月活动，维护保障网络安

全。制定下发《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党委（党
工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内

容》，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党委（党组）班

子集体领导、分工明确、执行有力的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体系，完善主要领导负总

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宣传部门负责人协

调推进、相关部门负责人抓好落实的工

作架构。（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成立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

区，简称“创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建

立１０个专项工作组，拟定《创全三年行
动计划》《创全十大工程》，组织实施

《２０１８年创全 ３０项专项行动》。制定
《创全绩效考核办法》和实施细则，编制

《创全短板清单》《创全任务分解表》《创

全指导手册》等。以专项行动、主题园

月、集中行动周和劳动竞赛等为抓手，全

面推进创全工作常态化、全覆盖。在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文明进步指数测评总成

绩中位列郊区第３名。开展爱国主义主
题教育活动，组织开展宝山区庆祝改革

开放４０周年、“撤二建一”３０周年主题
活动。举办“奋进新时代·红色滨江

情”微电影大赛，６部微电影作品在第四
届上海市民微电影节上获奖。开展

“２０１８感动宝山人物”评选活动。罗店
镇周汉康入选 ２０１８年 ５月“中国好人
榜”。高境镇朱志仁当选２０１８感动上海
人物提名奖。区卫计委封红伟、徐永慧

入选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好人好事提名。举办“宝山区民俗文

化公益宣传作品展”。举办首届网络文

化节，开展“秀美宝山大家赞活动”等主

题活动。对中小学生开展“学习和争做

新时代好少年”“看成就、谈体会”微言

微语评选、“唱成就、畅梦想”歌曲创编

传唱等活动。制定文明单位、文明小区、

文明村３个《创建实施办法》，启用区级
在线创建系统，组织开展全覆盖培训和

测评。开展文明家庭创建，１０户家庭入
选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文明家庭；
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成立“宝山区学校家

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高境一中周圆

圆被评为上海市“十佳”美德少年，５人
获评上海市“百优”美德少年。开展文

明交通创建，举办“守法有序、文明礼

让”———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深化文明交通创
建暨“５２５”交通安全宣传日主题宣传活
动。友谊路街道张秋芳获评２０１８年上
海市文明交通好市民。开展文明居住专

项治理行动和“文明迎进博”窗口服务

水平提升行动。加大志愿服务项目供需

对接，制定《宝山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建

设评估标准》《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文明单位
志愿服务联盟工作方案》。承办上海市

政府实事项目“完善社区志愿服务中心

民生服务功能”总结交流会，开展志愿服

务大课堂培训项目，举办“同沐阳光　共
享健康”———宝山区３·５学雷锋志愿服
务暨第２５届上海市医苑新星大型义诊
活动。推出首批８家“文创＋”市民修身
基地。打造“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

行”、市民艺术修身导赏计划和阅读马拉

松赛事等修身活动。全区超过２２万名
市民在上海学习网注册学习，２０１８年上
海市民修身行动现场推进会在宝山区

召开。

【开展“２０１８感动宝山人物”评选活动】　
５月起，区文明委组织开展“２０１８感动宝
山人物”评选活动，发挥身边榜样的带动

引领作用。活动共收到组织和群众推荐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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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候选人材料１３２份，经评委会初评、公
众网络点赞、组委会审定、社会公示等程

序，最终评选出“２０１８感动宝山人物”１０
名和“２０１８感动宝山人物提名奖”１０名。

【举办“奋进新时代·红色滨江情”微电

影大赛】　６月起，区委宣传部举办“奋
进新时代·红色滨江情”第四届微电影

大赛。活动期间，共收到来自２０家单位
的３５部微电影作品，并从中评选出综合
类、剧情类单元一、二、三等奖作品、优秀

影片奖和优秀组织奖等奖项。其中６部
作品在市级评选活动中分获剧情类单元

金奖、银奖、专题奖及优秀影片奖，区委

宣传部获优秀组织奖。

【召开区精神文明建设暨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动员大会】　６月５日，宝山区召开
区精神文明建设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动

员大会，全面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

名区）工作。会上，启动全国文明城区创

建“亮灯工程”靶点动态管理信息系统

并部署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潘敏，区领导

汪泓、李萍、范少军、丁大恒等出席会议。

按照创建计划，２０１８年为夯实基础年，
２０１９年为完善提高年，２０１０年为达标冲
刺年，确保２０２０年成功获得全国文明城
区提名资格。

【承办市“市民修身行动”现场推进会】

　７月１８日，２０１８年上海市民修身行动
现场推进会在宝山区智慧湾科创园召

开。会上，市教委、市级机关工委、静安

区、松江区、国网电力公司和智慧湾园区

等６家单位汇报交流，启动市级“红色文
化”修身路线，并为宝山区文创园区“市

民修身”基地授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文明办主任潘敏，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赵懿出席会议。

【举办首届百姓宣讲员“微宣讲”展演活

动】　１２月１２日，区委宣传部举办“新
时代·新气象·新作为”首届宝山区百

姓宣讲员“微宣讲”展演活动，区领导汪

泓、李萍、范少军、丁大恒等出席活动。８
月—１０月，组织开展首届宝山区百姓宣
讲员“微宣讲”比赛，最终评选出综合类

和故事类两个类别一、二、三等奖作品共

１３部、优胜奖１１部和优秀组织奖７家。
（程晓）

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基地名称 地　址 电话 开放时间

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馆 宝山区上大路５５号 ８１８０３６３７ 需提前一周以上预约（如有特殊情况，不对外接待）

表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基地名称 地　址 电话 开放时间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宝山区友谊路１号 ６６７８６３７７８０１３ ９∶００—１６∶００（周一闭馆）

陈化成纪念馆 宝山区友谊路１号 ６６７８６３７７８０１３ ９∶００—１６∶００（周六闭馆）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区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 ５６１０９６６７ 周一至周五８∶３０—１５∶００（仅限团体参观）

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 宝山区武威东路７６号 ６６６７０６６０（预约参观） ８∶３０—１６∶００（周一闭馆）

上海解放纪念馆 宝山区宝杨路５９９号 ５６１０８２７７ ８∶３０—１６∶００

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 宝山区宝杨路１号 ３１２７５９９９ ９∶００—１６∶３０（１５∶３０停止售票），国定节假日９∶００—１６∶４５（１６∶００停止
售票），（周一闭馆）

表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基地名称 地　址 电话 主管部门 开放时间

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纪念碑
四元路 １８７号（南门）、龙镇路 ６
号（北门）

５６６４６５４９ 月浦镇文明办
４月１日—６月３０日５∶００—１８∶００；
７月１日—９月３０日５∶００—１９∶００
１０月１日—３月３１日６∶００—１８∶００

罗店红十字纪念碑 罗店镇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 ５６８６５６７７ 上海市红十字会 ８∶００—１６∶００

陈伯吹公墓 罗店镇苗圃路３５０号 ６６８６６８９６ 罗店农副经营公司 ８∶００—１６∶００

宝山烈士陵园 宝杨路５９９号 ５６１０８２７７ 宝山区民政局 ８∶３０—１６∶００

徐克强烈士纪念碑 淞良路３００号（淞南公园内） ５６１４１５３０ 淞南镇宣传科 ５∶００—１７∶００

吴淞开埠广场 淞浦路４７０号 ５６８４２７７２ 吴淞街道 每天开放

“警钟长鸣、永志不忘”———侵华日军罗泾
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碑

陈东路１２１号 ５６８７１２５４ 罗泾镇社会事务服务
中心

每天开放

藻北小学纪念碑 共富路７５号 ３３７０６３２９
５６０４０７３０ 顾村镇青保办 双休日（预约）

一·二八淞沪抗战无名英雄纪念碑 爱辉路１９８号 ６６９８３８７２ 庙行镇宣传科 双休日（需预约）

宝山区档案馆 淞宝路１０４号 ５６１６１３９３
５６４５３２７３ 宝山区档案局

周一到周六８∶３０—１１∶３０；
　　　　　１３∶００—１６∶３０

（程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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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

２０１８年２月６日，区委统战部在上影国际影城举办“不忘初心　同心同行”宝山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新联欢会 摄影／李放明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委统战部增强凝聚
力、汇聚正能量，在党派、民族、宗教、对

台、侨务和非公经济等方面取得新成效。

（１）多党合作。坚持并完善“高层次、小
范围谈心会”“季度座谈会”“区情通报

会”等工作机制。协助区委召开全区统

战工作会议、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开

展政党协商，协助区委拟定党际协商（会

议）方案。协助区委举办纪念中共中央

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座谈会，区委书
记汪泓出席并讲话。举办纪念中共中央

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主题报告会暨
演讲会，特邀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姚

俭建作专题报告。联合区政协召开区情

通报会，分别听取区领导通报平安宝山

建设、城市文化软实力情况。拟定《关于

委托各民主党派区委（总支）对区城市

精细化管理工作开展专项监督的建议方

案》并经区委办转发。召开专项民主监

督工作推进会。牵头召开党外代表人士

季度例会暨专项民主监督工作年度总结

会，形成专项民主监督报告报区委审议。

推进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交叉任职

调整工作，提出政协委员、政协常委人选

调整建议方案。配合区委组织部对政协

委员人选进行审查。完成１８名政协委
员增补工作，筹备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

常委选举工作。（２）民族宗教事务管
理。通过重点讲座、知识竞赛等形式，宣

传新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组织民

族宗教团体班子成员参观红色教育基

地。完成市委对区民族和宗教工作落实

情况的联合督查。推进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
年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开展民族工

作“八进”（进家庭、进机关、进社区、进

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寺院、进军营）

活动，街镇参与率达１００％。完成１９２家
清真食品网点专项监督检查工作。落实

全区４００余名困难少数民族群众学生走
访慰问工作。开展以“学习”为主题的

文明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创建达标

率超９０％。完成２３个宗教场所年度监
督检查、安全专项检查和财务审计。开

展爱国爱教教育，鼓励宗教团体参与社

区慈善公益服务，全年各类慈善捐赠共

计百万余元。完成全区９个佛教场所春
节期间对外开放安全组织工作。指导区

天主教爱国会组织近４００名信众到佘山
进行５月朝圣。完成新疆喀什地区三批
次共计 １６５名爱国宗教人士的接待工
作。协调解决基督教杨行堂临时过渡房

改造和迁建事宜。制定《关于落实基层

民族宗教事务管理三级工作网络两级责

任制的实施意见》，并由区委转发，落实

街镇、居村两级民宗工作责任清单。

（３）非公经济工作。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制定“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方案

和任务清单，召开民营企业援疆援滇动

员会。组织民营企业到宝山区对口的云

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曲靖市、新疆叶城

县考察，开展助贫帮扶工作。组织３５家
企业与对口地区３５家贫困村结对。举
办“宝山区‘两新’组织经营管理者研修

班”。联合复旦读书会，举办学期一年的

区工商联企业家培训班（首期）。开展

中美经贸摩擦对区中小微企业影响的调

查。完成２０家产值过亿元以上规模企
业调研，组织３００多家企业进行“上海市
民营企业营商环境”“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人才政策落实情况”“最低工

资标准实施情况”“军民融合普查”“一

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等调查。举办第十

四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聚焦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进行探讨交

流。建立市工商联系统所属商会首家教

育培训示范基地。开展２０多次政策解
读、技能培训、党建培训、银企对接活动。

举办民营企业文化观摩会。编印下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实务手册》。

推进“网上工商联”，开发建设“智慧工

商联云平台”。研究拟定《宝山区关于

促进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和发展实施方

案》。组建成立物流、钢结构２个商会党
支部。指导大场镇商会、宝工园商会先

行先试社团登记。统一所属２０个基层
商会标牌、公示栏，开展基层商会“亮牌

工程”。举办组织所属商会开展《全国

工商联章程》、“四好”（班子建设好、团

结教育好、服务发展好、自律规范好）商

会建设培训。（４）台侨工作。联合区发
改委召开贯彻落实国台办“３１条”和市
台办“５５条”惠台政策工作座谈会。组
织召开政策宣讲座谈会，制作印发《宝山

区贯彻国台办、市台办惠台政策服务指

南》手册。与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多次协

调沟通，落实好台湾居民居住证申领工

作。配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召开

“一·二八淞沪抗战两岸历史研讨会”。

接待安排多批次台湾人士参观淞沪抗战

纪念馆。协助完成海峡杯篮球系列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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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落地。做好组团赴台考察交流。围

绕“法护侨益、情暖侨心”主题，组织全

区开展侨法宣传月活动，先后发放宣传

资料１２９６０份，受众３２４７０人。开展“侨
界至爱”品牌服务活动。做实对早期归

侨扶侨帮困工作，做好重大节日走访慰

问。举办第十五届“老归侨回家过年”

系列活动及“侨界人士喜看新变化”活

动。做好有关华侨身份认定、回国定居

办理出证等工作。健全完善涉台涉侨信

访投诉协调工作制度和法律顾问制度，

年内受理信访案３８件次。引导、支持欧
美同学会、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等台侨

社团开展交流学习、沙龙等活动。组织

区台联会开展与虹口区、太仓市台联会

友好共建签约仪式活动，牵头协调欧美

同学会与太仓市留学人员联谊会开展交

流学习。完成三个街镇的“新侨驿站”

平台建设。（５）统战宣传。举办２０１８年
宝山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新联欢会。

举办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
“同舟颂”合唱比赛，活动共有１０００余人
参加。会同区档案馆举办“镜头中的变

迁”统一战线摄影作品展，区四套班子领

导参观摄影作品展。联合民革市委、中

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举办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第三届全国

新钢笔画学术展。举办“我与宝山共成

长”主题征文活动。举办“宝山缘·笔

墨情”———传奇画家富华先生花鸟作品

展。召开２０１８年统战信息宣传调研工
作会议暨区统战理论研究会年会。定期

出版《宝山统战》双月刊。全年共有４篇
建言获市领导批示。经验交流文章《以

先进文化为引领展开统战工作》作为亮

点工作刊登在《中国统一战线》（２０１８年
第１０期）。区委统战部被中央统战部中
国统一战线杂志社评为“中国统一战线

宣传先进单位”，王豪、盛红珠分别获

“中国统一战线宣传标兵”及“中国统一

战线宣传先进个人”称号。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７日，区委统战部在宝山区图书馆举行“善行滨江 大爱至简”慈善义拍义卖活动
摄影／李放明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建

设】　宝山区坚持“挂实职、行实权、干
实事、出实效”工作理念和“一条线分

管，一把手带教，一线法工作”机制。完

成对第九批９名挂职干部的考核鉴定工
作，启动第十批挂职工作。３月２日，市
委统战部召开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会

议，宝山区作为４个挂职基地代表作交
流发言，并与市委统战部签订《继续共建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宝

山）协议书》。组织开展“走进上海图书

馆”学习交流会暨历批挂职干部“回娘

家”活动、“走进上师大”“走进高境”学

习交流会、“看宝山、建良言”参观学习

活动。组织挂职干部开展红色之旅学习

考察。

【“海上新力量·宝山宝”品牌建设】　
宝山区在“逸仙雅苑”建立“宝山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之家”“宝山宝·自由职业

艺术家联盟”活动基地，邀请市新社会阶

层联谊会会长、胡光律师事务所主任胡

光作专题报告。组织“宝山宝·自由职

业艺术家联盟”成员开展“看宝山、建良

言”活动、参加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

口号”７０周年主题报告会。组织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到静安区、杨浦区考察。指

导街镇成立新阶层联谊会分会组织。举

办“海上新力量·宝山宝”爱心义拍活

动，拍卖１１名“宝山宝·自由职业艺术
家联盟”成员创作的２１幅（件）书画作
品，共筹得善款３１２万元，善款全部注
入区慈善基金会“思源报恩”新阶层专

项资金。组织“海上新力量·宝山宝”

自由职业者联盟成员等到云南维西傈僳

族自治县开展扶贫助学活动。

【举办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
周年系列活动】　４月，宝山区举办中共
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征文活动，
并将优秀征文在《宝山统战》杂志（２０１８
年第三期）上进行刊登。４月 １９日，举
办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
年主题报告会暨演讲会，各民主党派区

委（总支）、区知联会班子成员、市第十

批党外挂职干部、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

士等共１５０余人参加。４月２６日，组织
全体机关干部和市第十批党外挂职干部

前往上海图书馆参观“不忘合作初心继

续携手前进———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

一口号’７０周年手迹展”。５月３日，协
助区委举办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

号”７０周年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政协主席丁大恒

等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全区有关单

位负责人共１００余人参加会议。

【举办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舟颂”合

唱比赛】　６月２６日，宝山区在宝山电
视台举办宝山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

舟颂”合唱比赛。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沈伟民，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

记秦冰，副区长陈筱洁，区政协副主席张

晓静出席。宝山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共

１０００余人参加活动。

【举办“宝山缘·笔墨情”———传奇画家

富华先生花鸟作品展】　６月 ２７日，区
委统战部牵头在区政府机关大楼一楼大

厅举办“宝山缘·笔墨情”———传奇画

家富华先生作品展开幕式，展出近百幅

富华先生花鸟作品。区委常委、统战部

长沈伟民，以及有关部门领导和有统战

成员５０余人参加活动。

【举办“我与宝山共成长”主题征文活

动】　７月，宝山区举办“我与宝山共成
长”主题征文活动，共收到来稿 １６０余
篇，其中挑选 ８３篇优秀作品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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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宝山共成长》征文集。

【举办“镜头中的变迁”———宝山区统一

战线摄影作品展】　９月２９日，区委书
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区政协主席丁大恒

等四套班子领导参观由区委统战部与区

档案 馆 联 合 举 办 的 “镜 头 中 的 变

迁”———宝山区统一战线摄影作品展。９
月３０日，摄影作品展开幕式在区政府一
楼大厅正式举行，活动邀请统战人士及

摄影家代表等５０余人参加。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６日，区委统战部在宝山电视台举办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舟颂”
合唱比赛 摄影／李放明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区委党校全体教职工赴嘉兴南湖参观瞻仰革命纪念馆和红船
区委党校／提供

【举办“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第三届

全国新钢笔画学术展】　１２月２９日，区
委统战部与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术

委员会、民革上海市委、上海逸仙画院等

单位联合举办“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
第三届全国新钢笔画学术展。展览在区

政府一楼大厅进行巡展，共有１１９幅作
品，其中１００幅为入选作品、１２幅为评委
作品及７幅特邀作品。

【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联谊会组
织召开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简称

“知联会”）迎新联欢会、会长例会、会长

沙龙、理事会议等活动。与北京市社会

主义学院联合举办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

会培训班。开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为主题的知音论坛、“走进腾讯”系

列、知音沙龙、亲子活动等区知联会品牌

活动。组织骨干会员参观中共一大、二

大会址，与松江区知联会开展学习交流

活动。慰问和帮扶云南失心病患儿，为

海江二村社区居民开展健康讲座。

【中华职业教育社】　中华职业教育社
为社员开设陶艺、茶道技能培训课程。

完成《上海职业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宝山区职业教育集团运行分析及对策

思考》《区职教社社员中党外代表人士

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成情况调研》３
篇调研课题。组队参加第六届“中华

杯”职业技能竞赛，获花艺项目个人一等

奖和二等奖、数控项目团体第六名。完

成市职教社开展温暖工程统计和对团体

社员学校新疆、西藏等八地在校生人数

排摸工作，协助市职教社做好市社换届、

助学金发放等工作。３月２６日—３１日，

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率区中华职

教社领导班子一行８人到江西景德镇，
与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开展

职业教育考察交流，拜访刘远长、刘伟、

何炳钦等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７月１５
日，配合开展“７·１５”世界青年技能展示
日活动，组织各类人员参观和体验西点

烘焙、茶艺、插花、陶艺等项目，宣传宝山

区职业技能培训政策。９月 ６日，区委
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率区中华职教社

领导班子一行９人，到上海中心参观“宝
库匠心馆”国家级艺术大师刘伟陶瓷作

品展。 （王　豪）

区委党校
【概况】　２０１８年，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
党校、宝山区行政学院（以下简称“校

院”）坚持“党校姓党”，推进教学科研、

管理保障和党的建设，完成全年各项工

作。至年末，在编 ３３人，其中参公 １３
人、事业２０人。事业编中，教师 １４人。
教师中，副高职称２人，讲师职称８人，
助教职称 ４人，全部为硕士以上学历。
校院年内被国家机关管理局、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评为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全
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被上海市

文明办评为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度（第十
九届）上海市文明单位，钱锴钢被上海市

国家保密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评为市保密工作先进个人。（１）教学培
训。全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２２期、２８５０
人次。其中：主体班 １６期、２１５９人次
（含处级班９期，１１２７人次）；委托培训
班２期、９７人次；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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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日，区委党校、区行政学院举行“思想的光芒———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主
题展揭幕式 区委党校／提供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区委党校（行政学院）全体教职工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炮台湾湿地公园
开展庆祝教师节党性教育团建活动 区委党校／提供

期，５９４人次。开设各类专题讲座 １４３
讲，校院教师共４７讲，校内授课平均评
优率９３％。（２）科研工作。校院教师公
开发表论文１７篇，参加各类研讨会和征
文活动８次，提交论文１９篇，其中１篇
论文获研讨会优秀论文。申报１项市哲
学社会科学课题、５项市委党校课题、２
项区机关工委年度思政课题；新立项课

题４项，其中２项市委党校年度课题，２
项中共四大课题；完成２项市委党校系
统课题结题。《开拓》杂志共出版６期，
发表各类理论文章１２８篇，重点围绕高
质量经济发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城市基层党建、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等主题，宣传报道 ６家基层单
位。其中，配合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撤二建一”３０周年主题宣传活
动，出版“改革开放再出发”专刊，全景

式展现宝山３０年的发展历程、特色经验
和理论思考。专刊也是首次由党校主

导、全区参与、协同推进，共同完成的一

个尝试。（３）管理服务。共保障各类会
议、培训、演出９５４场次，近 １０万人次，
完成自助餐 １７次、用餐保障近 ３万人
次，按照工作日计算，场地日使用率达

４５６场次，日接待人数４６０人次。完成
屋顶防渗漏改造工程、光伏发电项目、中

国艺术节会场修缮等重大项目。（４）队
伍建设。１０余名教师参加中央党校、人
民大学、市哲社等专题培训，２名教师参
加市委党校访学，１名教师赴美参加培
训，１名教师到区公务员局轮岗交流，４

人次参加市委党校系统培训，２人参加
第１５届长三角地区党校校长论坛。完
成５名参公及事业人员的招录，办理 ５
名人员调任、流动及退休手续，聘任１名
会计师中级职称，３名科级干部试用期
转正。

【提升干部教育培训成效】　区委党校
年内把学习研究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办学办班的

头等大事，全年举办５期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把

全区处级干部轮训两遍。把党性教育贯

穿始终，举办两期处级干部进修班暨党

性修养班，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性

修养与廉洁从政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滨江新城区４个教学板块，组织学
员到河南林县红旗渠开展党性教育，开

展学员在线组织生活，学员提交学习感

言近２００篇约７万字，完成约３５万字的
党性剖析材料。注重新课开发应用，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为主线，完成８门新
课开发，其中处级党性修养班教学应用

４门新课，平均评优率达 ９３３％。坚持
“送教上门”，有３名教师分两批次到云
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开展党的十九大精

神专题教育。

【打造宝山党性教育共同体】　宝山区
推动“三个一”（一次社区党校工作推进

会、一次基层党校辅导、一个教学导师举

措）工作体系，形成“三个共享”（师资资

源共享、课程体系共享、教学基地共享），

打造具有宝山特色的党性教育共同体。

罗泾镇社区党校课程“从农民房屋变迁

看罗泾变化”在教学导师指导下获市级

社区党校精品课称号。参与区委宣讲团

并指导基层街镇和基层党委开展宣讲工

作，发挥宣讲链的联动效应，做好区首届

百姓宣讲员微宣讲比赛评委工作。参与

区“红色宝山寻访”活动，１名党员教师
被聘为区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红色线路讲

解志愿者，并获区“红色宝山寻访”党性

教育演讲大赛三等奖。校院《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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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委党校办班情况
序号 时　间 班　次　名　称 参加人数

１ ３月３０日 区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 １６６人

２ ４月２日—４日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第一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总第２６期） １５４人

３ ４月１３日—１４日 ２０１８年处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１５５人

４ ４月２０日—２１日 ２０１８年处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

１５６人

５ ５月１１日—１２日 ２０１８年处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１３４人

６ ５月１４日—１６日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第二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总第２７期） ２６０人

７ ５月１８日—１９日 ２０１８年处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１４２人

８ ５月２１日—２２日 宝山区人事干部业务培训班 １４５人

９ ５月２５日—２６日 ２０１８年处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１４９人

１０ ５月２８日—３０日 宝山区“两新”组织女性人才培训班 ５２人

１１ ６月６日—９日 宝山区经济干部专题培训班 ８６人

１２ ６月１４日—７月２８日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第一期处级干部进修班暨党性修养培训班 ６６人

１３ ６月１４日—７月２０日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居民区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班 ４１９人

１４ ６月１４日—７月２０日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村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班 １０４人

１５ ７月２日—７日 宝山区第十四期马克思主义青年基本理论读书班 ４５人

１６ ９月３日—５日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委党校第三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１６１人

１７ ９月７日—１３日 宝山区２０１８年新录用公务员入区培训 ９１人

１８ ９月１９日—２１日 宝山区新任科级领导干部任职培训班 １６８人

１９ １０月８日—１３日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共青团干部和青年干部（青联委员）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６０人

２０ １０月１０日—１２日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委党校第四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１９人

２１ １０月１１日—１１月２４日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第二期处级干部进修班暨党性修养培训班 ７３人

２２ １１月２２日 宝山区“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第四期培训班 ４５人

（夏玉宾）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６日，区社院代表队参加“同舟颂”歌咏比赛 区社会主义学院／提供

会主义伟大胜利──党的十九大报告精
神解读》宣讲稿上报市委宣传部，参选基

层优秀理论宣讲报告评选。

【举办党校“撤二建一”３０周年座谈会】
　１０月 １７日，区委党校举办庆祝改革
开放４０周年、宝山区及区委党校“撤二
建一”３０周年座谈会，区委常委、组织部
长、区委党校校长李峻、市委党校、市行

政学院副校长谢根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来自市党校系统（行政学院）的校领导、

区委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区委党校

历任领导班子成员和教职工近９０人参
加会议。会议召开前，与会人员观看“不

忘初心党校人，牢记使命再出发”区委党

校建校３０周年主题展览和校庆宣传片。
活动期间完成“５个一”活动，即一本老
相册、一部专题短片、一个主题展、一本

成果汇编、一本《开拓》专刊。（夏玉宾）

区社会主义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
坚持“社院姓社”办学方向，突出“民主

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党校、统一战线

人才教育培训主阵地、统一战线高端智

库”三大职能，强化政治共识和意识形态

工作，提升社院建设科学化水平，全面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１）教育培训。完成
区民主党派、工商联、知联会班子成员培

训班、区党外青年骨干培训班、区党外知

识分子联谊会会员培训班、区台侨、民宗

工作专题培训班等共 ２１期，培训学员
１４７２人次。（２）理论研究。征集论文
１５０余篇，其中８９篇编入《２０１８年度统
战理论研究论文集》。筹备统战理论研

究会换届工作，初步拟定新一届研究会

成员名单，并报区分管领导。（３）“大调
研”活动。领导班子成员先后走访全区

１４家基层分院，区委统战部以及统战系
统相关单位等，共收集问题和建议 ６８
个，制定相应整改措施５７项。

【强化意识形态教育】　区社院贯彻落
实《关于加强宝山区意识形态工作教育

培训的实施意见》要求，以《区社院关于

强化政治共识教育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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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意见》为抓手，强化党外干部的意识

形态教育，凝聚政治共识。以纪念中共

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为主线，按
照“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

行动上同心同行”目标任务，增强党外干

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

６月２６日，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在
区电视台演播大厅举办统战系统“同舟

颂”歌咏比赛。区社院牵头组织全区１４
家基层分院和统战理论研究会组建社院

代表队，以一曲《歌唱祖国》获三等奖。

【参与统战系统文化活动】　６月８日，
区社院参与民革宝山区委“风韵六人

行”书画邀请展。９月 ３０日，参与区委
统战部举办的“镜头中的变迁”———宝

山区统一战线摄影作品展。

表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办班情况
序号 日期 学习班名称 培训人数（人）

１ ３月２６日 学习贯彻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培训班 ６０

２ ３月３０日 台侨知识专题培训班 ８０

３ ４月２日 民盟区委传达全国“两会”精神培训班 １００

４ ４月１９日 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主题报告会暨演讲会 １００

５ ４月１９日 民主党派新成员、党外青年骨干培训班 ６０

６ ４月２４日 民盟区委青年骨干培训班 ３０

７ ４月２６日 民建区委参政议政培训班 ３０

８ ５月３日 民革区委２０１８年中青年骨干培训班 ４０

９ ５月１０日 区《宗教事务条例》知识竞赛初赛 ６０

１０ ５月１１日 区党外知识分子知联会培训班 ４０

１１ ５月３１日 区统战系统信息员培训班 １６０

１２ ６月４日 区工商联经济形势报告会 ２００

１３ ６月６日 九三区委骨干培训班 ４０

１４ ６月２０日 民族宗教工作专题培训班 １４０

１５ ６月２７日 庙行分院新社会阶层人士培训班 ４５

１６ ７月６日 民进区委暑期骨干培训班 ８０

１７ ７月１２日 区和谐寺观教堂创建工作专题培训班 ６０

１８ ９月２１日 致公总支全体党员培训班 ４０

１９ １０月１１日 民盟区委骨干培训班 ３０

２０ １１月２日 农工区委骨干培训班 ４０

２１ １２月７日 教育系统党外人士培训班 ３７

合计 １４７２

（桂　琳）

老干部工作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日，区委书记汪泓走访慰问离休干部郝恩，并为他佩戴党徽 区委老干部局／提供

【概况】　至年末，供给关系在宝山区的
离休干部有１６０人（其中易地安置到外
省１人），年内去世 １９人；外省市易地
安置在宝山区的离休干部有 １３人，年
内去世３人。９月１４日，在中组部老干
部局组织召开的上海市 ６区老干部局
局长调研座谈会上，区委老干部局主要

领导汇报城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试

点工作情况，获中组部老干部局肯定。

１２月２９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甘霖、
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包龙根带队到宝

山区检查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

《关于本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

部工作的实施意见》和２０１８年度《上海
老干部工作领导责任制》落实情况，听

取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长李峻代表区

委做的老干部工作汇报，检查老干部工

作台账。全年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刊登宝山老干部和老干部工作信息（图

片）４６篇（张）。《宝山报》于“七一”前
夕刊登“宝山区老干部纪念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书画作品专版。区关工委被

中国关工委主管的《中国火炬》杂志社

授予“宣传工作先进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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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区老干
部局加强离退休干部政治思想建设，通

过采取举办报告会、辅导班、读书班、座

谈会、专题讲座、理论宣讲、“三看”（看

改革成果、看经济发展、看社会进步）活

动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加

强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印发《关于做

好离退休干部支部基本情况调查工作的

通知》，对全区７６家相关单位离退休干
部党建工作开展调查。分别举办宝山区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学习培训班和部

分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工作交流会，

开展离退休干部党支部骨干工作培训、

交流。选择张庙街道开展城市社区离退

休干部党建试点工作，制定印发《宝山区

张庙街道城市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试点

工作方案》，召开宝山区城市社区离退休

干部党建试点工作推进会。会同区委组

织部，全面落实离退休干部党建纳入年

度街镇园区、委办局党组织书记抓基层

党建述职评议工作考核体系。区委组织

部、区委老干部局、区财政局联合印发

《关于建立本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有

关经费保障机制等事项的通知》，首次对

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经费保障做出制

度性、规范性安排。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宝山区举办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暨建区３０周年老领导视察活动
区委老干部局／提供

【落实政治待遇】　区老干部局组织离
退休干部参加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暨“撤二建一”３０周年大会、文艺演
出以及宝山区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暨
建区３０周年老领导视察活动和老干部
座谈会，组织参加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
上海市老干部文化艺术节、书画摄影展

等系列活动。组织离退休干部参加七届

区委五次、六次全会、区八届人大三次会

议、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七届区纪委三

次全会、２０１８年区春节团拜会、区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７周年座谈会、区党政
负责干部大会等重要会议、活动。春节

前夕、“七一”期间，区四套班子主要领

导汪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和区委常

委以及有关区领导分别走访慰问老干

部。分别安排离退休干部对 ２０１８年第
一期、第二期宝山区处级干部进修班暨

党性修养培训班学员党性分析小组交流

进行点评。春节前，区委书记汪泓分别

主持召开老干部通报会和２０１８年宝山
区老干部迎春茶话会。区委老干部局分

两批组织局级退休干部到南京体检疗休

养，对局级离退休干部进行普遍走访、慰

问。为离退休干部订阅报刊、学习资料。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支持改革、

助力发展”主题活动】　区老干部局制
定印发《关于在全区离退休干部中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支持改革、助力发

展”主题活动的实施方案》，开展系列活

动。“讲学习，强意识”，组织离退休干

部参加６场全市性离退休干部报告会，

举办４场宝山区“老干部大讲堂”，请领
导和专家为老同志做时事形势报告和学

习辅导报告。举办２０１８年老干部区情
通报会，区委书记汪泓向全区４５０余名
离退休干部通报党建和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以市新一轮创建“达标、示范”老干

部活动中心（室）为契机，提高区老干部

活动中心服务管理水平。区老干部活动

中心以兴趣爱好团队活动为载体，逐步

有序、适时适度向区管退休干部进行开

放。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离退休干部活

动、学习阵地向街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及居村老年活动室拓

展延伸。加强区老干部大学建设，完善

办学形式和课程设置。“下基层，作宣

讲”，区离退休干部理论学习宣讲组成员

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主题，下基层宣讲９００余场，听众３５０００
余人次。“忆初心，葆本色”，各基层单

位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

会，开展“忆初心，葆本色”主题党日活

动，组织离退休干部以“入党那一天”为

题撰写体会文章和故事，其中１０篇入党
故事被市委老干部局门户网站《我的入

党故事》专栏登载。“看变化，赞成就”，

组织局级离退休干部分别参观上海宝山

规划展示馆、龙现代艺术馆、罗泾镇美丽

乡村和崇明东滩湿地公园，视察调研智

慧湾科创园和上海机器人产业园。“说

故事，弘精神”，结合开展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宝山“撤二建一”３０周年活动，
组织离退休干部撰写改革开放故事。其

中，区总工会退休干部姚伯祥撰写的回

忆文章《海洋装备岛的应运而生》被市

委老干部局、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印

的《浦江之畔话改革———离退休干部见

证申城改革开放四十年》一书收录。

“上网络，做达人”，组织离退休干部开

展“畅谈改革开放新成就”网宣主题活

动，在网上传播正能量。老干部“六合

院”网宣小组开设、维护的“宝山春华秋

实”博客点击量名列全市前茅。“献良

策，助发展”，基层党组织和离退休干部

在大调研中建言献策。“手牵手，共筑

梦”，发挥关工委“五老”（老干部、老战

士、老专家、老教师、老劳模）作用，帮助

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建立和完善“党建带关建”机制，开展

“五好”（关工委工作班子建设好、志愿

者队伍作用发挥好、制度健全执行好、活

动经常效果好、积极探索创新好）基层关

工委和楼组关工小组建设。开展“从石

库门再出发———学习党史国史，传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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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

开展“从石库门到南湖红船”活动，组织

“第十四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

书班”４５名学员，到嘉兴南湖红船参观
学习，重温建党历史，中国关工委微信公

众号“五老情”头条予以报道。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宝山与区关工委联合举行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关心下一代助学金发放
大会，向 １９３名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
２３７２万元。“学习党史国史，传承红色
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宣讲，被评为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未成年人暑期优秀活动
项目”。组织开展老少共读《中国共产

党英烈故事选》活动和“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主题征文活动。“亮风

采，当先进”，上海教育电视台《常青树》

电视栏目制作并播出《争做“五好”小公

民》电视片，专题介绍区关心下一代工作

品牌，推动“争当六大员”（党的政策宣

传员、社会道德示范员、和谐社会促进

员、教育后代辅导员、社会风气监督员、

社区文化倡导员）活动开展。

２０１８年７月５日，“第十四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班”４５名学员赴嘉兴南湖红船参观
学习 区委老干部局／提供

【落实生活待遇】　区老干部局根据《关
于本市增加离休人员离休费的通知》精

神，为１６９名离休干部增加离休费。根
据《关于调整本市已故离休干部无工作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的通知》精神，为

２４名遗属调整生活困难补助标准。配
合区社保部门，贯彻落实《关于２０１８年
调整本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的通知》《关于２０１８年调整本市企
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精神，为

区离休干部调整基本养老金，并为１０名
符合条件的已故离休干部补发基本养老

金、抚恤金。贯彻落实《关于调整本市离

休干部护工费补贴标准的通知》精神，为

区离休干部提高护工费补贴标准。会同

区卫计委和有关医院，做好离休干部就

医绿色通道和分级诊疗工作。完善离休

干部年度体检工作，举办健康咨询、保健

讲座。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

作，印发《宝山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政策问答》宣传册６００余份，为有意愿办
理长护险的老同志提供方便，４７名离休
干部享受“长护险”相关服务。会同区

民政局，为６３８位老同志提供居家养老
服务，为有需求的孤老、独居离休干部优

先提供机构养老服务。深化“每日呼，解

难事”活动，社区志愿者为８９名独居、孤
老、空巢、患有重大疾病、生活不能自理

的离休干部提供心理慰藉、生活照料等

家庭互助服务。做好“三个必访”（春

节、高温期间和重大节庆必访，老干部生

病住院必访，老干部家中有特殊情况必

访），春节前夕、高温期间和重阳节期间，

走访慰问离休干部２４３人次，探望慰问
区安置在外省离休干部２人次；向５８名
离休干部送上生日贺卡和蛋糕，探望住

院离休干部１３０多人次，妥善处理离休
干部后事２２人次。加大对外省市易地
安置在宝山区离休干部以及生活上有特

殊困难离休干部的关心照顾力度，市委

老干部局和区财政分别向有关离休干部

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区财政对部分离休

干部发放 ２０１８年度一次性补贴。做好
企业离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在重阳节

前后，组织开展“敬老月”系列活动。办

好２０１８年离休干部实事项目，向全区离
休干部赠送保温饭盒。法律顾问团为２
名有需要的离休干部提供法律服务。与

区房管局维修服务中心加强沟通，提供

专业应急维修服务进离休干部家庭８人
次。处理老干部来信来访１９人次。

（张　震）

区级机关党工委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级机关党工委系统
党组织设置和党员数变动情况：１９个机
关党组织通过“公推直选”方式进行调

整，其中撤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纪（监）

委机关总支部委员会，成立中共上海市

宝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监

察委员会机关委员会。至年末，区级机

关党工委下属有机关党委４个，直属机
关党总支１５个，直属机关党支部２４个，

全年共发展预备党员２７名，党员转正２９
名，中共党员总数２５５３名。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　６月１３日，区机关党工委围绕区
委方案，细化制订了《区级机关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

方案》，明确７项２２条具体措施，细化了
８２条任务清单以及责任主体和时间节
点。区级机关党工委下属４３家机关党
组织按照要求，共制定任务清单 １７７４
条，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扎实有序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

排头兵、先行者”大调研活动】　区机关
党工委年内共开展各类调研７１次，参加
调研３４６人次，其中领导班子１６５人次。
深入基层一线，问需问计于民，共收集问

题１６个、建议１０条，解决问题１６个，解
决率为１００％。１０月３０日，下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区级机关党组织党建工作经费

保障和使用管理的通知》，有效解决多年

来困扰机关党建经费落实难的问题。

【开展“双在双争”活动】　４月２日，区
机关党工委下发《宝山区区级机关２０１８
年“双在双争”活动方案》，持续推进机

关党员工作作风进一步好转，工作效能

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进一步改善。各

基层党组织通过“对照目标想干事，查找

短板；对照标准会干事，作出承诺；对照

任务干好事，补齐短板”，引导机关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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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岗位履职尽责，开展“初心承诺践

诺”。在区级机关窗口单位、执法部门和

服务行业围绕“三亮、三比、三评”（亮标

准、亮身份、亮承诺；比技能、比作风、比

业绩；群众评议、党员互评、领导点评），

搭建“初心建功责任区”“初心建功示范

岗”等多种实践平台，落实党员挂牌上

岗、亮明身份。６月１１日，下发《关于在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中发挥机关党组

织和党员作用的通知》，动员引导机关全

体党员参与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机

关党员干部依托“一表一卡一单”（党员

参与社区服务项目表、党员参与社区志

愿活动卡、党员与居住地党组织联系报

到单）或通过“上海基层党建”微信号，

到社区报到，亮出身份，参与社区公益服

务。居住宝山的党员干部通过“社区

通”，参与线上线下联动做公益、见行动，

争做志愿先锋。

【加强机关党组织建设】　５月８日，区
机关党工委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费

工作的通知》，并为每名党员制作党费交

纳手册，规范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工

作。７月１日—１５日，围绕组织设置、服
务中心、党务公开、党日活动等重点内

容，全面开展区级机关“支部亮牌”工

程，并在区政府一楼大厅组织集中展示。

１０月２２日—２４日，在区委党校举办一
期学习研讨班，各机关党组织书记、副书

记４３人参加培训。１１月 ９日，下发
《２０１８年区级机关党建工作检查评估办
法》，在各机关党组织自评基础上，机关

党工委从基础工作、日常工作和创新工

作三个方面进行实地检查考核，落实机

关党建工作责任制。１２月 １８日，下发
《关于开展２０１８年度党组织书记抓基层
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的通知》，督促机

关党组织书记落实“一岗双责”工作责

任，形成责任明确、运转有序、保障到位

的工作机制。

【开展党员教育培训】　各单位组织开
展初心引领系列教育活动，开展“在新时

代的伟大征程中”青年党员演讲比赛、

“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敢担当”主

题党日活动及“走进红色革命圣地”红

色线路党性教育活动等。６月１１日—３０
日，在区政府一楼大厅进行“学习十九

大、书写新思想、谱就新华章”优秀书法

作品展示，共有１４３名党员的１４３幅书
法作品参加展示。６月２８日，组织４２家
机关党组织的６９名党员干部参加“学习

十九大，践行新思想，我为宝山做贡献”

知识竞赛活动。７月１０日，在区少年宫
组织开展“理想之光”纪念“红色七月”

区级机关党员风采展演活动，来自区级

机关的党员干部通过歌舞器乐、经典诵

读、说唱等艺术形式，讴歌党的丰功伟

绩。７月１１日，组织２８名新党员瞻仰宝
山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电影

《马克思》。

【加强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区机关党
工委加强党政各项纪律教育，引导各机

关党组织利用固定组织生活、季度报告

会、党课教育、参观反腐教育基地等平台

加强纪律教育和反腐倡廉警示教育。６
月２０日，下发《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级机关
（不设纪检监察组织）纪检监察工作考

核实施细则》，综合运用绩效考核体系，

发挥考核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压紧压实

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开展机关“凝聚力工程”建设】　各机
关党组织开展“谈心月”活动，及时了解

掌握党员的思想动态和工作生活状况。

开展送温暖活动，春节、元旦、七一期间，

各机关党组织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

员４３９人次，送去慰问金３１９万元。开
展“百名困难学生结对帮扶”及“认养一

窝蜂”活动，机关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参与

认领云南罗平县困难学生助学活动，最

终认领资助１名高中学生５名大学生、
认领１２个窝蜂，捐助资金６１５００元。坚
持开展“双结对”（结对共建、结对帮困，

即机关党组织与一个社区党组织结对共

建，并与结对社区中一名困难群众开展

结对帮困）工作，采取座谈交流、上党课，

参与活动、献爱心等形式，与双结对社区

党组织开展共建，并按照区域化大党建

工作要求签订双结对协议。

【发挥机关群团优势】　区级机关工会
做好在职职工互助保障参保工作，各机

关工会共为７００人办理投保，金额９１３８５
元。制定《宝山区区级机关工会“职工

互助一日捐”活动实施细则》，捐交金额

１３６００元。做好“工会会员服务卡”办理
发放工作，开展集中开通和优惠商品展

销活动，共为２６００人办理会员卡。做好
困难职工的帮困工作，全年发放困难补

助金９１００元。区级机关工会承办“人人
运动，活力机关”机关职工运动会，开展

乒乓球、羽毛球、桥牌、扑克８０分等体育
赛事，参加比赛的干部职工７００人次，其

中处级以上领导干部４０人。５月１０日，
区级机关妇工委落实上海市妇女儿童服

务指导中心（巾帼园）“百场公益讲座下

基层”项目，举办以“布艺扮靓温馨生

活”为主题的布艺 ＤＩＹ活动。区直机关
团工委开展上海市和宝山区“青年文明

号”“青年突击队”创建工作，推动团组

织自身建设。５月４日，组织开展以“机
关青年看宝山———走进罗泾”为主题的

参观访学活动。６月 ２０日，开展以“创
全，机关青年在行动”为主题的志愿服务

活动，在爱国卫生主题月和文明交通主

题月中，先后开展“清爽八点钟”绿化带

集中整治活动及文明交通行动，到各重

要点位进行垃圾清理、劝阻各类交通陋

习，全力“守护斑马线”。１１月１６日，联
合区人社局团委组织开展“青年大学

习”暨主题团日活动。全年编印团员青

年《学习翻页》１２期。 （刘　杨）

区社会工作党委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社会工作党委围绕
“魅力滨江、活力宝山”总体规划，坚持

党建、社建、群建融合发展，以升级版“红

帆港”建设为抓手，推进“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规范化、示范化、品牌化建设，提

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水平。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排头兵、

先行者”大调研活动，开展百强互联网企

业党建相关情况调研工作，按商务楼宇、

各类园区、商圈市场、互联网企业、外资

企业、文创企业党建工作和脱钩后的行

业协会商会等重点领域７个类别，分别
形成党建工作调研情况报告和５０个党
建工作典型案例。全年新发展“两新”

组织党员９７名，新建５７家“两新”组织
党组织，其中独立党支部５１家，联合党
支部６家。至年末，全区新经济组织有
２０３１２家（不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册党
组织７１１个，在册党员８３５８人。新社会
组织６６２家，在册党组织８５个，在册党
员３７２人。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区
社会工作党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党章

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组织和指导各街镇、园

区通过各种形式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组织指导“两新”组织党员线

上自主学习，开展“十九大十九测”、宝

山党建云课堂学习、“十九大精神十九人

讲”“奋斗吧，我和我的国”等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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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学习。组织指导线下集体学习，为

基层“两新”组织党组织配送系列专题

学习书籍，组织开展十九大辅导报告、

“十九大”精神品读会、“读报告、学党

章”活动、解读党纪处分条例、“一带一

路”战略解读等专题党课报告会、情景党

课和微党课。组织开展实地参观学习，

开展区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红色线路、红

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党员看宝

山”等形式多样的专题学习活动，推动

“两新”组织党员教育基层化、全面化、

常态化。指导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围绕

“进博先锋·党员行动”主题，组织“两

新”组织党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营造

“进博先锋·党员行动”浓厚氛围。

【提升“两个覆盖”工作成效】　区社会
工作党委探索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新路

径，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重点

在园区（楼宇）、“新技术、新产业、新模

式、新业态”的“四新”等领域夯实组建

工作。至年底，非公企业党组织组织覆

盖率达到８５％，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
为７０８％。开展上海楼宇党建“３０版”
专项行动，深化“支部建在楼上”，针对

商务楼宇特点，依托楼宇内的物业公司、

产权单位、骨干企业等建立楼宇党组织，

年内重点打造宝莲城、华滋奔腾、骏利财

富３家楼宇党组织创建上海市标志性楼
宇。高境镇上海长江软件园成功申报市

社会工作党委互联网党建创新基地项

目。完成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口述历
史《打造“红帆港”，创建基层党建响亮

品牌》。做好上海中华职教社换届有关

人选、市第五届优秀建设者推荐人选、增

补区八届政协委员推荐人选等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综合评价

工作。

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宝山区社会工作党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红帆港”党群活动———寻
找宝山亮点定向赛 区社会工作党委／提供

【探索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模式】　区
社会工作党委贯彻落实宝山区《关于加

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精神，加强社会组织枢纽型党组织功能建

设，注重“条块”结合，完善“１＋１２＋Ｘ”（１
指区级层面“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协调指

导小组，１２个街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党
组织，若干个社会组织相对集中的业务主

管单位、行业主管部门枢纽型社会组织党

组织）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责任体系，年内

指导区司法局、民政局、教育局、体育局、

人保局、文广局、卫计委等社会组织相对

集中的业务（行业）主管单位，建立７个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枢纽站，承担业务主管

单位、行业主管部门的党建责任，负责做

好所属社会组织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

盖。注重在区域内各类社会组织建立党

组织，年内新建社会组织党组织１９家，逐
步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建立健全“红帆

港”服务站，同时编印《宝山区街镇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红帆港”党群服务站服务

指导手册》，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召

开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及其党组织组建

工作推进会，１２个街镇全部组建社区社
会组织联合会，并同步建立党组织，全区

实现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及其党组织的

全覆盖。召开全区律师行业党建工作座

谈会，开展律师行业“两个覆盖”工作，推

动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各律师事务所章

程，筹备宝山区律师行业党总支升格成立

宝山区律师行业党委，推进律师行业党建

工作。

【推动党建、社建、群建融合发展】　由
区社会工作党委主办、街镇（园区）协

办、社会组织承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２０１８年度“红帆港”党群系列活
动，策划“责任担当篇”“社区公益篇”

“志愿服务篇”“关爱儿童篇”和“树精气

神篇”五类主题活动，先后组织“‘寻找

宝山亮点’红色线路定向赛”和“爱满重

阳节　情暖老人心”“‘三五’学雷锋，我
们在行动”“‘学习十九大’经典品读”

“国旗下成长”“‘八一’拥军优属”等１２
场活动。全年各街镇（园区）党群联合

开展活动１０８０场，参加４２９８７人次。

【打造“两新”组织党群阵地】　至年底，
宝山有“红帆港”党群指导站１５家、服务
站５２家、活动站２０６家，其中年内新建
“红帆港”党群服务站 ９家、活动站 ２１
家。各街镇（园区）发挥“红帆港”党群

指导站、服务站的辐射效应，全年指导站

接待学习参观１２２批次２５０８人，服务站
接待学习参观１２８批次２２５６人，活动站
接待学习参观 １６０批次 ３０８０人。表彰
２０１７年度１２家宝山区“红帆港”服务站
示范点和１８家“两新”组织党群阵地示
范窗口单位，给予达标单位每家２万元
创建经费。制作《宝山区“红帆港”党群

服务站示范点和党群阵地示范窗口单位

案例》汇编，提升示范点影响力。开展新

一批９家“红帆港”服务站示范点和１５
家“两新”组织党群阵地示范窗口创建

工作，按照“六个一”“十个有”标准，打

造成为党群服务一体化的多功能平台，

并作为全区“两新”组织党群阵地建设

的现场教学点，供兄弟单位学习观摩，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六个一”：一个相对

固定的活动室、一个宣传党群工作的教

育长廊、一个党建工作网站、一份反映本

单位党群工作动态的刊物、一部反映本

单位党群工作情况的专题片或 ＰＰＴ、一
套党群工作制度和学习资料；“十个方

面”：１、有党的历史简介；２、有党的基本
方针政策的介绍；３、有本单位发展情况
历史介绍；４、有本党组织发展历程和荣
誉，以及本党组织重大事件介绍；５、有党
工团组织构架，以及全部党员介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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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陈列）的展示；６、有党务公开内容，
包括全部党员承诺的展示；７、有本单位
和谐建设和文明创建成果的展示；８、有
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推动单位发展的

制度、做法、成果的展示；９、有学习园地；
１０、有党群活动一体化的成果展示。

【做实“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队伍建

设】　区社会工作党委年内对尚未建立
党组织的“两新”组织及时选派党建工

作指导员，全区共选派２５１名党建指导
员联系２４７４家“两新”组织（不包括工
会、共青团的党建指导员），成为党和政

府联系“两新”组织的桥梁和纽带，实现

指导工作全覆盖。发挥工会、共青团等

群团组织优势，起到“理论宣传员”“党

建组织员”“关系协调员”“发展推动员”

“民意调研员”作用，增强党群组织影响

力、凝聚力。区委组织部、区社会工作党

委联合举办区“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

第三期、第四期培训班，共１３３人参加培
训。全区１９３名工会、共青团党建指导
员走访企业５１６７家，排摸流动党员并转
接组织关系１５９名，收到入党申请书１５７
份，其中有２９人被列入入党积极分子。
６月 ５日，新华每日电讯刊登《上海宝
山：让党组织“聚”起来，让党员“站”出

来》，专题介绍区党建工作指导员工作

成效。

２０１８年６月，区社会工作党委联合区工商联举办第一期宝山区“两新”组织经营管理者研修班
区社会工作党委／提供

【举办各类专题培训】　区社会工作党
委编印培训教材《“两新”组织党务工作

实务操作１００问》，帮助“两新”组织党

组织书记和基层党务工作者更加系统的

学习和掌握“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基

础知识和操作方法，提高做好“两新”组

织党建工作的能力。继续办好季度培

训，年内举办４期“红帆课堂”，面向全区
“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党组织书记代

表、党群服务站示范点党组织负责人、新

党员等，实施分层分类专题培训。联合

区工商联举办第一期宝山区“两新”组

织经营管理者研修班，组织“两新”组织

主要出资人、党组织负责人、中层以上管

理人员等３５人到江西干部学院进行培
训，加强对“两新”组织经营管理者和非

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引领。与区委党

校、区工商联、区妇联联合举办宝山区第

七期“两新”组织女性人才培训班，提高

“两新”组织中女性人才的政治理论水

平、思想道德素养和开拓创新能力。

【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保障】　区社
会工作党委按照《关于建立健全宝山区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保障机制的实

施意见（试行）》工作要求，开展年度经费

申报和上年度党费返还工作。区、镇两级

财政及党费下拨约７１５万元，用于保障
“两新”组织党建各项工作开展。指导街

镇、园区和相关委办局开展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
年度“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和下拨党

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梳理自查工作。

加强宣传报道，年内编辑出版《红帆港》

内刊第７２、７３、７４、７５期，发放至全区“两
新”组织党组织。依托“宝山党建”“社区

通”“宝山微社区”等新媒体平台和《红帆

港》专刊，加强升级版“红帆港”工作宣

传，及时发布党建引领群团建设、社会建

设的优秀工作案例，展现基层工作成效。

８月２６日，《解放日报》刊登《两新天地》
宝山专版，专题介绍宣传区“两新”组织

党建特色工作做法。 （于炉忠）

保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保密工作加强组
织领导，落实保密工作责任制，加强保密

宣传教育，推进“三大管理”（定密管理、

网络保密管理、涉密人员管理），巩固保

密工作基础，提升领导干部保密履职能力

和保密联络员业务能力，加强保密自查自

评督查工作，完成区保密局转隶工作。宝

山区保密工作在全市年度考核中被评为

优秀。⑴保密工作责任制。区委保密委
员会及时传达中央保密委员会会议精神，

部署落实全年保密重点工作，落实区保密

行政管理部门归口区委办公室管理转隶

工作要求，全区各机关、单位的保密工作

纳入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体
系。各机关、单位坚持“谁主管谁负责”

原则，全区７９家机关、单位明确相关责任
追究和奖惩措施，并将保密工作责任制情

况纳入年度考评和考核内容。⑵保密宣
传教育培训。与区委组织部、区人保局、

区公务员局、区委党校和区行政学院联合

下发《关于加强干部保密教育培训工作

的实施意见》，开展对领导干部、涉密人

员、保密干部、公务员的保密教育培训工

作。组织全区２９名市管干部参加市保密
局举办的保密教育轮训。区保密局派员

参加市保密局举办的保密技术检查培训

会、保密工作业务会。区保密局全年组织

保密业务培训班４期，组织７９家单位９３
名处级领导、３７家单位１４６０名机关工作
人员观看保密教育警示片。全区各机关、

单位共组织领导干部、涉密人员和机关工

作人员开展保密宣传教育２８９场次，６１３５
人次参加各类保密教育活动。１５家单位
的保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讲保密专题

党课。区保密局领导为全区１５家机关、
单位的９１２人举办保密形势和“增强保密
素养、提高保密能力”教育讲座。利用

《保密工作》杂志、《保密观》微信公众号、

网站等平台开展保密宣传教育２１６次。
组织保密知识应知应会测试，７９家单位
２３９人参与测试。⑶保密管理制度。指
导全区７９家机关、单位做好保密制度的
修订和完善。⑷保密督导检查。区保密
局对区内７６家机关、单位３４８８台非涉密
计算安装临检版检查工具客户端，并开展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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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工作。对全区７９家单位开展保密自
查自评督查工作，对６个存在保密安全隐
患的单位下发整改意见书，对１家存在严
重泄密隐患的单位组织复查，检查整改落

实情况。⑸保密技术装备配备。为全区
新增的２５家单位的２６台涉密计算机安
装保密技术防护设备２６套，并完成相关
培训。指导７９家机关、单位正确使用保
密检查工具，提高全区机关、单位计算机

检查的质量。⑹专项工作。５月１５日—
９月１５日，对７９家单位保密自查自评工
作开展督查。６月２１日—７月１０日，开
展全区保密法治宣传教育自查自评工作。

⑺其他日常工作。完成国家教育统一考
试（春考、秋考、中考、成人考）保密工作。

做好全区８个涉密会议场所保密防护设
备日常检查。规范保密工作交接制度，指

导全区１２家单位调整１２名联络员并进
行规范移交。做好全区涉密载体集中回

收和销毁工作，全年共回收销毁纸介质涉

密载体６３吨、硬盘２８５块、光盘１９６张。
做好保密宣传教育资料的征订、发放和借

阅工作，全年共订阅《保密工作》和《保密

科学技术》杂志４７５份。

【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落实】　区保
密局举办全区保密工作会议，传达中央保

密委员会会议精神，部署落实保密工作重

点工作。区委副书记、区委保密委主任周

志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完善保密工作管

理体制，区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归口区委办

公室管理，完成区保密局转隶工作。全区

各机关、单位的保密工作纳入２０１８年宝
山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体系。各机关、单

位（党组）定期听取保密工作汇报，坚持

“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明确主体责任，明

晰责任内容，履行职责义务。全区７９家
单位将履行保密工作责任制情况纳入年

度考评和考核内容，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和

奖惩措施。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４日，保密联络员培训班举办 摄影／杨镇京

【开展保密自查自评工作】　全区各机
关、单位强化保密主体责任，依法履行保

密责任、加强保密管理，以国家保密局印

发的《机关、单位保密自查自评工作规

则》（以下简称《工作规则》）为依据，开展

保密自查自评工作。４月，区保密局结合
保密督查情况，自编培训教材对全区７９
家单位的联络员开展保密自查自评业务

培训。９月６日，布置全区７９家机关、单
位根据核定的实有项目开展单位年度保

密自查自评工作一次，并将自评结果和年

度考核材料上报区保密局。区保密局于

５月１５日—９月１５日对全区７９家单位
进行保密自查自评督查，共检查７９家单
位涉密计算机３７５台、非涉密计算机３４８８
台，对６个存在保密安全隐患的单位下发
整改意见书，对１家存在严重泄密隐患的
单位组织复查。保密督查与年度考核情

况汇总形成《关于２０１８年保密督查、考核
情况通报》下发全区７９家单位。

【规范定密管理】　５月下旬至９月中旬，
区保密局对开展定密工作的单位进行定

密管理督查，重点检查定密文件从拟办到

制文全过程，定密依据、定密程序合规情

况，解决国家秘密标志要素不全、标注不

规范等问题。依据《上海市档案局、上海

市国家保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涉密

档案的国家秘密变更和解除工作的通

知》要求，指导各机关、单位开展解密工

作。完成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秘密事项统计数
据上报工作。

【推进网络保密管理】　区保密局会同区
委机要局严格掌握和控制全区涉密网络

的接入和应用，加强涉密网络和终端使

用、维修、报废、销毁等环节的保密管理，

年内更新涉密网络终端１９台，新增７台。
加强信息设备动态管理，指导检查各机

关、单位信息设备台账管理，做到信息设

备台账及时更新，做到人机对应，责任明

确，管理有效。加强对非涉密计算机清理

备份和信息设备日常检查工作。指导全

区７９家机关、单位开展非涉密计算机内

存储２年以上的文件资料清理备份工作，
有５８家单位完成清理备份工作。加强计
算机保密检查，对区内７６家机关、单位
３４８８台联网非涉密计算安装临检版检查
工具客户端，并开展检查工作。对６个存
在保密安全隐患的单位下发整改通知书，

并督促整改。落实技防措施，为２５家单
位２６台涉密计算机重新安装“涉密设备
的户籍化管理系统”和“保密技术防护专

用系统”２６套，确保涉密计算机“先安装
后使用”。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和上网

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检查，与区政府办公室

联合抽查部分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并

进行考核评估。

【加强涉密人员管理】　区保密局按照
涉密人员保密管理要求，加强涉密人员

动态管理，完善涉密人员全流程管理。

全区１４家单位调整３１名涉密人员，至
年末，全区涉密人员共有３６６人。指导
相关单位做好调整涉密人员的分类确

定、上岗审查、在岗保密管理、出国（境）

保密管理、离岗离职保密管理等全流程

管理，并将调整情况报区保密局备案。８
月１４日，转发《关于加强机关、单位工勤
人员、外来人员等工作人员保密管理的

意见》。全区７９家机关、单位组织学习，
４５家单位及时修订对工勤人员、外来人
员的保密管理制度，１８家单位对相关人
员开展保密教育并签订保密协议。

（徐　青）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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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编辑　谭雪明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履行职责，围绕

“两区一体化升级版”（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重要承载区、城市功能转型的最

佳实践区，迈向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

的现代化滨江新城区建设目标，为推进

宝山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开展工作。全年举行代表大会

１次、常委会会议１１次，听取和审议１６
项“一府两院”（区政府、区法院、区检察

院）专项工作报告，形成１２项决议决定，
开展２项执法检查、２次集中视察、２次
专题询问、１１项专题调研，加强计划预
算审查监督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依

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任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３７人次。补选市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３名、区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１名；根据区人大代表变动情况，
依法确认区人大代表资格终止 １１名。
至年末，全区有市十五届人大代表 ５０
名，区八届人大代表２８４名，各镇人大代
表共６７８名。受理群众来信 １４１件，接
待来访９５批１１８人次。

【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区人大常委会
围绕区“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经济转

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对区经济社

会发展监督。推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水环境治理、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加强对生态环境治理监督。关注

为老服务、公共文化建设、交通建设、教

育和医疗卫生，加强对民生持续改善监

督。重视社会治理、城市运行、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化，加强对城市精细化管理监

督。聚焦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加强对

区法院审判工作、区检察院法律监督工

作监督。聚焦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开

展《市民体育健身条例》《水资源管理若

干规定》等执法检查，对《农村集体资产

监督管理条例》贯彻情况进行调研。

【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区人大
常委会协助区委起草《关于本区健全人

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

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的实施意

见》，区委下发该意见后贯彻实施。着眼

宝山长远发展，依法听取和审议《宝山区

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１７—
２０３５年）》，并提出意见；书面审议月浦
镇总体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依法开
展预决算审查，审查批准决算和预算调

整方案。

【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　区人大常委
会坚持党管干部、依法任免原则，增强被

任命人员的宪法意识、法治意识、公仆意

识和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严格拟

任命人员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做好对被

任命人员宪法宣誓工作。根据区委关于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的部署，区八届

人大三次会议选举产生区监察委员会主

任，常委会依法任命区监察委员会副主

任和委员。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区人大常委会
加强代表联系群众平台建设，推进“建家

立站”工作，制定《关于“人大代表之家”

和“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的指导意

见》。开展学习培训，组织代表对《宪

法》《监察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代表履职

业务进行学习。加强代表建议跟踪督

办，加大督办力度，完善督办机制，代表

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到 ９６３％。加强
联系协调，组织开展市、区人大代表进社

区活动。做好市人大宝山代表团的服务

保障工作，注重各代表组闭会期间活动，

加强对镇人大工作的指导。

（贾如意　喻若超）

区八届人大及常委会会议
【区八届人大三次会议】　会议于 １月
１６日—１８日在区委党校举行，应到代表
２９５名，实到２７１名。听取和审议区政府
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区

法院、区检察院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

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宝山区２０１８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

准宝山区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１８年区本级
预算。会议决定接受贺卫辞去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职务的请求，选举高飞为区

监察委员会主任、董学华为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选举产生区人大常委会部分

委员。会议期间共收到由区政府办理的

代表建议７５件，属市层面办理的代表建
议１０件。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会
议于１月１９日举行。审议表决人事任
免案，任命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

被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会议于３月１４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
长吕鸣关于产业经济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通过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要
点草案。审议表决有关人事任免案。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于４月２５日举行。听取副区长陈
云彬关于宝山区推进农业农村工作情况

的报告。听取并审议区人大财政经济委

员会关于区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提

请区人大常委会加强对优化我区营商环

境，激发市场活力工作监督”的（０２号）
代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审议表决有关

５７



人事任免案。经市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

后的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学华以及会

议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会议书面审

议区政府落实区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执

法检查报告的情况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会议于６月２０日举行。听取副区长陈
筱洁关于宝山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情况

的报告。听取陈筱洁关于区贯彻实施

《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情况的报

告，以及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

组副组长蔡永平关于检查区贯彻实施

《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情况的报

告。决定接受王友农、张阿方辞去区八

届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听取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

审议表决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书面审

议区政府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

步推进宝山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审议意

见》和区检察院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

于区检察院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审议意

见》的情况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于７月１３日举行。会议决定接受
王伟、徐珏慧辞去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并补选张云、

谢忠萍为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相关补选结果报送上海市人大常

委会确认。会议听取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并审议表

决有关人事任免案。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

议】　会议于 ７月 ２６日—２７日举行。
听取并评议区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

告。听取和审议副区长袁罡关于民生保

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区政府《关于

提请审议〈宝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送审稿）〉的议
案》和相关情况说明，并审议《区总体规

划送审稿》。听取各代表组评议区政府

上半年工作报告的情况汇总。听取区政

府关于２０１７年本级决算及２０１８年上半
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查批准宝山区

２０１７年区本级财政决算。听取和审议
区政府关于审计工作的报告、区政府关

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区法院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

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

于区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

况的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会议于９月１８日举行。听取和审议副
区长苏平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情况的

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宝山区

“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

的报告和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宝

山区“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

评估监督的调研报告，并进行询问。听

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落实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优化我区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工作监督”的（０２号）代表议案审议结果
报告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

府关于公共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通过《宝山区区级预算审查监督办

法（修订草案）》。会议书面审议区政府

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上海市道路交

通管理条例》执法检查报告的情况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会议于１０月１９日举行。会议决定接受
陈士达辞去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职务的请求。根据法律规定，陈士

达的宝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相应

终止。会议审议关于代表变动情况的

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会议于１１月２８日举行。听取副区长王
益群关于宝山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三

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

议副区长王益群关于贯彻实施《上海市

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情况报告，以及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须

华威关于区贯彻实施《上海市水资源管

理若干规定》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听

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区综合交通补

短板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报告。审

查批准２０１８年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
案。决定接受顾云飞辞去宝山区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会议审

议关于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决定

（草案）。会议决定任命陈尧水为宝山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会议书面审议区政

府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区贯彻实

施《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

例》情况的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会议于１２月１８日举行。补选伏中哲为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补

选结果报送市人大常委会确认。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会议于１２月２６日举行。听取副区长黄
辉关于宝山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情况的

报告。审查批准２０１８年区本级财政预
算调整方案。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

于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并开

展询问。听取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

于２０１８年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９
年预算草案（初步方案）的初步审查意

见。审议通过《宝山区人大常委会街道

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区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审议关于代

表变动情况的报告。审议决定区八届人

大四次会议有关事项。审议表决有关人

事任免案。会议书面审议区政府关于本

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宝山区月

浦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贾如意　喻若超）

重要会议
【区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联席会

议】　会议于３月８日召开。区人大常
委会向“一府两院”（区政府、区法院、区

检察院）通报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草案），
并就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听取意见和

建议。

【区人大常委会学习讨论会和专题报告

会】　会议于３月２６日召开。传达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和中央有关领导重要讲话精神。区人

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

员会以及部分镇人大就２０１８年度重点
工作开展交流。常委会办公室通报区人

大常委会“大调研”工作有关安排。常

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区人各专工委负责

人，各镇、街道人大负责人及工作人员，

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１２月２５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专题报告
会，邀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

任施凯作题为“努力开创民主政治建设

新局面———学习习近平关于人大制度建

设讲话精神”的专题辅导报告。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７月１０日，区街
镇人大工作例会在月浦镇召开，区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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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主任李萍等出席会议。会议听取

月浦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各镇人

大、街道人大工委围绕运用法定职权，监

督推进宝山河道治理；发挥代表作用，推

进文明城区创建；“建家立站”工作推进

情况；上下联动开展执法检查等主题分

别作交流发言。

【区域总体规划解读会】　７月１３日，区
人大常委会举行区域总体规划解读会。

会议对《宝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征求意见稿）进
行解读，与会人员围绕区域交通格局提

升、生态环境分区管制、优化公共服务设

施等进行互动交流，提出意见建议。１１
月２８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月浦镇新市
镇整体规划解读会。会议对《宝山区月

浦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进行解读。
（贾如意　喻若超）

重大决定
【关于预决算的审议和决定】　７月 １２
日，区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召开

全体会议，初步审查２０１７年度区本级财
政决算（草案）。７月２７日，区八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决议，批准

２０１７年区本级财政决算，要求区政府改
进预算、决算工作，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

理，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向人大报告

制度，做好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１１
月１６日，区人大财经委召开全体会议，
初审２０１８年度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
案）。１１月２８日，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做出决议，批准２０１８年区本
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审议《上海市宝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送审
稿）》】　７月１９日，区人大常委会对宝
山区滨江地区整体规划进行调研，召开

座谈会初步审议区总体规划送审稿。２７
日，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上海市宝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送审稿）》，认
为区总体规划送审稿体现中央、市委系

列重要会议精神和建设现代化滨江新城

区的总体要求，区总体规划送审稿的编

制过程集聚各方智慧和共识，建议区政

府在梳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和建议

后，尽快将区总体规划送审稿上报市人

民政府审批。 （贾如意　喻若超）

依法监督
【年中集中视察】　５月３０日，区人大常
委会开展年中集中视察活动。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李萍，副主任秦冰、王丽燕、须

华威、蔡永平，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和

市、区人大代表等８０余人，分两组分别
视察“为老服务”和“全民健身”工作情

况，副区长袁罡、陈云彬陪同。在“为老

服务工作”视察中，代表们实地察看张庙

养老院、顾村社区“慧享福”长者照护之

家、吴淞街道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听

取关于区“为老服务”工作情况介绍。

在“全民健身工作”视察中，代表们实地

察看大场体育中心、泗塘篮球公园球场、

大黄村体育主题园，听取关于区《上海市

市民体育健身条例》贯彻实施和全民健

身工作等情况的介绍。代表对视察内容

提出意见和建议。

【年末集中视察】　１１月２９日，区人大
常委会开展年终集中视察活动。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副主任王丽燕、须

华威、蔡永平，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和

市、区人大代表等 １２０余人，分两组分
别视察“产业调整经济转型升级”“城

乡建设与生态治理”工作情况，副区长

陈尧水、陈云彬陪同。在产业调整经济

转型升级专题视察中，代表实地察看新

业坊·源创、亚振家居上海综合体验中

心、智慧湾·科创园等商务载体发展情

况，听取关于区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情况

介绍。在城乡建设与生态治理专题视

察中，代表实地察看邮轮港码头二期建

设、富长路道路建设、罗泾镇潘桥村无

违建居村创建等工作情况，现场听取有

关情况介绍。代表对视察内容提出意

见和建议。

【侨法宣传落实情况调研】　３月３日，
区人大常委会侨民宗工委就《中华人民

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上海市

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宣传落实情况进行

调研检查。听取全区侨法宣传落实情况

工作汇报，到月浦镇和友谊路街道实地

调研检查侨务政策法规咨询、为侨便民

服务现场，与社区侨界志愿者、归侨侨眷

代表人士、街镇侨务干部和社区干部进

行交流。部分工委委员、区人大代表参

加调研检查。

【《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执法检

查】　３月９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领
城建环保工委到区水务局开展调研，就

开展《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执法检查进行沟通。４
月４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执法检查组
会议，学习《规定》，研究部署检查工作。

２６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开展执法
检查，实地察看高逸路污水二级管网、何

家湾排水系统等在建项目，就小吉普河

道大武川泵站北段水质进行重点检查。

召开座谈会听取区水务局、区环保局、区

农委关于《规定》贯彻实施情况和相关

水资源管理工作情况汇报。９月１７日，
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开展《规定》执

法检查，察看龚家沟河道治理情况、乐业

四村二次供水改造情况和陈行饮用水源

地保护工作，检查石洞口污水处理厂、罗

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情况，现场听取相

关工作情况汇报。

【０２号代表议案办理调研】　区八届人
大三次会议上，臧书同等１１名代表提出
“关于提请区人大常委会加强对优化我

区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工作监督的

议案”的０２号代表议案。３月２１日，区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代表

议案办理工作。６月 ６日，区人大财经
委到区工商联开展代表议案专题调研。

３月—９月，区人大常委会结合大调研活
动，开展优化营商环境系列调研。

【区精神卫生中心迁建工作推进情况专

题调研】　３月２１日，区人大常委会就
区精神卫生中心迁建工作开展专题调

研。实地察看位于顾村镇星星村的区精

神卫生中心迁建选址情况，听取现场情

况汇报。召开座谈会听取区政府相关部

门、顾村镇关于工作推进情况介绍，就迁

建前期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沟通交

流。代表对迁建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执法检

查】　３月２７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
队到区体育局调研，就开展《上海市市民

体育健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执法

检查进行沟通。４月１７日，区人大常委
会召开执法检查启动会，听取区体育局、

区教育局、区绿化市容局等部门贯彻实

施条例工作情况，部署检查工作。２０
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调研《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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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执行情况，实地检查罗店美文苑球

场、罗兰佳苑健身苑点、海滨七村健身苑

点、滨江公园健身步道等公共体育健身

场所，听取有关街镇市民体育建设工作

情况汇报。２４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
队到高境镇、淞南镇开展执法检查，实地

察看高境科创实验小学、吴淞二中、高境

十村健身苑点、淞南九村一居宝景苑健

身苑点，重点检查学校体育设施建设和

开放管理情况、住宅区配套体育设施建

设和维修保养情况。５月３１日，召开座
谈会，听取区体育局和部分街镇、学校、

体育协会、第三方管理机构的意见建议。

【教育工作联合调研】　４月８日，区人
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区政协教育委

员会联合开展教育工作调研，参观考察

罗店第二中学标准化样板教室建设情

况，听取情况汇报。

【“无违居村”创建工作调研】　４月１０
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领城建环保工

委到罗泾镇调研“无违居村”创建工作。

实地察看塘湾村、潘桥村、陈行村等“无

违居村”创建工作推进情况。４月 １７
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领城建环保工

委到张庙街道调研，实地察看通河二村

花鸟市场、通河六村居民区、共江路。１８
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到杨行镇调

研，实地察看湄浦村、城西一村、城西二

村“无违居村”创建工作推进情况。５月
２８日，区人大常委会对区无违建居村
（街镇）创建工作情况进行集中调研。

先后察看张庙街道共江路通河八村沿街

店铺整治、罗泾镇陈行村和潘桥村创建

工作情况。座谈会上，区城管执法局汇

报关于区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

进展情况，代表提出意见建议。

【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情况调研】　４
月２０日，区人大常委会侨民宗工委组织
部分委员、代表调研服务归国留学人员

创新创业情况。实地走访归国留学人员

创办的企业，听取企业管理人员有关企

业创办、发展等方面情况介绍，召开座谈

会听取服务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推

进区域营商环境优化的意见建议。５月
２９日，侨民宗工委开展第二次调研，参
观上海企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赛赫智

能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听取企业

管理人员有关企业创办、发展等方面情

况介绍。座谈会上，淞南镇、市欧美同学

会宝山分会作交流发言，留学归国创业

者代表交流经验体会。代表和委员就政

府职能部门服务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

提出建议和意见，

【区“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监

督】　４月２５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区
“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监督

工作启动会，听取区政府“十三五”中期

评估工作方案和区人大常委会“十三

五”中期评估监督工作方案。５月 １１
日，区人大常委会邀请市人大财经委副

主任委员吴祖强进行“十三五”规划中

期评估监督专题培训。６月—８月，区人
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委分、别到

对口部门开展系列调研。９月１８日，区
八届人大常委会第１６次会议听取并审
议区政府《〈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

期评估报告》，要求区政府对中期进度有

差距、完成任务有困难的规划指标采取

措施予以落实，做好“十三五”后半期工

作，确保“十三五”规划纲要所确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监狱法》贯彻执行情况调研】　５月３
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到军天湖、白

茅岭监狱调研《监狱法》贯彻执行情况，

看望慰问驻监狱和社区的区人大代表。

实地察看两个监狱的监区、心理健康指

导中心、卫生所、指挥中心等场所，参观

场史陈列馆、社区医院、学校等设施，座

谈听取两个监狱关于贯彻实施《监狱

法》有关情况及监社分离、社区移交管理

情况汇报。

【城市公共安全及风险防范调研】　５月
９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城市公共安全
及风险防范专项监督调研启动会。区人

大内司委通报城市公共安全及风险防范

专项监督调研方案，区公安分局、区建交

委、区安监局分别介绍近期城市公共安

全管理工作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打算。６
月１２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开展集
中监督调研，先后视察位于杨行镇的危

化品仓储公司和杨行东西老街及吴淞沪

客隆等场所。召开座谈会，听取区公安

分局、区建管委、区安监局相关工作汇

报，与区、镇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交流。

【部门决算集中调研】　５月１７日，区人
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对１０家区级预算单
位的２０１７年部门决算开展集中调研。
调研人员对前期审阅情况进行梳理汇

总，分组听取各预算单位关于２０１７年决
算和２０１８年１月—４月预算执行情况的
介绍，就代表审阅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沟

通交流。

【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调研】　５月，区人
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到庙行镇为老服务中

心调研部分专项资金使用情况，重点了

解财政专项资金的安排及使用情况，就

居家养老服务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交流和

听取意见。

【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情况调研】

　５月—７月，区人大内司委对区法院房
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情况开展专项调

研。先后与区检察院、区司法局及部分

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召开座谈会，听取相

关意见建议。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会同

区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员，旁听房地产纠

纷案件庭审，现场对庭审情况评分并听

取意见。

【创全工作调研】　６月１２日，区人大常
委会领导到区房地产交易中心调研检查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简称“创全”）工作，

实地察看中心“创全”工作有关情况。６
月１５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调研检
查高境镇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实地

检查万达金街、移动万达营业厅、共和八

村、高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跃菜场、

高境文化中心等迎评点位的环境卫生、

设施设备、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情况，并

给予现场指导。１９日，区人大常委会领
导到宝山烈士陵园、上海解放纪念馆调

研检查“创全”工作，实地察看烈士陵园

和纪念馆“创全”工作有关情况，了解核

心价值观宣传展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

建设、文明标识悬挂、基本服务项目健全

等工作推进情况。

【《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落实情况调

研】　６月１４日，区人大常委会调研区
落实新修订的《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

（简称《条例》）情况。实地查看基督教

吴淞堂、天主教孟家堂场所规范化建设

及安全设施配备情况，实地调研宗教团

体制度建设工作以及公益活动开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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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了解宗教场所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困

难，听取关于宝山区落实新修订《条例》

情况的介绍，与区、街道、镇及宗教团体

的相关工作负责人员沟通交流。代表围

绕加强宗教团体、场所管理、合理规划宗

教场所布局、教职人员承担社会责任、共

同推动宝山宗教工作健康发展等提出意

见和建议。

【防汛防台工作检查】　６月２６日，区人
大常委会领导带队检查区防汛防台工

作。实地察看新石洞水闸重建工程、宝

钢长江大堤改造项目、练祁河河道整治

工程等防汛防台情况，听取现场情况介

绍。座谈听取区防汛指挥部关于区防汛

防台工作情况汇报，代表提出意见建议。

【公共文化建设工作情况调研】　７月１７
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到区文广影

视局开展公共文化建设工作情况调研，

听取关于区公共文化建设情况汇报并进

行沟通。７月２４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
公共文化建设工作街镇座谈会，听取各

街镇关于公共文化建设工作情况汇报，

提出意见建议。８月１日—２日，区人大
常委会领导带领教科文卫工委开展公共

文化建设工作情况调研。先后察看高境

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新业坊源创、当
当网线下体验书店、龙现代艺术馆，座谈

听取区文广影视局下属事业单位公共文

化建设工作情况，以及推进公共文化建

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人大代表之家专题调研】　８月２２日，
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到庙行镇视察“人大

代表之家”情况，并召开调研座谈会。实

地察看位于庙行镇社区文化中心的“人

大代表之家”，全面了解其整体布局、区

域划分、功能配置等，座谈听取庙行镇关

于“人大代表之家”建设情况汇报。

【居村换届选举工作调研】　８月２８日，
区人大内司委到区民政局调研区居村换

届选举工作情况，听取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居
村换届选举工作推进情况报告，就居村

换届选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村

委换届工作经验总结，以及下一步居委

换届工作打算等进行交流沟通。

【区镇财政体制调研】　８月—９月，区
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区人大财经委在

大场、杨行、罗店镇分别召开调研座谈

会，对区镇财政体制、镇级人大预算审查

监督情况进行调研。各镇政府分别介绍

近三年财政收支及管理情况，对完善区

镇两级财权事权和财政管理体制提出建

议。各镇人大负责人交流贯彻落实《上

海市预算审查监督条例》、镇预算审查监

督工作特点、下一步工作计划等情况。

【扬尘治理工作调研】　９月６日，区人
大常委会领导到大场镇调研扬尘治理工

作，查看沪太路锦秋路口、涵青路经地路

口扬尘情况及相关设施，听取扬尘治理

工作汇报。

【《上海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贯彻落实

情况调研】　９月２０日，区人大常委会
集中调研《上海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贯彻落实暨服务新侨“双创”（创新、创

业）、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实地调研

大场镇“新侨驿站”和落户癉 ＰＡＲＫ文
创产业区的新侨企业。座谈听取区侨办

就贯彻落实情况汇报和市欧美同学会宝

山分会、新侨人士代表情况介绍。与会

人员就相关工作提出建议。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工作调研】　９
月，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领城建环保工

委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工作情况调

研。实地察看宝山实验学校、宝杨路客

运码头等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工作

情况，座谈听取月罗环境卫生服务有限

公司、宝谊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有关

工作情况介绍，并就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化工作进行沟通。１０月３０日，区人大常
委会领导带队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

工作情况专题调研。实地调研中成智

谷、绿叶菜场步云店、吴淞街道海江二

村，座谈听取区绿化市容局工作情况汇

报，以及区财政局、区城管执法局补充汇

报。代表提出意见建议。

【部门预算专题调研】　９月—１２月，区
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会同城建

环保工委、教科文卫工委组织部分区人

大代表开展部门预算专题调研。相关专

工委分别到区民政局、区档案局、区科委

（科协）、区建管委、区教育局、区合作

办、区水务局、区委党校、区房管局、区规

土局、区发改委、区国资委、区土地储备

中心等部门，了解部门预算２０１８年执行

情况和２０１９年编制情况，提出优化预算
编制方法、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等意见

建议。

【综合交通补短板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

况调研】　１０月２３日，区人大常委会城
建环保工委召开综合交通补短板三年行

动计划实施情况调研启动会。区建管委

介绍行动计划实施情况，代表提出建议。

１１月１４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开展
综合交通补短板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

调研。实地察看 Ｓ７公路宝安公路南侧
工地、区政府实事项目月罗公路调头车

道罗溪路口、富长路（杨南路—联水路

段）、滨江大道（宝杨路—海江路段）等

施工进度，听取道路建设基本情况及各

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推进情况报告。

【政府投资项目系列监督调研】　１１月２
日，区人大财经委，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

保、教科文卫、预算等工委开展政府投资

项目调研，部分区人大代表参加。实地

察看祁连山路道路工程、丰翔路道路工

程、南陈路改建、南大路改建、锦秋路拓

宽改建等南大地区及周边配套道路建设

情况和上大附中体育馆扩建、行知实验

中学改扩建项目建设情况，听取区建管

委、区教育局情况介绍，对项目推进、资

金管理等提出意见建议。

【０—３岁婴幼儿托育情况调研】　１１月
１４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领教科文卫
工委就０—３岁婴幼儿早托育情况开展
专题调研。实地察看区直机关幼儿园、

博士蛙幼儿园、八棉幼儿园托育情况和

０—３岁早期教育指导服务中心运行情
况，听取现场情况介绍。座谈听取区教

育局关于全区早期托育服务管理工作情

况汇报，并提出意见建议。

【“四好”农村道路专题调研】　１２月４
日，区人大财经（农业与农村）委、常委

会预算、城建环保、侨民宗等工委共同开

展“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道路

专题调研。实地察看锦沪路、罗东路、聚

发路、聚石路以及肖泾村、合建村、沈家

桥村、须家宅村（通）道等农村道路情

况，座谈听取杨行镇、月浦镇、罗泾镇、罗

店镇、顾村镇关于“四好”农村道路项目

计划、资金安排等情况介绍。１２月 １２
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四好”农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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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计划安排专题调研会，听取区

建管委关于区“四好”农村道路项目五

年计划和２０１９年资金安排等情况专题
汇报，以及区发改委、财政局、农委补充

汇报。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提

出意见建议。

【月浦镇总体规划调研】　１２月６日，区
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开展月浦镇总体规

划调研。实地察看沈巷社区月罗公路沿

线和聚源桥村新农村建设情况，听取区

规土局、月浦镇现场情况介绍。座谈听

取区规土局关于月浦镇总体规划情况汇

报，代表围绕规划整体目标定位、公共服

务设施优化、区域交通格局提升、生态环

境分区管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８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海林来宝山调研 区人大／提供

【红十字会工作调研】　１２月６日，区人
大常委会领导带队调研红十字会工作。

实地察看庙行镇红十字会服务站和宝山

区第二中心小学安全体验教室，座谈听

取区红十字会工作情况介绍，并提出意

见建议。

【民营企业发展情况调研】　１２月 １１
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到长江软件

园调研部分民营企业发展情况，现场参

观上海优尔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施铠曼航空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鉴真

防务（上海）有限公司等，与上海挚达新

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小海龟科

技有限公司等１１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了
解企业发展情况，听取意见建议。

【消防工作调研】　１２月１４日，区人大
内司委到区消防支队，调研区消防工作

情况，视察区消防指挥中心，就消防支队

机构改革转隶工作、全区消防工作情况

及工作思路打算等进行交流沟通。

（贾如意　喻若超）

重要活动
【市十四届人大宝山代表团开展履职总

结活动】　１月８日，市十四届人大宝山
代表团组织开展履职总结活动，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李萍、张静、王丽燕等参加

活动。代表们先后参观吴淞工业区规划

展示馆、上海玻璃博物馆和中成智谷创

意产业园，了解宝山历史，感受宝山新

貌，座谈交流履职心得、经验做法。

【市人大常委会到宝山调研】　１月 ８
日，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到宝山区召开

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情况调研座谈

会，与区农委、区农经站及部分镇村集体

经济组织负责人就如何贯彻实施《上海

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以及工

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探讨。５
月１８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海林带
领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一行到宝山开

展“三合一”（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一

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能违章混合设置在

同一空间内的建筑）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专题调研。实地察看宝山区杨行镇镇域

内有关“三合一”场所，了解场所消防安

全综合治理情况。座谈会上，市公安局

汇报全市“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综合

治理情况，宝山、浦东、青浦等区汇报区

消防安全工作情况，并进行互动交流。６
月４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莫负春到
顾村镇好日子大家园第二居民区开展代

表联系社区活动。６月 ７日，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肖贵玉率队到宝山开展《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

查，到宝钢股份宝山基地调研检查环保

改造、智慧制造、城市钢厂等情况，到宝

龙商业广场建筑工地，实地检查工地扬

尘污染控制和在线监测应用情况，在周

边区域检查机动车尾气监测执法工作。

９月２１日，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到宝山
开展《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

例》市、区人大联动执法检查，听取区政

府贯彻情况汇报及区政府各相关部门、

杨行镇、城西二村补充汇报。随机抽查

顾村镇、顾村村贯彻实施《条例》工作情

况，现场查阅相关台账材料，听取情况汇

报，进行现场打分。１０月９日，市人大常
委会城建环保委到宝山区开展《上海市

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执法检查，实地检

查龚家沟河道整治、上大路５５号部队污
水纳管等工作，听取宝山贯彻情况汇报，

并进行沟通交流。

【宝山区委调研人大工作】　２月２６日，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

常委、组织部长李峻等到区人大常委会

进行工作调研。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李萍汇报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７年
履职实践和体会，以及２０１８年推进的重
点工作。

【区人大工作研究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召

开】　３月６日，宝山区第一届人大工作
研究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召开。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秦冰到会祝贺并讲话。会长

沈秋余作工作报告。会议通报有关会员

退会入会、增补理事和法定代表人变更

等情况。

【北京市怀柔区人大常委会到宝山考

察】　４月１２日，北京市怀柔区人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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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领导率队到宝山区考察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等方面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

会、区法院、区检察院相关领导参加活

动。怀柔区人大常委会一行参观区法院

审判大厅、诉讼服务中心、信访接待大厅

等。座谈会上，区人大常委会领导介绍

宝山区情和近几年人大监督工作情况，

区法院、区检察院领导分别介绍区“两

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情况。

【区人大常委会到浙江学习考察】　５月
８日—１０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领教
科文卫工委等到浙江桐庐学习考察市民

健身工作，实地考察桐庐县市民综合体

育中心、城市规划馆等，并就市民健身工

作与桐庐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

体育局进行座谈交流。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７日，区领导汪泓、李萍等为杨行镇人大“代表之家”揭牌 区人大／提供

【《想说就说———人大直通车》开播】　６
月１１日，电视专题访谈节目《想说就
说———人大直通车》第一期《代表建议

篇》在宝山电视台开通播出。《想说就

说———人大直通车》栏目是一档让普通

电视观众了解人大工作的节目。栏目围

绕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

者有机统一，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优越性，宣传区民主法制建设新成就，营

造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大代表依法履行

职责，关注民生、服务大局的良好氛围。

１０月２９日，第二期《生态环境治理篇》
播出。

【市人大研究会到宝山调研】　７月 ４
日，市人大研究会第五研究组到宝山调

研街道人大工委建设情况。实地察看区

友谊路街道“人大代表之家”“人大代表

联络站”及社区建设等情况，了解街道人

大工委服务代表履职、联系人民群众等

工作开展情况。座谈听取区人大常委会

代表工委、友谊路街道人大工委关于街

道人大工委建设情况汇报，并进行交流

讨论。

【金山区人大常委会到宝山调研交流】

　１０月１８日，金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治中带队到宝山区调研交流基层人

大工作、代表工作和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等相关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

等参加调研和座谈交流。金山区人大

常委会一行实地参观庙行镇代表之家

建设情况、罗泾镇千亩连片设施良田、

宝山湖生态养殖基地以及塘湾村生态

家园建设情况。座谈交流中，区人大常

委会领导介绍宝山基本情况，重点介绍

宝山区庙行、顾村、罗泾三镇人大就密

切联系群众、推进建家立站、助推美丽

乡村建设等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代表

工委介绍区人大常委会加强代表工作

情况。 （贾如意　喻若超）

代表工作
【代表补选】　７月１２日，第８５选区的
选民，按照法定程序，补选高飞为区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代表建议办理】　区八届人大三次会
议以来，共收到由区政府办理的代表建

议８２件（会议期间 ７５件，闭会期间 ７
件）。其中：已采纳和解决 ６１件，占总
数的 ７４４％，比上年提高 ６６％；正在
研究和正在解决的 １４件，占总数的
１７１％；留作参考和暂难解决的 ７件，
占总数的８５％。代表对复查结果表示
满意和基本满意的 ７９件，占总数的
９６３％，提高 １９％；表示理解的 ３件，
占总数的３７％。

【代表履职学习培训】　区人大常委会
全年共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代表共

２７８人次参加各类培训。４月１２日—１４
日，举办区八届人大代表集中培训班。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区七届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静等参加。培训人员听取关

于宝山经济、规划、“两院”工作等方面

的辅导讲座和关于《宪法》《监察法》解

读报告，聆听市十四届人大代表介绍履

职经验，并围绕如何履行好代表职责等

进行分组讨论，交流学习体会。５月—
１０月，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各专工
委成员７０余人次分批到全国人大相关
培训基地开展人大业务工作培训。

【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建设达到全覆

盖】　３月２７日，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
委组织各街镇人大到闵行区专题学习考

察“代表之家”建设工作。８月２２日，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带队到庙行镇调研

“代表之家”建设情况。９月４日，区人
大常委会召开街镇人大“建家立站”工

作调研推进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

为庙行镇人大代表之家揭牌。９月 １３
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关于

“人大代表之家”和“人大代表联络站”

建设的指导意见》，印发各街镇。１１月
２８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到月浦镇视察
“代表联络站”情况。１２月２７日，区领
导汪泓、李萍等出席杨行镇人大“代表之

家”揭牌仪式。至年末，区街镇人大代表

“家”“站”建设基本达到全覆盖。

【开展代表联系社区活动】　６月、１１月，
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市、区人大代表

进社区活动，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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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８月２日，市十五届人大宝山组代表视察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区人大／提供

三五规划中期评估”和“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３个主题，听取居村民意见和建
议。共有４７０余名市、区人大代表到各
自联系的村（居）委会参加联系活动，联

系群众 ４０００余名，收集 ３６２条意见建
议，其中属于区职权范围的１６３条。

【开展代表座谈】　７月６日，区人大常
委会召开代表座谈会，征求代表对年度

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１１
月８日，区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
召开座谈会，听取区政协委员、往届人大

代表、市民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对区财

政预算和政府投资项目安排的意见。１１
月２３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部分人大代
表座谈会，听取对《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市十五届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７月
２６日，由宝山选举产生的市十五届人大
代表开展分组讨论，评议市政府上半年

工作，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住房体

系、开展生活垃圾综合治理等问题发表

见解，提出意见和建议。８月２日，市人
大宝山组代表视察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听取区滨江委对宝山邮轮经济发展现状

的介绍，参观新落成的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新客运大楼“海上画卷”和诺唯真喜

悦号邮轮。８月２９日，市人大宝山组代
表赴宝山检察院视察，现场参观 １２３０９
检察服务中心，出席中心揭牌仪式，座谈

听取市检察机关关于全市检察工作主要

情况的通报。１２月１３日，市人大宝山组
代表赴宝山法院视察工作，现场参观区

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直播网络法庭、信息

管理中心以及院史馆，座谈听取宝山法

院工作介绍，围绕强化法治保障、加强法

制宣传、建设专业队伍等提出意见建议。

（贾如意　喻若超）

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情况

会议 任 免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次会议

潘惠芳　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金明虎、林青、葛荣、张洁　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李伟钰、秦
伟、徐蒧彪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
陈剑红　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须桃根　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 陈剑红　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
张海宾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健　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陈健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
袁惠明　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主任；钱荣根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 葛荣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

王骏　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孙晓红　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汤宇军　区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毛晓青　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须桃根　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判
庭庭长；侯利兵　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谢斌　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周皓　
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力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国侠　区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谢连明　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罗有敏　区人民法院商事
审判庭副庭长；戴筱岚　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判庭副庭长；蒋梦娴　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
副庭长

王秀华　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陆昊罡　
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判庭副庭长；陈剑红　区
人民法院审判员；王秀岩　区人民法院审判
员；武顺华　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
陈尧水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乾　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贾如意　喻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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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编辑　吴思敏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牢牢把握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围绕“两区一体化升级版”

（把宝山建设成为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

重要承载区、城市功能转型的最佳实践

区，迈向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目

标，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推

进全区经济社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全

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６０５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６２％；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１３９２０６亿元，增长 ５１％；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４９６１亿元，增长１７５％；商品销
售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

１４３％、２５％；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
在２６５万人以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９％。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宝山区承接自
贸区辐射效应，打造世界级邮轮名片。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实现“三船同靠”，累

计接待游客突破 １２００万人次。在全国
率先试点邮轮船票制度，全面实行“邮轮

便捷通关条形码”，通关时间由平均１５
秒缩短为３秒。发布《关于加快宝山邮
轮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邮轮经济３５
条意见”），推动中船集团与嘉年华、芬

坎蒂尼集团合作。中船邮轮科技等 １３
家邮轮企业落地，新增地中海邮轮等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邮轮相关企业总数达

１３９家。推进邮轮船供分拨平台建设，
全国首个邮轮港口服务标准化试点通过

终期验收，举办 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
对接科创中心建设，提升区域创新活力。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１００家、科技小巨人
企业７家，复控华龙等 １１家企业获国
家、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石墨烯柔性智能

纤维等７个科技项目实现中试转化。建
设“环上大科技创新圈”，推动材料基因

组、氢能燃料电池等项目落地，新增２家
外资研发中心、２６家企业技术中心。成
立区级知识产权服务联盟，专利申请量

增长１８９％。新增２家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市级以上众创孵化载体达 １９
家。７０亿元临港申创产业基金落地，新
增上市挂牌企业２７家，上股交挂牌企业
数量列全市第２位。推进“满意１００”人
才集聚工程，全年投入人才专项资金

１２亿元。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持续深化开放合作。创新区域合作

机制，与江苏太仓市、滨海县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把握进博会重大契机，组织近

７００家企业参团，与８个国家（地区）经
贸团开展贸易洽谈。落实上海《上海市

贯彻落实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举措

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

（“扩大开放１００条”），在“一带一路”沿
线累计投资项目１９个，投资额近３５亿
美元。外贸出口总额增长２０２％，增幅
列全市第１位；完成合同利用外资１５８
亿美元，总量列全市第４位。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中小微融资服务平台发

放贷款１３亿元，增长１４４％。加大扶
贫投入，对口帮扶新疆、云南等地区。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宝山区抓住品
牌建设主攻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态

势。启动四大品牌建设，制定打响“上海

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

化”品牌的实施意见、三年行动方案，推

进４０个专项行动。促进产业高端化发
展，与百度、商汤、联和投资、上海信投、

国药、东旭、中船、芬坎蒂尼等一流产业

集团开展战略合作，引进爱德夏、同济科

技、优维视等一批高技术产业项目，推动

商汤科技、上蔬永辉、卜蜂莲花等一批总

部型项目落地。出台机器人及智能硬件

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临港集团、克莱机

电、上海建工、电科集团、君和资本等共

同发起成立机器人产业创新基金，伏能

士、快仓、巨什和机器人检测认证平台等

一批机器人项目成功落地。开利空调、

华伟表面技术等一批智能制造项目竣工

投产，华域电机、华域麦格纳电驱等一批

新能源项目开工建设，安博贝瑞等一批

生物医药企业落地。引入百安居智慧

店、微盟温带未来商店、食行生鲜等新零

售项目，推进宝杨宝龙、经纬汇等标志性

商业地标建设。“互联网 ＋”平台经济
快速发展，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３２００亿
元，比上年增长３０％。持续提升发展质
量效益，集中启动城工科技绿洲、鑫燕隆

二期等３８个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达
３００亿元。工业投资、服务业投资分别
比上年分别增长７％、１０８％。全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１６０亿元，增长
２４７％，单位增加值能耗比上年下降
３４％。建成同济创园二期、国药健康产
业园等一批载体，放大“租税联动”等政

策效应，重点商务载体单位面积税收增

长１８％，新增亿元载体４个。出台土地
分割转让、提高容积率等七类政策，鼓励

“零存整取”式成片调整，关停５１个结构
调整项目，盘活低效产业用地约１６２６７
公顷（２４４０亩），重点产业园区单位土地
产值增长１８％。完成１３０公顷减量化任
务，土地集约利用工作获国务院办公厅

通报表扬。持续深化“六个统筹”（统筹

招商机制、统筹规划布局、统筹资源要

素、统筹准入评估、统筹政策服务、统筹

投促队伍），在全市率先制定区级产业地

图，明确镇（园区）主导产业定位，形成

“１＋２＋３＋５”产业空间布局体系（１个
特色产业带：邮轮滨江产业发展带；２个
市级重点转型区：大生态智慧城和吴淞

创新城；３个服务业发展带：一号创新
带、三号创业带、七号创意带，５个重点
产业园区：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宝山工业

园区、城市工业园区、罗店工业园区、月

杨工业园区）。出台《宝山区关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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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项目统筹布局的实施细则》，推动赛

赫智能等项目区域联动落地，形成“南部

总部经济 ＋北部制造业基地”的发展格
局。拓展平台招商，举办产业互联网高

峰论坛、泰山论坛等贸易洽谈与招商推

介活动。全区新增工商注册企业３０４８４
户，总数突破１６万户。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４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首次迎来真正意义上的“三船同靠” 区府办／提供

【加速城乡融合发展】　宝山区坚持高
标准定位、高品质建设，编制形成宝山区

２０３５城市总体规划。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制定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见、五年规

划及９项配套政策（出台涉及“农业产业
发展、人居环境整治、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保障村级组织运转、农场职工集体参

加职保、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等９个支持文件），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
“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领域倾斜。

粮食生产绿色认证实现全覆盖，“新罗

泾”牌虾稻米获第十九届中国绿色食品

博览会金奖。完成 ２４千米“四好”（建
好、管好、养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建

设、２０５座农村公厕提标改造，实现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启动罗泾镇塘湾

村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工作。完成

杨行镇、顾村镇镇级产权制度改革，全区

承包地流转率达到 ９２７％。加大重点
地区开发力度，南大地区从综合整治进

入全面开发阶段，组建南大智慧城市发

展有限公司，形成“领导小组＋指挥部＋
公司”运行机制。建成鄂尔多斯路等 ２
条道路，完成３０公顷绿地建设。吴淞工
业区形成转型发展建设规划成果，确立

枢纽核心商务区等六大功能分区。落实

市政府与中国宝武集团战略合作协议内

容，建立季度联席会议沟通机制，宝地上

实、宝地临港两家公司揭牌成立。新顾

城９个地块２２７万平方米共有产权保
障房完成项目法人主体招标，５个地块
４５万平方米共有产权保障房实现开工。
推进天仁路、尚北路等一批市政配套设

施建设。完善重大基础设施，Ｓ７公路、
Ｇ１５０１Ａ段、沪通铁路、军工路快速化改
造、轨道交通１５号和１８号线等重大工
程有序推进。启动殷高西路治堵工程，

完成可变车道改建。友谊西路、杨南路、

吴淞口路南延伸段等一批道路建成通

车。南大路、南陈路、丰翔路、祁连山路

４条道路启动架空线入地工程，“５＋１”
排水系统（南大北排水系统、乾溪排水系

统、何家湾排水系统、盛宅排水系统、虎

林排水系统以及庙彭排水系统）全面建

成并投入使用。建成８条微循环道路，
新辟调整１７条公交线路，新增公共停车
泊位２０４６个、共享泊位 ５２８个、共享单
车停放点２６９个。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宝山区落实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施长江

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实施第七轮

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区级环保投入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达３１％。落实土壤污
染防治计划，推进南大地区土壤污染修

复试点示范项目。在全市率先建成区级

中小企业危废转运处置平台。启动新一

轮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建立扬尘防控“片

长制”，形成扬尘污染源监控网，在建工

地、混凝土搅拌站、码头堆场扬尘浓度实

现大 幅 下 降。全 区 ＡＱＩ优 良 率 达
８４１％，ＰＭ２５２浓 度 比 上 年 下 降
１１９％，降幅列全市第 ３位。推进水环
境治理，建立健全河长制、湖长制，落实

“一河一策”。统筹推进水系沟通、雨污

分流改造、河道综合整治等工作，完成老

?藻浜等１０条断头河治理，３４０个点污
染源纳管，建设２０千米污水二级管网，
改造积水点５６８处。全区城镇污水处理
率达９４％，“１＋１４”（“１”即１个国考断
面；“１４”即１４个市考断面）考核断面水
质实现动态达标，劣 Ｖ类水体比例控制
在市下达指标以内。开展无违建居村

（街镇）创建，６３９个无违创建单元全部
通过区级验收。启动吴淞工业区、?藻

浜沿线两岸、江杨市场三大重点区域“五

违”（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

法排污、违法居住）综合整治，全区拆除

违法建筑５９２万平方米，取缔违法经营
单位３８９５家，清退违法居住７１０６人，消
除安全隐患１４９个，关停整治内河码头
２０家，整治 ５６０家违法违规企业。在
２９４个小区推行垃圾分类专管员分拣工
作，绿色账户覆盖５３２万户居民。试点
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与生活垃圾清运网络

“两网融合”，１８３５家单位实施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完成１０５万吨存量“五违”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新建各类绿地８５公
顷、城市绿色步道２５千米，新增立体绿
化３万平方米。

【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　宝山区以全
国文明城区创建为契机，完善管理机制，

落实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打

响“绣美宝山”品牌。加速建设“三个美

丽”（美丽家园、美丽街区、美丽乡村）。

提升美丽家园形象，开展新一轮小区综

合治理，基本完成５０个小区房屋本体改
造和１００个示范小区创建。聚焦老旧小
区突出问题，完成１２８万平方米住宅修
缮、５０万平方米老旧住房安全隐患处
置，实施燃气内管改造２万余户、技防物
防设施升级 ３０８个。凸显美丽街区亮
点，推进景观灯光提升、户外广告牌整治

等工程，创建３个市级、６９个区级美丽街
区，落实１２３条道路、８０００余家单位“门
责制”。完成１４４户村庄改造，实现农村
生活垃圾集中处置全覆盖，成功创建 ２
家市级、７家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健
全“镇管社区”模式，第二批３个基本管
理单元通过市级验收，完成居村委会换

届选举工作。“社区通”实现居村全覆

盖，解决各类问题４８万个。引导社会
组织参与基层自治，服务群众 ３５万人
次。全面完成“网格达标”创建工作，

“网格化 ＋”综合平台结案率达１００％，
综合评价列郊区第１位。织密城市风险
感知网络，完成“雪亮工程”一期项目，

全区域运行“平安宝山智联网”，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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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水平指数连续三年列郊区第 １
位。在全市首创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审议

制度，落实重大隐患挂牌督办、“黑名

单”制度，聚焦“三合一”（住宿与生产、

仓储、经营一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能违

章混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建筑）、空中

坠物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安

全生产死亡事故起数、人数均比上年下

降２６３％。在全市率先实现废弃食品
“互联网＋退市”全过程闭环式监管，整
治消除８８５１户无证照经营商户。推进
“智慧公安”建设，健全立体化、信息化

治安防控网络。做好金融风险防范、信

访稳定等各项工作，报警类１１０接报数
下降２６４％。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８日，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举行 区府办／提供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宝山区出台新
一轮促进就业政策，帮扶引领６５３人成
功创业，获评第二轮上海市优秀创业型

城区。新增养老床位３０６张，新建长者
照护之家３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７
家，累计为符合条件的“长护险”参保老

年人提供３０万人次照护服务。全年救
助各类对象６７７万人次，救助资金３１
亿元。征地养老人员月生活费标准、城

乡居保月基础养老金标准分别增长

７８％、９４％。完善“四位一体”（廉租
住房、公共租赁房、共有产权保障房、征

收安置住房）住房保障体系，新建和转化

租赁住房１８２０３套，新增代理经租房源
１３８３２间。开工建设区属动迁安置房４０
万平方米，安置在外过渡动迁居农民

１７７２户。６个“城中村”动迁工作基本完
成，居农民、企业签约率均达９９％，８幅
地块成功出让。完成１０幢房屋成套改
造。新建改建标准化菜场５家、社区微
菜场６０家。平稳实施中考、高考改革，
完成国家、市教育综合督政、督学等工

作，实施教育资源区级统筹，新建、改扩

建学校６个，开办华二宝山实验学校、上
海大学宝山外国语学校。推进公立医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委托仁济医

院全面托管大场医院，促进八大医联体

（华山、市一、市九、曙光、仁济医院５大
综合医疗联合体和新华医院儿科医联

体、肿瘤医院全市首家肿瘤医联体、市第

二康复医院康复医联体３大专科医疗联
合体）协同运行，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和区

域群众就医“双下沉”，开展专病门诊

３６万人次。做实家庭医生制度，社区
卫生“１＋１＋１”（１个家庭医生 ＋１家二
级医院 ＋１家三级医院）签约 ６０７万
人，列全市第３位。完成国家级慢性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复评审，获国家卫健委

通报表扬。举办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

间艺术节、２０１８黑池舞蹈节等各类活动
３５万余场，参与市民逾５７３万人次，人
次、场次均比上年增长 １００％以上。引
进谷好好、王勇、秦文君、史依弘等１２个
艺术名家工作室，沪剧电影《挑山女人》

获第十四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新增

电影院、美术馆等文化场馆５家，建成市
民健身步道５条、健身苑点４０个、社区
公共运动场２４片，推进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馆二期等项目建设。妇女儿童、红十

字、残疾人、双拥、慈善等事业稳步发展，

民族、宗教、侨务、对台、档案史志等工作

持续加强。

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参加首届进博会工作成果

主要成果 主要内容

参团规模和质量超
预期

 组织参团采购人员４３６１人。
 有采购需求的企业４２２家。

超额完成意向成交
任务

 完成意向成交额３３９２．９７万美元。其中，食品及农产品展区成交额２９８２．５万
美元，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成交３１９．８５万美元。

举行广泛商务投促
活动

 成功举办投促推介会，接待澳门特别行政区及部分葡语系国家经贸代表团，积
极推介宝山投资环境。

 与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上海念弟实业集团和斯里兰卡 ＷＭＣ签订红茶中华区总代理，成交金额 １
亿元。

 对接挪威、乌克兰、俄罗斯等多个国外代表团活动，强化合作。
 对接波兰、丹麦等６个政要代表团，顺利完成各项接待任务。

【提高政府治理效能】　宝山区提升政
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区域营商环境

持续改善。出台《宝山区关于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优化营商环境

１８条意见），行政审批目录由 ５８１项精
简至５５８项，当场办结、提前服务事项总
数达３１０项，列全市第２位。推进“两集
中、两到位”（“两集中”即推进一个行政

机关的审批事项向一个处室集中、行政

审批处室向行政审批服务中心集中；“两

到位”即保障进驻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

审批事项到位、审批权限到位），２９个部
门及４７０项审批和服务事项１００％进驻
行政服务中心。推行“一网通办”，涉企

审批事项“只跑一次”和“不见面审批”

比例达 １００％，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组建四类“单一窗口”（部门、

综合业务、统一出件、主题类），推进涉企

事项“一窗式”办结。深化建设项目联

审服务改革，在全市首创建筑师负责制，

同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

可证。政府职能转变持续加快。坚持需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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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开展“大调

研”活动，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累计开展

调研６５万人次，收集问题和建议３８万
余条，问题解决率达９８２％。推进环保
执法改革试点，基层执法力量得到加强。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组建宝山国资产业

发展公司和吴淞口投资集团。制定小型

工程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加强对财

政投资４００万元以下建设工程的管理。
严格执行“三重一大”（重大事项决策、

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

使用）制度，提高政府工作规范化、科学

化水平。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规范公务接待和会务支出标准。加大政

府信息公开力度，全面公开区镇两级政

府预决算、“三公”（因公出国（境）经费、

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

的消费）经费及非涉密部门预决算，主动

公开率列全市第１位。主动向区人大及
其常委会汇报工作、向区政协通报工作，

办理２６５件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
代表和委员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和基本

满意的占９７４％、表示理解的占２６％。
（杨倩怡）

表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邮轮经济发展情况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多措并举推动邮
轮改革

 落实通关新举措，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间节约三分之一。
 宝山国际邮轮港综合型旅游服务中心正式揭牌。

重点项目推动港
城融合

 临江商业商务中心处于桩基围护阶段。
 海事交管中心启动中心塔主体工程建设。
 滨江大道南延伸段通车，北延伸段正在施工。
 邮轮港交通诱导及智能停车系统基本完成。

多方合作打造邮
轮新貌

 上海邮轮物资供应协会成立并揭牌。
 组建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宝杨路码头划拨工作。

强化进博会邮轮
效益

 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际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
 全球最大的三文鱼生产商美威水产与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宝山区政府与云顶香港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

表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进展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为各类市场主体
减负担

 取消审批 ２９项、调整 １６项、新增 ６项，全区审批事项总数从 ５８１项精简至
５５８项。
 持续推进审批标准化建设，按统一标准编制涵盖所有审批的１１３４份申请材料清单，
清理取消清单中的“兜底”性表述３３条，明确细化１５３条，实现收件办理“一口清”。

为激励有效投资
拓空间

 推进“一网通办”，３７９项涉企审批事项１００％开通“三级办理（一次上门）”和“四
级办理（不见面审批）”。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新设企业由５个工作日压缩到３日发照。企业名称变更、第
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等１１项登记许可事项“当场办结”，６０分钟内“立等可取”。

为公平营商环境
创条件

 建立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机制，持续深化“双随机、一公开”工
作，确保执法事项１００％纳入随机抽查范围。
 全面落实“三个一批”改革，区级当场办结事项１７７项、提前服务事项３０项，街镇
当场办结事项１０３项，总数全市排名第二。
 开展审批服务“四办”建议事项梳理，形成区级“四办”事项４１９项、街镇“四办”
事项２５１项。

为群众办事生活
增便利

 深化减证便民工作，对１项市级证明事项提出取消建议，对１９项区级证明事项明
确具体取消的时间节点。
 推进政务数据归集共享，完成区行政服务中心统一受办理平台与市不动产登记
系统、市信用平台等系统的对接。

表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乡村振兴工作进展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农业 发 展 绿 色
生态

 “虾稻米”率先通过绿色认证。
 农药包装等废弃物集中回收处置，水稻秸秆离田基质化利用全面推广。

农业生产能力巩
固提升

 基本划定农业“三区”，划定蔬菜生产保护片８个、规模７３５４．２亩，粮食生产保护
片６个、规模２８１７．３亩。
 全面清理锁定的１４个违规“大棚房”项目，遏制农地非农化。

农业行业底线确
保守牢

 完成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创建任务，全区规模化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信用档
案录入监管平台。
 农产品检测实验室完成重建，区级蔬菜农残定量检测合格率９９．８％。

农村生态环境日
益改善

 落实造林任务８９０亩，完成８０块１３９４亩减量化复垦耕地土壤评定。
 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的村宅改造基本完成，完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和中小河
道轮疏工作。

农村 改 革 持 续
深化

 全区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全面完成。
 落实３９个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区级财政补贴３２１５万元。

表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点地区工作进展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南大智慧城

 高效率完成征收补偿，国有土地上企业用地签约１９００亩，签约率８５％；国有土地
上居民房屋一期签约１６８户，签约率９４％；集体土地上企业用地全部完成签约；集体
土地上农民签约１４１３户，签约率９５％。
 高起点开展规划研究，开展以“产城融合、智慧城市”为主题的梯度规划研究，形
成初步成果。

 高品质确定产业定位，与阿里、百度等公司联手推进“南大ＡＩ—ＣＩＴＹ”规划。

吴淞创新城

 编制上报吴淞创新城发展建设规划，研究形成枢纽核心商务区、滨水综合功能
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等六大功能分区。

 明确控规编制先行启动区域，把特钢区域、不锈钢区域２大区域确定为吴淞工业
区先行启动区。

 推进宝武地块转型开发公司组建，９月２８日，宝武集团与上实集团、临港集团共
同正式组建上海宝地上实产城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宝地临港产城发展有限公司。

重要政事和决策
【加快建设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　宝
山区集聚创新资源，１９０家企业获评高
新技术企业，其中新增１００家，重新认定
９０家。４家企业获评“上海市小巨人企
业”，３家企业获评“上海市小巨人（培
育）企业”，创历年新高。二十冶集团等

１１个项目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加强
协同创新辐射力，建成１８家院士专家工
作站（服务中心），新增１１家市区两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２家研发公共服务平
台。建立宝山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超

碳工作室。上海智力产业园、长江软件

园成功创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吴

淞口创业园完成国家级众创空间备案，

宝山区国家级众创孵化载体数达到

６家。

【提升开放型经济能级】　宝山区制定
实施《宝山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聚焦邮轮全产业链创

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与太仓

市、滨海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

沿江沿海协同创新带，推进产业发展、生

态保护等１５项对接项目建设。新批外
资项目５７６个，比上年增长７８３％，其中
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项目 １７个，增长
８８９％，实到外资 ２７５亿美元，增长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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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０％。新增地中海邮轮、富驰高科、光
驰科技等３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研发
中心。积极“走出去、请进来”，到北京、

青岛等地进行招商，与中船、百度、商汤

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组织区内相关企

业参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全球参

展商、采购商开展交流与供需对接。

【打响世界级邮轮品牌】　宝山区发布
《关于加快宝山邮轮经济发展的实施意

见》（“宝山邮轮经济３５条”），每年安排
１亿元资金支持邮轮全产业链发展。全
年共接靠邮轮３７５艘次，累计接待出入
境游客突破 １２００万人次。上游建设中
船国际邮轮产业园，推动中船集团与嘉

年华、芬坎蒂尼集团签订总价近５０亿美
元的６艘大型邮轮建造合同。中游打造
邮轮总部基地，新引进中船邮轮科技等

１３家邮轮相关企业，企业总数达到１３９
家。下游创新拓展邮轮服务，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实现“三船同靠”，邮轮港服务

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终期验收。在全国

率先实现所有母港邮轮凭票入港，完成

货柜转运 ６６个航次，货值 ５７１４万美
元。成功召开２０１８亚太邮轮大会，发布
《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８）》（邮轮
绿皮书）和亚洲邮轮经济景气指数。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宝山区与百度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区府办／提供

【优化营商环境】　宝山区出台优化营
商环境行动方案，聚焦“减少环节、减少

成本、减少时间”，营造更加高效的投资

环境，全区审批事项总数精简至５５８项。
全区１１７项没有法定办理期限的审批事
项全部明确承诺办理期限。全区４４１项
具有法定办理时限的审批事项中，３７９
项达到甚至超过压缩三分之二的办理时

限目标，占比达８５９４％，审批提速在全
市走在前列。全面推进“两集中、两到

位”，２９个部门 ４７０项审批服务事项进
驻行政服务中心，实现四类“单一窗

口”，涉企事项“一窗式”办结，审批事项

“只跑一次，一次办成”比例达 １００％。
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完

成企业调研 ７５２０２家，收集问题 ５３７８
个，解决问题５１６５个，解决率为９６０％。
新增注册企业３０４８４户，增长６２％，企
业总数突破１６万户。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宝山区出台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见、五年规划等

政策文件，推动“人、钱、地”向北部地区

倾斜。全区所有农产品生产基地完成产

地环境检测，地产绿色农产品认证率从

空白到年内实现４５％的跨越。美丽乡
村扩容提标，塘湾村高标准创建上海市

乡村振兴示范村，市级美丽乡村总数达

到６家、区级美丽乡村总数达到１４家。
深化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流转承

包地 １９２５２５３亩，承包地流转率达到
９２７３％。全区村级产权制度改革基本
完成，年内完成村总数达到１０１家。完
成杨行、顾村镇级产权制度改革。调整

完善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保障机制，

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

【推动重点地区调整转型】　南大、吴淞
列入市政府五大重点转型区域，转型发

展进入“快车道”。南大地区坚持“政府

主导、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原则，进

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与临港集团

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组建南大智慧

城市发展公司，与博泰、百度、商汤等行

业领军企业开展对接，推动以车联网、人

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

落地。吴淞工业区坚持“统一规划、合作

开发、产业优先”原则，深化落实与中国

宝武集团新一轮战略合作，召开市吴淞

工业区转型发展第一次会议，明确转型

原则、组建项目公司、深化区域规划、制

定支持政策等核心问题。与宝武、临港、

上实集团等聚焦特钢、不锈钢等先行地

块组建项目公司，加快优势产业集聚。

【完成２０１８年区政府实事项目】　
（１）目标：加强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精准补齐民生短板，持续做好积水点排

除、环境整治、道路整修、违法建筑整治

等工作，完成 ８０万平方米住房修缮工
程；完成淞南、大场地区１８万户老旧公
房燃气内管改造。完成情况：加强住宅

小区综合治理，精准补齐民生短板，持续

做好积水点排除、环境整治、道路整修、

违法建筑整治等工作，完成１２８万平方
米住房修缮工程；完成淞南、大场地区

２０３万户老旧公房燃气内管改造。
（２）目标：运用科学检测手段，实施

靶向精准监管，有效保障区域食品安全，

在全区实施水产、蔬菜等１０大类重点食
品质量监测与评估。完成情况：运用科

学检测手段，实施靶向精准监管，有效保

障区域食品安全，每月在全区实施水产、

蔬菜等１０大类重点食品质量监测与评
估，共抽检各类食品 ２１９批次，合格率
９７７２％，略高于上年上海市风险监测合
格水平（合格率９７５％）。

（３）目标：帮助７６０名长期失业青年
实现就业创业；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

在２６５００人以内。完成情况：帮助 ８０９
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城镇登

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２６５００人以内。
（４）目标：实施“众文空间”工程，提

升基层文化阵地服务效能；建设宝山区

义务教育学校无线网络覆盖项目。完成

情况：实施“众文空间”工程，完成“一村

一居一舞台”项目验收，提升基层文化阵

地服务效能；完成全区义务教育学校无

线网络覆盖项目建设。

（５）目标：为１０万名职工送专享基
本保障计划；为４万名退休和生活困难
妇女免费安排妇科病、乳腺病筛查；完成

全区户籍７５岁（含）以上人口肺癌免费
筛查７万人。完成情况：为１４０８９５名职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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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送专享基本保障；为４１３４９名退休和
生活困难妇女免费安排妇科病、乳腺病

筛查；完成全区户籍７５岁（含）以上人口
肺癌免费筛查７１９３８人。

（６）目标：新（改）建 ５家标准化菜
市场；新建 ６０个社区微菜场。完成情
况：完成新（改）建５家标准化菜市场，完
成新建６０个社区微菜场。

（７）目标：新增３家长者照护之家；
新建７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新增养
老床位１６０张；新增社区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３家；为符合条件的长期护理保险
参保老年人提供２０万人次的居家照护

服务。完成情况：完成新增３家长者照
护之家；完成新建７家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完成新增养老床位３０６张；完成新
增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３家；为符合
条件的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老年人提供

２８万余人次的居家照护服务。
（８）目标：为５０００名有体检需求的

持证残疾人提供健康体检。完成情况：

为５０２８名有体检需求的持证残疾人提
供健康体检。

（９）目标：对２４片社区公共运动场
进行更新维修。完成情况：完成２４片社
区公共运动场的更新维修。

（１０）目标：推进宝山区智能交通建
设，在部分路段实施客货分道、可变车道

等智能化措施，有效缓解区域交通拥堵；

在月罗公路沿线６个路口实施道路渠化
等措施，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完成情况：

推进宝山区智能交通建设，完成上大路

和铁力路潮汐可变车道工程，延伸建设

?川路和沪太路客货分道项目，在长江

路、江杨南路等９条道路实施高峰禁货
措施，在大华虎城周边的大华一路和大

华二路采取单向交通组织，有效缓解区

域交通拥堵。完成月罗公路沿线６个路
口道路渠化工程，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表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３０次

一、听取关于华域汽车等６家企业申请招大引强政策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提高区部分区管公路清扫保洁水平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国资委直管企业上海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协议转让其下属２家医药公司１００％股权事宜
的情况汇报
四、书面审议关于与结对帮扶的云南省相关市、县签订“携手奔小康”协议的情况汇报

１月１１日

第３１次

一、听取关于“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办理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动迁安置房建设推进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调整促进就业政策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２月１日

第３２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区政府系统目标管理立项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推进租赁住房建设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建设宝山区企业服务平台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贯彻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２月２３日

第３３次

一、通报２０１７年度区政府党组民主生活会情况
二、听取关于制定２０１８年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委党校会议中心修缮方案的情况汇报

３月１日

第３４次
一、听取关于区政府领导班子大调研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申创基金申请招大引强政策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上海樱花节”活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３月１日

第３５次

一、保密专题讲座———当前保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做好政府系统保密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二、听取关于国务院安委办第１４专项督导组到宝山进行安全生产督导有关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修改宝山区区长质量奖管理办法、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和签署深化质量强区建设合作协议等情况
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加强区“城中村”改造管理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武集团宝泉雨水泵站、职工小区生活垃圾处置管理职能移交工作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管企业出租出借房屋及经营场所管理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区政府和华域战略合作等签约的情况汇报
八、书面审议关于举办“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方案的情况汇报

３月２２日

第３６次

一、听取关于“雪亮工程”和综治信息化建设推进的情况汇报
二、传达学习２０１８年上海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及研究部署本区２０１８年审改工作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节水型社会创建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编制《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城市建设管理重点工作任务清单》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申请上海宝山规划展示馆２０１８年度相关经费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区监察委留置用房改造项目的情况汇报
七、书面审议关于上海大学附属宝山外国语学校冠名签约事宜的情况汇报

４月３日

第３７次

一、专题讲座———用指标体系来引领宝山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应急管理重点工作安排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专题审议会第一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０年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编制工作和２０１８年工作安排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制定实施《宝山区开展“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２０１８年度第二次联席会议会审情况的汇报
九、书面审议关于进一步加强宝山区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工作的情况汇报

４月１１日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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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３８次

一、传达市政府二季度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宝山区相关工作
二、传达学习贯彻中办国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精神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关于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一
体化工作要点》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迎接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和中小河道保洁养护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制定《宝山区国资委、集资委系统国有、集体企业投融资监督管理实施办法》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上海陆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第一团安置地块选址情况的汇报

５月３日

第３９次

一、专题讲座———宝山公共安全三维地理信息系统
二、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人民政府党组议事规则》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修订《宝山区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等四项规定》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行政审批事项取消调整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安全生产工作任务清单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宝山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审议制度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本区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调整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度第一批产业项目准入会审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土地利用总体情况的汇报

５月１０日

第４０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２０１８年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区政务公开工作情况和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防汛防台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起草《建设上海“四大品牌”重要承载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及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
“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品牌专项行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编制《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政府改革任务清单》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编制《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民生保障任务清单》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编制《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社会事业任务清单》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做好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居（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优化区农村公路养护经费总量和分配方案的情况汇报
十、听取关于宝山区液化石油气规范统一配送工作的情况汇报
十一、听取关于宝山区架空线入地工作的情况汇报

５月１５日

第４１次

一、专题讲座———宝山区扬尘污染防控攻坚
二、听取关于起草《宝山区决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倒计时行动计划》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建设“美丽家园”（住宅小区综合治理）相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美丽街区”建设有关事项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５００吨湿垃圾处置设施建设情况的汇报
六、听取关于宝山区减量化工作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制订《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老旧住宅电梯修理改造更新工作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增加整体租赁公共租赁住房企事业单位名单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２０１８年度第三次联席会议会审的情况汇报
十、听取关于我区落实市政府实事项目———郊区农村薄弱养老机构改造项目的情况汇报
十一、听取制订《关于规范宝山区基本养老机构（床位）管理的通知》的情况汇报
十二、听取制订《关于推进本区“十三五”期间养老机构建设的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６月６日

第４２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修订《宝山区加快推进产业转型、盘活存量工业用地的规划土地管理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食品安全工作暨“双创”迎检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编制《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信息化专项资金项目实施计划》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情况汇报

６月１４日

第４３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环境保护工作阶段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水环境治理项目建设需求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住房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６月２１日

第４４次

一、通报贯彻区“六个统筹”要求，强化项目准入落实情况
二、听取关于推进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交易团宝山分团组建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扬尘污染防控“片长制”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制定《宝山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设立宝山区产业创新引导基金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宝山代表团组队及赛事专项资金申请的情况汇报
七、书面审议关于与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临港集团签订南大生态智慧城战略合作协议的情况汇报
八、书面审议关于与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情况汇报

６月２６日

第４５次

一、听取关于近期宝山区防汛防台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布置夏令热线有关准备工作
三、专题讲座———关于节能管理工作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度第二批产业项目准入会审及有关园区开发平台公司认定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庆祝建军９１周年双拥系列活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７月５日

第４６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区本级决算及２０１８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地方政府债券额度分配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制定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制度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拟定《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相关情况的汇报
七、听取关于组建南大智慧公司有关情况的汇报

７月１２日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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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４７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上海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推进会暨上海市政务公开与“互联网＋政务服务”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二、传达学习贯彻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
三、专题讲座———政府网站规范化管理情况汇报
四、专题讲座———环上大科技圈如何环
五、听取关于上海市环境保护督察迎检相关工作情况的汇报
六、听取关于扬尘污染片长制实施情况的汇报

７月１８日

第４８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开展“三合一”等场所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情况的汇报
二、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三、传达学习贯彻“冲刺１００天，决胜进博会”誓师动员大会精神及做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城市服务保障和
交易组织有关工作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迎接国务院大督查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上海市环保督察迎检工作安排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藻浜沿线两岸综合整治方案》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宝山区吴淞工业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０年）工作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江杨市场区域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留改拆”工作会议精神及我区具体情况的汇报
十、听取关于２０１８上海旅游节宝山区系列活动的情况汇报
十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筹备情况的汇报
十二、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优秀人才樱花服务卡实施办法》等文件的情况汇报

８月７日

第４９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空中坠物安全隐患专项检查的通知》精神及部署我区有关工作
二、传达学习贯彻关于《“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执行情况专项检查的专报》精神
三、传达学习贯彻《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粮食安全区长责任制考核情况的通报》精神及本区粮食安全工作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一网通办”工作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近期河道水质监测情况的汇报
六、听取关于《宝山区内河码头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方案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动迁安置房锦秋路北侧Ｃ块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征收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度第三批产业项目准入会审及有关园区开发平台公司认定工作的情况汇报
十、听取关于宝山区与联和投资和上海信投战略合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十一、听取关于宝山区与商汤科技战略合作及举行签约活动的情况汇报

８月１５日

第５０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８年防空警报试鸣及防空演练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撤二建一”３０周年主题活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区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调整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２０１８年度第五次联席会议会审情况的汇报

８月３１日

第５１次

一、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瓶装液化石油气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近期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编制《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乡村振兴工作要点》以及起草《宝山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考
核实施办法和考核评价表》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乡村规划编制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起草《宝山区优化营商环境规范财政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区小型建设工程项目政府采购的情况汇报

９月１３日

第５２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上海市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扩大）会议、上海市质量大会等）
二、通报并部署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有关工作要求
三、贯彻落实区创全工作要求，部署政府系统相关工作
四、听取关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宝山区内宾外宾接待工作方案、关于本区推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交易组织和招商
引资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近期加强区安全生产工作，全力保障进博会顺利召开的情况汇报

９月２８日

第５３次

一、听取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起草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和办公室工作细则》起草情况、关于《宝山区美丽乡村
达标村全覆盖的实施意见》起草情况、关于《宝山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起草情况、关于《进
一步完善本区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起草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２０１８年度第六次联席会议会审情况的汇报

１０月９日

第５４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第七次工作会议暨长三角区域水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第四次工作会
议精神
二、听取关于“三个美丽”推进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罗泾镇塘湾村村庄规划编制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助力对口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产业空间布局规划（宝山产业地图）编制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宝山区关于支持产业项目统筹布局的实施细则》制订情况的汇报
七、听取关于《宝山区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修订情况的汇报

１０月１８日

第５５次

一、听取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宝山的实施意见》编制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编制工作和２０１８年工作安排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公办初中强校工程工作推进情况、关于３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工作推进情况、关于加强教育统筹
工作的实施意见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新市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加强企业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政策建议的情况汇报

１０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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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５６次

一、听取关于贯彻市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全力做好２０１９年元旦、春节前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专项检查的通知》精神及我区落实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编制《宝山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进一步推进宝山区“智慧公安”智能视频监控和图像识别系统项目建设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塘湾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方案的情况汇报

１１月１４日

第５７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养老机构安装故障电弧探测器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加强全区存量道路管理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市区联动，加快发展上海科普产业相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部队停偿工作经费保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通沟污泥处置方案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罗店新镇开发建设有关情况的汇报
八、听取关于拨付宝钢发展有限公司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财政扶持资金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安排下半年宝山工业园区项目资金的情况汇报

１１月２２日

第５８次
一、听取关于本区２０１８年政务公开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学习贯彻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法（修订稿）》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２０１８年度第八次、第九次联席会议会审情况的汇报

１２月６日

第５９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落实上海市农村综合帮扶工作推进大会精神及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宝山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情况的督查反馈意见》工作要求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９年区政府实事项目立项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编制的情况
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四好农村路”建设五年行动计划的情况汇报

１２月２０日

第６０次

一、学习传达贯彻上海市政府全体会议精神
二、听取关于起草《宝山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２）》、２０１９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任务清单制定有关情
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调整河长制名单和河长办组成有关情况的汇报

１２月２７日

（杨倩怡）

新农村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农村工作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为主线，以实现“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为目标推进宝山“三

农”发展。全年区财政安排乡村振兴建

设资金４０１５亿元，比上年增加５７５亿
元，增长１６７％。年内，区成立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考核实施办法和考核评价表，

宝山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机制

基本形成。启动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建设，罗泾镇塘湾村列入全市首批９个
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试点。

【构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支撑体

系】　５月１５日，区委、区政府出台《宝
山区关于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的实施意见》。

１２月，出台《宝山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宝山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方案》，明确宝山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目标纲领和规划方案。同

时，各部门结合区情实际，制定推进乡村

振兴工作配套文件。至年底，《关于深入

推进本区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改革促进

优质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宝山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美丽乡村达标村创建全覆

盖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区

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

意见》《宝山区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农业规模经营组织就业人员参照灵活

就业人员办法集体参加职保补贴办法》

《关于本区开展村级集体资产委托镇管

的指导意见（试行）》《关于推进宝山区

乡村振兴做好规划土地管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试行）》《宝山区农村地区养老美

好生活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９个文件相继出台。

【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成

立】　８月７日，区成立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党对区“三农”

工作的领导。领导小组由区委书记汪泓

任组长，区长范少军任第一副组长，区委

副书记周志军任常务副组长，区政法委

书记杜松全、副区长苏平、袁罡、陈筱洁、

陈云彬、王益群任副组长。区委办、区府

办、区发改委、区农委等３９个区级部门
和涉农街镇作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区农委主任兼

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领导小组工作

规则和办公室工作细则，制定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考核实施办法和２０１８年考核

评价表，基本形成宝山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工作推进机制。

【启动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　
罗泾镇塘湾村列入全市首批９个乡村振
兴示范村创建试点，年内全面启动创建

工作。塘湾村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

要求，以大健康为产业发展方向，大生态

为基底，大智慧为手段，协调整体发展，

建设“养生塘、生态湾、智慧村”，打造

“有实力、有颜值、有乡愁、有活力、有温

度”的宜居乡村。区委、区政府落实资金

和责任，抓政策突破和项目推进。塘湾

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项目共有９大项
２２个子项目，计划总投资１７８亿元，涵
盖公共服务、产业发展、文化事业、基础

设施、环境改善、形态提升等领域。项目

共分二期，同步启动建设。一期包括公

共服务中心、乡村振兴展示中心、塘湾宴

会厅、游客服务中心、萱草文化园、萤火

虫复育和科普基地等１９个项目；二期包
括双创中心、月子中心、康养中心３个项
目。至年末，交通道路设施提升、水系河

道景观提升、生态厕所改建、垃圾厢房改

建４个项目建设完成，其余项目完成前
期设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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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全覆盖】　年内，区
新农办明确“美丽乡村创建两个全覆盖”

目标，即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
行政村实现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全覆盖，

基本农田保护区外具有村庄形态的村实

现美丽乡村达标村创建全覆盖。围绕

“提标、扩容、升级”方针，推动美丽乡村

建设工作，制定《关于本区美丽乡村达标

村创建全覆盖的实施意见》，启动第一批

９个美丽乡村达标村建设。推进市、区级
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罗泾镇新陆村、月

浦镇聚源桥村被评为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美
丽乡村示范村。罗泾镇新陆村、合建村、

洋桥村，月浦镇沈家桥村，罗店镇远景村、

天平村、顾村镇老安村等７个村被评为宝
山区２０１８年美丽乡村示范村。至年末，
全区共创建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６家，区
级美丽乡村示范村１４家。

表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农业龙头企业名单

企业名称 地址

上海景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潘泾路８００弄１５１号

上海江杨农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江杨北路９８号

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 祁北东路３９号

超大（上海）食品菌有限公司 石太路１６１８号

上海宝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陈川路３５０弄—５０

上海普圆食品有限公司 罗东路１８１８号（宝钢包装股份对面）

上海市宝山区宝灵蔬菜园艺场 罗东路２２３号—３

　注：为市级龙头企业，其他为区级龙头企业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年内，区新
农办制定《宝山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

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细化农村生活
垃圾、生活污水、绿化造林、农村公路、村

庄规划、美丽乡村等１１方面目标任务。
按计划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任务，完

成月浦段泾村和钱潘村１４４户村庄改造
工作，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内的村宅基

本完成改造。全区范围内建成、使用 ７
座湿垃圾集中处置设施，健全农村垃圾

分类收运体系，完成 ４３个分类达标村
（其中２０个分类示范村）的创建任务。
持续改造升级农村公厕，全年完成 ２０５
座改造任务。出台《农村公路建设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和《推进“四好农村路”
实施意见》，启动“四好农村路”（建好、

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建设，建立

健全村级道路建设和管护机制，农村公

路养护经费补贴由 １７７０万元提升至
４７２０万元。全年完成２４千米农村公路
新改建和提标改造工程。投入农村水环

境治理资金８亿元，全面启动消除劣 Ｖ
类水体行动，消除 ２４４个劣 Ｖ类水体。
完成镇村级中小河道第一轮疏通工作，

６６座农村污水处理池提标、３９５座处理
池纳管以及１３９座处理池拆迁工作。完
成８０３户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设施，
基本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落

实农村造林任务，造林８９０亩，建成生态
廊道２个，一般公益林 ２个，全区森林
４６２８公顷，森林覆盖率上升至１６１８％。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确权】　区新农办
开展农村土地确权后续完善工作，完成

蔡家弄村２个村民小组１００户、２３２人承
包地确权，确权登记承包地 １５７９１亩，
完成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数据汇交工

作。深化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盘活土地要素，推

进适度规模经营，流转承包地１９２５２５３
亩，承包地流转率９２７３％。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区新农办完成月浦镇梅园村、大场镇南

大村村级产权制度改革，全区１０４个行
政村有１０１个完成改革，９４个村实现村
经分离、分账管理。年底完成杨行、顾村

镇级改革。全区９个镇完成罗泾、罗店、
顾村、杨行４个镇镇级改革。年内进行
分红的有３６个村，分红总额９８７０万元，
参与分红的成员 ７３０９８人，人均分红
１３５０元。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区新农办加强
镇级统筹，出台《关于本区开展村级集体

资产委托镇管的指导意见》，整合资源，

集中发力。罗泾镇组建鑫村投资公司，

镇占股５５％，２１个村经济合作社各占
股４５％，保持村级收益持续增长。大
场、庙行、杨行、罗店等镇结合“减量化”

和“城中村”改造，留存一定比例物业，

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安排，对工业

园区新、改建项目，探索引入集体经济组

织参与开发。

【宝山区质量兴农主题日活动】　６月５
日，宝山区质量兴农主题日活动在杨行

镇三家村蔬果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

场通过展板、横幅等介绍转基因农产品、

“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药残检测、监

管及典型执法案例等内容，宣传农业标

准化生产、农兽药规范使用、贮藏保鲜、

包装标识等方面知识。种养殖方面的专

家以及区蔬菜协会负责同志就假劣农资

辨别、农作物病情诊断等问题开展现场

咨询。现场还演示新鲜蔬菜农药残留定

性检测（速测），开展互动体验活动；参

观三家村现代农业智慧大棚，并品鉴三

家村特色番茄。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材

料 １０００余份，接受现场咨询 ２００余
人次。

【宝山区植物检疫宣传月活动】　９月１２
日，在杨行镇三家村蔬果专业合作社召

开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植物检疫宣传月活动
启动会议，发放横幅、宣传板、标语等宣

传材料。动画短片集中宣传。区植保植

检站在宝山三农微信互联网平台播放全

国农技中心组织制作的“植物检疫的由

来”“植物检疫是农业生产安全的保护

伞”“植物检疫在我身边”和“柑橘黄龙

病防控”等系列检疫动画宣传短片，通过

新媒体使植物检疫得到更广泛的宣传。

重点对象上门宣传。开展“送法进农户、

送法进企业、送法进校园”的“三进”活

动。宣传月期间，区植保植检站和宝果

生物技术中心、宝常良种繁育场、上海兴

绿蔬菜种苗研究所、上海晟棚种业有限

公司和上海宝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５家种子繁育生产经营企业开展结对检
疫服务活动。活动中对企业发放横幅、

标语及重点外来有害生物宣传册等资

料，并提供植物检疫相关服务；与企业负

责人进行座谈，听取企业意见，宣传植物

检疫相关法律法规。深入１０个社区、６
个学校播放植物检疫宣传短片，为开展

植物检疫工作创造有利条件。重点场所

现场宣传。区植保植检站在各镇、种子

经营企业、果品、花卉及蔬菜等农产品集

散市场组织悬挂横幅３６幅、张贴标语４０
条；设立宣传点６处，张贴宣传画９０张。
派出植物检疫宣传车，开展巡回宣传咨

询活动８次，共发放资料２０００余份。组
织培训。宣传月活动期间开展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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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培训活动２次，培训人员９１人
次。对以分别种植蔬菜和粮食作物为主

的农场、合作社开展针对性培训，重点介

绍相关作物上外来检疫性有害生物识

别、监测及防控技术。

表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单位名单

序号 镇 经营单位名称 经营面积（亩）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罗

泾

上海宝畅粮食专业合作社 ３９２．６

上海罗金粮食专业合作社（三桥） ５４６

上海丰宝粮食专业合作社（宝丰） ７６６．３

上海超杨粮食专业合作社（海星） ４１０．７

上海青山粮食专业合作社（牌楼） ６２０

罗泾镇合建村合作农场 ３１４．４

罗泾镇陈行村合作农场 ２３２．３

上海同新粮食蔬菜专业合作社（花红） １１４７．４

罗泾镇花红村沈红明粮食生产家庭农场 １００

罗泾镇新陆村合作农场 ５２３．７

上海新苗粮食蔬菜专业合作社 ７５８

上海沪新粮食专业合作社（塘湾） １１８１．１

上海新毅粮食专业合作社（洋桥） ９９１

罗泾镇洋桥村张磊粮食生产家庭农场 １２５．６

上海民顺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民众） ９７８

上海宝楼粮食专业合作社（王家楼） ７５５

上海解放农场 １８４．２

上海宝丰园粮食专业合作社（总场） １８９７．１

上海罗新蔬菜园艺场 １２２．２

上海沪宝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１１１０．１

上海高椿树农场 ２５０．６

小计 １３４０６．３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罗

店

上海祁南粮食专业合作社 ３６３

上海三树蔬果专业合作社 ７５０

上海广万果蔬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１５５３

上海四达粮食专业合作社 ５９７

上海宝罗果蔬专业合作社 ３００

上海建信果蔬专业合作社 ４６５

上海罗福粮食专业合作社 ４０４

上海联杨蔬菜专业合作社 ８７０

上海翼农果蔬专业合作社 ５６８

上海南周果蔬专业合作社 ２０３

上海远景粮食专业合作社 ４０５

上海罗光蔬果专业合作社 ７１５

上海蔡盛蔬果专业合作社 ２９１

上海宝蔡农场 ４３７

上海金盛蔬果专业合作社 ４０３

上海罗升粮食专业合作社 ３０５

上海宝山罗东蔬果专业合作社 １６１

上海田仔蔬果专业合作社 ２３７

上海金篮子新洁蔬菜园艺场 ２４４

上海宝灵蔬菜园艺场 ２００

上海御源农业专业合作社 １１５

上海罗勤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７０

上海安硕蔬果专业合作社 １６９

小计 ９２１９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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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镇 经营单位名称 经营面积（亩）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月

浦

上海聚仁粮食专业合作社 ９７６．５７

上海盛新粮食专业合作社 ４８９．７５５

上海钱福粮食农民专业合作社 ３２７．０６５

上海家家乐粮食农民专业合作社 ２５９．６９５

上海泾升果蔬专业合作社 ８１０．７３５

上海聚源果蔬专业合作社 ３１４．２

上海中田水果专业合作社 ３８５．５

上海求新花卉农民专业合作社 １７９．１

小计 ３７４２．６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顾

村

上海硕育粮食专业合作社 ２０４

上海宝佳林业专业合作社 ３０６

上海星泰杨蔬菜合作社 ３９８

小计 ９０８

５６

５７

５８

杨

行

上海三家村蔬菜园艺有限公司 ３０５

上海木然蔬果专业合作社 ２００

上海杨宗湾果蔬专业合作社 １４４

小计 ６４９

合　计 ２７９２４．９２

表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水产养殖厂名单

序号 养殖场名称 序号 养殖场名称

１ 上海罗义农场（爱玛宫）

２ 上海三树蔬果专业合作社（毛家鱼塘）

３ 宝山区水产技术推广站（现代农业园区垂钓中心）

４ 上海广万蔬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宝芝地农家乐）

５ 上海广万蔬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天天开心乐园）

６ 上海顾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罗泾湖畔居）

７ 上海宝山宇红农家乐专业合作社（洋桥宇红农家乐）

８ 上海何顺水产养殖场（民胜农场）

９
上海沪宝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上海沪宝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种子站养殖场）

１０ 上海金罗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东方假日田园）

１１ 上海罗光蔬果专业合作社（宝山明新农场）

１２ 上海金硕蔬菜专业合作社

１３ 上海南周果蔬专业合作社（宝南农场鱼塘）

１４ 上海罗福粮食专业合作社（王家村垂钓中心）

（陈启昊）

滨江带建设与邮轮产业

发展

【概况】　２０１８年，邮轮产业继续得到发
展。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全年接靠邮轮

３７５艘次，接待出入境游客２７１５６万人
次，稳居亚洲第一位、全球第四位邮轮母

港。７月１３日，邮轮港后续工程启动试
运营，形成“四船同靠”运营能力。改善

邮轮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出

台《关于加快宝山邮轮经济发展的实施

意见》。“２０１８上海邮轮旅游节”和
“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ａｒｄｅ亚太邮轮大会”“亚太邮
轮经济５０人高峰论坛”等一系列重要活
动在宝山举办。１１月，上海国际邮轮旅
游服务中心被交通运输部评为“全国交

通运输行业文明单位”称号。

【长江口深水航道“超宽交会”常态化运

行】　自１月１日起，长江口深水航道大
型邮轮与大型集装箱船舶超宽交会启动

试运行。１１月 ８日，交通运输部出台
《关于长江口深水航道大型邮轮和大型

集装箱船舶超宽交会常态化运行的通

告》，自１２月１日起，长江口深水航道大
型邮轮和大型集装箱船舶“超宽交会”

由试运行转为常态化运行，可有效缓解

长江口深水航道大型邮轮与大型集装箱

船的船期延误问题，提升长江口深水航

道通航准点率。

【全国首家全面试点邮轮船票制度】　１
月１日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全面启用
格式样张的“上海港邮轮船票凭证”。３
月３１日起，上海港出发的所有母港邮轮
航次全面实行邮轮船票制度，成为全国

首家全面试点邮轮船票制度的港口。

【不断优化邮轮经济营商环境】　２月２
日，宝山区出台《关于加快宝山邮轮经济

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打造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邮轮企业总部基地、建设具有全

球竞争力邮轮母港、构筑全产业链邮轮

经济发展高地、推动产城融合区港联动

发展、优化邮轮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五

个方面提出３５条政策举措。宝山区自
２０１８年起连续３年每年拿出不少于１亿
元支持宝山邮轮产业发展，全面推进邮

轮经济发展和邮轮滨江带建设，加快实

现从“邮轮码头”到“邮轮港”再到“邮轮

城”的联动发展。１０月１２日，市政府印
发《关于促进本市邮轮经济深化发展的

若干意见》，提出建设国际一流邮轮港

口、全面提升邮轮旅游品质、战略布局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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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经济全产业链、强化政策支撑和保障

等四项重点任务，旨在促进邮轮经济全

产业链发展，推动上海邮轮经济创新升

级，打造上海邮轮经济发展新高地。１２
月６日，上海市政府举行第２９批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颁证仪式，其中

注册在宝山区的地中海邮轮船务（上

海）有限公司成功获得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总部型机构）认定。

【领导调研邮轮港】　４月１６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李强到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实地考察调研，听取邮轮港

口建设运营以及邮轮产业发展情况报

告，提出要对标世界一流邮轮母港标准，

打响邮轮领域上海品牌。７月１２日，交
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到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考察新客运大楼，并参观天海“新世纪

号”邮轮，提出要完善港口配套功能，提

升运营能力和服务水平，改善旅客体验，

建设国际一流邮轮母港。

【提升邮轮港服务能级】　５月１８日，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迎来第１０００万名出入
境游客，进入“千万时代”。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开港以来累计接靠国际邮轮突破

２０００艘次，接待出入境游客１２００余万人
次。６月 ６日，全国首个邮轮行业服务
热线０２１—９６２０６０上海邮轮服务热线开
通试运营。７月２７日，由上海邮轮中心
统筹策划的全国首档邮轮专属电视栏目

《爱·邮轮》首播。９月２３日，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揭牌，并于

１１月４日向公众开放，其所在地零点广
场作为邮轮游客集散地，形成短驳交通、

旅游咨询、跨境购物、餐饮住宿、行李寄

存、智慧导览等多元化服务。

【邮轮港后续工程试运营】　７月１３日，
作为２０１８年“中国航海日”主题活动之
一的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新客运大楼

启用仪式举行，副市长陈群出席仪式。

当日迎来“盛世“公主号”、诺唯真“喜悦

号”、地中海“辉煌号”３艘１３万吨以上
大型邮轮同时靠泊，开启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三船同靠”邮轮运营新纪元。后

续工程全面完工后，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具备“四船同靠”运营能力，年总接待能

力从６０８万人次提升至３５７８万人次。

【邮轮港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终期验

收】　９月１１日，由上海吴淞口邮轮港
发展有限公司承担的国家级上海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通过终

期验收。试点项目建立一套符合邮轮要

求、满足游客需求的邮轮港口服务标准

体系，完善应急体系、设备管理标准化和

相关方满意度管理，提升品牌效应、经济

效应和社会影响力，牵头成立亚太邮轮

港口服务标准联盟，将标准化建设理念

向亚太区辐射，推动亚太邮轮产业标准

化建设和发展。

【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举行】　１０
月２３日—２５日，由区政府和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指导，ＳｅａｔｒａｄｅＵＢＭ、上海国际
邮轮经济研究中心、上海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联 合 主 办 的

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在宝山万豪
德尔塔酒店举办，副市长陈群出席开幕

式并致辞。大会以“品味、品质、品牌”

为主题，来自全球 ２９个国家和地区的
１１００余名嘉宾出席。大会期间，对外发
布《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中英文版、亚太邮轮景气指数、
《Ｃｒｕｉ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ｅｖｉｅｗ》国际期刊创刊
号、《２０１８上海邮轮人才发展报告》《上
海豪华邮轮配套产业发展报告》和２０１８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邮轮经济专项

课题。宝山区政府与中船邮轮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签署战

略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船级社、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中船集艾邮轮科技发展（上

海）有限公司签署邮轮配套产品试验及

认可和研发中心合作意向书；德国 Ｒ＆Ｍ
公司、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戎美邮轮科技

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中船集艾邮轮科

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签署《邮轮模块

化舱室研发及生产基地合作项目》。

【亚太邮轮经济５０人高峰论坛举行】　
１０月２３日，亚太邮轮经济５０人高峰论
坛在宝山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副

市长陈群、国家旅游局原副局长吴文学

出席活动。来自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邮

轮公司、邮轮相关企业、高校、研究机构

等单位的近百名嘉宾参加。论坛聚焦亚

太地区及全球邮轮经济动态，探讨中国

邮轮经济提质增效重要课题。交通运输

部规划研究院和市发改委分别解读交通

运输部等１０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
我国邮轮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市政

府发布的《关于促进本市邮轮经济深化

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际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举行】　１１
月１０日，由市商务委和区政府主办的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配套活动———国

际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在国家会展中

心举行。“上海邮轮供应协会”在论坛

上揭牌，上海嘉邮宏船务服务有限公司、

中船集艾邮轮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

司、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

司、上海烁港商贸有限公司４家企业被
授予“邮轮服务贸易创新企业”，全球最

大的三文鱼生产商美威水产与上海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建造启动】　
１１月６日，中国最大造船企业中国船舶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全球最大邮轮运营

企业美国嘉年华集团、世界最大邮轮建

造企业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在中国首

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签订２＋４艘１３５５
万总吨Ｖｉｓｔａ级大型邮轮建造合同，并举
行邮轮建造项目启动仪式，标志着中国

首艘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豪华邮轮

正式启动。此次建造合同签订的大型邮

轮单船造价为 ７７亿美元，２艘总价
１５４亿美元，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旗下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联合设计建

造。首艘大型邮轮计划于２０２３年 ９月
３０日交付，第二艘在２０２４年１２月交付。

【邮轮船供总量超过４亿元】　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全年完成货柜转运６７个航次
共１４９个货柜转运，货值５７８万美元；国
际进口保税船供物料总重量２０５１６吨，
货值７１０１４万元；国际出口保税船供物
料总重量２０６０１吨，货值７１９４５万元；
国内船供物料重量 ２７２４６６吨，货值
３７２０７１万元。全年邮轮船供总量超过
４４亿元。

【推进邮轮滨江港城融合发展】　年内，
宝山滨江地区整体规划完成编制，?藻

浜宝山段滨江区域功能定位研究工作正

式启动。重点项目推进方面，临江商业

商务中心处于桩基围护阶段，邮轮港海

事交管中心启动中心塔主体工程建设，

滨江大道南延伸段通车，邮轮港交通诱

导及智能停车系统基本完成。

（梅俊青）

政府法制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政府法制工作按照
市政府《上海市法治政府建设“十三五”

５９

政府法制



规划》《２０１８年上海市法治政府建设工
作要点与责任分工》中明确的目标任务

要求，立足为宝山区全面建成现代化滨

江新城区提供良好的法制保障，推进法

治政府建设，创造良好法治环境。健全

法治政府建设领导体制机制，成立区法

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２０１８
年宝山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与责任

分工》，提出２８项工作任务，明确责任部
门和任务分工。实现法律顾问队伍制度

全覆盖，征求法律顾问意见成为行政决

策一道必经程序。全面清理行政规范性

文件，区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继续有

效１５件，废止３件，修改４件。加强规
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区发改委、区经委、

区科委、区文广局、区农委、区人保局等

单位制定的１０个规范性文件通过报备
审查。全年收到行政复议案件１５２件，
区政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 ９
件，区政府为被告应诉的行政诉讼案８６
件。加强法制机构队伍建设，推进基层

依法行政。严格落实新上岗执法人员培

训考核和资格审查制度，组织１９０名行
政执法人员参加新上岗人员基本法培训

考试，对２５７人次的执法证申领资格予
以审核。

【总结宝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

况】　按照市政府部署，结合《２０１７年宝
山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与责任分

工》确定的项目，起草《宝山区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全
面总结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在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的成效，并针对

存在问题提出２０１８年总体目标和各项
举措。

【印发《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法治政府建设工
作要点与责任分工》】　区法治政府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２０１８年上
海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与责任分

工》，结合大调研情况，提出《２０１８年宝
山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与责任分

工》，围绕健全和完善法治政府建设领导

体制机制、优化政府职能，推进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严格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完善

行政监督工作机制、加强社会矛盾纠纷

化解、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大法治

政府建设的保障６个方面提出２８项工
作任务，并明确分工和具体责任部门。

【推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实体运转】　
年内，区政府法律顾问参加周轮值 ４７

次；工作派单５５次，包括代理行政诉讼
１５件；处理重大法律事项４件，合同文
件审查２８件，规范性文件审查３次，复
议案件审查５次。区内各行政机关全部
配备兼职政府法律顾问，征求法律顾问

意见成为行政决策一道必经程序，政府

法律顾问制度在确保行政机关履职合

法、有效、规范方面发挥作用。

【专项清理规范性文件】　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开展涉及产权保护的规章、

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和市政

府办公厅工作部署，开展全区涉及产权

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范性文

件专项清理工作。经清理，区政府现行

有效的１９件规范性文件中，无涉及产权
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范性

文件。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区法制办
对区政府制定的《宝山区征收集体土地

房屋补偿同区域新建多层商品房住宅每

平方米建筑面积土地使用权基价等标

准》《上海市宝山区政府质量奖管理办

法》《宝山区贯彻本市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提出合法性审查

意见，报市政府法制办审查后准予备案。

参与对区国资委、集资委《宝山区国资

委、集资委系统国有、集体企业投融资监

督管理实施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监

管企业出租出借房屋及经营场所管理的

实施意见》、区行政服务中心《宝山区

“单一窗口”工作实施方案》、区建管委

《宝山区加快发展公共交通政策扶持办

法》等１０个区级委办局制定的规范性文
件草案提出合法性审查建议。配合市政

府重点领域工作，对市政府《上海市住宅

物业管理规定修正案》《上海市行政审

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等３１个规章、规
范性文件草案提出修改建议。

【组织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区法制
办收到大场镇报送备案的《上海市宝山

区大场镇人民政府关于〈宝山区大场镇

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的实施意见〉有

效期延期的通知》１件。经审查，因该
《宝山区大场镇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

的实施意见》未在规定时间内延长有效

期已自行失效，故对报备文件作出不予

备案的审查意见。

【行政复议案件办理】　全年区政府共
收到行政复议申请１５４件，比上年上升
１３２％。其中：依法受理１３４件，受理率
８７０１％，上升８０７％；不予受理２０件。
共审结行政复议１３３件（含上年度结转
１６件），结案率 ８８６７％，上升 ０５７％。
其中，作出纠错决定的 ５件，纠错率
３７６％，上升２０６％。市政府审查不服
区政府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申请共

１５件，上升５０％。其中，信息公开类１２
件，行政不作为类 ２件，土地征收类 １
件。已审结８件中，市政府决定维持或
驳回申请６件，因申请人撤回申请而决
定终止审理２件。

【行政诉讼案件应诉】　区政府为被告
应诉的案件共 ５７件，比上年下降
３５２３％。其中，区政府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后直接作为第一被告的诉讼案件 ２０
件，受诉法院分别为市二中院、上海铁路

运输法院（简称“上铁法院”）；区政府作

出复议决定后与相关行政机关作为共同

被告的诉讼案件３７件，受诉法院分别为
宝山区法院、浦东新区法院。已审结４７
件案件中，败诉１件，败诉率为２１３％。

【加强法制队伍建设】　围绕全面推行
公职律师制度的要求，区法制领导小组

办公室和区司法局联合转发市法治政府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司法局《关

于在本市行政机关全面推行公职律师制

度的意见》，为推进实施区政府法制干部

和其他专门从事法律事务工作人员取得

公职律师身份工作提供制度支撑。４月
１０日—１１日，在区委党校举办法制业务
专题培训班，以法制工作实务为主要内

容，邀请市政府法制办、市二中院行政

庭、区法院行政庭、区检察院民事行政检

察科相关领导和法官，就规范性文件制

定和备案、政府信息公开办理、行政诉讼

审判和应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等方面

开展专题培训，法制机构负责人和法制

机构工作人员、各单位信息公开工作人

员共１４０余人参加培训。

【开展执法人员培训考核】　区法制办
组织新上岗执法人员开展基础法律知识

培训，合计２批次４３人次参加培训并通
过考核，合格率为 １００％。９月，组织由
市政府法制办随机抽取的区人保局、区

市场局共２０名执法人员参加基础法律
知识考试，通过率１００％。对１４５人次的
执法证申领资格予以审核，换发３４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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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４９张。至年末，全区持有《执法证》
共２１２０人。 （张洁蓉）

信访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信访办接收群众信
访总量７６２３件，比上年下降１５９％。其
中：来信 １６７７件，下降 ２０５％；来访
３１０４批７０４３人次，批次下降１３１％、人
次下降 ３％；网上信访 ２８４２件，下降
１５９％。办理信访复查复核事项２９件。
开展重复信访专项治理，健全信访积案

化解常态机制，开展信访突出矛盾攻坚

化解，推进在大调研中排查的复杂重大

问题化解、缓解，依法依规把群众合理合

法诉求解决好，全力推进“案清事明”基

础上的信访矛盾“止新化旧”。年内制

定大调研工作方案，突出调研工作与信

访重点工作相结合，坚持深入基层一线，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累计牵头开展调研

１２１次，调研对象数５７９人，收集问题建
议６７条，从信访渠道上报梳理需要市、
区协调解决的１３件复杂重大问题。年
内被评为市信访系统人民建议征集工作

先进单位。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日，宝山区基层人才服务工作站远程受理点 区公务员局／提供

【纳入“三个机制”平台调处矛盾】　区
信访办将疑难复杂信访积案和到市集体

上访，分类纳入领导接访、信访稳定工作

例会、分级分责３个机制平台调处，加强
实地督查，推动疑难信访事项得到及时、

就地、妥善解决。年内纳入领导接访

１０４批１０２３人次，交办分级分责信访事
项１２件，召开信访稳定例会１２次，开展
实地督查４件。

【加强初次信访和网信办理】　区信访
办强化初次信访办理效能，坚持程序规

范与实体化解并重，把好信访工作“第一

道关口”，初次信访事项按时受理告知

率、按期办结率均为１００％。做好市、区
网上信访转交办、公开回复和满意度评

价工作，网上信访公开回复率９３８３％，
群众对有权处理机关的参评率和满意度

达到全市平均水平。

【紧扣重点工作调处矛盾】　针对在推
进区重大板块转型、重大项目开工、重大

工程建设，区信访办在处置宝山区３座
变电站建设、燃气助动车整治、中小河道

整治、涉众型投资受损等群体性矛盾中，

配合属地街镇（园区）和相关委办局，加

强排查预警，妥善应对处置，确保突出矛

盾平稳可控，全力维护全区社会稳定。

【办理信访事项复查复核】　按照事实
清楚、依据充分、定性准确、结论恰当、程

序规范、档案完备的要求，区信访办开展

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年内共收到信

访事项复查申请６８件，出具复查告知和
意见书２９件。其中，被提起市政府信访
复核１３件，市政府复核均维持区复查意
见，树立依法公正解决信访合理诉求

导向。

【规范信访基础业务工作】　区信访办
针对信访事项登记受理、信访事项办理

督办内容，全面检查信访事项转送、受

理、办理、答复、督办等各环节工作以及

操作流程是否规范、信息录入是否完整

等情况，加强信访业务培训，组织区信访

办、三级单位参加国家信访信息系统上

海分系统新功能及基础业务视频培训，

提高全区信访干部的业务办理能力和网

上操作水平。

【开展“人民满意窗口”标准化创建活

动】　１１月，围绕队伍建设、清晰便民、
安全有序、综合服务、社会参与、法治宣

传、联合接访、预约接访等主要内容，区

信访办在区信访联合接待大厅完成智

能、信息化和标识导向、维修改建项目，

完善信访接待大厅规范运行制度，提高

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全年区信访大

厅接待群众来访 ２３６５批 ５２７５人次，与
上年相比，批次下降４％、人次上升９％。

【开展人民建议征集工作】　区信访办
拓展人民建议征集渠道，围绕社会热点、

改革难点、民生重点、工作重点、政策缺

位点，开展建议征集活动，汲取民智，推

动政策完善、工作改进，服务民主科学决

策，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年

内征集汇总各方面人民建议３２件，报市
信访办１３件，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批
示６件。

【加强信访宣传和理论研究】　区信访
办在“宝山信访”今日头条号上动态发

布区信访工作信息２２条，参加市信访办
微信创作大赛报送８条。申报的《关于
信访工作智能化应用与转型研究：基于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功能考察》被列为
２０１８年度全国信访系统内部理论研究
课题并结项通过。通过《法制日报》、网

络等媒体，讲好信访故事，弘扬正能量，

树立法治导向。撰写《口述宝山》有关

信访工作材料，宣传区改革开放４０周年
和宝山区“撤二建一”３０年的信访成就。

（高　宏）

人事人才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人事人才工作围绕
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优化人才发展环

境，做好人事人才公共服务。加强公务

员队伍建设，规范招录、选拔任用等工作

制度。开展各类培训，加强公务员道德

建设。加强薪酬福利管理，推进事业单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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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实施绩效工资。全年共受理外国人来

华工作许可２８００人次，发放７６６张许可
证；完成居转户７２５人，夫妻分居解困２１
人，人才引进４６人；完成居住证积分新
办续办共１０３４６人，核实学历证书３０９５
份；库存档案９８２６份。

【公务员招录】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完成９４名新录用公务员公开招录
工作。其中：公务员７６人，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１８人；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２６人；录用具有两年以上基
层工作经历人员７０人。开展行政执法
类公务员专项招聘，共招录８人。在对
全区公务员队伍状况和各单位人员结构

比例进行调研和分析基础上，完成２０１９
年公务员招录计划编制工作。

表１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１ 猎上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７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２ 上海艾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１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３ 上海鼎蓝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４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４ 上海新锐人才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１２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５ 上海求贤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４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６ 上海道伟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３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７ 上海申励人力服务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８ 上海佳颖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２０ ２０１６．０５．１８

９ 上海优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８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１０ 领族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７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１１ 上海品骏人才顾问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１４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１２ 上海品骏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０４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１３ 上海铮铎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６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１４ 上海芝麻开门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２１ ２０１６．０５．２４

１５ 睿甄人才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２２ ２０１６．０５．３０

１６ 上海卧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９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１７ 上海尊程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２３ ２０１６．０６．１３

１８ 上海我找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２５ ２０１６．０８．１５

１９ 上海仕和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２８ ２０１６．０８．３１

２０ 上海戊戌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２９ ２０１６．０９．０８

２１ 上海毓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３０ ２０１６．０９．２９

２２ 上海优尔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３１ ２０１６．１０．１１

２３ 上海贺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３４ ２０１６．１１．０９

２４ 上海司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３５ ２０１６．１１．２１

２５ 上海祥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３７ ２０１７．０１．０４

２６ 上海翊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３８ ２０１７．０２．１７

２７ 鸿芈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３９ ２０１７．０３．２８

２８ 荟炬（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４０ ２０１７．０３．２８

２９ 观集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４１ ２０１７．０３．２８

３０ 上海大沃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４２ ２０１７．０４．０１

３１ 康存数据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４３ ２０１７．０５．１７

３２ 上海聘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４４ ２０１７．０５．１７

３３ 上海旭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４５ ２０１７．０５．１７

３４ 上海皓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４６ ２０１７．０５．１７

３５ 上海默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４７ ２０１７．０５．１７

３６ 上海富晟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４８ ２０１７．０５．１７

３７ 上海巨娲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４９ ２０１７．０５．１７

３８ 上海麟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５０ ２０１７．０５．１７

３９ 上海润迅君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５１ ２０１７．０５．２３

４０ 上海冰爱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５２ ２０１７．０６．３０

４１ 迈昱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５３ ２０１７．０７．１１

４２ 淇菲（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５４ ２０１７．０７．１１

４３ 上海思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５５ ２０１７．０７．１７

４４ 恭硕（上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５６ ２０１７．０７．１８

４５ 恩士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５７ ２０１７．０７．２４

４６ 渥典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５８ ２０１７．０７．２８

４７ 菲音人力资源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５９ ２０１７．０７．２８

４８ 上海柴禾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６０ ２０１７．０８．１０

４９ 泰猎（上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６１ ２０１７．０９．０６

５０ 上海沃鸿翻译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６２ ２０１７．０８．１６

５１ 上海瑞东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６３ ２０１７．０９．０６

５２ 上海铸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６４ ２０１７．０９．０８

５３ 上海逐魁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６５ ２０１７．０９．２７

５４ 赫哲（上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６６ ２０１７．１０．２０

５５ 上加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６７ ２０１７．１０．２３

【公务员培训】　１２月２５日，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

主题，举办第四期“干部讲坛”，区领导

汪泓、周志军、李峻，市人社局副局长余

成斌等出席活动。来自全区各单位的

２２名干部结合自身实际，从政策、推介、
服务、环境四个方面展开发言交流。９
月７日—１３日，举办２０１８年新录用公务
员“入区培训”，围绕宝山历史、区情介

绍、作风锤炼等内容，采取课堂教学、队

列训练、与挂职锻炼年轻干部探讨交流

等培训形式，使新录用公务员尽快转换

角色、了解区情、适应岗位。９月 １９
日—２１日，组织１７０余名新任科级领导
干部参加新任科级干部培训班，培训采

取课堂教学、交流研讨等方式开展，提高

新任科级领导的理论水平、业务素质和

管理能力。围绕首届进口博览会、群众

工作、宝山规划等重点工作，由学员代表

进行讲解和经验分享。

【公务员管理】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做好公务员管理信息系统更新维护

工作。结合公务员转正定级工作，完善

做好“新录用公务员成长纪实档案”专

题网站信息维护工作。做好 ２０１９年公
务员选调生招聘计划申报工作，探索选

调生创新培养模式。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考核】　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年内制定下发《关

于做好２０１７年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
考核及任职定级工作的通知》，做好

２０１７年５０名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考
核及任职定级工作。完成 ２０１７年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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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做好年度

奖励表彰工作。全区机关科级及以下公

务员（含参公）共 ４８５人获年度考核优
秀，其中记三等功３３人（机关３０人，参
公３人），嘉奖４５２人（机关２９９人，参公
１５３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
中，２０３３人获嘉奖。

【事业单位招聘与管理】　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全年开展２次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工作。上半年事业单位招聘工

作，共推出岗位 １２５个，拟招聘 １６１人，
经笔试、面试、考察等程序，共招聘 １４０
人，实际报到１３９人。下半年事业单位
招聘工作，拟招聘１０２人，经面试、考察、
公示等程序，共招聘７９人。做好事业单
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指导主管单位及

时完成非领导岗位集中聘用、数据汇总

和审核备案工作，开展年度岗位设置和

人员聘用统计工作。

（续表）

序号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５６ 上海致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６８ ２０１７．１０．２７

５７ 上海高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７１ ２０１７．１１．２０

５８ 上海怀卿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６９ ２０１７．１１．１５

５９ 上海必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７０ ２０１７．１１．１５

６０ 国嵩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７２ ２０１７．１１．２２

６１ 上海博霖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７３ ２０１７．１１．２８

６２ 蔚德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７４ ２０１７．１２．１２

６３ 上海仕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７５ ２０１７．１２．２５

６４ 概桅（上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７６ ２０１７．１２．２９

６５ 上海迪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７７ ２０１７．１２．２９

６６ 上海安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７８ ２０１７．１２．２９

６７ 上海志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７９ ２０１７．１２．２９

６８ 伊骋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８０ ２０１７．１２．２９

６９ 上海丸优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８１ ２０１８．０１．１１

７０ 上海皓睿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８２ ２０１８．０１．１１

７１ 上海艾矜企业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８３ ２０１８．０１．１２

７２ 上海凌泓笙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８４ ２０１８．０２．０９

７３ 上海中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８５ ２０１８．０２．０９

７４ 汇路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８６ ２０１８．０２．０９

７５ 上海君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８７ ２０１８．０２．０９

７６ 上海灏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８８ ２０１８．０２．０９

７７ 上海南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８９ ２０１８．０３．０２

７８ 思亓（上海）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９０ ２０１８．０３．０８

７９ 上海睿兔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９１ ２０１８．０３．１３

８０ 上海昊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９２ ２０１８．０３．１３

８１ 上海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９３ ２０１８．０３．１３

８２ 由瞰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９４ ２０１８．０３．１３

８３ 上海君宏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９５ ２０１８．０３．１３

８４ 上海迈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９６ ２０１８．０３．１９

８５ 上海典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９７ ２０１８．０３．１９

８６ 上海睿秉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９８ ２０１８．０４．０３

８７ 上海圆谦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９９ ２０１８．０４．０３

８８ 上海捏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００ ２０１８．０４．０３

８９ 上海速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０１ ２０１８．０４．０３

９０ 云聘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０２ ２０１８．０４．２７

９１ 上海汇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９２ 上海鑫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９３ 上海欧荻柯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９４ 上海溉唯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９５ 卡博纳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０３ ２０１８．０５．２３

９６ 上海择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０４ ２０１８．０５．２３

９７ 上海卓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０５ ２０１８．０５．２４

９８ 上海擎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０６ ２０１８．０７．１２

９９ 上海睿欧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０７ ２０１８．０７．１８

１００ 上海钜桁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０８ ２０１８．０７．１８

１０１ 翰绥人力资源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０９ ２０１８．０８．１０

１０２ 上海正祥职业介绍所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１０ ２０１８．０８．２９

１０３ 上海朝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１１ ２０１８．０９．０４

１０４ 上海锐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１２ ２０１８．０９．０５

１０５ 华厦外包服务（大连）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１３ ２０１８．１０．１２

１０６ 上海英日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１５ ２０１８．１０．２６

１０７ 上海简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１４ ２０１８．１２．２５

１０８ 青英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１７ ２０１９．０１．２３

１０９ 上海梵塔斯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３１０１１３１１１６ ２０１９．０１．２３

（沈鸿）

【军转干部安置与管理】　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完成年度军转干部安置工

作，安置营及营以下和专业技术干部１４
人，接收自主择业军转干部４６人。完成
年度指令性随军家属、优秀退役士兵等

特殊人员的政策性安置。完善困难企业

军转干部身份认定，做好困难企业军转

干部、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走访慰问，做好

企业军转重点人员稳控工作。

【推进薪酬制度改革】　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根据全

市按行业分类调控绩效工资的办法，调整

并核定各事业单位２０１８年绩效工资总
量，共计５００家。配合区法院、检察院开
展薪酬制度改革，配合区社保中心做好机

关参公单位缴纳职业年金实账积累工作，

配合区教育局完成市教委对各区中小学

绩效工资专题调研工作。完善社区工作

者薪酬，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制定全区社

区工作者薪酬水平调整方案。

【疗休养及健康体检与退休人员管理】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完成
２０１８年度机关事业单位部分在职人员
基地健康体检，共计５３０４人。完成２０１８
年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干部敬老节戏剧

招待会、春节前“冬送暖”慰问等系列活

动。加强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活动

分中心管理，做好区处级退休干部订报

等日常管理。

９９

人事人才



【优化人才服务政策环境】　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完成租房资助、安居资助、

专项激励、重点项目、大学生见习等资金

发放工作，共涉及租房资助２９５人、安居
资助４４人、专项激励１２１人、重点项目３
个、大学生见习１４５人，发放各类资金共
计９３３３１万元。做好柔性引才、市场化
引才、樱花卡等新政发布前准备工作。

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宝山区开展“三支一扶”红色之旅 区公务员局／提供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宝山区举办２０１８年干部讲坛 区公务员局／提供

【推进人才发展平台建设】　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开展上海市人才发

展资金申报、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选拔、

上海领军人才选拔、上海市青年企业家

培养计划遴选和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推

荐，共推荐各类高层次人才４８人，其中２
人入选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２人入选
上海领军人才。推荐８名企业优秀人才
参加市级人力资源总监研修班。结合区

重点优势产业建设，推荐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吴淞口开发区、兆祥邮轮、中交三

航大数据等单位的１２名航运人才参加
市级航运优秀人才风采展，并组织落实

好宝山站巡展活动。１０月９日起，参与
并承办《智汇上海、航启未来》２０１８年航
运人才周活动，对接吴淞口开发有限公

司、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服务有限公司

等单位，承接部分大学生在宝山区开展

航运实习的保障工作。

【开展人才服务活动】　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通过市区一体化平台，全年

共组织５５家单位参加５场市级及长三
角区域招聘会，推出３００余个岗位。联
合区教育局开展３场教育人才专场招聘

会，１７９家单位推出 ８８５个岗位，吸引
３５００余名高校毕业生。落实优势产业
体系人才招聘行动计划，开发完成优势

产业体系招聘平台，构筑中高层人才网

上交流桥梁，开通网上视频面试功能，为

企业和人才提供双向便利。平台首批征

集到区内近１００家企业３００个岗位。组
织部分企业参加上海市企事业单位赴外

省市高校招聘活动，同步开展宝山区优

势产业体系人才招聘平台及首场招聘会

推介活动。联合区就业促进中心举办系

列高校应届毕业生择业招聘会。立足街

镇园区和服务站，开展２１场樱花讲堂，
吸引９００余家企业 １３００余人参与。完
成６次创新创业人才巡回服务活动，３６０
余家企业６００余人参加。

【人事人才公共服务】　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全年办理上海市居住证积

分１０３４６人，人才引进 ４６人，居转户
７２５人，夫妻分居解困 ２１人。做好
９８２６份库存档案的整理和保管工作。
为５０８家事业单位办理聘用合同登记
１５７１份，做好全区１４３家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人才中介证日常管理和年检工作，

新设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３５家。做好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受理工作，

共受理上海市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评审材料 １９４份。做好外国人来
华工作许可受理工作，共受理个人材料

２８００人次，其中７６６人获得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证。

【推进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　经
上海市博管办批准备案，年内新设立博

士后工作室１家，柔性引进博士后２名，
开展博士后科研项目２个。

【开展“三支一扶”工作】　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落实上海市高校毕业生

“三支一扶”（指大学生毕业后到农村

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

计划。经公开招募选拔、岗前培训和入

区培训，２８名“三支一扶”大学生到 ５
个街镇及３个学校从事支农支教工作。
完成２０名“三支一扶”大学生服务期满
相关工作。开展 ６场“青春飞扬支扶
行，奉献基层展初心”主题系列活动，出

版６期“支扶之光”工作简报。推荐 １
人参加全国“三支一扶”（指大学生毕

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

和扶贫工作）人员示范培训班。

００１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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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宝山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情况

单位序号 单位名称 性质 建站时间 注册地

１ 上海复控华龙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２００１年 高境镇

２ 上海宝冶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 ２０１０年 月浦镇

３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 ２０１３年 宝山区航运经济发展区

４ 上海景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２０１３年 罗店镇

（沈鸿）

表１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性质
项目
序号

建立时间 博士后及项目情况 课题名称
主管部门／
注册地

市级
资助

区级
配套

备注

１ 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规划工作室）

事业 １ ２００６年７月—
２００８年６月

李靖，女，同济大学城市
规划专业博士。

社会主义新农村社
区规划与实施对策
研究

宝山区规土局 ３ １２ 出站

２ 宝山区环境监测站（环保
工作室）

事业 ２ ２００６年７月—
２００８年６月

孙小静，女，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自然地理学专业博士。

宝山区农田土壤中
持久性毒害污染物
含量特征与来源
分析

宝山区环保局 ３ １２ 单位留用
该博士后

３ 金罗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都市农业工作室）

企业 ３ ２００６年７月—
２００８年６月

张屹东，上海交通大学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
业博士

都市农业的理论与
实践

宝山区农委 ３ １２ 出站

４

上海海隆赛能新材料有限
公司（历史名称：上海赛能
石油管道特种涂料公司）
（赛能石油管涂工作室）

企业 ４ ２００７年４月—
２００９年３月

郭贵全，复旦大学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专业博士。

油井管抗硫化氢内
涂层的研究

宝山工业园区 ３ １２ 单位留用
该博士后

５ 上海柯瑞冶金炉料有限公
司（柯瑞炉料工作室）

企业

５ ２００７年４月—
２００９年３月

高群，上海交通大学材料
学专业博士。

不定形耐火材料外
加剂的研制

罗店镇 ３ １２ 出站

６ ２００９年８月—
２０１１年７月

曾惠丹，女，中科院上海
光机所材料学博士。

高性能纳米微孔绝
热材料

罗店镇 ３ １２ 出站

７ ２０１７年９月—
２０１９年９月

ＭａｔｉｕｌｌａｈＫｈａｎ（巴基斯
坦），北京科技大学博
士，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
究所博士后。

关于氧化锆涂层应
用技术研究

罗店镇 １ ８ 在站

６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
公司（东方泵业工作室）

企业

８ ２００７年４月—
２００９年３月

杨帆，清华大学动力工程
及工程热物理学专业
博士。

数值模拟粘性流体
流动的个子 ｂｏｌｔｚ
ｍａｍｍ方法应用研究

顾村镇 ３ １２ 出站

９ ２００９年８月—
２０１１年７月

李海峰，上海大学流体力
学博士。

水力机械过流部件
泥沙磨损性能研究

顾村镇 ３ １２ 出站

７ 上海海隆石油管材研究所
（石油管材工作室）

企业

１０ 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

范立坤，上海交通大学机
械动力与工程博士。

钻杆的激光表面改
性研究

宝山工业园区 ３ １２ 出站

１１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王文昌，上海大学机械工
程博士。

高效岩屑床清除钻
杆特性研究

宝山工业园区 ３ １２ 出站

１２ ２０１５年３月—
２０１７年３月

陈锋，上海大学工程力学
博士。

钻具接头三维应力
特征分析及新型特
殊螺纹钻具接头
开发

宝山工业园区 １ １６ 出站

８
上海兆祥邮轮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兆祥邮轮工
作室）

企业

１３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姚海庆，上海市海事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博士后。

中 式 邮 轮 工 作
室———邮轮供应链
管理

罗泾镇 １ ２１ 出站

１４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吴宛洋，女，上海市海事
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博
士后。

中 式 邮 轮 工 作
室———邮轮设备管
理项目

罗泾镇 ０ ０ 在站

９ 上海利物盛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

企业

１５ ２０１７年４月—
２０１９年３月

叶显柱，上海交通大学博
士后。

石墨烯制备与加工
方法研究

宝山城市
工业园区

１ １３ 在站

１６ ２０１８年０１月—
２０２０年１月

李思宁，男，１９８３年２月
出生，上海交通大学博
士后。

基于超临界流体的
发泡材料制备

宝山城市
工业园区

１ ８ 在站

１０ 上海超碳石墨烯产业技术
有限公司

企业 １７ ２０１８年０７月—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袁超，上海交通大学博
士后。

ＣＮＴ／Ａｌ合金热变
形加工与性能

宝山城市
工业园区

１ １３ 在站

３６ １９９

　注：１宝山区共建立博士后创新基地工作室１０家，各基地进站博士后１６人，其中留用２人，４人在站（数据截止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５日）。

　２．宝山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共获得市级资助３６万元，区级配套１９９万元，合计２３５万元。 （沈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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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和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根据市委“１＋６”文件
和区委“１＋６＋１”文件要求，围绕“魅力
滨江、活力宝山”总体规划，做优党建引

领、做深智慧治理、做实精细管理、做强

精干队伍、做活精彩社区，推进全区创新

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年内，“社

区通”获评２０１７年中国（上海）社会治
理创新实践十佳案例、２０１８年中国网络
理政十大创新案例，并被央视新闻联播、

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社、解放日报

等国内知名主流媒体报道，在上海市奉

贤区、山东省东营市推广运用。

【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大

会召开】　５月２３日，区社建办牵头召
开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大

会，制定下发《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创新社会
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要点》，提出五个

方面９５项工作，明确牵头单位和责任单
位。各相关单位形成《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创
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任务清

单》，细化出４８５项任务分工。表彰２０１７
年宝山区“居（村）党组织书记创新社会

治理标兵”和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社区工作
者标兵”，发挥典型引领作用，有效提升

基层队伍积极性。

【做实基本管理单元】　区社建办配合
民政部门做实基本管理单元，首批４个
基本管理单元（顾村镇菊泉、共泰、大场

镇大华、罗店镇美罗家园）、第二批３个
基本管理单元（罗店镇古镇、杨行镇谊

家、月浦镇盛桥）通过市级验收，“两委

一中心”（基本管理单元社区党委、社区

委员会、社区中心）均有效运转，“３＋３”
资源（社区事务受理、社区卫生服务、社

区文化活动３个服务功能，以及城市管
理、市场监管、公安警力３个管理功能）
全部配置到位。

【深化“社区通”系统】　至年末，“社区
通”系统覆盖全区所有居村，近４６万户
家庭、６１万余名居村民实名加入，互动
交流超过５６００万人次，５６万余名党员
在网上亮身份、起作用、受监督，社区民

警、家庭医生、社区律师、物业公司在线

上实时为居村民提供服务，解决群众关

心关切的问题４７万余个。做实工作系
统，增设问题跟踪功能，跟踪、反馈和解

决居村民提出的问题，确保九成问题在

居村得到有效解决。“警民直通车”“家

庭医生”“公共法律服务”版块全面上

线，结合大调研专门开设“宝山大调研”

版块。优化和拓展“党建园地”“议事

厅”等版块功能，对接市公安局１１０接处
警系统、区网格化系统、上海物业 ＡＰＰ，
聚焦资源下沉服务，深化部门协同治理，

快速解决问题。扩大“物业之窗”“业委

连线”试点范围，３０４个小区开通物业之
窗版块，开通率达６８％，２１１个小区业委
会开通业委会连线版块。加强议事协

商，规范议事流程，共有１０７万余名居
村民参与协商，产生议题１２万余个，形
成公约和项目 ２０００余个。加强数据挖
掘分析，实时发现群众“痛点”、民生“堵

点”等共性问题，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精

确提供有效服务。打造创新实践基地和

实践点，制定建设标准，打造２００家“社
区通”创新实践基地、实践点。开展“社

区通”专项培训，以理论培训与实操培训

相结合，完成１４个街镇（园区）培训。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区社
建办发挥２０００万元专项资金的扶持引
导作用，重点扶持社区营造类、顽症治理

类、矛盾调处类、议事协商类、改善服务

类等项目，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改善社区生活品质，２０１８年度优选绿色
安全楼道———社区楼道安全管理项目、

“可食地景”微农园———社区治理微更

新服务项目等１１３个群众满意的公益服
务项目落地社区，涉及为老、助残、青少

年服务、社区公共文化、物业指导等多个

领域，覆盖全区７４０个社区，服务群众逾
３２万人次。启动“增益计划———宝山区
四类社会组织人才培育项目”，甄选４４
名本土社会组织优秀人才，开设系列培

训，聘任社区经验丰富的居村委书记为

“增益计划导师”，陪伴带教，提升社会

工作者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区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友谊路街道中心被上海市民

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评为“４Ａ”级组
织，７家街镇中心获评“３Ａ”级组织。

【培育“活力楼组”】　５月２９日，区社建
办开展“活力楼组”培育工作，扩大培育

范围，联合具有专业力量的社会组织在

杨行、庙行、月浦３个镇新培育“活力楼
组”１００家。举办“乐楼组、爱睦邻”宝山
活力楼组建设项目启动仪式，通过社会

组织专业指导，重点培育 ３０家品牌楼
组。建立楼组培育标准体系，吸引居民

广泛参与、积极行动，营造良好的楼组生

活空间，通过示范引领、实地参访，向周

边楼群辐射，共带动培育特色楼组近

２０００个。

【提升基层队伍综合能力】　区社建办
出台《关于成立宝山区“社区导师”团队

进一步提升新形势下基层创新治理能力

的工作方案》文件，成立“社区导师”团

队和“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团”，学习分

享、实践锻炼，帮助基层干部提升互联网

时代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发挥社区干

部实训基地增能作用，开展挂职锻炼、现

场教学、观摩体验、理论学习等课程，使

社区干部具备开展居民区治理和群众工

作的全岗服务能力。与宝山广播电台合

作开设“百姓连线—社区讲堂”节目，以

案说法，提升社区工作者治理能力，７月
１８日开播，到年底直播社区工作２４次。

【“２０１７社区通创新实践案例评选大会”
召开】　７月９日，区社建办在区委党校
召开“２０１７社区通创新实践案例评选大
会”，评选表彰１０个创新实践最佳案例、
１０个创新实践优秀案例。

【“城市精细化管理与治理技术创新”前

沿理论高端研讨会召开】　９月 １５日，
区社建办在宝山民间艺术博览馆举办

“城市精细化管理与治理技术创新”前

沿理论高端研讨会，公开征集“社区通”

卡通形象并开发相关宣传品，扩大社会

影响。 （周文群）

外事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外事办围绕区域经
济重点和社会发展中心工作，落实宝山

区社会经济、社会事业、重点调研课题三

方面出访工作计划，促进对外交流合作。

加强和规范出国（境）管理，优化出访任

务计划申报、经费预算、出国管理办法。

提升外事服务工作质量和水平，编制宝

山区外事行政审批办事指南，完善外事

业务流程，协调配合兄弟单位，指导基层

单位做好全区外事接待、对外宣传、涉港

涉澳、国家安全、境外人员管理、防毒禁

毒防邪教等各项涉外工作，保障地区涉

外经济和社会事业健康稳定发展。全年

实际自组出访３３批１５２人次。４月，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携“陈伯吹国际

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到意大利参加第

五十五届博洛尼亚童书展，提升“陈伯吹

国际儿童文学奖”在国际少儿读物出版

领域的知名度和知晓率。８月，区少年
宫组团到英国参加爱丁堡艺术节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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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宝山沪剧团携《挑山女人》数字影
片亮相美国洛杉矶第 １４届“中美电影
节”并获奖。区城市工业园区西德科东

昌汽车座椅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施岱获

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

【加强出国（境）管理】　区外事办研究
制定年内出访计划，在计划总量内安排

出访任务，削减一般考察性、无实质洽谈

内容团组，加强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竞技

和企业经贸合作交流等。建立因公临时

出国计划与财务管理内部联合控制和规

范的财务核销制度，实行一事一议专题

报告财政申请经费和费用核销办法；实

行区级出访团组经费“三统一”管理模

式，即“统一预算、统一核销、统一决

算”。加强对基层出国（境）管理指导，

强化出访团组团长负责制、团员出访承

诺制、出访团组和成员信息出访申报前

公示制度，对出访团组出访报告及公务

活动明细进行统一填写要求。探索建立

因公出国（境）团组在外情况跟踪监督、

考察培训成果共享、归国后经费实际使

用情况报备等制度。

【主要出访团组】　４月，区委书记汪泓
应邀率团出访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在美

国佛 罗 里 达 州 劳 德 代 尔 堡 参 加

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世界邮轮大会，发表主题演
讲，与上海市政府代表团一同参观全球

邮轮展览会，参加《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

告》（海外版）发布仪式，拜会迈阿密—

戴德郡政府。考察团一行分别与皇家加

勒比游轮集团、地中海邮轮集团、嘉年华

集团、芬坎蒂尼集团、海贸集团、佛罗里

达国际大学交流座谈，并实地考察迈阿

密、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邮轮

港。区长范少军率团到瑞典、芬兰和日

本，先后与瑞典宜家集团、感知技术研究

院、ＫＩＳＴＡ科技城，芬兰帷迦欧洲科技有
限公司众创空间Ｗｅ、临港集团海外创新
中心、芬兰投资促进署，日本发那科株式

会社和东芝株式会社进行项目洽谈和科

技创新项目调研。

６月，区政府组团访问乌兹别克斯
坦ＹｕｑｒｙｉＲｉｑｑ区政府和马来西亚宝腾汽
车公司；组团出访美国和墨西哥，就邮轮

产业和工业园区进行推介。７月，区政
府组团到毛里求斯兰坝河区开展友好交

流活动并访问南非，就民生保障和政务

服务等进行洽谈交流。９月，区政府组
团出访柬埔寨与暹粒省政府和印度尼西

亚德波市开展友好交流。年内，区发改

委、淞南镇组团到中国香港与港交所进

行业务洽谈；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

限公司组团分别到美国、巴西和日本进

行业务洽谈；区供销合作总社、宝轻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分别到日本进行业务洽

谈等。

文化教育和社会事业类出访主要

有：５月，区政府组团到英国和爱尔兰，
就黑池舞蹈节、教育事业进行洽谈交流；

罗店中心校、宝山第二中心小学和区少

科站联合组团到美国参加第３９届世界
头脑奥林匹克决赛；区卫计委组团到捷

克和匈牙利，交流医疗领域大数据运用

和成本管理。７月—８月，区体育局组团
到美国和瑞典，参加训练交流和友谊比

赛；８月，组团到捷克和俄罗斯，就体育
产业发展、健康医疗和体育康复、体育赛

事安全保障等进行洽谈交流。１１月，区
政府组团到巴西和阿根廷，就民间艺术

传承交流、文化场馆规划建设、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等进行洽谈交流。

【接待邮轮经济发展来访团组】　３月２３
日，区委书记汪泓、副区长袁罡、市外办

美洲处在宝山区接待美国戴德郡副郡长

爱德华·马奎斯一行，双方就邮轮港口

运营、深化交流合作进行洽谈。

４月 ２４日，副市长陈群、市政府副
秘书长宗明、区委书记汪泓在市政府接

待地中海邮轮集团首席执行官詹尼·奥

诺拉托一行，双方就“地中海辉煌号”邮

轮在上海首航、共同推动中国邮轮“多港

挂靠”政策上海入境邮轮旅游发展等进

行洽谈。

５月１８日，“地中海辉煌号”首航仪
式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副市长陈

群、区委书记汪泓、区长范少军等，以及

地中海邮轮集团高管出席。

６月 １２日，副市长陈群、区委书记
汪泓、区长范少军在市政府接待皇家加

勒比国际游轮全球总裁及首席执行官迈

克·贝勒一行，双方就加大对邮轮产业

重视和支持力度、加大对邮轮发展环境

治理、引导中国邮轮市场创新发展等进

行交谈。１３日，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全
球总裁及首席执行官迈克·贝勒一行，

专程拜访宝山区，在参观完邮轮码头和

零点广场后，再次拜会区委书记汪泓、区

长范少军、副区长苏平等，双方就规范邮

轮市场、拓展分销渠道、完善交通配套、

加强风险管控、提升通关效率和游客体

验等具体事项进行洽谈。

８月 ３１日，区委书记汪泓、区长范

少军、副区长苏平、吕鸣接待意大利经济

财政部部长及存贷款公司、芬坎蒂尼集

团一行，就宝山区与芬坎蒂尼集团加强

在邮轮制造及维修等方面合作达成

共识。

１０月２３日，副市长陈群、区委书记
汪泓、区长范少军在上海宝山美兰湖国

际会议中心会见地中海邮轮执行主席皮

尔弗朗切斯科·瓦戈一行，双方就推进

邮轮业务合作和中国邮轮经济发展前景

展开交流。

【接待产业项目合作来访团组】　３月９
日，区长范少军接待Ｑ３集团首席执行官
艾瑞克·曼杰阿迪一行，就相关产业项

目合作事宜进行洽谈。

４月１０日，区委书记汪泓，区长范少
军，副区长苏平、王益群、吕鸣接待日本

发那科株式会社会长稻叶善治一行，双

方就共同推进发那科三期建设、抓好上

海机器人产业园提标转型进行洽谈。

６月４日，区委书记汪泓，区长范少
军、副区长吕鸣接待株式会社 ＰＬＡＮＥＴ
公司董事长玉生弘昌一行双方就该公司

投资项目落地宝山区顾村镇达成初步

意向。

１１月１５日，区委书记汪泓，区长范
少军，副区长苏平、吕鸣接待日本软银集

团高管一行，与软银集团在推进智慧城

市示范项目建设、开展产业项目落地合

作方面进行洽谈。

【接待文化教育来访团组】　３月２２日，
副区长袁罡接待剑桥梅尔基奥学校校长

米歇尔一行。２９日，区外事办会同有关
部门接待韩国驻沪总领馆首席领事吴重

根一行。

４月１３日，区外事办配合市外事办
落实市长咨询会会外活动，副区长袁罡

接待外方人员和有关嘉宾。

５月１７日，区外事办会同有关部门
接待日本媒体代表团一行，参观访问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

７月２０日，区外事办会同区发改委、
区新闻办等接待中国国际新闻交流中心

亚太分中心记者。

７月３１日—８月３日，区外事办会
同区教育局、区体育局等部门接待日本

泉佐野市青少年足球代表团一行３０人，
并举行两场青少年足球友谊比赛。其

间，副区长袁罡、区政协副主席张晓静专

门会见日本泉佐野市副市长八岛弘之等

官员，就深化友好交流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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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 ２８日，区委书记汪泓接待韩
国东西大学朴东顺理事长一行，以及美

国劳伦斯理工大学玛利亚·瓦斯副校长

一行，就宝山区与两所大学合作交换

意见。

【组织保障首届中国进博会重大涉外活

动】　１１月５日—１０日，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召开。

区委、区政府就进博会组织、保障开展全

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对接，实现“四个超

预期”：（１）区内企业参团规模超预期。
宝山有１５４家预登记任务，实际６９７家
单位（其中企业６２９家）通过终审、４５５９
人参团，未来五年有采购需求的企业达

４２７家。组织６０００余名社会公众参观展
会。（２）采购成交意向超预期。与新西
兰、挪威、斯里兰卡等国家知名企业签署

合作协议，宝山分团共计意向成交金额

３３９２９７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２４亿
元）。与全球最大的三文鱼生产商美威

水产签约合作，取得斯里兰卡 ＷＭＣ中
国唯一总代理授权。（３）邮轮经济推动
效果超预期。在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

萨尔维尼见证下，与意大利芬坎蒂尼集

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中船集团与

美国嘉年华集团、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

签订６艘大型邮轮建造合同，总价４６２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３２０亿元），邮轮
修造和配套项目落户宝山。成功举办全

市２４项重点配套活动之一的国际邮轮
服务贸易高峰论坛，“上海邮轮供应协

会”揭牌。（４）内外宾接待反响超预期。
完成６个国外政要代表团、中国澳门及
部分葡语系国家经贸代表团、外省（区）

重点团组接待任务，组织外省（区）交易

团、采购商约 ８０００人次进馆参观和
采购。

【其他重大涉外活动】　１０月２４日—２６
日，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在上海宝
山举办，来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主流邮

轮公司高管、政府官员、行业专家参加。

在开幕式前一天，副市长陈群、原国家旅

游局副局长吴文学等出席“亚太邮轮经

济５０人高峰论坛”活动。
１０月２５日—１１月中下旬，第十届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在宝山举办。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慧琳宣布艺术节

开幕，市政协副主席李逸平向国际民间

艺术组织主席阿里·卡里法颁发“中华

文化传播奖”。开幕式前，来自俄罗斯等

１１个国外艺术团队以及云南曲靖民间

艺术团与宝山各街镇的民间艺术团组成

艺术表演方队，沿街展示各具特色的音

乐和舞蹈。作为艺术节的首场重要活

动，１０月２５日，宝山区举办“弘扬上海
精神，促进文旅发展”上合高层论坛，市

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到会讲话并宣布论坛

开幕，上合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出席论

坛开幕式。８月１６日—２２日，举办２０１８
黑池舞蹈节（中国）活动。９月２３日举
办２０１８上海邮轮旅游节。１１月８日举
办２０１８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活
动。 （王　浩）

侨务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侨办注重加强整体
谋划，持续提升工作水平，强化服务意

识，关注侨界民生，开展帮困送温暖活

动，全年走访慰问全区困难归侨侨眷５０
户，送上慰问品、慰问金６万余元。稳妥
处置矛盾纠纷，全年处理来电、来信、来

访３０余件，做到件件有着落。３月 ３０
日，举办侨务工作专题培训班，各镇、街

道、园区统战干部、统战社工共９６人参
加培训。

【走访慰问侨领眷属】　１月２２日，区台
侨办和张庙街道有关领导一行，走访慰

问遭受火灾的张庙街道重点海外侨界人

士眷属邱银凤一家，为他们送去温暖。

２３日，区侨办一行走访龚礼明、马君强、
高丹等海外侨领眷属。多年来，欧洲上

海社团联合会会长龚礼明、加拿大江浙

沪华侨联谊会会长马君强、挪威华人联

谊会会长高丹等海外侨领发挥自身优

势，在内引外联、促进中外友好交流中做

了大量工作。

【开展“侨法宣传月”活动】　３月３日，
区侨法宣传月活动在全区各街镇（园

区）全面展开。区委统战部、区台侨办、

区人大侨民宗工委领导及部分区人大代

表先后到月浦镇、友谊路街道调研侨法

宣传月推进情况。３月，全区共举行政
策咨询会、讲座 １３２次，发放宣传资料
１２９６０件，组织志愿者活动１１６场，志愿
者参与１９６３人次，全区侨法宣传受众达
３２４７０人。

【区侨务工作会议召开】　３月１３日，区
侨办召开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宝山区归

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情况课题调研工

作。各街镇、园区统战委员（科长）及统

战社工参加会议。会议就调研工作背

景、整体方案、推进节点等情况进行介

绍，并就相关问卷调查工作作说明。

【市侨办主任徐力到宝山调研】　３月２０
日，市侨办主任徐力一行到宝山调研侨

企发展及新侨创新创业等有关工作。区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伟民等出席调研

活动，徐力一行实地走访紫荆谷众创空

间、癉ＰＡＲＫ文创产业区。

【太仓市侨办一行到宝山学习交流】　３
月２２日，太仓市侨办一行到宝山学习考
察留学人员联合会工作，区委统战部、区

台侨办有关领导及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

会、宝山留学人员联合会理事会部分成

员参加交流活动。座谈会上，太仓市侨

办介绍太仓市新成立的留学人员联谊会

的基本情况。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

宝山留学人员联合会从组织架构、运作

模式、品牌活动及工作成效等方面介绍

宝山留学人员情况。

【调研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情况】　４
月２０日，区侨办联合区人大侨民宗工
委、区政协民宗港澳台侨委以及市欧美

同学会宝山分会，围绕“服务留学归国人

员创新创业”开展专题调研座谈。区委

统战部、区台侨办、区政协民宗港澳台侨

委领导，区人大侨民宗工委领导以及部

分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归国留学人

员代表参加调研活动。调研中，与会人

员实地走访归国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上

海新世纪纪念币制造有限公司，听取企

业管理人员有关企业创办、发展等方面

情况的介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归国留学创业者代表们交流各自的创业

情况和心得体会，并就政府部门服务留

学归国人员创新创业工作提出建议和

希望。

【钢琴演奏家王逑教授应邀到宝山讲

学】　６月 １３日，大众文化分享讲
座———“歌剧的魅力”在宝山实验学校

报告厅举行，区侨办、区教育学院、宝山

实验学校、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以及宝山

分会有关领导、部分音乐教师、学生５００
余人到场听讲。主讲人上海音乐学院教

授、著名钢琴演奏家、男低音歌唱家温可

铮夫人王逑，深入浅出地介绍歌剧的发

展历史，在现场分享莫扎特的《费加罗的

婚礼》、比才的《卡门》等经典作品片段，

完美诠释美声唱法在歌剧中各个声部的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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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调研侨务工作】　９月２０日，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副主任秦冰一行

到大场镇调研区侨务工作情况。李萍一

行先行视察大场镇党群服务基地，着重

了解大场镇新侨驿站工作情况，并到癉

ｐａｒｋ文创产业实地查看两家新侨企业。
随后，召开区人大常委会集中调研《上海

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贯彻落实暨服务

新侨双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座

谈会。

【举办区侨界人士中秋祈福活动】　９月
２１日，区侨界人士首次中秋祈福活动在
顾村镇太平禅寺举行，来自上海市侨商

会宝山分会、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

会２０余名会员参加祈福活动。在见面
会上，太平禅寺住持智慧法师介绍太平

禅寺历史沿革、殿堂布局、寺院建设等情

况。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会长、上海

宝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闽代表

与会人员致辞。

【举办欧美同学会新会员见面会暨留学

生林十周年纪念活动】　１０月１４日，市
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彭裕文、副会长

兼秘书长朱玲玲，宝山区委统战部、区台

侨办有关领导等一行到宝山区炮台湾湿

地森林公园组织开展２０１８年第三批新
会员见面会暨留学生林十周年活动。市

欧美同学会及宝山分会部分成员参加活

动。活动中，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会

长王闽介绍宝山分会的基本情况以及留

学生林的历史渊源。市欧美同学会常务

副会长彭裕文对“留学生林”落成十周

年表示祝贺。 （唐立力）

台湾事务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对台工作围绕宝山
“两区一体化升级版”总目标，开展大调

研活动，先后走访多家台资企业，组织台

商代表座谈会，了解台资企业情况，听取

台商意见，解决台商关心的问题。宣传

国台办“３１条”和市台办“５５条”惠台政
策，召开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沪台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的实施办法》宣讲座谈会，印

发《宝山区贯彻国台办、市台办惠台政策

服务指南》手册，便于宝山区台胞、台商

了解政策内容，知晓咨询途径。落实台

湾居民居住证申领工作，做好办证场所

的确认、申领所需材料确定等工作。与

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班子成员座谈宣传

相关政策规定。开展对台交流交往，拓

展交流活动载体，安排台北市大同小学

与宝山区有关小学的交流访问，联络两

岸青少年感情。发挥宝山淞沪抗战资源

优势，推动两岸历史人文交流，落实好

“海峡杯”篮球系列赛事，加深两岸沟通

交往。依法维护台商合法权益，按照“讲

政治、讲法治、讲情理”的工作要求，处理

每一个信访案件，促进地区和谐稳定。

【三地台联会友好共建签约结对】　１月
３１日，宝山区、虹口区、太仓市三地台联
会在宝山区政府举行友好共建结对签约

仪式。三地台联会会长、部分副会长参

加。宝山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台办主

任吴华朗，虹口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台

办主任项荣，太仓市侨办主任杨建新等

应邀出席仪式并致辞。会上，三地相关

领导、台联会会长等开展工作交流。

【区台资企业代表座谈会召开】　２月６
日，区台办举办台资企业代表座谈会，以

贯彻落实区委大调研工作部署，更好了

解区台资企业经营等情况。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沈伟民出席会议。会上，与

会台资企业代表就各自在企业经营中遇

到的瓶颈和困惑进行交流，并提出意见

和建议。区台办对有关问题进行梳理，

帮助和维护好台资企业合法利益。

【台北市大同小学交流学习团到访宝

山】　３月６日—７日，台北市大同小学
参访团一行４１人在校长陈显荣带领下
到访宝山，区台办组织区第一中心小学、

区实验学校开展交流活动。交流访问期

间，除座谈会、参观等内容外，还特地安

排台湾小学生与大陆小学生共上历史、

音乐、体育等课程，协作完成中国结制作

等活动，既联络两岸青少年感情，也加深

台湾同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到崇明区学习考

察】　５月２５日，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
荣誉主委马海龙、吴以珍，市台协副会

长、宝山区工委会主委李德治等一行冒

雨到崇明区瀛通老年大学学习考察。瀛

通老年大学党支部书记马士娟接待并介

绍学校情况。

【市台协第十六届“元祖杯”高尔夫球联

谊赛在宝山举行】　６月７日，２０１８上海
市台协第十六届“元祖杯”高尔夫球联

谊赛在宝山美兰湖举行。市台协２００余
名台商会员参加比赛。市台协会长李政

宏，副会长张秀琬、李德治等出席开球仪

式，宝山区台办有关领导代表宝山区台

办应邀参加活动。

【举办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沪台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的实施办法》工作座谈会】

　７月２５日，宝山区举办贯彻落实《关
于促进沪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办

法》工作座谈会。副区长吕鸣出席会议

并讲话。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台办主

任吴华朗主持会议。全区各相关委办局

分管领导、各镇、街道、园区及各统战委

员等，共计５０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区
相关职能部门分管领导就如何具体落实

文件精神展开讨论。

【举办２０１８“海峡杯”篮球邀请赛】　８
月，ＣＢＡ夏季联赛暨海峡两岸长三角职
业篮球俱乐部挑战赛和“海峡杯”篮球

邀请赛（高中组）在宝山举行，来自两岸

的８支职业球队和１２支高中球队参赛。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市台办主任李

文辉，市体育局局长徐彬，区委书记汪

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市体育局

副局长罗文桦，市台办副主任王立新，宝

山区副区长陈筱洁等出席相关活动。此

次赛事开拓篮球文化“新市场”格局，通

过搭建体育文化交流平台，促进海峡两

岸球队间的互相学习与联动，进而增强

海峡两岸在经济、体育、文化等领域的合

作与互动。

【落实台湾居民居住证申领工作】　８月
２９日，根据市台办专题会议精神，区台
办与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协调沟通，做好

台湾居民居住证办证场所的确认、申领

所需材料确定等工作。３０日，区台办与
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班子成员召开座谈

会，宣传申领台湾居民居住证的相关政

策。９月１日，区台办兵分三路到宝山３
个办理点（双城派出所、顾村派出所、大

场派出所）实地查看启动工作，为台湾居

民办理居住证做好服务。

【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走访慰问大场长

乐养老院】　１０月 １６日，市台协副会
长、宝山区工委会主委李德治，市台协宝

山区工委会荣誉主委马海龙，以及台企

桂冠食品公司代表吴长欣等一行到上海

大场长乐养老院，开展重阳节敬老活动。

【宝山区台联会与太仓市台联会工作交

流会举行】　１０月２６日，宝山区台联会
与太仓市台联会举行工作交流活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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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联会会长刘祖辰等与太仓市台联会会

长郭学平等围绕台胞台属工作进行

交流。

【区台联会与金山区台联会工作交流会

举行】　１１月２４日，宝山区台联会与金
山区台联会举行工作交流活动。区台联

会会长刘祖辰等与金山区台联会会长夏

红梅等就台胞台属工作展开交流。

（王　裔）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区政府机关大院实行垃圾分类管理 摄影／仇凯来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区机管局举办机关美食节活动 摄影／仇凯来

机关事务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以下简称”区机管局”）发挥办公室

（安全保卫科）、财务资产科、综合管理

科、机关综合事务管理中心、机关后勤

服务中心、政府采购中心职能作用，全

面完成机关经费保障、资产管理、安全

保卫、政府采购、文印服务、会务餐饮服

务、车辆保障、物业管理等各项机关后

勤服务保障工作任务。全年会务保障

１９５０场次，复印 ４００万份、装订 １９万
份；保障用餐 ４３万人次，安全行车 ３５
万千米，政府集中采购金额 ５２亿元。
完成市委、市政府领导到宝山调研，区

委全会、区“两会”，首届国际进口博览

会、第十四届长江口民营经济论坛等重

要会议、重大活动的后勤保障工作。年

内，获“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工作先进

集体”“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上海市

花园单位”等称号。

【深化公务用车改革】　区机管局完成
全区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车改，全区事

业单位车辆初步核定编制４８９辆（核减
３５辆），经市车改办审批，第一批定编
２１０辆；区属国企保留公务车７７辆，处置
７３辆。实施全区机关事业单位更新预
算计划，会同区财政局共同研究制定区

城管执法局等４家单位行政执法车报废
更新方案，由区、镇两级财政合力承担车

辆更新经费，解决４家执法单位共４１辆
公务用车更新问题，年内办理车辆更新、

报废审批８６件。所有公务用车纳入北

斗监控平台监督管理，实现公务用车使

用情况全程实时监控。

【规范机关办公用房管理】　友谊路１５
号、１７号办公楼大修工程竣工，完成５栋
建筑（３栋办公楼、１栋食堂、１栋档案
库）约 １６２万平方米的修缮装修。１１
月初，淞宝办公楼改造项目第一期工程

动工；装修改造区纪监委办公用房，改造

泰和路２４５号办公楼、密山路１０号办公
楼、樟岭路２号办公楼配电房。改造区
发改委消防通道、会议室及电梯，改造机

关第一食堂点心制作间、餐盘回收处等，

全年共完成２２家单位５５项改造工程。
年内调整全区１２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办公用房，建筑面积合计 １１７万平
方米。

【深化公共机构节能管理】　区机管局
组织区内６２个公共机构开展能源审计，
每季度对重点单位用能进行公示。会同

区市容局布局公共机构垃圾分类工作，

在区级机关大院设置３４７个垃圾分类网
点。区公共机构节能志愿者服务队获

“上海市志愿服务先进集体”称号。

【优化后勤服务保障】　区机管局接收
原区检察院食堂，开办机关第七食堂。

实现区政府机关办公楼ＷＩＦＩ全覆盖，提
升办公环境和工作效率。在各区级机关

和行政服务中心引进“天使之橙”等便

民服务，增强机关工作人员和办事对象

的舒适度和体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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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第六届节能公益论坛】　６月 １３
日，区机管局在杨行镇举办第六届节能

公益论坛，论坛以“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

类”为主题，旨在向各单位普及生活垃圾

分类知识，杨行镇、市容绿化局等单位近

１３０人参加论坛。

【举办机关美食节活动】　５月２８日—６
月１日，区机管局在机关食堂举办以“宝
山粤来越美”为主题的机关美食节活动，

展示粤菜的文化精髓和机关食堂厨师的

“工匠精神”。该活动在市机关食堂美

食节中被评为“优秀组织单位”。

（仇凯来）

对口支援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完成上海市
计划内对口支援项目共 １１２个，资金
７９３８亿元。其中：新疆叶城县４８个项
目，资金 ６１２８亿元；云南省迪庆州维
西傈僳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维西县”）

１６个项目，资金３３００万元；云南曲靖市
及下辖会泽县、宣威市、富源县、师宗

县、罗平县共 ４８个项目，资金 １４８亿
元。完成宝山区对口支援新疆叶城县

“自选动作”项目１１个，资金７８０万元。
承办对口地区人力资源培训项目２９批
次，培训人员３６６２人次。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 ３次率队分赴云南省迪庆州
维西县，曲靖市会泽县、宣威市、富源

县、师宗县、罗平县，新疆叶城县开展对

口帮扶工作。全区新增８个街镇、区属
企业分别与云南曲靖市会泽县、宣威

市、富源县，迪庆州维西县的 ８个贫困
乡镇结对“携手奔小康”，实现维西县乡

镇结对全覆盖；２２２个村、企业、社会组
织分别与新疆叶城县和云南维西县、会

泽县、富源县、师宗县、罗平县的２９９个
深度贫困村结对，实现深度贫困村结对

覆盖５０％目标。举办２０１８年宝山·叶
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制定《宝山

区助力对口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

行动计划》《宝山区关于深化携手奔小

康行动的工作意见》《宝山区援外干部

工作经费管理实施细则》。

【区主要领导率队到云南开展扶贫协

作】　７月１６日—２２日，区委书记汪泓，
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萍，区政协主席丁大恒率领宝山

区代表团到云南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工

作。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巡视员朱

礼福，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峻，区委常

委、副区长袁罡，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丽燕、副区长吕鸣参加。１６日，区四套
班子主要领导率代表团拜访云南省委书

记陈豪。同日，区领导等与区援滇干部

座谈交流，援滇干部所在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参加。１７日，区领导汪泓、李萍、李
峻、袁罡、王丽燕率代表团部分成员赴曲

靖市召开宝山———曲靖扶贫协作高层联

席会议。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代表宝

山区向曲靖市捐赠援助项目资金 ８０７５
万元，张庙街道与富源县后所镇、宝房集

团与会泽县古城街道结对签约“携手奔

小康”协议；月浦镇海陆村、聚源桥村分

别与会泽县迤车镇梨园村、中寨村结对，

顾村镇白杨村、谭杨村分别与宣威市东

山镇芙蓉村、恰德村结对。１７日—１９
日，区委书记汪泓、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丽燕一行到曲靖市罗平县、师宗县，慰

问４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调研沪滇协作
项目罗平县生姜产业扶贫项目、一窝蜂

蜜蜂养殖基地，以及师宗县薏仁产业扶

贫项目、葵山镇马湾村６６６７公顷（１０００
亩）蚕桑保险项目和新安社区温氏养殖

基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区委常

委、组织部长李峻一行到曲靖市富源县、

宣威市和会泽县开展扶贫协作，实地考

察富源县大河镇千亩黄桃种植基地、富

村镇百年井温氏养殖小区、宣威市热水

镇中草药（灯盏花）种植示范基地、会泽

县古城街道雪桃种植和青云村人畜饮水

及道路建设等扶贫协作项目，深入４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为贫困群众送上

慰问品和慰问金。区政协主席丁大恒、

巡视员朱礼福率队到大理州南涧县慰问

区第十批援滇医生。区委副书记周志

军、副区长吕鸣率队到迪庆州、维西县，

与当地领导共同研究推进扶贫协作工

作，调研沪滇合作项目塔城镇迪夏生态

移民点、攀天阁乡卫生院，考察维西县小

学、维西县永春乡中药材种植基地项目，

慰问 ２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加宝
山———维西劳务协作企业招聘会开幕

式。１８日，召开宝山———维西扶贫协作
高层联席会议。副区长吕鸣代表宝山区

向维西县捐赠援助项目资金３００７万元，
长江口集团、区供销合作总社、宝建集团

分别与维西县塔城镇、永春乡、巴迪乡签

定“携手奔小康”协议。

１２月２２日—２３日，区委副书记、区
长范少军率队到云南曲靖市会泽县、宣

威市、富源县调研扶贫协作工作，并与各

县分别召开扶贫协作联席会议。

【区主要领导率队到新疆叶城县开展对

口支援】　８月２２日—２４日，区委书记
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率宝山区

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叶城县，推进对口援

疆工作。新疆喀什地区副专员、叶城县

委书记李国平全程陪同。区委常委、副

区长袁罡参加。２２日，区委常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

等领导考察依提木扎乡２６村美丽乡村、
庭院经济、卫星工厂、电商服务中心、幼

儿园等，走访慰问建档立卡贫困户。２３
日，宝山区党政代表团与叶城县委、县政

府举行对口支援工作高层联席会议，举

行助力脱贫攻坚专项资金捐赠仪式，捐

赠一辆电视转播车。同日，宝山区党政

代表团与援疆干部人才座谈交流。叶城

县委副书记、上海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

叶城分指挥部指挥长胡广，叶城县委常

委、副县长、上海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叶

城分指挥部副指挥长张彬汇报援疆工

作，援疆干部代表作交流发言。代表团

还视察宝山区新一批援疆教师支教驻

地，慰问４０名援疆教师，考察上海援疆
项目邓缵先纪念馆。

【开展人力资源培训】　年内，宝山区共
为对口支援地区开展人力资源培训 ２９
批次 ３６６２人，培训人数比上年增长
１３２％。新选派 ４０名中小学教师到叶
城县４所中小学支教。整合区内６家优
秀学校２次到维西县开展为期三年的“１
＋１１”基础教育互助成长计划。区教育
局、区卫计委分别向云南曲靖市的１市４
县、维西县派教师、医生支教支医，实现

１县１名支教教师、１名支医医生。

【推进招商引资】　在云南会泽县，引进
上海嘉燕水产公司建设３３３３公顷（５００
亩）小龙虾养殖基地，惠及４１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云南罗平县，上海胤础实

业有限公司投资２０００万元建设锌合金
生产加工项目，一期投资１０８万元，吸纳
２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惠及 ３名建
档立卡贫困户。在云南师宗县，成立师

宗宝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２０００万
元建设农业生产产业园，吸纳１５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就业，惠及８０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在云南宣威市，上海蓝海生态园

建设约２６６７公顷（４００亩）现代农业生
态园，吸纳１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惠及１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在云南维西县，黄

海制药有限公司建设约１３３３公顷（２００
亩）五味子生产基地，吸纳２０名建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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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贫困户，惠及４０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新疆叶城县，建立“昆仑第一城”大数

据中心项目，第一期 ２０００万元工程竣
工，吸收用工５人；鹊之家建筑科技公司
投资２００万元，吸收用工６人。

【举办对口帮扶地区商品展销会】　１月
２０日—２１日，在宝山体育馆举办新疆喀
什叶城第一届绿色农产品年货展销会，

销售金额 ７６万元。１０月 １７日—２１
日，上海市举办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

展销会，协调组织新疆叶城县、云南曲靖

市和维西县的２３家对口地区供应商企
业参展。１０月 ２２日—２３日，宝山区举
办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新疆

叶城县、云南曲靖市和维西县４４家供应
商参展，销售特色商品 ４５万元。１０月
２２日，食行生鲜、康品汇、四季汇鲜等知
名超市、电商与参展供应商进行座谈交

流，探讨在宝山建立“云品入沪”“叶品

入沪”长效机制。食行生鲜、爵味食品、

合德食品３家大型销售平台和企业，与
叶城县美嘉食品、叶城电商中心、天地福

泽达成合作意向，结为贸易合作伙伴，将

３家企业农产品纳入采购范围。富源县
恒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

宝钢分行达成１６万元销售协议、与上海
嵩滇贸易有限公司签订４０万元销售合
同。师宗县云雄食品有限公司接到香软

米１１万元线上订单。会泽县利群农业
合作社软籽石榴接到订单１０万元。上
海善之农电子商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随易网络有限公司、上海四季汇鲜

分别与云南维西县政府和维西县康邦美

味绿色资源开发公司、维西山货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签订产销对接协议。

【开展消费扶贫】　区合作交流办、区级
机关党工委号召全区４４家单位的党员
群众认购叶城县干果约 １２吨，价值 ５７
万元。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党员群众、企

业，认养罗平县１４０个“一窝蜂”蜂蜜，共
计４２万元。区总工会签约罗平县万兴
隆公司、腊峰蜂业公司，叶城县新疆建设

兵团果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成为宝

山工会红卡特约商户。区总工会举办

“卡卡惠职工，工会在行动”云南曲靖、

新疆叶城农副产品抢购活动，采购姜蜂

蜜姜茶、醇自然罗平菜油一级食用油等

产品４万余元，采购叶城县核桃、红枣、
葡萄干等近３万元。

【开展就业援滇】　区人社局分别与云
南曲靖市１市４县、维西县签订“人力资
源对口帮扶合作协议”，实现两地用工、

求职信息实时发布，实时对接需求。３
月２５日—２８日，区人社局分别在曲靖
市举办劳务招聘会；７月 １６日—２１日，
在维西县举办劳务招聘会。８月１４日，
区合作交流办、区人社局联合走访上海

汉神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中冶宝钢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与１１名维西
务工青年座谈交流，了解其工作情况，对

于符合享受外出就业补贴政策的２名务
工人员，帮助其申请补贴。

【推进交流交往】　７月 ２９日—８月 ５
日，新疆叶城县２００名青少年走进上海、
走进宝山，与宝山青少年开展为期一周

的“手拉手”活动。１０月２７日—２８日，
曲靖市歌舞团到宝山区参加第十届上海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表１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援滇社会帮扶捐赠情况

序号 捐助时间 物品名称
折算金额
（万元）

捐助方 受捐方

１ １２月４日 １１２台液晶彩电 ７．５６ 长江口集团 塔城镇

２ １１月１２日 书包、校服、篮球等物资 １１ 宝山区慈善基金会 维西县扶贫办

３ １１月９日 御寒衣物１５０件 ５ 吴淞口开发公司 康普乡

４ ９月１１日 野外测距仪１台 ０．５ 宝山区规划局 维西县扶贫办

５ ９月２３日 书籍 ０．２ 宝山区规划局 维西县扶贫办

６ １０月９日 图书、文具、玩具、衣物 ０．０５ 宝山区农委 维西县扶贫办

７ １２月８日 大米、油 ０．２ 宝山区爱心人士 维西县贫困户

８ １０月２５日 物资 ２．４４ 上海志愿者 维西县扶贫办

小计 ２６．９５ 云南维西县

９ １２月２８日 冬衣 ３ 张庙街道 富源县扶贫办

１０ １２月２０日 羊毛衫６００件 ６ 宝山区慈善基金会 富源县扶贫办

１１ １２月２０日 羊毛衫６００件 ６ 宝山区慈善基金会 师宗县扶贫办

１２ １２月２０日 羊毛衫６００件 ６ 宝山区慈善基金会 罗平县扶贫办

１３ １２月２１日 文教用品 ３８ 嘉定区创意产业协会 罗平县扶贫办

１４ １２月１０日 羊毛衫６００件 ６ 宝山区慈善基金会 宣威市扶贫办

１５ ５月３１日 台式电脑２８台 １０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 会泽县扶贫办

１６ ６月２５日 捐助２０名贫困生参加烛光夏令营 ２２．３０８ 上海建桥学院 会泽县２０名贫困生

１７ １０月１６日 护手霜１０００套、校服５２６套，羽绒服１２３套 １２．８５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会泽县扶贫办

１８ １０月２３日 鞋子、棉袜和电子手表等物资 ６ ＯＫＣｏｉｎ联合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和腾讯公益

会泽县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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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捐助时间 物品名称
折算金额
（万元）

捐助方 受捐方

１９ １１月１４日 ３０台笔记本电脑 ２０ 上海致公党 会泽县扶贫办

２０ １２月２０日 羊毛衫６００件 ６ 宝山区慈善基金会 会泽县扶贫办

小计 １４２．１５８ 云南曲靖市

合计 １６９．１０８

表１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对口支援新疆叶城县社会帮扶情况

序号 内　容 金　额（万元）

１ 上海市烟草集团向叶城县洛克乡捐赠卫星工厂建设资金 ７０

２ 俞斌（无锡中国好人）捐赠助学 ０．３

小计 ７０．３

实物捐赠

序号 内　容 折价金额（万元）

１ 宝山区妇联向叶城县捐赠衣服１２８８件 １０

２ 徐汇区妇联向叶城县捐赠衣裤３００件 ３

３ 宝山区星星幼儿园向叶城县捐赠物资４０箱 ４

４ 宝山区陈伯吹实验幼儿园向叶城县捐赠教具 ２

５ 宝山区呼玛二幼向叶城县学校捐赠衣裤 ３

６ 俞斌（无锡中国好人）捐赠衣服书包 ０．５

７ 新疆顺丰速运公司向叶城加依捉勒克乡６村筹集捐赠物资，捐赠的物品主要有衣物、鞋子、学习用品、家庭日用品、电
子产品等，共计１４００箱左右 ３００

８ 济南广林药业有限公司向叶城县卫生局（县人民医院、各卫生院）捐赠环丙沙星注射液２万瓶 １５．１

９ 宝山区电视台向叶城县电视台捐赠电视转播车一辆 ４００

１０ 宝山区司法局向叶城县司法局捐赠办公用品 １０

１１ 上海市残联、宝山区残联向叶城县残联捐赠助听器１００台、轮椅２００辆、拐杖２００根、盲人手表２００块 １２９

１２ 上海市社工委向棋盘乡贫困户捐赠学生书桌等 ２０

１３ 宝山区工商联向加依提勒克乡２２村捐赠课桌椅１５０套，教学用投影仪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封闭式垃圾车厢一台 ７．５

１４ 杨浦教育协会向叶城县红军小学、二小捐赠少儿图书 ５

１５ 上海市金梧桐公益基金会向叶城县江格勒斯盖米勒克１１村捐赠警用巡逻车、淋浴器、学校装修项目等 １８．３３

１６ 上海市宝山区团委向叶城县村级团组织捐赠电脑３０台、打印机１２台 １０．２

１７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山区分会捐赠３８０件羊毛衫 ３．８

１８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山区分会捐赠１．８８４万元的微心愿 １．８８４

小计 ９４３．３１４

合计 １０１３．６１４

表１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属企业、镇与云南迪庆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贫困乡镇、村结对帮扶情况

序号 宝山区 维西县 结对时间

１ 长江口集团 塔城镇 ７月

２ 区供销合作总社 永春乡 ７月

３ 宝建集团 巴迪乡 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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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宝山区 维西县 结对时间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罗店镇
（９个）

宝山区罗南房产公司

宝山区罗店工业公司

宝山区罗星公司

宝山区罗店农副公司

宝山区罗店房产公司

宝山区罗店经济发展公司

宝山区富锦公司

宝山区宝罗瞑园

宝山区罗南经济发展公司

巴迪乡
（４个）

维登乡
（４个）

保和镇
（２个）

康普乡
（３个）

攀天阁乡
（４个）

中路乡
（３个）

罗义村 １２月

捧八村 １２月

真朴村 １０月

阿尺打嘎村 １０月

妥洛村 １０月

新化村 １０月

北甸村 １１月

新农村 １０月

拉河柱村 １０月

拉日村 １０月

弄独村 １０月

普乐村 １０月

岔枝村 １０月

工农村 １１月

美洛村 １月

新华村 １１月

新乐村 １１月

拉嘎洛村 １０月

腊八山村 １０月

蕨菜山村 １２月

１３ 高境镇 高境经济发展公司 攀天阁乡 嘎嘎塘村 ６月

１４ 大场镇
（２个）

场中村

联东村
白济汛乡

碧罗村 ６月

共恩村 ６月

表１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属企业、街镇、园区与云南曲靖市四县贫困乡镇结对帮扶情况

曲靖市会泽县

序号 宝山区 会泽县 结对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高境镇
（１１个）

上海高境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高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高境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高境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雷博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江杨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新江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乾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逸骅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高境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信南实业有限公司

马路乡
（１０个）

矿山镇
（５个）

旁官地村 １０月

龙洞村 １０月

尖山村 １０月

弯弯寨村 １０月

大坪村 １０月

口水村 １０月

脚泥村 １０月

新山村 １０月

八道拐村 １０月

龙元村 １０月

河弯子村 １０月

九龙村 １０月

老坪子村 １０月

格核米村 １０月

拖翅村 １０月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区妇联
（５个）

上海联达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森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雅悦口腔门诊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区聚缘阁健康咨询服务部

雨碌乡
（２个）

新街乡
（３个）

白彝村 １０月

小米村 １０月

发落村 １０月

华竹村 １０月

炉墩村 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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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曲靖市会泽县

序号 宝山区 会泽县 结对时间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区工商联
（１７个）

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区工商联餐饮商会

上海轩成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仲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醇情百年文化创意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福然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区工商联罗店镇商会

上海北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保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工商联物流商会

上海天威展示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笃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工商联钢结构商会

上海西艾爱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联达物流有限公司

田坝乡
（４个）

鲁纳乡
（５个）

大井镇
（４个）

老厂乡
（４个）

红岩村 １０月
白岩村 １０月
李子箐村 １０月
漆树村 １０月
座舍村 １０月
窝坡村 １０月
哈克村 １０月
陡咀村 １０月
雨沐村 １０月
仓房村 １０月
德白村 １０月
治补村 １０月
蚂蝗塘村 １０月
卡龙村 １０月
播落卡村 １０月
三岔村 １０月
白龙茂村 １０月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０个）

上海联东金念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万锴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宝琛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松川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北郊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郊园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宝云街道
（６个）

金钟街道
（２个）

大海乡
（６个）

大桥乡
（３个）

五星乡

普珠村 １０月

小村子村 １０月

卡郎村 １０月

交支村 １０月

拖姑村 １０月

三道村 １０月

温泉村 １０月

松山村 １０月

小江村 １０月

大垴包村 １０月

大山村 １０月

黑箐村 １０月

石板沟村 １０月

二荒箐村 １０月

黄草村 １０月

水磨村 １０月

杨家村 １０月

红石岩村 １０月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杨行镇
（１９个）

东街村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企业发展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鑫环卫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农副公司

西滨村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振杨经济公司

三汀沟村

大黄村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西城区建设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吴淞物流园区

城西一村

家木村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吴淞经济公司

陈巷村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商业资产公司

西街村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资产经营公司

城西二村

泗塘村

上村乡
（５个）

上村乡
（３个）

火红乡
（１０个）

瓦厂村 １０月
坪地村 １０月
打营村 １０月
播乐村 １０月
法科村 １０月
小箐村 １０月
懂德村 １０月
上村村 １０月
小麦地村 １０月
闸塘村 １０月
田湾村 １０月
龙树村 １０月
湾子村 １０月
泥黑村 １０月
格枝村 １０月
许家院村 １０月
柴山村 １０月
勺冲角村 １０月
耳子山村 １０月
三甲村 １０月

１１１

对口支援



（续表）

曲靖市会泽县

序号 宝山区 会泽县 结对时间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月浦镇
（１４个）

长春村

月狮村

新丰村

沈巷村

沈家桥村

勤丰村

钱潘村

梅园村

茂盛村

聚源桥村

海陆村

段泾村

盛星村

友谊村

迤车镇
（１９个）

磨黑村 ９月

营盘村 ９月

阿都村 ９月

小街村 ９月

小河村 ９月

坪洞村 ９月

店子村 ９月

高笕村 ９月

陷塘村 ９月

花房村 ９月

石门村 ９月

小米村 ９月

台子村 ９月

中寨村 ７月

石板村 ９月

梨园村 ７月

阿里窝村 ９月

上郎村 ９月

坪子村 ９月

７７

７８
月浦镇

待补乡 咩则村

迤车镇

６月

３月

７９ 宝房集团 古城街道 ７月

８０ 吴淞街道 大桥乡 ７月

８１ 吴淞街道 古城街道 青云村 ６月

曲靖市宣威市

序号 宝山区 宣威市 结对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大场镇
（１１个）

东方红村

场中村

场南村

联东村

联西村

南大村

红光村

丰明村

丰收村

葑村村

乾溪置业

倘塘镇
（５个）

阿都乡
（９个）

宝山镇
（６个）

发赛村 １０月

三岔村 １０月

新乐村 １０月

启龙村 １０月

旧堡村 １０月

增坪村 １０月

银厂村 １０月

发吉村 １０月

同兴村 １０月

姜棚村 １０月

施都村 １０月

合庆村 １０月

荣胜村 １０月

谷兴村 １０月

摩戛村 １０月

戛立村 １０月

安益村 １０月

乐红村 １０月

德积村 １０月

白戛村 １０月

２１１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续表）

曲靖市宣威市

序号 宝山区 宣威市 结对时间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团区委
（６个）

上海市宝山区青年联合会第一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青年联合会第二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青年联合会第三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青年联合会第四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青年联合会第五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青年联合会第六工作委员会

田坝镇
（６个）

土木村 １０月

中和村 １０月

新民村 １０月

新发村 １０月

米田村 １０月

四坪村 １０月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区经委
（５个）

宝山区上海兆祥邮轮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区上海汉世律师事务所

宝山区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宝山区上海宝翼制罐有限公司

宝山区超大（上海）食用菌有限公司

热水镇
（２个）

普力乡
（３个）

花鱼村 １０月

干海村 １０月

戈特村 １０月

陡沟村 １０月

秧草村 １０月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宝山航运
（１８个）

上海宝恒物流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行中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利宏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新兄弟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隆南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瑞宇健身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都市宝谊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都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都市淞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晟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恒泰环卫清洁有限公司

上海鸭嘴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童乐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长浩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都市泗塘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都市海滨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惠禹铝制品有限公司

天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普立乡
（８个）

务德镇
（１０个）

杨柳镇
（７个）

更底村 ９月

老厂村 ９月

格学村 ９月

腊龙村 ９月

迤兴村 ９月

簸火村 ９月

鹤谷村 ９月

攀枝嘎村 ９月

火姑村 ９月

庶乐村 ９月

新店村 ９月

务德村 ９月

糯嘎村 ９月

发图村 ９月

卜嘎村 ９月

嘎姑村 ９月

上坪村 ９月

庆发村 ９月

可渡村 ９月

蒋箐村 ９月

海庆村 ９月

杨柳村 ９月

和平村 ９月

克基村 ９月

围仗村 ９月

３１１

对口支援



（续表）

曲靖市宣威市

序号 宝山区 宣威市 结对时间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顾村镇
（２４个）

上海顾村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顾村建筑实业公司

上海顾村新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顾村经济发展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工业公司

上海刘行经济发展公司

星星村

老安村

沈宅村

朱家弄村

沈杨村

正义村

胡庄村

羌家村

陈家行村

杨木桥村

广福村

盛宅村

顾村村

归王村

白杨村

谭杨村

上海顾村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顾村建筑实业公司

田坝镇
（２个）

东山镇
（２０个）

田坝镇
（２个）

力行村 ９月

红岩村 ９月

卡基村 ９月

歌可村 ９月

三乐村 ９月

朱家湾村 ９月

镇雄村 ９月

海那村 ９月

安迪村 ９月

协法村 ９月

坪子村 ９月

赤那河村 ９月

法着村 ９月

米乐村 ９月

李家村 ９月

格木村 ９月

老营村 ９月

朝阳村 ９月

八大河村 ９月

瓦路村 ９月

芙蓉村 ７月

恰德村 ７月

力行村 ９月

红岩村 ９月

６５ 顾村镇 乐丰乡 店子村 ７月

６６ 顾村镇 东山镇 ３月

曲靖市富源县

序号 宝山区 富源县 结对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淞南镇
（１３个）

上海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淞南都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中成智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上海淞南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新狮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新淞南资产管理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大昌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张行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新三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淞南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长宏实业有限公司

山海新二实业有限公司

联亨（上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大河镇
（５个）

营上镇

墨红镇
（２个）

连山镇
（１１个）

格宗村 １０月

长坪村 １０月

铜厂村 １０月

青龙村 １０月

恩乐村 １０月

那当村 １０月

田冲村 １０月

摩山村 １０月

茂铎村 １０月

天宝村 １０月

箐头村 １０月

德厚村 １０月

丕德村 １０月

老屋村 １０月

补羊村 １０月

阿南村 １０月

海子村 １０月

卡锡村 １０月

细冲村 １０月

１４ 张庙街道 后所镇 ７月

４１１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续表）

曲靖市师宗县

序号 宝山区 师宗县 结对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庙行镇
（１０个）

野桥村

场北村

康家村

上海庙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新星实业总公司

宝山区上海骏利（集团）有限公司（村）

上海庙行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庙行资产经营公司

上海庙行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

上海宝业（集团）有限公司

竹基镇
（１５个）

本寨村 １０月

阿白村 １０月

斗坞村 １０月

永安村 １０月

得勒村 １０月

大厂村 １０月

坝林村 １０月

笼杂村 １０月

纳非村 １０月

笼嘎村 １０月

科白村 １０月

团坡村 １０月

便料村 １０月

阿那黑村 １０月

龙庆村 １０月

曲靖市罗平县

序号 宝山区 罗平县 结对时间

１ 庙行镇 师宗县 五龙乡 １２月

表１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企业与新疆叶城县深度贫困村结对帮扶情况

序号 宝山区 叶城县 结对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城市工业园区
（１５个）

上海雄博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友通环保高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柒壹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五星村民委员会

上海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三星村民委员会

上海超碳石墨烯产业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天威展示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优先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

凯泰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大锐科级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联东金卓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丰翔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宝经科级产业公司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蓝箭电控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加侬提勒克乡
（３个）

乌吉热克乡
（１２个）

兰干（１７）村 １０月

托格拉克勒克（１１）村 １０月

托万加侬铁热克（６）村 １０月

巴什古勒巴格（２）村 １０月

阿亚格古勒巴格（１）村 １０月

巴什阿瓦提（７）村 １０月

喀斯克吐格（９）村 １０月

和田买里（１６）村 １０月

巴什喀其（１３）村 １０月

阿亚克阿瓦提村（８）村 １０月

墩霍侬拉（１７）村 １０月

巴什硝尔艾日克（３）村 １０月

欧吐拉硝尔艾日克（４）村 １０月

巴格艾日克（６）村 １０月

吐格曼贝希（１４）村 １０月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国资委
（１０个）

宝山区上海新宝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宝房集团

上海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

上海宝山南大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宝山区宝轻公司

上海宝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上海久安实业开发总公司

乌夏巴什镇
（１０个）

喀什吐维村 １０月

琼库尔艾格勒村 １０月

亚贝希村 １０月

托扎克其艾日克村 １０月

尤库日买里村 １０月

塔木勒克村 １０月

喀堂村 １０月

侬孜村 １０月

布柬托皮斯村 １０月

尤库日恰喀村 １０月

５１１

对口支援



（续表）

序号 宝山区 叶城县 结对时间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工商联
（１５个）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宝厦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江杰建筑装潢有限公司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金刚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温州企业协会

上海舜业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宝山区工商联快消品商会

上海瀚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瑞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纪念币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望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石洞口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汇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柯克亚乡
（１５个）

英阿瓦提（１）村 １０月

英阿瓦提（２）村 １０月

吾塘苏（３）村 １０月

普萨（４）村 １０月

努尔阿巴提（５）村 １０月

玉塞斯（６）村 １０月

塔尔阿格孜（７）村 １０月

果萨斯（８）村 １０月

阿其克拜勒都尔（９）村 １０月

喀拉尤勒滚（１０）村 １０月

莫木克（１１）村 １０月

墩孜拉（１２）村 １０月

乌斯鲁什（１３）村 １０月

哈拉斯坦（１４）村 １０月

侬格孜亚（１５）村 １０月

４１ 区商务委
（１个） 上海牡丹房地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宗朗乡
（５个）

阿亚格宗朗（２）村 １０月

阿亚康萨依（５）村 １０月

阿依坎（４）村 １０月

艾山亚（１）村 １０月

巴什康萨依村（６） １０月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罗泾镇
（６个）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罗泾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罗泾浦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汉泾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宝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飞土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侬提木孔乡
（１１个）

乌夏巴什镇
（９个）

塔勒勒克（１）村 １０月

艾然巴格村 １０月

阿勒米勒（４）村 １０月

恰斯木克（５）村 １０月

巴什库其（２７）村 １０月

巴什亚尕其（１２）村 １０月

阿亚格亚尕其（１３）村 １０月

库木艾日克（１４）村 １０月

依提木孔（１６）村 １０月

托万库其村 １０月

喀斯克艾日克（１８）村 １０月

布那克村 １０月

喀合夏勒村 １０月

阿尔帕英侬孜村 １０月

尤吾斯村 １０月

硝尔买里村 １０月

喀帕村 １０月

约勒艾日克村 １０月

阿克其格村 １０月

萨侬也尔村 １０月

（徐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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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交流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合作交流办共接待
外省市来访团组４９批１４３４人。深化与
盐城市滨海县战略合作关系，与太仓市

签订共同打造沿江协同创新带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参加２０１８年中国海门经贸投
资洽谈会。加强与大连市普兰店区对口

合作，接受４名普兰店干部到区挂职，组
织３批普兰店区干部到区培训，协助普
兰店区在宝山召开招商会。参加延安市

友好城市产业发展座谈会。承接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河北、广西两省（区）

来沪参展的公务接待任务。迎送河北、

广西两省（区）“１＋９”重点团组领导１３
批６２人次和交易团团部人员 ４批 １２０
人次，组织交易团团部３３５人次进馆参
观，采购商约７７００人次进馆采购，组织
河北、广西两省（区）相关团部人员参加

宝山区进博会欢迎会。

【秦皇岛市考察团到访宝山】　１月 １９
日，由秦皇岛市市长张瑞书率领的考察

团到访宝山，就城市建设和转型等方面

专题考察，区领导范少军、吕鸣会见代表

团一行并座谈，陪同参观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

【常德市武陵区考察团到访宝山】　１月
２５日，由区委书记莫汉桃率领的湖南省
常德市武陵区考察团到访宝山，专题考

察调研城市党建、社区治理、两新组织党

建等工作，考察庙行镇共康雅苑二居、张

庙街道呼玛二村、友谊路街道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

【青岛市政府考察团到访宝山】　１月２９
日，由青岛市副市长栾新率领的青岛市

政府考察团到访宝山，就调研邮轮港运

营维护工作进行专题考察。区委常委、

副区长苏平陪同参观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并座谈。

【大连市普兰店代表团到访宝山】　４月
２６日，大连市普兰店区委常委、常务副
区长刘述新率领政府代表团到访宝山，

落实两地对口合作事项。宝山区委常

委、副区长袁罡会见代表团一行。

【云南省迪庆州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５月２日，云南省迪庆州委副书记、州
长齐建新率领迪庆州党政代表团到宝山

学习考察，双方举行东西部扶贫协作座

谈会。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区政协

主席丁大恒、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巡

视员朱礼福，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副

区长陈云彬等参加座谈。

【参加延安市友好城市产业发展座谈

会】　５月１２日—１４日，副区长吕鸣率
队到陕西省参加延安市友好城市产业发

展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召开对口曲靖产业协作帮扶座谈会】

　７月２０日，宝山区召开“强化沪滇协
作———宝山对口曲靖产业协作帮扶座谈

会”，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会见出席座

谈会的曲靖市委常委、副市长杨中华

一行。

【江苏省滨海县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９月２８日，由县委书记钱武华，县委
副书记、县长刘永轩率领的江苏省滨海

县党政代表团到宝山学习考察，双方座

谈交流并签订深化友好区县战略合作协

议。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区委副书记周

志军，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峻，区委常

委、副区长袁罡，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

懿，区委常委、纪委书记高飞等参加。

【云南省宣威市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０

月２２日，由云南省宣威市委副书记许韶
发率领的代表团到宝山学习考察。区委

常委、副区长袁罡会见考察团一行，并召

开宝山区与宣威市沪滇扶贫协作座

谈会。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代表团到访宝

山】　１０月２３日，由会泽县委书记谭力
华率领的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代表团到

宝山学习考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萍、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常委、副区

长袁罡会见考察团一行，并召开宝山区

与会泽县沪滇扶贫协作座谈会。

【云南省曲靖市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１月２５日—２６日，由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李云荣率领的云南省曲靖市党政代

表团到访宝山，双方召开 ２０１８年宝
山———曲靖扶贫协作第二次高层联席会

议。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区政协主

席丁大恒，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区委

常委、宣传部长赵懿，区委常委、纪委书

记高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丽燕、副

区长陈尧水、吕鸣出席。区领导陪同代

表团实地参观考察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上海河口科技馆、

宝山城市规划展示馆、上海机器人产业

园、智慧湾科技园、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

份有限公司和西德科东昌汽车座椅技术

有限公司。

【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代表团到访宝

山】　１２月２７日，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
治县委副书记、县长余春桥率代表团到

宝山学习考察，双方举行 ２０１８年宝
山———维西东西部扶贫协作第二次高层

联席会议。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丽

燕、副区长陈尧水、区政协副主席沈天柱

等参加。

表１８ 宝山区结对友好地区

序号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注
重点
地区

序号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注
重点
地区

１ 福建省建阳市 １９８４．８ 与原宝山县

２ 浙江省宁波市海署区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３ 山东省临沂市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４ 云南省楚雄市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５ 湖南省岳阳市 １９８５．５ 与原吴淞区

６ 辽宁省辽中县 １９８６．５ 与原宝山县

７ 辽宁省新民县 １９８６．５ 与原宝山县

８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１９８８．６ 与原宝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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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注
重点
地区

序号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注
重点
地区

９ 黑龙江省依兰县 １９８６．１１ 与原宝山县

１０ 福建省三明市 １９８６．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１１ 黑龙江省双城县 １９８６．１２ 与原宝山县

１２ 安徽省太湖县 １９８６．１２ 与原宝山县

１３ 浙江省海宁市 １９８７．１ 与原宝山县

１４ 江西省井冈山市 １９８７．３ 与原宝山县 √

１５ 浙江省象山县 １９８８．１ 与原吴淞区

１６ 安徽省金寨县 １９８８．３ 与原宝山县

１７ 山东省桓台县 １９８８．７ 与原宝山县

１８ 黑龙江省鹤岗市 １９８８．８

１９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 １９８９．２

２０ 山东省烟台市 １９８９．７

２１ 浙江省江山县 １９８９．９

２２ 福建省浦城县 １９８９．１０

２３ 江西省龙南县 １９９０．６

２４ 广东省珠海市红旗区 １９９０．１２

２５ 湖南省冷水江市 １９９１．６

２６ 江西省赣州地区 １９９２．３

２７ 江苏省滨海县 １９９２．５

２８ 江苏省姜堰市 １９９２．７

２９ 湖北省恩施市 １９９３．２

３０ 甘肃省张掖市 １９９３．２

３１ 重庆市奉节县 １９９３．５

３２ 福建省安溪县 １９９４．１

３３ 山西省左权县 １９９４．６

３４ 江苏省如东县 １９９４．７

３５ 陕西省延安市 １９９５．４ √

３６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１９９５．３ 对口支援 √

３７ 四川省江油市 １９９５．８ √

３８ 天津市东丽区 １９９６．１ √

３９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１９９６．６

４０ 重庆市大渡口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４１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４２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４３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４４ 北京市石景山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４５ 云南省安宁市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４６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４７ 山东省莱芜市 １９９６．１０

４８ 浙江省温州市 １９９８．８ √

４９ 新疆自治区阿克苏市 １９９８．８ 对口支援 √

５０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１９９９．３

５１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１９９９．３

５２ 江西省新余市 ２００１．７

５３ 四川省攀枝花市 ２００２．５ 钢铁城区 √

５４ 安徽省休宁县 ２００３．７ √

５５ 重庆市渝北区 ２００４．１１

５６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 ２００８．４ √

５７ 重庆市万州区 ２００８．６ 对口支援 √

５８ 甘肃省庆阳市 ２００８．１１ √

５９ 安徽省安庆市 ２００９．７

６０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 ２００９．８

６１ 湖南省张家界市 ２００９．８

６２ 四川省巴中市 ２０１０．１０

６３ 江苏省海门市 ２０１７．０８ √

６４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 ２０１７．１１ √

　注：重点地区指对口支援地区、钢铁城区、近年有往来地区。 （徐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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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编辑　谭雪明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政协牢牢把握团结
和民主两大主题，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

构作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职能，完成全年各项工作。全年共

征集到提案２４５件，其中委员个人提案
１８６件，委员联名提案 ３９件，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有关团体、政协各专委会、政

协委员街镇（园区）联络组提案 ２０件。
经审查，立案１８８件，其中１０件列为办
理协商重点提案。大多数提案建议被办

理单位采纳，委员对办理结果表示“满

意”或 “基本满意”的有 １８４件，占
９７９％；表示 “理解”的 有 ４件，占
２１％。全年共收到社情民意６６４件，编
发《社情民意》４９６期，其中２件被全国
政协采用、３件获市领导批示、４５件被市
政协录用、２份《社情民意专报》得到区
领导批示。组织反映社情民意信息、音

乐鉴赏、“我爱读书”、体育联谊等４次委
员沙龙活动，共２２７人次参与。至年末，
有委员２９０名，其中年内免去１６人、撤
销１人、新增１８人。

【强化政治理论武装】　政协党组发挥
在政协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修订《中

共宝山区政协党组议事规则（试行）》，

带头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

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

要思想作为业务专修，分层次、多形式开

展政协理论和业务知识培训。围绕“懂

政协、会协商、善议政”要求，采取“走出

去、请进来”等方式，组织委员学习统一

战线和人民政协理论、政协章程和有关

规章制度，强化对政协性质、地位、作用

的认识，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政协工作的

责任感与使命感。

【履行政协职能】　区政协“坚持把为
“十三五”规划建言献策作为工作主线，

围绕区委决策部署，制定年度协商计划。

全年共组织专题协商 ５次，专题通报 ４
次，对口协商１３次，界别协商２次，重点
提案办理协商１０次。举办“加快能级提
升，推进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聚焦宝

山如何从传统老工业基地向高质量发展

转变所面临的难点问题发表真知灼见。

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

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开展“城市精

细化管理”年中视察和“上海四大品牌”

年末视察。围绕“治理无证无照食品经

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等事关群众切

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以明察暗访等形式

开展３次专项民主监督活动。坚持把调
查研究作为政协履职的重要基础，共完

成１４篇调研报告，其中《促进宝山区企业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对策研究》《进一

步推动宝山军民融合发展的对策研究》

作为主席会议建议案，提交区委、区政府

决策参考。

【践行为民宗旨】　区政协党组成员分
别牵头１个调研组，开展“大调研”工作。
全年共开展调研２１０批次，收集各类问
题６０个、建议４１条。落实“三联系”（政
协主席会议成员联系常委和专委会主

任，常委和专委会主任联系委员，委员联

系界别群众和社区群众）机制，深化“委

员进社区”活动，２６０名委员加入“社区
通”。发挥政协“话语权”，及时反映民

生诉求。１４个委员联络组全年共组织
活动２３次，１６８人次参与走进村居、联系
社区活动。 （盛　丽）

主要会议
【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　１月１５日—
１８日，政协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在区委党校举行。会议应出席委员

２９０名，实到２７３名。会议审议通过八届

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八届区政

协常务委员会关于八届一次会议以来提

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大会决议。与会委

员列席区八届人大三次会议，讨论区政

府工作报告、区法院工作报告、区检察院

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区委书记汪泓出

席开幕式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听取大会发言并讲话。１０名委员作
大会发言，书面发言１３篇。会议期间，
共收到提案 ２３４件。经提案委员会审
查，立案１８８件。

【区政协八届常委会会议】　区政协全
年共召开６次常委会会议。第七次会议
于１月１７日举行，听取区政协八届二次
会议秘书处汇报各组讨论区委书记讲

话、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

告、区政府工作报告等情况；通过区政协

八届二次会议决议（草案），提请大会通

过；通过区政协关于八届二次会议期间

提案征集情况的报告（草案）；听取秘书

处汇报各组讨论区政协２０１８年度协商
工作计划（草案）情况，并通过计划。第

八次会议于２月９日举行，传达市政协
十三届一次会议主要精神；审议通过区

政协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草案）；通报区政
协八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审查立案情况

报告。第九次会议于５月２２日举行，听
取副区长陈筱洁通报“聚焦改革发展，提

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相关工作情况，委员

就该专题进行协商讨论；区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杜松全通报“深化平安宝山建设，

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相关工作情况；审

议有关人事事项。第十次会议于８月９
日举行，以“加快能级提升，推进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开展论坛活动。第十一次

会议于１１月２１日举行，传达开展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学习情况；听取区委常委、副

区长袁罡通报区民生保障工作情况，委

员就该专题进行协商讨论；听取区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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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副区长袁罡通报２０１８年政协提案办
理工作情况及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第十二次会议于１２月２５日举行，审议
通过《八届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送

审稿）》《八届区政协常委会关于二次会

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送审

稿）》；讨论《区政协２０１９年度协商工作
计划（征求意见稿）》；审议通过八届三

次会议召开日期的建议、会议议程（草

案）、在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常委会工

作报告、提案工作情况报告报告人的建

议、各次大会主持人的建议、会议日程

（草案）、大会秘书处正（副）秘书长建议

名单、八届三次会议列席及邀请范围（草

案），委员分组办法（草案），各组召集人

名单（草案）等。 （盛　丽）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４日，区政协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开展年中视察 区政协／提供

重要活动
【召开区政府与区政协工作协商会】　２
月２３日，区政府、区政协领导班子召开
２０１８年工作协商会。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政协主席丁

大恒主持会议。丁大恒简要介绍区政协

２０１８年度协商工作计划，区政府领导结
合各自分管工作进行协商、沟通。区政

府、区政协班子领导出席会议。

【区委领导调研政协工作】　２月２６日，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

常委、组织部长李峻调研政协工作，区政

协领导丁大恒、沈伟民、张晓静、沈天柱、

王兆钢、罗文杰、蒋碧艳、李岚等参加调

研。区政协主席丁大恒通报区政协

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和协商工作计划。区
政协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列席会议。

【市政协地区政协联络指导组到宝山调

研】　４月１２日，市政协地区政协联络
指导组组长方莉萍、常务副组长陈建兴

一行到宝山开展“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

设”专题调研。区政协领导丁大恒、张晓

静、沈天柱、王兆钢等陪同调研。７月１２
日，市政协地区政协联络指导组组长方

莉萍、常务副组长陈建兴一行就“如何进

一步加强对地区政协工作指导”课题到

宝山调研。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副主席

张晓静等领导陪同调研。

【召开２０１８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会议】　４月１２日，区政协召开反映社
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区政协副主席沈

天柱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有关团体、委员街镇（园区）联

络组、区政协各专委会有关同志和区政

协特邀信息员参加会议。市政协办公厅

综合信息处副处长赵玉蓉作“学习贯彻

中共十九大，做好新时代反映社情民意

信息工作”专题讲座。区政协提案委主

任谭柏杉通报２０１７年反映社情民意信
息工作情况。区政协委员全先国、陆伟

群、倪韶红分别作为九三学社区委、农工

党区委和区政协专委会代表，在会上与

大家分享各自党派、个人的工作心得和

经验做法。

【开展“促进宝山区企业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对策研究”重点课题调研】　
区政协成立课题组，开展调查研究，与区

商务委开展对口协商，参加商务部外贸

发展局组织举办的 ２０１８年（第五届）
“一带一路”实施与推进会，并到外区、

外省市学习考察，实地调研五冶、宝冶、

二十冶、宝钢工程、西门子、海隆石油等

２０余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与
相关负责人进行研讨交流，初步掌握区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情况，

形成调研报告，并上升为主席会议建议

案，报区政府作参考。建议案提出“完善

工作机制”“建立产业联盟”“解决融资

问题”“加强培训，发挥优势，解决语言

和文化差异问题”“制定支持政策”五个

方面建议。

【开展“进一步推动宝山军民融合发展

的对策研究”重点课题调研】　区政协
成立调研课题组，组织课题调研，到成都

和绵阳等地调研兄弟省市军民融合发展

经验，走访邻区及区相关部门、街镇园

区、企业，组织专家、街镇园区、企业相关

人员进行研讨，形成调研报告，并上升为

主席会议建议案，报区政府作参考。建

议案提出“构建完善体制机制，加快破解

制约发展束缚”“积极创建对接平台，构

建多元信息对接渠道”“整合各类产业

资源，支撑军民融合产业集聚”“全面搭

建互通平台，推动军民技术双向转移”

“多元构建提升通道，发挥多层次人才作

用”五个方面建议。

【召开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　４月１９
日，区政协召开２０１８年第一次党派团体
负责人座谈会。区政协主席丁大恒主持

会议并讲话，张晓静、沈天柱、王兆钢等

领导出席会议。丁大恒通报区政协２０１８
年度协商工作计划，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有关团体负责人座谈交流。１２月１３
日，区政协召开２０１８年第二次党派团体
负责人座谈会。区政协主席丁大恒主持

会议，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伟民出席

会议并讲话，沈天柱、王兆钢、罗文杰、李

岚等领导出席会议。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有关团体负责人就年度工作及明年

工作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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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界别协商】　６月７日，区政协围
绕“推进‘无违’创建，共建美丽家园”开

展界别协商。区政协副主席沈天柱出

席，区政协副主席、市一医院宝山分院常

务副院长罗文杰主持，来自农工、致公、

九三界别委员和群众代表参加。区城管

执法局、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区市场

监管局、区绿化市容局、区社建办等部门

领导分别介绍有关情况。１０月３０日，区
政协围绕“推进住宅小区垃圾分类处

置”开展界别协商。区政协副主席沈天

柱出席。区绿化市容局、区文明办、区住

房保障局、友谊路街道等单位领导分别

介绍有关情况。

【开展２０１８年度年中视察】　６月 １４
日，区政协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主

题，组织委员先后对海江新村、庙彭排

水系统新建工程、区纵横主干道贯通、

四元路和德都路、月浦八村、球根花卉

研究所 ６个视察点进行视察。区政协
领导张晓静、王兆钢、罗文杰等参加视

察活动。

【举办“加快能级提升，推进高质量发

展”政协论坛】　８月９日，区政协举办
“加快能级提升，推进高质量发展”主题

论坛。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并讲话，区政

协主席丁大恒主持并致辞。会议邀请

相关委办局，各街镇（园区），各民主党

派、区工商联、有关团体、区政协之友社

等代表出席。１６名政协委员分别围绕
宝山建设上海“四大品牌”重要承载区、

重大板块转型发展、促进邮轮全产业链

发展、垃圾分类减量处置、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等主题，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区政协围绕上海“四大品牌”建设开展年末视察活动 区政协／提供

【开展 ２０１８年度年末视察】　１１月 １４
日—１５日，区政协围绕“四大品牌”建设
主题开展年末视察活动。重点围绕“宝

山制造、宝山服务、宝山购物、宝山文

化”，组织委员对开利空调、北郊未来产

业园、龙湖宝山天街、龙现代艺术馆、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华滋奔腾互联网创新

园（上海琥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佑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高境镇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中设广场（尤安设计）和

临港新业坊·源创等进行实地察看，同

时听取区府办、区经委、区商务委、区文

广局等相关部门情况介绍。区政协领导

丁大恒、张晓静、沈天柱、王兆钢等参加

视察活动。

【开展专项民主监督】　区政协年内围
绕城市运行安全中的“食品安全、安全生

产和建筑施工安全”３项重点内容，分４
个阶段，采取调研视察、明察暗访、提交

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等形式，对区部分

街镇（园区）涉及的重点单位、重点区域

和重点场所实施专项监督。共开展实地

调研１２次，明察暗访９次，委员提交相
关提案和社情民意５０余件。 （盛　丽）

提案办理
【概况】　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以来，共
征集提案２４５件，其中委员个人提案１８６
件，委员联名提案３９件，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有关团体、政协各专委会、政协委

员街镇（园区）联络组提案２０件。经提
案委员会审查，归并提案８件，转社情民
意３６件，转人民来信２件，撤销提案１１
件，立案１８８件。其中，提案办理结果为
“已采纳”和“已解决”的有 １６１件，占
８５６％；“正在研究”和“正在解决”的有
１４件，占７５％；“留作参考”和“暂难解
决”的有１３件，占６９％；委员对办理结
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的有 １８４
件，占９７９％；表示“理解”的有 ４件，
占２１％。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重点地区功能提

升提案】　提案共４６件，占２４５％。主
要有：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旅游

能级；完善“网上申报”，利用信息化改

善营商环境；加快推进以民营龙头企业

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建设；完善机制，及时

防范处置邮轮口岸群体性事件；因地制

宜，做好特色小镇建设等建议。

【改善和保障民生提案】　提案共５４件，
占２８７％。主要有：借助民办非营利性
医疗机构，加快全区居家医疗服务建设；

优化全区妇幼医疗资源配置；完善为老

服务体系，加强居家养老服务；完善培育

激励机制，强化全区骨干教师队伍建设；

加强我区共享单车市场监管等建议。

【推动社会治理提案】　提案共５１件，占
２７１％。主要有：加强对江杨农副产品
市场监管和完善周边配套；完善公交车

终点站区域管理，保障公交车正常运行；

多措并举治理老旧小区乱停车；运用人

工智能技术，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等建议。

【促进生态发展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提

案】　提案共３７件，占１９７％。主要有：
加强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创建无违村居，

建设美好家园；多措并举，加快建筑垃圾

消纳；加大资金投入，强化城市文化特色

建设；整合红色旅游资源，对抗倭重要历

史人物文物加强保护宣传；推进区“非遗

进校园”工作等建议。 （盛　丽）

专委会工作
【提案委员会】　区委办、区府办、区政
协提案委员会等坚持三方组织联席会议

制度，共同研究提案办理协商工作，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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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提案办理协商工作操作办法》。

推行“１＋Ｘ”（一个重点提案 ＋若干相关
提案）模式。要求承办单位，办理协商至

少要做到 ３次面对面，即办理前“面对
面”沟通、办理中“面对面”协商、办理后

“面对面”答复。１８８件提案中共有 ９５
件提 案 完 成 办 理 协 商，占 总 数 的

５０５％。提案办理协商“至少３次面对
面，提办双方深协商”在《联合时报》６月
１２日头版头条刊载。就智慧法院建设
课题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组织委

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关于高质量推进

邮轮滨江带建设的若干建议》《关于建

设和运营宝山新材料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平台的建议》２篇论文。就“提升宝山区
乡村旅游能级的建议”重点提案与区农

委开展办理协商。联合教育委员会，就

“加强学前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主题与

区教育局开展对口协商。组织开展优秀

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先进集体和个

人的评选。组织委员到福建三明学习

考察。

【第一经济委员会】　委员会围绕“促进
宝山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对

策研究”重点课题，完成调研报告并作为

主席会议建议案报送区政府。深入调

研，撰写《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园区效

益》《关检创新、区港联动，提升宝山邮

轮产业发展能级》２篇调研报告。组织
委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关于提升“宝

山购物”的对策建议》《推进“上海服

务”，打造宝山品牌园区》《培育宝山物

流互联网平台经济，促进宝山物流高质

量转型发展》３篇论文。就“关于宝山区
建设亚太邮轮物资供应中心的建议”重

点提案与区滨江委办理协商。围绕“宝

山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情况”主

题与区商务委开展对口协商。联合法制

委员会，围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主

题与区行政服务中心开展对口协商。联

合法制委员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民主

监督。组织委员到云南曲靖学习考察。

【第二经济委员会】　委员会就“宝山历
史文化传承与保护”开展调研，撰写《关

于宝山“文创”与“非遗保护”的思考》调

研报告。组织委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

《关于加强宝山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的

建议》论文。就“关于加快推动以民营

龙头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建设建议”

重点提案与区经委办理协商。联合法制

委员会，围绕“进一步改善区域交通环

境”主题与区建管委、区公安分局开展对

口协商。围绕“落实房改新政，有效保障

民生”主题与区住房保障局开展对口协

商。组织委员视察部分街道综合治理情

况。联合社会事务委员会，围绕“市民舌

尖上的安全”主题，开展食品安全专项监

督工作。举办“撰写提案和社情民意”

专题讲座。组织委员到江西景德镇学习

考察。

【科学技术委员会】　委员会就“进一步
推动宝山军民融合发展的对策研究”开

展调研，撰写调研报告并作为主席会议

建议案上报区政府。开展“落实上海文

创５０条，推进宝山文创产业发展”课题
调研，完成调研报告。组织委员参加政

协论坛，完成《搭建军民两用技术交易平

台，推动宝山军民融合产业高质量发展》

论文。就“促进企业无形资产流转　加
快宝山转型发展”重点提案与区科委开

展办理协商。围绕“推进宝山军民融合

产业发展对策研究”主题与区经委开展

对口协商。联合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围绕“落实文创上海５０条，推进宝山文
创产业发展”主题与区文广局开展对口

协商。联合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民主监督。

与上海大学九三委员会开展共建，推进

环上大科创圈建设。组织委员到四川成

都、绵阳学习考察。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委员会
完成《关于加快推动?藻浜及周边地区

整体转型提升的建议》调研报告。组织

委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严格环保标

准，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论

文。就“关于着力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减

量实效的建议”重点提案与区绿化市容

局办理协商。联合科学技术委员会，开

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民主监督。联

合教育委员会，围绕“全面深化医改，增

强市民群众获得感”主题与区卫计委开

展对口协商。联合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

员会，围绕“加强少数民族人口服务和管

理”主题，与区公安分局人口办、区民宗

办开展对口协商。组织委员到黑龙江漠

河学习考察。

【法制委员会】　委员会就“我区物流业
转型升级发展”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

告。组织委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关于

大力培育科技成果转化中介人才队伍的

建议》论文。就“加强区块链产业研究，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重点提案与区经委

开展办理协商。联合第二经济委员会，

围绕“进一步改善区域交通环境”主题

与区建管委、区公安分局开展对口协商。

联合第一经济委员会，围绕“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主题与区行政服务中心开展

对口协商。联合第一经济委员会，开展

安全生产专项民主监督。分２批组织委
员到甘肃、江西学习考察。

【社会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完成《打造
良好营商环境，支持民营护理站可持续

发展的几点建议》调研报告。组织委员

参加政协论坛，完成《关于加快推进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的建议》论文。就“借助

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加快我区‘居家

医疗服务’，夯实我区社区卫生服务综合

改革”重点提案与区卫计委开展办理协

商。围绕“加强青年婚恋后的家庭教育

指导”主题与团区委开展对口协商。围

绕“互联网环境下社会治理创新与实

践”主题与区社建办开展对口协商。围

绕“我区长期护理保险推进情况”主题

与区人社局、区民政局、区卫计委开展对

口协商。联合第二经济委员会，围绕“市

民舌尖上的安全”主题，开展食品安全专

项监督工作。组织委员到四川成都学习

考察。

【教育委员会】　委员会完成《关于我区
学前教育教师队伍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教育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实施情况》调

研报告。组织委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

《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作用，助力宝山打响

“上海文化”品牌》论文。就“关于进一

步加强我区教师队伍建设的建议”重点

提案与区教育局办理协商。联合提案委

员会，围绕“加强学前教育教师队伍建

设”主题，与区教育局对口协商。联合人

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就“全面深化医

改，增强市民群众获得感”主题与区卫计

委开展对口协商。开展“心阅”工作坊

亲子心理沟通教育社会公益活动。组织

委员到江西抚州、吉安学习考察，向江西

抚州博爱幼儿园捐赠教品教具等教育

器材。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委员会完成
《深耕红色文化，打造宝山文旅融合新亮

点》调研报告。组织委员参加政协论坛，

完成《关于培养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和新

型职业农民的建议》论文。就“关于深

入推进我区‘非遗进校园’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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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提案与区文广局开展办理协商。联

合科学技术委员会，围绕“落实文创上海

５０条，推进宝山文创产业发展”主题与
区文广局开展对口协商。围绕“积极引

导社会力量投资经营体育设施和管理，

推进体育事业不断发展”主题，与区体育

局开展对口协商。开展“如何写好政协

提案和社情民意”专题辅导培训学习。

与农工党宝山区委在宝山体育中心联合

举办“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
进”———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大型医疗咨询活
动。组织委员到山西太原、长治学习

考察。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委员会
围绕“服务留学归国人才创新创业”开

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就“改善宝山营

商环境要用好用足信息化手段”重点提

案与区发改委开展办理协商。组织委员

参加政协论坛，完成《依托区域大企业，

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论文。围绕

“服务留学归国人员创新创业”主题，与

区台侨办进行对口协商。联合人口资源

环境建设委员会，围绕“加强少数民族人

口服务和管理”主题，与区公安分局人口

办、区民宗办开展对口协商。组织委员

到广西河池、南宁学习考察。 （盛　丽）

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

时　间 次　别 主要内容

２月９日 八届七次
讨论通过区政协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草案）；研究讨论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审查立案情况报告，确定重点提案及主席
室跟踪办理提案；讨论通过《区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经费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稿）》。

４月３日 八届八次 听取区委常委、副区长苏平通报“对接自贸区战略，推动邮轮滨江带能级提升”相关工作情况；委员就该专题进行协商讨论。

５月２２日 八届九次
审议《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代拟稿）；审议《关于进一步加强专门委员会工作的意见》（送审

稿）；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９月２７日 八届十次 听取区发展改革委主任陆继纲通报区“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工作情况；委员就通报情况作协商发言。

１０月２３日 八届十一次
听取副区长陈云彬通报“巩固‘五违’整治成果，开展‘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相关工作情况，委员就该专题进行协商讨

论；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黄辉通报“面向新时代，谋求新发展，为地区更安全更有序更干净不懈奋斗”相关工作情况。

１１月２１日 八届十二次 讨论通过２０１８年度区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案；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１２月２５日 八届十三次

审议通过《八届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送审稿）》；审议通过《八届区政协常委会关于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送审稿）》；讨论《区政协２０１９年度协商工作计划（征求意见稿）》；审议通过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有关事项；讨论通过区政
协八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审议通过２０１８年度区政协优秀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名单（送审稿）等。

表２ 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序　号 提案号 提案者 案　由

１ ８Ｂ００２ 周国梁 关于宝山区建设亚太邮轮物资供应中心的建议

２ ８Ｂ００８ 董力新 借助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加快我区居家医疗服务建设

３ ８Ｂ０２５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 关于优化我区妇幼医疗资源的建议

４ ８Ｂ０３８ 杨正波
朱　辉 关于建设和运营宝山区新材料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议

５ ８Ｂ０４３ 民革宝山区委
区政协法制委

关于大力推进宝山区货运行业供给侧改革的建议

６ ８Ｂ０４４ 月浦镇委员联络组 结合Ｇ１５０１道路抬升工程，改善月浦区域交通环境

７ ８Ｂ０６９ 民盟宝山区委 关于深入推进我区“非遗进校园”工作的建议

８ ８Ｂ０８５ 康　锐 改善宝山营商环境要用足用好信息化手段

９ ８Ｂ０９０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 关于加强我区汽车服务行业规范化治理的对策及建议

１０ ８Ｂ１０３ 农工党宝山区委
蒋勤芳

关于加强我区共享单车市场监管的建议

１１ ８Ｂ１０９ 李道琪 创建无违村居，建设美丽家园

１２ ８Ｂ１１４ 区知联会 关于着力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实效的建议

表３ 宝山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发言者 代表界别、专委会 题　　目

李　强 民革宝山区委

区台联会
关于在宝山试点和推广车载智能动态载重系统的建议

蒋勤芳 民盟宝山区委 关于加强宝山区农村集体资产监管的建议

黄　磊 民建宝山区委 关注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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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发言者 代表界别、专委会 题　　目

李　强 民革宝山区委

区台联会
关于在宝山试点和推广车载智能动态载重系统的建议

臧　波 民进宝山区委 关于在终身教育体系下强化职业教育规划的建议

顾正红 农工党宝山区委 落实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沈勇民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 进一步做好备案制下食品安全管理的建议

俞　俊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 关于宝山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树政府服务新标杆的建议

郑晓远 区工商联 创新建立宝山优秀民营企业发现培育机制建议

汪文德 区知联会 关于进一步优化宝山区营商环境的建议

苏　雯 区政协第一经济委员会 促进宝山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对策研究

蒋　磊 区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 进一步推动宝山军民融合发展的对策研究

表４ 宝山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书面）

代表界别、专委会 题　　目

区政协提案委员会
璀璨滨江，华美宝山

———关于高质量推进邮轮滨江带建设的若干建议

区政协第一经济委员会 关于提升“宝山购物”的对策建议

区政协第二经济委员会
盘活存量资源，提高土地利用质量和效益

———为“上海制造”提供发展空间

区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 搭建军民两用技术交易平台，推动宝山军民融合产业高质量发展

区政协教育委员会 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作用，助力宝山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民进区委 关于运用“共享式”“示范型”思维高起点打造南大新地标的建议

九三学社区委 关于建设上海水产贸易中心的建议

区知联会 推进“上海服务”，打造宝山品牌园区

区政协提案委员会 关于建设和运营宝山新材料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议

区政协第一经济委员会 培育宝山物流互联网平台经济，促进宝山物流高质量转型升级

区政协第二经济委员会 关于加强宝山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的建议

区政协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力培育科技成果转化中介人才队伍的建议

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严格环保标准，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区政协社会事务委员会 关于推进罗泾全国特色小镇建设的建议

区政协社会事务委员会 关于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建议

区政协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关于培养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建议

区政协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依托区域大企业，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革区委 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招商质量

民盟区委 关于推进宝山邮轮产业链上游生态圈建设的建议

民建区委 关于为良性运营实体企业提供过桥贷款资金支持的建议

农工党区委 进一步优化我区营商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农工党区委 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区域劳动力素质

致公党区总支部 整合资源，打造品牌，塑造宝山旅游新形象

区知联会 关于宝山生活垃圾处理中节约型发展的建议

（盛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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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编辑　谭雪明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

革区委”）有支部１０个，党员２８４人，年
内去世党员 ３名，发展党员 １８人。年
内，主委陆军获上海市统一战线（工作）

先进个人称号，民革区委获团结报社

２０１８年度先进集体（地市级）二等奖，
《情景词歌表演———山峡回响》、京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分别获中

共宝山区委统战部一等奖，“关于提升上

海餐厨垃圾处置水平的建议”获市政协

优秀提案，“关于大力推进宝山区货运行

业供给侧改革的建议”获区政协优秀提

案，陆志德入围２０１８年度“感动宝山人
物”评选，蒋静被市教委列入“上海市普

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陈越天获

上海市第十三届金爱心教师评选二

等奖。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第三届全国新钢笔画学术展开幕式举办 摄影／王俊

思想政治建设。５月 ３日，举办中
青年骨干培训班，组织区委委员、支部委

员、专委会正副主任等４０余名中青年骨

干，以“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为主题，到安徽大别山革命老区学习参

观。６月 ２０日，在上海逸仙画院举办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民革成立７０周
“暖城”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巡展》。１０月
１８日，在上海逸仙雅苑，举办“纪念改革
开放４０周年宝山建区３０周年”上海逸
仙画院书画展，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董

波，中共宝山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沈伟

民，民革区委主委陆军等出席开幕式。

１２月 ２５日，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博览馆举办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第三
届全国新钢笔画学术展，中共宝山区委

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民革上海市委原

副主委李栋睴，各主办、协办单位的领导

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和民革党员

２００余人参加活动。同时，举办《宝山民
革志》首发仪式。《宝山民革志》是宝山

乃至上海市公开出版的第一部民主党派

志书，全书设７章，共２３万字。
参政议政。民革区委制定《参政议

政工作管理办法》，从职责分工、工作机

制、考核与奖励等方面，细化工作要求。

年内中标市民革“进一步整合加强上海

市各个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和市委统战

部“新时代民革履行专项监督职能的实

践与思考”课题，参与市民革“完善服务

机制，为台青在大陆就业创业提供支持

和帮助”课题调研，开展邮轮船供课题调

研，与区政协、区台联会等联合开展长护

险推进、智能交通两个课题调研。１月
１５日—１９日，区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民
革宝山区委共提交集体提案２篇，个人
提案１２篇，人大书面意见２篇。李强代
表民革宝山区委在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

上作“加强区块链产业研究，促进区域经

济发展”大会发言。陈斌寅撰写的《关

于分散商标及专利评审案件行政评审及

诉讼管辖权的若干建议》得到市委常委

陈寅的批示。

开展专项监督。年内接受中共宝山

区委委托，组织开展对罗店镇、张庙街道

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专项监督，以美

丽家园、美丽街区和美丽乡村建设为重

点，创新监督方式，将手机 ＡＰＰ问卷调
查方式导入专项监督工作，问卷调查覆

盖罗泾、张庙所有村居，形成２篇专项监
督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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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年内发展党员１８人，平
均年龄４１３岁，大学本科以上占１００％，
中高级职称占 ６１５％，女性占 ３８５％，
具有民革渊源的占 ３０８％。按照市民
革《关于开展示范支部创建活动的实施

意见》要求，开展达标、示范支部创建工

作。开展组织活动，五支部联合徐汇和

奉贤区委相关支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献身新时代”主题实践日活动，联

合东华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大学等兄

弟支部，到安徽金寨重温朱蕴山等民革

先贤的奋斗历程。一、六支部组织党员

参加“五一口号”发布７０周年报告会及
演讲活动。宝钢一、二支部到中共二大

纪念馆参观“五一口号”发布７０周年图
文展等。依托逸仙雅苑平台，建立民革

党员之家，活动室、会议室、阅览点等场

所突出民革和艺术特色，民革党员之家

成为满足民革党员学习、交流、活动等需

要的平台，成为社会各界了解民革、了解

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窗口。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宝山民革志》首发仪式 摄影／王俊

２０１８年２月５日，民盟宝山区委２０１７年度总结暨２０１８新春团拜会在木文化博物馆举行
民盟宝山区委／提供

社会服务。民革区委组织实施“博

爱图书，十年百馆”活动，先后联系８个
区块、１８个委办局和１１５所中小学校，募
集１０万余册书籍，在新疆、云南、贵州山
区学校建立图书馆。依托民革张庙街道

法律服务站，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为街

道每周提供１次、为居委每两周提供 １
次，共计１８０余次的法律专业服务；为上
海市总工会１５０多名外来务工人员提供
劳动仲裁法律援助，维护外来务工人员

的合法权益。一支部、六支部与宝钢新

世纪学校结对进入第９年，长期资助１０
名家庭生活困难学生。二支部持续与李

金居委会共建，资助家庭困难学生学费。

宝钢一、二支部党员捐出一天工资，帮助

云南偏远地区和企业内部生活困难职

工。七支部慰问生活困难的四川抗战老

兵崔天俞先生，捐赠６０００元慰问金。李
强、吴朝坤、张士和、钱建峰、汤无杰、高

明等捐资３０万元，帮助邵阳洪庙村通上
自来水，保证村民饮水安全。金洪宝代

表宝山民革多年资助两名湖南抗战老

兵，每年均捐助 １２万元。石涛、严红
起、王学良、倪明晔等参加区委统战部

“善行滨江大爱至简”书画捐赠活动，助

力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精准扶贫。郑

晓远向上海蓝丝带孤独症关爱中心捐助

８１２万元，用于孤独症儿童康复。陆志
德捐赠２０幅作品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义拍１０９万元，用于资助偏远山区儿童

教育事业。

开展祖国统一工作。年内选派党员

参加市民革第六期祖统工作学习班、第

四期涉台参政议政骨干研修班以及民革

市委举办的两岸形势报告会和纪念《告

台湾同胞书》发表 ４０周年座谈会等活
动，协助民革市委做好第三届“暑期台生

实习活动”，１５名来自中国台湾的在读
大学生走进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二支

部组织党员到台湾开展为期６天的宝岛
之旅。宝钢一、二支部协助４名台湾青
年学生在中国宝武集团开展实习。马鄂

云在由台湾同胞主办的《中国怡居》杂

志上发表《我所知晓的民国高等考试》

回忆文章。 （宋田斌）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以下简称“民盟区委”）有盟员

３０７人，其中在职盟员２０１人，退休盟员
１０６人。全年共发展盟员１５人，平均年
龄４０５岁。年内，民盟区委获民盟市委
组织活动创新奖、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

作先进集体二等奖、纪念“五一口号”发

布７０周年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区政协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等称

号；乌奕炯、张洪奎、徐刚获民盟市委组

织工作先进个人，王薇、苟小军获民盟市

委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华

雯主演的沪剧电影《挑山女人》获中美

电影节金天使奖，庄卓隽在京、津、沪、渝

四直辖市钢琴大赛中获金奖。

参政议政。年初，受中共宝山区委

委托，民盟区委成立２个专项监督工作
组，分别对杨行镇、顾村镇开展城市管理

精细化工作专项监督，年终形成２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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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监督工作报告。区“两会”期间，民盟

区委共提交集体提案１件，人大代表建
议２件，政协委员个人提案２５件。钱方
代表民盟区委在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

作《关于深入推进我区“非遗进校园”工

作的建议》大会发言。民盟区委上一年

提交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宝山区失独家

庭救助政策的建议》提案、徐刚提交的

《关于进一步提升我区绿化品质的建

议》提案，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度区政协优秀
提案。苟小军提交的《关于加强中药煎

液包装袋监管的建议》被评为区人大

２０１８年度优秀人民建议。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０日，民盟上海市委２０１８年百名律师义务法律咨询活动宝山会场
民盟宝山区委／提供

自身建设。民盟区委以区委会议集

中学习、主题报告会专题学习、各支部交

流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学习教育活动。

３月７日，组织盟员参加民盟市委在罗
店镇举办的民盟先贤、罗店之子———潘

光旦先生纪念图片展活动。４月 ２日，
民盟区委联合民盟上海大学委员会、民

盟宝钢集团总支部委员会举行学习报告

会，邀请全国人大代表、民盟市委专职副

主委丁光宏作《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激发

新作为、十九大代表话“两会”》主题报

告；４月２４日，为纪念“五一口号”发布
７０周年，组织青年盟员听取民盟中央参
政党理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王海波老

师作《“五一口号”给我们的启示》主题

报告。６月 ５日，邀请民盟中央参政议
政部原巡视员张冠生到宝山陶行知纪念

馆作《回望先贤，温故知新》主题报告。

７月１３日，民盟中央副主席、副市长、民
盟市委主委陈群到宝山调研，中共宝山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沈伟

民参加座谈，民盟市委常委、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民盟区委主委蔡永平汇报工

作。１０月 １１日—１４日，民盟区委领导
班子、支部主委、骨干盟员到常州民盟传

统教育基地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参观史

良先生故居、李公朴生平事迹展览馆、华

罗庚纪念馆，学习民盟常州李公朴支部

“盟员之家”建设经验。

社会服务。１月２８日，各支部盟员
代表参加民盟市委举办的“新年的第一

声问候”慈善募捐活动。３月６日，组织
盟员医生参与杨行镇开展的“３·５”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３月、４月期间，九
院（北部）支部盟员医生到杨行镇开展

糖尿病筛查和健康咨询服务。９月 １２
日，上海民盟同舟公益基金会成立，民盟

区委倡议各在职支部共计捐款 ２５５１０
元。１０月１９日，盟员医生参与杨行镇
“做进博先锋”主题活动，免费为杨行镇

居民测血糖累计达１００余人。１０月 ２０
日，盟员律师、医生、志愿者在大华行知

公园开展“民盟市委百名律师义务法律

咨询活动”。陆宝华作为宝山区中西医

结合医院第十批援滇医疗队员之一，到

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开展

临床医疗工作；侯立新到新疆叶城开展

对口支援工作；陶侃到罗店二中开展支

教工作；杨怀琴到云南临沧开展支教工

作；吴敏芳、唐黎明、王庆、唐向东４名教
研员与宝山区教育学院专家团队到云南

曲靖开展教育培训活动。

盟务活动。春节前夕，由主委蔡永

平带队并联合各支部，分批看望慰问退

休老领导、以及 ７５岁以上的退休老盟
员。举办民盟区委 ２０１７年度总结暨
２０１８新春团拜会，各支部自编自演文艺
演出。“三八”妇女节之际，开展女盟员

“装点你的美丽———唇膏制作”主题讲

座。“五四”青年节之际，联合民盟上大

委员会开展纪念“五一口号”发布７０周
年座谈会，组织骨干盟员“盟史之旅”考

察活动。组织盟员参加民盟市委纪念

“五一口号”发布７０周年“追寻先辈足
迹、不忘合作初心”定向赛。组织退休总

支盟员到宝山区智慧湾创意园参观３Ｄ
打印文化博物馆。敬老节期间，开展“最

美夕阳、共享健康”专题讲座，邀请盟员

医生、市一医院宝山分院介入科主任沈

丰作专题讲座。

年内，通过改版《宝山盟讯》，建立

“宝山民盟”微信公众号，即时发布盟务

要闻、基层动态、展示盟员风采，全方位

宣传民盟区委各项工作。继续为区委班

子成员、基层支部委员、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征订《群言》《中央盟讯》《中国统一

战线》《团结报》，为离退休盟员征订《报

刊文摘》等杂志。 （张　蕾）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

会】　至年末，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
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建区委”）下

属基层总支４个，支部１２个，新会员暂
编支部１个，会员总数３４２人。全年发
展新会员２０人，其中转入会员４人，转
出６人，去世会员２人。

教育活动，以总支为单位，深入学习

中共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

话精神，民建十一大“民建中央关于加强

思想政治建设的意见”文件精神等。各

支部先后组织会员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馆、中共一大会址、浙江嘉兴南湖、沙

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陈云故居、黄炎培

故居、安徽宣城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纪

念馆、上海烟草公司所属中国烟草博物

馆，组织大别山团建活动。组织班子成

员、各支部主委参加民建市委组织的专

题培训，组织骨干会员参加中共市委统

战部组织的后备干部培训，组织会员参

加区社会主义学员开展的党外干部培

训，组织年度全体会员培训，邀请民建上

海市委主委周汉民开展理论辅导。机关

总支参与承办“大悟行藏”唐卡艺术展。

组队参加民建市委妇委会举办的“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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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新使命、新作为。加油！———民建女

会员庆祝‘三八妇女节’趣味运动会”。

年内《宝山民建》会刊出版２期，“宝山
民建”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信息７１条，
上海民建网站发布信息５６条。区委获
民建市委参政议政工作先进组织三等

奖、宣传工作先进组织三等奖、优秀工作

案例提名奖。区委获区委统战部“同舟

颂”合唱比赛三等奖、２０１７年度区统战
信息工作先进集体一等奖、区统战理论

调研工作组织奖。机关总支获民建市委

“十大先进支部”称号；机关总支三支

部、吴淞总支二支部、宝山总支二支部、

工业总支一支部获“２０１８年度优秀基层
支部”称号。组织会员参与“构建法律

职业共同体学术论坛”，民建会员、上海

利歌律师事务所主任柴小雪参会论文获

一等奖，并在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度第二届
“宝山好人”主题活动中获“平安建设”

好人称号、宝山区女企业家协会“２０１８
年度先进个人”称号。会员顾鸿荣获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组织建设。定期组织召开主委会

议，沟通协调处理重点工作内容。组织

开展基层支部班子调整，优化基层领导

班子力量。区委明确由各副主委、委员

分别负责组织发展、参政议政、社会服

务、学习宣传、妇女工作５个专委会工作
的开展，明确各基层组织学习活动一年

不得少于４次，由各专委会主任、总支、
支部主委负责学习内容设置。开展“冬

送温暖，夏送清凉”主题活动，对因病致

贫、生活困难、独居孤寡老人以及其他存

在特殊困难的会员上门走访慰问。开展

“暖心工程”走访，每年慰问１９５６年底前
入会的老会员。妇委会组织女会员开展

庆“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参观宝山国

际民间艺术博览馆、顾村公园踏青游园，

并组队参与民建市委妇委会举办的趣味

运动会。企业委举办企业家沙龙活动。

举办文化体育联谊活动、羽毛球联谊赛。

参政议政。区委班子成员、各基层

骨干力量参加市、区两级党委、政府、政

协、统战部及各相关部门单位召开的协

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年内共组织

上报“打造营商环境”“中小学生减负”

“均衡教育资源”“关注老年人精神需求

的建议”“关于促进义务教育高水平均

衡发展课目调研”“医疗改善”等提案４０
篇，其中“关于促进义务教育高水平均衡

发展课目调研”“关注老年人精神需求

的建议”作为区“两会”大会发言和集体

提案。会员、区政协委员董力新撰写的

“借助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加快我区

‘居家医疗服务’，夯实我区社区卫生服

务综合改革”在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

获２０１８年度优秀提案。年内，区委严格
按照《关于委托各民主党派区委（总支）

对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开展专项监督

的方案》以及《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

协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组织

区委班子及相关专业会员成立工作组，

对罗店镇、月浦镇的城市管理精细化工

作开展专项监督。监督小组成员加入

区、镇两级百人督查团，参与突击专项巡

查与日常包干区域巡查工作。

社会服务。年内设立上海民建扶帮

公益基金会宝山民建公益专项基金。５
月，机关总支二、三支部和会员企业经正

堂开展关爱老人公益活动，为上海市第

三社会福利院的老人开展健康养生服

务。１２月，民建区委携手上海慈源爱心
基金会等爱心企业，开展爱心捐赠助学

活动，为杨行小学２０名品学兼优的学生
发放共计６０００元的奖学金，３家爱心企
业分别捐赠６００支手心手霜、１８台笔记
本电脑、５台空气净化器等价值１０余万
元物资。开展组织共建，搭建交流平台。

３月，与民建普洱市委就两地企业家合
作开展交流。４月，与民建秦皇岛市委
代表团就民建秦皇岛市委承接的秦皇岛

港口转型发展课题进行交流探讨。６
月，与七彩公益中心开展交流。１１月，
与民建上海大学委员会开展对接交流活

动。１１月，组织代表团到云南普洱市开
展共建学习和交流考察。 （卢　畋）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

会】　至年末，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
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进区委”）共

有会员 ３２８人，年内发展 ９名新会员。
康锐当选区委主委，臧波当选区委副主

委，增补陈海东、朱立华为区委委员，原

主委蒋碧艳、区委委员赵传义因工作调

动辞去区委职务。年内，民进区委获民

进上海市委宣传报道先进集体、宝山区

统战信息工作三等奖、区政协２０１８年度
反映社情民意先进集体称号。主委康锐

撰写的《改善宝山营商环境要用足用好

信息化手段》、李道琪撰写的《创建无违

村居，建设美丽家园》获区政协２０１８年
度优秀提案。倪韶红、杨正波、蔡素文获

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先进个人称号。在

民进市委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创先争优活
动中，经济支部、淞南联合支部、同洲模

范学校支部、淞谊联合支部、通河中学支

部、顾村中学支部、吴淞医院联合支部、

退休支部、吴淞中学支部、上大附中支

部、行知中学支部、罗店中学支部获先进

基层支部称号，宝山中学支部、宝山医院

联合支部获进步奖。参加区统一战线

“同舟颂”合唱比赛，获特等奖。

２０１８年，民进区委开展“不忘合作
初心，继续携手前行”专题教育，通过主

委办公会、区委会、区委扩大会、支部组

织生活会和参观考察等多种形式，多层

次、大范围开展各类学习活动。开展会

章会史教育，向区委班子成员、支委班子

发放《民进成立简史》，向全体会员发放

新会章及会章学习读本，并转发《会章修

改前后内容对照表》。参与纪念“五一

口号”发表７０周年暨王绍鏊、周建人诞
辰１３０周年和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纪念活
动，区委主委康锐在区“五一口号”座谈

会上发言，收到征文８篇。组织部分会
员到上海图书馆参观“五一口号发布７０
周年手迹展”，观看反映祖国发展成就的

电影《厉害了　我的国》。开展“学会史
　看今朝　我是民进人”系列活动。以
支部为单位，组织观看“中共中央庆祝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通过到会史教

育基地参观考察、报告会、座谈会、学习

班、征文以及《宝山民进》等形式，拓展

和丰富学习内涵。

课题研究。组织开展“夜宵车营运

效率”“关于上海幼教事业发展”课题研

究。其中“夜宵车营运效率”中标民进

市委课题。开展“终身教育体系下职业

教育的规划与发展”“关于宝山高中优

质教育布局”课题研究。对吴淞街道、高

境镇“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开展专项

监督，围绕《宝山区加强城市管理精细化

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工作目标任务清单、

工作完成情况、工作长效管理机制、有关

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等，深入现场驻点调

研，写出２份调研报告。
参政议政。设立参政议政专委会，

发挥骨干会员作用。全年共提交党派集

体提案２件，委员个人提案２７件，代表
建议１篇，社情民意８３篇。臧波代表民
进宝山区委在区政协会议上作“对宝山

区河道综合治理的几点建议”的大会发

言。《鼓励科技中介　促进创新创业》
提案被评为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改

善宝山营商环境要用足用好信息化手

段》被列为２０１８年区政协重点提案。邀
请民进市委参政议政部部长季国进介绍

社情民意信息的发现和撰写要求及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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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活动。３月，欣悦工作室“心
阅”工作坊在宝山区图书馆启动，定期开

展家庭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开辟“心阅”

聊天室进行个别咨询志愿者服务。８
月，与区司法局签订合作协议，开展多次

心理团辅工作坊活动。欣悦工作室的老

师们走出上海，到鄂尔多斯、厦门等地开

展各类讲座培训。１１月，“宝山卿云论
坛”在复旦大学举行，近６０名宝山学子
参观复旦大学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复旦

校史馆，邀请复旦著名教授危辉作主题

为“类脑计算”的主题讲座，邀请复旦大

学招生办副主任朱晓超就“高中生综合

素质评价”做主题报告。联合民进市委

社会法制专委会，开展“民进法律服务进

社区”活动，组织会内知名医学专家到吴

淞街道开展咨询服务及送医上门服务。

联系上海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与吴

淞中学道尔顿工坊、宝山区少科站，开展

科技教育创新实践活动。接待民进河北

衡水市委、广州市委来访。

组织建设。联合民进普陀区委对新

会员开展入会培训。召开以“不忘合作

初心　继续携手前行”———２０１７总结会
暨迎新活动，组织骨干会员到杭州梦想

小镇和良渚博物馆参观考察。参与统战

部举办的“同舟颂”合唱比赛，获特等

奖。举行“话养生　庆重阳”敬老节活
动，开展“回望　再回首”挂职干部回宝
山活动。区委与民进上海交大委员会开

展联谊活动。经济支部与民进交大一支

部、民进上海综合委员会科技二支部开

展“如何让‘双创’成为大学生逐梦的舞

台”主题活动；行知中学支部到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学习考察；区委新会员支部与

民进市委新会员第一支部结对。

（崔　晋）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

会】　至年末，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
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农工党区委”）

有支部１１个，党员总数３５８人，平均年
龄５９６岁，年内新发展党员１８人，转入
２人，转出２人，去世１人。全体党员中，
医卫界２２８人，占６３７％；经济、科技界
６７人，占１８７％；文化教育界 ５７人，占
１５９％；其他占１７％。年内推选１０名
年轻党员作为后备干部人选上报农工党

市委组织部。１８名新党员参加农工党
市委组织的新党员培训。年内，区委获

２０１８年度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先进集
体，张秀云、陈继源、张秋琴、陆伟群获

２０１８年度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先进个

人称号。区委集体提案《关于加强共享

单车市场监管的建议》获２０１８年度区政
协优秀提案称号。区委获 ２０１７年度宝
山统战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集优秀组织

奖，其中优秀论文二、三等奖各１篇；区
委获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统战信息工作先
进集体一等奖，陆伟群获２０１７年度宝山
区统战信息工作先进个人二等奖；区委

获 ２０１７年度 “不忘初心 　 合作前
行”———宝山区统一战线迎接党的十九

大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获一、二、三等

奖各１篇；区委获“上海农工党与改革开
放４０周年”学术论文和故事征文征集活
动优秀组织奖、获农工党上海市委“２０１８
年对口云南省红河州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先进集体”；罗文杰、陆伟群获农工党上

海市委“２０１８年对口云南省红河州脱贫
攻坚民主监督先进个人。宝钢支部佘璇

玮领衔表演的“春天的芭蕾”获２０１８年
宝山统一战线迎新联欢会活动二等奖。

区委获６月２６日举办的宝山区统一战
线各界人士“同舟颂”合唱比赛二等奖。

葛明泉获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五一劳动奖
章”，第二康复院支部田蕾和施伯瀚获

“宝山区首届优秀青年医师奖”；乔钧获

中国康复医学会“优秀青年康复治疗

师”称号。

组织建设。２月 ２８日和 １０月 １９
日，分别召开“新老委员新春座谈会和重

阳节座谈会”通报区委有关工作。５月
２１日—２８日，区委副主委兼秘书长陆伟
群参加农工党市委、市社院联合举办的

第一期党务工作研修班。５月２９日，区
委举办第一期沪剧沙龙，邀请区委老委

员，国家二级沪剧演员赵慧芳老师主讲。

９月２２日，举办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
和敬老节活动，组织宝中心支部、九院支

部、二康支部、吴中心、中冶支部、业大６
个支部近６０名党员参观松江广富林遗
址公园。１０月２０日，组织宝钢支部、综
合支部、教育支部、大场医院、仁和５个
支部参观崇明规划展示馆、考察戴迪养

生实践基地等。开展春节及高温期间的

走访慰问活动，关心离退休及困难、生病

住院的党员２０余人次。通过市委申请
市妇联统战老大姐帮困基金慰问年老体

弱女党员１人次。举办“六个一“活动，
纪念区委成立３０周年。４月２６日，在华
慈奔腾大厦承办纪念“五一口号”７０周
年主题论坛，来自农工党上海市各级组

织的党员及农工党宝山区委共建单位中

共领导近３００人参加论坛，农工党宝山
区委、复旦大学枫林分委会、徐汇区委、

丽江市委分别作论坛交流发言，与农工

党丽江市委签订共建协议。１１月２日—
３日，与区社会主义学院在宝山区图书
馆联合举办党员骨干学习班，区委历届

班子成员、在职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农

工党上海大学支部代表７０余人参加学
习。举办“同舟大讲坛”统战系统学习

报告会，邀请复旦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

院长梁鸿作“新时代医改”主题报告，区

委党校老师作“中美贸易摩擦和中美关

系”辅导报告，６名后备干部和新党员交
流心得体会。１１月３日，组织学习班学
员开展“不忘合作初心，重走先辈道路”

主题教育活动，参观徐汇滨江规划展示

馆、朵云轩艺术馆和土山湾博物馆等。

１１月 １５日，联合复旦大学枫林分委员
会、区政协文卫体委等开展大型医疗咨

询活动。举办区委成立３０周年图片展，
农工党市委主委蔡威、中共宝山区委书

记汪泓等领导参观图片展。１１月１５日，
农工党上海市委文艺巴士进宝山活动在

宝山上影国际影城举行，邀请钱程、唐鸿

孩等知名演员演出，宝山区委沪剧艺术

家赵慧芳、佘璇玮参加演出，近４００人观
看演出。

思想建设。１２月 ４日，开展“三学
一讲”主委上党课活动。１２月１２日，由
农工党上海市委理论研究小组、徐汇区

委、宝山区委、奉贤区委、复旦大学委员

会共同主办的“奋进四十年，谱写新篇

章”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主题论坛在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举行，区委主委罗

文杰、副主委兼秘书长陆伟群及部分后

备干部、青年理论小组成员参加论坛，副

主委马菁雯作交流发言。参加农工党市

委和区委统战部举办的纪念“五一口

号”发布７０周年系列活动。４月１４日，
区委组织４人参赛队参加市委统战部举
办的“追寻先辈足迹，不忘合作初心———

纪念‘五一口号’发布７０周年”定向赛
活动。４月１９日，组织新党员及骨干党
员１０余人参加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和
区社院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共中央发布

“五一”口号７０周年主题报告会暨演讲
会，吴中心支部新党员蔡良音代表区委

作《厉害了，我的支部！》演讲。５月 ３
日，主委罗文杰参加中共宝山区委举行

的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
年座谈会并交流发言。参加农工党中

央、市委、中共区委统战部举办的主题征

文活动，共收到“五一口号”征文３６篇，
递交农工党上海市委纪念“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征文１５篇，区委获“上海农工党

９２１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与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学术论文和故事征
文征集活动优秀组织奖。递交中共宝山

区委统战部“我与宝山共成长”征文 ７
篇。做好“一干会址”志愿者讲解工作，

报市委的５名“一干会址”讲解志愿者经
过上岗培训，接待农工党河南洛阳区委

会和贵州铜仁市委会两批参观人员。区

委获农工党上海市委“２０１８年度党史志
愿优秀集体”称号、曾勇华获农工党上海

市委“２０１８年度党史志愿先进个人”
称号。

参政议政。在区“两会”期间，农工

党区人大代表共递交书面意见６件，区
政协委员共递交集体提案５件、政协委
员个人提案２６件。区委作《关于加强宝
山区共享单车市场监管的建议》政协大

会发言。区委集体提案《提升宝山城市

文化特色建设的建议》作为大会书面发

言。市人大代表周远航在市人大十五届

一次会议递交３篇建议。在区政协８月
９日举办的“加快能级提升，推进高质量
发展”主题论坛上，共递交３篇文章，其
中“进一步优化我区营商环境　促进中
小企业健康发展”和“完善职业教育体

系，助力经济社会发展”２篇文章被编入
区政协主题论坛论文集。７月１３日，召
开参政议政工作会议。９月６日—８日，
区委班子到山东曲阜邹城开展“乡村振

兴”相关调研。１２月 ４日，召开区委扩
大会议确定大会发言、集体提案。５月
１８日，区长范少军领衔办理重点提案，
就农工党区委在两会上提出的集体提案

“关于加强本区中小河道治理工作的建

议”召开协商座谈会，听取委员意见建

议。“探索建立‘路长制’，提升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课题被市委采纳立项作

为自立课题。全年报送区政协社情民意

总数７４篇，报送农工党市委４８篇，报送
农工党中央１２篇，农工党中央信息专报
采用１篇；报送市政协１９篇，被市政协
采用５篇，被市政协采用报送全国政协３
篇，被全国政协采用１篇，被市领导批示
１篇。张秀云和王君婷联合撰写的社情
民意《关于提高高污染企业对环保治理

设施提标改造工程投资积极性的建议》

被全国政协采用，曹阳“关于马路占道洗

车加强管控的建议”被市领导批示。

开展民主监督。６月２２日，主委罗
文杰带队到友谊路街道就“城市精细化

管理工作”开展民主监督。１２月 ４日，
区委班子成员及部分支部主任１０余人
到大场镇就“城市精细化管理”开展民

主监督。

社会服务。３月 ３日，在区文化广
场举办学雷锋宣传咨询便民服务活动，

组织１０余名党员为市民提供医疗咨询
和测血压等服务。同日，区委副主委周

远航及仁和支部主任张秋琴参加“同沐

阳光　共享健康”———第２５届上海市医
苑新星大型义诊暨宝山区“３·５”学雷
锋志愿服务活动。４月２８日，宝山中西
医结合医院支部到长兴岛光荣村开展

“同心同德　心系美丽乡村”医疗咨询
活动。５月３日和１０月１６日，中冶支部
购买水果糕点到月浦乐业敬老院慰问老

人，开展“老年人褥疮和急救心肺复苏知

识讲座”及医疗咨询活动等。９月 ２６
日—３０日，组织到云南省丽江市开展爱
心助学、扶贫帮困考察调研活动，慰问黎

明完小和文海小学６名品学兼优的贫困
学生，送上慰问金和书包等学习用品。

综合支部老党员孙秀敏结对一名品学兼

优的贫困学生。１１月１５日，由农工党宝
山区委、农工党复旦大学委员会、宝山区

政协文卫体委主办的“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２０１８大型医疗咨询活动
在宝山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活动共接

待咨询问诊的患者５００余人次，免费测
血压５００余人次、测血糖１００余人次，发
放健康宣传资料４００余份。１２月１５日，
吴淞中心医院支部近２０名党员到横沙
岛开展大型医疗咨询活动，中医科吴秀

玲主任作“中医养生”主题讲座，服务

４００余人次。 （陆伟群）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九
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社区

委”）有支社８个，专委会８个，参政议政
专家组１个，社员４２５人其中：具有中
高级职称的社员３９３人，占９２５％；离退
休社员１６０人，占３９０％；年内发展新社
员２８人，转入社员１人，转出社员３人，
去世社员１人。

参政议政。１月１５日—１８日，社区
委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在区政协八届

二次会议和人大八届三次会议上共提交

集体提案４个，个人提案２７件，人大议
案８个，有１６人次的发言被编辑到区政
协简报中。副主委全先国在区政协会议

上代表社区委作“关于建设江杨农副产

品贸易中心的建议”的大会发言。在区

政协表彰中，社区委原主委李小年执笔

的《关于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设立多类

型免税店的建议》、贾旭委员执笔的《推

进宝山区无人智能停车系统的建议》获

优秀提案奖；社区委获区政协反映社情

民意先进集体；沈勇民、贾旭获反映社情

民意先进个人称号。年内，社区委参与

１４项社市委的课题选题申报和 ５项参
政议政课题申报，其中李锐社员负责的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的路

径研究—基于校企合作的视角》课题被

社市委立项。５月２２日，社区委召开七
届十二次（扩大）会议，参政议政专委会

主任吴英彦通报社区委２０１８年立项课
题评选的建议，会议确定将１３个课题作
为社区委立项课题，未立项课题作为社

情民意信息上报。１１月８日，社区委参
政议政专委会联合青年科技专委会、专

家组和课题负责人等召开参政议政课题

讨论会。２０１８年，社区委上报社市委社
情民意９５篇，其中被社市委录用６８篇，
被市政协录用７篇，被社中央录用１篇；
社区委共上报区政协社情民意９４篇，其
中被区政协录用６２篇，被全国政协录用
２篇，被市政协录用６篇。贾旭写的《关
于加快淘汰带钢土酸洗落后产能的建

议》和《关于建立疫苗伤害赔偿机制的

建议》被全国政协采用，贾旭写的《关于

加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应对中美贸易战

的建议》和秦景香写的《关于对从事预

防性体检给予相关财政补贴的建议》被

社中央采用。８月９日，区政协举办“加
快能级提升，推进高质量发展”论坛，副

主委全先国代表社区委发言，其撰写的

论文“关于建设上海水产贸易中心的建

议”被收录在论坛研讨文集中。

民主监督。５月２２日，社区委召开
七届十二次（扩大）会议，方玉明主委通

报中共宝山区委“关于委托民主党派区

委（总支）开展专项监督总结及２０１８年
对城市管理精细工作进行专项监督建议

方案的情况汇报”。社区委成立专项监

督领导小组，社区委正副主委任正副组

长。６月７日，区政协召开“推进‘无违’
创建，共建美丽家园”界别协商，社区委

副主委全先国，秘书长沈勇民，政协委员

王培华、林立通、苏雯，社员乐嘉靖、董雅

渊和钱丽丽参加界别协商会。１２月１２
日，社区委完成对淞南镇和宝山工业园

区的专项监督报告并报区委统战部。

社会服务。１月 ４日，区卫计委组
织与农工党和九三学社的联谊座谈会。

３月２４日，社区委联合市一宝山分院、顾
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单位，在诗乡顾

村文化广场举办大型便民医保知识宣传

及医疗、法律公益咨询活动，提供心血管

内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急诊内科、外

科、泌尿外科、手骨科、妇产科、眼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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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科和体检科等专科的医疗咨询及医保

知识的宣传，同时提供免费测量血压和

血糖等医疗服务，共服务２００余名市民，
发放各种资料３００余份。５月１６日，由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主办，社区委和淞南

镇政府承办的“科普进社区”活动在淞

南镇市民中心举行，１０余名社员与淞南
镇各界统战人士、居民代表共１００余人
参加，社市委科普讲坛报告团成员、市中

医医院主任医师夏海岩应邀作题为“中

医保健养生”的主题讲座。７月 ２０日，
淞南镇组织宣传统战干部与社区委部分

社员共同参加由九三上海市委主办的第

３６期“科普之旅”活动，参观上海天文博
物馆。１１月１９日，社区委社会服务专委
会联合淞南九村一居委召开共建座谈

会。社区委加强与上海市和兄弟省市九

三学社的交流。６月２４日，社区委联合
九三学社财经大学委员会开展“走近高

境”科创小镇建设与人才培养座谈会，参

观新业坊园区。９月２０日，广西钦州市
政协副主席何敏成、九三学社钦州市委

主委刘燕等一行８人到宝山调研，社区
委主委方玉明等陪同到宝山区城市规划

馆、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开展调研，并开

展座谈。１０月１８日，九三学社河北秦皇
岛市委驻会副主委刘莹新等一行７人到
宝山调研邮轮经济情况，社区委秘书长

沈勇民陪同调研。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日，九三社区委专委会组织学习活动 区九三学社／提供

社区委建设。年内，社中央下发“关

于开展机关建设交叉检查工作”文件。４
月２日，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秘书长朱红
等一行８人到社区委指导工作，社区委
主委方玉明，副主委全先国和秘书长沈

勇民参加座谈交流。６月 ５日，社区委
联合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在臣苑酒店举

办２０１８年骨干培训班，社区委４０多名
骨干参加培训。６月 ６日，社区委联合
区社院开展现场教学活动，参观中共四

大纪念馆、上海特色小镇召稼楼。１１月
１５日，社区委召开七届十四次（扩大）会
议，学习社市委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上海进博会和上海考察期间

的重要讲话精神。年内，社区委共提交

“五一口号”７０周年征文６篇，提交“我
与宝山共成长”征文 ７篇。４月 １９日，
宝山区委统战部联合区社会主义学院举

办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
年主题报告会暨演讲会，新社员冯迎春

代表九三学社作“同心同行　展望未
来”的演讲。６月 ２６日，宝山区委统战
部在宝山电视台演播厅举办“同舟

颂”———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统一战线各界人

士合唱比赛，共有１４支合唱队伍进行比
赛，社区委获一等奖。８月，宝山区社会
主义学院联合区委统战部等在宝山区政

府一楼大厅举办《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
宝山“撤二建一”３０周年———宝山地方
民俗文化产品展》，社区委文化体育专委

会主任刘敏吹塑版画《艳阳天》参加展

示，并获展览三等奖，社区委获优秀组

织奖。

开展活动。１月１９日，社区委在区
政府第一会议室召开２０１７年工作总结
暨表彰大会，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专职副

主委吴健生、组织部部长詹咏等应邀参

加会议。社区委老年妇女专委会于３月
２２日开展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主题是
“开展烘焙制作学习，提高家里的烤箱利

用率”，共有 ６５名社员参加。１０月 １０
日，社区委老年及妇女专委会组织３０名
老年社员参观中成智谷创意产业园。社

区委文化体育专委会于４月２０日举办
８０分友谊赛。１１月３日—４日，由学习
宣传专委会、参政议政专委会、青年科技

专委会、专家委员会和第四支社等联合

组织４０名社员到江苏常熟、太仓开展教
育学习活动。１１月９日—１０日，社区委
环境法律经济专委会组织１０余名社员
到浙江余姚四明山学习考察。１１月
１５—１６日，社区委文体专委会组织２０名
社员到浙江乌镇和海盐学习考察。１１
月２０日，社区委举办“凝共识，增合力，
促发展”为主题的新社员座谈会。

获得荣誉。４月１３日，九三学社上
海市委召开２０１８年度参政议政工作暨
表彰会议，社区委获社市委参政议政工

作先进集体二等奖；沈勇民执笔的《关于

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现代海洋

产业发展的建议》和《关于建设智慧法

院的建议》分别获课题提案工作一等奖

和三等奖；全先国执笔的《关于在租购并

举住房保障体系下，推进租赁住宅可持

续发展的建议》获课题提案工作二等奖；

社区委获信息工作先进集体一等奖；沈

勇民获信息工作先进个人二等奖，贾旭

和黄钢祥获三等奖。５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
宝山区统战理论宣传调研工作会议暨区

统战理论研究会年会在区社会主义学院

召开，社区委获信息工作先进集体一等

奖，沈勇民获先进个人一等奖；在“不忘

初心合作前行”宝山区统战系统迎接党

的十九大征文中，社区委获优秀组织奖，

沈勇民撰写的征文《不忘初心　积极参
政议政》和秦景香撰写的《不忘初心　
合作前行》获二等奖，张志萍撰写的《践

行承诺守护健康》获三等奖。在“不忘

初心　同心同行２０１８宝山统一战线迎
新联欢会”活动中，社区委获时装秀表演

三等奖；在调研工作中，社区委获组织

奖，沈勇民撰写的《以专项民主监督促进

协商民主和党派工作》获三等奖。年底，

社区委获社市委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

体、三年一度上海市统一战线（工作）先

进集体称号。 （沈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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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

会】　至年末，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
总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总支”）有支

部６个，党员８３人，全年发展新党员 ４
人，转入党员１人。其中：具有“侨、海”
关系６７人，占８１％；中高级职称４３人，
占５２％；退休党员８人，占１０％。年内，
总支获致公党上海市委社情民意先进集

体三等奖、“聚力图复兴、团结展风采”

２０１８年致公党上海市委趣味运动会三
等奖；总支获宝山区统战信息宣传调研

工作先进集体一等奖、“不忘初心、合作

前行”宝山区统战系统迎接党的十九大

征文优秀组织奖、２０１７年度宝山统战理
论与实践研究论文集优秀组织奖、宝山

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舟颂”合唱比

赛三等奖；总支选送的舞蹈节目《欢天喜

地＋Ｐａｎａｍａ》获２０１８年宝山统一战线迎
新联欢会活动三等奖。总支杨炀获全国

归侨侨眷先进个人、上海市统一战线（工

作）先进个人；刘洪法获宝山区政协

２０１７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
个人。陈姝获宝山区统战信息宣传调研

工作先进个人三等奖；总支委员兰轶东

撰写的征文《益友一路同行，初心相伴始

终》获“不忘初心、合作前行”宝山区统

战系统迎接党的十九大征文二等奖，路

鑫昊撰写的《不辞长作宝山人》获三等

奖；申筱撰写的《弘扬宝山历史文化和地

缘优势，把握战略发展机遇，打造智慧宝

山建言》获优秀论文三等奖。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日，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情暖侨心”医疗服务队参加“３·５”学雷锋志愿服务集
中行动 致公党宝山区委／提供

自身建设。１月１７日，总支召开二

届六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致公党

宝山区总支部工作指导（修订稿）》《致

公党宝山区总支部评先选优实施意见

（修订稿）》及《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社

情民意工作考评办法（试行）》。２月 ２
日，在总支 ２０１７年度全体党员大会暨
２０１８迎新联谊会上，开展“不忘合作初
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交流沙龙，邀请

在组织建设、专项工作中作用突出的 ５
名党员，畅谈参加党派工作体会。以致

公党上海市委及宝山区委统战部开展的

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宝山“撤二建一”
３０周年系列活动为契机，以知识竞赛、
专题座谈、论文征文、主题演讲等形式组

织党员参加活动。４月２８日，总支活动
联络组牵头召集党员到上海图书馆参观

“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纪

念“五一口号”手迹展。组织各支部党

员撰写纪念“五一口号”７０周年论文，共
收到１２篇征文。党员胡晟在宝山区委
统战部与区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纪

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主
题报告会暨“不忘初心逐梦青春”主题

演讲会上作《不忘合作初心跟党走》征

文演讲。

参政议政。区“两会”期间，总支共

递交集体提案２件。俞俊委员代表致公
党宝山区总支部作《促进企业无形资产

流转，加快宝山转型发展》政协大会发

言，集体提案《关于加强宝山区汽车服务

行业规范化治理的对策及建议》作为大

会发言书面交流。《促进企业无形资产

流转，加快宝山转型发展》被列为区政协

２０１８年度重点提案。总支一季度召开
课题工作布置会，初步形成共５个课题，
其中《协调政策，促进长三角跨省／市经
营企业快速发展》《消除“肠梗阻”，推进

长护险在上海的试点工作》入选市委内

部招标课题，总支党员杨炀的课题《加快

政策落地和政府监管积极推动氢燃料电

池汽车在物流行业的使用》及《大力发

展第三方服务推进养老产业发展研究》

同时入选。１１月１６日，总支组织参政议
政专项组成员到江苏昆山开展调研。全

年共收到社情民意５０篇，通过致公党市
委平台报送 ３６篇，区政协报送 ４７篇。
其中，市政协单篇采用１篇，市政协综合
采用１篇；致公党上海市委采用１３篇，
区政协采用１６篇。

民主监督。８月 ３日，总支召开二
届八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开

展“宝山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专项

监督实施方案》。９月，总支主委陈亚萍
带队，由区政协委员、总支参政议政组成

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到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及庙行镇召开座谈会，听取情况汇报，并

采取现场走访的形式有针对性的开展民

主监督。

社会服务。２月２８日，总支社会服
务专项组成员与庙行镇统战干部一行，

到庙行镇早期归侨、高龄独居老人周紫

雯家中进行走访慰问。３月 ２日，总支
“情暖侨心”医疗服务队的心内科主治

医生戎鑫及骨科医师王立及志愿者参与

庙行镇“３·５”学雷锋志愿服务集中行
动，“以服务群众，让群众满意”为宗旨，

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健康咨询服务。５
月１２日，总支组织党员到徐家汇公园参
加“致力为公、爱行天下”上海致公爱心

义卖活动，征集党员手绘油画、经典书

籍、品牌服装等义卖物品，共筹集善款

４２２０元，并全部纳入上海致公爱心基
金。联合致公党上海市委向南美洲智利

孔子学院捐赠书籍。

组织建设。３月１９日，总支召开二
届七次（扩大）会议，通过秘书长和专项

组成员调整，并调整总支领导分工联系。

４月１０日，总支召开组织工作会议，传达
学习《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组织发

展工作操作规程》及《关于规范报送入

党积极分子材料的通知》文件精神。９
月２１日—２２日，组织开展中青年骨干党
员培训暨团队拓展活动。１１月２５日，组
织党员参加“聚力图复兴、团结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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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致公党上海市委趣味运动会。
推荐１名青年骨干党员参加致公党市委
组织部举办的第２５期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组织１１名在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期间
入党的新党员参加致公党上海市委举办

的２０１８年第１期新党员学习班；推荐３
名社情民意撰写积极分子参加致公党上

海市委２０１８年度社情民意写作培训班；
推荐２名党员参加致公党上海市委组织
的第６期基层干部轮训班；推荐１名宣
传骨干参加致公党上海市委组织部

２０１８年度宣传骨干培训班。年内，通过
宝山统战网、《上海致公》刊物、上海宝

山致公微信订阅号等平台，宣传宝山致

公动态。总支微信公众号平台全年推送

信息４２条。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１日，致公党宝山区委承办致公党上海市委爱心义卖活动 致公党宝山区委／提供

支部建设。一支部开展夏送凉慰问

工作，９月走访慰问支部全体老龄党员。
二支部到上海贝叶图书有限公司开展学

习调研活动。４月 ２２日，三支部开展
“认真学习党章，奠定政治思想基础”主

题支部活动。７月中旬，结合市委内部
招标课题及支部课题到上海道田景观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参观学习。５月２７日，
四、五支部在区早教指导中心联合开展

支部组织生活。１０月２０日，四支部、六
支部联合开展支部活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６９周年及中国致公党成立
９３周年。 （卢　红）

【宝山区工商联】　至年末，宝山区工商
业联合会（简称“区工商联”有会员企业

４６５５家，镇商会９家、街道商会３家、园
区商会２家、行业商会 ６家（钢结构商
会、物流商会、餐饮商会、信息服务业商

会、建材商会、快消品商会）、异地商会２
家（温州商会、萧山商会）。年内，上海

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获全国工

商联、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会“全国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

企业”称号，区工商联副主席、上海新通

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文洁获

“全国关爱员工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入选

２０１８中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列６９名，区工
商联副主席、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周汉康入选２０１８中国好人榜，
１名企业家获“上海市统一战线（工作）
先进个人”称号，８家企业入围 ２０１８上
海企业百强和民企百强，１１家企业获
“上海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称号，１
名企业家获上海市光彩之星称号，５名
企业家获首届“宝山工匠”称号，１８家企

业获区２０１７年度突出贡献奖，５家企业
获区科学技术奖，７家企业获区最佳成
长奖。物流商会“重调研、强联系，积极

助推行业健康发展”被市工商联评为基

层组织十佳服务典范，区工商联获市光

彩事业组织奖，其组织的“不忘初心、重

走长征路”主题活动被市工商联评为基

层组织工作十大亮点。

２０１８年，区工商联以“不忘初心，接
力改革伟业”为主题，持续深化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与区委组织

部、区社会工作党委联合组织民营企业

出资人、党组织负责人赴井冈山举办“宝

山区‘两新’组织经营管理者”研修班；

与区妇联联合举办女企业家培训班；组

建成立物流、钢结构商会党支部，指导商

会、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富有特色的教育

实践活动。天威展示联合鸿基金举办鸿

基金２０１８成长之旅上海宝山站活动、月
浦月峰公司开展“进博树新风，党员见行

动”活动、联达物流西行千里至新疆叶城

公益运送电视转播车。举办经济形势报

告会，邀请市发改委领导作经济形势报

告。举办宝山区民营企业文化观摩会，

引导企业“关爱员工、实现双赢”。联合

复旦大学，组织５０多名青年企业家，举
办为期一年的以政治、经济、人文和经营

管理等为内容的首期宝山区企业家培训

班。组织青年企业家参加区统一战线各

界人士“同舟颂”合唱比赛、市工商联改

革开放 ４０年上海青创益起走、宝山区

“撤二建一”建区３０周年“魅力滨江，青
春绽放”青年足球邀请赛，和以工匠精

神、资本运作、风险防范等为内容的企业

走访、专题沙龙、考察学习等活动。主动

对接宝山扶贫对口地区，组织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赴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会

泽和新疆叶城等扶贫协作地区考察，组

织３５家企业与对口地区３５家贫困村结
对，其中相宜本草的“中草药种植养护公

益行动”被《人民日报》推选为“大国攻

坚　决胜２０２０”精准扶贫产业发展模式
推荐案例，并获“全国‘万企帮万村’精

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称号。

年内，区工商联坚持需求导向、问题

导向、效果导向，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勇当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为主题，

深入企业，收集民营企业家有关营造公

平竞争环境、减税降费、人才引进等方面

的诉求，并通过大调研系统反馈给区相

关职能部门。联合专业机构开展“创新

宝山区优秀民营企业发现与培育机制，

形成宝山区名品、名企、名家区域产业特

色”专题调研。组织开展科技对接、银企

对接活动。遴选３５家企业上线全国工
商联民营企业调查系统，开展中美经贸

摩擦对宝山区中小微企业影响的调查。

完成２０家产值过亿上规模企业调研，组
织３００多家企业进行“上海市民营企业
营商环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海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人

才政策落实情况”“最低工资标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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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军民融合普查”“一带一路可持

续发展”等调查。举办第十四届长江口

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区委书记汪泓在论

坛上作“共享世界发展新机遇，开创中国

邮轮经济高质量、高品质全新时代”主旨

演讲。落实《宝山区关于创建劳动关系

和谐单位的实施意见》，举办劳动争议调

解员培训班、制造业企业劳动关系沙龙，

推荐企业参加人社部举办的劳动争议预

防调解示范培训班，指导工商联执常委

企业在所在地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创建申

报。向１００多家企业赠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管理实务手册》，做好失业保险

援企稳岗“护航行动”、使用地方教育附

加专项资金开展职工培训等政策的宣传

工作，指导企业申请“稳岗补贴”、培训

经费核销和备案工作。推进“网上工商

联”建设，构建“互联网 ＋”工商联服务
体系。 （吴立早）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１日，区总工会开展“带副春联回家乡”文化惠民活动 区总工会／提供

工会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总工会辖有直
属工会４０家、基层工会２１１８个，覆盖单
位数１５４９０家，会员 ３８０８３８人，其中女
会员１３７１２２人、农民工会员１２７７０６人。
区总工会工作机构设办公室（财务资产

部）、基层工作部、宣传教育部（经审

办）、权益保障部，另有直属事业单位２
家和民办非企业单位１家。全区公有制
企业、事业单位职代会建制率达到

１００％，非公企业职代会建制率动态保持

在８５％以上，集体合同、工资专项集体
合同签订率分别达到 ９０％和 ８０％。在
区法院设立“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室”和“工会法律人才实训基地”，建立

法院委派、委托工会调解劳动争议案件

机制和工会法律人才轮岗培训机制。参

与法律援助案件１４５６起，其中代为协商
调解９２２起，诉讼仲裁代理５３４起，参与
处置群体性劳资纠纷 １１起，结案率
１００％。年内共有１４万人参加工会会员
服务卡专享保障计划，保障费用 １６２４
万元。完成会员卡注册１０６万人，新办
卡３４８万人，会员卡成功理赔７７人，金
额１０１万元。在全市首创会员卡“三惠
活动”（普惠、特惠、商惠），供区内会员

卡持卡人享特约服务商户活动。全区

２３１万人次参加互助保障计划，参保金
共计５４３１万元，理赔５９９万人次，给付
６１２１万元。“为十万职工送专享基本保
障计划”区政府实事项目覆盖 １３８万
人。帮扶各类困难职工５３３９人次，发放
帮扶金５６０４６万元。为５０００名女职工
赠送特种重病保险、２０００名困难女职工
参加免费妇科体检。举办宝山职工健身

系列活动：“城工杯”职工乒乓球比赛、

“二十冶杯”职工羽毛球比赛、“上海农

商银行杯”职工健康三打一（扑克）比

赛、上海市职工男子篮球“３对３”等级联
赛决赛、宝山职工钓鱼比赛。推进工人

文化活动中心改扩建项目二期工程建

设。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暖”，为户

外职工爱心接力站和站点服务人员配送

慰问物资。区内站点共接待户外职工

５１１１人次。全年区职工援助服务中心
开展心理活动共计３１场，惠及职工２０００
人次。开设１１家心理港湾接待室，覆盖
７个街镇工会，实现多层面、多角度的职
工心理服务。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

推荐、创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１人、全国
工人先锋号 １个，全国模范职工小家 １
个，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１人，全国优秀
工会之友 １人；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章）１９个、上海市工人先锋号８个，上
海市劳模创新工作室１个，上海市职工
（技师、巾帼）创新工作室３个；宝山区五
一劳动奖状（章）９６个、宝山区工人先锋
号３７个。推荐获评上海工匠２名，评选
１０名宝山工匠、１０名宝山工匠提名奖。
年内获２０１８上海工会庆“三八”女职工
风采主题展示活动文艺作品展评优秀组

织奖。

【开展评先创优和文体活动】　区总工
会组织开展“２０１８年中国技能大赛上海
选拔赛”“２０１８年上海职工科技节暨职
工科技创新活动”，获评优秀组织奖。申

报一线职工授权发明专利奖励３８项，上
海市职工晋升技师、高级技师奖励 ８０
项。举办“我们走在大路上”五一大会、

“八音盒·阅奏曲”读书节活动，开展

“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步走

之“建区兴区路”活动，１８万名职工、
２２０９个团队共走出６９亿步，９５万人次
参加修身打卡和知识闯关，达到“健步强

身，修身随行”的良好效果。组织４４万
名职工，２７４８个班组、参加“安康杯”竞
赛，获评全国先进３家、市级先进１９家，
区总工会获评全国“安康杯”竞赛优秀

组织单位。

【推进非公企业工会改革】　区总工会结
合网上工作平台数据库建设和劳动监察

的企业数据，对各街镇、园区的企业情况

进行全面排摸，制定《关于进一步夯实街

镇园区基层工会基础建设的实施意见》。

推进“双实”（实地实体）企业建会和体制

外职工入会，全区“双实”企业工会组织

１７０４家，覆盖 ６３６６家单位，建会率为
８７％；工会会员 ２０６万人，入会率为
８３％。推进行业工会运作模式创新实践，
成立区级物流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首批

４４家会员单位加入，覆盖２３００名会员。
协同区国资委等单位，研究出台《关于加

强和改进宝山区国有企业工会工作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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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办法》，开展国有企业工会改革试点，

加强国有企业基层工会组织建设，推动工

会组织、职代会、职工董（监）事、工资集

体协商、协调劳动关系等制度融入企业治

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中。

【举办“永远跟党走”系列宣讲活动】　１
月１１日，全国劳模、区总工会调研员吴
振祥在罗店镇文化中心作题为《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务实创新工会工作》

报告，区直属工会主席、副主席，基层工

会干部、职业化工会工作者、职工代表等

１８０余人参加讲座。先后举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创新宣传方式，做好工会意识形

态工作”“学习新党章，践行十九大”“新

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征程”主题报告

会，有８００余人参加活动。

【举办“爱心一日捐”募捐暨春节送温暖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１月 １９日，２０１８
年宝山工会“爱心一日捐”募捐活动暨

春节送温暖启动仪式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一楼大厅举行。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

萍、丁大恒、周志军、袁罡，区四套班子其

他领导、各街镇、园区、部分委办局主要

领导出席活动，区人大副主任、区总工会

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主持。全区共有

９７２家企事业单位、８３３万名职工参加
“一日捐”活动，共募集捐款３２８２万元。

【举行带副春联回家乡文化惠民活动】

　２月３日，区总工会在宝龙城施工现
场举行“带副春联回家乡”文化惠民活

动。向不辞辛劳、不畏严寒、仍坚守在一

线工作岗位的８００名工友，赠送春联和
大礼包，价值１０万元。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４日，区总工会举办“百企千岗进社区，真情援助你我他”春季大型招聘会
区总工会／提供

【召开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　３月
１日，区总工会召开七届二次全委（扩
大）会议。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出席并讲

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

书记、主席王丽燕主持会议并作工作报

告。会议传达学习全总十六届七次执委

会议、市总十三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

议精神，回顾总结 ２０１７年工作，部署
２０１８年任务，并按市总工会要求对工会
改革进行督查测评。

【开展女工专项检查】　３月１２日，区人
大代表叶敏、区总工会、区妇联，以及区

劳动监察保障等领导一行到上海钢联电

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女工专项联合

检查。

【举办２０１８年春季大型招聘会】　４月
１４日，“百企千岗进社区，真情援助你我
他”———２０１８年宝山工会春季大型招聘
会在区体育中心篮球馆举办。此次招聘

会由区总工会主办，市总工会职工援助

服务中心协办，区职工援助服务中心承

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

组书记、主席王丽燕和市总工会相关部

门领导现场指导。有２２８家企业参加招
聘会，提供４７４３个岗位，共有５２１７人参
加，意向录用１０６８人。

【举办宝山职工健身十大赛事开赛仪式

暨职工乒乓球比赛】　４月 １５日，２０１８
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职工健身十大赛事

开赛仪式暨“城工杯”职工乒乓球比赛

在曹燕华乒乓学校开赛，来自宝山区域

内机关、企事业单位的４２家单位，２００余
名选手参加比赛。十大赛事包括“城工

杯”职工乒乓球比赛、“二十冶杯”职工

羽毛球比赛、“上海农商银行杯”职工健

康三打一比赛、“超高杯”体育舞蹈大

赛、职工钓鱼比赛、职工亲子运动会、宝

山职工游泳比赛、“工会之友”桥牌邀请

赛、上海市职工男子篮球“３对３”等级联
赛、“幸福宝山路　文明修身行”主题健
步走活动。

【开展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大型社区为老服务
活动】　４月２４日，由上海市退休职工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区总工会、区退休职

工管理委员会主办，吴淞街道总工会、吴

淞街道退管会、上海宝山公惠职工事务

服务中心承办的“真情助老暖人心，工会

服务惠职工”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大型社区为
老服务活动在诺亚新天地广场举行。共

推出理发、磨刀等１０多项服务。此次活
动还为老年朋友们准备丰富的文艺汇

演，千名退休职工和老年朋友来到现场，

感受工会的温暖。

【宝山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

会举行】　４月２８日，“我们走在大路上”
宝山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

暨“潜溪之约”文化艺术节闭幕式在上海

大学宝山校区伟长楼举行。上海大学党

委书记、校长金东寒，上海市总工会基层

工作部长丁巍，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

萍、丁大恒、周志军、赵懿、王丽燕、陈筱

洁、张晓静等出席活动。全区８００余名劳
模先进、工匠、基层工会干部、一线职工欢

聚一堂，共庆属于劳动者的节日。

【举办罗泾镇、宝山工业园片区专场招聘

会】　６月 ８日，２０１８年宝山工会罗泾
镇、宝山工业园片区专场招聘会在罗泾

镇睦邻小镇广场举办。活动由区总工会

主办，区职工援助服务中心协办，罗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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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宝山工业园区总工会承办。进

场参加的应聘者近千人，５０家企业推出
１３１４个就业岗位。

【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到宝山调研劳

动法律监督工作】　７月２５日，全国总
工会法律工作部到宝山调研劳动法律监

督工作。全总法律工作部副部长张瑞

玲、市总工会挂职副主席刘言浩，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王丽燕等出席调研会议。

【区四套班子领导高温慰问一线职工】

　８月１日，区四套班子领导分五路对
３０余家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暨高温
慰问一线职工，与职工们亲切交谈并送

上慰问品。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７日，区总工会关爱民警辅警系列活动启动 区总工会／提供

【开展“宝护你”宝山工会关爱医务职工

系列活动】　８月１０日，２０１８宝山工会
关爱医务职工医师节专场活动开幕，活

动包括“护你悦生活”等多个系列。区

总工会为２０１８年度第二批工会会员服
务卡合作商户授牌。区职工援助服务中

心为广大医师们带来“护你实惠购”工

会会员卡午间优惠活动。北翼国大药材

有限公司、红星美凯龙汶水商城、苏宁易

购等１０家商户带来百余样商品。活动
吸引医务职工近３００余人。

【“传统文化直通车”第 １０站在吴淞国

际邮轮港起航】　８月３０日，由市总工
会指导，市工人文化宫、市职工文化体育

协会、区总工会主办，上海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工会承办的“传统文

化直通车”第１０站港口行在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起航”。这次“传统文化直通

车”开进宝山，还把“两个首次”送给宝

山，首次港口行在宝山出发，首个“职工

艺术表演坊”在宝山落地。

【“尊师重教，工会在行动”关爱教职工

系列专场活动举行】　９月７日，宝山工
会关爱教职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吴淞

中学举行。区总工会投入专项经费，为

宝山教职工定制七大关爱项目，并将工

会会员服务卡“午间服务日”带到活动

现场。七大关爱项目包括音乐会门票抢

购文化活动、疗休养房间线上抢购专场

活动、教职工心里团建沙龙活动、线下

“午间服务日”线上优惠购活动、陶艺课

程文化名人活动、援外教师家属慰问活

动等。

【举办２０１８年顾村镇片区专场招聘会】
　１０月１９日，２０１８年宝山工会顾村镇
片区专场招聘会在顾村镇诗乡顾村文化

广场举办。活动由区总工会主办，区职

工援助服务中心协办，顾村镇总工会、顾

村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承办。此次

招聘会借助新媒体力量开展服务宣传，

帮助招聘单位和求职人员及时了解活动

情况，获取相应公共就业服务。

【“幸福宝山路”第四季完美收官】　１０
月２１日，２０１８“幸福宝山路　文明修身
行”主题健步走之“建区兴区路”活动闭

幕式在罗泾镇千亩涵养林举行。区领导

周志军、袁罡、赵懿、陈筱洁、陈云彬、周

德勋等出席活动。区相关单位领导以及

基层职工群众代表等 ３５０余人参加活
动。“建区兴区路”活动共有２００多家单
位，１１万个团队，１２８万人参与。

【举办关爱环卫职工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　１０月２３日，宝山工会关爱环卫职
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先进文化惠职

工，共建文明新宝山”２０１８年宝山工会
“先进文化进一线”文艺巡演之环卫职

工专场演出在宝山区少年宫举行。市工

人文化宫主任高越等为区环卫系统基层

工会“送关爱”项目授牌。

【宝山区职工篮球比赛举行】　１１月１８
日—１９日，第三届上海市职工男子“３对
３”等级联赛开幕式在顾村镇馨佳园体育
中心举行。上海市北部赛区近百支球队

参加比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

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为比赛致辞。

【市总工会领导到宝山顾村调研民营企

业】　１１月 ３０日，市总工会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姜海涛到顾村镇开展民营企

业走访调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

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等陪同调研。

【举办２０１８年宝山工会干部培训班】　
１２月３日—５日，区总工会围绕“严格遵
守党纪党规和财务审计制度，切实管好

用好工会经费”主题，举办２０１８年宝山
工会干部培训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主持

培训。区总工会领导班子、直属工会主

席、经审委员及部分机关系统干部等７０
余人参加培训。

【关爱民警辅警系列活动启动】　１２月
１７日，“心系平安守护者，工会在行动”
宝山工会关爱民警辅警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在区公安分局举行。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

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黄辉

等领导出席活动。区总工会和区公安分

局工会领导为８大进警营活动授牌。之
后开展人文讲座进警营活动，特邀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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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林华讲授《绽放的快乐》。

（胡臻遥）

共青团
【概况】　至年末，全区户籍人口中１４周
岁—２８周岁人数共有 ９８０００人，１４周
岁—３５周岁人数共有１９４９２３人；常住人
口中１４周岁—２８周岁人数共有１７８９６２
人，１４周岁—３５周岁人数共有 ３３５０８２
人。全区共有各级基层团组织 １６４０个
（包括“两新”团组织１０２７个），其中团
委、团工委５４个，团总支１４０个，团支部
１６４０个。全区共有团干部２１８９人，团籍
关系注册在宝山区的团员数１５７３０人。
２０１８年，２名优秀青年干部挂职部门副
职，形成以青联委员、青年社会组织负责

人、热心青年为核心的机关工作志愿者

队伍。全区１２个街镇团（工）委书记全
部实现公务员、专人专职专岗配备。团

区委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为

根本，坚持青年主体地位，引领青年坚定

不移跟党走，服务帮助青年成长发展，推

动各项工作发展。坚持思想政治引领，

举办“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

班”“中学生骨干训练营”。开展“青年

大学习”活动，组织专题学习、团日活动、

“宝山红色历史寻访”。开展“建功新时

代，青春再出发”系列活动，庆祝改革开

放４０周年、宝山“撤二建一”３０周年青
年摄影作品展评。坚持每周日开展“国

旗下成长”青少年升国旗暨爱国宣讲主

题活动。聚焦区域发展重点，举办各界

优秀青年“走进宝山”系列活动，服务营

商环境优化。深化团建服务党建联络员

工作，建立“两新”团建联盟，成立“宝山

邮轮经济发展青年服务联盟”，服务邮轮

城建设。推进团青骨干进入业委会试点

工作，成立宝山“青年走进社区”规划师

顾问团。提供有效青年服务，结合“１＋
１００”（１名团干部联系１００名普通青年）
常态化联系青年机制，开展“大调研”，

对接青联委员资源到区“党性教育现场

教学红色线路”设计中。实现特殊青少

年帮教全领域覆盖，推进“社工联校”

“社工进厂区”“社工进看守所”“社工进

检察院”等创新工作。组织举办青年人

才成长计划系列活动。年内，团区委被

团市委评为“２０１８年度上海优秀共青团
微信公众号”；区青少年事务社工站被评

为２０１８年度市优秀工作站；张庙街道司
法社工点、区发改委金融服务科、上海农

商银行宝山支行营业部获评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２家单位获

评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五四红旗团委；３家
单位获评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奖
章（集体）”，５人获评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
青年五四奖章（个人）”，２人获评 ２０１７
年度“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员”，３人获评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开展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

对面”活动】　１月４日，团区委在罗店
爱玛宫婚礼公园举办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
度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

面”活动，区政协副主席张晓静，区政协

副主席、区农工党主委罗文杰等领导出

席，部分区政协委员、区青联委员代表、

罗店镇婚恋青年代表等４０余人参加活
动。活动以调研加座谈会的形式开展，

围绕“加强青年婚恋后的家庭教育指

导”主题开展交流。参会人员一行先后

调研闻道园、爱玛宫婚礼公园，实地了解

宝山婚恋公共服务水平。区青联委员、

区婚姻登记所所长田青代表调研组作题

为“加强青年婚恋后的家庭教育指导”

专题汇报。区青联委员代表、青年社会

组织、青年代表结合自身实际，就减少大

龄未婚青年和如何加强青年婚恋后的家

庭教育等方面提出建议。

【市医苑新星大型义诊志愿服务活动举

行】　３月３日，在第５５个“３·５学雷锋
日”来临之际，“同沐阳光　共享健
康”———第二十五届上海市医苑新星大

型义诊暨宝山区“３·５”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在宝山体育中心举行。市卫计委

党委书记黄红，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市文明办副主任姜鸣，团市委党组成

员、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主任周

建军，市卫计委党委副书记郑锦，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懿，副区长陈筱洁等领导

出席活动。来自全市三甲医院及医疗机

构的百名杰出青年专家及２０名宝山文
明单位志愿服务联盟医疗专家坐堂，科

目设置涉及内、外、妇、儿、中医、五官科

等５０余个，以及心理健康、妇儿保健等
一批特色服务项目。现场同步开展４场
健康脱口秀，邀请在场市民进行教学互

动。东方网直播平台特别为义诊开设网

上专区，开展５个主题的网络健康咨询
和现场互动。据统计，义诊共接待市民

３０００余人次。活动中，市文明办副主任
姜鸣、副区长陈筱洁为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
志愿服务“四个１０”先进典型进行颁奖。
与会领导共同启动 ２０１８年度“医苑新
星”走进宝山志愿服务项目。被评为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上海市优秀志愿服务
品牌项目宝山区“关爱青春，同沐阳光”

项目负责人代表青年志愿者，宣读志愿

服务项目走进社区倡议书。上海医务青

年发布表达医务青年守护健康决心的活

力单曲《第２５个小时》。
１０月 ２１日，“同沐阳光　共享健

康”上海市医苑新星进宝山大居义诊志

愿服务活动在顾村大居馨佳园第九街坊

小区举行。来自全市三甲医院４０名优
秀青年医师现场坐堂，为大居居民提供

专业的医护服务和健康咨询，共涉及内

科、外科、妇儿科、眼耳喉鼻口腔科、中医

科、全科等多个科室。义诊活动共计发

放健康资料１０００余份，接待群众约８００
人次。

【纪念“五四”运动９９周年、建团９６周年
表彰大会暨主题团课举行】　５月２日，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区政协主席丁大

恒接见获市级荣誉的优秀青年代表并合

影留念。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常委、

副区长袁罡，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

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区政协副主

席张晓静出席。下午，“建功新时代　青
春再出发”———宝山区五四表彰大会暨

主题团课在宝山区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

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

丽燕，副区长陈云彬、区政协副主席张晓

静出席。来自区委各部门、各群团组织、

各街镇、各委办局的相关领导，各区属团

组织负责人、区域化团建单位团工作负责

人及各行各业优秀青年代表３３０余人参
加表彰大会。会上，获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
五四青年奖章”“上海市优秀团干部”“上

海市优秀共青团员”等市、区级荣誉的优

秀青年代表接受表彰。随后，紧扣团中央

“青年大学习”要求，以主题团课形式，回

顾改革开放、宝山区“撤二建一”以来重

要青年工作和场景，围绕“责任担当”“志

愿奉献”“开拓创新”“希望未来”四个主

题，邀请重大工程青年、青年社区工作者、

援疆医生、青少年事务社工、邮轮经济青

年服务联盟和学生团员等各行各业优秀

青年代表，讲述演绎属于自己和集体的青

春故事，展现当代宝山青年接过改革接力

棒，勇于拼搏奋斗、敢于开拓创新的青春

风采。

【区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

集会举行】　５月３１日，“拥抱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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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好少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少先队
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集会在区

少年宫举行。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团市

委副书记丁波，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

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区政协副

主席张晓静，市档案局（馆）利用服务部

主任郑泽青，区教育局、团区委和区档案

局相关领导、嘉宾出席活动。来自全区

各中小学的３００余名少先队员、少先队
辅导员代表参加。主题集会上，区委副

书记周志军发表致辞。团市委副书记丁

波带领全体队员呼号，发表誓言。主题

集会启动“宝山区红领巾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主题活动”，共分“童声唱幸

福”“童言赞领袖”“童乐共分享”“童心

颂祖国”四个篇章，通过丰富多彩的主题

活动，全面展示少先队员们听党话、跟党

走，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努力

成为新时代好少年的信心和决心。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宝山区举办“拥抱新时代，争做好少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少先队庆祝“六
一”国际儿童节主题集会 团区委／提供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宝山区青年人才成长计划系列活动之“我为‘魅力滨江，活力宝山’献一计”
论坛活动在新业坊·源创举行 团区委／提供

【“青年人才成长计划”系列活动举行】

　６月起，团区委、区级机关党工委、区
委党校、区公务员局共同实施“青年人才

成长计划”，先后开展“红色宝山寻访”

演讲比赛、青年干部党性修养学习班、

“爱阅读·乐分享”读书分享活动、“我

为‘魅力滨江，活力宝山’献一计”论坛、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主题论坛５个类型
的主题活动，推动区年轻干部交流学习、

展现风采，落实《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宝山区
年轻干部培养工作规划》。在活动设计

上，以“讲党性、强作风、提能力、勇担

当”为活动主线，着力锻炼培养年轻干

部，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自身建设、倡导

持续学习、服务中心大局、提升综合素

养。系列活动共计 ２５０余人次报名
参与。

【区第十四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读书班举行】　７月２日—７日，由团区
委、区委老干部局、区关工委、区委党校、

区教育局和区文明办联合举办的“宝山

区第十四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

书班”举办，来自全区各高中的４５名优
秀学生参加培训。读书班由区关工委负

责指派具有较高党龄、作风正派、经验丰

富的老党员作为指导带教老师，并发挥

资源优势落实开展红色教育活动；由区

委党校依托本身党性教育主阵地优势，

为学员安排最新理论课程资源，邀请市、

区委党校专业授课老师。根据学生学习

特点和规律，采取课堂教育、与老党员交

流、社会实践、红色教育等多种形式。结

合“创全”工作，组织学员分组到商场、

地铁等人流密集地方，开展现场调研，并

最终形成调研课题报告。同时，选派优

秀学员到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暑期挂职锻炼。

【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举

行】　７月８日，２０１８宝山·叶城青少年
手拉手活动在上海宝山拉开帷幕，活动

为期８天，新疆叶城县２００名师生参加
活动。叶城县师生参观上海玻璃艺术博

物馆、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长江河

口科技馆等具有宝山特色的标志性场

馆，体验“魅力滨江、活力宝山”的区域

特色，参观东方明珠和中华艺术宫等上

海标志性场馆。在宝山实验学校进校联

谊和少年宫联欢会活动中，两地青少年

相互交流、互赠礼物。

【区“两新”团建联盟成立】　７月２４日，
团区委举办“两新”团建联盟成立座谈

会。团区委根据行业及工作需要，将首

批宝山区“两新”团建联盟划分为文体

产业、社会公益、互联网科创产业、智能

制造４个联盟，每个联盟由团建服务党
建联络员单位、轮值主席单位、成员单位

构成。团建服务党建联络员单位采取“１
＋１”结对方式，按照行业相关原则，由团
区委为各个联盟配备团建服务党建联络

员单位，指定区文广局、区民政局、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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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管局和区税务局４家团组织进入联
盟。轮值主席单位负责成员单位的联系

沟通、活动组织、服务管理、完成联盟交

办的工作。成员单位是指经过资格审查

加入各联盟的“两新”组织，以组织推荐

或社会招募的方式产生。

【小学生爱心暑托班总结会召开】　８月
２３日，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小学生爱心暑托班
总结会在杨泰实验学校召开。团市委、

团区委、区文明办、区妇联、区教育局、杨

行镇有关领导，以及相关委办局团委书

记、部分驻区高校团委书记、各街镇团委

书记以及关心支持参与爱心暑托班工作

的区域化团建单位、社会组织等各方代

表１３０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团区委副
书记刘传宝对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爱心暑托
班作总结发言。区妇联副主席蔡瑾、区

教育局副局长刘政为获宝山区２０１８年
小学生爱心暑托班“最受小学生喜爱的

课程奖”的１５家单位进行颁奖。区文明
办副主任张步农、杨行镇党委副书记吴

瞡趚为获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小学生爱心暑
托班“最佳支持单位”的１６家单位进行
颁奖。团市委学校工作部部长、市学联

主席徐速、团区委书记郁梦娴为获“最美

教师”的１２名教师颁发证书。上海电力
学院的志愿者分享在暑托班的工作的收

获与经验，并表演《爱的华尔兹》。杨泰

实验学校校长万叶华作为优秀教师代表

发言。

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项目

作为２０１８年市政府实事项目，在全市开
设５００个“爱心暑托班”，其中宝山区开
设３３个，涉及 １１个街镇，服务 ２０００余
名小学生，有效缓解小学生暑期“看护

难”问题。

【共青团干部和青年干部（青联委员）

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举行】　１０月 ８
日—１３日，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团
区委共同主办的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共青团
干部和青年干部（青联委员）党性教育

专题培训班在区委党校和全国青少年

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举行，来自全

区各基层团组织的４６名团干部和青年
干部（青联委员）参加。培训通过课堂

讲授与现场教学相结合、集中培训与分

组研讨相结合，取得较好的培训效果。

作为“青年人才成长计划”系列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成

为组织部门发现、跟踪、培养年轻干部

的重要渠道。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宝山区举行少先队上海市宝山区第十次代表大会 团区委／提供

【少先队上海市宝山区第十次代表大会

召开】　１２月 １４日，少先队上海市宝
山区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吴淞中学召开。

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团市委党组成员、

市少工委主任、市少先队总辅导员赵国

强，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

组书记、主席王丽燕，副区长陈筱洁，区

政协副主席张晓静，团市委少先队工作

部部长何婷婷出席大会。来自区教育

局、团区委、各街镇、委办局和基层学校

的领导与嘉宾，同宝山区各中小学的

４００余名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和少
年儿童工作者参加大会。区委副书记

周志军发表讲话中。团市委党组成员、

市少工委主任、市少先队总辅导员赵国

强带领少先队员们呼号。团市委少先

队工作部部长何婷婷带领第十届宝山

区红领巾理事会理事宣誓。袁晨霏、杨

天辰代表少先队宝山区第九届工作委

员会、第九届宝山区红领巾理事会作题

为《滨江少年心向党　逐梦美好新时
代》工作报告。 （沈亦沁）

妇联
【概况】　至年底，全区有街、镇妇联１２
个，村妇代会１０１个，居妇代会３６９个，
园区、委办局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 ２３
个。年内，制订《宝山区妇联系统“创

全”三年行动方案》，成立“创全·巾帼

志愿者服务队”，发放家庭创全倡议书

《创全进行时、巾帼当先锋、家庭齐行

动》５０００余份。开展“新女性·心文明
·馨家庭”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家庭行动日”活动，将每月的第一个周

六定为“家庭行动日”，开展创全宣传、

公益服务、邻里交流等活动，传播文明

新风尚，增强创全正能量。推动区女企

业家协会会员与云南对口支援地区帮

扶项目合作，对口支援资金 ２５万元。
加强“宝家护航”妇儿维权联盟建设，组

建巾帼维权志愿者联盟，挂牌成立宝山

区反家暴庇护救助所和宝山区婚姻家

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法维护妇女

儿童合法权益。区级“白玉兰开心家

园”工作室和“ＷＭ工作室”年底运营，
为区妇女儿童家庭提供专业的心理咨

询服务和心理健康辅导。完成“宝山女

性”微信公众号改版，发挥区妇联“一微

一站”作用，促进线上线下联动开展

活动。

【区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　６月，
区妇联筹备区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下

发《关于宝山区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代

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各街道、镇妇联分

别召开执委会、妇女代表会议，差额选举

产生代表；园区、委办局妇工委通过民主

协商产生代表，共推选区级妇女代表

２９２名。９月２６日—２７日，在宝武管理
学院召开宝山区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

市妇联副主席孙美娥致词，区委书记汪

泓到会并讲话。虞春红作《凝聚巾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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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谱写时代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现代

化滨江新城区而努力奋斗》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虞春红

任宝山区妇联主席，唐佩英、蔡瑾、戴建

美（兼）、侯艳（兼）、王敏（挂职）任区妇

联副主席。

【参加全国妇女十二大和市第十五次妇

代会】　１０月２８日—１１月２日，区妇联
主席虞春红作为全国妇女十二大代表，

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妇女第十二次代

表大会。通过组织程序的协商、推荐和

选举，全区产生２７名上海市第十五次妇
代会代表，参加４月２４日—２６日召开的
市第十五次妇代会。

【宝山妇女儿童发展中心试运行】　１０
月，宝山妇女儿童发展中心试运行。该

中心以服务妇女儿童家庭为宗旨，发挥

妇儿维权、创业就业、学习培训、家庭教

育、联情联谊等多元服务功能，面向社会

共组织开展香道、手工 ＤＩＹ、亲子游戏等
２４场文化活动。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１日，区妇联参加“樱你而来”２０１８上海樱花节女子１０公里路跑活动
区妇联／提供

【开展“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区妇
联围绕“巾帼心向党，建功新宝山”主

题，举办“十个一”系列庆祝活动：３月１
日，拍摄录制“想说就说”———“创·享”

新时代新女性创业论坛电视专题节目；３

月１日—６日，举办“巾帼心向党”宝山
区妇联系统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三进”图片展；３月６日，区委书记汪泓
在宝山报上向全区妇女发表节日贺信；

在宝山电视台演播大厅举办“巾帼新作

为”宝山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１０８
周年主题活动；３月８日，与区委组织部
联合走访慰问宝山区 ５名援外干部家
属；在杨行镇举办“巾帼新作为，绽放新

时代”宝山区第七届女性职介专场招聘

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２０２人，发放宣传
资料１０００余份；３月１０日，在高境镇开
展“建法治宝山，巾帼在行动”专题普法

和“宝家护航”妇女维权服务活动，吸引

６００余名社区居民参与；３月１１日，组织
“三八”红旗手、女企业家方队，参与“樱

你而来”第二届上海樱花节女子１０千米
路跑活动；举办两场“悦慧生活、悦慧工

作”女干部专题讲座；３月１２日—１４日，
与区人大内司工委、区总工会女职工委

员会、区人保局劳动监察大队联手，开展

“她权益，我守护”女职工劳动权益专项

检查。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年内，各级
妇联共接待来信来访来电３５９件。５月
２４日，区妇联与区检察院等７个部门联
合下发《宝山区监护困境儿童线索发现

处置工作办法》，合力保障宝山儿童的生

存权、发展权。５月３１日，联合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以及部分政协委员，走访区内

儿童食品药品生产销售企业，并对商场、

超市、儿童食品用品专营店和生产企业、

药房、学校食堂等场所进行专项检查。

１２月３日，在张庙街道通河市民中心举
办“１２４国家宪法日，维护宪法权威，建
设法治上海”上海市妇联主题宣传活动

暨宝山区“宪法进家庭”展示活动。区

“家好月圆”婚姻家庭咨询服务室全年

共接待离婚夫妻１１７３对，离婚劝和１８５
对，成功６７对，劝和率４６８８％；推进第
四轮“知心妈妈”项目，继续做好１４名常
信访女性结对安抚工作，在３名重点对
象中，１名案结事了，１名签署承诺书；

【开展帮困和助学】　区妇联年内为
１８２６名０—１７周岁低保家庭儿童发放每
人１００元的文化福利补贴，为全区４１３４９
名退休和生活困难妇女免费进行“两

病”（妇科病和乳腺病）筛查。为 ５７５４５
名妇女办理姐妹情关爱互助保险，金额

２３２９万元；为８３名患病妇女办理保险
理赔，理赔金额１８３万元。“六一”期间，
女企业家协会举办“爱心伴成长，女企业

家公益行”宝山区“爱心妈妈”与自强少

年庆“六一”活动，３１名女企业家与 ３８
名自强少年结对，发放助学金３８万元。
开展关爱老“三八”红旗手“暖心行动”

“社区助福行”关爱失独家庭等项目，为

弱势妇女和家庭送上温暖。依托市妇

联，为 ５０名妇科重症妇女、３６名市老
“三八”红旗手、２６名准孤儿发放慰问金
１６２万元；通过区综合帮扶为１１名妇科
重症妇女发放帮扶金３１万元；依托区
慈善基金会，向６１名生活困难家庭学生
发放助学金１３８万元。依托“宝山区妇
儿关爱专项资金”，为２４３名困难妇女和
困境儿童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 ２５９５
万元。

【推进“公益荟，惠巾帼”项目化服务】　
年内，区妇联围绕“公益荟，惠巾帼”主

题开展妇儿维权、妇女发展、儿童关爱、

家庭建设等多个领域的服务。４月 ３
日，举办“公益荟，惠巾帼”２０１８年宝山
区妇联系统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妇女儿

童项目启动仪式。３月—１２月，共有上
海睦邻坊社区指导服务中心等６个社会
组织承接区妇联系统巾帼大学堂等 １０
个服务项目，服务覆盖全部１２个街镇及
２个工业园区，受益人群达 １８万余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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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妇联组织建设】　区妇联年内下
发《宝山区妇联系统年轻干部培养锻炼

工作机制》《宝山区妇联机关干部联系

基层工作制度》等文件。５月２９日—３０
日，与区委组织部、区社会工作党委、区

工商联联合举办宝山区第７期“两新”
组织女性人才培训班，来自 ４８家“两
新”组织中的５１名学员参加培训。６月
１２日，与区民政局联合下发《关于做好
本区２０１８年居、村妇联与居、村委会同
步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完成 ４７０个
居村妇联的换届工作，选举产生新一届

居村妇联领导班子，７０２４人当选居村妇
联执委。１０月２４日，在吴淞街道文化
活动中心多功能厅，启动 ２０１８年居村
妇联干部增能培训项目。首次与第三

方社会组织合作，变过去“请上来”集中

培训为“送下去”分片学习，于１０月—
１２月在１２个街镇分别举办１２场专题
培训，培训居村妇女干部近１５００人；推
荐２名优秀女干部参加市委组织部、市
妇联于５月２１日—２５日联合举办的第
８期女性人才开发专题培训班；９月１７
日—２１日，推荐４名女大学生村官参加
市委组织部、市妇联联合举办的第５期
女大学生村官专题研修班；选派 １８名
区、街镇、居村三级妇联干部参加市妇

联举办的培训班。

【开展家庭文明建设】　区妇联年内全
面开展家庭教育进社区、进机关、进企

业、进园区“四进”项目，为３２００余人次
提供０—１８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辐射
影响９０００余人次。５月２７日，举办上海
市科学育儿加油站宝山专场暨宝山区第

七届亲子嘉年华活动。５月２８日，会同
区总工会、区教育局等开展“书香飘万

家，修身共成长———互联网 ＋阅读”活
动。７月２５日，举办“我以我心爱宝山，
我以我行倡环保”———环保家家行亲子

环保创意ＰＫ赛。１０月３１日，开展第十
五届家庭文化节、第二十届家庭教育宣

传周、第十届邻里节等系列活动，举办百

名“好家长”评选表彰活动和家庭教育

讲座。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上海市示范街镇侨联”、宝山区“新侨驿站”揭牌仪式启动 区侨联／提供

【实施妇女儿童“十三五”规划】　５月
１０日，区妇联召开妇女儿童工作全会，
形成宝山区实施妇女儿童发展“十三

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１２月，启动“儿
童生命教育”进校园（试点）工作，引入

复旦视觉艺术学校资源，拟形成宝山区

首个“儿童生命教育”课程。年内为区

内４２８个社区配备儿童阅读书架，金额
４２８万元。 （杜　红）

其他团体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

员会】　至年末，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
宝山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

会”）共有同学 ４人，年内去世 １人。４
名同学平均年龄为 ９３岁，其中 ９５岁
（含）以上 ２人。鉴于黄埔同学年老体
弱、行动不便，工委会主要工作是关心和

服务黄埔同学，为黄埔同学排忧解难，安

度晚年，及时传递各种时事和信息，协助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及中共宝山区委

统战部起到关心沟通、协调好黄埔同学

之间关系的桥梁纽带作用。

走访慰问。全年共走访近６０人次，
开展“冬送暖、夏送凉”、元旦、春节、劳

动节、中秋、国庆、重阳节走访活动，送上

慰问金及慰问品近４万元（包含上海市
黄埔军校同学会）。每逢同学生日，上门

走访并送上生日慰问品及生日贺卡。为

每名同学订阅《健康财富报》《团结报》

《上海老年报》及《台湾周刊》。

组织活动。春节前夕，组织黄埔同

学后代及亲属参加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

举办的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统一战线各界人
士迎新联欢会。５月２９日，组织黄埔同
学后代及亲属共１８人到龙现代艺术馆、
闻道园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纪念中国共

产党建党９７周年之际，邀请区内黄埔二

代及亲属观看区统战系统“同舟颂”歌

唱比赛。８月１３日，组织区内黄埔二代
及亲属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参加“纪

念全民族抗战暨八一三淞沪会战８１周
年活动”。 （俞　舟）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年
内，区侨联副主席吴蓓琪当选全国侨联

十代会代表；区侨联委员杨炀、杨行镇侨

联主席费福生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

人”称号；大场镇党委委员、大场镇侨联

秘书长曹维渊获“全国侨联系统先进个

人”称号；区侨联委员杨炀获“上海市统

一战线工作先进个人”称号。罗店镇侨

联委员毛兴法的宣讲课件《归宿》获“新

时代、新气象、新作为”首届宝山区百姓

宣讲员“微宣讲”比赛一等奖。

区侨联针对区“新侨人士”开展调

研，搭建联系和服务新侨人士的“新侨驿

站”平台，通过开展富有“新侨”特色的

活动，使“新侨驿站”具有吸引力，凝聚

团结新侨人士、关心服务新侨人士，将驿

站打造成为吸引和发挥新侨人士作用的

一个重要阵地。１月 ３１日，在大场镇
“新侨驿站”举办“上海市示范街镇侨

联”、宝山区“新侨驿站”揭牌仪式。市

侨联副主席徐大振，宝山区委常委、统战

部长沈伟民出席仪式，并为“上海市示范

街镇侨联”（大场镇）和大场镇、月浦镇、

罗泾镇“新侨驿站”揭牌。出席仪式的

还有各街镇分管领导、侨界人士共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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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

２月９日，区侨联举办第１５次“老
归侨回家过年”活动，邀请６０名老归侨
和区侨联往届老领导共庆新春佳节，区

委统战部、区台侨办、区侨联领导，各街

镇侨联主席、秘书长、侨界青年代表等

８０人参与活动。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
长刘发林致新春贺辞，区侨联党组书记、

主席曲国莉汇报２０１７年工作和２０１８年
建设侨联“六大平台”工作举措，区委统

战部副部长、区台侨办主任吴华朗向从

事侨联工作２０年以上人员颁发纪念证
书。与会侨界青年表演小节目、小游

戏等。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４日，区侨联在罗店镇开展侨法宣传月活动 区侨联／提供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４日，区侨联接待台湾学生 区侨联／提供

３月，区侨联开展“法护侨益、情暖
侨心”主题侨法宣传月活动。在区社会

主义院举办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台侨知识
培训班，邀请上海市侨联基层工作部部

长杜洁讲授基层侨联业务知识及侨法政

策，各街镇侨联，园区、大口单位统战干

部共 ７０余人参加培训。参与“学法用
法，你我同行”市侨联系统侨法知识竞

赛，选拔大场镇、张庙街道、罗店镇侨联

三名代表参赛，并入围复赛第二场，获

“优胜奖”。月浦、友谊、杨行、罗店、大

场、淞南、友谊、吴淞、张庙等街镇侨联相

继开展侨法宣传活动，侨界志愿者为侨

界人士和市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健康

咨询、理发、修伞、量血压等便民服务，并

通过有奖竞答、悬挂横幅、摆放易拉宝、

出黑板报、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方式开

展侨法宣传。

３月２３日，区侨联召开第六届委员
会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市侨联副

主席徐大振出席会议并讲话，共７０余人
参加会议。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曲国

莉部署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会议对“上海
市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获得者和获

“庆十九大、迎敬老节”侨界人士戏曲专

场汇演优秀表演奖的 ５家单位进行颁
奖；大场镇侨联、张庙街道侨联、罗店镇

“景瑞侨之家”３名基层侨联代表和“侨
界好人”朱成妹进行经验交流。

５月２５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
席徐大振一行到宝山区调研侨联工作，

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曲国莉，副主席吴

蓓琪，部分街镇侨联主席、侨商、新侨代

表等１５人参与调研。
６月７日，区侨联在金桥开发区中

科新松有限公司举办宝山区侨联青年委

员会（筹）、新侨精英双创沙龙之“对话

智能机器人产业、展望行业发展大趋势”

活动，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曲国莉，侨

联委员、上海歆慧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炀，中科新松有限公司总裁杨跞，

市侨联海外联络部包晨，以及区侨联青

年委员会（筹）、新侨精英双创沙龙成员

等２０余人出席活动。
８月２３日，区侨联接待“亲情中华”

台湾青年学生代表团一行７０余人，参观
中国商飞大场制造基地和陶行知纪念

馆。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曲国莉，市侨

联海外联络部有关人员陪同参观。

１１月，区侨联举办“侨界至爱”系列
服务活动。１１月１５日，区侨联、农工党
宝山区委在宝山区体育中心联合举行

“侨界至爱”大型医疗咨询服务活动。

区侨联副主席谢延平和农工党领导出席

并慰问现场的医生、护士。来自全区的

侨界人士和社区群众踊跃咨询。１１月
１９日，区侨联组织老归侨和街镇侨联骨
干４３人在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进行
健康体检。侨界至爱”系列服务活动共

连续举办六届，宗旨是增强健康意识，提

高生活质量，让更多的侨界人士和社区

居民受益。 （施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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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０日，市青企协十三组走进宝山活动 区青联／提供

２０１８年７月５日，宝山区开展优秀高中生暑期挂职锻炼 区学联／提供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宝山区青年联
合会（以下简称“区青联”）是上海市青

联的会员团体、宝山区政协的组成团体，

有委员２７５人。２０１８年，区青联深化群
团改革目标，落实从严治会精神，聚焦区

域重点工作，拓展工作领域。组织青联

委员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从区青

联工作实际出发，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

工作开展活动。在思想凝聚上，５月１２
日，举办《马克思思想鉴赏》《微电影与

主流价值观》等为主题的“青联讲坛”活

动。推荐区青联委员参与宝山区红色线

路党性教育活动中。１０月２３日，区青联
召开九届四次常委会，研究制定青联委

员履职考核办法。１２月７日，召开工委
主任秘书长工作会议，明确各工委年度

工作任务和活动要求，提高青联委员履

职的规范和积极性与考核评价的科学性

与系统性。在重点工作上，围绕“青年走

进社区”工作，区青联推选青联委员熊绍

山、林浩等进入团区委组建的“青年走进

社区”规划师顾问团，发挥委员在社区微

更新、业委会法律知识、社区环境整治方

面积极作用，区青联６个工委与１２个街
镇结对，组织青联委员走进社区参与“创

全”和志愿服务活动。在精准扶贫工作

上，区青联委员参与云南曲靖市扶贫、助

学和济困等工作。５月１２日，组织开展
宝山区青联援滇慈善义拍义卖会和羽毛

球慈善赛，共募集善款 ８万余元、校服
３００套、篮球 １００个。１０月 ２３日，区青
联组织爱心企业家一行８人到云南曲靖
宣威市进行实地调研。在人才举荐上，

区青联推荐４名青联委员入选“千帆计
划”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培养计划，推荐２
名委员加入上海市青年文学艺术联合会

和上海市青年创意人才协会。２月 ２
日，区青联举办宝山各界优秀青年“走进

高境”活动；８月３０日，举办市青企协第
十三组会员“走进宝山”参访交流座谈

等活动，两场活动共有７０余名企业家参
加。在公益志愿工作上，区青联依托内

部公益志愿、创新创业、体育运动等项目

组与兴趣小组开展各类文化、体育、志愿

活动。２月 ２６日，组织青联委员参加

“益起跑———上海各界青年公益迎新

跑”活动。年内组织“宝山区青年五人

制足球赛”和“游戏中的防身训练———

儿童应急安全培训”等活动，与区羽毛球

协会合作组织开展区青联羽毛球兴趣小

组活动，每周二定期开展羽毛球活动。

（沈亦沁）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至年末，宝山区
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有委员

单位 １５家，主席、副主席单位 ６家。
２０１８年，宝山学联以“打造魅力型学联
组织”为目标，在完善工作机制、培养学

生干部、加大宣传力度等方面下大功夫。

组织、引导学生干部参加各类培训，提高

理论水平，加强工作能力。设计开展具

有吸引力的学联活动。１月，组织开展
“心联你我　欢乐同行”———２０１８年宝
山学联“冬日暖阳”活动。３月，在行知
中学召开各校学生会主席例会，近９０名
学生代表参加，交流新学期学生会工作

动态。５月，在上大附中召开“如何做好
高中生生涯规划”论坛分享会，１２０名学
联代表交流高中生生涯规划导航。７
月，在区少年宫开设第二期宝山区中学

生骨干训练营，４０余名学生干部参与为
期３天的培训，提升学生干部合作能力
和履职能力。１２月，在吴淞中学召开年
度工作总结会议，２２所中学中职学生会
主席参加，交流各校经验做法。

（沈亦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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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业
■编辑　郭莹吉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概况】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宝钢股份”）是中国宝武下属控股

子公司。２０００年２月３日，由宝钢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集团”）独家

发起创立。１２月１２日，宝钢股份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２００５年４月，宝
钢股份增发新股，收购宝钢集团的钢铁

生产、钢铁供应链以及相关产业等三大

体系部分资产和股权，其中宝钢股份直

属厂部组建宝钢分公司。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宝钢股份收购罗泾项目相关资产。２００９
年５月，宝钢股份撤销宝钢分公司建制，
由宝钢股份对宝钢分公司各项业务实行

直接管理。２０１２年４月，向宝钢集团出
售不锈钢、特钢事业部全部资产。９月，
由宝钢股份作为主体建设湛江钢铁项目

获股东大会通过。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宝钢股
份吸收合并武钢股份方案获股东大会通

过。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７日，宝钢股份吸收合
并武钢股份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复牌上

市。３月，武汉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钢有限”）挂牌成立。８月，湛江钢铁
在建工程全部竣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湛江
钢铁三号高炉系统项目正式启动。２０１８
年底，公司在册员工６６０４８人，在岗员工
５６３８３人。

宝钢股份拥有四大钢铁制造基地，

即宝山基地（宝钢股份直属厂部为主）、

青山基地（武汉钢铁有限公司）、东山基

地（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和梅山基

地（上海梅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专业

生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碳钢薄板、

厚板与钢管等钢铁精品。拥有国内领先

的系列产品，如汽车用钢、硅钢、冷轧超

高强钢等；拥有国内领先的技术，在超高

强钢、高表面质量、高性能要求、高尺寸

精度产品及用户使用技术方面拥有大量

核心技术，构成产品差异化核心能力；拥

有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在国内拥有钢

材服务中心，为汽车等行业提供剪切配

送、激光拼焊、车轮制造、热冲压、液压成

型、焊接总成等全系列加工配送服务，并

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便捷的供应链服

务系统。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

产品出口日本、韩国、欧美等７０余个国
家或地区。

宝钢股份拥有领先的研发体系和高

素质研发团队，完善的现代化实验室和

中试基地，以客户为中心的产销研研发

平台和“金苹果”团队，具有丰富经验的

产品开发和技术开发团队；拥有国内领

先的信息管理系统，构建客户管理、生产

制造、成本分析、供应链服务等先进的信

息化管理系统。

宝钢股份经营业绩创历史最好水

平，利润总额、累计实现经营活动现金净

流量均创上市以来最优，利润总额保持

国内行业最优，在全球钢铁企业中排名

第三位。年生产铁４５９２万吨、钢４８４９５
万吨、商品锭坯材４７０３万吨。耗能总量
２８１８万吨标准煤，吨钢综合能耗５８１千
克标准煤。研发投入率２３０％，新产品
销售率 １４４５％，独有新试产品比例
３９６５％，专利申请量１１１５件，其中发明
专利比例 ８７９８％，科研直接新增效益
３４０５亿元。营业总收入３０５６４亿元。

宝钢股份固定资产投资１２６２９亿
元。年内推进节能技改项目 ５５项，完
成投资１６８亿元；推进环保技改项目
１８０项，完成投资２４亿元。直属厂部镀
锡板、取向硅钢产品结构优化、二烧结

大修等重大项目按计划投产；炼铁原料

环境整治项目群一期输入系统改造、三

期输入系统大修、煤场大棚封闭改造等

项目建成。武钢有限完成三炼钢新增

板坯表面火焰清理机改造，湛江钢铁原

料增建Ｄ型煤场投运，梅钢公司完成煤
筒仓仓体建设、４座焦炉脱硫脱硝、四号
烧结机脱硝、九号路通廊封闭等一批政

府限期督办项目。

在资本市场方面，国际三大评级机

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分别给予宝钢

股份Ａ—、Ａ３、Ａ的长期企业信用评级，
公司继续保持全球综合性钢铁企业最

高信用评级。公司获美国权威金融杂

志《机构投资者》２０１８年度“亚太区公
司管理团队”排行榜基础材料组“最佳

投资者关系公司”第一名；获美国《财

富》（中文版）和怡安翰威特管理咨询

联合评选的“中国最佳董事会５０强”及
董事会金圆桌奖“最佳董事会”；获

２０１８年美国《财富》中国 ５００强第 ２４
位，以及“中国上市公司资本运作标杆

奖”；入选首届“创新中国·百强上市公

司”榜单。

宝钢股份“高效节能环保烧结技术

及装备的研发与应用”项目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汽车轻量化用吉

帕级钢板稳定制造技术与应用示范”成

果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金属学会

评选的冶金科学技术奖唯一特等奖；

“宝钢超轻型钢制白车身（ＢＣＢ）开发与
应用”项目获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服

务型制造示范项目奖”。１０月２６日，在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第五届中国

年会暨第二届“拉姆·查兰管理实践

奖”颁奖活动上，获“改革开放 ４０年管
理实践特别奖”。

【规划编制】　宝钢股份组织编制公司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４年新一轮发展规划，并
从产品经营、成本削减、技术创新、服务

领先、智慧制造、城市钢厂、效率提升、

多基地协同制造等八个方面策划战略

业务子规划，及宝钢股份直属厂部、武

钢有限、湛江钢铁、梅钢公司、钢管条钢

事业部等５个钢铁经营单元规划。

【深化企业改革】　宝钢股份从组织体
制、运行机制、人力资源三个方面制定

深化改革举措以及瘦身健体、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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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措施，推进提质增效取得新成绩。

优化各制造基地职能机构配置，公司总

部及直属厂部减少９个分厂（车间、室）
级机构，精简比率达４４％。武钢有限
完成设备系统、推进制造系统集中一贯

管理改革，采购业务整体切换到采购中

心。湛江钢铁开展生产协力与后勤协

力整合，完成７２个项目商业模式转换，
３０个协力业务合同整合成１１个。梅钢
公司多元单元瘦身工作快速推进，部分

非核心业务实现社会化。年内，深化营

销、采购、研发集中统一管理，深化厂管

作业区体制变革，全年精简正式员工

５０８３人，劳动效率提升８３％。

宝钢指挥中心广场 摄影／刘继鸣

【加强宝武整合】　宝武集团整合５大
专项组和 １６个职能业务条线，年度任
务计划进度完成率１００％，里程碑进度

完成率１００％，实现宝武协同效益２７亿
元。武钢有限营业收入达 ７１６３６亿
元。宝武信息化整合按计划推进系统

移植覆盖任务。６月３０日，设备管理系
统、设备资财采购系统切换上线，制造

管理、成本、运输管理等系统于１０月３１
日、１２月３１日分两期切换上线，全年实
现经营管理层及制造管理层共 １８＋８
个系统的覆盖移植。

【开展成本削减】　宝钢股份以新三年
成本削减规划落地为导向，围绕 ２３亿
元挑战规划目标，推进全员全体系成本

削减，全年削减成本 ３８５亿元。以公
司职能管理为主线开展的多基地协同

项目，实现协同效益 ７０２亿元。公司
第一轮三年成本削减累计实现１９１６５
亿元，完成规划目标。

【探索多基地管理运

行模式】　宝钢股份
探索实践多制造基

地管理运行模式，明

确各基地定位与管

理关系。建立健全

符合多基地运行管

理要求的公司级管

理制度，发挥管理的

规范作用；开展多制

造基地管理模式及

集中一贯管理培训

宣贯，建立系列化培

训课程体系；建立多

制造基地管理运行

成熟度评估方案，开

展评估工作；组织召

开多制造基地管理

模式建设年度推进

会议，建立推进体制

和机制；组织编制多

制造基地管理模式

建设六年规划，在营

销、采 购、研 发、制

造、设备、能环、安全

等领域制订关键里

程碑 目 标 和 管 理

指标。

【提升企业制造能

力】　宝钢股份协同
提升冷轧汽车板、超

高强钢等重点产品

制造能力，确保合同

及时交付。直属厂部推进铁钢高效稳

定生产，炼钢产能创新高，９月—１２月
日均产能 １３６７炉，创近五年最好水
平。热轧板坯４００℃以上热送热装率达
４０％。武钢有限用户端月均抱怨件数
比上年减少 ４７％，合同完成率提升
２３％。湛江钢铁煤炭直进率、周转率等
指标创新高，钢种认证完成率１１５％，零
件认证完成率１４１％，汽车板等重点产
品制造能力明显提升，彩涂基板具备千

吨级以上批量稳定生产能力。梅钢公

司１４２项经济技术指标达标率７８％，刷
新率５８％，废次降发生率、现货发生率、
质量异议万元损失等指标均创历史最

高水平。多基地协同制造取得新进展，

全年建立 １７５项多基地制造管理指标
对标体系。武钢有限电镀锌汽车板、彩

涂板实现与直属厂部同品质生产，梅钢

公司实现与直属厂部同品质指数≥９５
分。高品质、低成本生产取得成效，连

铸年产能提升 １８万吨，在制品月均库
存降低２万吨，超高强钢成材率稳步提
升，用户端质量持续改善，合金优化、热

送热装、降低现货等成本削减工作完成

弹性目标的１３９％。

【推进科技创新】　宝钢股份坚持新产
品差异化发展道路，实现核心产品领先

竞争对手一代以上。超高强汽车板、薄

规格取向硅钢、高强度高精度磁轭钢、

非调质高强韧地质钻探管、饮料罐用覆

膜铁、双相不锈钢船用复合板、热轧双

面覆铝基板用钢等产品实现全球首发。

铸坯角横裂控制技术、热连轧变厚度轧

制工艺及技术、冷轧预氧化还原及内氧

化技术等１２项技术取得突破。技术研
发多基地协同创新模式基本形成，以

“互联网 ＋创新”推进宝武众研平台建
设，１０月３０日，宝武众研平台上线。推
进“金苹果”计划，开发２项全球首发产
品，１００余项业内领先的重点产品、工艺
和装备技术取得突破，申请发明专利

１９６项、国际专利３６项，新增直接经济
效益超过５亿元。牵头“高效率、低损
耗及特殊用途硅钢开发与应用”“高性

能超高强汽车用钢”等“十三 五”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６项，获国家拨款３５８０万元。

【加强市场营销】　宝钢股份全年销售
冷轧汽车板８７６万吨，保持５０％以上市
场占有率；出口冷轧汽车板７９万吨，销
售超高强钢 ４５８万吨，新能源汽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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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年订货量 ６万吨；销售无取向硅钢
２２６６７万吨，市场占有率保持第一；直
属厂部销售取向硅钢３５１７万吨，武钢
有限取向硅钢库存实现历史最低；厚板

产品扭转多年亏损局面，实现毛利

２０１８亿元；热轧热处理产品实现销售
７５万吨，比上年增长８２９％。同质化
产品销售创新取得新进展，交货期较常

规期货合同缩短５０％—６０％；非汽车冷
轧产品大量使用网上直销模式，实现当

期产销平衡。加大境外市场拓展，碳钢

产品签约量 ３９８万吨。举办第四届宝
钢汽车板ＥＶＩ（供应商先期介入）论坛、
第三届宝钢取向硅钢 ＥＶＩ大会，首次举
办酸洗产品ＥＶＩ专题研讨会。

一号高炉大修纪念广场 摄影／刘继鸣

【推进智慧制造】　宝钢股份启动智能
装备类项目 １０４个、智能工厂项目 ８
个、智能互联项目８个、信息技术（ＩＴ）
基础变革项目 ２个。直属厂部自主集
成建设的全球首套大型高炉控制中心

建成启用，实现对４座高炉的集中化操
作控制和生产管理，并可对其他基地高

炉进行远程技术支持；启动热轧 １５８０
智能车间第二阶段建设任务；启动

Ｃ００８冷轧智能车间试点示范建设；完
成炼钢三号连铸机智能化改造，实现连

铸工序保护渣添加、中间包测温取样等

的机器人自动化作业；占地逾６万平方
米、国内面积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

钢制品无人化仓库投运。武钢有限完

成四炼钢连铸机离线值守、无人化浇钢

改造，自动化程度到达国内先进水平。

湛江钢铁实现一期、二期原料场全部堆

取料机无人化操作，１５５０冷轧轧后库５
台行车、成品库 １０台行车全部无人化
运行。梅钢公司在炼钢厂投运全国第

一台智能化热态熔融金属吊，实现自动

巡航。

【推进城市钢厂建设】　宝钢股份从
“排放地图”过程管理、固体废弃物零出

厂、厂容环境改善等方面推进城市钢厂

建设，主要环保指标实绩持续改善，重

点污染源在线排放１００％过程达标，全
年无重大环境风险事件。直属厂部实

现全面污染源在线监测及预警，实施首

届进博会期间空气保障管控方案，启动

实施转底炉、滩涂整治、焚烧提效等一

系列项目；完成厂区生态绿化建设面积

２５万平方米，新增绿化面积１５万平方
米，炼铁西区环境得到改善。武钢有限

落实环保快速整改资金２１亿元，完成

环保整改 ８０项；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率由９６５％提高到９９０２％，返生产利
用率由 １４７０％提高到 １８３８％；厂区
大气降尘量比上年下降１３０６％。湛江
钢铁完成一号高炉、二号高炉系统竣工

环保验收，三号高炉系统项目环评报告

通过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的专家评

审，完成国家新排污许可证申办，通过

首次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入选“中国钢

铁工业清洁生产环境友好企业”，被中

国钢铁工业协会绿化委员会评为“全国

冶金绿化先进单位”。梅钢公司在国

家、江苏省督查回头看、南京市驻点检

查等１２２次各类检查中未发生一起环
保处罚事件。推动水污染防治，以“河

长制”工作体制强化执法监督机制；污

染物综合减排率比上年下降 ２０９３％，
危险废弃物返生产利用率达到９８７％。

【开展人才培养】　宝钢股份分层分类
推进人才培养工作，举办宝钢股份党的

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班暨战略管理高

级研修班，开展“集中一贯制管理专题

实战研修”“宝钢股份行动学习教练认

证”“管理者智慧制造主题海外短期研

修”等项目，推进“多基地制造能力提

升”主题实战联合演练，共 ３００余名管
理者参加。２００余名管理者参加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培训班、高级经理培训班、

新经理人培训班及中国大连高级经理

学院培训项目。开展 ８期“金苹果”团

队研修、１０期十佳（ＴＯＰ１０）主题研修、５
期“走近大师”专题讲座。策划宝钢—

昆士兰大学联合培养项目，推进“双元

制”企校合作，开展“金蓝领”“银蓝领”

研修班及“未来工匠训练营”，共１３０余
人参加。出台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指导

意见，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增强薪酬

激励牵引作用，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第

三批解锁，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

的１０００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新任职
的７６名核心骨干。

【推进提质增效】　宝钢股份推进子公
司法人压减，年内压减 ５户，参股公司
瘦身８户。推进亏损子公司扭亏增盈，
年末亏损户数１０户，比上年下降４７％。
落实“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气和

物业管理）分离移交、市政设施移交及

医疗机构改革等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

工作，武钢有限、梅钢公司、黄石公司等

年内完成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各项

任务。

【安全管理】　宝钢股份开展重大安全
生产事故隐患排查，实施液态熔融金属、

冶金煤加强气及高处作业、人机结合作

业、有限空间作业等专项整治，深化安全

检查与隐患排查、全员岗位安全风险辨

识（描述）与应对、推进协力安全、重点

区域、领域安全督导等工作，全年未发生

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孙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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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设计院）

【概况】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宝钢工程”）是中国宝武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 ２８２亿元。
宝钢工程前身为成立于１９９９年８月的
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金６３４亿元）。２００９年８月，宝钢集团
为整合宝钢内工程技术业务和资源形

成产业优势，成立宝钢工程技术委员

会；１２月，原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更名为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６日，宝钢工程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揭牌成立。２０１６年５月４日，
宝钢集团组建宝钢设计院，与宝钢工程

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方式运作。

１２月，中国宝武集团联合重组后更名为
中国宝武设计院。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３０日，
宝钢工程收购新疆钢铁设计院有限责

任公司５１％股份，整合优势资源，加强
业务协同。宝钢工程拥有宝钢钢构有

限公司（简称“宝钢钢构”）、上海宝钢

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简称“宝钢建

筑”）、工程技术事业本部（包含上海宝

钢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宝钢轧辊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宝钢轧

辊”）、上海宝钢铸造有限公司（简称

“宝钢铸造”）、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简称“宝钢技术”）、上海宝

华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委托管理，简称

“宝华招标”）、上海宝钢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简称“宝钢咨询”）、苏州大方特

种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苏州大

方”）、新疆钢铁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等

１０多家子公司。经过资源整合，宝钢工
程具有国家颁发的 ２０多项公司资质，
服务涵盖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工程

咨询、工程设计、工程招标、工程监理、

成套设备制造、施工管理、运行维护、检

修检测等，领域涉及冶金工程、城市钢

厂建设、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智慧制造、

智慧服务等。２０１８年，宝钢工程实现营
业收入 ７２１７亿元，比上年增加 ４４６
亿元。２月５日，宝钢工程中标越南和
发铁路运输系统项目。该项目为宝钢

工程在越南成套输出工业铁路技术装

配的第二大单。７月９日，由宝钢工程
“宝钢机械除鳞技术团队”总包集成的

安徽宝钢钢材配送有限公司机械除磷

技术（ＢＭＤ）纵切线进入项目总结阶段，
该项目为宝钢机械除鳞技术团队首个

商业推广项目。１１月２日，宝钢建筑随
中国第３５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启程，参
与南极伊丽莎白公主地内陆夏季考察

站（泰山站）站区建筑工程（二期）项目

建设。１１月２３日，宝钢工程签约印度
塔塔钢铁公司新建炼钢系统滚筒渣处

理项目，该项目是宝钢工程开拓印度市

场以来签订的单笔金额最大的供货合

同。年内，吉志勇获“全国技术能手”称

号，巢平源获“上海市技术能手”称号。

【形成设计院工作新格局】　宝钢工程
年内配合编制《中国宝武钢铁制造业发

展总体规划纲要》和不锈钢冷轧发展规

划，配合宝钢股份完成《城市钢厂能源

环保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４）》编制。完成梅
钢公司新建超厚规格酸洗机组可行性

研究、二冷轧规划方案，湛江钢铁三号

高炉系统工程可行性研究及总体设计，

８４１

钢铁业



韶关钢铁电炉短流程示范项目、高三线

项目可行性研究及总体设计，推进宝钢

股份５５项技术改造项目。协助中国宝
武推进“一带一路”优势产能国际合作

项目，配合八一钢铁编制巴基斯坦瓜达

尔钢铁基地可行性研究方案，完成智利

太平洋钢铁公司（ＣＡＰ）项目的实地勘
察、预可行性研究方案编制及审查工

作。完成智能化微型网络钢厂总体规

划和技术方案，持续推进薄带连铸技术

商业化工作。

【服务重点项目】　宝钢工程为中国宝
武、河钢集团、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公

司等提供全生命周期智慧解决方案，承

接一批符合公司战略要求的重点项目。

工程技术事业本部相继完成宝钢股份直

属厂部取向硅钢高温退火环形炉项目，

武汉钢铁九号焦炉、以建筑—拥有—转

让的商业模式承接十号焦炉烟气脱硫脱

硝ＢＯＴ项目，宝钢股份直属厂部硅钢四
期工程脱碳退火机组（ＤＣＬ）和热拉伸平
整机组（ＦＣＬ）两大机组设计和安装调
试。推进湛江钢铁超高强钢项目建设，

签约河钢集团乐亭钢铁有限公司 ＬＦ钢
包精炼炉、煤气柜、检化验及水处理系列

项目，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钢

铁基地项目焦化焦炉煤气净化工程，武

钢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钢渣二次处理

项目等。宝钢技术完成宝钢股份直属厂

部系列大型年修、定修，冷轧 Ｃ５１２废气
烟囱、电厂零号机组抢修，湛江钢铁厚板

大电机、炼钢大包回转台抢修，武钢有限

冷轧飞剪抢修等任务。宝钢钢构完成恒

力石化（大连）公司钢结构制作项目，签

订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乙烯及炼油改

扩建工程钢结构制作项目框架协议，订

单金额６亿元。宝钢建筑签订南极泰山
站站区建筑二期工程合同，支持国家极

地科考事业。宝钢轧辊提升国际化能

力，在全球前５０强钢铁企业的销售占比
增长到７７％，连续５年获评德国蒂森克
虏伯公司Ａ类供应商。

【推进智慧制造工作】　宝钢工程整体
策划智慧制造工作，制定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０
年三年行动计划，推进智慧制造项目落

地。１２月５日，宝钢工程智慧制造创管

中心揭牌成立。工程技术事业本部自主

研制连铸浇钢机器人、全自动堆垛机等

智能装备，完成宝钢股份炼铁厂四炼焦

自动化改造目标，持续推广建筑信息模

型技术（ＢＩＭ）的运用。宝钢技术完成宝
钢股份直属厂部、湛江钢铁１０余条产线
数据接入智慧运维平台，１０余个智能模
型植入平台运行。宝钢建筑将增强现实

技术（ＡＲ）、虚拟现实技术（ＶＲ）等新技
术应用于热轧排除故障及冶金煤气操

作。宝钢轧辊在宁波宝新实现轧辊制

造、使用、磨削、循环再生的数据集成。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宝钢工程出台
《宝钢工程人才队伍建设方案（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提出高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
项目经理三支队伍建设总体目标、实施

路径和具体举措。通过实施技术交流、

项目实战、师徒带教等举措强化人才队

伍建设，２人获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协
会“勘察设计之星”“勘察设计工匠”称

号，１人获第十届国际发明展金奖；高技
能人才数量占比提升 ５１％；新增持证
项目经理１４人。 （赵　莹）

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含托管单位）

名　称 地　址 注册资金 主要经营范围 控股比例
在岗员工

（人）

宝钢钢构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宝杨路

２００１号
３２０００万元

设计、制造、安装各种钢结构，销售自产产品；承包境外钢结构工程和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机电产品（除专项规定）制造、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停

车场（库）的投资建设、研发、设计、施工、咨询、经营管理；停车场（库）配

套设备的生产、经营、销售；自动化工程、智能化系统的管理；在计算机科

技领域内从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１００％ １１８

上海宝钢建筑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同济路

９９９号１３号楼
３００００万元

建筑工程设计、咨询和总承包；房地产开发；建材及五金销售、安装；建筑

工程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建筑装饰；从事货物进出

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１００％ ８３

上海宝钢铸造有限

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宝钢股

份厂区纬一路经五路

路口

４４９８．６万元 冷却壁、钢锭模铸件及铸管件 １００％ ６９

宝钢轧辊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新冶路

４１号
２９６９２．５万元 高精度冷轧工作辊制造 １００％ ４０９

常州宝菱重工机械

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新冶路

４１号
７３００万美元 现代冶金装备、备件及制管工具制造 ４６．３２１％ １０７２

上海宝钢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克山路

５５０弄８号楼
１０００万元 工程监理、设备监理、信息监理 ３０％ １５０

上海宝华国际招标

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克山路

５５０弄８号楼
１０００万元 招标代理及咨询

中国宝武

全资公司

（托管）

５６

上海宝钢工业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同济路

３５２１号
３０５６．０７万元

状态把握与设备管理、环境监测、炉窑与节能技术、品质检验、设备备件

制造、设备维修工程、起重运输服务、轧辊技术
１００％ ２９６３

苏州大方特种车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

浒关工业园浒杨路

７１号
１１１００万元

设计、制造液压动力平板运输车、模块式液压全挂车、半挂车、轮胎式提

梁机以及其它重型特种运输设备
５１％ １６４

９４１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续表）

名　称 地　址 注册资金 主要经营范围 控股比例
在岗员工

（人）

新疆钢铁设计院有

限责任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八

一路５７８号
５００万元

工程咨询、城乡规划编制、工程设计、对外承包工程，特种设备（压力管

道）设计；测绘；房屋租赁；安全标准化咨询、安全咨询、安全顾问；能源、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评估

５１％ ５４

常州宝钢冶金机械

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新冶路

４１号
１１８０６．１万元 厂房、设备及房屋租赁 １００％ ２

宝钢苏冶重工有限

公司

苏州高新区浒关镇永

安路１２２号
１９３７４．７万元

冶炼和轧制设备、工艺处理线设备、节能环保设备、齿轮传动设备、机械

成套设备及其备件的设计研发、制造、安装和维修；动力平板运输车、高

铁运架设备和港口机械设备、特种工程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安装、维

修及租赁；技术咨询服务，房屋及设备租赁；建筑安装工程

１００％ ８

（赵　莹）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概况】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宝钢发展”）是中国宝武集团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３００４亿元。前身为１９８６
年９月成立的宝钢总厂企业开发总公
司，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组建“宝钢发展有限公
司”。宝钢发展设职能（业务）部门 １０
个，下设宝钢发展有限公司园区设施技

术服务分公司（简称“技术服务分公

司”）、宝钢集团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简称“宝钢国旅”）、宝钢发展有限公

司上海置业分公司（简称“置业公司”）、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职业健康公司（简称

“职业健康公司”）、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餐饮管理分公司（简称“餐饮管理公

司”）、上海丰宝综合经营有限公司（简

称“丰宝公司”）和宝钢发展有限公司制

造服务事业部（简称“制造服务事业

部”）７个业务单元。至２０１８年底，在册
员工 ５６１４人，其中在岗员工 ２９９０人。
宝钢发展业务归属于中国宝武城市新产

业板块，主要业务包括产业园区投资和

开发、不动产运营、园区设施技术服务等

相关城市服务业。宝钢发展以“超越自

我、跑赢大盘、追求卓越”为工作目标，以

“引领存量土地资源价值创造，激发城市

更新活力，成为国内优秀产业园区开发

运营服务商”为愿景，以“助力钢企与城

市融合，持续提升城市服务品质”为使

命，确立“聚焦园区开发和运营，构建完

善的不动产运营服务体系，搭建具有专

业技术服务核心能力的配套服务平台，

成为全生命周期园区开发运营服务商”

的战 略 定 位。宝 钢 发 展 在 新 一 轮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发展规划》中将加快产业
园的拓展和建设力度，盘活存量土地资

源，实现增量价值，通过多个标杆项目建

设，逐步成为城市更新的实施者和引领

者；形成产业园区运营服务核心能力，通

过专业化、品牌化管理，实现不动产资产

保值增值，成为中国宝武优秀的不动产

运营商之一。对聚焦和整合现有业务，

搭建具有专业技术服务核心能力的配套

服务平台，通过专业化、系统化集成服

务，提升不动产资源价值和品质。２０１８
年，宝钢发展实现营业收入２５２３亿元，
报表利润实现７５４４万元，集团公司考核
利润实现２０７亿元，经济增加值（ＥＶＡ）
完成１４１３万元，资产总额 ６６１４亿元。
４月２日，宝钢发展有限公司总部机关
由宝山宾馆南楼搬迁至宝山区克山路

５５０弄８号（果园商务楼）办公。７月６
日，举行纪念建党９７周年表彰暨党代表
会议。

【调整优化组织机构】　４月，宝钢发展
制造服务事业部调整下属人力资源中心

组织机构，撤销离岗人员管理一部、离岗

人员管理二部，成立离岗人员管理部。５
月，成立宝钢发展有限公司广粤路项目

组、长者辅具及用品租售业务部。７月，
设立宝钢发展有限公司常熟分公司，并

委托上海宝钢源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

行管理，开展中国宝武常熟领导力中心

的经营管理工作。同月，成立宝钢发展

有限公司绿化管理部，划入上海宝钢生

态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所有业务。９月，
成立宝钢发展有限公司湄浦路项目组。

１０月，配合宝钢股份公司完成上海宝山
基地１２所食堂市场化移交工作。同月，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餐饮管理分公司适时

调整所属组织机构，下设采购供应中心、

内部供餐中心、外部供餐中心和客户服

务中心。１１月，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
市政、社区管理职能与“三供一业”（供

水、供电、供热或供气及物业管理）分离

移交的相关要求，为全面完成中国宝武

上海地区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

移交工作，无偿划转上海源康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股权。宝钢发展有限公司汽车

公司与上海宝钢工贸有限公司（上海宝

钢新事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业务整合

和内部重组，提升上海丰宝综合经营有

限公司为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直属业务单

元，宝钢发展有限公司汽车公司划转上

海丰宝综合经营有限公司进行管理，上

海宝钢工贸有限公司（上海宝钢新事业

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上海丰宝综合经营

有限公司进行管理。上海丰宝综合经营

有限公司下设综合管理部（党群工作

部）、经营财务部两个职能部门，下设宝

钢发展汽车公司、上海汽车检测修复有

限公司、上海申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

海宝钢工贸有限公司（上海宝钢新事业

发展有限公司）、液压软管厂、油品经营

部、设备经营部、业务管理部、专项管理

组。绿化管理部由宝钢发展制造服务事

业部进行管理，不再由宝钢发展有限公

司直接管理。１２月，组建宝钢发展有限
公司园区设施技术服务分公司，原上海

宝钢源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宅物业

部除外）的所有业务划入、组织机构平

移。同月，宝钢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置业

分公司实施组织机构和职责调整，运营

改善部调整为运营改善部（安全环保

部），新设招商研策中心作为业务部门。

１２月２１日，根据中国宝武产成品智慧物
流服务体系策划方案，宝钢发展有限公

司将宝钢物流（江苏）有限公司委托欧

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管理，签订《宝

钢物流（江苏）有限公司委托管理协

议》，明确托管日起由欧冶云商股份有限

公司对其日常管理全面负责。至年底，

上海宝钢物流有限公司不再由宝钢发展

有限公司直接进行管理，委托宝钢发展

有限公司制造服务事业部进行管理。

【完成商业计划书各项任务】　宝钢发展
主要经营指标中，全年营业收入、报表利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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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考核利润、ＥＶＡ完成等均实现正数目
标，经营性净现金流按剔除支付往年计提

的辞退福利口径计算，实现“实得大于应

得”目标，资源资产转化率完成目标的

１０９％，存量资产租金收入完成目标的
１０１％。对照集团公司三年任期经营目标
责任指标，“跑赢大盘”的目标增幅达到

２５４２％，“超越自我”的目标增幅达到
５３１９％。重点管控指标中，存货总量和
一年期以上集团外应收账款总额得到有

效控制，净有息负债和资产负债率处于合

理区间，亏损子公司户数为零，全面完成

“法人压减”和“参股瘦身”任务。坚持向

管理要效益，深化以“掘金行动”为主题

的降本增效劳动竞赛，坚持全员参与、全

过程项目化的推进思路，全年合计实现降

本增效５６４６万元。深化人事效率提升工
作，通过劳动合同终止、对外借用支撑、新

业务拓展、协力业务回归等措施，为公司

增收节支逾１１亿元。加大不良债权清
理力度，全年回笼资金３４３５万元。

【改善经营管理】　宝钢发展制造服务
事业部接收绿化管理部业务，托管上海

宝钢物流有限公司，实现减亏近 ３０００
万元。落实不锈钢区域停产后员工安

置工作，确保队伍稳定，上海丰宝综合

经营有限公司在基本完成对上海宝钢

工贸有限公司整合基础上，推进高风险

以及竞争力不强业务的清理、退出，配

合推进广粤路项目前期拆违及停车场

搬迁工作，有效落实人事效率提升和协

力人员精简。餐饮管理分公司配合宝

钢股份供餐改革，在市场份额缩减的不

利条件下深挖潜力、改善经营，实现突

破预期的利润水平。职业健康公司优

化激励机制，逐步解决医疗人员补充困

难问题。上海置业分公司在解决宝乐

汇历史遗留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宝

乐汇取得上海市不动产权证；落实公司

不动产集中管理优化工作，编制完成

《不动产租赁实施细则》《不动产租赁

标准化手册》《出租场所安全、环保管理

规范》等基本制度。园区设施技术服务

分公司平稳完成源康物业公司无偿划

转和住宅物业业务移交工作。常熟领

导力中心经营管理实现平稳过渡。宝

钢股份空调、消防维护业务故障率实现

较大幅度下降，生产服务受到甲方肯

定。宝钢集团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开发针对内部市场的团建旅游产品，

同时依托社会平台开拓外部市场，严控

成本，精简冗员，年内实现扭亏目标。

【明确产业园区开发运营定位】　宝钢
发展通过业务与资产分析，提出“把宝钢

发展培育成国内优秀的产业园区开发运

营服务商”战略愿景，宝钢发展《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发展规划》定位更加精准，目标更
加明晰，业务更加聚焦。年中，集团公司

又将罗泾中厚板地块转型开发责任委以

宝钢发展，坚定公司战略信心。宝钢发

展将深度聚焦园区投资开发、园区运营

管理服务和园区设施技术服务三大核心

业务，以“房东＋股东”的模式实施项目
开发建设，以“专家 ＋管家”的模式深化
园区运营与技术服务。

【初步形成业务架构】　宝钢发展对下
属业务单元按照“聚焦业务”与“存量业

务”进行分类，将与公司发展高度相关的

业务单元归类于“聚焦业务”，将有待改

革转型调整的业务单元归类为“存量业

务”，并明确各自的定位。年内组建广粤

路项目组、湄浦路项目组和罗泾项目组，

专业从事园区开发建设，将存量不动产

管理集中至宝钢发展上海置业分公司，

编制不动产管理标准化手册，为园区运

营管理服务业务进行资源整合和能力建

设。组建园区设施技术服务分公司，聚

焦园区技术服务业务，培育专业技术能

力。至年底，宝钢发展直接管理的业务

单元由１０家下降至７家，基于战略的业
务架构初步形成。

【落实重大项目建设】　宝钢发展逐一
落实重大项目安排。广粤路租赁住宅项

目是公司转型的标志性起步项目，其规

划及长投、固投计划分别获批，项目公司

组建完成并召开首次股东会与董事会，

土地收储及受让工作进展顺利。湄浦路

北块３６１弄宝山智慧制造产业研发总部
园区项目完成概念方案设计，总建筑面

积约１０５万平方米，并与上海宝信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共建产业研发总部园

区协议。湄浦路南块３６０号租赁住宅及
老年公寓项目概念设计方案初步完成，

总建筑面积约２０万平方米，年内进入深
化研究阶段。罗泾产业园开发项目总面

积达２８２平方千米，项目意义重大，年
内就项目定位与规划向上海市、宝山区

两级有关部门展开咨询，并就运营模式

等内容与宝钢股份公司进行对接研究。

【推进存量资产盘活】　宝钢发展存量
资产盘活增值工作朝着“资产更增值”

方向推进。９月，友谊路１６０号地块改造

工程按节点完工，招租工作进展顺利，入

驻业态以教育机构、青年公寓为主，该项

目地处淞宝地区核心地段，价值增值空

间大。宝林路４５８号地块改造工程按计
划推进，该项目定位为青年创意社区，采

用与租户合作模式进行开发及日后运

营，资产升级效果显著。平稳推进宝杨

路８８９号地块业态调整工作。位于浦东
新区的上海碧云钻石酒店公寓着力扩大

市场覆盖面和影响力，通过提升出租率

实现经营扭亏。杨浦区通北路８９７号等
地块租赁户清场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为业态调整腾出空间。位于苏州市光福

园中苑项目完成周边市场与业态需求调

研，招商工作正式启动。

【探索老龄事业发展】　宝钢发展成立
长者辅具及用品租售业务部，组织参展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

博览会，与市区两级民政部门开展合作，

获得由政府补贴的长者康复辅助器具社

区租赁项目合同，并在上海及浙江嘉善

等地开设６家长者辅具及用品租售体验
店。１０月１９日，宝钢发展与宝山区老龄
委以“营造敬老爱老社会氛围，纪念改革

开放４０周年”为主题，共同举办大型户
外公益活动。

【完成企业办社区职能剥离】　宝钢发
展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和集团公司统一部

署，推进国有企业办社区职能剥离和职

工家属区“三供一业”物业管理分离移

交工作，各项改革均按节点要求得到落

实。５月３０日，完成生活垃圾清运处置
管理职能移交。７月 ４日，完成宝泉雨
水泵站现场移交。１１月３０日，签订《上
海源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

协议》《中国宝武上海地区职工家属区

物业管理职能移交协议》。１２月 ７日，
锁定资产移交明细。１２月３１日，平稳交
接１９个小区２３个物业项目１４９万平方
米２１６４２户物业管理职能，管理权、股
权、资产权属一次性完成移交，共有 ２９
名员工转型至上海宝房集团。

【推进法人压减工作】　宝钢发展完成
法人压减５户，超额完成１户。制定参
股公司三年退出计划，明确年内瘦身目

标，通过多地走访沟通，争取合资方理解

支持，共完成 ６户参股公司股权退出。
宝钢发展获２０１８年度集团公司“治压”
工作卓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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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业务结构】　宝钢发展继续对业
务形态进行分析，加速退出高风险、低效

率与缺乏竞争力的业务。下属各单位在

确保员工队伍与客户关系稳定前提下，

制定业务退出时间表，开展重大事项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年内实现纯贸易性油

品业务、汽车检测业务、事故车违法车拖

车业务退出。同时，配合宝钢股份推进

生活后勤领域改革，退出部分绿化业务

及１１所厂内食堂供餐业务。

【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宝钢发展编制
形成人力资源发展规划，明确到规划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期末“在岗人数控
制在２３００人以内，聚焦业务人才总量达
到５００人以上，实现从存量业务向聚焦
业务转型转岗７００人”的控制指标。实
施核心人才培养，年内与宝武管理学院

合作开办经营管理训练营，选拔２２名平
均年龄３８岁的学员，采取系统授课和实
战演练相结合方式开展培训。制定年度

人事效率提升目标方案，按“一企一策”

原则将指标进行责任分解，纳入各单位

年度商业计划书及组织绩效考核。全年

效率提升４４４人，提升率达到１３％，超额
完成集团下达的８％工作指标。年末在

岗员工２９９０人，实现“破３进 ２”目标，
并提前一年实现“三年净减１０００人”提
升要求。制定《对外借用支撑管理办

法》，开发外部岗位，全年累计借用支撑

员工１３１人，其中３７名员工通过试用期
考核正式为对方单位录用。借助集团平

台组织员工参与杨浦、宝山、虹口等区的

居委会党组织书记和社区工作者定向招

聘工作，报名人数近２００人，２５人成功实
现转型。优化内部人力资源配置，通过

培训转岗促使存量人力资源向新业务与

协力岗位转移，全年共计完成员工内部

转岗转型２９７人。

【优化运营管控方式】　宝钢发展共完
成２７７４项低效无效资产处置，实现净收
益５０１万元。加强资金与银行账户管
理，开展银行账户清理工作。全年通过

减资和利润分配，归集资金４５２亿元，
委贷规模从年初的 ４３７亿元下降至
０５１亿元，减少３８６亿元；银行账户从
年初的 １５１户下降到 １２６户，减少 ２５
户，僵尸账户基本清理完毕。加大风险

防范管理，面向全体经营管理者开展集

团公司《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

法》宣贯解读。发挥审计风险防范作用，

开展经济责任审计、投资审计和管理审

计，全年累计实施审计项目２６个，共发
现问题２１３项，大部分问题于年内得到
整改。试点个性化激励管理，针对部分

承担重点工作任务的业务单元和项目

组，下达单项商业计划目标，试点制定个

性化激励方案。年内分别对广粤路项目

组实行重大项目节点目标提前完成奖

励，对江苏物流、宝乐汇、碧云钻石公寓

等业务实行营收利润超额提成奖励，对

宝钢集团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实行

扭亏专项奖励。强化安全环保管理，坚

持以“深化体系、压实责任、强基固本、事

故为零”为工作主线。试点推进环保重

点区域、部位“点长制”，强化环保责任

落实。开展基础管理工作现场巡检和专

项检查，共查出问题５３１项，现场立即整
改３１３项，后续整改 ２１８项。以落实重
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和突出信

访积案梳理整治专项行动为重点，优化

稳定风险管理。全年共对９个改革调整
事项进行稳定风险评估评审，公司内控

３件积案成功化解结案 １件，无集团挂
号Ｃ类及以上矛盾。年内共办理信访事
项４４件６３批次７２人次，缓解、化解率
达到１００％。 （施　政　陈云霞）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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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与口岸管理
■编辑　郭莹吉

港务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张华浜分公司（以下简称

“张华浜分公司”）码头泊位总长 １２８３
米，有６个２万吨级顺岸式码头的深水
泊位，码头占地５３１万平方米，堆场面
积２５２万平方米，拥有装卸机械 ２０４
台。全年完成件杂货吞吐量 ６５９７４万
吨，完成件杂货接卸量 ４９１８６万吨；完
成内贸集装箱作业量４６１９万 ＴＥＵ，内
贸箱吞吐量８４０１７万吨。完成总收入
３９３亿元，实现利润总额２４１２万元。安
全质量基本稳定，未发生有责重大、大

事故。

张华浜分公司围绕“四双”策略，即

双升（双 ＫＰＩ指标提升１０％）、双增（存
量份额及增量份额增长）、双优（优化结

构与优质服务）、双赢（公司与客户双

赢），谋划好“三个”营销（营销船公司、

营销大客户、营销大项目）重点。注重提

升服务水平，突出重点客户，打造精品项

目。制定２０１８年ＶＩＰ客户名单，提供个
性化服务，营造“客户至上”的环境氛

围。服务好公司重点项目货源，安排专

人负责，召开船前会，落实好货物进栈集

并和装船各个环节。加强与固定班轮船

公司合作，对近洋航线船舶动态重点关

注。加强客户服务监督力度，履行各项

对外服务承诺，搭建与客户动态交流机

制，组织召开各类客户座谈会，加强沟通

协调，对收集的意见建议及时进行整改，

凸显公司“服务一流”的品牌效应。针

对船舶到港不平衡、泊位堆场、劳动力等

资源阶段性紧张、“进博会”期间外围航

道管制影响等生产特点，狠抓各类计划

兑现率，合理编制船舶计划，精益化组织

生产，科学布置作业工艺，提高昼夜及工

班作业效率。狠抓生产会布置要求的现

场落实，重点关注“四个一小时”（在作

业时间上，查交接班前后一小时，饭前、

饭后一小时）、重点船、重点舱作业要求，

统一指挥，令行禁止，确保船期兑现率。

加强与宜东分公司沟通协调，解决超重

箱作业问题，做到人员配置到位、机械设

备保障到位、生产组织到位、安全管理到

位，保证内贸集装箱作业顺畅，完成年度

任务目标。

张华浜分公司年初与各部门签订

《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书》，与全体员工签

订《安全生产承诺书》，明确安全管理的

职责与义务，逐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加强对外来人员、车辆进入港区作业及

各类现场安全隐患的管控力度，规范绑

扎公司进港作业安全管理，开展打击假

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行动，开展

安全生产“奋战１２０天”活动，加强对作
业工人、司机的宣传教育和提醒督促，切

实做到按章指挥、规范操作，杜绝多头指

挥、野蛮操作，坚决守住全年安全底线。

针对现场生产特点，修订完善《安全生产

责任考核实施办法》及《安全质量事故

考核办法》，经职代会表决通过并实施。

先后修订下发《关于加强夜间现场各级

管理人员上岗定位工作的若干规定》等

多项安全工作要求和规定，注重抓好各

部门落实情况的检查、监督，持续跟踪，

实现有效管控。“进博会”期间，做好港

口安保工作。根据上海市、集团相关要

求，制定各项安保、安全工作方案措施，

开展领导带班值班工作，确保“进博会”

期间生产、安全、安保有序进行。“华军

装卸机械维修创新工作室”获评上海市

职工创新工作室。

张华浜分公司自９月起，实施两边
码头水平机械保养、张华浜码头集卡维

修的社会化承包。发挥６个巡检小组作
用，从源头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到

防微杜渐，降低故障概率，降低维修成

本。坚持设备管理与使用部门沟通协调

机制，共同做好各类设备设施的“管、用、

养、修”，确保安全运行。严把成本管控

关，成本预算责任中心针对每一项成本

项目进行细化分解，落实到责任人，逐级

签订成本考核责任书，有效控制全年维

修成本。制定区域用电管理办法，对超

出月度用电考核指标的责任部门进行考

核，耗电量比上年下降７５％。重视科技
创新，听取生产一线作业人员需求，开发

１套件杂货装卸工艺实训系统，以计算
机及手机多媒体应用形式，提升员工现

场装卸工艺能力。加强计算机信息化建

设，完成生产管控 ＢＴＯＰＳ２０系统升级，
配合集团做好人事、工程、财务等３个管
理系统的上线试运行工作。

张华浜分公司修订《公司基本薪酬

制度办法》《公司月度绩效考核办法》

《公司员工岗位与技能职称聘任办法》

等三项制度，提交职代会表决通过。制

定全年教育培训计划，举办为期５天的
三年退休继任者、党务工作者、主管及以

上人员培训班，组织实施公司“一专多

能”司机加考，并做好新手培训工作。全

年梳理２３９项制度，新制定１５项重点岗
位工作流程及作业指导书，修订１０项应
急预案，并对专项机构进行调整，提升现

行管理制度的实用性和准确性。根据经

营管理要求，制定《内贸集装箱作业成本

核算管理办法》《公务交通补贴报销管

理办法》，修订《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管理

办法》等财务制度。将全面预算管理作

为年度重点工作，明确预算组织架构，确

定预算编制表式和编制标准。按照集团

要求，推进金蝶预算管理控制系统上线

运行。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确保资金尽

快回笼，保证公司资金安全。

张华浜公司依托“吴斌重大件装卸

创新工作室”和“华军装卸机械维修创

新工作室”为平台，加大关键岗位人才培

养力度，推动沃尔沃发动机装配调试培

训和装卸机械快速维修查询系统扩展等

项目。全年组织立功竞赛参与人数４１８３

３５１



人次，合计发放立功竞赛奖励１９１３万
元。公司三支党工团突击队突击完成

“瑞景”轮、“奥泰”轮、“含仁”轮等关键

艘次装卸作业。 （黄伊文）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罗泾分公司（以下简称“罗泾分

公司”）设计年吞吐能力８６０万吨，码头
泊位总长２４６０米，有６个３万吨至７万
吨级栈桥式码头的深水泊位，码头前沿水

深－１３５米，另有１１座１万吨到２万吨
级水水中转泊位，码头陆域面积６８６９万
平方米。整个码头通过 １号引桥（宽
３２４米）、２号引桥（宽２５米）、３号引桥
（宽４０４米）和３７１８万平方米堆场、５９
万平方米５座仓库连成一体。全年完成
货物吞吐量１５７２６８万吨，比上年增长
７５３％，预算完成率１０６２６％，比上年增
长 ５９８％。其 中：完 成 外 贸 接 卸 量
５７４５４万吨，增长１６２７％；完成内贸接
卸量６６０５６万吨，减少６２３％。完成营
业收入４７４４９７８万元，增长１１６４％，预
算完成率１０３９４％。其中：完成主营收
入４４３７１２万元，增长１２８３％；完成其他
业务收入３０７８５８万元，减少３１２％。成
本费用支出４４１２６４８万元，增长８４６％。
实现利润２８０８０８万元，增长１３６３５％，
预算完成率２００５８％。安全质量基本稳
定，未发生有责重大、大事故。

罗泾分公司多次走访安徽、南京、大

连、武汉、常州、北京等省市，特别加大对

南美纸浆市场营销，集团领导亲赴南美

洽淡纸浆业务并取得实质性进展，进口

纸浆业务取得较大突破，全年达到６０２６
万吨，比上年增长１３１８４％。成立市场
营销部纸浆经营监管室，对业务全过程

实施监督和控制，公司高费率高附加值

货种持续走高。全年签定各类装卸合同

１８３个，装卸进出口设备１５７万吨，比上
年增长４５６％，其中国家“一带一路”关
丹、文莱项目全年共完成５３万吨１３２万
立方米，每月出口设备作业量基本保持

在１０万吨以上。组织参与“上海国际件
杂货运输展览会”和“２０１８年中国国际
纸浆大会”，召开上港集团罗泾分公司纸

浆业务推介会，利用平台资源积极捕捉

货源信息，听取客户意见和建议，扩大公

司影响力和知名度。召开 ２０１８年度客
户恳谈会，与２００余家船公司、贸易商、
货主和代理深化业务合作。

罗泾分公司坚持“外抓市场、内抓现

场”，克服台风多且风力强、船舶集中到

港、劳动力阶段性紧张等不利因素，强化

以计划为中心的精益化生产组织管理，

重视抓生产衔接，抓交接班时间，抓工班

效率，集中力量抓好重点船舶和货物的

快装快卸，确保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提

升。合理优化资源配置，撤销机械队、门

机队建制，成立机械运行部，发挥“１＋１
＞２”集聚效应。推进关丹、文莱、巴基斯
坦等“一带一路”建设重要项目，召开５５
次船前会和协调会，公司和生产部门领

导加强值班，统筹资源，沟通协调，确保

各个生产环节做到安全、高效和有序。

加强与引航站、海事、海关、商检以及船

公司、绑扎公司和罗泾港区派出所等相

关单位沟通联系，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细

化协作机制，加快船舶周转速度，提高码

头综合效率。全年完成船舶作业 １３３０
艘次，全员生产率８８５０吨／人，比上年增
长３５９％。６月份设备作业量达１６７６
万吨，创公司开港以来单月最好水平。

全年未发生客户有理投诉事件，客户满

意率达到９７０５％。
罗泾分公司制定实施《安全生产管

理“零容忍”制度》，牢固树立“违章侥幸

就是祸”安全理念，落实“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责任制，推

进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签订领导干部

安全责任书和全员安全承诺书，加大对

各级管理人员责任制考核，提高对违章

违纪人员处罚力度，促进公司安全生产

管理水平提升，减少安全事故发生。加

强安全文化建设，实施班前安全宣誓制

度，抓好季节性、交通、消防、综合治理等

“大安全”工作，组织开展全国安全生产

月、集团“９１５”和全国“１１９”消防日等活
动，深化企业全员安全培训和集团《事故

案例》警示教育。在召开中国进博会期

间，突出抓好门卫、重要部位监督检查，

全面提升港口安保等级，确保港区安全

和谐稳定。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制定

外来车辆作业规范流程等措施，加大重

点时段、重点岗位和重点区域隐患整治

力度。全年共查处各类违章２２１起，７３４
人次受到处罚，罚款金额１８９１万元。

罗泾分公司开展管理制度梳理工

作，经梳理后的１５６个规章制度保留延
用２２个，修订７７个，废止４６个，拟新增
１１个。加强承包公司和承包人员管理，
成立公司一线承包化改革领导小组，强

化业务承包考核机制等措施，提高承包

公司自主管理能力。落实集团“三重一

大”（重大事项、重要项目、重要干部任

免，大额度资金）和风险控制要求，加强

企业招待费、公务用车费、差旅费等经费

专项管理，推进公司公务用车改革，制定

《公司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实施细则》，公

务用车由原来的２４辆缩减到１３辆，全
年节约支出６９万元。制定《罗泾分公司
部门（部室）副职及以上领导人员日常

管理办法》《罗泾分公司干部考核实施

办法》，修订《罗泾分公司部门绩效考核

管理办法（试行）》等专项文件，下发各

类行政管理性文件４８个，流转各类报批
件７４个，促进企业内部管理不断提升。
认真执行集团和公司“三重一大”决策

制度，全年召开总经理办公（扩大）会２７
次，决策事项２６７个。加强财务预算管
理，强化成本费用管控，杜绝收入上的

“跑冒滴漏”，收入成本率减少２７２％。
罗泾分公司推出人事改革新举措，

组织实施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年内签订

各类业务承包合同 １４个，新招承包工
５３１名，退工４５５名，净增７６名。制定理
货员理货工时定额，并于９月份实施，提
升理货员队伍的工作积极性。抓好落实

员工年度培训工作，全年开办培训班

１３６期，培训 ４０６９人。其中：外出培训
５５期，共计３２９人次；公司自主培训 ８１
期，共计３７４０人次。派员参加集团２０１８
年度（第十四届）职业技能竞赛活动，获

集装箱正面吊运车司机操作竞赛第一

名、内燃吊车司机操作竞赛第二名、门机

司机操作竞赛第二名，并有１９人晋升为
高级工，５人晋升为中级工。加强干部
队伍建设和青年人才培养、考核以及提

拔工作，全年提任主办以上管理人员１８
名，其中提任３５岁以下青年１０名。

罗泾分公司全年完成机械设备计划

修理３８７台次，各类日常抢修１１０３３台
次。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４３７４９万
元，其中 １００万元以上项目 １９７３１４万
元，１０万—１００万元项目 ４３６３７万元，
１０万元以下项目２７９８万元。完成２台
７０吨轮胎式起重机、６台牵引车、１台４５
吨正面吊、３台１６吨以上叉车、４台３—６
吨叉车更新改造项目，同时更新４０吨４０
米门机２台，实现小码头直接跨驳作业。
优化现场监控质量，年内完成港内所有

监控设备数字化改造。完成水工、土建

设备修理７５７万元。公司能耗得到有效
管控，万吨吞吐量碳排放１００７８１吨，比
上年减少１１８％；万吨吞吐量能源综合
单耗４２５７８标煤吨，下降０６％，均优于
集团考核指标。

罗泾分公司年初确定的为员工和承

包工办实事项目全部完成，１５９８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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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承包工进行健康体检。全年在岗职工

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 ７％以上，承包工
人均收入增长１０％以上。 （谢　敬）

罗泾码头 上港罗泾分公司／提供

表１ ２０１８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位情况

码头名称 前沿水深（米） 泊位长度（米） 靠泊吨级（万吨） 泊位数（个）

卸船码头 －１４．５ ７４３ ２５ ２

直装码头 －１１．５ ２６９ １．５ １

辅料码头 －７．５ １７０ １ １

装船码头 －６．５—－７．５ ４５９ １ ７

表２ ２０１８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备装卸情况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桥式卸船机 Ｑ＝２１００Ｔ／Ｈ 台 ５

移动式装船机
Ｑ＝４２００Ｔ／Ｈ 台 １

Ｑ＝２１００Ｔ／Ｈ 台 ２

斗轮堆取料机 Ｑ＝４２００／２１００Ｔ／Ｈ 台 ４

堆料机 Ｑ＝４２００Ｔ／Ｈ 台 ２

斗轮取料机 Ｑ＝１５００Ｔ／Ｈ 台 ３

（吴绩伟）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上海
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

矿公司”）主要从事进口铁矿石装卸服

务。公司位于长江口南支河段南岸，距

上海市中心约 ３８千米，距吴淞口约 １７
千米。拥有码头岸线长９０８米，前沿水
深－１５３米，年设计吞吐量２２００万吨，
陆域面积 ６６万平方米，堆场面积 ５５２
万平方米，配备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

代化港口装卸设备共计１７台。年内，公
司贯彻集团“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创新

驱动、多元发展”工作方针，围绕公司

“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精细管理、多元服

务”工作要求，经济运行质量稳中有升，

全面完成年初所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

全年完成货物吞吐量５７８４８万吨，为年
度计划的１０１８％，比上年增加１０４８万
吨；完成接卸量 ２９２６５万吨，为年度计
划的１００９％，增加５４３万吨；完成疏运
量２８８３４万吨，为年度计划的９９４％，
增加７５９万吨。

罗矿公司继续深化安全生产标准化

管理工作，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抓共管、失职追责”安全生产责任制要

求，将部门工作与安全工作真正挂钩，推

动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落实。以标准化

建设为抓手，以控制事故发生率为目标，

通过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管

理原则，确保安全生产局面整体受控，全

年无上报事故。推进设备改造和修理项

目。在生产业务量相对饱和运作情况

下，各部门协调沟通，有计划、有步骤完

成一系列改造和修理项目，有效保障生

产。在集团指导下，推进“三大改造”

（浦钢堆场改造、装船能力提升项目、新

增装船机项目）项目内容。

罗矿公司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全年

能耗１０３１６吨标准煤，完成节能量 ２８０
吨标煤。每万吨吞吐量能耗 １７８吨标
准煤，比上年下降３３％，完成上海市下
达的节能减排考核目标。推进环保整改

工作。按照宝山区环保局有关要求，编

制完成《环境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并

通过专家评审，报宝山区环保局备案。

环保第一阶段初步设计完成，获集团批

准。环保第一阶段施工图设计完成，并

办理施工图设计审查。实施环保第一阶

段施工、监理招标。 （吴绩伟）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

司】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邮轮港公司”）于２００９
年７月成立，由上海长江轮船有限公司
和上海市宝山区政府下属区属企业上海

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合资成立，股东双

方各持有５０％股权，注册资金人民币３
亿元。核心主业为邮轮码头运营，同时

负责邮轮船供、邮轮票务、场地广告及商

铺租赁等邮轮产业链业务。全年完成大

型国际邮轮靠泊量３７５个艘次，比上年
减少９１艘次，下降１９５３％。其中，访问
港１１个航次，母港３６４个航次，“两船同
靠”９２天，“三船同靠”１０天，靠泊量占

上海市国际邮轮靠泊总量的９３％，占全
国总量的 ３９％。全年出入境旅客约
２７１５６万人次，比上年减少 ３１％，出入
境旅客占上海市国际邮轮出入境旅客总

量的 ９８６６％，占全国总量的 ５５８５％，
保持全球第四位、亚洲第一位邮轮母港

地位。

邮轮港公司贯彻“打造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国际一流邮轮母港”目标，坚持

“快乐港口、智慧港口、绿色港口、示范港

口、共赢港口”五大港口建设标准。“快

乐港口”建设方面，以提高港口通关效率

和游客通关舒适度为目标，持续完善“五

心服务”（关怀问候暖心、通关服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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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问讯解答耐心、特殊照顾贴心和行李

托运放心）标准；“智慧港口”建设方面，

基本完成“邮轮泊位预订”和“邮轮港协

同办公”两个系统的开发、用户测试，推

进指挥调度中心视频监控系统上线；“绿

色港口”建设方面，２号泊位岸电设备于
１月１６日和６月１３日实现对“盛世公
主”号“天海”号邮轮岸基供电的信号测

试，测试结果正常；“示范港口”建设方

面，建立完善的港口卫生管理规章制度，

并根据交通部开展邮轮船票试点工作要

求，与邮轮公司、相关口岸联检等单位沟

通，在交通组织方面进行多种作业模式

的尝试和调整，车辆进港预约制度、船票

制度、旅客短驳服务、港区内停车场布置

和出入境游客动线等均形成相对固化操

作模式；“共赢港口”建设方面，年内港

口遇到的因恶劣天气、票务纠纷等原因

造成的各类航次６６次，与船公司、地接
社及口岸单位进行沟通，完善包括《特殊

天气安全防范措施》《霸船事件处置措

施》《票务纠纷处置措施》和《邮轮大面

积延误处置措施》等港口应急保障措施，

提升靠泊准点率及游客满意率。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吴淞海关克服雨雪恶劣天气，确保查验工作正常运行 摄影／施奇

邮轮港公司加强安全生产，全年定

期开展安全生产月及消防月活动，包括

５次港口设施保安演练，２次反恐知识培
训，５次防台防汛工作，４次安委会全体
会议，２次专项会议及安全例会。开展
安全大检查活动１１次，开具整改通知书
４３份，发现隐患１１２项，全部完成整改。
后续工程建成并试运行。５月 ２８日完
成新客运楼交工验收，６月 １日取得海

关颁发的《国境口岸卫生许可证》，６月
２５日完成市交通委《港口经营许可证
（试运营）》审批，７月１０日取得市口岸
办关于码头试运行期间的口岸开放许

可，７月 １３日新客运大楼开启试运营。
至年底，Ｔ１航站楼内的设备操作和日常
管理责任基本交接，同时完成下游水工

码头及引桥工程审计结算。推进“东方

之睛”改造方案，组织专题协调会，听取

有关设计院关于“东方之睛”改造方案

初步设想。开展“东方之睛”改造方案

建言献策活动，征集口岸单位、邮轮公司

等相关单位建议及意见，就项目的实施

背景、必要性、功能定位、改造内容、投资

匡算、工期、资金筹措等进行相关分析，

形成初步意见。创建国家级服务业标准

化试点，对服务标准体系中的标准进行

修改及完善，其中新建并发布 １０项标
准，修订４项标准，修改１９项标准，废止
１５项标准。现行服务标准体系基本覆
盖全部管理和服务过程的共 ２５４项标
准，包含国家标准 ５２项，行业标准 １６
项，企业标准１８５项。５月２４日完成国
家级服务标准化试点的中期评估，９月
１１日完成国家级服务标准化试点终期
验收。牵头成立项目工作组及专家委员

会，在２０１８亚太邮轮港口服务标准联盟
年会上，对《游客接待服务规范》和《邮

轮接待服务规范》两项标准在各联盟单

位中开始推动实施。建立运营服务新模

式，公司结合“邮轮便捷通关认证码”制

度和邮轮船票试点工作要求，制定运营

服务新模式下旅客及行李的组织方案。

打造邮轮物资分拨中心，继续开展上海

港邮轮货柜转运试运营业务。配合区政

府及宝山海关完成《建立宝山邮轮监管

区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并报送上海市海

关审批。在１１月１０日国家会展中心举
行的国际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上，“上

海邮轮供应协会”成立揭牌，１２月底召
开第一次会员大会。 （沈　熹）

口岸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

关】　至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
（宝山）海关（以下简称“吴淞海关”）共

有干部职工 １３２名，内设科级机构 １２
个，业务门类涵盖通关、查验、物流监控、

加贸、稽查、统计、旅检、监审等方面。吴

淞海关既是口岸海关也履行区域海关职

能，既监管进出口货物也监管进出境旅

客行李物品，既监管大宗散杂货及小部

分集装箱也监管小件分拨货物。共有７
大类２６个监管场所，其中有上港集团４
个公共型码头（张华浜码头、军工路码

头、罗泾钢杂件码头、罗泾矿石码头），３
家企业自管码头（宝钢专用码头、石洞口

第一、二电厂煤码头），４个分拨仓库（德
祥、泛成、新贸海、上远），亚太最大邮轮

母港吴淞口国际邮轮港，９家保税仓库；
２家新箱监管点，３个锚地。辖区散杂货
监管量约占上海口岸总量的７０％，监管
进口分拨货物量约占上海口岸总量的

８０％，监管国际邮轮进出境旅客数约占
上海口岸总量的 ９０％。全年共受理进
出口报关单申报共计１５４万份，比上年
减少９１％，征税入库１１９４亿元，减少
１１％；口岸查验货物 ２万批次，增加
３６１％；监管进出境邮轮７５０艘次，减少
１９４％，监管进出境旅客２６９２万人次，
减少 ７５％；接受国内船供物料申报
１５１２票，货值３７亿元，接受国际进出口
保税船供物料申报７７６票，货值１４亿
元；保税仓库进出库货物１９３万吨，货
值１２８亿元，分别比上年增加５０９％和
减少１８４％。全年共收到锦旗１１面，感
谢信９封，并连续 ８届（１６年）被授予
“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监控一科获

评上海城市服务保障进博会立功竞赛先

进集体，人政监审联合支部获评上海海

关先进基层党组织。

吴淞海关做好综合治税各项工作。

宝钢进口货值为１７４亿美元，进口税收
为２０７亿元人民币，分别增长７％、减少
１７％。宝山属地企业（除宝钢外）税源
巨幅增长，共计在上海关区缴税３０１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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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９月６日，吴淞海关对邮轮国际整柜直供物料开展查验，严格防控非洲猪瘟口岸流入风
险 摄影／施奇

元人民币，增加 ３９５％，其中在吴淞海
关缴税 ８８亿元人民币，增加 １７５％。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宝矿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

公司缴税分别达到３５亿元、２５亿元、
０４亿元，分别增加 １２７％、２８１％、
３３１％。全力落实支持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召开相关工作，设立进口博览会服

务专窗，对在吴淞口岸进口的每一票涉

及进博会货物以到人、到岗、到货原则进

行重点服务。进博会期间，辖区内４处
分拨集装箱监管站进博会展品入库 ６６
批次，查验５批次。扩大打私工作实际
成果，年内移送缉私部门行政线索 ５９
起，立案５７起，案值 ２０２３１万元，涉税
４３７４万元，共受理简单案件４０起，案值
５１２４２万元，处罚金２３９万元。提升货
物通关效率，召开７次百家企业专题宣
讲会，推进分拨货物“提前申报”，实现

整体通关时间从 ２０１７年的 １５８４个小
时大幅压缩到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份的 ５７４
小时。做好煤炭进口管控工作，严格监

管验放进口煤炭６０１万吨。助力“一带
一路”桥头堡建设，落实“一带一路”重大

项目跟进机制，深化压驳监管、车船直装

等个性化监管服务，共计为２５０万吨、价
值逾３４８亿元的“一带一路”货物提供通
关便利服务。加强邮轮综合监管效能，实

现高峰期“双大厅六通道”同时进境，提

升实时通关能力达３０００人次每小时，保
障三船同靠顺畅通关。为邮轮会展娱乐

用品及设备提供通关便利，按照暂出邮

轮、复进核销的模式进行监管，年内共开

展２０批次。支持开展邮轮保税船供作
业，共接受国际进口保税船供物料申报

４０５票，重量 ２０５１６吨，货值 ７１０１４万
元；国际出口保税船供物料申报３７１票，
重量２０６０１吨，货值７１９４５万元。全力
参与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二期工程建设，共

开展５次试运营。 （姚红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以下简称“吴淞边检站”）隶属

上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正处级编制。

站机关设办公室、政治处、边检处３个职
能部门，下设６个基层队，主要担负所辖
军工路码头、张华浜码头、罗泾散杂货码

头、宝钢集团原料、成品和综合码头及吴

淞口国际邮轮码头等口岸的国际航行船

舶的出入境边防检查任务，其中有５个
一类口岸（３２个泊位），１２个厂矿专用码
头（２７个泊位），４个修造船厂（１５个泊

位），５个锚地（２０个锚位），２段浮筒３８
个停靠点。全年共检查出入境（港）船

舶５５１９艘次，其中入出境船舶 ２９２８艘
次，入出港船舶２５９１艘次。出入境（港）
人员１０４２１６人次（旅客１６３人次），其中
入出境人员 ５２３６２人次，入出港人员
５１８５４人次。办理各类证件６８９３２份，其
中登轮证 ５４８４５份，搭靠外轮许可证
１２３６份，临时入境许可１２８５１份。共查
获不准出境人员５人次，逾期居留６起６
人次，船舶擅自出境１起，无证登轮１起
１人次。年内，一队和四队分获上海边
检总站进博会集体三等功、二队获上海

边检总站进博会集体嘉奖，胡轶群获中

共国家移民管理局党组优秀党务工作

者称号、沈锦云获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

党组优秀共产党员称号，８人立个人三
等功、１２人获个人嘉奖、５名文职人员
获评上海总站进博会安保工作先进

个人。

吴淞边检站加强口岸安全管控。开

展口岸综合治理与严密口岸管控相结

合，构筑口岸安全管控屏障。年内，共抽

查９５２份登轮许可证和搭靠外轮许可证
申办材料，对５８家登轮单位申办证件管
理情况进行核查，对５７９份登轮作业证
进行信息核对，对３３艘在港船舶自管情
况实施督促检查，对 １３家登轮单位计
３７１人所持登轮证件进行抽查，致使２３
个方面的安全隐患得到解决，净化口岸

安全环境。推进“智慧边检”建设。年

内，完成监护二队、三队和四队共计８３

个监控探头数字化改造工程，实现数据

传送更加稳定、监控画面更加清晰，提升

电视监控工作质量。推进落实“放管

服”改革措施。年内，召集７９家代理公
司和绑扎公司负责人召开专题会议，对

国家移民管理局“放管服”相关政策措

施实施进行解读和讲解，完成新增３３家
绑扎公司累计６６８人实行单一窗口备案
工作，通过单一窗口边检行政许可平台，

让服务对象少走路、数据多跑路，大大节

省登轮单位及人员的出行成本，为上海

航运中心建设提供优质的通关服务。

（钱金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以下简称“宝山检验检疫局”）

推进更深层次机构整合，从“三个一”走

向“三个统一”，于４月转隶挂靠“上海
海关江杨南路办公区”牌子，数据统计到

９月。２０１９年１月，全部职能和人员分
别划入宝山海关和吴淞海关等。１月—
９月，共检验检疫进口货物４５８６５批、货
值２４９８亿美元，出口货物１２１８３批、货
值３０２８７７亿美元。其中，检出疫情１２９
种类１０１８种次，检出不合格产品 ６３０７
批，货值 １２６２２万美元。１月—９月，不
合格进口食品化妆品、进口工业品检出

率分别为１１６０％、１８８０％。１月—９月
共完成出入境邮轮检疫查验６０５艘次，
检疫出入境人员２８９４万。共排查出入
境有症状人员 ４２９例，确诊传染病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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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６月，首次以新海关名义处置一起
５８人母港邮轮群体性腹泻事件。６月１８
日，查获一批非法入境的咽拭子样本，共

计２２８支１６５千克，这是吴淞口国际邮
轮码头开港以来首次截获入境特殊

物品。

宝山检验检疫局针对非洲猪瘟疫情

爆发，组织撰写“口岸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方案”，制作中英双语“非洲猪瘟防控须

知”，在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入境通道、

分运行李报关窗口张贴海关总署疫情公

告、疫区名录及警示通报、宣传海报，及

时告知相关单位疫情防控要求，使其了

解非洲猪瘟防控相关政策规定。开展非

洲猪瘟疫区来邮轮应急处置演练，提升

口岸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和协调能

力。至９月３０日，共有３艘来自疫区的
船舶，对食品仓库和废弃物进行严格检

疫和处置。

宝山检验检疫局优化通关流程，服

务贸易便利化。主动对接吴淞关，就压

缩口岸整体通关时间、提升通关时效等

工作继续加大协作力度，并且将工作重

点从提升海关通关时效转移至口岸整体

通关时效。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数据监

测，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种类产品的具

体单证进行跟踪问效，找到制约通关实

效关键环节，并发现原检验检疫通关时

长对口岸整体通关时效影响较小，对其

他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流程改造建议。７
月，以推动国际卫生港实质性创建工作

为标志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续期工程开

始试运行，科学规划检验检疫业务布局，

预置设施及人员配备方案，加强信息化

技术应用，配备智能化通关设施设备，７
月２９日实现三船同靠，当日共监管出入
境人员超２万人次。７月１１日，海关总
署卫生司第四督查组一行到吴淞口国际

邮轮码头，对宝山口岸卫生检疫履职情

况进行全面督查，对口岸卫生检疫履职

情况表示满意。

宝山检验检疫局服务进博会。制定

各项进博会相关工作方案及各口岸现场

应急处置预案，落实保障进博会工作要

求。形成一把手总负责、分管领导具体

抓、科领导落实机制，提前对各科室查验

设备、特殊防护设备、邮轮港旅检现场出

入境通道布局等开展排查，确保设施完

备、机制健全、宣传到位，并于国庆长假

期间完成进博会首个进口分拨集装箱的

检疫前置查验。开展服务进博会相关培

训演练，开展口岸核生化相关培训３场
次，共计５０余人次参加。举行 ２０１８吴

淞口岸核辐射涉恐事件应急处置演练，

着重检查物资储备、人员安排和应急处

置流程，加强实战能力。

宝山检验检疫局服务地方，聚焦区

域重点产业。保持与地方交流与合作，

主动聚焦区内重要产业，对接区“十三

五”规划，主动调研宝山各园区、乡镇需

求。９月，经检疫合格，宝山地区长江蟹
首次出口到日本东京。此次出口大闸

蟹，为企业第一次“试水”走出国门。为

支持和服务宝山企业外贸发展，开展走

访调研，排摸宝山地区重要农产品企业

经营状况、产品特点和发展需求，提前知

晓出口意愿，指导帮助企业保证品质

达标。

宝山检验检疫局加强法制工作。配

合宝山区检察院对上海致华公司假冒

ＩＰＰＣ案进行案件公诉。该案涉嫌违反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涉案货值逾

４００万元，于７月６日正式向法院提起公
诉。该案为该领域全国首例，且案值较

高，被市检察院列为典型案件。

宝山检验检疫局深化机构改革，推

进海关队伍建设。自改革任务部署以

来，宝山检验检疫局主动沟通吴淞海关

和业务二处，建立协调机制，研究制定过

渡期内业务现场调整工作方案；按时完

成标识拆除及更换修改工作，统一上岗

时间、着装、佩戴关衔；组织专题培训《海

关内务规范》，开展队列训练，提高准军

事化素养；组织全体职工参加 ｅ课堂学
习，组织海关及检验检疫法律法规的交

叉培训，提升队伍整体业务水平。

宝山检验检疫局以提升“获得感”

为导向，强化业务深度融合。在报关整

合环节：５月１２日，原宝山检验检疫检
务窗口全部搬迁至吴淞海关报关大厅，

利用海关现有网络设备和线路资源，首

次在上海关区利用海关管理网打通原检

验检疫业务和办公数据传输通道，实现

“一个窗口”统一对外，形成可推广、可

复制的吴淞经验。客户在吴淞报关大厅

一门式受理，报检报关一次申报。８月１
日，关检业务融合整合申报项目工作实

施后，做好融合申报培训，有针对性帮助

企业过渡，让企业及时掌握新规新政。

成立１０人青年骨干应急支援队，周六、
周日全天加班，加强咨询电话专人负责

制，工作时间无间隙接受企业咨询，高效

平稳完成人工审单向机审转换，全面实

现机审报关机制，落实上级“当日事、当

日清”工作要求，保证宝山吴淞口岸通关

环境总体正常有序。在旅检口岸，对入

境邮轮旅客及其携带物实施“三个一”

工作模式，在旅客出入境查验通道上，设

立统一关检申报台，方便旅客一次性申

报健康信息和携带物信息。通关旅客

“走一条通道、过一套设备、做一次检

查”，通关时间节约 １／３。创新工作模
式，全面实行班前会和联合登临制，原宝

山检验检疫局与海关人员在每日集中召

开一次在岗人员班前会，统一分配工作

岗位。新海关人员登临邮轮实施查验和

监管时，统一登临时间，统一检查监管，

统一发放行指令。科学规划邮轮码头续

期工程的检验检疫业务布局，预置设施

及人员配备方案，加强信息化技术的应

用。７月２９日，盛世公主号、诺维真喜悦
号、处女星号３艘大型邮轮靠泊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启用新研制的智能检疫通

关闸机系统，当日共监管进出境旅客

２１万人次，系上海邮轮口岸单日旅客
监管量首次突破２万人次。在现场查验
方面，推进出入境货物通关“三个一”，

各查验点均实现与海关同一窗口接受业

务单证并人工统一排班实施查验。针对

分拨货业务的特点，制定《分拨货业务查

验方案》，调整查验作业人员组合模式，

由派单系统随机指派２名海关关员与１
名原检验检疫人员共同实施查验的“２＋
１”模式调整为“１＋１”模式，实现上海关
区首个双随机“１＋１”现场查验模式，５
月２９日，进行首次“１＋１”实质性“一次
查验”。落实查管二期全面上线工作要

求。８月份以来，宝山检验检疫局学习
贯彻《全国海关“查检合一”工作方案》

相关要求，与吴淞海关召开联席会议，遵

照《查检合一过渡期间联合作业模式操

作指引》开展查检合一工作。在过渡期

间，推动实现关检指令协同，共同编组、

联合作业。与上海海关现场业务二处共

同拟制《分运行李物品监管方案》，推进

海运分运行李关检业务融合，将过机查

验“一机两屏”整合为“一机一屏”，实现

“一次查验、分别处置”，统一放行。

（宝山检验检疫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中华
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以下简称“吴

淞海事局”）属上海海事局分支机构，为

正处级执法单位。至年末，共有编制内

在职职工２６５人，其中硕士学历５１人，
本科学历１５７人，专科学历３８人。下设
机构１３个，其中内设机构５个，处室办
事机构３个，海巡执法大队５个。拥有
执法船只 １２条，其中 ３０米级巡逻艇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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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４０米级巡逻艇２条，６０米级巡逻艇１
条。管辖区域包括长江上海段吴淞口以

下深水航道及北侧小型船舶航道、主要

锚地和长江口水域，黄浦江１０１灯浮至
１０７灯浮约４７海里水域。交管中心覆
盖４５００平方千米水域，全年共接收船舶
进出港报告 １４２４４２艘次，征收港建费
２８８２１万元，办理内贸危险货物船舶申
报９３１艘次；船旗国安全检查７７９艘次，
港口国安全检查４７艘次，危险货物集装
箱开箱检查 ９４次，船检质量检查 １３０
件；行政处罚１７７９件，罚没收入１０５５万
元，船员记分６２６人次；共组织实施应急
处置３９６次，搜救行动１００次，救助事故
险情遇险人员４１人，其中巡逻艇直接救
助１３人，搜救成功率达９９０４％。年内，
吴淞海事局被评为２０１８年度全国交通
运输廉政文化建设优秀单位，获“２０１８
上海邮轮服务贡献奖”、上海市建交委红

旗团委、上海市职工先进操作法创新奖

等荣誉。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４日，吴淞海事局加强进博会专项检查核查工作 吴淞海事局／提供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９日，吴淞海事局青锋班组持续加强长江口水域渔船监管 吴淞海事局／提供

吴淞海事局保障辖区水上安全形势

较稳定。辖区日均船舶流量３０００艘次，
全年交通流量超１００万艘次。发挥 ＶＴＳ
（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和巡逻艇立体监

管优势，盯牢辖区重点水域、重点时段、

重点船舶，全年共接受船舶报告６４万艘
次，提供信息、助航服务５１万次，实施交
通组织２６８６次。完成中小型船舶专项
治理、进出港报告专项整治、黄浦江通航

环境大整治，“入青”（上合峰会前进入

青岛管控水域）、“入沪”（“进博会”前进

入上海管控水域）船舶专项检查等重点

任务。做好“中华号角———２０１８‘上海之
春’国际音乐节管乐艺术节”“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等专项活动水上安全保障

工作。加强对长江口定线制水域、圆圆

沙、吴淞口、?藻浜警戒区通航秩序治

理，持续开展内河船非法从事海上运输

治理工作，加大对走私船、非法采砂、过

驳等违法船舶的治理力度。

吴淞海事局助推交通运输供给侧改

革重大任务实施推进，配合开展深水航

道利用边坡自然水深提升通航效率试运

行工作，保障２７１艘次大型邮轮和集装
箱超宽交会安全进行，１２月１日正式进
入常态化运行阶段。保障邮轮安全有序

运营，做好春季大雾和台汛季节多个台

风来袭的水上交通安全管控和疏港工

作，恶劣天气期间多次为邮轮开辟优先

进出港的“绿色通道”，确保邮轮和旅客

的安全疏散，共计服务１００３艘次大型邮
轮、近１８７万名旅客安全进出。服务绿
色航运，落实船舶排放控制区相关工作

要求，加大对船用燃油硫含量抽检力度，

实施《船舶水污染排放控制标准》等，推

进船舶防污染治理工作。多措并举提高

吴淞口锚地利用率和安全度，全面推行

海事政务“一网通办”政务受理模式，推

出“吴淞ＶＴＳ青荷女子班组”微信号等。
（李萌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以下简称“宝

山海事局”）属上海海事局分支机构，为

正处级执法单位。至年末，共有在编员

工１２１人，其中具有硕士学历１７人、本
科学历 ８２人、专科学历 ２１人。现有 ４
个党支部，共有党员（包括预备党员）６６
人。内设机构５个，处室办事机构２个，
海巡执法大队 ３个。拥有执法船只 ９
艘，并配置有 ＶＴＳ（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终端设备，３１个多功能探头，可对管辖
水域进行实时监控。执法的水域范围为

上海港长江水域中的自吴淞口灯塔起与

Ａ７２、６６、６７灯浮的连线往上游，沿 ６９、
７１、７３、７５、７７、７９、宝山北锚地下游端边
界线、Ｑ１１、Ｑ１２、Ｑ１３，延伸至上海港界
线，并沿上海港界线往南至岸边的范围。

管理的水域面积为１１５平方千米，管辖
沿岸岸线长度 ２９２千米，通航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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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９７海里。管辖区域内共有１５座主要
码头。全年共受理进出港报告８９１６３艘
次，征收港口建设费 ９９８３万元。危险
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散装固体货物货

申报２２９５起，共对７８艘次外国籍船舶
实施港口国监督检查，滞留船舶６艘次；
船旗国监督检查 ４９６艘次，滞留 １３艘
次。进行各类船舶防污染登轮检查共

４３０艘次。巡逻艇巡航里程５１０４６海里，
巡航时间 ５８６３小时。组织及协调救助
行动 １１７起，水上人命救助成功率
９９７３％。年内，宝山海事局指挥中心、
宝山海事局船舶安全检查中心被评为上

海海事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水

上交通管控和应急保障立功竞赛”先进

集体；宝山海事局海宝青年先锋艇、宝山

海事局政务中心被评为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
年上海海事局“青年文明号”；宝山海事

局海宝“航＋”青年突击队获“２０１７年度
上海市标杆青年突击队”称号；宝山海事

局执法第二党支部被评为“上海海事局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钱
灵艳被评为“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直属海事
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２０１８年３月９日，宝山海事局开展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社区志愿活动 宝山海事局／提供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７日，确保十九届三中全会治安稳定，加强辖区社会面治安管控
长航公安分局／提供

宝山海事局开展辖区水上交通安全

风险隐患排查、辨识和防控，维护通航秩

序，强化季节性及重大活动期间安全监

管，落实应急部署和恶劣天气预警预防

工作。突出治理重点，开展水上安全专

项整治活动。做好“进博会”水上交通

管控工作。注重协调联动，确保辖区船

舶防污染形势稳定。围绕“６·５世界环

境日”和《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开展船舶污染防治专项整治活动和无预

案船舶污染应急演练。突出防台重点，

落实相关安全措施。台风期间共宣传船

舶１９５４艘次，出动执法人员 ３６９人次、
巡逻艇１１０艘次、车辆３７次，组织船舶
避风３１６艘次，组织人员撤离２１４人次。

宝山海事局持续做好邮轮进出港安

全护航工作，宣传引导邮轮文化，推进

“吴淞口国际邮轮海事监管基地”建设，

联合吴淞海事局、吴淞海关、浦江边检、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公司举办宝山邮轮口

岸青年研讨活动，共同探讨邮轮监管难

点热点问题。落实客轮监管机制，服务

三岛群众安全出行。落实关于客轮监管

的相关机制，加强对客轮安全检查和现

场监督检查，维护客渡船安全、有序运

行。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对接引航交

接区管理，最大限度提升引航交接区水

域安全畅通，保障长江主航道安全。电

子巡航整治非法锚泊，保障位于宝山警

戒区和浏河口警戒区内两条过江国际光

缆安全。 （张　敬）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

所】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
出所（以下简称“吴淞所”）隶属于交通

部公安局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副

处级单位，有民警２６名，专司上海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港区内及周边上海长江段

水域的刑事、治安、消防、反恐等日常公

安管理工作。全年共接处警２１１起，查
处治安案件 ９３起，治安处罚 ２１２００元；
行政拘留 ８人；刑事立案 １１１起，破案
１１１起，抓获网上逃犯１名，刑事打击处
理１３人；处理长江未知名尸体４具；开
展联合执法３２次，检查船舶１０３艘次，
检查单位 ３６家次；整改消防安全隐患
１５６处，查处消防案件１０起，消防行政处
罚１８５００元。收集各类情报信息８５条，
上报《国保信息》４４期，被长江航运公安
局国保总队采用１０期，被上海市地方党
政机关批示１８期。成功化解大规模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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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滞港、滞船事件１０起。解决各类旅客
求助４１０余起，获锦旗１５面，收到感谢
信１０封。制作“进博会”安保工作微信
专报６期，其中被“长江公安”微信公众
号刊登２期，被“长航公安上海分局”微
信公众号刊登４期。完成中国首届国际
进口博览会安保任务，荣立上海市公安

局颁发的“集体二等功”。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４日，吴淞派出所全面进入一级加强勤务状态，打赢进博会安保攻坚战
长航公安分局／提供

吴淞所保障邮轮港区内秩序。先后

靠泊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邮轮有皇

家加勒比邮轮公司的“海洋量子”号，歌

诗达邮轮公司的“大西洋”号、“赛琳娜”

号，天海邮轮公司“天海新世纪”号，丽

星邮轮公司的“处女星号”，公主邮轮公

司的“盛世公主号”，诺唯真邮轮公司的

“诺唯真喜悦号”，地中海邮轮公司的

“地中海辉煌”号等。全年共计保障邮

轮安全靠泊３６８艘次，保障旅客安全出
入境约 ２２０万人次，出动警力 ３９６５人
次，出动警车９５３辆次，核查可疑人员身
份约７２万人次，核查车辆信息约 ８６
万辆次。

吴淞所做好邮轮港内各项安保工

作。做好２０１８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
辉煌号邮轮首航仪式、国庆中秋长假安

保等工作，完成６０余次各级领导调研邮
轮港安保工作。４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一行到上

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视察调研。做好中

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安保工作。１０
月１日至 １１月 １２日，全力备战“进博
会”安保，根据邮轮靠泊时间，港区执勤

时间从早 ７时至晚 １７时，如遇邮轮延
误，则执勤时间直至封关结束。“进博

会”期间，吴淞所共派出２６名民警（含４
名特警队员）、３５名特保、１０名辅警，进
入国际邮轮港码头，定人定岗进行交通

疏导和安保工作。同时到其他辖区单位

参与开展治安、消防大检查活动，做好

“进博会”期间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组

织民警开展水上安全检查，对长江上海

段辖区重点水域开展安全检查。与相关

单位联勤联动，对邮轮港周边水域开展

水域清查活动，对过往船舶进行安全检

查，并着重对船舶消防设施、船检证书、

船员证书、人员身份信息等进行检查核

验，确保辖区安全与稳定。做好邮轮旅

游节安保工作。为保证 ９月 ２３日晚
２０１８邮轮旅游节开幕仪式暨宝山花车
巡游活动顺利进行，吴淞所周密部署，科

学安排警力，制定详细的安保工作方案，

并召开安保会议部署安保工作具体任

务。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治安、消

防、纪检相关部门抽调精干警力参与任

务，会同吴淞所全体民警，完成２０１８邮
轮旅游节大型安保工作任务。

吴淞所做好反恐防暴工作。１０月
２４日，位于邮轮港指挥中心的长江航运
公安局上海分局“智慧公安”系统正式

启用。利用“智慧公安”系统，可对所有

进出港区的人员、车辆，通过上海市公安

局后台大数据进行实时的人脸、人证、人

车比对，建立起一道以大数据为依托的

信息化电子化智能屏障。通过“智慧公

安”系统，可以对警力警情分布、视频监

控、卡口分布、辖区人口、重点场所等多

个维度进行日常监测和协调管理。以严

格港区出入管理为抓手，加大对重点区

域的武装巡逻力度，强化对可疑人员和

车辆的盘查密度，将常规检查提升至最

高最严标准，重点针对进港大型货车、危

化品运输车辆进行仪器检查，做到不漏

差，不漏检，不留死角。联合海关、检验

检疫部门在候船大厅和帐篷内对旅客随

身包裹、行李实行二次开包检查，做到

“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置”。在重点岗

位、道路、闸口派遣警力实施人工盘查，

巡逻民警配备“人脸识别单兵眼镜”，对

出现在监控死角、盲区的所有车辆、人

员，进一步核查身份。配合“智慧公安”

系统，实现无死角、全方位的人员筛查，

做到点面结合，大局掌控。９月６日，长
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牵头，成功组织

２０１８年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决胜进博
会”反恐演习。此次“决胜进博会”反恐

演习共计投入警力１００人次，各类车辆

２０余辆。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
有限公司、浦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吴淞

（宝山）海关等单位参加此次演习。

吴淞所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打

击邮轮港区内的犯罪行为。１月 ２４日
１２时３０分左右，犯罪嫌疑人金某某、王
某进入该港上海港中免免税品有限公司

吴淞店，两人趁店内混乱，盗窃该免税店

内的香烟、化妆品等共计价值３９５６元的
物品后离开。经吴淞所民警细致侦查，

于１月２８日１１时，在宝杨路１号上海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将犯罪嫌疑人金某

某、王某抓获，并从她们的行李中查获部

分被盗物品。６月２７日，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分别判处金某某、王某拘役 ５
个月。打击长江上海段宝山水域内的违

法犯罪行为。６月２１日１７时许，吴淞所
民警巡逻至长江上海段吴淞水域时，发

现“苏通渔２６６２８”船正往长江内放置渔
网，民警随即登船检查。民警发现船上

７名船员在长江禁渔期内，在长江上海
段邮轮港水域实施非法捕捞，涉嫌非法

捕捞水产品。民警将“苏通渔２６６２８”船
上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７名船员传唤
至吴淞派出所，时查获３张渔网、３公斤
长江刀鲚干、１５２３公斤凤尾鱼干以及
相关账本。经侦查，犯罪嫌疑人周某某

等７人，于４月２１日至６月２１日期间，
共进行非法捕捞１００余次，共捕获长江
刀鲚、凤尾鱼等珍稀水产品６０余千克，
非法获利人民币 ５１５２２９元。１２月 ２８
日，吴淞所将案件移交至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检察院。 （滕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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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产业·园区
■编辑　金　毅

工业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工业贯彻落实“一
坚持、二注重、三聚焦、四着力”，即坚持

把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作为产业经济工作

主线；注重创新驱动、标准引领、质量为

先，注重强化服务、优化环境、开放共享；

聚焦统筹协调发展，聚焦优势特色领域，

聚焦产业项目投资；着力推进制造业等实

体经济发展不动摇，着力推进高端产业集

群打造不松劲，着力推进区域统筹、联动

发展不停步，着力推进投资促进、招大引

强不懈怠，全力抓协调、抓推进、抓落实，

加快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和动力变革，打响“上海制造”品牌，推

动宝山产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宝

山加快成为上海产业转型发展创新示范

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重要

承载区。全年完成区域工业总产值２２３０
亿元，区属工业总产值１４００亿元；区域产
业固定资产投资１１０亿元，其中工业固定
资产投资８０亿元（含宝钢股份５０亿元），
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３０亿元。战
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占区属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２６５％。“２＋４”
（宝山工业园区、宝山城市工业园区、罗

店工业园区、顾村工业园区、杨行工业园

区、月浦工业园区）工业园区单位土地主

营收入达７５亿元／平方千米。围绕重点
调整行业，结合环保督查、河道整治等工

作，关停落后产能项目５０个（市产业结构
调整项目），全区低效产业用地盘活土地

面积约１３３３３公顷。生产性服务业三大
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实现营业收入１０４０亿
元，比上年增长３０％以上；获批７家市级
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总量位列全市前

茅。工业节能降耗综合能耗控制在３５２
万吨标煤，产值能耗下降率为５％。

【构建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体系】　宝
山区重点加强规划、项目、政策等方面统

筹，推进“六个统筹”（统筹招商机制、统

筹规划布局、统筹土地资源、统筹产业准

入、统筹政策服务、统筹投促队伍）在各

镇（园区）落地生根见效，基本形成“１＋
２＋２＋Ｘ”（一意见两办法两清单。一意
见：《宝山区关于产业发展区域统筹的实

施意见（试行）》；两办法：《宝山区产业

项目准入评估办法（试行）》和《宝山区

产业项目招商统筹奖励办法（试行）》；

两清单：《宝山区重点发展产业指导目录

（２０１７版）》和《宝山区产业准入负面清
单（２０１７版）》）区域统筹发展格局和政
策体系。围绕区委、区政府“１＋４＋２＋
Ｘ”高质量发展工作体系，聚焦四大品牌
建设，制订出台《宝山区全力打响“上海

制造”品牌三年专项行动方案》。研究

制定《宝山区低效产业用地调整盘活验

收考核办法（讨论稿）》等配套保障文

件。研究制定高温超导电缆示范工程专

项支持政策，加快上海高温超导功能型

平台建设，打造“上海国际超导产业

园”。发挥石墨烯功能性平台和产业优

势，创建市级石墨烯产业创新中心，争创

国家级创新中心。差别化配置资源要

素，在全区推动树立“以亩产论英雄”

“以效益论英雄”产业发展新导向，起草

制定《宝山区资源利用效率综合评价办

法》，建立以创新发展、提质增效为核心

的资源利用效率评价体系，从亩均税收、

亩均产值、万元产值能耗、环保排污、科

技创新等５个方面对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开展等级评价，对优先支持、鼓励提

升、调整转型和整治淘汰四类企业采取

针对性扶持或调整政策，推动宝山区实

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规划引领作

用，突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优化产

业空间布局；有利于促进产业集群化、特

色化发展；有利于提升区域统筹招商水

平），编制形成《上海宝山产业地图》

（２０１８版），从区域概况、发展优势、愿景
目标、产业功能分区、产业定位、产业空

间布局等方面明确区域产业空间布局，

以及各镇、园区、重点区域主导产业和其

产业链价值端定位，发挥产业地图对促

进产业集群化、特色化发展，对项目落地

引领管控作用。完成产业经济发展、智

慧城市建设、吴淞工业区等三个“十三

五”规划中期评估。开展《宝山区邮轮

制造配套产业发展规划研究》《宝山区

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研究》及《宝山区

智能硬件产业发展规划研究》等专项产

业发展研究。抓牢产业项目准入关键环

节，深化完善《宝山区产业项目准入评估

办法（试行）》，制定出台《宝山区产业项

目投入产出指标分区域准入标准（２０１８
版）》及《宝山区产业园区开发平台公司

认定管理办法》，引导产业链价值端与土

地价值区段实现合理匹配，规范宝山区

产业园区开发平台公司认定标准及管理

流程。推进南北互补联动，在原《宝山区

产业项目招商统筹奖励办法（试行）》基

础上，研究制定《宝山区关于支持产业项

目统筹布局的实施细则》，鼓励产业南北

联动、统筹发展，明确注册地确定原则、

镇级财力再分配比例以及申报程序等。

【推动制造业实体经济发展】　宝山区
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建立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跟踪监测机

制，月度跟踪监测１６９户亿元以上规模
企业、２０９家四大制造业优势产业领域
企业、９８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企业产
值等相关经济运行指标。推进重点产业

项目建设，建立总投资约２９０亿元“２３＋
１７＋Ｘ”（即：全区２３项先进制造业重点
项目，１７项重点产业园区载体项目，Ｘ项
新引进重点制造业和产业载体项目）重

点产业项目库及推进机制。通过搭建重

点产业项目微信群、召开各类会议及实

地调研等方式，加快重点产业项目建设，

梳理推动１４个项目因装饰装修、备案等
原因未能纳入统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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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亿元，确保完成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召开重点产业项目推进会和专题协调

会，协调推开利空调、华伟表面、朝晖药

业、巨什机器、金地宝山智谷、保集智谷

创新产业一期等１２个项目年内竣工，华
域麦格纳电驱、华域电机、鑫燕隆二期、

容弋、长建金属、联东 Ｕ谷宝山科创中
心、临港新业坊城工科技绿洲等１２个项
目开工建设。其中，完成投资超亿元工

业项目３个（富驰高科、开利空调、金地商
置宝山智谷），完成投资超亿元生产性服

务业项目６个（北郊未来产业园、保集 Ｅ
智谷一期、上海国际研发总部基地真大

园、上海建筑设计产业基地二期、临港新

业坊、泗塘科技园）。加快提升区域实体

经济发展能级，推动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

司申报２０１８年度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上海鑫燕隆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等７
家企业申报认定为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

认定上海国缆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等１８家
区级企业技术中心。至年末，宝山区创建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２家，市级３４家，区
级５７家。推动区内３９家企业新申报市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区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培育库总数达２５５家。构建
宝山区重点园区、重点企业沟通交流和招

商推介平台，组织区内６２家重点企业（载
体）联合参展２０１８年第二十届中国国际
工业博览会，推动区内各类企业参加中国

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ＡＰＥＣ中小企业技
术交流展览会等各类国内外展会。推进

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推进实

施《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十

三五”行动指南》，编制发布《宝山区产业

互联网发展与应用案例集》，探索建设工

业互联网标杆园区、示范企业和示范项

目。举办“２０１８（第五届）中国产业互联
网高峰论坛”，推进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

实践区建设。

【推动主导产业领域招商引资】　宝山
区聚焦“１＋４＋４”（“１”是邮轮经济，“４
＋４”是“新材料、机器人及高端装备、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生命健康等

四大新兴产业”＋“互联网平台经济、软
件信息与大数据服务业、建筑科技服务

业、节能环保服务业等四大特色服务

业”）主导产业，瞄准重大产业需求和产

业发展制高点，推进跟踪大项目大企业

落地宝山。建立重点引进产业项目库，

区层面全力引进、洽谈产业项目共 ２８
个，镇（园区）引进的实体项目共１２７个。
邮轮特色经济领域，深化与中船集团战

略合作，引入中船邮轮科技等邮轮产业

链关键控制点企业。推进中船集艾、中

船瓦锡兰、中船７０１所等项目落地。新
材料领域，加快推进东旭集团石墨烯产

业化项目落地，引进青岛德通纳米技术

有限公司远红外发热膜商业化项目、六

晶科技项目等。与上海电缆所共同推动

上海高温超导产业园建设，导入上海超

导、上创超导等超导产业龙头企业，加快

推动模具钢等项目落地。机器人及智能

硬件领域，推动快仓、巨什和众宏等企业

落户宝山。加快推动发那科三期及伏能

士项目建设。推进与安川通商、新松机

器人、上大无人艇等龙头企业战略对接，

加快引进更多高能级项目。新一代信息

技术领域，在引进软通动力、积成电子、

亿阳信通、物联网行业协会基础上，加快

推动交通信息产业中心、无车承运人等

项目引进落地。生物医药领域，深化与

国药器械全面合作，推动新杨湾 ＆国药
上海健康产业园正式开园，推动威高、安

博贝瑞等行业龙头企业入驻宝山。推进

商汤智慧医疗总部及索灵免疫学专业检

测项目落户宝山区。重点推进与大院、

大所、大集团合作，加强与产业集团对

接，共建产业生态，为集聚发展邮轮制造

及配套、先进材料、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

夯实基础。推动区政府与华域汽车集团

战略签约，联手培育新能源汽车核心部

件产业。加强汽车零部件产业项目对

接，全力推动爱德夏等汽车零部件项目

落户宝山。推动区政府与东旭集团战略

签约，共同推动东旭科创中心建设。推

动区政府与商汤科技战略签约，联手共

建“智能城市”示范区。推动区政府与

百度战略签约，聚焦智能城市建设和吴

淞工业区等重点版块，导入人工智能及

其相关产业。推动区政府与爱唯秀战略

签约，共同推进优维视全球创新研发中

心平台建设。推动区政府与上海信投、

联和投资战略签约，共同推进产城深度

融合发展的示范区建设、宝山区智慧城

市建设。重点推进重大活动期间投资促

进工作，抓住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上海举办契机，承接进博会期间溢出

效应，制订形成《宝山区对接进口博览会

投资促进推介工作方案》和《宝山区投

促中心对接进博会工作手册》，重点针对

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丹

麦、波兰等欧洲国家１３６家国（境）外参
展企业开展重点招商。在 ２０１８Ｓｅａｔｒａｄｅ
亚太邮轮大会举办期间，聚焦世界邮轮

产业龙头企业和关键控制点企业开展精

准招商。

【推进工业园区转型发展】　宝山区重点
聚焦工业园区转型升级，推动工业园区产

业能级提升。推进“２＋４”（宝山工业园
区、宝山城市工业园区、罗店工业园区、顾

村工业园区、杨行工业园区、月浦工业园

区）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季度编制宝山

区“２＋４”工业园区经济专报，及时掌握
工业园区整体发展、地块企业产出水平及

重点产业项目推进建设等情况。推进园

区企业节能降耗，实施节能“双控”目标

分解，完成区５０００吨标煤以上工业重点
用能单位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分解，

明确２０１８年和“十三五”双控考核目标。
加快推进工业节能工程改造，完成１４个
节能减排项目申报和资金落实工作，区级

资金扶持１７８４５万元。推进宝山绿色制
造体系构建，完成５个工业园区开展循环
化改造实施方案评审，推进６个工业园区
创建节水型园区，推动 １９家企业开展
２０１８年度清洁生产审核。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宝山区加
快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做好服务企业发

展“店小二”。增强政策供给精准，聚焦

机器人及智能硬件、新材料等主导产业

领域，制定出台《宝山区关于加快“上海

机器人产业园”机器人及智能硬件产业

集聚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等“区域 ＋
产业＋创新”专项政策，引导特色产业集
聚集约发展。全年分两批组织开展宝山

区先进制造业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

共申报１１６个项目，涉及区镇财政资金
５５９７８万元。组织安杰环保科技等 １５
家中小企业申报２０１８年上海市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资金，英佛曼等８家企业共
获扶持资金７０４万元。建设企业服务平
台，建立宝山区服务企业联席会议制度，

推动在市企业服务云上开设“宝山区旗

舰店”，系统梳理各类政策、归集编制涉

企服务清单，鼓励支持区内第三方企业

服务机构上平台提供专业服务。提升企

业专业服务水平，以中小企业服务绩效

第三方评估工作为抓手，建立服务机构

遴选机制。全年培育吴淞口创业园、上

海钢联、同光资本等１６家市级中小企业
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层次、多角

度、全方位专业团队服务。

【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水平】　宝山区推
动信息化与产业发展、城市更新深度融

合，促进区域发展质量和水平提升，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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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全面研究编制《宝山区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年—
２０２０年）》，制定下发《宝山区推进智慧
城市建设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优化完善
宝山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修订完善

《宝山区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加强全

区信息化项目归口管理和统筹建设。编

制实施《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信息化专项资金
项目实施计划》，共计安排信息化项目

２７项，财政投资１５００万元。完成区级财
政投资的教育、卫生等各领域７４个信息
化项目的技术审核，统筹全区智慧城市

信息化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智慧公安、智

慧健康、智能交通三期、共享停车服务平

台等一批智慧城市重大项目建设。举办

“２０１８上海智慧城市进万家”系列宣传
活动启动仪式暨宝山区机器人主题活

动。深化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开放，推进

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项目建设，开

展政务数据治理，承接市公共数据资源

在宝山区落地应用，促进政务信息资源

在政府行政、民生服务、城市管理、社会

治理、经济运行等领域开发利用，实现全

区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开放、应用

等环节统一管理，构建区域政务数据交

换、信息共享“立交桥”，累计形成区政

务信息资源目录１３７４条，至年末完成２１
个主要部门政务信息资源编目及数据归

集，开展１５个以上内嵌主题应用及２个
综合应用分析。持续推进信息化与工业

化融合，完成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信息化与工
业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举办２０１８年上
海市两化融合深度行系列宝山站活动。

组织企业申报国家试点，４家企业入选
２０１８年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
点企业。发动企业完成两化融合自评

估，持续提高宝山区参加国家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贯标企业数量。加快推动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信息管线集约化改

造５６７沟千米、３５２管千米。推进家庭
宽带用户平均接入速率提升至１３５ＭＢ／ｓ
以上。完成各街镇２６个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无线网络

基础建设。研究制订《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新
型城域物联专网实施方案》，完成高境镇

社会综合管理智能化信息平台（一期）、

罗店大居小区视频监控、宝山区国际邮

轮港外围智能停车诱导等型城域物联专

网项目建设。开展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管

理，牵头各街、镇、园区针对宝山区 ４１４
家工业制造业企业工业控制系统、工业

云平台开展信息安全自查工作，向市经

信委推荐宝信和克莱机电两名专家为市

工业信息安全专家。针对国家信息安全

发展研究中心发布菲尼克斯电器工业交

换机产品存在高危网络安全漏洞风险，

及时组织企业开展工控系统安全漏洞排

查及设备固件修复工作，避免企业受到

该安全漏洞不利影响。

【举办“上海智慧城市进万家”系列宣传

活动启动仪式暨宝山区机器人主题活

动】　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７日，宝山区及上海
市共２０家机器人企业集中展示机器人
产品，为市民展示一场机器人“智慧嘉年

华”，千余名市民参加活动。该活动使企

业、市民更好了解宝山区智慧城市和机

器人产业发展成果，增强市民对智慧城

市获得感和感受度，也通过展示宝山机

器人典型产品及应用，提升宝山机器人

产业在全国知名度和影响力。

【举办上海市两化融合深度行系列宝山

站活动】　８月２９日，２０１８年上海市两
化融合深度行系列宝山站活动举行，宝

山区２００余家制造业企业参加，该活动
帮助宝山区企业深化对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认识。同时，宝山区组织企业申报国

家试点，４家企业入选２０１８年国家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发动全区

企业完成两化融合自评估，提高参加国

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企业数量。至

年末，宝山区共有４８６家企业完成两化
融合自评估，２３家企业开展两化融合贯
标。 （王　洁）

生产性服务业
【概况】　宝山区对接《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

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

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

见》《上海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十三五”

规划》等国家和上海市战略，主动融入上

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发

展大局，围绕上海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各项要求，以建设“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

实践区”为核心，全年软件信息和大数据

服务业、建筑工程服务业和节能环保服

务业三大生产性服务业重点行业重点企

业实现营业收１０４０亿元；获批７家市级
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总量位列全市

前茅。

【推进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

设】　宝山区实施《中国产业互联网创

新实践区建设“十三五”行动指南》，推

进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编

制《宝山区产业互联网发展与应用案例

集》，挖掘宝山区产业互联网领域优秀企

业及先进案例，树立产业发展标杆，发挥

带动示范效应，归纳总结实践区建设成

果和经验。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探索

建设工业互联网标杆园区、示范企业和

示范项目。

【参展２０１８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　９月１９日—２３日，在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举办２０１８第二十届中国国际
工业博览会。宝山区有三个产业主题展

参展，即城市工业园区承办参加新材料

展、顾村机器人产业园承办参加机器人

产业展、中国产业互联网促进中心承办

产业互联网展，组织区内利物盛集团、佑

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北郊未来产

业园等６２家重点企业（载体）联合参展，
展示宝山在新材料、机器人、产业互联网

等方面取得成果和未来发展规划以及上

海北郊未来产业园等重点载体区域集聚

效应，扩大宝山在上海乃至全国影响力

与知名度，为区内重点园区（载体）、企

业搭建沟通交流和招商推介平台。

【举办“２０１８（第五届）中国产业互联网
高峰论坛”】　１０月１２日，中国互联网
协会和宝山区政府联合主办，中国产业

互联网促进中心、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

实践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宝山区经

济委员会和宝山区文广局承办，２０１８（第
五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在上海

德尔塔酒店举行。论坛上，参会领导共

同为国家工业电子商务试点区重点园

区、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重点园

区和产业互联网创新示范企业授牌，并

揭牌成立宝山区区块链产业联盟。来自

全国区块链产业联盟、宝武集团、商汤集

团、百度集团、浪潮集团、中兴集团、树根

互联等业内知名专家分别做主题演讲，

分享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区块链、智慧城市等诸多最前沿技术

和最新实践成果。

【举办２０１８年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
专题讲座】　８月２９日和１２月２０日，宝
山区举办２０１８年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
发展专题讲座。以建设“中国产业互联

网创新实践区”为核心，邀请来自中科院

上海高等研究院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东分院等业内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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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围绕“互联网 ＋”“＋互联网”、人
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发展等内容，通过国

内外产业发展趋势深度解读及成功案例

深入剖析，为区内５００家重点企业进行
专题培训。 （刘　杨）

电子商务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电子商务业呈
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深化应用领

域，聚集有特色、有影响力企业。至年

末，区电子商务企业共有２７８家，实现电
子商务交易额３１８０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８７％。其中：Ｂ２Ｂ交易额 ３０５０９亿
元，增长２９５％；Ｂ２Ｃ交易额１３０亿元，
增长１１９％。

【Ｂ２Ｂ电子商务交易额占主导】　钢铁
等大宗商品成为全区电子商务发展特

色，交易规模占比持续增加。上海钢联

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等３家重点企业
电子商务交易额达２９０５９亿元，占全部
电子交易额９１３５％。

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点Ｂ２Ｂ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合计（亿元）

１ 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３９２．０

２ 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 １２６．８

３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２３８７．１

表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点Ｂ２Ｃ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合计（亿元）

１ 上海晖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８

２ 上海猫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６．８

３ 上海唯一视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６．３

４ 上海相宜云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３．６

【发挥电子商务平台示范作用】　宝山
区围绕“上海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上

海内贸流通体制改革综合试点”“互联

网＋平台”等创建工作，打造上海宝山钢
铁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区，推进以大宗

商品电子商务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 ＋
平台服务”产业发展，线上集聚贸易主

体，线下辐射网络实体，培育综合交易功

能，全区平台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至

年末，形成以上海钢铁交易中心、上海大

宗商品信息中心、上海钢银电商平台、欧

冶云商、欧冶物流、上海木材交易中心等

为代表一批集资讯、定价、交易、结算、融

资及物流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大宗商品交

易电子商务平台，以及以云计算、大数据

为主要技术手段的大宗商品数据研究中

心。“爱回收”“食行生鲜”“好屋中国”

“微盟”等一批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电

子商务平台项目脱颖而出，平台经济功

能逐步显现。

【培育区电子商务产业类别】　宝山区
电子商务产业类别初步形成大宗商品、

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生活服

务、专业服务、回收利用等行业多样化协

同发展态势。培育以上海钢铁交易中

心、上海钢银为首的大宗商品服务平台，

贝联等一批高端医疗、特色专科医疗、康

复保健服务和特色养老服务平台，以食

行生鲜、能良电子、ＵＣＣ等为代表的与居

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平台，以猎

上网、优蓝网等为代表的有发展潜力的

专业服务平台，以唯一视觉、真旅网为首

的旅游休闲企业，以微盟微信公众平台

为代表的移动电商服务平台，以好屋中

国为代表的专业中介服务平台，以爱回

收为代表的二手电子产品回收再利用

平台。

【培育网络购物消费平台】　宝山区引
进、培育以好屋中国、爱回收、真旅网、食

行生鲜、能良电子、上蔬永辉等为代表的

一批面向个人消费者的网络购物平台和

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上海随易网络有

限公司（食行生鲜）、上海能良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获“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本市电子
商务示范企业”称号。

【聚焦企业创新发展】　宝山区重点关
注上海钢联、上海钢银、上海钢铁交易中

心、好屋中国、真旅网、食行生鲜、能良电

子、上海璞康实业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

鼓励重点企业、交易平台进行技术创新、

模式创新，提升交易规模，提高经济效

益。引进以移动互联网、跨境电商等创

新模式为代表的新兴电子商务企业，加

快推进区域电子商务企业集聚发展。推

进大华虎城智慧商圈建设，建设成一个

智能化、便捷化、服务性强的社区商业载

体，提升商圈整体形象，成为区域性商业

地标。

【扶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宝山区从
产业扶持、科技创新、融资对接、人才保

障等各方面，加大对电子商务产业扶持

力度，引导产业能级提升，发挥区域电子

商务产业链协同效应。至年末，区服务

业发展引导资金（以下简称“引导资

金”）共支持４７个企业（项目）（不含旅
游），涉及金额３８８２９１４万元，其中区级
２７８２８８４万元，街镇配套１２８４４７万元。
电子商务企业获支持４２４１万元，占总
金额的１５２４％。 （肖轶楠）

招商服务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市场主
体２００１７８户，比上年增加 １８８２７户；注
册资本１１９１３２２亿元，增加１８６７０３亿
元。其中：企业合计 １６３４９８户，注册资
本１１８９２８５亿元；个体工商户 ３６５７８
户，资金数额１８５亿元；农民专业合作
社１０２户，资金数额１８７亿元。年内新
增企业 ３０４８４户，其中法人单位 ２９０９９
户，新增企业注册资本２４４３１３亿元；迁
入企业２２０５户，其中法人单位２１５６户，
迁入企业注册资本２８４１８亿元。

【提升服务效能】　至年末，区行政服务
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共接待２４５３５２
人次，日均接待９９４人次；累计受理总数
２９４３７６件，日均受理 １１９２件，办结
２９４９４５件，满意率 ９９５７％。发布审改
动态和服务信息共计１０１条，印发新版
告知单３３４００册，“一窗通”网上平台办
事指南７０００册。进驻中心事项４６４项，
其中审批事项４２５项，服务事项３９项；
所有事项 １００％开通网上预约和预审，
实现网上预约４８８１２次、网上预审６７６６８
次。３７９项涉企审批及服务事项 １００％
开通“一网通办”，共办理７６５６７次，开展
证照寄送服务 ４２８９次；召开项目协调
会、咨询会５１次，协调解决５１个项目在
审批过程中遇到的瓶颈；挽留申请外迁

企业１１８家。共收到锦旗５１面，感谢信
１４封。中心深化落实“放管服”改革，按
照上海市全面推进“一网通办”加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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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智慧政府工作要求，完善体制机制、筑

牢运行基础，加快平台对接、破除数据壁

垒，再造服务流程、优化审批模式，升级

软硬件、实现两线（线上 ＋线下）联动，
持续推进“一网受理、只跑一次、一次办

成”，逐步实现“协同服务、一网通办、全

市通办”，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两集中两到位”实现机构“全覆盖”】

　中心配合区审改办、区编办、区府办督
查室等部门，推进“两集中两到位”改革

（一个行政机关的审批事项向一个科室

集中、行政审批科室向行政服务中心集

中，确保进驻行政服务中心人员到位、审

批事项授权到位），为实体大厅高效运行

提供机制保障，为推进“一网通办”夯实

线下基础。一季度，“两集中两到位”实

现机构 １００％到位，实现实体大厅“多
门”变“一门”。通过推动办理事项向网

上集中，做到电子监察到位，将“两集中

两到位”升级为“三集中三到位”。税务

新办企业组进驻中心后，制定《宝山区税

务局新办企业涉税事项当天办结实施方

案》，在全市率先打通新办企业全程服务

链，实现企业查名、执照办理、税务登记、

发票购买等企业正常经营前所需全部手

续在中心一站式办结，让企业“进一扇

门，办所有事”。

行政服务中心组织开展户外团队拓展训练活动 区行政服务中心／提供

【推进“单一窗口”建设】　中心根据市
政府“一窗受理、集成服务”要求，建设

四类“单一窗口”，即部门“单一窗口”、

统一出件“单一窗口”、综合业务“单一

窗口”以及主题类“单一窗口”（市场准

入类“单一窗口”和社会投资建设项目

“单一窗口”），通过“五个到位”，即窗口

授权到位、“知识库”梳理到位、流程再

造到位、人员培训到位、大厅布局调整到

位，在中心建立“统一收件、后台流转、分

类审批、统一出证”的“单一窗口”服务

模式，变“多窗”为“一窗”。至年末进驻

中心１９个常驻部门中，有１６个建成“部
门”单一窗口，实现一个窗口对外。中心

将办件量相对较少的１１个部门８６个办
理事项纳入综合业务“单一窗口”。相

关部门根据业务需求，拟定“部门授权委

托函”，明确办理流程、操作流转模式和

存档方式等要素，经区法制办、区审改办

审核后，向牵头部门统一授权，推进审批

工作重心下移。基本建成中心标准化知

识库，为窗口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提

供支撑。全年维护事项３９４项、多情形
细化８０２个，梳理空表６９１种、样表５０６

种、审核要点２４９８个、常见问答３９０个、
政策法规４００个、名词解释８４个。围绕
统一出件“单一窗口”建设，对１９个常驻
部门结果性证照及文件发放情况进行梳

理，细分２２７个种类。
中心配合区市场监管局窗口，围绕

市场准入类“单一窗口”建设，按照区审

改办梳理的１１６个市场准入事项，完成
“一表制”和１３８个市场准入主题类套餐
梳理。配合区建管委窗口，围绕社会投

资建设项目“单一窗口”建设，在区建管

委窗口和区规土局窗口分别设立“社会

投资项目服务专窗”，负责社会投资项目

“设计方案阶段”和“施工许可阶段”审

批服务工作。中心与第三方软件公司合

作，开发“单一窗口”软件系统。以窗口

带教方式对部分“单一窗口”工作人员

进行前期培训，为受、审分离后前后台业

务衔接打下基础。

【推进“一网通办”改革】　中心打通“一
网通办”服务链，做到“事前网上预审、

事中在线办理、事后快递送达”。按照

“四个减（减环节、减证明、减时间、减跑

动次数）”要求，推动办理事项“应上尽

上”，涉企审批事项“只跑一次”和“不见

面审批”比例达１００％，高于市里提出的
９０％目标。围绕让企业办好“一件事”
标准，梳理１３８个企业准入类跨部门、跨
事项主题套餐式服务。在线模拟登录

“一网通办”宝山频道，围绕网上申报、

部门业务办理、办理结果反馈三个环节，

对３６２项办理事项的网办流程进行测试
并予以优化，确保网路通畅。按照“市民

办事全市通办、企业办事全网通办、政务

信息全域共享”目标，实现中心系统与市

统一受理平台、市政务服务标准化管理

平台、市电子证照库、市民云、市不动产

登记系统、市邮政系统、区信用平台、区

事中事后监管平台、区法人库、区工商落

地数据、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１１个
系统的对接。实现电子营业执照、不动

产登记信息、企业基本信息、信用和奖惩

信息一键调用，大幅减少审批环节和材

料提交。从源头上确保市、区两级数据

线上与线下标准统一、内容完整、规范全

面、同源发布。中心以用户需求和服务

应用为方向，对大厅软硬件设备进行智

能化升级，增配自助政务一体机、扫描枪

等设备，引入人脸识别技术，推出自助打

印、自助申报、自助填表、办事查询和自

助预约等服务，持续优化“线上 ＋线下”
一体化服务模式。

【开展“三亮、三比、三评”活动】　中心
紧扣２０１８年度重点工作，赋予“三亮、三
比、三评”活动新形式、新内涵，激发服务

团队新动力、新活力。通过亮身份、亮标

准、亮成果（“三亮”），比技能、比创新、

比服务（“三比”），季度考评、年度考评、

企业测评（“三评”），提高团队服务意识

和业务素质，提升审批效率和服务水平，

增强企业满意度和获得感。先后组织开

展服务满意度调查、户外拓展训练、自学

服务规范、优秀审批案例评选、争创最美

服务窗口等活动，达到“以活动促建设、

以建设促提升”目的。

（陆　薇　徐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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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工业园区（以下
简称“园区”）围绕重点区域开发建设和

创新转型，加快先进制造业项目引进与

建设，加快改善园区营商环境，提升产业

发展质量效益，形成一个北郊品牌，打造

“北郊未来产业园、华域汽车创新园、中

船国际邮轮产业园”３个园区。全年完
成工业销售产值１１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４％；完成增加值３８亿元，增长３０％；完
成地方财政收入４亿元，增长３３％。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５６亿元，增长２倍，其
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１５５亿元。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宝山区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 摄影／高晗杰

【打造上海北郊品牌】　园区整合优势
资源，加快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平台建

设，打造上海北郊品牌。至年末，北郊未

来产业园核心区 Ｉ期（１８３亩）完成超
７０％楼栋主体结构封顶，Ｉ期样板房（启
航楼）投入试运营，意向入驻企业６４家，
正心谷、上海焦本信息、上海班连信息技

术、上海德润宝、上海七煌实业等重大项

目落地。明确以宝山工业园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为主体，打造园区多级联动企

业开发平台。以北郊企业作为二级开发

平台，加强与招商局集团、区属国资、镇

属集体资产搭建合作平台、成立合资公

司，推进产业发展平台建设。

【加快建设“三大园区”】　园区稳步推
进北郊未来产业园工程建设，至年末工

程进度完成近 ７０％，引进注册企业 ６７
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９家；完成引进企
业全口径税收１２１０万元，北郊启航楼２
家企业正式入驻。华域汽车创新园，凭

借宝山区政府与华域汽车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完成华域相关项目落地工作，引入

华域汽车相关产业链企业入驻园区。中

船国际邮轮产业园，与中船集团、招商局

集团、芬坎蒂尼集团等行业巨头合作，与

多家豪华邮轮配套企业会谈，至年末共

引入华域麦格纳、华域电动、正心谷、上

海医药、百联集团、爱德夏、日立建机、圣

象集团等重点项目。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园区重点推进
１４个项目，招商智造中心———人工智能
创新产业园项目预计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取
得土地出让权，２０２０年 ８月竣工投产。
克来机电“黑灯工厂”项目预计２０１９年
上半年取得土地出让权，预计２０２０年６
月竣工投产。七八所军工科研及军民

融合产业化项目预计２０１９年开工、２０２１
年竣工投产。上海北郊汽车零部件智能

装备产业园项目（爱德夏定制厂房）预

计２０１９年开工建设，２０２０年竣工投产。
华域电动项目和华域麦格纳电驱项目于

６月 １日完成房产证变更手续，预计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试生产。金地项目、开利
空调项目处于竣工验收阶段。粤申投资

项目处搭建地上钢结构阶段，预计２０１９
年年底竣工验收。联东Ｕ谷二期项目预
计２０１９年下半年竣工验收。

【加强产业结构调整】　园区优化和改
进企业、产业调整方式，以调整促进和提

升园区产业层次，实现年度约２６６７公
顷调整目标。至年末，华域电动、华域麦

格纳电驱项目开工建设１４４７公顷，程
工工具闲置厂房１３３公顷引入租赁项
目邦达公司完成区级准入；稳健压缩机

３２７公顷于６月完成设备搬迁，作为过
渡厂房方案引入爱德夏项目；完成蒂森

克虏伯地块２公顷资产收购，由园区与
顾村镇合资设立国集资平台公司进行收

购；与索肯科技拟签订收储协议，启动安

申地块（２０亩）收储手续与厂房回购，与
德深、新宸宜等项目达成收储意向。

【优化营商环境】　园区创建无违街镇，
完成“无违街镇”验收工作，结合园区开

发三维地理信息系统电子地图使用功

能，使日常拆违、控违的违建点位定位和

面积测绘测量等工作管理动态化、实时

化、精准化。加强拆违控违，全年共拆除

９４万余平方米，消除存量违建９万平方
米，清退违法居住人员７０余人。连续两
年实现新增违建零增长，如期完成环保

和水环境整治任务。园区９３家违法违
规建设项目，淘汰关闭１２家，整顿规范
２２家，完善备案５９家。对园区所有企业
进行全覆盖监管并开发运行环保管家信

息化平台，配合区环保局完成园区空气

自动监测站及监测网格建设。完成企业

管网混排专项检查，杜绝违规排放现象。

加快公建配套建设，启动建设６条道路。
配合区有关部门落实中运量轨道交通规

划。与能兴集团达成文化体育中心建设

与运营意向，与协和国际学校达成国际

学校开办意向，与上海外国语大学达成

开办公立学校意向，与中建八局达成园

区租赁房建设运营意向。 （高晗杰）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以下简称“园区”）全年完成工业总产

值２１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１％；完成地
方财政收入５９３亿元，增长１２８％；完
成增加值１０３亿元，增长２５８％，完成年
度经济指标。园区在上海市１０８家开发
区综合评价结果中，高新技术企业数二

十强排名位居第２４位，在小型园区（６８
家）综合发展指数中排名第７位。

【展示企业新效益】　园区内西德科、金
亭线束、相宜本草等一批龙头企业发展

强劲，经济指标良好。光驰科技参加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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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中国进博会；高校冷链、丽华快餐、虹

口糕团厂为首届进博会提供餐饮保障，

获杰出贡献荣誉。虹口糕团厂年糕团被

评为２０１８中国美食百强榜中国名点名
小吃五十强。园区先后引进上海高博航

空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睿易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等内资企业项目２１个，引进安博
贝瑞（上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英美

（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外资项目

１３个，合同外资１亿美元。

【园区增添新动力】　园区坚持推陈出
新、腾笼换鸟，盘活土地约 ２１３３公顷，
引入上海桐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瀚策汽车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等 ８家企
业。济森机械、杰宁新能源、奥格力环保

科技等企业相继投入使用，推进申丝凯

乐、旗开、联东Ｕ谷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５日，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便民交通短驳车开通仪式举行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提供

【加大企业环保监管力度】　园区开展
经济普查和污染源普查，摸清园区家底，

掌握污染源现状，压实企业环保工作主

体责任，首次与企业签订环保工作目标

责任书。创新性引入环保第三方提供监

管服务。扬尘治理初见成效，智能化环

保检测设备上线运作。

【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　园区通过多
项举措改善水质。对园区１６条河道建
立常态长效管理机制，以“河长制”促

“河长治”，全面消除园区黑臭及劣 Ｖ类
河道，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开展“无违”创建工作】　７月，园区全
面完成丰翔新城、金地艺境、三星村“无

违居村”创建验收工作。全年共拆除违

法建筑点位 ２００余处，拆违面积约 ８５
万平方米，完成年度拆违目标１２１％。

【开展各类联合整治任务】　全年园区
共开展无证照经营整治１２次，共整治问
题点位１２４家，完成全年任务。受理网
格案件１１３８２件，结案率９９４％，及时率
９９１％。共出动检查人员３２８８人次，检
查生产经营单位（场所）２５２０家次，发现
各类 安 全 隐 患 ２８２１条 处，整 改 率
９９１％，园区获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隐患整
治先进集体称号。

【加快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　该学校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８日正式开工。位于真陈
路锦秋路，地块总用地４４６８８１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合计１８０００平方米，共４５个

班级（小学２０个班，中学２５个班）。该
学校为单独报建学校，建成后将完善周

边路网和停车需求，优化交通环境。至

年末，该学校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弱电安

装、强电外线安装、单元楼粗装修、上水

及煤气配套工程安装，室外总体完成绿

化种植，人行道铺设及机动车道沥青铺

设。验收阶段完成竣工资料档案编制及

归档，全过程测绘报告并完成网上备案，

完成卫生、消防、绿化等验收工作。

【推进排水改造等重点项目建设】　该
工程新建雨水管网总长９９２０米，新建污
水管总长约１８６０米。至年末，完成主干
道沿线管网铺设工作，解决园区逢雨必

涝难题。丰翔路泵站主体结构全部完

成；泵站内道路绿化施工完毕；泵站出水

箱涵施工完成 ４０％。工程有关水、电、
煤、通信及绿化搬迁完成 ８５％；管网有
关工作井施工完成８０％，顶管施工完成
５０％。宝祁路泵站前期施工手续完毕，
进行工地内大临设施搭设工作。

（侯　敏）

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聚焦招商引资，发展税源经济，创新服务

机制，承接街道招商职能，整合街道区域

招商资源，各项重点工作实现良好工作

预期。全年区级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１３０９亿，增长 １０８９％，绝对值与增量
均位列全区第一位。至年末，新增注册

企业 ２７８７户，完成注册资本 ２５４２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８％，户均注册资本达

９１２万元；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
１０３个；实现合同外资７５１亿美元，增长
８倍。２０１７年新引进重点企业年内完成
总税超２亿元，区级税收收入超７０００余
万元，并涌现出付临门支付有限公司（互

联网支付）、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等具有行业特色新兴公司。

年内，注册企业上海鸭嘴兽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获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上

海赛区暨２０１８“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
创业大赛优胜企业奖。上海宝临电气集

团有限公司获“２０１８上海民营制造业企
业１００强”称号。

【完成整合街道招商职能改革】　宝山
航运经济发展区协同联动完成街道区块

招商公司整合重组工作，形成“街道招商

公司整合重组工作方案”报区委常委会

研究通过。牵头实施公司整合重组工

作，从“配齐领导班子、完善组织架构、完

成资金资产清算交接、融合企业干部员

工、接收整合注册企业”等五个方面着

手，因地制宜、平稳有序完成９家原招商
公司整合重组为４家公司，理顺资产关
系，落实对区属国资“管人、管事、管资

产”全覆盖监管工作要求。强化对都市

版块“１＋４”（“１”是上海宝山都市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４”是上海宝山都市宝
谊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宝山都市海

缤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宝山都市淞

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宝山都市泗

塘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依法依规管

理，完善都市及其二级公司职责定位、内

设部门设置、企业领导班子和部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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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数配置等工作。根据１＋４企业运行
和业务工作需要，采取专职加兼职方式

配齐领导班子，遴选产生 ２４名部门骨
干。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制订都市及其

二级公司《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劳动人

事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公务车

辆使用管理制度》等，为公司有序运行提

供保障，实现“稳企稳税稳增长”目标。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金富门城市更
新项目进入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华域

亚太项目在同济路 ９９８号地块进行改
造，占地面积约６５３公顷（９８亩），一期
工程项目总投资２９８０万元，１２月底全部
完工。宝龙城项目７、８、９号楼实现结构
封顶，１、３号楼裙房一层二层商业地产
开盘销售，面积约１６万平方米。临江
商业中心项目 Ｂ—４地块规划许可证办
理完毕，９月取得桩机施工许可证。上
海长滩项目工程进展顺利，５号住宅地
块结构封顶，至年末０７地块销售情况为
预售总套数９４３套，网签５２２套，其中完
成销售４６７套，实现销售金额３０亿元，
实现区级税收１６１亿元。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５日，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第二期专业裁判员培训班在宝山云域电竞中心
开班 新兴产业园区／提供

【打造“３６５诚信服务品牌”】　宝山航运
经济发展区树立航运“企业为尊，服务至

上，精诚所至，善作善成”服务理念，结合

企业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流程再造、创

业创新中所需所求，转变工作作风、提升

服务理念，打造“３６５诚信服务品牌”。
建立６个服务驿站，对３类重点服务对
象，做好“平台服务、政策报送、走访调

研、真情投入、助企发展”５大服务内容。

通过精细化服务，聚焦企业集中反映的

办事环节中痛点、堵点、难点，再造服务

流程，提高诚信服务能力和水平，让企业

在办理事项过程中减少环节、时间、成

本。开展重点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送

清凉”“送健康”“送问候”等服务，组织

１０余场企业家沙龙活动。宝恒公司开
通“宝恒Ｅ家”，及时宣传企业急需政策
信息。宝谊公司完善办证服务大厅制

度、午间值班制度，为企业提供更好办事

体验。

【推动干部人才培养工作】　宝山航运经
济发展区按照“一年有起色、两年有提

高、三年有成效”目标，树立事业为先工

作理念，形成“以好作风选作风好的干

部”工作导向。开设政治理论研修班和

组建“时政说”网评写作班；开设企业经

营管理、招商引资等专题培训班；组织１６
名后备青年人才开展跨部门跨领域挂职

锻炼，实施带教师徒结对制、工作项目清

单制、思想定期交谈制、管理跟踪考察制、

考核业绩报告制等五个维度精准培养。

以政治标准第一、干事创业为先要求，选

优配强企业领导班子，共提拔干部８名，
交流任职１０名，指导都市一级公司规范
选拔中层干部２４名，为推动党政中心工
作提供组织保证和人力资源支撑。对企

业领导班子实施年度目标管理绩效考核，

分解落实１００项年度目标任务，建立先告
后考、以考定绩工作机制，树立实干工作

导向；制定“三重一大”事项议事规则，确

保“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

决策”要求落到实处。 （朱亚琴）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公司完成销售收入
５７５４２亿元，完成年计划 １９１８１％；完
成税金总额 １０３４亿元，完成年计划
１２１９３％；完成区税总额 ３２５８２亿元，
完成年计划 １００３６％，比上年增长
１５％。全年新增注册企业１１６６户，新增
纳税企业８１４户。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持续推进园区２６家低效无效企业专项
整治工作，至年末有 １７家企业缴纳税
收，关停２家，搬离７家，腾出厂房７０８７
平方米。引进生产型企业３家，提升落
地企业产业能级。善合宝山国际商业创

新园等创新平台正式启动，成为公司探

索招商引资工作新模式。

【强化安全管理机制】　年初，公司与
１６７家园区落户企业签订２０１８年度安全
生产责任书，明确安全责任，强化企业安

全意识，督促企业履行生产主体责任和

义务。坚持定期开展安全检查与整治，

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责令企业进行整改，

改善园区安全形势。

【开展“环保督查”整治和“无违”创建工

作】　公司配合镇政府聘请第三方环保
监管单位对园区企业进行日常巡查，对

问题企业持续跟踪，督促其整改。９月，
为迎接上海市第三环境保护督查组进驻

宝山，实行２４小时轮值制度，对４２家环
保手续不全企业进行劝停，确保此类企

业不生产，同时督促其尽快办理相关手

续。配合镇水务所对园区内企业雨污管

网和污水管网进行全面排查，对在排查

中发现的１３处污水直排河道问题，及时
督促相关企业进行整改。配合罗泾镇无

违先进居村创建工作，上半年将数据库

内违建基本拆除并消库，１０月底对严重
影响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隐患的２５家园
区企业及商铺违建进行拆除，面积近

１６万平方米（库外）。

【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公司改革单位
公务用车制度，对多余车辆进行拍卖处

理，保留公车实施专人负责，实行一车一

卡、专车专用，做好相关记录和台账工

作。公司各类物品采购与发放，均通过

ＯＡ办公系统提出申请与审批，规范各项
流程。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和“三重

一大”议事规则，提升公司制度化规范化

建设水平。 （张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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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吴嫣妮

商业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实现商品销售
额５０１７０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３％，增
速列全市各区第二位。其中，限额以上

企业实现商品销售额３５６６６亿元，增长
２０３％，占全区商品销售额７１％。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６８３３亿元，比上
年增长 ２５％。按行业分，批发和零售
业实现６３０３亿元，增长２２％；住宿和
餐饮业实现５２９２亿元，增长５９％。

【聚焦打响“上海购物”品牌】　区商务
委制订《聚焦打响“上海购物”品牌新要

求，打造北上海特色消费区———促进宝

山消费三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行动方
案》，打响“国际邮轮”“上海樱花”“工业

遗存”“平台经济”４张消费名片，打造北
上海特色消费区。

【节庆营销促进消费增长】　区商务委组
织区内商业企业开展节庆主题营销活动、

２０１８上海购物街宝山专场活动，龙湖天
街、宝乐汇、宝山万达等开展“文化进商

圈”活动，营造欢乐消费、繁荣和谐的节

日氛围，促进消费增长。区内重点商业企

业在“元旦”“春节”“五一”和“十一”这

四个法定节假日期间，销售分别比上年增

长８１％、８３％、８４％、５６％。

【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　年内，区商务
委完成祁华路菜市场等５家标准化菜市
场改扩建项目和６０个社区智能微菜场
建设，覆盖区内大型居住区及部分地区

新建住宅小区。建设完成配套菜场，从

质量保障、安全可控、诚信服务、规模经

营等方面提升菜市场能级。

【加强酒类行业监管】　年内，区商务委
对６４３家超市、卖场、批发企业、便利店
及散装酒摊点等进行常规检查。开展

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酒类追溯安全标准培
训，共培训１００余人次。处理投诉举报
１０３起，抽检１１１个品种酒样。

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点商业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街镇 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备注

１ 宝杨宝龙广场 友谊路街道 ２７．３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开业

２ 上海长滩（商业项目） 友谊路街道 ３５ ２０２１年开业

３ 临江商业商务中心 友谊路街道 ２４．３８ ２０２１年开业

４ 金富门改造项目 友谊路街道 ８．１ ２０２１年开业

５ 招商花园城 杨行镇 ６．７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开业

６ 中铁北城时代（商业项目） 杨行镇 ５．７ ２０２０年商业项目开业

７ 上海芳草地 淞南镇 ５１（商业１０） ２０２１年开业

８ 经纬汇商业商务广场（紫荆谷＋） 大场镇 ２５（商业１３）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开业

９ 宝山日月光商业广场 大场镇 １７ ２０２１年开业

１０ 上海东虹国际商城 罗泾镇 ９．２ ２０２１年开业

１１ 月浦万达广场 月浦镇 ４ ２０２１年开业

１２ 罗店中集商办项目 罗店镇 ３４．４（商业１４．９；办公１９．５） ２０２２年商业项目开业

表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改（扩）建标准化菜市场名单

序号 菜场名称 所在街镇 地址

１ 上蔬永辉真华店 大场镇 真华路１７８１号

２ 祁华路菜市场 大场镇 祁华路３２４号

３ 湄浦菜市场 杨行镇 湄浦路２８０号

４ 呼玛菜市场 张庙街道 呼玛路５３５号

５ 顾村大家园菜市场 顾村镇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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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平台经济能级】　宝山区围绕“互
联网平台＋供应链”发展战略，推进平台
经济发展，建成全国最大钢铁电商交易

中心，交易量（开票）占全国总量三分之

一。完成国家商务部和市商务委供应链

创新与应用试点企业申报工作，欧冶云

商入选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企业

评审名单。上海钢联继续入选 ２０１８年
中国５００强企业名单，排名上升至 １０６
位。上海钢联、欧冶云商分获２０１８上半

年中国Ｂ２Ｂ企业百强第２位和第４位。

表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点互联网平台

序号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企业名称 平台定位

１ 大宗商品
服务平台

钢银电商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该平台是全国最大钢铁电商平台，构建以交易为核心，集交易结算服务、供应链
服务、仓储加工服务、物流配送服务、数据信息服务等于一体的钢铁全产业链生
态服务体系，平台服务网络遍布全国，引领中国钢铁电商发展。

２ 大宗商品
服务平台

我的钢铁网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该平台是国内排名第一的钢铁行业商业信息与电子商务服务商，中心编制的“我
的钢铁价格指数”“我的钢铁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获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澳
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等世界顶级商品交易所和世界铁矿石巨头认可。

３ 大宗商品
服务平台

欧冶云商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
公司

该平台是中国宝武整合原有大宗商品电子商务相关资源，以全新商业模式建立
的生态型服务平台，旗下有欧冶电商、欧冶物流、欧冶金融等子平台，通过供应链
服务产品的不断创新，构筑最具活力的大宗商品共享服务生态圈。

４ 生活服务
平台

微盟
上海微盟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

该平台是全国最大的微信生态服务商，基于移动社交的核心价值，以跨界领域的
软件开发，广告营销，电商，金融，投资和大数据，形成战略整合，提出三大引擎战
略，“软件＋营销＋平台”，打造微盟移动社交生态圈。

５ 专业服务
平台

优蓝网
上海优尔蓝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该平台是中国蓝领招聘垂直服务移动互联网平台，整合 ＡＰＰ、微信、ＷＡＰ、ＰＣ、门
店、人才市场、招聘会、校园、社交９大场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ＡＩ技术驱动
人岗精准匹配，提供信息＋服务＋数据的深度垂直招聘服务。

６ 专业服务
平台

猎上网
猎上网络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该平台是一家网络招聘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挖掘供需、ＡＩ智能算法调度等技
术，按ＨＲ职位需求匹配服务、按猎头交付效率评级管理、按猎企服务能力派选订
单，把合适的猎头和合适的人才及时匹配给招聘需求方。

７ 专业服务
平台

票易通
上海云砺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该平台是专业的供应链协同及发票管理 ＳａａＳ解决方案提供商，自主开发的“栗
易通平台”，综合运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顶尖ＩＴ技术，帮助企业顺利完成“营
改增”过渡，税降利增，释放资本活力，保证财务安全，己获 得众多五百强企业的
认可。

（倪卫榕）

表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亿元载体

序号 载体名称 所属街镇

１ 上海宝山钢铁物流商务区 杨行镇

２ 海纳大楼 大场镇

３ 宝钢综合大楼 航运—友谊

４ 复旦软件园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淞南镇

５ 上海钢铁金融产业园（宝莲城） 航运—友谊

６ 上海智力产业园一期 庙行镇

７ 上海移动互联网创新园 淞南镇

８ 上海市移动互联网产业基地海宝示范园 顾村镇

９ 上海移动商务产业园（新陆国际大厦） 高境镇

１０ 大华虎城嘉年华商务楼（一期） 大场镇

１１ 吴淞口创业园 航运—友谊

１２ 中设科技园 高境镇

１３ 上海宝山万达广场写字楼 高境镇

服务业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服务业完成增
加值８３２５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６％，占
区经济总量５９８５％。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４２２９９亿元，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８５２６％。实现税收 ２６２８４亿元，增
长１２２％，其中区级税收１０１０９亿元，
增长１０２％。

【商务载体产出效益提升】　至年末，纳
入统计监测范围的８４个商务载体总税
收实现４７２９亿元，总税收单位面积产
出 １３９８１５元／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１７９３％，总体入驻率８００１％，落地型企
业注册率６９９４％，税收收入１亿元以上
载体１３个。与区相关部门建立区级层
面商务载体数据分析机制，与各相关镇

（园区）以及商务载体建立数据监测上

报机制和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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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政策引导效应】　宝山区完成
２０１７年度“租税联动”资金拨付工作并
开展２０１８年度备案工作。完成４５个载
体２０１８年度“租税联动”备案工作。开
展市、区服务业引导资金申报工作。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７日，中国邮轮婚典服务基地揭牌仪式举行 区商务委／提供

【举办２０１８上海国际婚礼时尚周】　１２
月７日—１０日，２０１８上海国际婚礼时尚
周开幕式及系列活动在中成智谷云秀场

举办，“中国邮轮婚典服务基地”正式揭

牌。该活动主题为“爱，在上海”，来自

全国各地以及希腊、马来西亚、日本、韩

国、德国、新西兰、奥地利等１０多个国家
和地区３００余家婚庆专业机构团体、１００
余家婚庆产业链企业以及１５００多名专
业观众参与活动。 （倪卫榕）

吸收外资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批准外商投资
项目６１５个，比上年增长７１８％；吸收合
同外资１５８１亿美元，增长２２７％；实到
外资２７９亿美元，增长２９６％。年内新
增跨国地区总部型机构１家，外资研发
中心２家。

【外资项目数明显增长】　全年外商投
资项目数 ６１５个，比上年增长 ７１８％。
其中新批项目５５３个，占总项目数８９９％；

服务业项目５８０个，占总项目数９４３％；
“一带一路”国家项目 ７４个，增长 １１
倍，其中新加坡项目１９个。大项目数量
增长明显，１０００万美元及以上大项目２０
个，增长１２倍。

【外资二、三产业发展较快】　全年吸收
合同外资 １５８１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２２７％。其中：以第三产业为主，共１４６０

亿美元，占９２３％，专业技术服务业、房
地产业和批发业合同外资占比最高；第

二产业１２２亿美元，增长３０２６％。

【港澳地区为最大投资来源地】　全年
港澳地区投资项目１６３个，成最大投资
来源地，占总项目数 ２６６％；合同外资
１２５２亿美元，占总合同外资７９２％。

表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吸收外资情况

名　称
项　目　数（个） 合 同 外 资（万美元）

新批 增资 小计 新批 增资 小计 同比

实到外资

（万美元）
同比

宝山工业园区 ４ ４ ８ ４２４ ３８２５ ４２５０ ７３．６％ ５３４１ ９６．１倍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７ ８ ２５ ２６８３ ７１７２ ９８５５ ８２．６％ ９８８０ ９．３倍

杨行镇 ２０ １ ２１ １２４５０ ３８ １２４８８ ２．８倍 １８ －９４％

月浦镇 ６３ ５ ６８ ４１９１ １７９６ ５９８７ －９２．１％ ２９５４ ３．２倍

罗店镇 １０２ ２ １０４ ４８８９ ２０４４ ６９３２ －１８．３％ ０ －１００％

高境镇 １４７ １４ １６１ ６６１１ １３６２ ７９７２ ３３．８％ ２０５１ －６８％

庙行镇 ８ ０ ８ ６１５３ ０ ６１５３ １１．４倍 ８ －８３．７％

大场镇 １２ ３ １５ ４１７ ３０ ４４８ －７８．４％ １５７６

淞南镇 ７５ ９ ８４ １６７８１ ２５４１ １９３２２ ５３．８％ ２０８０ －８３．７％

顾村镇 ５６ ６ ６２ ５６５１ ２４０７ ８０５８ １．２倍 ６９４

罗泾镇 １７ ５ ２２ １０２５ ４４８ １４７２ １．５倍 ０ －１００％

航运经济开发区 ３２ ５ ３７ ７００４３ ５１２８ ７５１７１ ８倍 ３２５０ ２６．３倍

＃友谊分中心 １０ １ １１ ２９７ １２９６ １５９４ ６８．７％ ２０７ １倍

＃张庙分中心 ７ ０ ７ ８２５４ ０ ８２５４ ３２．４倍 ０ －１００％

＃吴淞分中心 ９ ３ １２ ６０４２９ ４６ ６０４７５ ３９．２倍 ９９ ６．６倍

＃航运分中心 ６ １ ７ １０６３ ３７８６ ４８４９ －１４．２％ ２９４４

合　计 ５５３ ６２ ６１５ １３１３１８ ２６７９１ １５８１０９ ２２．７％ ２７８５１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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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外资项目数和合同外资情况

吸引外资 项目数（个） 同比（％） 合同外资（亿美元） 同比（％）

新批 ５５３ ７８．４ １３．１３ １９．５

增资 ６２ ２９．２ ２．６８ ４１．６

合计 ６１５ ７１．８ １５．８１ ２２．７

表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外资项目主要投资来源地情况

国家（地区）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合同外资（亿美元）

中国香港和澳门 １３７ ２６ １２．５２

欧洲 ６２ ８ １．３３

中国台湾 １２３ ５ ０．４７

日韩 ４９ ６ ０．６０

美国 ４６ ５ ０．１９

【新增三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研发中

心】　年内，３家企业被认定为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其中，地中海邮

轮船务（上海）有限公司被认定为跨国

公司总部型机构，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光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被

市商务委认定为外资研发中心。

【外资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引擎】　
全年外资企业完成税收总额 ５６０６亿
元，占全区总税收 １２４％，其中企业所
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 ２４％、
１６２％。重点外资企业对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的贡献以及显示度提升，在税

收排名前５０位的外资企业中，二产占３２
家，三产占１８家。其中，２０家外资企业
纳税总额超过５千万元，纳税总额３２９
亿元（制造业１３家、房地产业３家、科学
研究和专业技术服务２家、住宿和餐饮
业１家、批发和零售业１家），占全区外
资总税收５８７％，其中１１家企业超过１
亿元。 （倪卫榕）

对外贸易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企业完成进出
口总额８６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９９８％，

增幅位列全市第三位。其中，出口总额

３２３３亿元，增长 ２２２１％，增幅位列全
市第一位；进口总额 ５４３７亿元，增长
１８６９％，增幅位列全市第四位。

【一般贸易为主要出口方式】　宝山区
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额为２８１亿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８５１％，占 出 口 总 额
８６９３％。加工贸易出口额为 ２１６７亿
元，增长１０７９％。

【贸易型企业出口增长】　２０１８年，上海
茜杨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柄星进出口

有限公司和上海尧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等贸易型企业出口额分别为 ８３２８亿
元、８２亿元和６４８亿元，分别比上年增
长４１６１倍、２２６倍和１１９倍。

【民营企业成为出口主力军】　民营企
业全年出口额１０１０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４５％。国有企业出口额１１８６３亿元，增
长１７８４％。外资企业出口额９９３１亿
元，增长６９３％。

【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机电产品进出
口额１９４９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８８％，

占全区进出口商品总额２２５％；高新技
术产品进出口额 ４５０６亿元，增长
１１２３％，占５２６％。机电产品出口主要
以机械设备、运输工具、电器及电子产

品、金属制品为主；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

以多功能工业机器人为主，进出口额

１７９９亿元，增长４６２％。

【主要进出口商品实现增长】　宝山区
主要出口商品钢材、集装箱和铝材全年

出口额分别为９７７８亿元、３２４７亿元和
１０６１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１３５３％、
９９４％和４０３６％。主要进口商品铁矿
砂、锯材和铁合金进口额分别为３０５５４
亿元、１０８８亿元和４５９亿元，分别增长
２７７７％、１３０６％和３３９７％。

【东盟成出口第一大市场】　２０１８年，宝
山区对东盟地区出口６３８４亿元，比上
年增长 ４８５７％，占比 １９８６％，其中对
越南出口增长１１８倍。对欧盟、印度和
加拿大分别增长 ３８６７％、３１１７％和
４２１９％。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成
效 显 著，出 口 额 １２７３６亿 元，增
长３０７２％。

表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进出口综合情况

对外贸易 进口额（万元） 同比（％） 出口额（万元） 同比（％）

总额 ５４３７１９２．７６ １８．６９ ３２３２５９０．１４ ２２．２１

按贸易方式分

　一般贸易 ５２５４０３９．７９ １９．１ ２８０９８６８．０９ １８．５１

　加工贸易 １０４３７３．２８ －３．７７ ２１６６６８．４７ １０．７９

　其他贸易 ７８７７９．６８ ２９．４７ ２０６０５３．５８ １６２．５２

按企业性质分

　国有企业 ３３９９９１８．１５ １５．９５ １１８６２７９．５８ １７．８４

　民营企业 １４５６４５２．１１ ３１．１９ １０１０４６０．５ ４５

　外资企业 ５７２０６３．６２ ７．５５ ９９３１０４．１ 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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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各镇、街道、园区企业出口情况

镇、街道、园区名称
出口额

（万元）

同比

（％） 镇、街道、园区名称
出口额

（万元）

同比

（％）

杨行镇 ３１０４４２．７７ ２．３１

月浦镇 １６８３２０．４５ １９．５

罗泾镇 １３２９３３．５４ ３３

罗店镇 ４７２０６８．８４ ６．７

顾村镇 １８９８８０．０９ ９９．７

大场镇 ５６０８８．２４ １４．９

庙行镇 ４１７１０．２１ １６．８

淞南镇 ３４９９３．２２ ３４．８

高境镇 １８９０３０．９７ ８５．２

城市工业园区 １８７９５３．３９ ９．０４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９３３００．５６ ８．３９

航运经济开发区 ２２６５０４．３１ ４４．１

其他 １０２９３６３．５５ ２２．１

合计 ３２３２５９０．１４ ２２．２１

表１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

出口商品
出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出口商品

出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钢材 ９７７８００．８１ １３．５３

集装箱 ３２４７２０．９６ ９．９４

钢铁或铝制结构体及其部件 １０６１４４．９８ ４０．８６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５５９４８．８ ７．１３

服装及衣着附件 ５３０４９．６１ ２５．４８

冷冻机和制冷设备 ４７２５８．５８ －２．８７

家具及其零件 ４４９３２．２２ ２０．１４

通断保护电路装置及零件 ４０３４９．２６ ２０．７６

机械提升搬运装卸设备及零件 ３７２２８．２１ ８．１９

塑料制品 ３６８１２．５９ ４３．３６

表１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

进口商品
进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进口商品

进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铁矿砂及其精矿 ３０５５４０１．２８ ２７．７７

煤 ４５６０９９．７１ －１９．１２

钢材 １８３５００．８６ －１８．６

锯材 １２３０１２．３４ １３．０６

铁合金 ６１４２９．６９ ３３．９７

未锻造的铜及铜材 ４７９４８．７４ ７７７．０８

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器及器具 ４６８９０．５ －４．９

肉及杂碎 ４２８６５．３７ ８７．１１

静止式变流器 ３４０１４．４７ －５．９６

通断保护电路装置及零件 ３３９３０．２４ ４７．８

表１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国家（地区）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东盟 ６３８３８３．７４ ４８．５７

美国 ５３３４４８．４２ １．８３

欧盟 ３８２５４３．６８ ３８．６７

印度 ２３４１２７．３２ ３１．１７

日本 １８７６９６．７４ ７．０６

韩国 １７１４６０．７４ －２．４７

中国香港 １３２１４８．２ １０．３８

中国台湾 ９２３２８．２４ ５４．０６

墨西哥 ６７８４２．２４ １６．２４

加拿大 ６５７２９．１３ ４２．１９

表１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国家（地区）

国家和地区
进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国家和地区

进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澳大利亚 １８８２２１９．６１ ５．１１

巴西 １１０４４５３．６４ １９．２１

日本 ５４７１９５．６９ －３．１

欧盟 ３９４３２８．６４ １８．６４

加拿大 ３０３４０９．４２ １０９．４８

东盟 ２８２７１９．６８ ４８．５７

美国 １７０１８３．２ －１５．４５

南非 １５３０９８．５８ ３０８．６８

智利 ６７１９８．１３ ４５０．５

韩国 ５０８３６．９６ ４３．７３

（倪卫榕）

对外投资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企业经核准赴
境外新设并购企业１３家，投资总额１１１

亿美元，增资 ２家，增资总额 １００万美
元。宝山区企业对外投资累计达２５亿
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额累计３４５亿美元，投资国别（地区）

２１个。

【对外投资主体及国别】　对外投资主
体主要为民营企业，投资国别（地区）为

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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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主要

经营范围涉及高能 Ｘ射线和极紫外光
（ＥＵＶ）实验装置的研发及制造、新药研
发及焦糖色、水解植物蛋白等食品添加

剂及酱油粉等调味料的生产、销售和进

出口等。 （倪卫榕）

对外经贸
【完成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交易组织任

务】　区商务委完成上海交易团宝山分
团动员注册审核、证件发放、采购摸底、

供需对接、观展组织、采购组织等任务。

动员８４９家单位注册，６９７家通过审核，
其中企业６２８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６９家，参展采购人员４３６１人。

【组织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系列活动】

　区商务委举办宝山区迎接进口博览会
倒计时１００天系列活动，开展志愿者先
行迎进博活动、争创“最美宝山放心示范

零售店”活动等１８项活动。

【举办进口博览会国际邮轮服务贸易高

峰论坛】　１１月１０日，由上海市商务委
员会和宝山区政府主办，区商务委员会、

区滨江开发建设委员会与上海国际邮轮

经济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配套活动———国际邮轮服务贸易高峰

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上海邮轮

供应协会”正式成立揭牌，并为四家“邮

轮服务贸易创新企业”授牌，全球最大的

三文鱼生产商美威水产与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论坛主要围绕

上海邮轮产业的现状、动态及未来发展

趋势进行探讨，推动邮轮经济成为上海

“四大品牌”金字招牌。

【推进外贸转型】　加快新贸易发展，上
海国际酒类贸易中心进口食品仓储物流

基地项目建成并引进多家企业，中船集

艾等５家企业被推荐为上海市典型外贸
新业态企业，上海尚易等６家企业为上
海市典型自主品牌出口企业，宝钢股份

等１５家企业被推荐为上海市服务贸易
潜力企业培育计划候选企业。

（倪卫榕）

粮食管理
【粮油收购】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共收购、
采购 粮 食 ７４４万 吨，比 上 年 减 少
１９８３％。其中：收购晚粳谷７１２万吨，
减少 １４８３％；小麦 ０３万吨，减少
６４７１％；大 麦 等 ００２万 吨，减 少

６５８２％。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宣传和
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协调粮食购销

企业，做好粮食收购预案，召开夏、秋两

熟收购工作会议，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入

市收购，督促粮食收储企业严格执行收

购政策，保证粮食收购质量价格公开上

墙公布，坚持以质论价，所用计量器具均

通过依法鉴定合格，收购中不扣克斤两，

不拒收、不限收，收购网点安排合理，农

民卖粮方便、顺畅。组织落实粮食收购

资金，做好区内粮食收购资金预测，协调

辖内农业发展银行（简称“农发银行”）、

区财政等部门多渠道筹措资金１０７００万
元，其中农发银行贷款１０１亿元、区财
政粮食风险基金专户预拨６００万元，满
足粮食收购和区级储备粮轮换资金需

要，粮食收购中未发生“打白条”情况。

年内，区粮食局获评“２０１８年度全国粮
食流通执法督查创新示范单位”称号，黄

小平被市粮食局、市教委、市科委等五部

门评为上海市“粮安之星”。

【粮食流通市场管理】　区粮食局加大
民生项目支持力度，落实财政补贴资金，

支持粮油供应网络建设，创新粮食食品

供应模式，规划粮食采购基地及粮食消

费供应网点，合理布局区域内连锁超市、

大卖场、便利店、标准化菜场等粮油零售

网点。创新消费方式，推广落实区政府

实事项目“互联网 ＋菜篮子”模式微菜
场“食行生鲜”３１６家。全区全年粮食企
业销售、加工转化用粮２１６５万吨，比上
年减少２５３２％。其中：粮食销售１９２４
万吨，减少 ８１２％；加工转化用粮 ２４１
万吨，减少７００６％。

【粮食应急网络保障】　年内，区粮食局
合理布局区域内粮食应急供应网点 ７２
家、应急加工厂 ２个、应急储备库点 ２
个。１０月，修改出台２０１８年版《宝山区
粮食专项应急预案》。组织宝山区粮食

应急保障培训和应急供应演练，演练模

拟在ＩＶ级应急状态，并在事态继续发展
状况下，采取 ＩＩＩ级、部分 ＩＩ应急响应措
施，直至应急状况结束，终止响应的应急

处置全过程。

【加强地方粮食储备】　区粮食局落实
区级粮食储备７０４万吨核定规模，制定
区级储备粮补贴制度和办法，完善轮换

管理和库存监管机制。年内，区财政安

排储备粮专项补贴预算４６６０万元，根据
实际支出项目全部补贴拨付到位。实施

储备粮轮换电子联网交易，组织２０１８年
度区级储备粮轮换销售，通过国家粮食

电子交易平台公开网竞价销售稻谷，区

级储备粮轮换销售全部通过网上竞价销

售，全年共销售区级储备粮３４０４０吨，其
中稻谷 ２９２６０吨、小麦 １７８０吨、大米
３０００吨。

【保障粮食市场稳定】　区粮食局、区市
场管理局联合开展对区域内粮食收购市

场专项监督检查，维护粮食收购市场秩

序，保护农民售粮利益，没有发生违反质

价政策、拖欠售粮款等违法违规行为。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取检查对

象、随即选派执法检察人员，查出结果及

时公开）”监督检查工作的要求，制定开

展“双随机”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建

立双随机“一单、两库、一细则（一单：随

机抽查事项清单；两库：市场主体名录

库、执法人员名录库；一细则：规范抽查

工作细则）”，年内共开展双随机抽查５８
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１１８人次，随机抽
取检查对象５８个／家，共抽查粮食收购
活动等１２项检查事项。

【创新督查方法】　区粮食局采取多种
形式对辖区内粮食库存进行监管，与区

内粮食存储企业签订安全责任制承诺

书，组织开展储粮安全大检查，落实粮食

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问题台账，提出书

面整改意见，并督促整改落实到位。开

展粮食统计专项检查、粮食清仓查库等

监督检查工作，确保库存粮食数量真实。

结合“双随机”监督检查工作，组织开展

粮食质量等原粮卫生指标抽样检查，检

查结果进行书面通报。

【加强粮情监测】　区粮食局按照统计
数据准确、市场监测有效、信息发布及时

的相关工作要求，落实粮食统计制度。

开展区域内粮食统计人员专业基础知识

培训，指导督促入统对象建立统计台账，

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可靠，加强统计分析，

通过网络直报统计报表及相关数据。设

立居民固定调查户，建立台账，指导调查

户按时收集调查信息。加强粮食市场监

测预警，定期设立９个监测点（其中２个
直报点），跟踪监视大米、小麦粉和食用

植物油等１３个品种的价格、销量和市场
信息。落实联络员制度，建立监测点台

账，及时掌握粮油价格、销量市场走向，

通过区商务网信息平台发布粮食市场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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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粮仓保护】　区粮食局加强国有
粮仓物流设施保护动态管理，做好市粮

食网“粮油仓储设施信息管理系统”平

台相关信息数据更新，年内未出现违规

拆除、迁移粮食仓储物流设施，非法侵

占、损坏粮食仓储物流设施，擅自改变其

用途或者其他保护不力等情况发生。建

立粮油仓储物流设施备案制度，开展系

统内粮库出租情况排摸，有效管控粮库

出租行为，加强粮食仓库环境安全整治，

解除顾村、罗店等库区周边小商铺等房

屋出租合同３１份／家。

【推进束里桥粮食中心库建设】　区粮
食局推进束里桥粮食储备中心库建设，９
月开工，预计２０１９年８月底完成。项目
总投资６１８６万元，改建完成后粮食仓容
从２１万吨增加到３４万吨。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０日，宝山烟草参观一大会址 宝山烟草／提供

【加强仓储设施维修】　区粮食局开展
粮库维修和智能化升级改造，年内维修

和升级改造横沙新民粮库、顾村北库共

１１８万吨仓容，区财政补贴维修资金
３８９６９万元。建设宝山粮食中心化验
室，推进区粮食质量检验监测体系建设，

开展束里桥粮库化验室改扩建工作，完

成基础建设及仪器设备添置和人员

培训。

【加强粮食产后服务】　宝山有粮食烘
干机５３台套，烘干能力达到６２４吨，按
每吨覆盖５０亩水稻面积计算，可覆盖水
稻３万余亩，烘干能力１００％。实施“人
才兴粮”，参加行业人才评选和技能竞

赛，宣传粮食行业人才工作和优秀人才

事迹。宣传１２３２５全国粮食流通监管热
线，在辖区内所有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

从事政策性粮食业务企业门口挂贴

１２３２５标识。

【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　区粮食局严
格执行政策，做好副补发放管理，定期组

织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副食品价格补贴

发放工作人员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加

强副补发放管理和窗口服务指导，与民

政、街道、社区受理中心等部门沟通协

调，全区１２个街镇副补发放工作全部纳
入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工作，并由传

统发放现金方式转变为通过银行转账方

式发放。全年共发放副食品价格补贴

６８万人，比上年增长２５６％；发放资金
６１８５４万元，增长２５７％。

【帮困粮油供应】　区粮食局开展帮困
粮油供应便民服务活动，组织供应网点

为孤老、伤残家庭实行电话预约送货上

门等服务。定期组织专项抽查活动，检

查帮困粮油供应品种、价格、质量。全年

共回笼帮困粮油卡６８万张，比上年减
少４２２％；供应帮困粮油商品４５２７万
元，减少４９４％。

【加强长三角区域合作】　区粮食局开
展区内粮食购销企业与江苏兴化地区互

联互动、优势互补，推进区域粮食资源整

合，提升长三角地区粮食发展与合作。

开拓江苏等粮食主产区粮源基地，按照

“政府推动，部门协调，企业主体，市场运

作”原则，深化产销合作，委托有条件的

区粮食收储企业开展“异地收购存储”，

全区８０％以上区级储备粮在江苏基地
采购。

【开展爱粮节粮系列活动】　１０月 １６
日，围绕世界粮食日，区粮食局开展“爱

粮节粮保安全，优粮优价促增收”爱粮节

宣传周系列活动。制作主题海报、宣传

画，到部队、超市、菜场等场所向公众宣

传粮油营养健康科普知识和科学饮食营

养理念。 （黄小平）

烟草专卖
【概况】　上海市宝山区烟草专卖局成
立于１９９０年 １２月 ２５日，上海烟草集
团宝山烟草糖酒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５
年１２月。２０１８年，公司聚焦卷烟营销
和专卖管理两大核心职能，促进各项基

础管理工作水平全面提升并持续改善，

向管理要效益，实现经济运行质量稳中

有进、稳中向好。年内，获上海烟草集

团“四好领导班子”、上海市“劳动关系

和谐企业”称号；营销部客户服务信息

组获局工会“工人先锋号”集体；公司团

总支“法律之星”团队获局级标杆型组

织先进称号；营销部综合管理组、名烟

名酒店、专卖稽查支队南块中队、稽查

支队地块中队获上海烟草集团“５０强
班组”称号。

【开展员工培训】　公司优化营销、专卖
队伍技能结构，２０１８年鉴定考试通过率
达到８０％。加大网络培训力度，开展营
销、专卖队伍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星级达

标专项培训、综合素质提升培训四个网

络培训项目，网络学习完成率１００％，覆
盖率５４４２％。

【提升卷烟经营质量】　至年末，区域卷
烟销售总量增长 ２％、结构增长 ２９％。
提高高结构卷烟市场满足度，开展供应

评估１１次、投放改进１１次、订单稳定性
９０％、订单满足率５２％。开展社会库存
数据应用，关注单户库存及主销规格动

销情况，区域市场库存保持在 １４天左
右，主销规格中硬双喜 ６１天、上海牌
８２天。硬中华行价４０５元／条，软中华
行价６２０元／条。

【开展品牌营销活动】　集团每季度开
展品牌卷烟主题式陈列和竞赛评比，做

精做实集团品牌卷烟陈列，涉及中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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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支）、牡丹（金装）、凤凰（细支）、牡丹

（金细支）。与特色终端合作开展针对

特定消费者、特定品牌规格的“烟草 ＋
Ｘ”营销活动。如针对金装目标人群，与
车享家合作开展“烟草 ＋汽修”牡丹品
牌推广活动；针对中秋国庆市场，推出

“中华烟 ＋名白酒”礼盒；推出“烟草 ＋
婚庆”礼盒，有机融合卷烟文化和喜糖婚

庆市场，累计涉及消费者３５０人，覆盖牡
丹（金装）、牡丹（青柠）、中华（软）、中华

（金中支）等集团产品。

【聚焦零售终端经营质量】　区内有备
案销售大户４户，销售规模超平均值 ３
倍以上零售客户６７家。强终端经营软
件管理，提升终端信息化水平，以“日均

上传率 １００％”为目标，通过一线与后
台、宝山与通方形成有效的协调联动机

制，提升区域 ＰＯＳ机客户终端信息设备
使用水平，全年上传率９８％。组织５场
终端专题培训，为２００家零售客户开展
经营指导课程，其中中小客户５０家。

【打击假、非、私烟】　公司加强涉烟案
件情报信息搜集排摸力度，监管物流寄

递、公路运输、信息网络、道口卡口等环

节，切断“假、非、私”烟流通渠道。年内

累计查获各类违法卷烟３１０２０３条，总
案值６１７７９万元。破获５万元以上案

件３１起，抓获案件嫌疑人２９名。破获
制售假烟、走私烟国标以上网络案件６
起。与区公安分局、区建交委、宝山邮

政管理局实现联合办案、信息共享，打

击物流寄递涉烟违法犯罪，提高打击涉

烟违法行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加强日常监管】　公司创新日常监管
模式，规范市场检查工作，推进移动执法

装备使用，确定存疑待查户检查频次，提

高市场监管问题查实率、人均市场监管

效率、市场净化率等。６月—１１月，市场
监管问题查实率３０６２％，人均市场监管
效率 ８９３％，市场净化率 ９８３２％。开
展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延续工作，制定

区局大换证工作方案，年内共延续１５１５
家，其中网上申请１１６７家，窗口办理３４８
家，延续率９４％。加强许可证后续监管
责令停业整顿１４户，取消２户，中小学
校周 围 （５０米）持 证 户 数 量 减 少
４３７５％，后续监管率１００％，违规使用许
可证清理整改率１００％。

【治理违规大户】　２月起，宝山区局增
加真烟外流趋势分析控制真烟非法流

通，掌握外流原因。制定《宝山区局、有

限公司违规卖烟大户治理工作方案》，召

开公司违规违约大户专项整治工作推进

会，内管、稽查支队、营销部、专卖科通力

协作开展专项治理。

【创新“五步工作法”】　公司通过“小批
试点、调研推广、发挥功能、规范操作、全

心服务”“五步工作法”，建立自律互助

小组建设公约、章程和运作机制，提升自

律互助小组建设质量。全区共建立 ５７
个自律互助小组，组长、副组长１１４户，
自律互助小组总户数７６３户，占总客户
比例为４０％。

【“宝烟文化在线”微信公众号上线】　
“宝烟文化在线”微信公众号开设“劳模

党建”“依法治企”“文艺撷锦”“书记在

线”四大栏目。 （王　健）

市场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有商品交易市场
１３２家。市场类型：农副产品市场９７家，
其他消费品市场１家，工业消费品市场
２７家，工业生产资料市场７家。细分市
场类型：农副产品综合市场８９家，茶叶
市场３家，花鸟市场 ２家，水产市场 ２
家，农产品市场１家；食品市场１家；小
商品服饰市场１０家，建材市场１２家，家
居市场４家，电子市场１家；钢材市场２
家，机动车配件市场 ２家，木材市场 １
家，机电设备市场１家，旧机动车市场１
家。 （徐　杰）

表１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商品交易市场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细分类型
场内
经营
户数

经济性
质（国
有集体）

经济
性质
（私营）

属地

１ 上海宝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盘古路市场
分公司

盘古路４９２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９ √ 友谊路街道

２ 上海淞宝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永乐路３８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５ √ 友谊路街道

３ 上海宝山青鲜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友谊支路２６５号—２７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０ √ 友谊路街道

４ 上海宝山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密山路１０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９２ √ 友谊路街道

５ 上海宝山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宝杨路市场分
公司

宝杨路２５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９９ √ 友谊路街道

６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盘古路市场
分公司

盘古路４８６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６ √ 友谊路街道

７ 上海宝林二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宝林二村１０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１ √ 友谊路街道

８ 上海北翼商业街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５９９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５０１ √ 友谊路街道

９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团结路分
公司

团结路４—６号１楼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２ √ 友谊路街道

１０ 上海海滨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同济支路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０ √ 吴淞街道

１１ 上海东江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产路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０ √ 吴淞街道

８７１

商贸·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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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上海全而廉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泗东路３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０ √ 吴淞街道

１３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兴路１６３号１楼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６２ √ 吴淞街道

１４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同泰北路市
场分公司

同泰北路４４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７ √ 吴淞街道

１５ 上海吴淞环岛花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８９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花鸟市场 ９９ √ 吴淞街道

１６ 上海隆生茶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兴路１６３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茶叶市场 ２０ √ 吴淞街道

１７ 上海沪客隆招商市场有限公司 淞兴路１５７号—１６５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１０２ √ 吴淞街道

１８ 上海沪客隆招商市场有限公司沪客隆服饰市场分公司 淞兴路１５７号—１６５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１２３ √ 吴淞街道

１９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步云农副产
品市场经营管理分公司

永清路２１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３１ √ 吴淞街道

２０ 上海新星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虎林路２３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５０ √ 张庙街道

２１ 上海呼玛商品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呼玛二村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９８ √ 张庙街道

２２ 上海宝山泗塘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爱晖路５９９弄内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１５ √ 张庙街道

２３ 上海爱辉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爱辉路６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１ √ 张庙街道

２４ 上海上房绿建花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爱晖路３５８号—５００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花鸟鱼虫市场 ８４ √ 张庙街道

２５ 上海呼兰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呼兰路５２５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旧机动车市场 １３ √ 张庙街道

２６ 上海翼通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通河路４１１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２ √ 张庙街道

２７ 上海共江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通河路１０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０９ √ 张庙街道

２８ 上海野桥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三泉路１４５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４０ √ 庙行镇

２９ 上海庙行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北路３６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５ √ 庙行镇

３０ 上海共康服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临路８００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６７４ √ 庙行镇

３１ 上海长临建材装饰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临路８８９号—９５７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５８ √ 庙行镇

３２ 上海掘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北路６６０号１楼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１ √ 庙行镇

３３ 上海国江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权北路６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４７ √ 高境镇

３４ 上海和佳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权北路８２９弄１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８ √ 高境镇

３５ 上海苏特仑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４７０１弄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２ √ 高境镇

３６ 上海岭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岭南路１０２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１ √ 高境镇

３７ 上海三门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三门路４９７号 ２幢 １—２层、４
幢２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６ √ 高境镇

３８ 上海飞洪百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 ４８５６号、４８６８号
４７３１号、４７３３号、４７３５号、
４７３７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２１ √ 高境镇

３９ 上海宝山好百年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殷高西路７００号１—４层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居市场 １６３ √ 高境镇

４０ 上海大不同新江湾茶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逸仙路１８０８号１—６层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茶叶市场 １３８ √ 高境镇

９７１

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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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上海高跃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高境路５６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７２ √ 高境镇

４２ 上海盛须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二路１６８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３６ √ 高境镇

４３ 上海程居茶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新二路１６８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茶叶市场 ６ √ 高境镇

４４ 上海中规钢材电子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殷高西路１０１号６０３室甲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电子市场 ４ √ 高境镇

４５ 上海逸骅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服务部 殷高西路８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６ √ 高境镇

４６ 上海振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二路１１１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６ √ 淞南镇

４７ 上海大昌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南路５７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６１ √ 淞南镇

４８ 上海淞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良路７０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１１ √ 淞南镇

４９ 上海建配龙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逸路９９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居市场 ２２８ √ 淞南镇

５０ 上海江杨钢材现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江杨南路１５１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７３ √ 淞南镇

５１ 上海弘皇建材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发路９３６—９５０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８０ √ 淞南镇

５２ 上海逸兴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逸仙路３４５６弄１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 √ 淞南镇

５３ 上海淞发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发路６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３ √ 淞南镇

５４ 上海乾中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南大路１５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０ √ 大场镇

５５ 上海宴芸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市台路５１５弄５２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０ √ 大场镇

５６ 上海环镇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环镇北路７８９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３ √ 大场镇

５７ 上海场联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联路１３９号１—２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９５ √ 大场镇

５８ 上海宝山聚丰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聚丰园路３０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６０ √ 大场镇

５９ 上海锦秋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锦秋路８０９弄１１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５ √ 大场镇

６０ 上海祁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锦秋路１３６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２ √ 大场镇

６１ 上海龙珠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行知路２５１弄６１号—６４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５ √ 大场镇

６２ 上海大华二村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沪路３２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５ √ 大场镇

６３ 上海真华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行知路８３３号１楼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９ √ 大场镇

６４ 上海鑫力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沪路４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１ √ 大场镇

６５ 上海允豪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祁华路３２４号１—２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０ √ 大场镇

６６ 上海虹腾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６３３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４０ √ 大场镇

６７ 上海乾溪小商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联路１４２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３０ √ 大场镇

６８ 上海东方国贸新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９９９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５３０ √ 大场镇

６９ 上海霓虹儿童用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大华路５１８号第１—１．５层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７０ √ 大场镇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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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１８０１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居市场 ６２１ √ 大场镇

７１ 上海凯红食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６６３号１楼Ｄ１ 其他消费品市场 食品市场 １３７ √ 大场镇

７２ 上海福人林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２６９５—２６９９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木材红木
家具市场

８１ √ 大场镇

７３ 上海场南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２０１９弄５８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５４ √ 大场镇

７４ 上海华和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真大路３６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５ √ 大场镇

７５ 上海江杨农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江杨北路９８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农产品市场 ９５８ √ 杨行镇

７６ 上海杨行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松兰路８４６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６６ √ 杨行镇

７７ 上海振宝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富锦路１５８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２ √ 杨行镇

７８ 上海邦手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铁峰路２０４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９ √ 杨行镇

７９ 上海天馨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产西路２０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０ √ 杨行镇

８０ 上海杨鑫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杨泰路２５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４ √ 杨行镇

８１ 上海宝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湄浦路分
公司

湄浦路２８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４ √ 杨行镇

８２ 上海翼杨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梅林路７６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４ √ 杨行镇

８３ 上海香逸湾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莲花山路５１７弄１２８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５ √ 杨行镇

８４ 上海万远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盘古路１８４８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６ √ 杨行镇

８５ 上海江杨水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铁城路１５５５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水产市场 ９９７ √ 杨行镇

８６ 上海江阳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泰和路１７００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水产市场 １３０４ √ 杨行镇

８７ 上海建名美饰家建筑装饰材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宝杨路２２３１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１２３ √ 杨行镇

８８ 上海美仑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川路１６３８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２２０ √ 杨行镇

８９ 上海金阳光汽配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产路１６９９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动车配件市场 ８４ √ 杨行镇

９０ 上海宝山吴淞国际汽车配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友谊路１５００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动车配件市场 ８８ √ 杨行镇

９１ 上海东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镇新路３７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３ √ 杨行镇

９２ 上海红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红林路５２８弄３７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７０ √ 杨行镇

９３ 上海宝江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２７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２ √ 月浦镇

９４ 上海庆安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绥化路５２弄６２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７ √ 月浦镇

９５ 上海宝山勤宇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８８８弄２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７５ √ 月浦镇

９６ 上海月春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春村圆和路１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０ √ 月浦镇

９７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月浦三村市
场分公司

月浦三村４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６２ √ 月浦镇

９８ 上海盛桥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古莲路３２８号２０１室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５４ √ 月浦镇

９９ 上海宝山鱼塘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德都路２５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９５ √ 月浦镇

１００ 上海月盛百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春雷路农副产品
市场分公司

春雷路４４５号—１室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３ √ 月浦镇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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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细分类型
场内
经营
户数

经济性
质（国
有集体）

经济
性质
（私营）

属地

１０１ 上海月浦蔬菜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川路２７６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９０ √ 月浦镇

１０２ 上海月盛百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龙镇路５３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１４９ √ 月浦镇

１０３ 上海海钢天隆钢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水路１６８号１—１１号楼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６０ √ 月浦镇

１０４ 上海富弘农副产品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共富路５６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９ √ 顾村镇

１０５ 上海富弘农副产品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泰和西
路市场分公司

泰和西路３３８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９ √ 顾村镇

１０６ 上海富弘农副产品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顾北东
路市场分公司

顾北东路５７５弄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６ √ 顾村镇

１０７ 上海绿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菊太集贸市场经营管理分
公司

菊太路３０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５ √ 顾村镇

１０８ 上海共富副食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共富路３０５弄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７３ √ 顾村镇

１０９ 上海顾村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顾太路３５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０５ √ 顾村镇

１１０ 上海润通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产西路９３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７ √ 顾村镇

１１１ 上海顾北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顾荻路３３２号—３４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３ √ 顾村镇

１１２ 上海文宝苑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菊联路１６９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６３ √ 顾村镇

１１３ 上海东明家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４３０１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居市场 ２５９ √ 顾村镇

１１４ 上海兴明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４３３２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５２３ √ 顾村镇

１１５ 上海翼家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菊盛路８８２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６４ √ 顾村镇

１１６ 上海众宝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杨路１３０９号１楼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１ √ 顾村镇

１１７ 上海广大机电设备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５７８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电设备市场 １６ √ 顾村镇

１１８ 上海绿饰汇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顾太路９８号—６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１２２ √ 顾村镇

１１９ 上海弘保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杨路１０５２、１０５４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５ √ 顾村镇

１２０ 上海罗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东太路２３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４６ √ 罗店镇

１２１ 上海金罗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街２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６５ √ 罗店镇

１２２ 上海祁北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祁北东路８５弄１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９ √ 罗店镇

１２３ 上海金罗店装饰材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２３７５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６５ √ 罗店镇

１２４ 上海宝罗居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７２６６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９９ √ 罗店镇

１２５ 上海罗泉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２５００号３幢至１２幢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１０３ √ 罗店镇

１２６ 上海罗安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７６９０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６０ √ 罗店镇

１２７ 上海罗安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７６９０号３幢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２２ √ 罗店镇

１２８ 上海宝山居美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美文路５６９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 √ 罗店镇

１２９ 上海天平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石太路罗东路口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０ √ 罗店镇

１３０ 上海佳易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潘新路９６号一１０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３ √ 罗泾镇

１３１ 上海罗泾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陈镇路１５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３６ √ 罗泾镇

１３２ 上海远航服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川沙路５１２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３２ √ 罗泾镇

（徐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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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翼生活·轧花记忆园”开业 供销社／提供

供销社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供销社完成主
营业务收入 ２０３１亿元，比上年增加
３７７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５９５３万
元，增加８９５万元，增长１７６９％；上缴国
家税收８１７３万元，增加 ８５５万元，增长
１１６８％。期末总资产２１８５亿元，所有
者权 益 １２９４亿 元，资 产 负 债 率
４０７９％。至年末，全社有全资企业 １１
个，绝对控股企业７个，相对控股企业４
个，参股企业３个；在编人数８３４人，比
上年减少 ４８％。年内，区供销社被评
为２０１７年度“全国供销合作社百强县级
社”第二十三位，上海北翼（集团）有限

公司被评为全国供销合作社先进集体，

下属上海南方冶金炉料有限公司被评为

２０１７年度“再生资源百强企业”第五十
三位。

表１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全资、控参股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类型 性质 注册地址

１ 上海北翼（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全资 梅林路７６２号２０１室

２ 上海北翼商业街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全资 牡丹江路１５９９号

３ 上海北翼大酒店 集体所有制 全资 淞滨路６００号

４ 上海翼馨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全资 菊盛路８８９号

５ 上海宝山供销商业咨询服务公司 集体所有制 全资 友谊支路２２５号

６ 上海翼家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全资 菊盛路８８２号

７ 上海翼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全资 梅林路７６８号Ａ—６

８ 宝山区顾村供销合作社 集体所有制 全资 顾村镇新街

９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供销合作社 集体所有制 全资 顾村老街上海新建色织厂地—１

１０ 上海翼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全资 水产路２４４９号１００号４—８层

１１ 上海北翼装卸储运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全资 淞兴路１６３号

１２ 上海南方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绝对控股 宝杨路１９４１弄１５号

１３ 上海北翼典当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绝对控股 菊太路８６８号

１４ 上海崇明横沙供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绝对控股 崇明区横沙乡新民镇

１５ 上海长兴供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绝对控股 崇明区长兴镇凤西路１５６号

１６ 上海翼之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绝对控股 纪蕴路３８号

１７ 上海宝山葑塘综合商店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绝对控股 顾村老街上海新建色织厂北—２

１８ 上海宝山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绝对控股 罗店镇束里桥月罗路北侧

１９ 上海北翼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相对控股 同济支路８８号

２０ 上海罗店供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相对控股 罗太路４２７号

２１ 上海华森消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相对控股 淞兴路１６３号

２２ 上海北翼国大药材医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相对控股 牡丹江路１５３６号

２３ 上海宝山煤炭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盘古路４９２号南楼２１３１室

２４ 上海北翼（集团）勤丰连锁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淞兴路１６３号５楼

２５ 上海沪客隆招商市场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淞兴路１５７号—１６５号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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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供销综合改革】　区供销社深化
股权改革方面，完成储运公司职工持股

会清理，完成评估和交割，纳入北翼集团

全资企业管理体系。业态整合方面，完

成北翼集团下属翼馨、翼杨、翼通三家菜

场梳理与合并，建立菜场经营管理公司。

翼家菜场获 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美丽菜
场”称号。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区供销社抓住
社区综合服务主攻点，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全系统资产经营收入 ２８亿元。５
月，完成复客北翼项目改造，推进“房东

＋股东”特色发展模式。国权北路１８号
线地铁上盖项目前期工作完成，月浦北

翼健身商务楼项目开工。

【提高管理品质】　２０１８年，区供销社全
系统实现商品销售收入１７２１亿元，服
务业收入 ２５００万元。长兴公司连续 ３
年销售快速增长，成品油销售收入 ９７
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６７６％。南方公司调
整业务布局，废不锈钢增量弥补新板材

减量，实现销售收入５４１亿元。华森公
司完成设备迁移、安装和调试，在新厂房

重新启动生产，水带产量２６３万米，增长
２７４％。农资公司取得《农药管理条例》
颁布后首批农药经营许可证和区内唯一

一张限制农药许可证，全年完成销售收

入１４１２万元。

【全季酒店开业】　８月１７日，位于水产
路２４４９号翼生活广场内的全季酒店开
业。全季酒店翼生活广场店是北翼集团

继原北翼大酒店加盟维也纳酒店后，投

资开设的又一家品牌连锁加盟酒店，共

有８８间客房。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到宝山调

研】　１０月１８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
组书记王侠到宝山调研。区供销合作社

就深入贯彻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和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情况做汇报。王侠实地考

察宝山供销社社区商业项目“翼生活广

场”和科创中心项目“复客北翼创享中

心”。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副

区长苏平，市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赵

刚、党委书记程颖等领导陪同调研。

【罗店“翼生活·轧花记忆园”开业】　
１０月 ２６日，北翼集团旗下又一社区商
业综合体“翼生活·轧花记忆园”开业。

该项目位于罗迎路８６１号，总建筑面积

１６万余平方米，由新建商业大楼和原
罗店轧花厂旧厂房改建两部分组成，旧

厂房部分采用修旧如旧方式，保留老厂

房、老建筑历史特色。项目引进华夏影

院、全家、来伊份、老盛昌、ＣＯＣＯ、杏花楼
等商业品牌。 （郁　悦）

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
【概况】　上海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口投控集

团”）于２０１６年５月成立，注册资本１亿
元，是由区国资委投资（改制）成立的国

有独资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包括商业贸

易经营、商业资源经营、现代物资贸易

等。至年末，集团职工人数４２８人，总资
产１０１１亿元，全年营业收入 ３５８亿
元，利润总额 ２１亿元，上缴税金 ９４３２
万元，资产保值增值率１１９８３％。集团
及下属各单位实现“上海市和谐劳动关

系达标企业”全覆盖。集团下属５家单
位被评为合同信用ＡＡＡ企业。

【推进改革整合】　集团深化国资国企
改革与集团改革转型，集聚集团经营性

网点资产版块功能，实现资产经营规模

化、集中化、集约化管理，提升资产运营

能级。９月起，启动长江口管理公司实
体化运作，加速传统经营转型，实施集团

资产分类管理、合作开发、统一经营、统

一管理。完成新世纪药业、一德大药房

两家医药公司１００％股权转让。

【提高资产运营效率】　集团推进罗店
大居二期招商工作，年内完成签约面积

２２１９９平方米，签约率 ９８３８％，开业率
８４４８％。加强区域网点运营管理，提升
片区站点服务，有效强化网点运营服务

水平。提升区域竞争实力，完成市社保

资产南汀路３００号、泰联路１１１号两处
地块收购，提升资产经营增量和规模。

配合蕴藻浜沿线专项整治，完成黄泥塘

码头清理。

【稳定传统商业】　黄金广场加强商场
整体调整和品牌调整。全年开展营销活

动２９次，其中“三八”妇女节单日销售超
３６０万元，“会员专享活动日”实现单日
销售１１０万元。绿叶菜市场持续推进品
牌招商，引进品牌合作２家，门店品牌率
２８３７％。推进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工作，加强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改造

等，共计投入８０余万元。

【夯实管理基础】　集团推进工资分配
体系改革，调整薪酬分配等各类待遇标

准。优化资产经营激励，推出专项激励

措施。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全年引进专

业人员９名。加大青年人才培养，甄选
３４名后备人员参加党工组、调研组、讲
学组学习。积极开展各类培训，组织参

训３５６５人次，取得职称、职业资格等１３
人。完善制度建设，加强企业风险管理，

推进实施风险管理体系，落实内控整改

闭环。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全面启

用信息化系统，实现电脑、手机端安全监

管全覆盖。创新安全管理培训机制，落

实业态分类安全管理制度、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闭环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事故隐

患挂牌督办制度。 （张　芸）

旅游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旅游局围绕打响
“四大品牌”（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

购物、上海文化）和新时代优质旅游发展

要求，推进全域旅游协同融合，加快邮轮

旅游发展，加强宣传营销，规范旅游市

场，优化旅游环境，增强产业发展动力，

旅游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区内纳入统计

范围的旅行社、旅游饭店和旅游景区，全

年共接待境内外游客１２５０万人次，直接
营业收入 ８４８亿元，实现旅游总收入
１１３１３亿元。

【旅游安全管理】　区旅游局开展恶劣
天气、寒暑期、节假日专项安全大检查，

检查旅行社用车、安全保障方案、应急预

案、旅游合同等，全年累计
!

动２２５人次，
受检单位１９０余家，整改问题２０个。组
织安全演练５次，参与３８０人次。处理各
类旅游投诉和问题２８起，处置邮轮突发
事件３起。９月１９日，承办２０１８年上海
市旅游行业处置旅游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活动，宝山参赛队员在三项技能竞赛中均

获奖，区旅游局获“特别贡献奖”。

【旅游住宿企业等级评定与复核】　至年
末，区内有星级旅游饭店６家，其中四星
级４家、三星级２家，均参加星级复核并
通过。金树叶级绿色饭店２家，银树叶级
绿色饭店７家，美丽豪酒店获银树叶级绿
色饭店称号。全季（友谊店）、上海邻江

壹号国际邮轮酒店成功创建上海市社会

旅馆优质服务达标单位，全季殷高西路

店、全季淞南店、锦江之星品尚杨行店、全

季刘行店成功创建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

服务达标单位。至年末，有上海市社会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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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优质服务达标单位１１家，上海市社会
旅馆规范服务达标单位４０家。

表１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旅游企业经营情况

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增减（％）

旅行社

接待人数 人次 ５６９０７３ ３５３３６２ －３７．９

组团人数 人次 ５７７６５３ ４８４２６０ －１６．２

营业收入 万元 ７８７３９３．３１ ７６９３３７．１７ －２．３

饭店

接待国内游客 人次 １１１０３１０ １０８８６３３ －２

接待海外游客 人次 ７１７８２ ９６６０６ ３４．６

主要饭店营业收入 万元 ５８０７２．０６ ５９２０９．５４ ２

客房率 百分点 ６２ ６２ ０

景点

接待游客 人次 １１２７９９２３ １０９６１１２５ －２．８０％

营业收入 万元 ２００１０．０１ １９２５９．５７ －３．８０％

表１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新增旅行社

经营许可证号 名　　称 注册地址 电　话

Ｌ—ＳＨ—０１８８５ 上海万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７２８号２楼Ａ座 ６６６８０７３８

Ｌ—ＳＨ—０１９１９ 上海众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４９６５号１３０８室 ５８５５２２２５

Ｌ—ＳＨ—１０００７４ 上海在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纪?路５８８号南区８号楼—０３室 ６２３１７９６７

Ｌ—ＳＨ—１００１２７ 上海航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环镇南路８５８弄１２号９０４室 ６６５８０６７５

Ｌ—ＳＨ—１００１３６ 上海新高度旅游有限公司
顾北东路 ５７５弄 １—１７号 Ａ区
１０７—２ ５４５９２２２０

表１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旅行社经营指标排名

名次 总营业收入 自组团人数 接待人数 接待人天数

１ 真旅国旅 日月行国旅 日月行国旅 亿游国旅

２ 大昂国旅 大新华国旅 亿游国旅 大新华国旅

３ 宝钢国旅 亿游国旅 莲花之旅国旅 日月行国旅

４ 大新华国旅 莲花之旅国旅 辰亿国旅 莲花之旅国旅

５ 泰申国旅 辰亿国旅 世豪观光国旅 妙途国旅

表１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饭店经营指标排名

名次 总营业收入 接待人数 平均出租率

１ 宝山宾馆 共康智选假日 维也纳北翼店

２ 德尔塔酒店 维也纳国际盘古 全季吴淞码头店

３ 衡山北郊宾馆 新长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友谊店

４ 金仓永华大酒店 金仓永华大酒店 美丽豪宝山店

５ 新长江大酒店 维也纳北翼店 锦江之星逸仙店

表２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星级旅游饭店

序号 星级 单位 地址 电话

１ 四星 宝钢集团（宝山宾馆） 牡丹江路１８１３号 ５６６９８８８８

２ 四星 上海衡山北郊宾馆 沪太路４７８８号 ５６０４００８８

３ 四星 上海金仓永华大酒店 水产路２６５９号 ３６３０６５５０

４ 四星 华美达安可酒店 共康路５５５号 ５６４０８５５５

５ 三星 维也纳吴淞码头店 淞滨路６００号 ５６６７６８６８

６ 三星 红露圆邮轮码头店 友谊路４０号 ５６６０８７７７

【旅行社行业发展】　至年末，全区有旅
行社６６家。年内新注册５家旅行社，分
别为上海万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

海众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在途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航悦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和上海新高度旅游有限公

司；迁入２家旅行社，分别为上海中辉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上海背包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迁出１家旅行社，即上海野
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注销１家旅行
社，即游点点国际旅行社（上海）有限公

司。上海环洲国际旅行社、上海大新华

运通国际旅行社、上海天海星联国际旅

行社和上海天翼国际旅行社获批出境游

资质。全区有上海 Ａ级旅行社９家，４Ａ
级旅行社３家，３Ａ级旅行社６家。上海
通达国际旅行社、上海龙廷国际旅行社

和宝钢集团上海国际旅行社３家为上海
市４Ａ级旅行社，上海天盛国际旅行社、
上海锦程国际旅行社、上海诚华国际旅

行社、上海辰亿国际旅行社、上海新浦江

商务假期旅行社和上海泰申国际旅行社

６家为上海市３Ａ级旅行社。３家上海市
４Ａ级旅行社、６家上海市 ３Ａ级旅行社
通过全市Ａ级旅行社复核。

【旅游景区等级评定与复核】　至年末，
区内有９家国家 Ａ级旅游景区，其中上
海木文化博物馆和上海半岛１９１９文创
园于１１月获评国家 ＡＡＡ级旅游景区。
上海炮台湾景区、顾村公园、上海玻璃博

物馆、金罗店美兰湖景区、上海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博览馆、闻道园为ＡＡＡＡ级，东
方假日田园、上海木文化博物馆、上海半

岛１９１９文创园为 ＡＡＡ级。７家国家 Ａ
级旅游景区参加全市Ａ级旅游景区年度
复核并通过。

【旅游标准化建设】　上海宝山体育中
心、上海智慧湾科创园被市旅游局、市体

育局授予“上海市四星体育旅游休闲基

地”称号。瓷忆（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上海腾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游大

大国际旅行社（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国

际邮轮旅游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凯

能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成功创建“全

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单位”。瓷忆（上海）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梦竹缘生态景

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被授予“金盘级旅

游餐馆”。中国宝武集团宝钢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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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海半岛１９１９文创园获评上海市
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单位。

【开展旅游教育培训】　区旅游局组织
旅游企业参加“乐游上海”第三届上海

市民旅游知识大赛，获团体三等奖。举

办旅游行业统计工作培训会、旅游住宿

行业前台工作人员岗位培训、迎进博会

旅行社专题培训、迎进博会旅游住宿行

业安全防控、质量提升专题培训、迎进博

会旅游住宿行业做好住宿服务保障工作

专题培训、迎进博会旅游住宿行业出入

境管理规范专题培训，共培训人员２２００
余人次。

２０１８年３月，上海樱花节宝山商旅惠民护照在顾村公园首发 区旅游局／提供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７日，宝山春季旅游宣传日在江苏省太仓市万达广场举行 区旅游局／提供

【旅游厕所标准化建设】　区旅游局加
强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指导１７家旅游厕
所成功创建国家 Ａ级旅游厕所，上海玻
璃博物馆魔镜厕所获“最佳创意设计

奖”，顾村公园樱花厕所和宝谊影剧院公

厕获评２０１８申城“最美厕所”。

【参加旅游专业展会】　４月２４日—２７
日，宝山旅游以“乐享邮轮　乐游宝山”
为主题参展第十五届（上海）世界旅游

博览会，展示滨江风情之旅、古韵小镇之

旅、生态休闲之旅、博览寻宝之旅等特色

旅游资源，发放各类旅游宣传资料３２００
份。１１月 １６日—１８日，区旅游局参加
２０１８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推介宝山旅
游资源、线路和特色产品，发放宣传资料

和旅游纪念品２７００余份。

【开展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区旅游局
编印中文、英文版《宝山旅游手绘地图》

和《文明旅游　乐行宝山》等宣传品，在
各市区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亚太邮轮大

会、宾旅馆、街镇市民文化中心等发放６
万余册。“上海宝山旅游”微信公众号

发布信息约７００篇，其中原创信息约３５０
篇，转发１５万次，累计阅读量 ５２９万
人次。３月１７日，在江苏省太仓市万达
广场举行以“樱满新宝山·邮乐新体

验”为主题的宝山春季旅游宣传日活动。

现场进行旅游特色资源推介、邮轮旅游

线路推广、宝山民间手工技艺展示、宝山

特色节目演出和有奖问答等互动活动。

【举办“春之樱”主题系列活动】　３月—
４月，区旅游局首发“宝山商旅惠民护
照”和“宝山旅游纪念明信片”，创新商

旅资源联动新载体。在顾村公园设立宝

山旅游展示体验中心，展示宝山旅游景

点摄影作品及特色旅游纪念品、农产品，

设立邮轮角，先后开展“爱邮轮”“爱创

造”“爱环保”主题推介活动，并发布１８
条“赏樱花·游宝山”主题线路。

【乐游宝山—午间一小时运动巡回赛】

　４月—９月，区内６个园区举办“乐游
宝山—午间一小时运动巡回赛”活动，引

进“旅游＋”公益服务新模式，将宝山旅
游美景植入运动项目，集趣味性、参与性

和运动性为一体，使园区员工在参与活

动的同时更深入了解宝山的人文底蕴及

美好远景。

【推进“建筑可阅读”活动】　９月，区旅
游局推进宝山“建筑可阅读”活动，梳理

资源点位２７个，设置“建筑可阅读”二维
码１５个，在“上海宝山旅游”公众号功能
栏上线“阅读建筑”栏目。

【举办上海飞镖音乐节】　９月２２日—
２４日，由上海中琥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主
办，宝山区商务委（旅游局）、区体育局、

淞南镇政府联合指导的上海飞镖音乐节

在中成智谷举行。飞镖音乐节以“都市

小镇·文创淞南”为主题，举办飞镖时尚

音乐会、上海飞镖黄金联赛总决赛、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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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游嘉年华，吸引游客近６０００人次。

【举办第五届上海木文化节】　９月 ２２
日—１０月 ２１日，上海木文化博览园举
行第五届上海木文化节。文化节以“新

产业·新服务·新生活”为主题，传承普

及中国优秀木艺文化，聚焦木文化、木产

业和木生活，举办各类主题活动。推出

中国工美大师作品展、百人匠作公益活

动、木制品手作体验等项目，共接待游客

４５万人次。

表２１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社会旅馆优质服务达标单位
序号 单位 地址 电话

１ 锦江之星（宝杨路店） 宝杨路５８０号 ５６１１１１８９

２ 锦江之星（场中路店） 洛场路１１８号 ３６５６２２００

３ 宝隆居家（友谊店） 友谊路３６号 ５６６０３９３９

４ 锦江之星（盛桥店） ?川路５５７５弄３号 ６６０３６８１８

５ 邻江壹号国际邮轮酒店 友谊路３３号 ５６７８０１０１

６ 上海共康智选假日酒店 南?藻路１０号 ２６０７９３３３

７ 上海曙光薇酒店 化成路３６６弄６号 ６６７９８９９９

８ 维也纳国际酒店（盘古路店） 盘古路７８０号 ６６７９６９９９

９ 全季（友谊店） 同济路９９９号１号楼 ６６１８８８６６

１０ 上海邻江壹号国际邮轮精品酒店 淞宝路６５号 ６６２２０１０１

１１ 锦江之星（逸仙路店） 逸仙路１３３９号 ６５６０９９８８

表２２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服务达标单位
序号 单位 地址 电话

１ 汉庭锦秋路店 锦秋路８３９号 ６６０３６７６８

２ 汉庭星空（海友） 南华苑路１５２号 ６５８７５３３５

３ 格林豪泰电台路店 电台路３２４号 ５６０４０８９８

４ 博泾宾馆 新川沙路５１８号 ３６５５１０１８

５ 共富大酒店 共富路２６８号 ３３７１１０３８

６ 鑫辉大酒店 市一路１８８号 ５６８６３１３１

７ 莫泰１６８长临路店 长临路９９９号 ５６４８２２６６

８ 格林豪泰共康店 共康路５５５号乙座 ５６４８００９９

９ 知青时代酒店 沪太路３７７７号 ６１３９７１６８

１０ 吉泰连锁酒店（上海吴淞码头店） 同济支路８８号 ５６１６８８２０

１１ 格林豪泰?川路店 ?川路８８９号 ６６７６９０２８

１２ 蓝波万酒店长江南路店 长江南路４７５号 ６６１８６０００

１３ 万紫千红宾馆环镇北路店 环镇北路５５５号 ６６５５４４３１

１４ 蓝波万时尚精品酒店吴淞店 同济路３１１号 ５６５８６２６８

１５ 莱思莉宾馆 牡丹江路１７７１号 ５６６０９９７７

１６ 紫凌轩大酒店 古莲路２００号 ５６１５９１８８

１７ 格林豪泰殷高西路店 殷高西路５０６号 ６０８２０２８８

１８ 法莱德大酒店 逸仙路１６００弄６１号 ６６１８６６６６

１９ 富春居精品连锁酒店 电台路５４７号 ５６１１７６７７

２０ 格林豪泰杨行水产路店 水产路２３９９号 ３６５５８９９８

２１ 通莹酒店 水产西路３０８号 ５６８０５７６６

２２ 锦江之星顾村公园店 沪太路４９８８号 ５６１８７９９９

２３ 成帆酒店 月罗公路２１０６号 ６６８６３３９９

２４ 锦怡酒店 ?川路５５６９号 ５１６２２１８８

２５ 永吉宾馆 德都路２８５号 ６６９３１１８８

２６ 臣苑大酒店 水产路９９１弄５２号 ５１２６６６６６

２７ 星岛假日酒店 淞宝路３６８号 ５６５６１１８８

２８ 新长江大酒店 淞宝路９６号 ５６１６２２２２

２９ 锦江之星共富店 ?川路６号２号楼 ６０７１６０７１

３０ 汉庭美兰湖酒店 沪太路６４９７号 ５６０１７００１

３１ 锦江之星友谊店 盘古路７１１号 ６０２５５５００

３２ 美丽豪酒店 松兰路８７９号 ６６０１６６９９

３３ 维也纳美兰湖店 罗芬路１６８８弄 ３６５５１６６６

３４ 上海联泰假日酒店 联谊路４７７号 ３３７０６４０９

３５ 格林豪泰江杨南路店 江杨南路１６４６号 ６６１８６６２８

３６ 城市便捷中环店 华和路３３３号 ６６９７８７８８

３７ 全季殷高西路店 殷高西路６７７弄１号７—１０层 ５６８８５６６８

３８ 全季淞南店 长江路１８０号 ６６１５０８０８

３９ 锦江之星品尚杨行店 宝杨路３０９０号 ３９８８１８８８

４０ 全季刘行店 菊联路１５０号 ５６１８２２６６

【举办２０１８上海邮轮旅游节】　９月２３
日—１０月 ２５日，上海旅游节市级重点
活动上海邮轮旅游节在宝山举行。邮轮

旅游节以“对标世界一流母港，打响邮轮

四大品牌”为主题，举办邮轮旅游节开幕

式、上海旅游节花车宝山巡游、“探秘吴

淞口·寻迹炮台湾”趣游节、“最美宝

山”发现之旅、旅游景点惠民周、亚太邮

轮大会等“邮轮＋”“旅游 ＋”系列活动。
９月２３日，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暨花
车宝山巡游活动在零点广场举行，副市

长陈群宣布２０１８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
国家交通运输部原部长、国家交通运输

协会原会长钱永昌，市政府副秘书长宗

明，以及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萍、丁大

恒、张静、苏平、赵懿、高飞等出席开幕仪

式。仪式后，以“魅力宝山·邮轮之城”

为主题的花车从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驶

出，沿宝杨路、牡丹江路等路段巡游。旅

游节各项活动共吸引游客 ７０万人次。
“邮轮新时代·宝山新辉煌”主题花车

获２０１８年上海旅游节花车巡游暨评比
大奖赛“最佳造型奖”。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旅游综合型服务中

心揭牌试运营】　９月２３日，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旅游综合型服务中心在上海邮

轮旅游节开幕上正式揭牌试运营。作为

海内外邮轮游客了解上海、体验上海、发

现上海的第一站，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旅

游综合服务中心为游客提供“食、住、行、

游、购、娱”全方位旅游信息，提供旅游资

料和宣传品、旅游相关信息问询以及便

民服务等功能。中心位于零点广场，分

为咨询区和互动区两大版块，增加小件

行李寄存、母婴室、免费饮水、短暂休憩

等便民服务功能，新辟 ３Ｄ裸眼互动彩
绘、旅游地图展示墙等趣味功能区域，增

强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服务实效性。

（徐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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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旅行社

序号 单位 地址 电话 备注

１ 宝钢集团上海国际旅行社 宝杨路８８９号宝学汇２楼 ５６１２０９９７ 上海市ＡＡＡＡ级旅行社

２ 上海通达国际旅行社 泰和路５号 ５６５７５１９８ 上海市ＡＡＡＡ级旅行社

３ 上海龙廷国际旅行社 淞桥东路１１１号１５１９室 ５６８４１５８３ 上海市ＡＡＡＡ级旅行社

４ 上海诚华国际旅行社 友谊路３７号—５Ａ室 ５６６７４４８８ 上海市ＡＡＡ级旅行社

５ 上海天盛国际旅行社 月罗路２４１号４幢Ｂ座１０１室 ５６５６２５５５ 上海市ＡＡＡ级旅行社

６ 上海新浦江商务假期旅行社 长临路９１３号５０２２室 ５６４２０６０７ 上海市ＡＡＡ级旅行社

７ 上海锦程国际旅行社 东林路４０１号 ５６６０９７０５ 上海市ＡＡＡ级旅行社

８ 上海辰亿国际旅行社 淞青路１３３号２幢１楼 ６６７９５０９６ 上海市ＡＡＡ级旅行社

９ 上海泰申国际旅行社 沪太路２９９９弄１号５０３室 ６６８２２５８９ 上海市ＡＡＡ级旅行社

１０ 上海宝览国际旅行社 牡丹江路１６７８号 ５６６０８６６６

１１ 上海长江口国际旅行社 市一路１９９号１楼Ａ—１２４５ ５６７８５８２３

１２ 上海桔园旅行社 高逸路１０３号 ５５０４４２８９

１３ 上海世豪观光国际旅行社 同泰路６８号２楼 ５６８４５５６１

１４ 上海明曙国际旅行社 梅林路３５８号１３幢７００室 ３６０７１８７９

１５ 上海天翼国际旅行社 友谊路１５８８号３号楼７０８ ５１６７２０５２

１６ 上海三胜旅行社 罗芬路５５５弄４８号２楼 ５６５９０５９５

１７ 上海正华国际旅行社 宝杨路２１２１号２栋５１２室 ５１９５０６３１

１８ 上海宝盛旅行社 淞兴路３０４号 ５６６７７３８６

１９ 上海腾阳国际旅行社 宝杨路１号零点广场钟楼２楼 ３１１０３３００

２０ 上海跃达国际旅行社 共康路１５１号５１１室 ５６４１３６６３

２１ 上海碧海旅行社 淞兴路１６３号５楼５Ｂ５１ ５６５８２７６０

２２ 上海华艺国际旅行社 友谊路１３号 ６６７８１７０８

２３ 上海锦城旅行社 盘古路１３５号 ５６６０１３６９

２４ 上海上那国际旅行社 江杨南路２５００弄３０号１０８室 ５６７３０８９４

２５ 上海国力旅行社 新沪路６８９号３号楼４１０ ３６１５０３４６

２６ 上海宝恒旅行社 长逸路１２８号 ６６１８２７１８

２７ 上海吴淞口水上旅行社 宝杨路１号零点广场 ５６１７０１１６

２８ 上海亿游国际旅行社 殷高西路１０１号１００６ ３６３９６８６９

２９ 上海静虹国际旅行社 德都路３８９号 ６１９９６８１８

３０ 上海金罗店国际旅行社 罗芬路５５５弄２１号 ５６５９１２６０

３１ 上海为为国际旅行社 长逸路１５号 ５６４５６８９１

３２ 上海春和景国际旅行社 真陈路１０００号４０６—１ ６４２８１９６１

３３ 上海吴淞口国际旅行社 宝杨路１号 ５６１１９３７１

３４ 上海天伟旅行社 顾陈路１２８８号５幢 ６０６４２６８９

３５ 上海幸福国际旅行社 泰和路２０３８号２幢１层４５室 ３６３３７７０１

３６ 上海凯福国际旅行社 陆翔路１１１弄２号１７０９ ６６２５１８７３

３７ 上海日月行国际旅行社 东林路３９５弄８号２０１室 ３６５８６７８８

３８ 上海杰达国际旅行社 祁北东路２２１号Ａ室 ３６５１７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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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位 地址 电话 备注

３９ 上海福地在线旅游发展 共和新路４７２７号１４楼 ５１７５１１１７

４０ 上海远阳国际旅行社 共康七村１３６号１０１室 ５２０４３０５１

４１ 游大大国际旅行社（上海） 泰和路２０３８号二幢１４６室 ６６９７３３６１

４２ 上海宏乾国际旅行社 共和新路４７２７号１４楼 ５１７５１１１０

４３ 上海大昂天海邮轮旅游 双城路８０３弄１１号１６０１Ｂ室 ３４０６４８８０

４４ 上海环洲国际旅行社 同济支路６５号Ａ９９７室 ６２５８９６３６

４５ 上海妙途国际旅行社 盘古路３８８弄６号４２３ ６１８１２７１９

４６ 真旅国际旅行社（上海） 南?藻路３９３号４号 ３１０８７７７９

４７ 上海漫道国际旅行社 共和新路４９６５号１２０５室 ６１５５２２９２

４８ 上海文瑞国际旅行社 共和新路４７２７号１４楼 ５１７５１１２２

４９ 游轮海（上海）国际旅行社 宝杨路１号零点广场钟楼２楼 ３１１０３３００

５０ 上海远华国际旅行社 长临路９１３号１０１７室 ５６７７８２５８

５１ 上海天海星联国际旅行社 永兴路９２８弄４６号 ６２７６０５２９

５２ 上海莲花之旅旅行社 南卫路３９号１幢—２号 ５５５８０８８３

５３ 上海春色国际旅行社 真华路９４２号第三空间Ｂ１１８室 ６６５００２０８

５４ 上海泰怡然国际旅行社 沪太路２９９９弄１号楼３Ｆ３０１室—３０５室 ６０７０５７６７

５５ 上海音谱旅行社 呼兰西路１２３号１号楼２０４室 ３１２２４５６１

５６ 上海大新华运通国际旅行社 园和路２３５号３幢Ａ１１２５ ６０９００１２２

５７ 上海唯一视觉国际旅行社 长江路２５８号Ｃ３ ５６５６８７５８

５８ 上海乐学营国际旅行社 一二八纪念路９６８号１号楼１５０６室 ３３７１３０２３

５９ 上海新视界国际旅行社 双城路８０３弄１０号１９０１ ６１０１４３６６

６０ 上海在途国际旅行社 纪?路５８８号南区８号楼—０３室 ６１９８４８８７

６１ 上海众帝国际旅行社 共和新路４９６５号１３０８室 ５８５５２２２５

６２ 上海航悦国际旅行社 环镇南路８５８弄１２号９０３室 ６０２９７２６７

６３ 上海中辉国际旅行社 高跃路１７６号５楼 ３１６０３８８３

６４ 上海背包国际旅行社 水产路２６０９号３３６室 ６０７１６３８７

６５ 上海新高度旅游 顾北东路５７５弄１—１７号Ａ区１０７—２ ５４５９２２２０

６６ 上海万隆国际旅行社 牡丹江路１７２８号２楼Ａ座 ６６６８０７３８

表２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国家Ａ级旅游景区

序号 等级 单位 地址 电话

１ ＡＡＡＡ 上海炮台湾景区
（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

塘后路２０６号 ５６５７９００９
３１２７５９９９

２ ＡＡＡＡ 顾村公园 沪太路４７８８号 ５６０４５１９９

３ ＡＡＡＡ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沪太路４７８８号（近顾村公园） ５６０４２００７

４ ＡＡＡＡ 金罗店美兰湖景区 沪太路６６５５号 ６６０１１１１０

５ ＡＡＡＡ 闻道园 潘泾路２８８８号 ５６６７０５０３

６ ＡＡＡＡ 上海玻璃博物馆 长江西路６８５号 ６６１８１９７０

７ ＡＡＡ 东方假日田园 联杨路３８８８号 ６６０１８５９０

８ ＡＡＡ 上海半岛１９１９文创园 淞兴西路２５８号 ５６８４０７０２

９ ＡＡＡ 上海木文化博物馆 沪太路２６９５号 ５６６５２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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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参加农村收益
分配的行政村有 １０４个，村民小组 ７１３
个，农户 ３５３６３户，人口数 ８２９３２人，劳
动力５１３０２人，农民人均收人３２９５４元，
比上年增长５５％；劳均收人５３８０５元，
增长 ６０％。农用地总面积 ４４７２２公
顷，比上年增加 １２１４５公顷，其中农业
耕地面积 ３９４１１公顷，增加 ８５５４
公顷。

收割季节 区档案局／提供

【贯彻落实《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

管理条例》】　４月１日起，《上海市农村
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实施。为贯彻落实《条例》，提高社

会知晓度，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宣传和培

训工作。按照《条例》相关规定，修订

《宝山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

（以下简称《章程》）。至年末，全区各

镇、村经济合作社全部召开成员代表会

议，完成换届选举，表决通过修订后的

《章程》。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计

监督工作，区农委制定《关于区农委选聘

审计、资产评估中介服务机构入围的通

知》，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选择第三方

中介机构的行为，提高审计、评估工作质

量。按照市人大关于《条例》执法检查

方案要求，７月组织各镇开展贯彻实施
情况自查；８月中旬，对各镇贯彻实施情
况进行现场检查指导；９月２１日，市人
大对宝山区贯彻实施《条例》情况进行

执法检查。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

革】　区农经站根据区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产权制度改革总体要求，采取“一村一

策”，分类指导，有效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年内完成大场镇南大村、月浦镇梅园村

改革。至年末，全区完成村级产权制度

改革的村为１０１个，占全区总村数９７％。

推进镇级产权制度改革，年内完成顾村

镇、杨行镇改革。至年末，全区完成镇级

产权制度改革的镇为４个，占全区总镇
数４４％。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
赋码工作，对完成改革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进行设立或变更登记。至年末，有

８１个镇、村合作社完成设立或变更
登记。

【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　
区农经站根据市农委、市财政局等九部

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集体

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的通知》要求，区农委

制定《关于宝山区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

产清产核资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

目标、时间节点和工作步骤。１２月底，
完成清产核资工作并上报市农委。全区

农村集体清产核资单位共１２９６个（镇、
村、组三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９０６个，各
级所属全资子公司３９０个）。至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３１日，全区农村集体总资产
４５０４９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３８８４０亿
元，非经营性资产 ６２０９亿元；总负债
２９４４６亿元，所有者权益 １５６０３亿元。
全区农村集体土地总面积 １２１２６５万
亩，其中农用地 ６７３１８万亩、建设用地
５０７７５万亩、未利用地０３１７２万亩。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管理】

　区农经站开展“三资”（资产、资源、资
金）数据监测工作。确定月浦镇为上海

市２０１８年度农村集体“三资”数据监测
点，在工作制度、工作流程、数据采集以

及档案管理等方面加强指导和监督，完

善“三资”数据，提高数据质量，确保数

据完整性和准确性，“三资”监管平台数

据通过“农民一点通”实行对外公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　区农经站
根据农业农村部做好确权登记数据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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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汇交工作要求，各镇仔细排查数据，确

保确权登记成果数据真实、准确、规范，

于８月通过农业农村部确权登记数据库
汇交验收。年内变更农户１７１户，减少
确权面积１６４１２亩，主要为征地后的减
员减地。为规范确权登记颁证材料档案

管理，对确权登记颁证档案资料进行全

面梳理，整理档案资料６５１卷，卷内目录
１７３０９条。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公
开交易市场建设，对标市农经站公开交

易流转市场建设新要求，各镇分中心逐

项落实、逐步推进，完善公开交易分中心

建设。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

理，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建立宝山区农村

土地流转管理检查季报制度和合同备案

制度。至年末，区委托流转率９８０３％，
承包地流转率９６２２％，签订土地流转合
同４２份，流转面积 ４７０２４１亩。对罗
店、罗泾、月浦、顾村４个镇的农村土地
承包调解员及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专题

培训。

【开展涉农人员业务培训】　６月—９
月，分７期以面授方式开展为期３天的
农村财会人员支农惠农政策培训，培训

范围涉及９个镇和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培训农村财会人员７０５人。年内举办３
次《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

例》培训会，对各镇及园区的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理事长和监事长以及镇经管站工

作人员和代理会计共３００人开展培训。
（颜剑鸣）

【种植业执法管理】　全年出动种植业
执法车辆５７８台次，执法、监测调查人员
２０８５人次。送评《关于上海田乳农资经
营部经营劣质农药案》案件在上海市种

植业行政处罚案件评比中获一等奖。开

展农药、水溶性肥料市场、农资市场、水

溶肥料市场、卫生杀虫剂及农业转基因

生物标识检查等各类专项整治行动，检

查蔬菜、草莓、食用菌、西甜瓜生产基地

１９５家次，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３９张，立
案查处劣农资案件２起，查处不如实建
立农业生产档案案件４起。开展禁用农
药专项整治２次，组织开展３２家农药经
营许可证申请企业现场审核工作。“三

夏”“三秋”两季农忙前与区农机安全监

理所联合开展日常执法检查，全面排查

治理农机安全生产的隐患和问题，共检

验手扶拖拉机４１台、大中型拖拉机２８７
台、联合收割机６８台；共检查各类农机
具１６５台套，未查见农机违法违规操作

现象。对全区２４个蔬菜生产基地、７家
水果生产基地、１５家草莓生产基地、１家
食用菌生产基地，围绕农药、肥料使用情

况、库存农药、肥料标签质量等进行全覆

盖执法检查。对２１家合作社未如实记
载田间生产档案等违法违规行为开具责

令改正通知书，依法立案查处４家合作
社的违法违规行为。全年共开展监督抽

检２４次，抽取样品２４５个，农残合格率
１００％。区内地产农产品农药残留精量
检测工作，委托上海食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结

合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创建工作，全年

定量检测地产农产品样本数量为 ６００
个，其中蔬菜 ３７５个、草莓 ３６个、林果
１０９个、西甜瓜２５个、食用菌２个、水产
品２１个、粮食３２个，做到全覆盖。

【开展植物疫情监测防控】　区农委制
定全年疫情监测普查方案，共设置监测

点１５个，单个有害生物监测点４８个，监
测有害生物面积３８６２亩，调查检疫性有
害生物面积２８３９０亩次，取样检验生物
样品１４０个，均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
开展植物检疫专项执法检查，共检查种

子销售门店１７家，种子生产企业３家，
发放告知书 ２１张，检查种子标签 １７１
个，合格率 ９８８％。围绕“放心农资下
乡进村”“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转基

因生物安全科普”等方面，结合“农产品

质量安全主题日”“植物检疫宣传月”等

活动开展宣传工作。全年举办农药行政

许可、农业投入品安全使用、植物检疫技

术等培训班 ９期，累计培训 ４１７人次。
开展现场咨询活动４次，接受咨询群众
４５０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７０７６余份，
张贴横幅、标语等 ２０６条，签订承诺书
１８７份。

【林业执法管理】　区林业站共提交市
级审批征占用林地 ７起，涉及面积
１６７９８亩，迁移林木１０１０１株。全年共
办理林业行政审批２３起。其中：林木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证９起；林木采伐许可
证７起，采伐林木８０６６株；迁移林木许
可４起，迁移林木４２９株；临时使用林地
许可３起，临时使用林地１２５亩。５月
２日—９月３０日，开展２０１７林地减量数
据专项行动，对连续面积减少２０亩以上
林地共３２９亩和 １５０个小班 ６６５７亩，
实地进行逐一排查减量情况及原因，累

计出动车辆１９次，出动人次６６人，共开
具责令整改通知书１２份，涉及５个镇９

个村１３个小班，其中８份整改完毕。至
年末，共作出林业行政处罚２起，２起均
为无证迁移林木案件。杨行镇城西二村

无证迁移林木案，因道路建设，擅自迁移

香樟 ３６５株、女贞 １９８株，共处罚金
１０９７８５元，经现场检查还林完成，并结
案。顾村镇羌家村无证迁移林木案，因

河道整治，擅自迁移女贞２８株，处罚金
９６３０元，承诺春季还林。区林业站窗口
受理点共开具植物检疫证２９１００份、木
材运输证 ２８８１１份。调运木材材积
７２３２７０７５立方米，家具 ６４４８７件，苗木
６０７７１株，做到单证零差错，服务零投
诉。区野生动物保护站共处理野生动物

类救助共计３１起。其中：涉及国家二级
野生动物６起，均妥善处理；救助并放生
野生动物２０起，送往动物园７起，无公
害处理４起。

【畜牧执法管理】　区农委全年共产地
检疫实验鼠４９０４只，宠物１８条；无害化
收集 ８１０千克，其中鸡 ２５３羽、鹅 ６０５
羽、鸽４６羽、猪肉２０千克；屠宰牛１１５８
头；分销换证动物产品６５５９吨；抽检饲
料２批次、兽药１０批次；牛“瘦肉精”检
测１１５８头１７７０份。洋桥动检站检查车
辆１７０９４车次，查处违章车辆２２３车次。
自８月非洲猪瘟疫情出现后，及时召开
防控工作紧急会议，并迅速落实应急处

置措施。对有可能存在养猪的５个镇全
覆盖排摸，发现有生猪养殖的及时作无

害化处理。对７月１日起有疫情省份入
沪的１７７批猪肉产品进行封存，报市动
物卫生监督所甄别后作处理，共涉及冷

藏企业１５家，经销企业１１家。向动物
产品经营企业发放宣传资料１５份，消毒
水６０箱。对洋桥道口和北王、新陈二非
指定道口检查７次，并对非指定道口工
作人员配备了防护用具和专门服装。配

合外省市入省动物和产品备案调查。处

理Ｇ１５０１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举报４起，
立案处理违规调运动物产品案６起，销
毁涉案猪肉产品９５００千克（价值２３万
元）。非指定道口截获猪肉产品１５０千
克，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销除非洲猪瘟

疫病毒传播的安全隐患。全年处置

“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为主的动物卫生事件
４８次。

【渔业执法管理】　区农委全年开展渔
业执法 ２４７次，出动执法人员 ６１９人
次、执法用船（艇）７３艘次。与宝山水
上派出所、长航宝山派出所等开展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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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执法行动 １６次。禁渔期期间，参
加长江禁渔联合行动和专项执法行动，

查处电力捕捞案件１起，移送公安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驱赶船只 ２３艘次，清
除深水网 ２２顶、鳗苗定置张网 ３５顶、
浮具３５６只，清理滩涂堆放鱼网具４００
余件。持续打击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

开展文明垂钓和禁渔宣传，深入非法捕

捞多发地，重点打击背包式电捕行为，

利用执法摩托艇，水陆并进，重点巡查

区级河道及通航水域。开展“清江行

动”５次，开展区内水上联合整治１０余
次，在行动中驱赶涉渔“三无”（无船名

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船舶 ２６
艘，没收并拆解无主滞港“三无”涉渔船

舶１艘，加强伏休渔船管理。落实伏季
休渔台账制度，突出休渔渔船动态检查，

定期到码头进行巡查。多次组织执法人

员到吴淞水产码头进行宣传，广泛宣传

新的海洋伏季休渔制度，争取广大渔民

及社会各界理解、支持和配合。建立健

全休渔管理机制，实施举报奖励制度，强

化伏休违规处罚。严肃市场监管，组织

对水产市场巡查工作，重点检查国家水

生野生保护动物的进货和销售过程。对

市场内５家贩卖大鲵商户和１家贩卖暹
罗鳄商户的产品的来源、数量、去向全程

监管。对每一批进货都严格做好登记和

监管工作，确保全程可追溯。加强水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制订《２０１８年宝山区
地产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实施

方案》，明确有关镇、养殖场及相关单位

的职责、措施等，完善地产养殖水产品长

效监管机制，促进养殖业自律水平提升。

与１４家养殖场签订“安全生产工作责任
书”，增强养殖经营者责任意识。不定期

对养殖场、水产市场等进行抽样检查，加

强养殖台账检查，检查覆盖面达到

１００％，及时跟踪指导各养殖场填写“养
殖水产品进货申报备案表”，从源头上确

保水产品质量安全。开展水产品快速检

测，将现场抽检与现场分析相融合，共开

展地产养殖水产品安全检查１９次，完成
地产水产品抽检２９个样品。开展水生
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活动３次，救助国家
重点水生野生保护动物５只。在区级河
道开展增殖放流活动２次，第一次放流
鲤和四大家鱼鱼苗共计３４０万尾，第二
次放流４６３万尾；在长江开展

"

鱼增殖

放流１５万多尾。开展内陆天然水域水
生生物和渔业资源调查，设立市级水产

品资源监测点４个，审核专项特许许可
证刀鲚３张、鳗苗１张。

现代化农业 区档案局／提供

【农产品绿色认证】　区农委印发《宝
山区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宝山区加快推进
绿色食品发展工作实施方案（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成立区绿色认证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月例会制度，统筹推进绿色认

证工作，明确提出“到 ２０２０年不低于
２０％，２０２２年不低于 ２５％”的认证目
标。印发《区级农业技术部门绿色认证

工作职责》，明确“认证申报三步走原

则”，即申报主体组织申报材料—镇级

主管部门完整性审核—区级技术部门

实质性审查。培养绿色检查员１４人（３
人注册成功）、绿色内检员５０人。绿色
食品获证企业１家，检查结果优秀。４５
家企业４１９个农产品（含平行生产）获
“三品一标”（“三品”即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与有机农产品；“一标”即农产

品地理标志）认证，认证率 ７９１４％。
其中：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企业４４家，无
公害农产品４０８个；绿色食品生产企业
２家，绿色食品２个，认证面积达到地产
农品生产总面积的４０％，绿色认证率达
到４５％；有机农产品生产企业１家，有
机农产品９个。

【新型农民培训】　区农委组织开展各
类农民培训，完成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１７８人，其中“三品一标”认证及绿色食
品检查员 ５７人，农药经营许可培训 ７１
人，镇、村合作社带头人培训５０人，从业
农民农业持证率为 ８３４％。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８０人，总计认定新型职业农民
为２８１人。加强引导性培训，对全区水

稻、蔬菜种植户、农机手、养殖户，开展多

渠道、多层次相关技术培训，通过知识普

及、辅导讲座、远程教育、现场技术指导

等形式，提高农民实用知识和技能水平。

开展农民培训共计２７期，培训农民２９６０
人次，发放各类技术资料３２６５份。组织
科技人员培训，参加市农广校、市农技中

心组织的农民师资培训、管理人员培训

班１１期，培训教师３５人，农业科技人员
参加继续教育培训４７人。

【农业信息化建设】　区农委发挥“宝山
区农业网”窗口作用，总计发布信息３９０
条，上海农业技术网共上传信息２３１条，
宝山三农微信公众号共推送文章 １２３
篇，发 放 各 类 宣 传 品 ６０００余 份。
“１２３１６”三农服务热线共接到有效咨询
电话５０个。开展市、区两级专家下乡惠
农家活动，参加菜农人数１８０多名，发放
各类宣传品７５０余份，了解农民普遍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增强服务针对性和

时效性。“农民一点通”为农信息服务

平台，村点击总数 ７２９５２４次，村平均开
机天数１８５天，村信息维护 ７８８８条，热
点信息维护 ８３５２条。完成“农民一点
通”设备更新工作，对５８个涉农村开展
“农民一点通”宣传周活动，累计参加人

数６５００名，发放宣传册 ７０００本。建立
特色数字化农场，打造移动化数据管理

模式。按照市农委推进上海市信息进村

入户工作要求，宝山区试点建立２个专
业型益农信息社（罗店田仔、宝灵场），

目标达到数字化农场的 ＡＰＰ农事记录、
农资信息管理，在此基础上完成５３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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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型益农信息社建设，并投入运行。

（陈启昊）

种植业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粮食产量 ７１１２
吨，比上年增长 ８６％；蔬菜产量 ４８０３９
吨，下降１５８％，水果产量４６１５吨，增长
１４８％。至年末，建成设施粮田面积
７６９７公顷，部级蔬菜标准园１家，面积
１９５公顷；市级蔬菜标准园 ８家，面积
１７１８公顷；区级蔬菜标准园４家，面积
９０８公顷。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１９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５８家，经农业主管
部门认定的粮食家庭农场１个。

【农业科技示范与推广】　（１）优良品种
示范推广。粮食作物新品种覆盖率

９５％以上，良种覆盖率１００％。开展特色
杂交水稻试种、示范，在“花优１４”基础
上引进试种“申优２６”“交源优６９”“秋
优３３６”，推广各类新优蔬菜品种５１个。
（２）新技术示范推广。建立绿色高质高
效示范方８个，示范面积３９６８亩，其中
小麦、绿肥、冬闲耕翻面积各占２４５％、
４２７％、３２８％，示范方小麦亩产量为
３６５千克，绿肥鲜产量为２７３５５６千克，
水稻单产为５９３５千克。其中，顾村镇
硕育、罗店三树、罗泾民顺、同新、月浦盛

新、罗店罗升６个粮食合作社创建示范
方，在上海市粮食绿色丰产高效创建评

比中获奖。全区１４７０亩小麦单产３４４１
千克，全区１１万亩水稻平均亩产达５５４
千克。（３）蔬菜品种结构调查。全区种
植面积１７８２公顷，复种指数３１８，其中
叶菜 １３６２７公顷，占总种植面积的
７６５％。（４）新农药、新肥料、新材料推
广使用。全年商品有机肥推广６０００吨、
专用配方肥 ４９８３吨、缓释肥 ７７吨，全
年共减少化肥用量１３０吨，减幅２３４％。
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３万余亩次。
开展高温闷棚、水肥一体化、微生物肥处

理、水旱轮作、蚯蚓养殖等技术，修复和

保育设施菜田面积６７１８亩。

【病虫预测预报和植物检疫】　区农委
开展麦子水稻和主要经济作物主要病虫

测报工作，粮食病虫草预报准确率达

９６％，布置各种作物病虫草防治面积
１７３万亩次。开展蔬菜病虫害预测预

报工作，发布蔬菜病虫情报１４期。推广
杀虫灯 ７８台，性诱剂 １４１５亩次，黄板
４１７亩次，防虫网３４８８亩。开展春季农
田灭鼠工作，培训和灭鼠知识接受人数

５８２人次，印发资料２７５份，投鼠药２０００
千克，投鼠人员累计２００余人次，鼠药覆
盖２万余亩。据监测调查，灭鼠效果
７９９％，保苗效果达９０５％。开展植物
疫情监测防控，制定全年疫情监测普查

方案，共设置监测点１５个，单个有害生
物监测点４８个，监测有害生物面积３８６２
亩，调查检疫性有害生物面积２８３９０亩
次，取样检验生物样品１４０个，均未发现
检疫性有害生物。开展植物检疫专项执

法检查，共检查种子销售门店１７家，种
子生产企业３家，发放告知书２１张，检
查种子标签１７１个，合格率９８８％。

（陈启昊）

养殖业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规模化畜牧场全
部完成退养。至６月底，辖区内散养养
猪户全部退养，仅存散养养羊户３户，羊
数量４６只；散养户家禽养殖数７５４户，
共１３１３６羽，珍禽１户２２４０羽。标准化
水产养殖场２家，水产养殖面积９１１亩，
全年水产品总量 １６２吨，比上年下
降３３９％。

【动物免疫】　全年猪口蹄疫疫苗发放
２００头份，蓝耳病疫苗发放２００头份，猪
瘟疫苗发放１６００头份；羊双价口蹄疫疫
苗１５００毫升，小反刍兽疫疫苗发放１３００
头份，禽流感双价疫苗发放７９５００羽份，
新城疫疫苗发放 ３０００００羽份。全年家
畜禽共免疫４５３３８头羽次。其中：猪口
蹄疫２２９头、猪瘟８７头、蓝耳病１１４头；
羊小反刍和口蹄疫双价苗分别免疫１４９
头；禽流感双价疫苗共免疫３２４０８羽；新
城疫免疫１２２０２羽；免疫城镇犬狂犬病
数２４５００余条，免疫农村犬数３３０３条。

【动物疫病监测】　区农委全年共监测
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抗体１３３批次、８３４份
样品。利用分子生物学开展禽流感、新

城疫、猪瘟、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原学

监测，共２０９批次１３９６份样品，完成上、
下半年Ｈ７禽流感疫情动态风险评估工
作。开展宠物病原学检测，累计检测犬

猫弓形虫等各类疫病３７０９批次６６８份
样品。

【开展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８月，非洲
猪瘟疫情在中国多地接连发生。针对全

国非洲猪瘟疫情的严峻形势，根据８月
３１日农业农村部和上海市非洲猪瘟防
控视频会议精神，出台《关于切实做好本

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成立非洲

猪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指导防控

工作开展。区、镇两级动物防疫部门对

辖区内生猪养殖情况进行全面排摸，确

认全区无生猪养殖情况。洋桥道口累计

开展非洲猪瘟防控联合专项检查行动２
次，累计查处违章车辆６起，处理违规调
运动物产品近１０吨。加强全区餐厨垃
圾收运车辆监管，统一安装 ＧＰＳ车辆监
控，防止收运过程擅自处置。至 １２月
底，全区未发现非洲猪瘟疫情流入。

【违禁药物检测】　区农委全年共检测
克伦特罗７批次１５８份样品，沙丁胺醇６
批次１４８份样品，莱克多巴胺５批次１１５
份样品，赛庚啶分别１批次２５份样品，４
种违禁药物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区农委全
面监管区内持有养殖证的９４６７公顷水
面，年内对全区１６个水产养殖场进行２
次水质检测，重点养殖场４次，监测水样
分析９项指标，常规检测指标全部在《淡
水养殖水质管理指标》以下，总体情况较

好。至年末，全区水产养殖场仅剩 １４
家。印发《水产养殖禁用药物清单》《常

用渔药及使用方法》等宣传资料４００余
份。组织实施淡水养殖专题培训４期，
培训 ６４人次。全年鱼病现场出诊 ４８
次，分析病情，确定治疗方案，指导正确

用药，降低水产病害的发生率，减少养殖

户经济损失。

【地理产品标志申报准备】　区农委完
成《长吻 生态养殖标准》编写，通过上

海海洋大学对长吻 品质检测等工作。

《宝山 鱼地方标准》完成草稿， 鱼养

殖基地场基础设施改造项目，总投资

７６０５万元。全年保种长吻 亲本 ３５５
尾，后备亲本８８尾。 （陈启昊）

４９１

农　业



　建筑业·房地产业
■编辑　吴思敏

建筑业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实现建筑业增
加值 １１８９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７％。
区域内三级资质及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

建筑 业 总 产 值 ７７１７６亿 元，增 长
１１４％，其中在外省市完成产值５５６２１
亿元，增长 １４５％；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６１４３万平方米，增长 ５３％；竣工面积
９１１万平方米，下降０５％。

（区统计公报）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轧钢工程获国家优质工程奖 上海宝冶／提供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上
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宝冶”）按照“平台建设年—集团化管控

年—标准化管理年—跨越式发展年”的

发展主线，推进集团化管控，深化顶层设

计，践行高技术、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打

造一流的最具产业链竞争优势的全生命

周期工程服务商”为目标。年内通过

“上海品牌”认证、获首个财界“奥斯卡”

ＣＧＭＡ全球管理会计大奖、“全国优秀施
工企业”“上海市建筑施工诚信企业”称

号，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全年合同签约额７５１亿元，营业收入３３１

亿元，利润总额８５７亿元，全面完成中
冶集团下达的各项考核目标，获中冶集

团“突出贡献奖”“全面完成预算奖”“市

场开发奖”等。

按照新的发展战略，公司搭建

“１５２２１１”（“１”即长期奋斗目标：打造一
流的最具产业链竞争优势的全生命周期

工程服务商；“５”即目标与战略：战略目
标、组织架构、人力资源、七大职能战略、

品牌战略；“２”即管控方式：战略管控、
运营管控；“２”即管理手册：２１本管理手
册；“１”即管理方式：平衡记分卡；“１”即
十大专业技术系列；岩土工程、土木建

筑、市政工程、钢结构工程、冶金工程、安

装工程、工程设计、信息技术与信息化、

测量与监测、能源与环境工程）集团化管

控架构，各职能部门梳理两级授权、修订

管理文件，编制 ２１本企业系统管理手
册，将具体业务调整下沉，对二级公司的

管控向协调、服务、支撑、监督、考核方面

转变。调整、完善二级单位主业，市场管

理定位，明确发展方向。打造精细高效

的项目管控主平台，深化改革促进高质

量发展。１１月，包头设计院并入上海宝
冶，公司 ＥＰＣ产业链集成能力加深；整

合具有建筑行业监理甲级、市政行业监

理乙级资质的工程管理公司。依托传统

优势创造增量发展空间，聚焦打造冶金

建设“国家队”。围绕国家大战略培育

新兴产业，加大装配式建筑构件的预制

生产技术研发，开发建筑机电集成技术、

智能家居和装配式装饰。宝冶郑州钢结

构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张家港混凝土

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相继开工建设并

投产。

公司市场营销工作实现“三个转

变”“三个提升”和“三个突破”：（１）三个
转变：实现总部营销职能转变，由营销职

能转变为协调、支撑、服务等集团化管控

职能；实现区域公司职能转变，区域公司

担负起全面负责区域内市场营销使命；

实现营销模式跨越式转变。（２）三个提
升：大项目运作能力明显提升，大项目比

上年增长７％；设计院带动 ＥＰＣ总承包
项目能力显著提升；平台搭建能力、战略

客户开拓维护能力、工作协同能力大幅

提升，全年公司大客户、战略客户营销额

增长３０７％。（３）三个突破：通过区域
布局优化完善，区域公司品牌影响力逐

步提升，所在地市场份额逐步增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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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公司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李移峰获ＣＧＭＡ全球管理会计２０１８年度中国大
奖财届先锋 上海宝冶／提供

京分公司依托冬奥会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等项目取得多项历史突破，树立企业品

牌，提升大项目的运作能力；通过 ＥＰＣ
全产业链竞争优势打造高端精品工程，

发挥产业链优势、培育国际技术规则话

语权、擦亮“国家队”品牌，冶金 ＥＰＣ市
场份额大幅突破；通过聚焦三大非钢优

势品牌，集中优势资源，非钢业务再发

力、再突破。

革新企业管理方法，运用平衡计分

卡助推战略落地，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

管理变革。公司围绕构建“一网、一云、

三化、三平台、二中心、一互通”（“一网”

即基于互联网的宝冶广域网；“一云”即

宝冶云建设；“三化”即管理决策信息

化、业务运营信息化、产业信息化；“三平

台”即ＯＡ协同办公平台、ＮＣ业财一体
平台、项目管理信息平台；“二中心”即

宝冶数据共享中心、财务共享中心；“一

互通”即与中冶信息系统互通）协同共

享的宝冶信息化体系，逐步建立项目管

理系统、工作协同系统、知识共享系统大

数据库；推动财务管控转型升级，打通企

业业务流、资金流、信息流，为企业科学

管理，量化决策提供强有力支撑。

全年共立项研发项目 １０７项，其中
重点研发项目 ７６项。新申请专利 ８９３
件，其中发明３１２件，申请量为中冶集团
第一名。有效发明专利数１４８５件，其中
发明２２２件。科技成果鉴定数３３项，比
上年翻倍增长。获各类科技奖项２５项，
获４项中冶集团科技奖。参与两项水处
理方面国际标准编写，实现国际标准编

写“零的突破”。

表１ ２０１８年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获省部级以上荣誉工程
工程名称 获奖名称 级别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期项目（下园）施工总承包ＩＩ标段—教学楼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级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期项目（下园）施工总承包ＩＩ标段—教学楼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装饰
公司）

国家级

上海宝冶财务共享中心 ＣＧＭＡ全球管理会计２０１８年度中国大奖—财届先锋 国家级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品牌”认证 省部级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轧钢工程（２２５０毫米热轧主体、２０３０毫米冷轧） 国家优质工程奖 国家级

惠山区全民健身中心工程 国家优质工程奖 国家级

南京德基世贸中心Ａ楼（地上部分）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国家级

郴州市文化艺术中心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国家级

中国海南海花岛１＃岛Ａ区文化娱乐城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国家级

华策国际大厦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国家级

黄石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体育场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国家级

江门市滨江体育中心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国家级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扩建工程二号航站楼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国家级

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 中国钢结构金奖（杰出工程大奖） 国家级

扬州京华城中城Ａ６—１—２—３—４项目总包工程（安装工程） 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安装之星） 国家级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期项目（下园）施工总承包ＩＩ标段（安装工程） 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安装之星） 国家级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１５５０毫米冷轧工程二标段机电安装工程 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安装之星） 国家级

惠山区全民健身中心（综合体育馆—体育场看台）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省部级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１５５０毫米冷轧工程二标段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省部级

深圳大学西丽校区建设工程（一期）项目施工总承包ＩＩ标段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省部级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期项目（下园）施工总承包ＩＩ标段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省部级

京华城中城Ａ６地块商业综合体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省部级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第６代低温多晶硅（ＬＴＰＳ）ＴＦＴ—ＬＣＤ及彩色过滤片 ＣＦ
生产线项目施工总包一标段（Ｍ３主厂房）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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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获奖名称 级别

安钢１５５０冷轧工程连退镀锌项目建安施工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省部级

青岛钢铁有限公司环保搬迁综合原料场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省部级

珠海十字门会展商务组团一期标志性塔楼（办公酒店）工程 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 省部级

珠海十字门会展商务组团一期标志性塔楼（办公酒店）工程 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 省部级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后续工程生产与辅助建筑物下洲客运大楼 上海市水运优质工程 省部级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分校项目（３＃楼） 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 省部级

河西地区综合性医院（河西儿童医院）（门诊医技病房楼） 江苏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 省部级

大型城市会展商务综合体结构设计—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科学技术一等奖 省部级

特殊环境下大型高炉串罐式无料钟炉顶设备模块化安装新工艺 科技创新一等奖 省部级

环保型石灰坚窑液压系统集成技术与应用 科技创新一等奖 省部级

双膛石灰窑出灰系统关键非标设备制作技术 科技创新二等奖 省部级

无锡惠山区全民健身中心 江苏省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省部级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扩建扩建工程项目（安装工程） 工程项目建筑信息模型服务认证评价证书“荣誉白金级” 省部级

富士康项目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省部级

南大北地块项目（建筑工程工程） 上海市水务建设工程文明工地 省部级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后续工程生产与辅助建筑物—上游客运大楼项目（建筑
工程公司）

上海市交通工程文明工地 省部级

人民医院项目 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双优示范工地 省部级

哈工大项目 广东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标准化工地 省部级

南沙金茂湾项目 广州市安全文明施工样板工地 省部级

富士康项目
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示范工地、省建设
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省部级

上海浦东管廊项目 上海市绿色达标工地 省部级

从化国际壹城项目 广东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示范工地 省部级

青岛钢铁有限公司环保搬迁综合原料场总承包项目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奖 省部级

（许　静）

包钢冷轧区域全景 摄影／费虎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五冶集团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冶”）

是世界５００强上市企业———中国中冶的
成员单位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核心子

公司。至年末，上海五冶注册资本１０亿
元，总资产８２４４亿元；拥有冶炼、房屋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等１０项壹级资质、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等７项贰级资
质；具有地基与基础、钢结构、机电设备

安装、炉窑工程等多项专业承包资质；拥

有甲级建筑工程设计、检测机构、房地产

开发及多项特种资质。公司在册职工

２７０５人，专业技术人员１８１１人，中级以
上技术职称超过５０％。

上海五冶贯彻落实“冶金建设国家

队、基本建设主力军、新兴产业领跑者”

新战略，以“转型、提升、全产业链服务”

发展为主线，围绕“项目投资、工程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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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三荔高速公路工程 摄影／费虎

包、钢结构及装备制造、房地产开发”四

大主业，全力打造“装配式建筑、城市停

车场、城市综合管廊、医疗康养项目、海

绵城市、智慧城市、特色小镇、美丽乡村”

八类新兴产品，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７４亿
元，利润总额２３亿元。全年申请专利

３４０件，其中发明类专利２６９件；新增部级
工法１２项；６项科技成果通过专家鉴定，其
中４项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共获各类
ＢＩＭ奖项１８项，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科技成果奖。被认定为上海市宝山区企业

技术中心，并第三次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年内，上海五冶获省部级及以上

优质工程奖３３项。其中：包钢２０３０冷轧
工程获鲁班奖，宝钢湛江２０３０冷轧项目获
国家优质工程奖、中国钢结构金奖、中国安

装之星等多个奖项；星河湾酒店项目、平塘

县ＦＡＳＴ项目配套工程获中国建筑工程装
饰奖。全年获冶金行业优秀ＱＣ成果奖９
项，获上海市工程建设优秀ＱＣ成果奖２４
项。代表中冶集团参加首届央企 ＱＣ大
赛，获二等奖。继续蝉联上海市１００强企
业、上海市施工企业３０强和上海市建筑业
诚信企业。厦门国贸金融中心项目、蚌埠

新东王项目获全国建筑业绿色ＡＡＡ级示
范工程；宝山区何家湾排水系统新建工程、

嘉定区行政中心新建工程等１２个项目获
评各级“标化工地”。

表２ ２０１８年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获全国及省市级奖项

奖　项 获奖项目／成果／团体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ＢＩＭ技术类

２０１８年第六届“龙图杯”全国ＢＩＭ大赛三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可口可乐项目综合管理应用（施工组） 中国图学学会 ４月

２０１８年第六届“龙图杯”全国ＢＩＭ大赛三等奖 平塘国际射电天文望远镜科普文化园一期建设项
目施工总承包ＢＩＭ应用（施工组） 中国图学学会 ４月

２０１８年第六届“龙图杯”全国ＢＩＭ大赛三等奖 施工总承包全过程ＢＩＭ管理—厦门国贸金融中心
ＢＩＭ应用（施工组） 中国图学学会 ４月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第二届建设工程ＢＩＭ应用大赛二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可口可乐项目综合管理应用（综合应
用）

四川省建筑协会 ６月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第二届建设工程ＢＩＭ应用大赛二等奖 施工总承包全过程ＢＩＭ管理—厦门国贸金融中心
ＢＩＭ应用（综合应用） 四川省建筑协会 ６月

２０１８年第九届“创新杯”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应用大
赛综合类三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可口可乐项目综合管理应用（综合
类—总承包管理）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 ８月

２０１８年中冶集团ＢＩＭ技术应用大赛优秀奖 ＢＩＭ技术在嘉定行政服务中心ＥＰＣ新建项目中的
综合应用（民用工程）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９月

２０１８年中冶集团ＢＩＭ技术应用大赛一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宝钢取向硅钢项目中的综合应用（单
项应用奖）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９月

第四届“科创杯”中国ＢＩＭ技术交流会暨优秀ＢＩＭ案
例作品展示会大赛施工组优秀奖

ＢＩＭ技术在可口可乐项目综合管理应用（综合应
用）

中国建筑信息模型科技创新联盟、中国科
技产业化促进会

９月

第四届“科创杯”中国ＢＩＭ技术交流会暨优秀ＢＩＭ案
例作品展示会大赛施工组优秀奖

平塘国际射电天文望远镜科普文化园一期建设项
目施工总承包ＢＩＭ应用（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信息模型科技创新联盟、中国科
技产业化促进会

９月

第四届“科创杯”中国ＢＩＭ技术交流会暨优秀ＢＩＭ案
例作品展示会大赛施工组优秀奖

ＢＩＭ技术在贵州贵安新区健康管理中心项目的应
用（综合应用）

中国建筑信息模型科技创新联盟、中国科
技产业化促进会

９月

福建省首届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应用大赛 施工总承包全过程ＢＩＭ管理—厦门国贸金融中心
ＢＩＭ应用（综合应用）

福建省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联盟、福建
省勘察设计协会、福建省工程建设科学技
术标准化协会

９月

上海建筑行业第五届ＢＩＭ技术应用大赛Ｂ组二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贵州贵安新区健康管理中心项目的应
用（综合应用）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９月

上海建筑行业第五届ＢＩＭ技术应用大赛Ｂ组一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中小型体育场馆中的应用（综合应用）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９月

上海建筑行业第五届ＢＩＭ技术应用大赛Ａ组二等奖 宝钢取向硅钢项目ＢＩＭ应用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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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项 获奖项目／成果／团体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２０１８年安装行业ＢＩＭ技术应用大赛国内领先（Ｉ类） 宝钢取向硅钢项目ＢＩＭ应用 中国安装协会ＢＩＭ应用与智慧建造分会 １０月

上海市第五届“申新杯”机电安装ＢＩＭ创新大赛应用
成果二等奖

宝钢取向硅钢ＢＩＭ应用（工业类） 上海市安装协会 １１月

上海市第五届“申新杯”机电安装ＢＩＭ创新大赛实操
赛三等奖

上海五冶ＢＩＭ团队 上海市安装协会 １１月

单项类奖

上海市“金刚奖” 常州车和进标准（定制机械类）厂房建设项目 上海钢结构协会 ３月

上海市“申安杯” 宝钢湛江２０３０冷轧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 ４月

上海市“申安杯” 宝钢湛江１５５０冷轧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 ４月

中国钢结构金奖 宝钢湛江２０３０冷轧二标段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５月

四川省建筑工程装饰奖 贵安新区星河湾酒店项目 四川省建筑工程装饰奖 ６月

四川省建筑工程装饰奖 平塘ＦＡＳＴ项目配套工程 四川省建筑业协会装饰分会 ６月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贵安新区星河湾酒店项目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６月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黔南州平塘县ＦＡＳＴ项目配套工程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６月

河南省优质结构工程 河南汝州科教园区道路桥梁及污水管网项目工程 河南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８月

河南省优质结构工程 河南汝州科教园区污水处理厂项目工程 河南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８月

上海市优质安装工程“申安杯”奖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日照钢铁精品基地焦化工
程干熄焦系统安装工程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 ９月

上海市优质安装工程“申安杯”奖
四川省乐山市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盐磷化
工循环产业热电系统扩能技改项目安装工程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 ９月

中国安装之星 宝钢湛江２０３０冷轧二标段 中国安装协会 １１月

上海市“金钢奖” 宝钢湛江１５５０冷轧 上海市钢结构行业协会 １２月

上海市“金钢奖” 宝钢ＢＡ，ＢＢ混匀料场封闭改造工程 上海市金属行业协会 １２月

上海市“金钢奖” 宝钢ＯＡ，ＯＢ副料场封闭改造工程 上海市金属行业协会 １２月

上海市 “金刚奖”
江西亿维年产３０万辆纯电动乘用车建设项目总装
车间及质保中心

上海钢结构协会 １２月

闽江杯消防专业奖 国贸金融中心
福建省建筑业协会（安装、装饰行业、消
防行业、金属结构与建材）分会

１２月

闽江杯钢结构专业奖 国贸金融中心
福建省建筑业协会（安装、装饰行业、消
防行业、金属结构与建材）分会

１２月

闽江杯幕墙专业奖 国贸金融中心
福建省建筑业协会（安装、装饰行业、消
防行业、金属结构与建材）分会

１２月

上海市“申安杯”
贵安新区克酬湖休闲配套设施工程（三期）健康管
理中心智能化工程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 １２月

上海市“申安杯”
山东荣信煤化有限责任公司余热发电资源综合利
用项目１＃干熄焦ＥＰＣ工程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 １２月

上海市“金钢奖” 嘉定服务中心项目 上海市金属行业协会 １２月

综合类奖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部级）优质工程
广西金川有色金属加工项目１２０万吨／年渣选矿工
程破碎车间及渣缓冷场工程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５月

云南省优质工程二等奖 昆铁家园住宅小区建设工程第一标段 云南省建筑业协会 ６月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可口可乐（云南）饮料有限公司工厂搬迁和扩建项
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中国冶金建设行业协会 ８月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奖 宝钢一期焦炉大修改造工程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８月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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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　项 获奖项目／成果／团体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冶金优质工程奖 越南台塑烧结项目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８月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奖 黔南州平塘县ＦＡＳＴ项目配套工程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８月

苏州市“姑苏杯” 昆山开发区图书展示馆及自行车展示中心 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８月

国家优质工程奖 宝钢湛江２０３０冷轧二标段 中国施工企业协会 １１月

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 包钢２０３０冷轧工程 中国建筑业协会 １２月

福建省“闽江杯” 福州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 福建省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协会 １２月

（任　意）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二
十冶建设有限公司隶属于世界５００强企
业———中国冶金科工集团，由中国二十

冶集团全资控股，以承建大型工业与民

用工程为主的国有综合性大型施工总承

包企业。注册资金６３亿元，资产约６０
亿元。公司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冶金、机电施工总承包等一级资

质及钢结构、地基基础、消防设施等施工

专业承包一级资质。至年末，公司在册

职工１８２６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５９人，
管理人员 ６４５人，具有中高级职称 ５１７
人。２０１８年，公司围绕“项目管理年”中
心任务，以“市场”和“现场”为工作主

线，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项目盈利能力，

狠抓经营规模扩大和经营质量提升、管

理秩序稳定和管理水平提高、干部队伍

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完成主要经营任

务，全面实现重点工作目标。经营规模

和质量显著提升，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近 ６０亿元，利税总额
２４亿元。项目管理显著加强，公司围
绕“项目管理年”做工作，抓主平台建

设、抓“三全三创”（标准化管理全覆盖、

创形象；优质工程全覆盖、创品牌；精细

化管理全覆盖、创效益）、抓重点关键环

节、抓项目经理培训，项目管理水平和项

目管控能力明显提升。科技创新显著进

步，年内共申报专利１７０件，其中发明专
利９６件。取得省部级工法１０项，主编

或参编行业标准 ２项、社团标准 ３项。
获“中国专利奖”１项，获上海市科学技
术奖二等奖（上海二十冶首次）１项，施
企协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１项，上海市先
进操作法创新奖 １项（上海二十冶首
次）。上海市科委技术标准科研支助项

目１项，宝山区专利产业化项目 １项。
组织工法、科技成果查新１５项，其中中
国冶金建设协会关键技术鉴定１０项，４
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技成果鉴定 ５
项，２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年内通过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和上海市专利示

范企业验收，获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公司通过 ２０１８年度高新技术企业
重新认定工作。

表３ ２０１８年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获奖工程及科技成果

项目名称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特大型烧结工程节能环保建造新技术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特大型空分装备利旧建造新技术研究及应用 中施企协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用低压堵转电流对高压电动机纵差动保护进行检查的

方法
中国专利优秀奖 国家知识产权局

成列安装断路器动作时间测量法 上海市先进操作法创新奖
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垃圾焚烧发电安装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上海市科委技术标准科研支助项目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高压电动机纵差动保护系统高效节能调试技术 宝山区专利产业化项目
上海市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

知识产权局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项目 １号
５１００ｍ３高炉安装工程

上海市优质安装工程（申安杯）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１５５０ｍｍ冷轧工程四标段安
装工程

上海市优质安装工程（申安杯）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

襄阳图书馆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度第四批湖北省建筑结构优质
工程

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协会

宝钢三烧结大修改造工程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罗泾２号制氧机组搬迁改造工程 中国建设工程焊接协会优秀焊接工程一等奖 中国建设工程焊接协会

天圳四季城 山东省优质结构工程 山东省住房城乡和建设厅

（冯杨杰）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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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储备与供应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土地储备中心完成
土地储备 ４１幅，面积 １６２１７公顷。其
中：经营性用地 ９幅，面积 ３１８６公顷；
动迁安置房８幅，面积３７１８公顷；工业

用地９幅，面积５４２公顷；“城中村”改
造用地１１幅，面积 ３０６５公顷；租赁住
宅和协议出让用地 ４幅，面积 ８２８公
顷。全年完成出让（含公告）土地２４幅，
面积 １１２３６公顷，土地出让金总额
２０７３９亿元。其中：经营性用地１０幅，

面积５０５７公顷，出让金 １７１７５亿元；
租赁住宅项目４幅，面积１１０４公顷，出
让金１２４５亿元；动迁安置房５幅，面积
２２４２公顷，出让金１９２４亿元；产业项
目５幅，面积２８３４公顷，出让金额３９５
亿元。

表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出让（含已公告）地块情况

分
类

序
号

地块名称
面　积

公顷 亩
容积率 规划用途

竞得价
（亿元）

楼面价
（元／平方米）

单价
（万／亩） 备　注

经
营
性
用
地

１ 宝山区Ｎ１２—１００１编制单元１３Ａ—０２
地块（“城中村”改造项目—康家村）

４．２０ ６３．０２ ２．２ 普通商品房 ２７．９１ ３０１９４ ４４２８ ４月１２日，上海华行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宝山区罗南社区 ＢＳＰＯ—２３０１单元
Ａ—２Ａ地块 ０．２９ ４．３０ １．６ 办公楼 ０．２３ ５０９７ ５４３．７ ７月２６日，上海罗南房

地产有限公司

３ 宝山新城顾村地区 ＧＣ—Ｂ—１单元
１６—０２地块（顾村城中村） １１．３２ １６９．７７ １．８ 普通商品房 ４２．７８ ２１０００ ２５２０ ８月９日，上海顾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 杨行城中村０５—０３／０２—０４地块（杨
行城中村）

６．２８ ９４．１８ ２ 普通商品房 ２６．３７ ２１０００ ２８００ ８月２１日，上海诚卫兴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５ 大场联东城中村改造 Ｃ１—０６地块
（大场联东城中村）

０．８２ １２．３６ ２ 商住 ４．０９ ２４７８８ ３３０５ ８月２２日，上海睿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 大场联东城中村改造 Ｅ１—１８、Ｅ１—
０２地块（大场联东城中村） ２．４５ ３６．７９ ２．０、２．５ 商住 ９．４８ １７１５５ ２５７６ ８月２２日，上海睿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７ 罗店镇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０２单
元０２０８—０２等地块 １４．５８ ２１８．６４ ２．５

—４．０ 商住办 ４１．０２ ８７５４ １８７６ ９月２６日，深圳市中集
智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８ 月浦镇沈巷社区 ＢＳＰ０—２７０１单元
Ｃ—１１—７地块 ２．０８ ３１．１７ ２ 商业 １．９２ ４６１０ ６１５ ９月３０日，上海牧耀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９ 宝山工业园区 ＢＳＰＯ—１８０１单元
１１１—０３地块（４０％租赁住宅） ６．７８ １０１．７５ ２．０

普通商品房
（含租赁
住宅）

１６．５０ １２１６５ １６２２ 摘牌时间：１月 １６日
（视竞买人数调整）

１０ 宝山工业园区 ＢＳＰＯ—１８０１单元
１４０—０６—Ｂ地块（罗店爱玛宫项目） １．７７ ２６．５７ １．５ 商服、文体 １．４５３３ ４０００ ４００ 摘牌时间：１月 ２８日

（视竞买人数调整）

小　计 ５０．５７ ７５８．５５ １７１．７５

租
赁
住
宅

１１ 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 ０２单元
０２１８—０２地块 ２．５０ ３７．５１ ２．５ 租赁住房 ２．８４ ４５５０ ７５８ １月３日，深圳市中集产

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 宝山区祁连社区 Ｗ１２—１６０１编制单
元Ｅ１Ｂ—０１地块 ２．９６ ４４．４２ １．８ 租赁住房 ４．０２ ７５５０ ９０６ １２月１８日，上海锦秋

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３ 月浦镇ＢＳＰＯ—２４０１单元Ｈ１—０４地
块（炮库项目）

２．６４ ３９．６４ ２ 租赁住房 ２．０６ ３９００ ５２０

１２月２７日，上海宝地
不动产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宝钢集团上海五
钢有限公司

１４ 大场桃浦社区Ｈ１—１Ｂ地块 ２．９４ ４４．０８ １．５２ 租赁住房 ３．５３ ７９００ ８００ １２月２７日，上海南宸
置业有限公司

小　计 １１．０４ １６５．６５ １２．４５

动
迁
安
置
房

１５ 宝山区顾村镇 Ｎ１２—１１０１单元０４—
０２地块 ６．６３ ９９．４５ １．８ 区属动迁房 ６．８６ ５７５０ ６９０ ３月２１日，上海煜宏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６ 宝山区 Ｎ１２—１００１编制单元 Ｐ—０６
地块（“城中村”改造项目—康家村）

３．９１ ５８．７２ ２ 区属动迁房 ４．５０ ５７５０ ７６６．７ ３月２７日，上海华行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７
宝山新城杨行杨鑫社区（原杨行 Ｃ
单元）０５—０３地块（“城中村”改造
项目—杨行镇老集镇）

５．１０ ７６．５３ ２．５ 区属动迁房 ５．１６ ４０４６ ６７４．３ ３月２７日，上海诚卫兴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８ 罗泾镇区 ＢＳＰＯ—１７０１单元 ０７—０１
地块

４．８３ ７２．４７ １．８ 区属动迁房 １．６１ １８５２ ２２２ ９月１８日，上海飞士房
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１９ 罗店镇老镇区Ａ１９—０３地块 １．９４ ２９．１２ １．７ 区属动迁房 １．１１ ３３６０ ３８１ １０月９日，上海罗店房
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小　计 ２２．４２ ３３６．２９ １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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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
类

序
号

地块名称
面　积

公顷 亩
容积率 规划用途

竞得价
（亿元）

楼面价
（元／平方米）

单价
（万／亩） 备　注

产
业
（含
研
发
类
项
目）

２０ 宝山工业园区南区块２０１７０１地块 ２．２５ ３３．７４ ２ 工业 ０．３０ ９０ １月３日，上海容弋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１ 上海月杨工业园区顾村园２０１７０９号
地块

２．４１ ３６．２２ １．５８ 工业 ０．３６ １００
３月２９日，赛赫智能设
备（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２ 宝山工业园区 ＢＳＰＯ—１８０１单元
３７—０１Ａ地块 １４．５２ ２１７．７９ ０．９５ 工业 １．２２ ５６ ３月２９日，上海北驭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ＢＳＰ０—１６０１单
元Ｄ１Ａ—０１、Ｄ１Ｂ—０１地块（临港新
业坊）

８．６４ １２９．５８ ２．０８
（综合）

研发总部 １．９８ １１００ １５２．８
４月２８日，上海临港新
业坊城工科技有限
公司

２４ 宝山区上海月杨工业园区顾村园
２０１４０２号地块 ０．５１７ ７．７５５ １．９９６ 工业 ０．０９３１ 摘牌时间：１月

小　计 ２８．３４ ４２５．１０ ３．９５

合　计 １１２．３６ １６８５．５８ ２０７．３９

（黄杰夫）

住宅建设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
理局（以下简称“区房管局”）重点抓好

住宅配套设施建设任务，精心打造住宅

民心工程，推进节能省地型住宅建设。

全年新开工住宅面积１６２万平方米，其
中保障性住房９６８５万平方米（共有产
权保障住房２２２７万平方米、公共租赁
住房６０７万平方米、区属配套商品房
６８５１万平方米），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
住宅新开工面积１２０万平方米目标。竣
工住宅面积１１９万平方米，其中保障性
住房４４１３万平方米（市属配套商品房
６２万平方米、区属配套商品房３０万平
方米，配建保障房３３８万平方米，公共
租赁住房４５５万平方米）。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全年实现住宅
公建配套新开工面积７９７５万平方米，
竣工公建 ５３０４万平方米。征收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费 ４９１５０４４万元（含轨
道交通费，其中缴纳至区财政配套费共

１９６８２４５万元，缴纳至市财政配套费共
７１２２６３万元），罗店大居建设分摊费
１２１８５４６万元；征收南大地区建设分摊
费６３９２９３万元，顾村拓展区建设分摊
费３７６６９５万元。共安排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投资建设市政、公用、公建配

套设施资金 ９３１１５４万元，其中市政、
公用配套建设资金８２６６２２万元，公建
建设资金 １０４５３２万元。区政府投资
项目计划配套建设资金５０３５５７万元。
推进宝山西城区开发市政配套道路建

设工作，启动顾村动迁基地配套道路长

白山路、宝太路工可、初步设计前期工

作。启动罗店大居内罗店路、沙场弯

路、羌家宅路、美秀路调整工可批复等

前期工作，拾琼湾路、刁浜路、蓑衣湾路

完成项建书批复。塘祁路、菊联路、联

杨路、联汇路、共富路、共宝路基本完

工。推进南大整治区相关道路建设工

作，其中汇丰路、丰鰑路一期、鄂尔多斯

路一期无拆迁段基本完工。红林路、宝

荻路、苏家浜路、电台路与区建交委签

订移交接管协议。

【住宅全装修管理】　区房管局根据《关
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新建全装修住宅建设

管理的通知》及《关于本市全装修住宅建

设管理有关操作事项的通知》精神，落实

外环线以内达到１００％，外环线以外达到
５０％全装修住宅比例要求，并要求在出让
文件等资料中予以注明。全年竣工交付

全装修住宅共４８６４万平方米。

【推进装配式住宅建设】　区房管局推
进装配式住宅建设，确保新出让住宅地

块装配式比例要求。年内，根据《关于开

展２０１５年装配式建筑年度落实情况自
查及编制２０１６年度实施计划方案的通
知》要求，住宅用地１００％实施装配式建
筑。全年出让商品房住宅１００％实施装
配式住宅。 （徐　昊）

房产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房管局共核发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 ２６张，批准预售面积

１０８７７万平方米；核发商品房销售方案
备案证明 ３０张，建筑面积 ８３９４万平
方米；核发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证１８
张，建筑面积１１９１５万平方米。

【加强动拆迁管理】　区房管局指导街
镇（园区）依法依规开展房屋征收（拆

迁）工作，全年削减存量拆迁基地６个，
动迁居民３５户；作出行政裁决６件，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３户，强迁１户。拆除
房屋工地备案１０个，拆除面积５４万平
方米，做到安全无事故。推进南大地区

国有企业剩余地块征收签约，年内签约

４个单位地块，１３个单位地块交地。推
进轨道交通１５号线南大路站居民征收
相关工作，年内签约２４户，累计签约１７０
户。新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基地 ３
个，２个基地完成签约。

【开展房产测绘】　区房管局重点完成
同一创意园、上港滨江城盛东苑、金地

云锦苑三期、招商文景华庭、保利熙悦

名邸、中环国际公寓三期、保集智谷一

期等商品房地块和美罗家园年吉苑、慧

苑宝顺 Ｃ１２等保障房地块的交付实测
任务，以及上港滨江城明东苑、万科智

云新苑、信达泰禾雅苑、招商文悦华庭、

大康豪瞡苑等商品房预测项目。年内

共完成房产测绘２０６项，其中单位发证
测量 ７７项，测量房产建筑面积 １１１万
平方米；商品房预测 ６７项，建筑面积
３２３万平方米；商品房实测６２项，建筑
面积 ２９５万平方米。全年收费 ９９８
万元。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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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房地产档案管理】　区房管局全
年接收各类档案１３３９２４件，其中文书档
案１９００件、会计档案 ５３２件、预售许可
证２９件、销售方案备案５３件、住宅交付
使用６１件、维修资金开户１０件、维修资
金划转３５件、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９２８１
件、廉租房１９１６件、公租房３０５件、房地
产权证 ６００８２件、其他权利登记 ５９７２０
件。全年提供对外查阅档案 １０９００件，
完成全文扫描４７３１３件，共２７３２４８０页。

【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

售）】　区房管局全年完成８８户售后公
房出售，面积４９１７２４平方米，实收房款
１４４６２９０元。有限产权接轨４４户，建筑
面积２６６６０４平方米。公房租赁凭证换
发１７２户（系统公房），外地退休职工以
及军人配偶在沪住房证明６４户。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８日，市房管局现场检查宝钢一村住宅修缮项目和金富门酒店改造项目拆房工地
项目 摄影／苏佳奇

【加强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区房管
局组织做好“三审”（审核、审价、审计）

工作，全年归集维修资金２１７亿元，其
中归集开发企业项目 ２５个，金额 １２１
亿元。维修资金专户划转至４９个业主
大会账户，共划转资金４６２亿元。审核
７８个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业主公约，审
价５４个项目，审核资金 １５９４１２万元，
核减１５６７７万元。完成 １１４个业委会
换届审计工作。

【私房落实政策】　区房管局妥善处理
好落政代经房产租赁矛盾工作和私房改

造遗留问题工作，加强政策宣传和思想

疏导。年内对全区代管房产管理情况开

展复查和清理，清理出宝山区代管房产

２０户。

【房地产企业备案、年检情况】　区房管
局做好辖区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档

案检查。至年末，在宝山备案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共 ９３家（一级 ２家、二级 １１
家、三级１３家、暂定６９家）。受理房地
产经纪企业备案申请新增１９家、注销９
家，梳理超过有效期的房地产经纪企业，

至年末，全区备案房地产经纪企业共

３２４家。 （徐　昊）

住房保障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房管局做好保障性
住房建设与配套同步推进工作，落实“四

位一体”（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保障房、

公共租赁房、征收安置房）住房保障体

系，实现“住有所居”目标。推进廉租住

房工作，推动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管

理，推进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加强廉租房管理】　区房管局按照廉
租政策应保尽保，完成受理审核及廉租

租金发放工作，全年新增廉租租金配租

家庭３１６户。廉租在保家庭１７２８户，其
中租金配租家庭１２５９户、实物配租家庭
４６９户。

【推进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　区房
管局完成区第六批（２０１６年）共有产权
保障住房申请家庭的摇号排序工作，共

３１１５户家庭取得轮候序号（含第五批７７
户），同时组织该批次家庭看房、贷款咨

询等活动，完成选房前各项工作准备。

做好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满五年上市转让

工作，年内共２９户购房家庭购买政府产
权份额，入库金额３０２５万元。

【加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年内取得
市筹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５２户，取得
区筹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９２１户，筹
措区筹公租房 １３１５套。在原有 ４１７家
《宝山区重点支持整体租赁公共租赁住

房的企事业名单目录》基础上，新增７１
家优质企业，共有４８８家企业取得整体
租赁资格。完成顾村镇 Ｄ—６地块公租
房项目回购工作。

【推进保障性住房配套建设】　年内签
订宝山区宝山工业园区（ＢＳＰＯ—１８０１单
元）１０８—０４地块、宝山工业园区（ＢＳ
ＰＯ—１８０１单元）１０９—０５地块、宝山区
Ｎ１２—１００１编制单元 １３Ａ—０２（“城中
村”改造项目———康家村）、宝山新城顾

村地区 ＧＣ—Ｂ—１单元 １６—２地块（顾
村老集镇“城中村”改造地块）等４个保
障性住房配建项目，共计配建２９５万平
方米，共４５２套房屋。

【加快区属征收安置房供应】　至年末，
区属征收安置房开工４０万平方米，基本
建成４０万平方米。累计开工建筑面积
９６２０９万平方米，基本建成建筑面积
８９２３４万平方米，入网销售７７１１万平
方米。安置在外过渡动迁居民１７７２户。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至年末，１９６
万平方米市属保障房全部交付，交付保

障性住房２９１万套。其中，２０１８年实现
竣工交付６２万平方米，２５５６户居民年
内陆续入住。按照“一带两组团”（“一

带”即结合轨道交通７号线车站沿沪太
路展开的南北向的商业办公服务设施

带；“两组团”即以美兰湖路为分界线，

分为南北两个组团）公建城市设计，竣工

交付２０条道路、１所小学、１所初中、３所
幼托、３个菜场及１２条水系、１３个绿化
项目、污水泵站等市政公建配套，２个集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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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务、卫生、文化、养老等功能的公

建配套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幼儿园、九

年一贯制学校、公交车首末站等９个市
政公建配套年内开工建设。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６月底，顾
村拓展区５个市属保障房地块共计 ４５
万平方米全部开工建设。预备开工的４
个市属保障房共计２２７６万平方米于５
月底全部完成项目法人主体招投标工

作，并启动建设项目协议书签订工作。

潘广路、天仁路等一期１０条市政道路全
面建设，二期７条市政道路办理前期手
续。第一批 ４个标段市政河道基本完
成，第二批 ３条河道开工建设。３个市
政设施（燃气调压站、公交首末站、液化

气站）办理前期手续，１个污水泵站于第
四季度开工。２个变电站完成土地收
储，电力公司申请办理土地划拨手续。

一期绿化工程进入工可审批阶段，１所
幼儿园开工建设，４个区属征收安置房
部分结构封顶。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区领导到杨行镇富锦路１６５９弄和友谊路街道临江一、二村小区开展“美丽
家园”建设实地调研 摄影／苏佳奇

【市属保障房基地建设】　祁连、胜通、
共康等基地市属共有产权房基地保障房

约１００万平方米。庙行共康基地和高境
胜通基地住宅和配套全部交付使用。大

场祁连基地４０万平方米交付３４万平方
米，剩余９９２套（约６万平方米）未交付
房源中３６０套建成竣工，办理交付使用
许可手续，４１６套完成结构封顶，２１６套
受动迁腾地影响未开工建设。２所学校
开办，６条市政道路全面竣工，其中４条
移交接管。 （徐　昊）

旧区改造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房管局以改善民生
为重点，坚持“留改拆”并举，推进旧区

改造工作，主要开展住宅修缮、成套改

造、旧里改造和城中村改造。

【住宅修缮】　全年共竣工２３个项目约
１２８万平方米（包含４个１３９４万平方米
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的三类项目）。全

年共出动５２６人次，对在建工地进行全
覆盖检查，发出督查通知单及整改单５２
份并全部落实整改。完成５００６万平方
米一般损坏老旧住房安全隐患处置

工作。

【居民住房成套改造】　全年竣工７幢房
屋，面积约１５万平方米，新开工３幢房
屋，完成开、竣工１０幢房屋，其中竣工的
７幢房屋分别是海滨新村 ２幢（７４—７６
号、１１９号）、桃园新村２幢（１７—１８号、
２８号）、泗塘一村北块 ２号地块一期 ３
幢（７５、８１、革新路２１—２３号）。新开工
３幢：泗塘一村北块 ２号地块一期 ３幢
（７６、８０、革新路１７—１９号）。

【推进吴淞旧里改造】　吴淞西块９０号
地块累计签约３５２证，尚余１证，回搬安
置房开工建设；９１号地块累计签约３３４
证，剩余待动迁居民４９证。吴淞东块针
对基地内住房安全问题，聘请专业单位

进行危房鉴定，对鉴定为危房的聘请有

资质加固单位进行结构性加固，确保住

房能够安全防台度汛。制定紧急情况人

员疏散等工作预案，确保居民人身安全。

针对基地环境问题，吴淞街道每月安排

清洁公司进行保洁和垃圾清运，确保基

地居民正常的生活。

【加快城中村改造】　全区城中村改造
项目共有 ６个。至年末，６个城中村项
目动迁完成３０１２户村（居）民签约，占总
量９８９５％；完成３３９家企业签约，占总
量９９１％。完成腾地１９区块，完成土地
出让８个地块，分别是庙行康家村３块
（安置房 Ｓ—０１、Ｐ—０６地块，经营性
１３Ａ—０２地块），杨行老集镇２块（安置
房宝杨路南侧地块、经营性绿龙路南

侧），顾村老集镇１块（经营性１６—０２地
块），大场联东村２块（经营性３＃、５＃地
块）。庙行康家村动迁安置房一期主体

结构施工，安置房二期进行基坑维护。

杨行老集镇宝杨路南侧０５—０３安置房
地块进行基础施工。城中村改造配套项

目集中立项，启动建设，其中区属国企宝

房集团与区建交委、区绿化市容局、区教

育局完成代建合同签约。 （徐　昊）

房产交易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共实现各类商
品房销售面积１５３０３万平方米，比上年
下降３１３３％；销售金额３１５７６亿元，下
降３２５８％；平均单价２０６３４元／平方米，
下降１８１％。存量房成交面积 １２９６６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１１５４％；成交金
额３７４３８亿元，增长１７４８％；平均单价
２８８４７元／平方米，增长５３３％。

【房地产交易登记】　全年共受理各类
房地产交易登记９９８４４件，颁发房地产
权证 ６００８２件，完成房地产抵押登记
３３９９２件，出具房地产登记簿６５１７９份。

（徐　昊）

物业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物业小区
７７８个，总建筑面积６５９８７２万平方米。
发放２０１７年下半年和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售
后房物业管理费考评奖励资金 ４０３８１
万元。全年完成１２个物业管理公开招
投标项目，建筑面积 ２４４９０万平方米。
前期物业管理协议选聘５个项目，建筑
面积４２８３万平方米。完成业主共有产
认定证明５２个。

【房屋应急维修】　“９６２１２１”物业服务
呼叫中心共受理案件９７６２件，其中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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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８１件，投诉 ２８８１件。共处置案件
９０５７件，其中报修 ６６１６件，投诉 ２４４１
件，处置率为 ９２７％，其余在处置过程
中。“９６２１２１”物业服务呼叫中心负责转
派的“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３７９３件，处置件
３７４１件，处置率为 ９８６％，其余在处置
过程中。应急中心受理报修３件，均处

置完毕。受理离休老干部应急维修 １１
件，处置完毕。

【开展违法建筑拆除整治】　全年解除
房屋违法建筑登记３００件，拆除违法建
筑３５２８平方米。行政处罚 １件，罚款
１０００元。

【开展“群租”集中整治】　全年共接到
“群租”信访投诉８２９８件，扣除重复和非
区房管局受理范围的实际受理案件

７７５２件，发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７７５２份。参与“群租”集中整治３９６次，
代为改正７６８６户。 （徐　昊）

表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情况

项目名称 面积、金额 比上年增减（％）

房地产开发投资 ３５８．７１亿元 ２３．１

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１６１．６８万平方米 １７．５７

商品房竣工面积 １１９．１５万平方米 －４８．７９

商品房预售批准 １０８．７７万平方米 １０７．７３

商品房销售面积 １５３．０３万平方米 －３１．３３

商品房销售金额 ３１５．７６亿元 －３２．５８

商品房平均单价 ２０６３４元／平方米 １．８１

存量房成交面积 １２９．６６万平方米 １１．５４

存量房成交金额 ３７４．３８亿元 １７．４８

存量房平均单价 ２８８４７元／平方米 ５．３３

表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开发企业名单（一、二、三级）

资质等级 企业名称

一级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二级

上海罗店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罗南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飞士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住联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凯通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房产经营公司

上海乾溪置业总公司

上海祁连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昌鑫（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顾村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三级

上海月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康德利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庙行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

上海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祁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万业企业宝山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锦和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保集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华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安居晟坤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中铁房地产集团华东有限公司

上港集团瑞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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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预售许可证发放情况

序号 预售证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区域 批准日期
批准面积
（平方米）

１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３２ 上海辉罗置业有限公司 宝山锦乐汇 罗店镇 ２０１８．０２．１４ ２３３６．０５

２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４４ 上海泓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利熙悦名邸 大场镇 ２０１８．０３．０８ ２０１９７．３０

３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４５ 上海泓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利熙悦名邸 大场镇 ２０１８．０３．０８ ５４２７９．９５

４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５２ 上海茂瞡置业有限公司 雍景丽庭 罗泾镇 ２０１８．０３．１０ ３２９５４．２７

５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１４３ 上海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德花园 杨行镇 ２０１８．０５．０５ ２１９７７．２８

６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１４８ 上海宝龙富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宝杨宝龙商业广场 友谊街道 ２０１８．０５．１１ ３３００９．３６

７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１６６ 上港集团瑞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上港滨江城冠东苑 友谊街道 ２０１８．０６．１１ １０４４５０．７７

８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１６７ 上港集团瑞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上港滨江城冠东苑 友谊街道 ２０１８．０６．１１ １２９９９．７０

９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１７１ 上海中铁宝丰置业有限公司 中铁北宸名庭 杨行镇 ２０１８．０６．１２ １７９７３．２１

１０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２１１ 上海安富鑫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金地云锦苑 顾村镇 ２０１８．０７．１０ １６３４．９６

１１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２１２ 上海安富鑫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金地云锦苑 顾村镇 ２０１８．０７．１０ ４５７５９．８０

１２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２２０ 上海碧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云雅新苑 罗店镇 ２０１８．０７．１２ ３１９８２．３２

１３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２５６ 上海滨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凯旋佳苑 大场镇 ２０１８．０８．０３ ６６６４３．６６

１４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２５７ 上海滨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凯旋佳苑 大场镇 ２０１８．０８．０３ １５２９２．７０

１５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２７５ 上海万锴房地产有限公司 万科智云新苑 罗店镇 ２０１８．０８．１５ ３１４６２．３８

１６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２７９ 上海同一建筑设计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创意园 淞南镇 ２０１８．０８．１６ ４１２１３．１８

１７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３３０ 上海宝琛置业有限公司 文悦华庭 罗店镇 ２０１８．０９．２０ ４２７１３．７０

１８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３３６ 上海顾村格林茂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北郊商业广场 顾村镇 ２０１８．０９．３０ ９７６２．３８

１９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３４０ 上海辉罗置业有限公司 宝山锦乐汇 罗店镇 ２０１８．１０．０８ １０９７１．４７

２０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３４１ 上海中铁宝丰置业有限公司 中铁北宸时代中心 杨行镇 ２０１８．１０．０８ ８０１７．９１

２１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３６８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滨河华城 大场镇 ２０１８．１１．０１ １５４１１５．３６

２２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３７７ 上海宝龙富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宝杨宝龙商业广场 友谊街道 ２０１８．１１．０２ １０２５４４．４０

２３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４３１ 上海茂瞡置业有限公司 雍景丽庭 罗泾镇 ２０１８．１２．０５ ３０３２１．４０

２４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４５０ 上海欣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旭辉依云湾小城 顾村镇 ２０１８．１２．１２ １６２７３．５４

２５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４５１ 上海欣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旭辉依云湾小城 顾村镇 ２０１８．１２．１２ １１１５２．１３

２６ ２０１８—００００４６２ 上海住保北程置业有限公司 馨清佳苑 罗店镇 ２０１８．１２．１７ １６７６９４．００

（徐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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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审计
■编辑　吴思敏

财政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１６０４５４６万元，比上年增长６１８％，
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００１６％，加上市对区
补助收入１１７９２７５万元，地方政府一般
债券转贷收入１２１０００万元，动用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１２６６３０万元，全区可安排使
用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为３０３１４５１
万元，其中区本级 ２２３９４６４万元、镇级
７９１９８７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３０１６０８５万元，增长 １０９５％，完成调整
预算的９９９６％，加上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还本支出１２８２０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２５４６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总量３０３１４５１万元。全区当年一般公
共预算收支执行平衡。区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有

保有压”要求，在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基

础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用于民生保

障、社会事业、经济发展和城市管理的投

入达１７１３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２％。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区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９５００３１万元，比上年增
长３４２％，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００８５％，加
上市对区补助收入１１７９２７５万元，市对区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１２１０００万
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２４６４４万元，
减去区对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

１３５４８６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总量为２２３９４６４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２２２４３１８万元，增长１７５７％，完
成调整预算的９９９５％，加上地方政府一
般债务还本支出１２８２０万元，补充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２３２６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总量２２３９４６４万元。区本级当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平衡。

【区本级对镇转移支付执行】　全年区
对镇财政转移支付 １６１３１５万元，其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９２６００万元、专项转移
支付６８７１５万元。主要用于加强镇级
教育、“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医疗

卫生、社会保障、生态补偿、文化体育、

城乡社区建设等方面的均衡保障，以及

支持镇级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项目

建设。

【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全年宝山
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１２７９４３０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９９５４％，加上市对区补助收
入８２８７４万元，以及市对区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转贷收入１３９０００万元，动用历年
结转收入４３９９６０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
收入总量１９４１２６４万元。全区政府性基
金支出１９２１３２７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９９９３％，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
出１９９３７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总
量为１９４１２６４万元。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区本
级政府性基金全年收入１１７１１２万元，完
成调整预算的９５２０％，加上市对区补助
收入８２８５３万元，市对区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转贷收入１３９０００万元，动用历年结
转收入３５５７０７万元，区本级政府性基金
收入总量６９４６７２万元。区本级政府性
基金支出６７４７３５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９９８６％，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
出１９９３７万元，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总量为６９４６７２万元。

【国有土地出让金收支执行】　区本级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全年收入９７９１８万
元，加上市对区补助收入８２７４５万元，动
用历年结转收入３５５０７９万元，区本级国
有土地使用权收入总量 ５３５７４２万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５３４８０５万元，
用于按规定计提三项基金支出 １０４７９５
万元，征地和动拆迁补偿等支出１７１２７３
万元，专项用于城市建设支出２４０３１２万

元，用于土地出让业务等支出 １６１１万
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１６８１４
万元。偿还存量政府债券９３７万元。区
本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总量

５３５７４２万元。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支执行】　区本级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１９１９４万元，加上
市对区补助收入１０８万元，动用历年结
转收入６２８万元，区本级其他政府性基
金收入总量１９９３０万元。区本级其他政
府性基金支出总量１９９３０万元，主要用
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１６３８６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３５４３万元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基金支出１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支执行】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１３９０００万
元，主要用于祁连山路道路工程 ２３０００
万元、宝山工业园区规划范围内涉及月

浦镇３２０户农户动迁４００００万元、月浦
城区排水系统３７０００万元、张华浜东排
水系统２００００万元，置换存量政府债券
１９０００万元。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区
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４６０３万元，比上
年增长６９７３％，完成预算的１０８８２％，
加上历年结转收入２７８万元，区本级国
有资本经营收入总量４８８１万元。区本
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４２０５万元，增长
５５０５％。其中：资本性支出２７０２万元，
主要用于对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以及支

持粮库修缮改造及公益性设施改造等支

出；费用性支出４１２万元，主要用于解决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历史遗留问题等支

出；其他支出１０９１万元，主要用于国资
监管以及补充区级社会保障资金等方面

的支出。加上结转下年度支出 ６７６万
元，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量

７０２



４８８１万元。

【教育支出近３７亿元】　全年教育支出
３６９６９２万元。主要用于教育管理部门
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２０１２７１万元，
用于各类教育教学活动等支出１０４５４万
元，教育系统优秀人才激励支出４４２４万
元，市拨教育费附加项目支出１３７６９０万
元，市拨教育专项支出９３７２万元，地方
教育费附加支出６０８１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近６亿元】　科学技术全
年支出５９４８０万元。主要用于科学技术
等管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

１０７９万元，用于科普经费、科技发展基
金、人才发展资金以及支持先进制造业、

节能减排、危化企业调整等产业扶持专

项支出５８２６６万元。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３３亿余元】　文
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３３５２３万元。主要用
于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等管理部门及所

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１００２９万元，用于
张庙文化活动中心、区工人文化活动中

心、淞沪抗战纪念馆新馆（二期）、宝山

体育中心修缮等支出８７７０万元，支持公
共文化事业、文化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群众体育活动等支出１２５１１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近２６亿元】　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２５９２９０万元。主要
用于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

基本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社保缴费

等基本支出８５９７０万元，用于促进就业
补助支出５０７９４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补助２８５４７万元，各类生活
保障救助、残疾人事业等支出３４６３５万
元，养老机构日常运行、老年津贴等老年

福利支出３２７３９万元，伤残抚恤、义务兵
优待、退役士兵安置、军队离退休人员安

置、双拥活动等支出１６９０６万元。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近１３亿元】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１２９３７８万
元。主要用于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及

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

职工医保缴费等基本支出７５２４２万元，
用于公共卫生、医疗综改、卫生监督、社

区公共卫生服务等支出１１００５万元，卫
生医疗设备、救护车辆更新、就医环境改

善、信息化建设等支出１３５８０万元，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社区医疗互助帮困、

计划生育等支出１８０７５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４７亿余元】　节能环保
支出４７７１３万元。主要用于环保管理部
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２４２５万元，
用于环境监测设备购置、区域性污染防

治、环境综合整治、环保执法等各项支出

１５８３万元，市拨排水系统建设资金支出
４３０００万元。

【城乡社区建设管理支出１９亿余元】　
城乡社区支出 １９０７０６万元。主要用于
城乡社区管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

支出２３８３４万元，用于市容养护、环卫设
施设备等支出４９６５０万元，绿化养护、花
卉街景布置等支出１３０９９万元，市政道
路桥梁检测、修复、养护、泵站管理、沉管

抢修、积水点改造、消防等支出１６１７０万
元，售后房物业费补贴、老公房燃气内管

改造、美丽街区建设、乡村振兴示范村建

设、街道社区工作者、居委会工作、服务

群众、环境整治、小区综合整治、社区管

理等支出７５７４８万元。

【农、林、水支出１６３亿余元】　农林水
支出１６３８２０万元。主要用于农林水管
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 ９２４５
万元，用于农业技术推广、农田改造、公

益林建设、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等支出

６９６５万元，稳定农民收入和支持农业生
产的各类补贴支出５７７４万元，二次供水
改造、河道整治、养护、污水管工程、防

汛、农田水利建设等支出２８８７３万元，市
拨水利工程专项支出１０７２５３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１０亿余元】　住房保障
支出１００１４３万元。主要用于房屋管理
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和行政事

业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等基

本支出４５２９１万元，保障性住房建设支
出４４９６９万元。

【交通运输支出２２３亿余元】　交通运
输支出２２３５４３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３４２１
万元，用于区管公路、农村公路大中修、日

常养护等支出２６９４０万元，道路停车场管
理、交通专项整治、公共自行车运维及公

交运营补贴等支出１０１２９万元，南大路、
南陈路—南秀路改建、Ｓ７公路一期新建
辅道工程等建设支出１０９０００万元，市拨
道路建设资金支出６９８３１万元。

【启动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试点改革】

　１０月，启动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

改革试点，全面提升财政资金支付安全

管理水平，组织区级３４６家预算单位财
务人员分三批进行支付电子化操作培

训，为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区级预算单位全
面上线作好准备。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监

控体系建设并向镇级延伸，实现对全区

所有预算单位全覆盖。

【公 务 卡 强 制 结 算 目 录 执 行 率 为

９９６７％】　区财政局政严格执行公务卡
强制结算目录，加强管理，督促各预算单

位提高使用公务卡、减少现金支出的自

觉性。全年全区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执

行率为 ９９６７％，比上年提高 １６１％。
其中：区本级 ９９９５％，提高 ０９３％；镇
级９９０６％，提高 ３４５％。区现金使用
率为 ０００％，降低 ０１８％。其中：区本
级０００％，降低０１６％；镇级０００％，降
低０２６％。

【支持全面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区财政局在２０１７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
保障制度基础上，２０１８年全面实施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落实相关财政经费保障，

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满足失能人员基

本护理需求。会同制定郊区农村薄弱养

老机构改造计划、宝山区养老机构安装

故障电弧探测器实施计划，落实区内２１
家薄弱养老机构改造经费和４０家养老
机构安装故障电弧探测器经费，提升养

老机构设施水平与服务能级，提高入住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增强火灾防御能力。

【扶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　区财
政安排投入３０３７万元，加强对农业规模
经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投入，支持农业

生产组织化、集约化发展。支持现代农

业示范区建设，安排投入１２００万元用于
高标准农田、设施菜田等农田设施建设

和农机装备建设，改善农业机械化装备

结构，提升农业设施化程度和装备技术

水平，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产品

质量安全水平。

【支持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区财政局
支持推进水环境治理，区财政投入３１９１４
万元用于区域骨干河道整治及中小河道

整治等农村水利设施建设，水生态功能

得到逐步恢复，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实施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安排生态

补偿资金１５７亿元，推进宝山生态环境
建设。增强政策的激励导向作用，保障

生态保护区内农民的相关利益，调动镇、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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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二级组织在生态保护工作中的积

极性。

【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建设】　区财政局
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维护

国有资产安全完整，起草《上海市宝山区

区级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

《上海市宝山区区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处置管理办法》《上海市宝山区行政事

业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上海市宝

山区区级行政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

法》《上海市宝山区区级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使用管理办法》，修订《上海市宝山

区区级行政单位国有资产清查核实管理

办法》《上海市宝山区区级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同时，针对

资产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点，拟定《上海市

宝山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出租出借

管理办法》。

【推进财政绩效评价】　区财政局加快
推进财政预算绩效评价，强化绩效目标

管理，试点绩效目标评审，优化绩效目标

设置，探索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编制。扩

大绩效跟踪和绩效评价覆盖面，试点开

展部门自评，加大对重要领域、重点项目

的绩效评价力度。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

政策调整、改进管理和预算安排的重要

依据。强化预算部门绩效主体责任，组

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强化部

门绩效管理理念。全年在系统内完成

２０１９年预算绩效目标申报２２５０个，资金
量为５６亿元，完成４７个项目绩效评价，
资金量５７亿元。

【推进财政预算信息公开】　区财政局
明确财政预算信息公开内容、公开方式、

公开时间和公开途径，规范公开格式，细

化公开内容。年内公开６７家部门及所
属预算单位的预决算、三公经费信息及

２０１７年度３４项中央和市级财政专项资
金联动公开。试点预算绩效评价信息公

开，２０１７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体情况
公开，绩效后评价项目十要素公开以及

绩效报告公开。增加公开年末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和债务余额情况。

【加强财政监督管理】　区财政局制定
《宝山区优化营商环境规范财政扶持资

金使用管理实施意见》，强化对招商全过

程、扶持资金拨付和财经纪律执行的监

管，确保财政扶持资金使用规范和效率

提升。开展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代理记

账机构专项检查，助力保障财政政策的

有效执行。配合区纪委开展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检查，使一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的情况得到及时制止。

【落实兑现各项财政扶持政策】　区财
政局围绕实施“四大品牌”（上海服务、

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三年行

动计划，发挥财政专项资金的示范引导

作用，加大对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

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产业和人才发展等

领域的支持，全年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投入２５７亿元。出台支持邮轮产业
和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政策，提

升邮轮产业发展能级和机器人产业集

聚。兑现１０户企业“招大引强”政策资
金２４５５万元，拨付“租税联动”奖励资金
１３１７万元。落实市、区两级财政扶持政
策兑现，受理、审核、拨付“１＋９”扶持产
业发展等各类专项资金，加强预算编制、

执行、监管，确保专项资金拨付及时、程

序规范、落到实处。拨付各类扶持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２４７６４万元，区级储备粮
补贴３５７０万元、公交运营补贴 ７０４２万
元、标准化菜市场建设补贴 ３００万元。
做好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专利新产品企

业日常财政登记、备案。加强与税务和

第三方审计机构的沟通协调，加强政策

辅导，确保申报数据、资料真实完整，经

会审核减４５７万元。合计完成３６户企
业１１９个项目扶持资金审核，应扶持金
额１６亿元。

【支持重点地区重点项目建设】　区财
政局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

目标和宝山区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

计划，推进“美丽街区”“美丽家园”“美

丽乡村”建设。落实城中村改造土地收

储资金６９９４亿元，加快推进老镇旧区
和“城中村”改造。累计拨付资金３４３
亿元，保障南大地区综合整治项目，完成

对临港南大智慧公司及宝地上实产城发

展公司的投资入股。落实资金２１６２亿
元，推进顾村大居拓展区建设。建立完

善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机制，制

定“保障村级组织运转”“农场职工集体

参加取保”等政策。投入资金４３亿元
支持排水系统建设，“５＋１”（南大北排
水系统、何家湾排水系统、虎林排水系

统、乾溪排水系统、盛宅排水系统，另加

庙彭排水系统）排水系统全面建成并投

入使用。

【制定区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办

法】　区财政局结合宝山区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

《宝山区区级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

理办法》《宝山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固

定资产报废标准》等系列区级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管理办法，并汇编成册。明确

资产管理监管主体、规范要求和审批流

程，组织全区行政事业单位相关人员学

习培训。

【初步实现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出租出借

动态管理】　区财政局规范管理、整合资
源，优化配置，先后通过两次行政事业单

位房屋出租出借情况摸底调查，掌握基

本情况后，会同区机管局、国资委明确各

不动产管理部门职责分工、制定工作方

案、管理流程，依托资产管理信息系统，

增加房屋出租出借管理模块，并组织全

区行政事业单位开展专题培训。９月开
始，各单位通过线上实时报送房屋出租

出借信息，形成各不动产管理部门之间

信息资源共享、有效衔接、相互制衡的工

作机制和业务流程。 （胡　军）

税务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税务局（以下简称
“区局”）以深化改革工作统领全局，以

实现税收收入稳步增长和征管绩效持续

提升为中心，实施科学化、规范化、精细

化管理，完成各项税收任务。内设１２个
职能科室，另设机关党委（党建工作科）

和纪检组。１２个科室为：办公室、法规
科、货物和劳务税科、企业所得税科、个

人所得税科、财产行为税和社会保险费

科、收入核算和税收经济分析科、纳税服

务科、征收管理科、税收风险管理局、财

务管理科、人事教育科。下设基层税务

所２２个，其中１２个税源管理所，３个办
税服务所，１个纳税服务所，１个涉税审
核所，３个风险管理所，２个日常检查所。
区局设有一所全职能办税服务厅、三所

房产交易办税服务厅与二十二所全职能

办税服务厅。至年末，区局共有税务干

部５６４人。全年在各级媒体共发表新闻
２２篇，其中《法制日报》《经济日报》《青
年报》共刊登新闻 ３篇，央视新闻客户
端、新华网、看看新闻网、东方网、上观新

闻、《新民晚报》ＡＰＰ共刊登９篇，《中国
税务报》刊登新闻６篇，中央电视台财经
频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海电视

台、上海广播电台共进行４次报道。全
年自主编发绩效简报１０期，向市局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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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信息２１篇，其中５篇被《上海税务
绩效简报》录用。《无缝隙政府视角下

电子税务服务流程再造实证研究：基于

上海的实践》一文获上海市税务学会、上

海市国际税收研究会税收课题优秀论文

评选基层课题一等奖和市局２０１７年度
调研课题评审三等奖；《利用数据分析手

段防范增值税风险探讨》一文获上海市

税务学会、上海市国际税收研究会税收

课题优秀论文评选优秀奖。区局年内共

获市级荣誉４项、市级机关荣誉１项、市
局级荣誉７项、区级荣誉１１项。区局青
年撰写的调研课题获第三届税青论坛二

等奖，区局青年自编自演的 ＭＶ《确认过
眼神，我们是税务人》获市局视频大赛二

等奖并被共青团中央新闻联播节目报

道，区局在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群文新人新作
原创节目评选活动中获“组织奖”，作品

《军绿到税蓝》获“群文新作奖”。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８日，在宝山邮轮港开展税收宣传活动 摄影／赵剑松

【税收收入有增有减】　全年完成区级
税收１３８７亿元，比上年增收６７亿元，
增长５１％，剔除免抵调增因素后，增长
７６％。宝山税收中央级、市级、区级三
级收入分别完成 ２００７亿元、１０３７亿
元、１３８７亿元，全年总收入下跌３８％，
其中中央级、市级分别下跌 ６２％、
９４％，区级增长５１％。中央级、市级收
入负增长主要受委托户管同期高基数影

响，属地户管剔除免抵调因素后，中央

级、市级、区级三级收入分别增长

８８％、８５％、７６％。

【税收特点】　（１）收入体量前高后低，
增幅波动较大。２０１８年四个季度区级
税收分别完成 ４４１亿元、３６１亿元、
３１８亿元、２６８亿元，体量逐季下降。
在经济走势波动、历年收入结构、年度目

标任务调整等因素影响下，上半年增幅

达到７６％、下半年增幅仅为１８％，其
中３月至 ６月间增幅波动最为剧烈。
（２）五大税种“四增一减”，地方税种保
持平稳。区级五大税种共完成区级税收

１１９４亿元，占比 ８６１％，增收 ７７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６９％。五大税种呈现
“四增一减”分布，“四增”是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契税；“一

减”为流转税，若剔除免抵调则增长

２８％。房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耕
地占用税等地方税种增长无显著波动，

新开征的环境保护税总体体量不大。

（３）三产占比有所提升，六大行业“四增
两减”。由于区级收入中含免抵调增税

款对占比有较大影响，剔除免抵调增后，

三产区级占比为 ７６４％，比上年提高
１７个百分点。六大行业共计完成区级
税收１２５亿元，占比９０１％，增收５８亿
元，增长４８％，剔除免抵调增后增幅为
７８％。六大行业剔除免抵调增后呈现
“四增两减”分布，“四增”分别是建筑

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商务

服务业，分别增长 ４７％、１１％、１６７％、
５１％；“两减”分别是工业、交仓邮业，
分别下跌１１％、３６％。其余行业中，科
研技术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体量有

所增长，区级占比分别达到 ４６％、
２２％。金融业微增３８％，体量变化不
大。（４）重点税源增长乏力，区级税收
贡献有所下降。２４２０户重点税源企业
实现区级税收 ９０９亿，减收 ４９亿元，
比上年下跌 ５４％，剔除免抵调后下跌
２５％。六大行业除批发零售业情况尚
可外，其余完成情况均不甚理想。剔除

免抵调后，区级税收贡献 ６４５％，下降
６７个百分点。

【完成税务机构改革】　７月５日，完成
区局新机构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宝山区

税务局的挂牌。９月３０日，完成所有派
出机构挂牌，并按要求启用新印章和业

务印章，通过区局子网站和微信对外公

告相关信息。确定内设机构、派出机构

负责人。内设机构１４个，其中新设机构
４个，调整５个，取消５个；派出机构２２
个，其中新设１个，调整机构职能７个。
人员方面涉及调整干部９８名，其中科所
长１８人，完成材料上报市局审批备案。

【创新做优司法衔接工作】　全市较早
建立一批企业破产税务债权申报制度。

年内共开展对６户破产企业的税务债权
申报工作，预计获得财产分配１９０万余
元。在司法协助执行中加强企业欠税追

缴。年内先后向浦东、静安、宝山、虹口

等区人民法院主张税收优先权，累计追

回欠缴税款１１２５万余元。归口做好与
司法机关的衔接工作。做好与人民检察

院、人民法院的日常工作对接，在司法协

助调查、税收法律适用、涉诉信息反馈等

方面加强沟通合作。年内接收并处理税

收违法犯罪人员退款７１万余元。

【深化法律支撑体系建设】　区局制度
落实到位，年内制定相关制度和议事规

则２个，召开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５次，组织开展局长办公会会前学法４
次、中心组集体学法２次。人才建设跟
进。组织７０多名领导干部和法制员参
加依法治税专题培训，提高领导干部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税收问题的

能力。组织法律专家团队开展工作研

究，年内共开展各类活动１２次。加强法
律顾问单位建设，邀请律师事务所加强

对区局行政应诉工作的指导，组织局领

导和法律专家团队成员实地走访顾问单

位开展法制专题学习，并邀请顾问单位

为区局讲授涉税涉法内容。开展税收普

法宣传，完善区局法治文化宣传走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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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发挥阵地型普法宣传基地的辐射作

用。开展“我与宪法”微视频拍摄活动，

完成“以宪为名依法治税”微视频，并参

与市、区两级评选。是开展“人手一册，

通读一遍”宪法学习活动，在开展中心组

学习的基础上，要求各单位组织学习，提

高宪法遵从度，提升依法治税水平。

【加强税种管理】　（１）所得税管理。针
对国务院出台的６项减税政策，多形式、
多维度向企业进行税收优惠政策宣传，

力争将政策的宣传面做到全覆盖。通过

“纳税人学堂”、税企互动平台、部门联

动平台、总局政策解读视频会等方式，开

展针对企业财务人员的“面对面”辅导

培训，使企业财务人员对优惠政策“应懂

尽懂”，确保优惠政策“应享尽享”。

２０１７年度汇算清缴，宝山区享受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企业共计５５１户，较上年增
加１５８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３２３７
亿元，较上年增加５５７亿元。（２）流转
税管理。全面落实营改增后各项增值税

政策，组织召开各类专题辅导会，梳理增

值税申报表填写疑点和难点。全年办理

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

９９６５万元，软件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
７５３８万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增值税即
征即退３６５５万元。做好部分行业增值
税期末留抵税额退还工作。根据市局下

发名单，由管理所进行就户核实和可退

税额计算，退户数１７６户，退税额２９亿
元。（３）财产行为税管理。以组织收入
工作为中心，在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契

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基础管理中注重

科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管理，夯实小税

种税源。完善基础信息采集，有序推进

房土两税管理，加强对房土税源信息资

料的审核，确保税源信息登记房产原值、

租金收入、土地占地面积及所在区域所

属等级等相关信息的精确性。

２０１８年７月５日，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宝山区税务局挂牌 摄影／赵剑松

【加强纳税服务】　（１）多渠道开展税收
宣传辅导。区局通过“１２３６６”纳税服务
热线、纳税人学堂、办税服务场所、微信

公众号、税务子网站以及网上税务局等

平台，线上线下对税收政策、办税流程等

内容进行宣传和辅导。全年共举行纳税

人学堂３１期，合计５２场次，辅导纳税人
６７００余人次。“１２３６６”纳税服务来电呼
入总量２２１８０８个，比上年增加 ７０００余
个，增长３３４％，人工接听量１９８４２９个，
增加 １７２３９个，增长 ９５１％，接通率
８９４６％。全年共印刷宣传易拉宝３０多

个、宣传手册３０万余份。“双微”沟通数
每月约５００条，下半年开展精准税宣工
作，覆盖纳税人１２２４４９户。（２）加强纳
服投诉处理。完善各项投诉管理机制，

纳税服务投诉显著下降。设立区局纳税

服务热线，拓宽与纳税人沟通渠道。优

化工单处理流程，规范工单回复书写模

板。落实纳税投诉公示制度，加强纳税

服务意识。全年处理工单１３件，比上年
下降２５８１％。所有工单均按时办结，未
出现逾期和退单情况。（３）优化办税服
务厅配置。从纳税人需求出发，科学合

理调整窗口和人员配置。落实值班长制

度，由区局领导轮流坐镇大厅，维护大厅

办税秩序，提高大厅服务水平。发挥现

场咨询室功能，及时高效解答纳税人涉

税咨询，做好税收政策的宣传辅导工作，

并做好痕迹化管理。办税服务厅严格落

实首问责任、“最多跑一次”、一次性告

知、延时服务以及“六不准”（一是不准

迟到、早退、擅自离岗；二是不准穿着便

装和不规范着税务制服上岗；三是不准

在工作时间串岗聊天、大声喧哗、嬉戏打

闹；四是不准在窗口服务期间携带手机

上岗或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五是男士

不准留长发、长须，女士不准披发、散发，

不准浓妆艳抹，不得搭配夸张的首饰、佩

饰；六是不准对服务对象态度冷漠、故意

刁难、争吵辱骂、推诿搪塞）等制度，对各

项制度落实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将检查

情况予以定期通报，提升办税服务厅的

服务能力。

【加强税收征管】　（１）深化放管服改
革。２月起，区局开辟新办企业服务专
区，设置５个功能子区，为全区新办企业
提供当天办结开业涉及的１０个税务事
项。至１２月底，新办专区为２７１８４户企
业当天办结开业事项。此项工作被《经

济日报》《上观新闻》等媒体报道。实施

跨区迁移流程优化。３月起，优化简化
上海市企业跨区迁移新举措，帮助实现

企业自由流动。至１２月底，成功迁入企
业１５２８户，迁出企业 ７５８户，净迁入企
业７７０户，同期税额净流入１１２０２８５万
元。优化税务登记注销工作。设置税务

登记注销业务专区，实施清税证明免办

服务，优化税务注销即办服务，规范一般

注销审核服务。新政实施以来，共办理

税务登记注销预检１４８２８户，办结注销
４４５０户，其中即办注销业务 ２５７０户。
（２）优化完善税源分类分级管理。构建
“重点税源专人专岗管理，一般税源团队

管理，零散税源依托第三方管理（主要指

的是无证户的委托代征管理）”的管理

模式。优化整合资源配置，完成３个街
道税源管理所设置，完成出口退税纳税

人的征退税业务合一管理，新引入委托

代征代开单位２个。按照“最多跑一次”
工作要求，启动报验登记户管管理职责

调整工作试点，实施“老户自然消化，新

户集中管理”工作新模式。（３）自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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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系统平台建设。建立增值税发票风险

Ｔ＋１快速应对机制，推动自开软件平台
使用，利用金税三期、增值税发票新系统

等基础数据，实施有销无进、虚假申报风

险分析及应对。开展风险企业虚开虚受

进销品名分层分析，为打击虚开、挖出虚

受提供技术支持。对接法人库共享平

台，强化风险工作指引。

【开展大企业税收管理】　区局加强对
千户集团企业管理与服务。按照市局要

求，完成２０１６年和 ２０１７年两个年度的
千户集团电子财务数据采集工作，按时

完成企业财务报表和各类涉税数据的报

送工作，完成季度经济分析材料和半年

度大企业服务案例的分析和撰写。开展

大企业风险分析与应对。区局年内承接

两批次涉及４户千户集团的风险分析工
作，完成２３个风险事项的确认，涉及税
款２８７７４万元。完成两批次千户集团
风险应对工作，确认风险任务２２个，应
补缴税款 １５３１５万，滞纳金 ４２６１万，
税款入库率１００％。

【开展国际税收管理】　区局建立“走出
去”企业清册，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组成

“走出去”企业服务小组，向“走出去”企

业提供优质服务。根据金三申报数据，

结合区商委交换信息，建立“走出去”企

业清册８０户以及境外被投资企业清册
８４户次，精准定位“走出去”企业需求，
及时收集企业诉求，提高服务的针对性。

【加强税务风险管理】　区局强化风险
管控。全年风险管理部门共推送中、低

风险企业 １００５１户，查实有问题企业
９５８０户，风险分析识别命中率９５３１％。
按风险管理总成效口径统计，共查补税

款６７７亿元，调减留抵税额１２５０３０万
元，调减弥补亏损１８１１１２万元，其中加
收滞纳金或罚款的查补税款为４３３亿
元。采用立案稽查方式应对的高风险企

业１５３８户，完成自查收入７９５亿元，查
补收入９８５亿元。严厉打击发票违法
犯罪行为。以“打团伙、抓主犯、破网

络”为思路，依托信息数据分析，深化税

警协作机制，成功查处“４１７”“７１９”
“８１５”等特大虚开团伙案件，打掉虚开
团伙１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７２名，涉及
金额 ３００亿元。其中，“７１９”案件和
“４１７”案件分别获总局和市局领导表扬
性批示，“８１５”案件获中央电视台和上
海电视台报道播出。落实总局项目制管

理要求，根据总局和市局部署，区局主办

项目２个，协办项目１２个，“４１６”专案企
业６２３户，共８３９个案件。特别是破获
的“８１５”案件是年内上海市破获的案值
最大、犯罪链条最长的增值税发票虚开

案件，也是运用项目制管理，组织跨分局

稽查资源、争取跨系统力量支持的成功

范例。高效清理稽查积存案件，对在查

案件进行全面梳理，合理传导压力，压紧

压实责任，确保案件清理过程中，取证到

位、审理合法、执行合规。至年末，完成

积案清理３５１件，清理率达１００％。

【开展教育培训】　年初组织实施数字
人事“两测”（业务能力测试、领导胜任

力测试）考试培训，区局共有４８人参加
考试，占全市三分之一，有４７人通过考
试。在国家税务局主办的“新机构、新职

责、新业务、新作为”知识竞赛中，区局分

别有１５人和３人进入第二和第三轮比
赛。开展多次相关培训，参加市局重点

培训４１场次，共完成培训１８１人次，其
中完成十九大科所长轮训全覆盖。区局

自主培训９场次，共完成培训６４８人次。
机构改革期间，按照总局部署，组织参加

总局、市局“一竿子到底”视频培训７３场
次，共完成培训５７６人次。 （周　全）

审计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审计局共开展审计
和审计调查项目３４项，查出主要问题金
额８７０９５万元，其中违规金额 ５７３５万
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８１３６０万元。审计
处理处罚金额３４８３３万元，其中应上缴
财政５７３５万元，应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
７９６４万元，应调账处理金额２１０７９万元。
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金额５１４０７
万元，其中增收节支 ５０２７６万元。提交
审计专题、综合性报告４２篇，信息简报
５２篇，其中 ２０篇次审计报告获区领导
批示，５篇审计信息被《中国审计报》和
审计署网站采用。提出审计建议 １３０
条，推动完善规章制度６０项，向社会公
告审计结果１５篇。组织开展全区行政
事业单位银行账户开设及资金存放情况

调查。对全区内审工作开展情况专题调

研，并开展内审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

配合区相关部门做好镇级债务、招商引

资、帮困救助资金、在外过渡情况等基层

资产资金管理专项调研前期准备工作。

对６个主管部门管理的４８项扶贫帮困
救助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开展专项检查。

参与区委巡察和市委组织部有关党费使

用情况专项检查工作。年内，《旗帜鲜明

讲政治　履职尽责讲担当　加强审计机
关党建助推宝山高质量发展》（作者：张

晓宁、张秀敏）获市审计机关党建理论研

讨论文二等奖；“本区农村公路新改建专

项资金使用管理及绩效情况的审计调

查”项目获全市审计机关优秀审计项目

评选三等奖。《宝山审计３４年的数里行
间》收录于公开出版的《上海改革开发

４０年口述丛书（宝山卷）》。

【政策跟踪审计】　区审计局聚焦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重

点领域，检查政策措施的落实和效果，促

进政策落地和完善。完成全区产业发展

区域统筹政策落实情况、科技创新专项

资金、为老服务扶持资金、促进就业社会

保障资金等４项审计调查，提出对策建
议３６条，获区领导批示７篇次，推动完
善相关制度１１项。

【财政审计】　区审计局推进全口径预
算审计监督，推动完善部门预算编制管

理，提高预算执行效率，推动制定和完善

制度８项。对１１个单位开展２０１７年度
部门预算执行及决算草案审计，促进相

关单位完善内部管理，有效规范支出

行为。

【经济责任审计】　区审计局完成对１３
家单位３１名（次）区管领导干部（人员）
的经济责任审计。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审计工作新要求融入经济责任审

计，对３个单位试点开展结合型审计。
延伸审计相关单位直属工会经费使用管

理情况，加强审计综合分析，梳理出６个
方面２２类问题，并从体制机制和制度建
设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政府资产投资审计】　区审计局对区
域部分重大基础设施、生态等政府投资

项目开展跟踪审计或竣工决算审计，开

展中小型政府投资项目竣工决算审计集

中管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深化审计结果运用】　区审计局推行
“问题清单”“整改清单”“督查清单”对

接和对账销号制度，以清单销号促整改。

坚持审计结果公开、被审计单位主动公

开，以公开促整改。对 ２０１５年至 ２０１７
年实施的１０７个审计项目及市审计局对
全区实施的审计项目落实情况开展“回

头看”，以跟踪回访促整改。 （张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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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融
■编辑　金　毅

综述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银行２６家，
比上年增加１家，小额贷款公司５家，融
资担保公司 １家；贷款余额 １９４７７０亿
元，新增４６８亿元，增长０２％，银行存
款余额３４６９７７亿元，增长５７％。全区
金融业实现增加值１２４９７亿元，比上年
增加１２３６亿元。年内，宝山区围绕金
融发展、金融服务、金融监管、金融稳定

四个方面，有序推进金融工作，并与上交

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紧抓科创板发展

机遇，支持产业金融对接、中小微企业融

资对接，推动直接融资，促进金融创新、

金融合作，加强金融监管。推进企业直

接融资取得新突破，年内新增上市、挂牌

企业２３家。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
平台效率，全年为中小微企业完成 ３２５
家次共计 １３１亿元贷款服务。搭建各
类金融服务平台，全年召开２３场不同形
式投融资对接会、宣传会和推介会，服务

成长型企业数百家。参加上海市第十二

届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洽谈会，宝山区

展台富有创意的布展以及丰富的投融资

对接活动获社会各界关注。

【发挥中小微融资服务平台成效】　宝
山区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坚持政府

引导、市场化运作方式，拓展中小微企业

融资渠道，实现职能部门、市场化机构通

力合作运营模式。平台自２０１３年５月
２８日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累计为区内中
小微企业提供５００家次贷款服务，金额
９１５亿元，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贷款燃
眉之急。

【营造银企对接投融资环境】　宝山区
全年累计召开各种形式银企对接、宣传

和推介会２３场，累计对接和培训有融资
需求企业上百家，其中针对挂牌和拟挂

牌企业投融资对接会或各类沟通培训会

议２０场。基本形成每月一次线下对接
会，每季度一次线下培训对接制度，为区

内各企业与金融机构创造面对面交流机

会。运用“宝山金融”微信公众号，时时

在线上发布各类政策信息，同时建立微

信群聊沟通机制，实现银企线上互动、企

业线上咨询、线上连接线下、实时精准服

务的目的。

【完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宝山区鼓
励引导金融机构为宝山建立现代服务业

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

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金融

支撑。聚焦邮轮经济上下游产业链，加

大信贷投入，强化金融服务，探索发展以

服务邮轮产业为特色的航运金融。聚焦

节能环保产业、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空间

建设，推广“绿色信贷”业务，发展绿色

金融。聚焦“互联网 ＋”平台经济、机器
人及智能硬件产业、前沿新材料产业，加

强融资配套，提供创新性产品和服务，推

动科技园区、众创空间等搭建科技融资

服务平台，发展科技金融。

【加大政银合作力度】　区政府与金融
机构展开密切合作，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８月１０日，区政府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
分行签署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在推动宝山产业转

型升级、城区改造、乡村振兴、营造良好

金融生态环境、提供政府财务顾问等方

面展开合作，建立定期沟通协商制度。

【举办各类金融服务活动】　６月 ２７
日—２９日，宝山区组团参加第十二届上
海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洽谈会，并举办多

场投融资对接活动。上海市金融工作委

员会书记、市金融办主任郑杨到宝山展

台巡展，区委书记汪泓在上海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洽谈会暨长三角养老金融论坛

发表主旨演讲，并到宝山展台指导工作，

区委常委、副区长苏平出席金洽会开幕

式，并参加金融助推南大生态智慧城战

略签约仪式。

【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金融宣传活动】

　１月底，宝山区组织开展“打非宣传进
机关”活动。３月１５日，开展“保护金融
消费者权益宣传服务日”活动。５月１５
日，组织“与民同心、为您守护”等 ３次
“进社区”专项宣传活动，并在９月６日
会同区委宣传部召开全区打非宣传工作

会议，要求各街镇（园区）打非宣传常态

化。１２月１２日，在上海智慧湾召开打击
非法金融宣传“进园区”活动。年内共

组织集中宣传活动４７场次，印制宣传材
料近１２万份，发放宣传品 ４７８００余份，
制作海报、展板、横幅、打非三折页等

１３３００余张，并通过印制３０００把打非宣
传广告扇，在信访、公安及行政服务中心

等部门进行投放，提高宣传效果。

（王　哲）

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银行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１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友谊路１５１８弄４号

２ 中国工商银行宝山支行 淞滨路３１８号

３ 中国农业银行宝山支行 同济路１３１号２２楼

４ 中国银行宝山支行 宝杨路１００８号

５ 中国建设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３９８号

６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 淞滨路１３８—１４６号

３１２



（续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７ 浦发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８３号

８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５２８号

９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１９８号

１０ 中国光大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８８号

１１ 招商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４８号安信商业广场Ａ区三楼

１２ 中国民生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７２号

１３ 中信银行宝钢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７８号

１４ 华夏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３３８号

１５ 兴业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８５号

１６ 广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１１号

１７ 平安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０８１号

１８ 北京银行宝山支行 双城路８０３弄９号２楼

１９ 邮政储蓄银行宝山支行 双城路８０３弄９号楼１５楼

２０ 温州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航运大厦１楼、２楼

２１ 江苏银行宝山支行 淞宝路１５５弄２号星月国际广场底楼

２２ 富民村镇银行宝山支行 宝林路４６０号

２３ 泰隆银行宝山支行 友谊路１５８８号

２４ 宁波银行宝山支行 淞滨路６００号１—２层

２５ 厦门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３３号

２６ 扬子村镇银行宝山支行 殷高西路７１１号

表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小额贷款公司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地　址

１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双成路８０３弄７号１０１室

２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牡丹江路１２８８号

３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漠河路６００弄（东鼎国际广场）Ｂ座２０１室

４ 上海宝山华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高跃路１７６号９０４—９０６室

５ 上海宝山庙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共和新路５１９９号骏利财富大厦９楼Ａ室

表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担保公司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地　址

１ 上海晋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川路１８００—６号４０６室ＨＪ〗

（王　哲）

企业上市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共有 ２３家企
业成功上市、挂牌，其中１家主板上市，１

家香港联交所上市，５家企业新三板挂
牌，１２家企业挂牌上海科创板，４家企业
在股托中心 Ｅ板挂牌。至年末，宝山区
累计上市挂牌企业１１８家，其中上市企

业８家，新三板挂牌企业４７家，上海股
托中心科创板挂牌企业２４家、Ｅ板挂牌
企业３９家，Ｅ板和科创板挂牌企业数量
全市第二。 （王　哲）

表４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企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情况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时间 募集资金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时间 募集资金

１ 香港联交所 海隆控股 ２０１１年 ９．５４（亿港元）

２ 创业板 上海钢联 ２０１１年 ２．３（亿元）

３ 主板 新通联 ２０１５年 ２．８６（亿元）

４ 主板 宝钢包装 ２０１５年 ６．０３（亿元）

５ 香港联交所 颐海食品 ２０１６年 ８．５８（亿港元）

６ 主板 飞凯材料 ２０１６年 ３．６３（亿元）

７ 主板 克来机电 ２０１８年 １．６５（亿元）

８ 香港联交所 华滋海洋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３（亿港元）

表５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和科创板挂牌情况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１ 新三板 上海君山表面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２ 新三板 上海安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３ 新三板 上海猫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４ 新三板 上海新世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５ 新三板 上海爱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６ 新三板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７ 新三板 上海春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８ 新三板 上海汉神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９ 新三板 上海响当当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０ 新三板 上海锦元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１ 新三板 赛赫智能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２ 新三板 上海宝信建设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３ 新三板 上海方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４ 新三板 上海乐宝日化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５ 新三板 上海乐蜀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６ 新三板 上海决策者经济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７ 新三板 上海腾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８ 新三板 上海际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９ 新三板 上海赛若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０ 新三板 璞勒仕建筑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１ 新三板 上海朗骏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２ 新三板 上海酷武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３ 新三板 上海北裕分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４ 新三板 上海鼎尚中式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５ 新三板 上海圣丹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６ 新三板 上海大牧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４１２

金　融



（续表）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２７ 新三板 上海宏图尚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８ 新三板 上海超高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９ 新三板 上海创旗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３０ 新三板 上海立峰汽车传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３１ 新三板 上海嘉世市场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２ 新三板 上海中冶横天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３ 新三板 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４ 新三板 上海恒道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５ 新三板 上海漫界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６ 新三板 上海赞禾英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７ 新三板 上海骏恺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８ 新三板 上海友合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９ 新三板 上海人人游戏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４０ 新三板 上海钢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４１ 新三板 上海琥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７年迁入）

４２ 新三板 上海永乐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４３ 新三板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８年迁入）

４４ 新三板 上海新旦营销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４５ 新三板 上海雄博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４６ 新三板 上海置荟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４７ 新三板 上海华东拆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４８ 科创板 上海英弗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４９ 科创板 上海宝寰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５０ 科创板 上海亨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转板）

５１ 科创板 上海尚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６年转板）

５２ 科创板 上海安杰环保科技股份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５３ 科创板 博频（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５４ 科创板 上海品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５５ 科创板 上海宝尚低碳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５６ 科创板 上海华居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５７ 科创板 壹步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５８ 科创板 上海申雁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转板）

５９ 科创板 上海铠韧气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６０ 科创板 商合供应链管理（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转板）

６１ 科创板 阳地钢（上海）装配式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６２ 科创板 上海瓦科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６３ 科创板 众宏（上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６４ 科创板 上海矢梁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６５ 科创板 上海金蔚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６６ 科创板 上海思恒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６７ 科创板 上海哈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６８ 科创板 上海圣峰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８年转板）

６９ 科创板 苏澄（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迁入）

７０ 科创板 上海欣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７１ 科创板 上海唐工纺防护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８年迁入）

表６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中小企业在上股交Ｅ板挂牌情况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１ 上股交Ｅ板 上海安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

２ 上股交Ｅ板 协同共享企业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３ 上股交Ｅ板 上海肯米特唐华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４ 上股交Ｅ板 上海肶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５ 上股交Ｅ板 上海博龙智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６ 上股交Ｅ板 上海纬和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７ 上股交Ｅ板 上海千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８ 上股交Ｅ板 上海兆祥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９ 上股交Ｅ板 上海皓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１０ 上股交Ｅ板 上海源盛汽车销售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１１ 上股交Ｅ板 万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１２ 上股交Ｅ板 上海林海生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１３ 上股交Ｅ板
皆爱西（上海）节能环保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１４ 上股交Ｅ板 上海奥佳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迁入

１５ 上股交Ｅ板 上海海笠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１６ 上股交Ｅ板 上海玉屋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１７ 上股交Ｅ板 上海昊车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１８ 上股交Ｅ板 上海博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１９ 上股交Ｅ板 上海豫翠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２０ 上股交Ｅ板 上海同顺食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２１ 上股交Ｅ板 上海英泰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２２ 上股交Ｅ板 上海元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２３ 上股交Ｅ板 上海圣峰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２４ 上股交Ｅ板 上海宝文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５ 上股交Ｅ板 上海星达影视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６ 上股交Ｅ板 上海业凯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７ 上股交Ｅ板 上海醇情百年文化创意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８ 上股交Ｅ板 上海罗金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９ 上股交Ｅ板 上海恒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３０ 上股交Ｅ板 上海宇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３１ 上股交Ｅ板 上海正辉康居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３２ 上股交Ｅ板 上海兆唐经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３ 上股交Ｅ板 上海锐镐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４ 上股交Ｅ板 上海巨鸣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迁入）
３５ 上股交Ｅ板 上海溢乾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６ 上股交Ｅ板 上海鑫蓝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３７ 上股交Ｅ板 男左女右（上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３８ 上股交Ｅ板 映山红旅游发展（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３９ 上股交Ｅ板 上海谨鑫食品配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王　哲）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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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８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友谊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７５５号 ６６７８６５３４

２ 高境支行 殷高西路３３３号 ３６３２７６２５

３ 灵石路支行 华灵路６号 ６６３５２７１４

４ 通河路支行 长江西路１７７７—１７７９号 ６６２１７８５５

５ 大华支行 真华路１１０６号—１ ６６３６０３１７

６ 祁连山路支行 聚丰园路１６５号 ５６１３１６５２

７ 罗店支行 市一路１９９号 ５６３９０５８６

８ 杨行支行 水产路２６０９号 ３６５８０１９１

９ 大华新村支行 大华二路２０１、２０３、２０５号 ３６３９５２２７

１０ 顾北路支行 顾北路５８０号１０２—１０６室 ６６６３０２６５

１１ 共康支行 一二八纪念路８７８弄１—３号 ６６２８１２６２

１２ 庙行支行 纪?路３２０弄３号 ５５１５０９１１

（倪海华）

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

行】　至年末，该支行设友谊路支行、高
境支行、通河路支行、灵石路支行、大华支

行、大华新村支行、祁连山路支行、罗店支

行、杨行支行、顾北路支行、共康支行、庙

行支行共１２个二级支行营业网点，员工
２５０人，人民币储蓄存款７４４９００万元，比
上年增加１３８４％；外币储蓄存款１５１１８
万美元，下降 ９２５％；人民币企业存款
６３４７７５万元，增加１４６０％；外币企业存
款９１１２万美元，下降３０５７％；人民币公
司贷款８４９９９０万元，增加４７５％。

年内，该支行在业务方面全力推进

普惠金融，助力进博共享机遇，推动手机

银行业务发展，坚持“全员 ＋场外”，拓
展社保卡业务，拓宽银政合作渠道，拓展

ＩＲＳ业务量，力拓高校业务。 （倪海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

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２６
家，其中二级支行２６家；员工５８５人，其中
大专及以上人员占８４６％。人民币贷款期
末余额２８３８亿元，较年初增长２２１亿元。
其中：非小企业公司贷款期末余额１５４５
亿元，增长１９亿元；小企业贷款期末余额
１７３亿元；个人贷款期末余额９２６亿元，
新增 ５７亿元。人民币存款期末余额
４３７７亿元，增长３０亿元。其中：储蓄存款
期末余额３２８亿元，增长２７３亿；对公存款
期末余额１０９３亿元，增加２６亿元。实现
中间业务收入５１亿元。

支行结合经济形势，紧扣“防风险、

补短板、促转型”三大主线，实现存款、贷

款、中间业务联动拓展，储蓄存款、公司

贷款、中间业务取得进步。依托宝山城

郊结合区位优势，紧抓宝山城区改造提

升、产业转型升级契机，紧抓核心客户发

展要求，以巩固提升金融服务竞争力为

核心，突出核心业务、全量客户拓展，以

存贷款日均有效增长、中间业务创新增

收、不良资产清收压降、普惠金融强势发

展为突破口，实现“量、价、质、效”合理

匹配和良性循环，达成支行经营发展目

标。在区域合作方面，支行着眼于宝山

新一轮经济发展和服务区域“四大品

牌”建设契机，组织落实上海分行与宝山

区政府签订全面金融服务合作备忘录，

作为与宝山区政府对口服务合作主办单

位，组织项目跟踪，加深与区政府联系，

提升区域经济渗透力。通过上下联动，

支行与区政府、上海临港集团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为临港南大智慧城市开发建

设、旧区升级转型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

在储蓄存款方面，坚持存款立行理念，将

揽存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紧密围绕客户、

产品、渠道、机制、管理等多方面入手，专

题部署、强力推进揽存增存工作。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推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

深化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加强战略性新

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

信贷等符合国家政策领域布局和储备，

做实信贷投向，优化融资服务模式，法人

资产业务取得快速发展。

支行继续抓好人员结构调整，优化各

岗位序列人员结构，加强大学生员工转岗、

客户经理和新兴业务人员配置等工作。落

实干部年轻化工作，加强中层干部和后备

干部培养，组织青年骨干和管理干部培训，

多维度加大考察力度。 （蒋易霖）

表８ ２０１８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电话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电话

１ 工行宝山支行营业厅 淞滨路３１８号 ５６８４５８５８

２ 工行大华支行 华灵路６８８号 ６６３９１２７５

３ 工行宝钢支行 牡丹江路１７０１号 ５６６０９５６７

４ 工行共康支行 共康路５５５号 ６６６９０５１１

５ 工行长江支行 长江南路５２８号 ３６１４０５４０

６ 工行月浦支行 龙镇路８５号 ６６６８０８１５

７ 工行杨行支行 杨鑫路４４７号 ３６０２０２３９

８ 工行大场支行 洛场路１０１号 ５６５０１９７０

９ 工行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４３１号 ５６９９３３３２

１０ 工行行知路支行 行知路２９９号 ６６６７０６８０

１１ 工行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２２９３号 ３６３５３９０９

１２ 工行共江路支行 共江路１１６８号 ３６０９０１４４

１３ 工行呼玛路支行 呼玛路６０７号 ５６７６６３８５

１４ 工行永清路支行 永清路３８７号 ６６６５０１４４

１５ 工行罗店支行 罗溪路２２号 ５６４６６７９３

１６ 工行友谊路支行 友谊支路２０５号 ５６６９７３２７

１７ 工行工业园区支行 真陈路１０００号 ３６１６０７４２

１８ 工行沪太路支行 纬地路９０—９４号 ６０９４０００９

１９ 工行真华路支行 真华路１８１１—１８１３号 ３６３２４７０９

２０ 工行殷高西路支行 殷高西路３１９—３２５号 ３６３２２８１８

２１ 工行新村路支行 新村路６８１号 ３６５２５６１８

２２ 工行水产西路支行 水产西路１０４１—１０４７号 ３６４００５７７

２３ 工行高境支行 吉浦路５２１号 ６５２０１６０９

２４ 工行场中路支行 场中路２９２２号 ６６６９１２５９

２５ 工行共富路支行 共富路３５５号 ３６１９０６３９

２６ 工行顾村支行 菊盛路８９５号 ６６０１７０５９

（蒋易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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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下设２６家营
业网点，８个内设部门，２个直属营销团
队，卡电团队、个贷中心和现金运营中

心，拥有２１个离行式自助设备（银行）、
２６个附行式自助设备（银行）。在册员
工５９７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人数 ３８２
名，占 ６３９９％；党团员人数 ２４２名，占
４０５４％；４０岁以下中青年员工人数３１７
名，占５３１０％。该行年末存款余额突破
７００亿元，日均余额超过６００亿元，市场
份额实现提升，人民币贷款余额２０６亿
元，实现净利润９７６亿元，各项经营数
据系统排名靠前。

表９ ２０１８年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营业网点

序号 营业机构 地　址 电话 序号 营业机构 地　址 电话

机关大楼 同济路１３１号 ５６６７８６６６

１ 友谊支行 友谊路１３４号 ５６６９５１４２

２ 杨行支行 水产路２３９９号 ５６８０２０５２

３ 月浦支行 龙镇路７８号 ５６６４６２４８

４ 盛桥支行 古莲路１８７号 ６６０３３０９２

５ 罗泾支行 陈行街２５号 ６６８７８８１８

６ 罗店支行 集贤路６１８号 ３６３０９５５７

７ 罗南支行 南东路６５弄９号 ５６０１０８５７

８ 刘行支行 菊泉街６３８号 ５６０２３４７３

９ 顾村支行 电台路５００号 ５６０４１７２７

１０ 宝山工业区支行 锦秋路１２５０号 ５６１３２１３４

１１ 大场支行 场联路１８８号 ５６６８０１１５

１２ 庙行支行 纪?路５０号 ３３８７３７８４

１３ 淞南支行 淞南路３５０号 ５６１４７６６８

１４ 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１８２号 ５６９９３５８４

１５ 宝山支行营业室 同济路１３１号 ５６６７３３９８

１６ 高境支行 三门路５０５弄５１７号 ６５９１９９９５

１７ 水产路支行 牡丹江路３５９号 ５６５６１２００

１８ 宝德路支行 共和新路４７１７号 ６６９７０８２２

１９ 大华支行 华灵路１０８８号 ６６３７５３０８

２０ 牡丹江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３３７号 ５６１２９２２６

２１ 共富路支行 共富路３７３号 ３６５１８３７７

２２ 真华路支行 真华路１０９９号 ６６６７０３３８

２３ 长江南路支行 长江南路６８５号 ５６８２８８４３

２４ 市一路支行 市一路２５１号 ５６８６３０７５

２５ 顾村公园支行 陆翔路１３３号 ３６６２００７５

２６ ?川路支行 友谊路２９９４号 ５６８７８０７３

（潘颖斐）

表１０ ２０１８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海江路支行 海江路３６８号 ３６５１５０７６

２ 淞南支行 长江南路５３８—５４０号 ５６１４５５１４

３ 华灵路支行 华灵路１６８８号 ６６３５１１５４

４ 庙行支行 共康路３２０号 ５６４８９９６７

５ 三门路支行 三门路５０５弄５１９号 ５５０３４４９０

６ 团结路支行 团结路４１号 ５６７８８１１７

７ 共康路支行 共康东路３３３号 ５６７１５０８５

８ 真华路支行 大华二路３１６号 ６６４００８８１

９ 呼玛路支行 呼玛路６９０—１号 ５６７４９２６５

１０ 杨行支行 杨桃路１５５号 ５６８０２８２３

１１ 双城路支行 双城路３７４号 ５６５６３３４０

１２ 吴淞支行 淞滨路１３７号 ５６６７２５４９

１３ 高境支行 殷高西路３０１号 ３６３３１５６１

１４ 罗店支行 罗店镇市一路１６９号 ５６８６４８６７

１５ 顾北东路支行 顾北东路１４２号一、二层 ５６０４７２３０

１６ 大华支行 新沪路４５１号 ６６４０６５０８

１７ 锦秋路支行 锦秋路７１７号 ６６１６１９９８

１８ 大场支行 环镇北路６８０弄７０３号 ５６５０３０８８

１９ 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７６８号 ５６７３３０５１

２０ 绥化路支行 绥化路１６２号 ３６３０１０７５

２１ 水产路支行 水产路２４４９号１１８室 ５６５７５３７７

２２ 月浦支行 月浦镇宝泉路３２号 ５６９３６１１５

２３ 长逸路支行 长逸路３７５号 ５６１４８６８１

２４ 陆翔路支行 陆翔路１１１弄６号楼１０４—１０５室 ５６７３２９７５

２５ 华和路支行 华和路２５４—２５８号 ６５２１００５０

２６ 东林路支行 东林路２６３号 ５６１０３５５９

２７ 宝武大厦支行 世博大道１８５９号宝武大厦１号楼１楼 ５８３５８８８８５１２６

２８ 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３９８号 ５６１２５６１２５１０８

（吴叶锋）

该支行定期进入社区、企业、部队、

机关等开展银行理财知识讲座，现场接

受群众对于银行业务各类咨询，加强社

会公众金融知识普及。持续开展青年突

击队攻坚行动，开展银团挂职、银政交

流、青年论坛、青年读书等活动，组织动

员青年在业务一线建功立业，搭建青年

基层锻炼、学习成长实践平台，探索开展

青年心理关怀和精神关怀工作。重视与

共建单位加强横向联系，与驻地部队、吴

淞街道、吴淞敬老院共同开展慰问官兵、

社区义务清扫、重阳节联谊等活动。

（潘颖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

宝山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下辖网点

２８个，有各类员工６１４人。其中：具有大
学以上学历４７６人，占７７５２％；中级以
上技术职称２２１人，占３５９９％。支行实
现拨备前利润 １６４７亿元，实现中收
５９８亿元。其中：一般性存款时点余额
７５４９９亿元，份额 ３６９％；对公存款时
点余额３７７６７亿元，份额４００２％；个人
存款 时 点 余 额 ３７７３２亿 元，份 额
３４２３％。一般性存款日均余额 ７５３０９
亿元，份额３８２５％；对公存款日均余额
３９０５１亿元，份额４３３８％；个人存款日
均余额３６２５８亿元，份额３３９２％。各
项贷款余额 ５６７２７亿元，较年初新增
５７４亿元，市场份额４４５８％。

该支行贯彻总行“三大战略”（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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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战略、金融科技战略、普惠金融战

略），总计获得分行相关“三项第一，四

项第二，两项第三，总行首单两笔，分行

首单四笔”好成绩。推动“四轮驱动”

（效益、贷款、资产质量、存款），巩固深

耕央企业务，提升区域金融龙头影响力，

狠抓机构业务和国金业务，持续提升跨

区域发展业务能力，推动“零售优先”。

提高合规意识，推动精细化管理，提高客

户满意度。提高员工关爱，增强集体凝

聚力。落实精准扶贫、文明创建等工作，

传递正能量，展现建行人家国情怀。

（吴叶锋）

表１１ ２０１８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１ 营业部 淞滨路１３８—１４６号 ５６８４９６７０

２ 牡丹江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５７７号底层 ５６６０８３９５

３ 真华路支行 大华二路２８１—２９５号 ６６４０５８３７

４ 场中路支行 新市北路１５２９号 ６５６１５５８０

５ 三门路支行 三门路４８８号 ５５０６１７６３

６ 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２２３１—２２３５号 ３３８７５７４１

７ 共康支行 共康路３４５—３６３号 ５６４１３００３

８ 罗店支行 市一路１９９号１５０１室 ５６８６２７８５

９ 杨行支行 水产路２５６６号、２５６８号 ５６９３１０５１

１０ 顾村支行 顾北路６８３、６８５号 ３６４１８９７６

１１ 大场支行 纬地路３２８号、３３８号 ６５８７１０８９

（谢慧丽）

表１２ ２０１８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经营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１ 宝山支行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２８３号 ５６１１１６６６（总机） ２０１９００

２ 牡丹江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７１８号 ５６８２６８０３ ２０１９００

３ 月浦支行 龙镇路９５号 ５６９３６５０７ ２００９４１

４ 高境支行 殷高西路２２５号 ５６１４０７９４ ２００４３９

５ 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１９２９号 ５６９９０４８４ ２００４３１

６ 大华支行 武威东路９０号 ６６３６２６９２ ２００４４２

７ 顾村支行 顾北东路３７７号 ５６１１０２５９ ２０１９０６

８ 经纬绿洲社区支行 玮地路３３８号 ５６９８３１５９ ２００４４４

（金　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

行】　至年末，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１１
家，在册人员２４３人，其中具有本科以上
学历占 ８１８９％，党员占 ３２５１％，中级
以上技术职称占 ２１４％。人民币存款
时点规模１８８６７亿元，人民币贷款日均
规模１３８亿元，实现国际结算量 ４３３３
亿美元。年内，该支行被评为２０１８年度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经营管理先进集

体；辖属罗店支行获中国银行业文明规

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称号；真华路支行、

罗店支行获２０１７年交通银行先进职工
小家称号。

该支行围绕总分行工作目标，把握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抓好“新三增三

降”（增有效客户、增核心负债、增转型

收入，降风险成本、降资本占用、降营运

成本）工作主线，推动业务高质量发展。

立足宝山区深挖特色板块对公负债业

务，夯实负债业务发展基础。抓住新开

户提升开户质效，推进有效客户提升。

严把风险关口，坚持“三会制度”（贷审

会制度、季度风险排查例会、风险管理及

案防工作例会制度），建立长效风险管控

机制。制定二级支行“一行一策”，明确

发展规划、营销目标、人员格局等，提升

网点对公板块负债规模。

作为宝山区金融业联合会理事长单

位，该支行组织员工进校园、进社区、进

企业活动，开展“小小金融家”财商课

堂，为儿童进行金融知识科普讲堂，参加

区内组织打击非法金融宣传活动、

“３１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等活
动，利用金融专业知识做好公众教育和

引导工作，践行社会责任。 （谢慧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

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下设８个营业网
点，在册员工１６６人。其中：具有大专以

上学历人员１６４名，占９８８％；本科学历
人员１１２名，占６７４７％；硕士以上学历
人员２７名，占１６２７％。该支行年末存
款规模２１７０５亿元，比年初增长４８７３
亿元；贷款余额 １７０２２亿元；全年实现
营业净收入 ８５亿元，中间业务收入
２２４亿元，不良贷款率０１９％。年内获
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

位、上海金融职工立功竞赛建功奖（团

体）、上海市金融消费者满意先进网点以

及上海市治安保卫先进集体等荣誉。

该支行利用优势金融服务工具，通

过财政公共资金云监管服务、党费缴纳

云账单服务等产品推行，推进银政合作，

为宝山区各级政府提供优质和创新金融

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区委、区政府以及

相关委办局平台，为更多企业提供金融

相关业务和产品。作为宝山区主要参展

单位参加２０１８年第十二届上海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洽谈会，并获“优秀参展机

构”称号。加强对重点企业、重大项目的

支持。加深与宝武集团全面战略合作，

授信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港二期建设、宝

山区城中村改造、宝山两大工业园区发

展等区域重点项目。围绕上海四大品牌

建设，加强与市属国资委平台旗下企业、

央企子公司合作，提供高效金融服务。

加强对中小微科技企业金融服务，服务

实体经济。支行根据区域内中小企业、

科技企业较多特点，组合利用总分行科

技金融产品，支持宝山区中小科技企业

发展。利用科技创客贷、科技履约贷、担

保基金贷等多个科技金融拳头产品，通

过与区科委、科技园区、上海市知识产权

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服务一批具有核心

竞争力和成长性中小微科技企业，年度

科技金融贷款增量６７２０万元，位列上海
分行第二名。

支行推动支行零售业务发展同时，

以优质专业服务打造“浦发好邻居，诚心

增财富”品牌形象，提升区域居民金融服

务能级。先后开展“普及金融知识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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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金融知识进万家”等金融知识普及

专项宣传活动，并与上海市金融消费纠

纷调解中心签署“共建调解工作站合作

备忘录”，由其授牌成立“金融消费纠纷

调解工作站”。 （金　帆）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

行】　至年末，该支行下设营业部１个，
在册员工１８人，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
历１５人，占８３３３％；具有各类专业技术
职称１８人，占１００％。年末各项存款余
额 １３１６３５９万 元，各 项 贷 款 余 额
１６７３０５６２万元，比年初增加 ４０７３２５２
万元，增加３２１８％。完成国际业务结算
量 ４８５８５８万美元，贸易融资结算量
８４４５６１万美元。无不良资产。全年实
现利润９９０７９万元，比上年增加９３４４３
万元，增加１７５８倍；人均利润５５０４万
元，增长５２０７万元。

表１３ ２０１８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网点

序号 营业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宝山区支行 友谊路１５１８弄４号 ５６７８６４１４

（任汝燕）

表１４ ２０１８年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７２号 ５６１１３２８５

２ 大华支行 大华路３５２号 ５６３１８３８７

３ 阳城花园社区支行 阳城路２４６—２４８号 ６３０６６８２９

（沈佳音）

表１５ ２０１８年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机构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机构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１９８号 ５６６７５２１２

２ 吴淞支行 淞宝路７４号 ５６１７５６５４

３ 杨行支行 杨鑫路３２８号 ５６８０１３７０

４ 月浦支行 月罗路２５１号 ３６３８８６２５

５ 盛桥支行 鹤林路７８弄２号 ５６１５１７９５

６ 罗泾支行 沪太路８８７７号 ５６８７５７００

７ 罗店支行 集贤路６０２—６１２号 ６６７１１９６８

８ 罗南支行 东太路１１８号 ５６０１１９５１

９ 刘行支行 菊泉街６２８号 ５６０２３６６１

１０ 顾村支行 水产西路１０９８号 ３３７１８７４２

１１ 祁连支行 聚丰园路５８８号 ５６１３０２５０

１２ 大场支行 界华路８２—９０号 ６６６２０１５２

１３ 庙行支行 共康路４３０号 ５６４８６１１２

１４ 淞南支行 淞南路３９９号 ３６１４０６１０

１５ 高境支行 殷高路６５号４幢１０４、１０５室 ５６８２７６１７

１６ 顾新路分理处 顾新路１５号 ５６０４２８７９

１７ 友谊支行 友谊路１９１３—１９１７号 ６６７５０５９１

１８ 华和路支行 华和路２８４—２８６号 ３６３９７８８１

１９ 杏林分理处 菊太路１２２３—１２２７号 ３６３８８６５３

２０ 市一分理处 市一路２５３号 ５６８６３６７１

２１ 陈行分理处 陈行街６６号 ５６８７１０３７

２２ 共富分理处 共富路３５３号 ３３７０９８９２

２３ 大华分理处 行知路３３９号 ５６７０３３２６

２４ 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１８１８号 ５６９９０９４３

２５ 长江南路分理处 长江南路６９５号 ６６７９９６２８

２６ 淞青路分理处 淞青路１８号 ３６５８６５２８

２７ 杨泰路分理处 镇新路１８８号 ６６０３７６７９

２８ 菊盛路分理处 菊盛路８６１号 ５６４５１５９１

２９ 四元路分理处 四元路１５１号 ６６９３００２１

（沈　龙）

该支行作为宝山区唯一农业政策性

银行，全力保证粮油收储资金供应，把支

持粮油收储作为全行工作重中之重，做

好宝山区储备粮油补库、轮换资金供应

工作，支持地方储备粮油增储。至年末，

该行对宝山区储备粮贷款余额２０５９６５
万元。加大对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力度，对大华集团下属公司大场镇“城中

村”改造项目进行信贷支持。加大改革

创新力度，更好服务“三农”（农村、农

业、农民），发挥服务实体经济职能作用，

坚持对光明集团、林业集团进行信贷支

持。首次对融资租赁类客户进行信贷支

持，年度内对国药控股（中国）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授信 ２０亿元，贷款余额 ５７８
亿元。 （任汝燕）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

支行】　至年末，宝山支行下辖大华支
行、阳城花园社区支行，金融从业人员

５２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１００％。
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４５亿元，比年初新增
３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６０亿元。业务范
围包括负债业务、资产业务、中间业务，

在大华、月浦、罗店、共康、吴淞、泗塘等

区域设有离行式 ＡＴＭ自助服务机 １５

台。年内开展各类“案防”活动、反诈骗

反洗钱等宣传教育活动，坚持将“安全保

卫工作”视为支行日常管理工作中“重

中之重”，将安全防范意识始终贯穿于工

作过程中，确保全年无上访、无闹事、无

各类既遂、未遂案件和事故发生。

（沈佳音）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至年
末，该支行在册员工３９８人，其中具有本
科及以上学历２７８人，占７０％。下辖营
业网点２９个，共有包括ＣＤＭ存取款机、
ＡＴＭ取款机等各类自助设备１３０余台与
智能柜员机６６台，网点及机具分布于宝
山区辖内各街镇。年末各项存款余额

５１５０７亿元，比年初增长４６２８亿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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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贷款余额 ２１６８７亿元，增长 ５４７亿
元。该支行坚持为辖区内居民及企业提

供多样化综合金融服务，面向居民客户

推出“鑫意”理财业务、“鑫福金”信用卡

分期业务、“全家贷”家庭消费贷款等多

种特色产品，为区内居民投资理财、购物

消费提供选择渠道。面向“三农”（农

业、农村、农民）和中小微企业推出公司

开放式理财、票据质押授信、国际贸易融

资、跨境人民币结算以及小微企业担保

基金贷款等各类投融资服务，助力辖区

内企业发展。面向企业职工、退休人员

推出“工会卡”“敬老卡”，配合政府推广

“金融社保卡”，为辖区内居民提供业务

受理渠道。 （沈　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宝山区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内设５个
部门，下辖１个直属营业部、７个二级支
行，在业务管理上包括３０个代理网点。
在册员工１８９人，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１６２人，占８５７１％。该支行个人年
末储蓄时点余额５０５８亿元（不含邮政
代理网点），信用卡结存卡量１１５万张，
零售信贷共放款 ５３０亿元，结余余额
２３２５亿元；公司存款时点余额９４８亿
元。各类业务总体发展良好，保持“零案

件”态势。根据市场需求，设计出多样化

金融产品，致力打造“全功能零售型”商

业银行。重视普惠金融服务工作，服务

“三农”（主要涉农商户、农产品企业

主）、小微企业、社区等，组织开展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宣传、反假币宣传、“金融

知识进万家”等活动。

邮储银行是上海最早开办离退休人

员养老金发放银行，其中宝山地区代发

量超过１０万人次，每月代发金额近３亿
元。该支行承担社会责任，坚持“爱民、

便民、利民、为民”服务宗旨，打造敬老服

务特色品牌，配合上海市养老金社会化

发放工作，多次被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

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社会服务

处评为“养老金发放优质服务窗口”单

位。支行辖内所有网点全部提供代发养

老金服务，为离退休人员提供优质高效

金融服务，并根据老年客户特殊要求，为

有困难老人提供上门服务，确保离退休

人员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 （朱懿雯）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２０１８年，该支行下辖营业网点１０个，在
职员工１３３人，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
历人员１２６人。至年末，本外币存款余
额１３３６３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４７１３

亿元。该支行以政府类业务为核心，拓

展商品住宅物业维修基金业务、企业保

证金存款业务等，以综合金融服务为抓

手，以小企业普惠金融为亮点，保持对公

负债业务稳步增长。重点拓展新型业

务，在投行业务、金融市场业务、托管业

务等领域取得突破，推进公司业务转型

发展。以消费金融、信用卡分期、养老金

融等三项业务为核心，推进零售业务深

化转型。组织开展各类案防培训及合规

风险排查，每月开展员工异常行为排查，

每季开展违规行为积分认定，定期开展

案件警示教育和案例分析，并配合上级

行开展核查员工与客户资金往来情况

等。全年未发现操作风险与内控缺陷。

完善行内营销与运营、风险等条线协调

机制，在确保不碰制度红线基础上加强

对业务营销服务支撑。年初制定《上海

银行宝山支行２０１８年绩效工资考核分
配办法》，结合实际对业务过程中发现制

度缺失、流程缺陷及系统漏洞查漏补缺，

完善制度体系。通过开展人才盘点、建

立青年管理人才库、支行内部挂职见习、

选派青年员工至分行或总行学习培训等

工作，形成上海银行宝山支行人才梯队

名单与人才队伍建设方案。 （薛　佐）

表１６ ２０１８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营业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宝山支行营业部（自营） 牡丹江路１３１７号 ６６７９３１０１

２ 双庆路支行（自营） 双城路８０３弄９号楼１０１室 ６０９５００５０

３ 塘西街支行（自营） 塘西街９０号 ５６８６２９０５

４ 美兰湖支行（自营） 罗芬路９８９弄３号 ３６６２２７２８

５ 泗塘支行（自营） 呼玛路６９０—２号 ６６２１６０５８

６ 罗泾支行（自营） 新川沙路５１６号 ５６８７１７７９

７ 月浦支行（自营） 德都路５２—４号 ６６９３１７９８

８ 锦秋路支行（自营） 锦秋路７６５号—７６９号 ５６５６９３３１

９ 宝林八村营业所（代理） 宝林八村８５号 ３６１００１５４

１０ 月城路营业所（代理） 月城路２３１号 ５６８００６１４

１１ 罗店营业所（代理） 市一路１６６号 ５６８６３０５４

１２ 南东路营业所（代理） 南东路６５弄１１—１６号 ３６５１８９７９

１３ 大场营业所（代理）） 沪太支路１３１６号 ５６６８１４２９

１４ 高境营业所（代理） 殷高西路１００号 ５６８２３０１４

１５ 海滨营业所（代理） 青岗路１２号 ５６１７４３８０

１６ 吴淞营业所（代理） 淞滨路８１１号 ５６６７３５５４

１７ 盛桥营业所（代理） ?川路５５４２号 ５６１５７７７１

１８ 共康新村营业所（代理） 长临路５６８号 ５６４０２７５６

１９ 牡丹江路营业所（代理） 牡丹江路１７４５号 ５６６９２８４０

２０ 长江西路营业所（代理） 长江西路１５９９号 ５６６９８０８２

２１ 淞南路营业所（代理） 淞南路３５１号至３５３号 ５６８２６２１１

２２ 共富路营业所（代理） 共富路１７８—１８０号 ３３７１１２６５

２３ 张庙营业所（代理） 长江西路１４５１号 ５６９９２２０５

２４ 永清路营业所（代理） 永清路２９１号 ５６１７６６０５

２５ 长江南路营业所（代理）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９２—１９４号 ５６８２３３５９

２６ 潘沪路营业所（代理） 潘沪路２０５号 ５６１５０１８１

２７ 新贸路营业所（代理） 新贸路５号 ５６０４６０２４

２８ 聚丰园路营业所（代理） 聚丰园路１２７号 ３６１４０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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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２９ 阳曲路营业所（代理） 阳曲路１０７３号 ５６７９６１０２

３０ 龙镇路营业所（代理） 龙镇路７１号 ５６１２３０６８

３１ 顾村营业所（代理）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３００号 ６６０４０１４１

３２ 杨泰路营业所（代理） 杨泰路１９８号 ５６８０８３２２

３３ 大华营业所（代理） 真华路１１０８号１楼 ６６３５２３４１

３４ 刘行营业所（代理） 菊泉街６１８号 ５６０２２０２８

３５ 大华二路营业所（代理） 大华二路１３９号 ６６３６７１２４

３６ 三门路营业所（代理） 三门路５０５弄５１５—５１７号 ５５０３４１８１

３７ 庙行营业所（代理） 三泉路１７１１号 ５６４１９２１２

３８ 馨佳园社区营业所（代
理）

菊盛路８７７号１楼 ５６１２２０２１

（朱懿雯）

表１７ ２０１８年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宝山支行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５２８号 ５６１１６６６０

２ 吴淞支行 淞滨路１５３号 ５６６７５５００

３ 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５５５号 ５６７３２７３８

４ 月浦支行 德都路２号 ３６３０３１０６

５ 岭南路支行 岭南路１２５１号 ５６８１６０１８

６ 淞南支行 长逸路３７１号 ５１２７７５８８

７ 共康支行 共康路２８９号 ５６４０８２４５

８ 祁连支行 聚丰园路３５７号 ５６１３６７７１

９ 杨行支行 杨鑫路４４３号 ５６４９３６５９

１０ 顾村支行 菊联路２８号 ３６３８１１７１

（薛　佐）

小额贷款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至年末，该公司在职员工４人。其中：女
职工２人，占５０％；大专以上学历３人，
占７５％。累计发放贷款２７４笔，累计发
放金额４６４亿。公司本着“规范操作、
诚信经营、健康发展”的原则，发挥“小

额、分散”的特点，为客户提供贷款服务。

该公司２０１８年处于停业整顿阶段，
进行股东结构变更，９家变为６家，６家
变为３家，变更资料交宝山区金融办，区
金融办审核后交市金融办审批中。

（付　静）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至年末，公司在册员工５人，具有中大专
以上学历占 ８０％。全年累计发放贷款
３８７笔，累计发放金额６８２亿元，贷款余
额５５００万元，累计缴纳税收 ９９０２３万
元。公司在坚持以服务宝山区内“三

农”（农业、农村、农民）和中小微企业发

展为宗旨基础上，重点关注宝山区小微

企业融资需求，依托上海市宝山区金融

业联合会和上海市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及下属各基层商会等平台，以规范操作、

诚信经营、健康发展为目标，聚焦地区小

微企业融资服务，探索和完善小额贷款

公司在特大型商业城市中可持续发展经

营模式。公司主要金融产品中，针对中

小微企业月捷通、季迅通、动态质押贷款

和股权质押贷款（非上市公司股权质

押）等产品得到完善，取得良好市场反

响。公司企业客户和个人客户数量进一

步提升，其中，法人客户涉及制造业、建

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业、服务业等

多个行业，个人客户贷款用途涵盖自主

创业、子女教育、海外留学和房屋装潢等

多个方面，客户组成多样化，可持续发展

态势显现。 （梁　琪）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至年末，该公司在册员工３人，其
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１００％。全年累
计发放贷款 ３２１笔，金额 ５３０亿元，累
计收回２７９笔，贷款余额８７９４９６万元。
８月，公司向上海市宝山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提出监事变更申请。１０月，公司
收到上海市宝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

发同意监事变更的批复；同月，该公司经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完成股权备

案，优化股权结构。１１月，公司接入业
务信息系统，完善公司配置。公司以服

务宝山区内“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和中小企业发展为宗旨，综合运用信用、

抵押、质押、担保等贷款方式，简化审批

流程，在风险可控情况下，从接洽———审

批———发放等一系列流程，一般一笔业

务在一周以内完成。坚持“小额、分散”

原则，降低企业风险。 （陈　娓）

保险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公司】　２０１８年，该支公司内设总
经理室、综合部、团体业务一部、团体业

务二部、银行保险部、个险销售部五部一

室，下设罗店营业部、爱辉路营业部、爱

辉路营销服务部、爱辉路第二营销服务

部、德都路营销服务部、牡丹江路营业

部、陆翔路营销服务部 ７个营业网点。
从业人数４４５人，其中签订劳动合同２２
人，签订劳务派遣合同１７人，签订保险
代理协议４０６人。全年完成总保费６２５８
万元。年内，通过外部引进、公司系统内

引进４名优秀管理干部，平均年龄从原
来４２岁下降至３７岁，逐步趋向年轻化。
全线推出公益映山红之国寿感恩季系列

活动，包括高效互助平台、瑞金名医面对

面、济宝汇俱乐部、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

直付等。倡导合规创造价值理念，推进

合规文化和诚信文化建设，通过国寿 Ｅ
学、自制手机学习教程、观看案件和违规

行为警示教育片、组织销售人员分享诚

信展业经验等方式，确保销售人员在合

规经营方面人人过关。 （倪琴燕）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宝山支公司】　２０１８年，公司在编员
工６１人。内设总经理室、直销业务一
部，直销业务二部／农险／普惠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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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车商业务一至三部、兼业代理业务

部、综合部，公司下辖大场营业所和江湾

营业所两个网点。全年完成各类保险费

收入３０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
年内，支公司以“做人民满意的保险

公司”为愿景，以“保障高品质生活”为

目标，履行优秀企业公民责任，为保障上

海经济、稳定上海社会、造福上海人民提

供强大保险保障。通过创新服务，改善

客户体验，先后推出各项理赔服务举措。

通过参加扶贫惠农、公益助学、服务回馈

客户等活动促进业务发展，同时加强

９５５１８客服专线建设，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提升客户满意度。 （雷晓燕）

证券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共有各类证券
分支机构２７家，比上年减少２家。

表１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域内证券经营机构及营业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联系电话 经营地址

１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市华灵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３４７８０８ 华灵路８４９号

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６７３５７７ 牡丹江路１１８８号宝信大厦１、２楼

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团结路营业部 ５６６９８７０７ 团结路４１号

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５６６４８０ 牡丹江路２６５号

５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共和新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７６１２２８ 共和新路５１９９号

６ 华泰证券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１０６６６５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

７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７５０９９７ 长江西路１７８８号

８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殷高西路证券营业部 ３６３２７７１１ 殷高西路６３８号

９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淞南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２２８６００ 淞南路４２７—１号

１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康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４３３８３０ 共康路３２８号

１１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翔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０３５５５１ 陆翔路１１１弄２号

１２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宝山友谊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９３２７９９ 友谊路１５０６号

１３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宝山月罗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８７０８３３ 月罗路２５３号

１４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宝山华秋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７８２２９０ 华秋路５８弄

１５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同泰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６７１１８８ 同泰路８８号

１６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长江南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１８１８５０ 长江南路６８１号

１７ 招商证券上海牡丹江路营业部 ６６０２２３８８ 牡丹江路１２４８号

１８ 光大证券上海牡丹江路营业部 ６６５９３８１１ 牡丹江路１２４８号

１９ 光大证券上海华和路营业部 ３６５２７８８８ 华和路２８０号

２０ 首创证券上海宝山区殷高路证券营业部 ６５６８８３９１ 殷高路６５号

２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一二八纪念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８７０７５６ 一二八纪念路７８５号

２２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跃路证券营业部 ６７３５１０２３ 高跃路１５１号

２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８６１２５７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４４０２甲、４４０２乙

２４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顾北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０３６６５１ 顾北路５８６号

２５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６１７３５９１５ 长江西路２３４１号２３４３号

２６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淞滨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６７２４２４ 淞滨路６００号２楼Ａ区

２７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陆翔路证券营业部 ４００１８８３８８８ 陆翔路１１１弄６号６１０室

（王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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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
■编辑　王素炎

统计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统计局推进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完成考核指标跟踪监测、

经济运行分析、新经济统计研究、专项调

查、统计法治等各项工作任务，为政府和

社会各界提供优质高效的统计信息咨询

服务。

【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宝山区
印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本区

开展第四次经济普查的通知》，成立第四

次经济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区、镇两

级普查机构，落实经费，明确工作职责、

责任部门和责任人，选调普查员、指导员

１８００余名，划分普查小区 ８９５个，配发
ＰＡＤ电子采集设备９００余台。做好清查
摸底阶段工作，建立工作机制，形成定期

例会制度，制定具体环节处理办法。开

展普查宣传，张贴普查海报，发放普查宣

传资料、宣传品，公益屏幕滚动播放经济

普查宣传片，在 ＱＱ、微信等群组推送宣
传链接，入户期间发放经普宣传一封信。

清查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３３万余户、
个体经营户２８万余户，完成１６万家底
册库的梳理工作，与区民政局、区商务委

等１０个部门比对行政记录，确保单位
不漏。

【统计预警监测】　区统计局围绕２０１８
年度区党政领导班子绩效考核指标中由

市统计局负责测算和反馈的７项指标，
与市局沟通考核指标变化情况和具体数

据测算情况，掌握动态信息和数据情况，

定期形成专报。围绕“十三五”规划指

标与区政府２０１８年目标管理指标，做好
年度目标的跟踪监测和相关指标测算。

围绕２０１８年区对街镇、园区的相关考核
指标，加强与各街镇、园区沟通、走访调

研和指标跟踪监测，及时撰写材料分析

指标完成情况。

【服务产业发展】　区统计局围绕“１＋
４＋４”（１是指邮轮经济，４是指新材料、
机器人及智能硬件、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与生命健康四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４是指互联网平台经济、软件信息
与大数据、建筑科技、节能环保四大特

色服务业）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

意产业等新经济领域开展统计，并对重

点产业、重点企业加强跟踪，定期发布

《宝山区新兴产业统计手册》。牵头协

调上海市统计局贸经处、上海国际邮轮

研究中心、邮轮港总公司共同开展邮轮

经济指标体系课题研究，客观评价邮轮

经济发展。探索研究科技创新评价机

制，与区科委协同综合评价科技创新发

展情况，科学分析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现

状，动态跟踪张江宝山园建设推进成

效。关注工业、商业、服务业、固定资产

投资等重点行业，与区发改委、商务委、

经信委等部门配合，定期提供行业统计

数据和重点企业名录，为有关部门掌握

企业发展现状、推动产业政策落地提供

统计服务。

【开展经济形势研究】　区统计局定期
发布全区主要经济指标和街镇考核排名

指标，及时撰写统计分析和专报，客观反

映宝山区经济运行状况，科学分析和预

测经济发展趋势，为区委、区政府和有关

部门提供统计信息服务。全年撰写统计

分析３８篇、统计专报１１篇，其中１０篇
获区领导批示。

【统计信息服务】　区统计局发布月报、
快报、汇编、公报、一把手培训班等资料，

开发《图说宝山》《宝山区基本数据统计

表》《宝山经济形势简析》（宝山发布）等

统计产品。根据区委办、区府办以及职

能部门需求，提供各类统计数据、分析和

相关信息咨询服务。

【统计年定报工作】　年内，区统计局完
成工业、能源、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

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建筑业、劳动工

资、科技、物业中介等全行业统计专业年

报和定报数据的采集、整理、汇总、审核

和上报工作，按要求将数据导入统计数

据分析系统，并完成专业日常分析表的

建立。

【加强统计法治建设】　区统计局落实
“双随机一公开”（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

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

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行

政审批、统计执法检查等政府规范类工

作任务，对全区１９７家新增企业发放统
计法律事务告知书，检查１５０家企业统
计工作情况，对２家企业进行处罚。

【开展统计专项调查】　区统计局全年
先后开展投入产出调查、１％人口变动抽
样调查、基本单位名录库、营商环境调

查、规模以下服务业调查等。

【统计学会工作】　区统计局参与统计
学术评比活动，向市统计学会推荐１０篇
论文参加市级评比，获上海市统计学会

２０１７年度统计论文、统计分析（调查报
告）评比优秀组织奖，共有９篇论文和分
析获奖。发布学会信息，发放学会通讯

（年内发放６期），为市统计学会《上海
统计》组稿，鼓励广大统计专业人员参加

各种等级的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支宏愿）

综合经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１３９２０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１％。其
中：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５５８２６亿元，
下降 ０３％；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８３２５５亿元，增长 ８６％。固定资产投
资４９６０８亿元，增长 １７５％。其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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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７３０９亿元，增长７０％；第三产
业投资４２２９９亿元，增长１９５％。全区
年内上市挂牌企业２４家，其中上市企业
２家，科创板企业挂牌１２家，新三板挂
牌企业５家、股托中心 Ｅ板挂牌企业５
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６３４９１元，比
上年增长９％，高于经济增长幅度。

【完成“十三五”中期评估工作】　区发
改委牵头各单位推进“十三五”规划中

期评估工作，坚持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

相结合、自我评估与第三方评估相结合、

工作评估与效果评估相结合、传统手段

与新技术手段相结合，会同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城市数据团形成中期评估报告

相关成果。针对“十三五”提出的３３项
主要指标进行全程跟踪调查，全面评估

分析宝山区规划实施的具体情况及不足

之处。《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各项目标

任务全面落实，快于中期进度指标 ２２
项，占全部指标 ５０％；符合中期进度指
标１８项，占全部指标 ４１％，基本实现
“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

吴淞工业区展示馆外观 区发改委／提供

【优化营商环境】　宝山区制订实施《关
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对标

国际最高标准，借鉴兄弟省区市的好经

验、好做法，从解决突出问题入手，对接

国际先进理念和最佳实践进行改革。聚

焦企业反映集中的办事环节痛点、堵点、

难点，推进审批流程再造，明显减少企业

办理事项环节、时间和成本。强化改革

系统集成，加快提升政府管理理念，转变

政府管理职能，优化政府管理方式，把企

业办理业务全流程便利作为衡量标准，

查找短板弱项，巩固提升优势，形成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明确牵头

部门，形成１８项主要任务并细化到各个
部门进行监督实施。２月 １日，宝山区
召开经济工作会暨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大

会，对８７家企业、１２个招商先进个人进
行表彰奖励，并发布《宝山区关于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实施长三角一体化行动计划】　宝山
区制订实施《宝山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依托沿江临海区位优势，加强与

苏州（太仓）、南通（海门）、舟山、连云港

等沿江城市对接合作，突出邮轮、机器

人、石墨烯等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合作，

通过协同推进“邮轮全产业链创新、生态

环境有效保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

发展互惠共赢、公共服务一体化、综治平

安联防联治、干部人才双向交流、新型城

镇化建设”八大重点工作，共同打造沿江

协同创新带，努力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

一体化协同创新发展的示范区。分解八

个方面主要内容，形成８８项宝山区深度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近期工作要点，

并细化到各个部门和街镇（园区）。区

政府与江苏太仓市、滨海县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区发改委
围绕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

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

五个方面，细化３８个专题，开展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大调研。在对全区１０４个行
政村调研基础上，客观分析全区乡村发

展现状，查找乡村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

短板，形成《宝山区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调研报告》。对接国家、上海市乡村

战略规划，制定实施《宝山区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围绕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总要求，延续城乡一体化“３５８，６５０”和
“６５８”升级版指标体系，坚持“一张蓝图
绘到底”，细化四个板块，共九个章节。

同时，对标市乡村振兴规划确定的２０项
指标，确定宝山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的４６项指标，以附件形式列出乡村振
兴规划责任分工表，将《规划》确定的六

大重点任务细化分解为９０项重点工作，
并明确牵头部门，形成全区推进乡村振

兴“６９０”工作体系。

【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区发改委牵头
制定《宝山区全面对接科创中心建设

２０１８重点工作安排》。提升创新资源集
聚力，１９０家企业获评高新技术企业，其
中新增１００家，重新认定９０家。４家企
业获评“上海市小巨人企业”，３家企业
获评“上海市小巨人（培育）企业”，创历

年新高。集聚创新成果影响力，二十冶

集团等１１个项目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凸显协同创新辐射力，建成１８家院士专
家工作站（服务中心），新增１１家市区两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家研发公共服
务平台。建立宝山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超碳工作室。上海智力产业园、长江

软件园创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吴

淞口创业园完成国家级众创空间备案，

宝山区国家级众创孵化载体数达到

６家。

【推进邮轮经济建设】　宝山区制定出
台《关于加快宝山邮轮经济发展的实施

意见》，共推出３５条政策措施，每年安排
１亿元资金支持邮轮全产业链发展，推
动中国邮轮旅游发展试验区建设。协调

市发改委出台《上海市关于促进本市邮

轮经济深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拓展邮轮

经济上下游产业链，加快建设中船国际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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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产业园及邮轮监管区建设。争取纳

入自贸区扩区范围，探索邮轮监管制度

创新，邮轮供应物资贸易便利化，延伸邮

轮产业链，为全国发展邮轮经济积累可

复制可推广经验。

【聚焦产业投资建设】　年内，宝山区华
域电机、城工科技绿洲等一批重大产业

项目开工建设。完成富驰高科、开利空

调、华伟表面处理等３个投资超亿元工
业项目，完成临港新业坊·源创、保集 Ｅ
智谷、三邻桥、新杨湾科创园、联东Ｕ谷、
金地宝山智谷等６个投资超亿元生产性
服务业项目。引入华域麦格纳电驱动、

商汤智慧医疗全球总部、藏格控股、尤安

设计等优质企业。

【推进节能降耗工作】　区发改委根据
区节能减排重点工作安排，量化目标，明

确分工，落实责任。２０１８年全区能源消
费总量１１０６４万吨标煤，单位增加值能
耗下降率为 ６６７％。准备国家考核工
作组到宝山区开展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对新上项目自身必须符合国内

先进能效标准，其中新建高能耗项目单

位产品（产值）能耗要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用能设备达到一级能效标准；另一方

面，考虑新上项目对项目所在地能耗总

量控制目标的影响，分别给予暂停能评

审批或实行能耗等量或减量置换〕”目

标评价考核及“节能降碳”考核工作，取

得２０１７年度节能降碳目标责任评价考
核优秀。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７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王侠一行到宝山调研
摄影／胡建华

【加强市场价格管理】　区发改委做好
首届中国进博会保障工作，在全区选取

４家不同星级酒店，在不同时间节点对
酒店客房价格进行监测预警，做好进博

会旅行住宿保障。规范价格市场，开展

“３·１５”国际消费者保护日活动。制定
出台《宝山区保基本养老机构收费管理

办法》，明确养老服务机构收费标准。开

展区外环内经营性停车场（库）收费改

革实施意见的调研。出台宝山区《行政

事业性收费目录》，做好涉企收费专项清

理规范工作。完成全区７所民办学校学
费成本审核工作。深入价格监测点，做

好副食品价格监测情况分析，形成７６篇
价格监测分析，对价格波动较大的品种

及时报送相关部门，不定期组织开展价

格督察活动。做好超市商品价格信息发

布工作，共发布超市比价１１期，及时发
布节假日热门商品价格，每天通过网络、

电视台等媒体向社会发布价格信息，让

老百姓“货比三家”，了解区部分商品价

格信息。

【开展涉案财物价格认定】　区发改委
（物价局）全年共完成各类涉案财物价

格认定９２１件，总案值 ２６１０万元，涉及
物品多、资料多、阅卷量大，做到零积压，

零差错、客观公正，认定案件数量在全市

位居第三位。 （安昱昊）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共１６４户，比上年净增加６户。国
有企业资产总额 ５２２３４亿元，增长
２３９％；负债总额 ２７７０１亿元，增长
１７６％；所有者权益 ２４５３３亿元，增长
３１２％；２０１８年度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率１０３１２％。全区城镇集体企业 ７２
户，比上年增加５户。城镇集体企业资
产总额４４９７亿元，增长９０３％；负债总
额２３７９亿元，增长５３６％；所有者权益
２１１９亿元，增长１３５５％；２０１８年度完
成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率１１３５５％。

【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区国资委
根据区国资集资战略版块功能定位整体

规划，推进国资投融资平台公司建设和

邮轮滨江版块整合工作。完成宝山国资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登记和国资投融

资平台公司拟整合的下属４家公司财产

清查及审计工作。组建上海吴淞口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启动宝杨路码头资产

注入吴淞口投资集团工作。启动久安公

司、宝通公司改制工作。宝建集团、宝房

集团出资人调整工作进入实质性操作阶

段。落实国企领导人员薪酬制度，完成

８家直管企业经营者年薪、部分任期激
励预考核方案及对委托监管企业经营者

年薪备案。完成国资系统车改工作，出

台《宝山区国资委、集资委直管企业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等相关规定，对

车改制度、留用车辆制度执行情况开展

专项检查，健全公务用车管理制度。推

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推进上海宝山

城乡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上海临港

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上

海临港南大智慧城市发展有限公司，构

建南大地区产城融合开发产业发展

平台。

【推进国资监管体系建设】　区国资委
按照“三个一批（转型发展一批、改制重

组一批、清理关闭一批）”工作指引，加

快推进区属委托监管企业理顺出资人关

系和“关、停、并、转”工作进度，将理顺

产权关系的企业纳入国资经营预算范

围，实现国资监管全覆盖。理顺委托监

管企业出资人关系。基本完成区人保

局、区民政局、区教育局等所属企业资产

清理工作以及吴淞街道、张庙街道资产

划转工作。完成首轮向人大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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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国有资产管理公开透明度、公信力。

完成２０１８年度国资经营预算收益统计
审核和收缴工作编制范围：上海新宝山

资产经营公司、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宝恒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宝山

城乡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宝房集团、

宝建集团）、宝山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宝

山城市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宝山工

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绿色生态置业

有限公司、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久安实业开发总公司。开展

归口企业月报、季报、年报及财务预算工

作，利用财务风险预警信息系统，实现动

态监测，每季度形成分析报告。加强对

区属企业出租出借房屋、投融资业务、投

资建设项目监管，先后出台《宝山区国资

委、集资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管企业出

租出借房屋及经营场所管理的实施意

见》《宝山区国资委、集资委系统国有、

集体企业投融资监督管理实施办法》

《宝山国资委、集资委监管企业投资建设

工程项目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初拟

《宝山区国有、集体企业项目投资后评估

工作管理办法》监管文件，加强对企业重

点领域风险管控。规范各项行政审批，

做好企业行政审批事项指导工作，全年

受理各类行政审批事项 ９５项，其中审
批、审核６５项，备案１２项，资产评估核
准、鉴证１８项，办结率１００％。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６日，宝山区“６·１６”安全生产大型宣传咨询活动日举办 摄影／杨小平

【推进区域重点项目建设】　区国资委
加快区属国资国企区域重点项目建设。

完成南大地区综合整治中市属企业征收

补偿工作，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后续工

程建成完工。推进区属企业良性发展，

与宝武集团、宝冶集团、绿地集团等央

企、市企开展项目合作，宝建、宝房参与

南大开发建设、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推

进区“美丽家园”“美丽街区”建设等重

点项目。妥善做好安全稳定工作，推进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内河码头整治、消防

隐患场所等各项综合整治。在束里桥储

备粮中心库改建、顾村粮库拆建、城中村

改造、环境综合整治、创全、花鸟市场拆

迁、沪客隆市场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国

企带头作用。推进吴淞环岛花鸟市场拆

除工作，准备启动地下车库建设工作。

【开展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区国资委
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完成产权交易

鉴证项目 ９宗，成交总资产 ４５０５３８０８
万元，净资产 ３４８５６８３８万元。其中通
过上市挂牌方式，完成转让项目６宗。

【组建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区国资委指导组建承担宝山滨江
开发任务的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推进宝杨路码头资产注入吴淞

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吴淞工

业区转型发展建设，推进宝山滨江开发

和吴淞工业区转型建设协调发展。

【组建上海临港南大智慧城市发展有限

公司】　区国资委按照布局调整注重与

区域功能定位和引进战略合作伙伴相结

合，提升国资国企的核心竞争力。上海

宝山城乡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与上海

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资组

建上海临港南大智慧城市发展有限公

司，构建南大地区产城融合开发的产业

发展平台。

【完成国资系统车改】　区国资委规范
履职待遇，完成国资系统车改工作。健

全公务用车管理制度，规范公务用车运

行。区国资委出台《宝山区国资委、集资

委直管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

见》《宝山区国资委、集资委直管企业公

务用车制度改革留用车辆管理规定》，并

按照规范流程选聘车辆评估及拍卖公

司，完成国资系统公务用车拍卖、留用车

辆统一标识喷涂等各项工作。

（林秋雁）

市场监督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市场主
体２００１７８户，比上年增加 １８８２７户；注
册资本１１９１３２２亿元，增加１８６７０３亿
元。其中：企业合计 １６３４９８户，注册资
本１１８９２８５亿元；个体工商户 ３６５７８
户，资金数额１８５亿元；农民专业合作
社１０２户，资金数额 １８７亿元。年内，
全区共新增企业３０４８４户，其中法人单
位２９０９９户，新增企业注册资本２４４３１３
亿元；迁入企业２２０５户，其中法人单位
２１５６户，迁入企业注册资本 ２８４１８亿
元。年内，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工作

考核名列全市第二位，质量工作考核继

续保持Ａ类，并连续第二次跻身优秀行
列，在全区考核中被评为“优秀单位”，

被授予“２０１８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２０１８年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
序专项行动取得突出成绩单位”等称号；

综合执法大队欧干良被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授予“全国质检系统执法打

假骨干人才库人员”称号；３０余个（次）
单位、个人分别获“上海市巾帼文明岗

位”等称号。

【深化市场准入改革】　区市场监管局
全面实施“多证合一”，推行“一窗通”服

务平台，企业注册登记量持续上升。推

出注册许可窗口———办理快速高效

（Ｑｕｉｃｋ）、服务优质便捷（Ｑｕａｌｉｔｙ）、窗口
扩容增效（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３Ｑ”服务，１１个登
记事项当场办结，增、补照等部分业务实

行全程“零见面”办理，１５个办事项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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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最多跑一次”，企业登记标准文本得

到推广，营造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全

年日均新增企业近１２２户，全区企业总
数突破１６万户。

【推进质量强区建设】　区市场监管局
发布《宝山区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

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质
量状况白皮书（２０１８）》，推动市质监局
与宝山区政府签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

行动　深化质量强区建设的合作协议》。
修订《上海市宝山区政府质量奖管理办

法》，制订《宝山区卓越绩效管理公益孵

化实施方案》，启动第一届卓越绩效管理

模式孵化活动，２１家企业参加，采用政
府买单、第三方机构专业化服务模式，帮

助企业打通质量提升“最后一公里”。

【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　区市场监
管局加强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产品质

量安全及商品交易市场、网络交易、价格

监管工作，推进落实事中事后监管，推进

“双随机、一公开”（在监管过程中随机

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

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监管工作。依托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

台建设，开展各项双随机抽查３７批次，
涉及抽查主体９６３０户次，并联合区城管
部门对餐饮服务企业开展跨部门双随机

抽查，实现“一次出动、全面检查”。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宝山区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推进标准化建设】　区市场监管局推
动首个邮轮港服务联盟标准出台，指导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及宝山医疗保险服

务、金秋晨曦老年公寓国家级服务标准

化试点项目通过验收。发布首个区级标

准《宝山区创新园区服务质量评价指

南》，并把标准化延伸到城市公共服务、

城市综合管理及政府治理领域，以标准

化助推城市精细化管理。

【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区市场监
管局结合区域产业特点，在事故高发的

钢铁加工制造及物流仓储两大行业实施

计分评价制度，将专业表格通俗化，让企

业自行对标、全面体检、自我整改，将被

动监管变成主动作为。引入第三方评价

机构，对全区３０家高风险涉危化特种设
备企业开展现场评价。建立特种设备事

故分析会制度，查找存在问题、提出长效

措施，防范同类事故发生。制作通俗易

懂的便携式岗位作业手册及配套警示标

志，发放每名操作人员、张贴每个操作现

场，规范从业人员操作流程。

【严格食品安全监管】　宝山区全面创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区、市民满意的

食品安全城区”，强化食品安全社会治

理。对高风险餐饮单位开展“夜鹰 ＋双
随机”检查，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构

建智慧监管模式，试点推广食品安全风

险地图、食品冷链全程电子化监管系统，

在全市率先实现废弃食品“互联网 ＋退
市”全过程闭环式监管。引入第三方认

证机构，对水产、蔬菜等１０大类重点食
品进行质量监测与评估，被纳入区政府

十大实事项目。委托第三方认证机构，

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开展食品安全质量

评估。

【服务保障重大活动】　区市场监管局
组织开展迎进博食品安全应急演练，以

模拟实战为导向，多部门联动协作，街镇

园区参与，全场景实况直播，并制作成教

学片作为执法人员日常培训教材，提高

全区食品安全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完成

２０１８年上海樱花节、大学生艺术节、黑
池舞蹈节、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等大型

活动食品安全保障２０余次。

【开展无证无照经营整治】　区市场监
管局形成“整治取缔、备案纳管、办证办

照”三张清单，实行“一户一档一策”，建

立每周推进通报、每月督查问效机制。４
月—６月，连续无休开展集中攻坚整治，
依托宝山“社区通”掌上服务平台，延伸

监管链条，促进社会共治。推动无证照

经营纳入网格化巡查，构建长效机制，全

年消除无证照经营８８５１户，提前实现无
证照整治存量 １００％消除，实现无证照
食品经营存量１００％消除。

【加强市场监管执法】　区市场监管局
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检查，严

厉打击查处虚假宣传、商业贿赂、侵犯商

业秘密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查办上海

新景西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致病菌微生

物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食品案、

上海飞佳企业管理服务中心不正当竞争

案、耿某某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

品案等大案要案，全年查处各类案件

１７００余起，罚没款３４００余万元。

【全市首创“六统一”计量监管模式】　
区市场监管局在江杨批发市场试点先

行，在全市首创统一颜色、统一铅封、统

一配备、统一管理、统一检定、统一轮换

的“六统一”计量监管模式，整顿和规范

市场计量秩序，构建源头管理、标本兼治

的诚信计量长效机制，为全市水产行业

树立起诚信计量示范标杆，并在全区部

分农贸市场推广。

【强化消费维权】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
“３·１５”系列宣传活动，推进旅游行业和
超市食品安全“放心消费”创建活动，营

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全年共接收申

（投）诉、举报、咨询及意见建议 ３４６７５
件，比上年增长３７９％，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６６０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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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科普宣传】　区市场监管局在全
区各街镇推进食品药品科普站建设，全

区１２个街镇完成食品药品科普站建设
１３个，打通食品药品监管服务和方便市
民的“最后一公里”。深入社区开展食

品安全知识宣传、咨询、讲座等服务，在

各街镇（园区）形成宣传阵地５００余个。
开展质量月、安全用药月等活动。

【全市率先实现废弃食品“互联网 ＋退
市”全过程闭环式监管】　区市场监管
局借助第三方推出废弃食品收运处置管

理信息化（食安保）系统，确保废弃食品

流向合法、安全，形成社会共治、多方共

赢的局面。至年底，共收运处置废弃食

品６３３６５吨。

【查处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

案】　区市场监管局以主要商业街、大型
商场、服饰小商品市场、汽配市场、建材

市场、仓库等为执法重点区域，严厉打击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违法行为。全年共

立案查处 ３０件，结案 ２４件，罚没款 ３４
万元，查获假冒侵权商品２７０８件。

（徐　杰）

安全生产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共发生生产安
全死亡事故１４起，死亡１４人，比上年死
亡事故起数下降２６３％，死亡人数下降
２６３％。严格事故查处，全年追究行政
责任２人，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４
人。全年共检查单位１４３９家次，开具法
律文书 ７５８份，立案查处 １３９起，处罚
１１２２２万元。

【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　区安监局
贯彻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

责任制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

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

起草《宝山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审议制

度》，经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后下发执行。按照《宝山区安委

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绩效考核实施办

法》要求，细化制定《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相关
职能部门安全生产工作任务清单》和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街镇、园区安全生产工
作任务清单》，推进“三个必须”（管行业

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

经营必须管安全）和属地监管落到实处。

每季度深入各街镇园区召开一次安全生

产形势通报会，及时通报事故情况、区域

内违法违规处罚情况。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印制下发２万份《安全生产告知书》，
告知企业安全生产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针对园区内安全生产事故多发频发，召

开事故现场警示会，剖析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教训，明确整改措施。

【落实安全生产监管措施】　区安监局
构建完善双重预防机制，制订印发２０１８
年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计划，聚

焦易燃易爆、粉尘涉爆、涉氨制冷、有限

空间作业等，督促各街镇园区按期完成

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分级、管控工作，并

及时进行风险报告。结合创全和进博保

障工作要求，制订“双百”（１０１个高风险
点管控和 １１０家企业典型安全生产隐
患）专项行动方案，对１０１个高风险点实
行“目录清单式”管理，制定一点一方

案，纳入常态化管控，统筹推进管控措施

落实。排摸确定１１０家典型隐患单位，
对其中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１９家企业
实施行政处罚１０２万元。梳理各街镇园
区、有关委办局上报重大事故隐患项目，

明确１１家单位年度安全生产重大事故
隐患区级挂牌督办单位。及时汇总梳理

基层及各科室工作动态，编制２１期创全
简报，及时、全面反映创全举措和成效。

参与联合整治，配合吴淞工业区、?藻浜

沿线、江杨农贸市场等区域重点整治，制

订工作方案，落实无违村居、环保督查等

有关安全生产工作。开展专项检查督

查，牵头部署各类专项整治，通过组织召

开动员部署会、阶段工作推进会、工作督

导，对标时间节点和整治要求，推进９项
重点专项整治工作。

【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效率】　区安监局
制订《２０１８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
计划》，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行为。按

照年度全面部署、季度突出重点、月度强

化操作原则，统筹兼顾、分级分类、突出

重点，明确区级重点监督检查单位 １１０
家，按计划完成两次全覆盖检查。突出

一线执法，坚持“统筹协调、分片负责、联

合巡回、确保效率”监管模式，通过实行

派驻执法，关口前移、重心下沉，监督检

查频度更大、对基层督促指导更直接、日

常检查更具区域特点。先后开展两轮夜

间突击夜查行动，及时核查、处置各类信

访举报。强化专项整治，督促各街镇园

区完成有限空间、粉尘涉爆和钢铁企业

动态排摸和整治工作，建立工作推进机

制，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推进危险

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下发《工作措

施分解表》。部署开展职业健康执法年

活动，推动全区职业健康监管监察执法

工作，委托第三方对４０家用人单位实施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性检测工作。严把

审批关，全年共审批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核发批准２７９件、第三类易制毒备
案核发批准 ３３件、作业场所申报备案
１３０件。按照“四不放过”（事故原因未
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责

任人和群众未受教育不放过、整改措施

未落实不放过）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强化安全生产基层基础】　区安监局
推进第三方技术服务和信息化工作，按

照《关于加强安全生产聘用第三方服务

机构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推动第

三方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在危险化学

品、仓储物流、职业卫生等领域实施第三

方技术服务基础上，确定１５０家金属加
工、机械制造企业纳入第三方监管范围，

拓展第三方服务领域。建设安全生产监

管信息系统，开发建设信息共享平台，推

进信息互联共通。深化标准化创建工

作，坚持政府指导、行业引导、企业主导，

对照标准规范，抓标准化创建工作的推

进、落实，共完成３６５家企业评审。加强
教育培训，分四期举办安全生产检查人

员培训班，全年共培训各类人员 １１８００
名。继续发挥“以案说安”主题教育讲

座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其延伸至企业，

３７９家企业、１３２９１名企业职工参加。

【开展职业健康执法年活动】　区安监
局开展以汽车维修业、粉尘涉爆等行业

领域以及其他职业病危害严重的或者近

２年来发生过职业病病例的用人单位为
重点，兼顾其他职业病危害一般的用人

单位的监督检查。组织对相关街镇园区

职业健康执法年开展情况进行督查指

导。依法查处１９家用人单位职业病防
治违法行为，罚款金额１０２万元。

【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６月，
区安监局组织开展以“生命至上、安全发

展”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制作

系列展板，推动安全宣传教育“七进”

（进企业、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农

村、进家庭、进公共场所）工作，共展出点

位８４７个，观看１９６万余人。（江佳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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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规划土地管理工作
结合新一轮总体规划的全面推进，聚焦

重点地区规划研究、城市有机更新探索、

土地综合管理、行政审批改革深化等，深

化引领全区城乡规划建设发展，推动实

现宝山高质量和高品质发展。立足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推进新一轮总体规划编

制，完成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成果，１２月２５日，市政
府正式批复宝山新一轮总体规划。抓好

市总体规划落实，寻找宝山在长三角发

展中的定位和机遇，开展宝山中心城和

主城片区街道单元规划编制，对接卓越

全球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提升城市发展

品质。做好重点区域规划研究提升，促

进转型发展。滨江地区，推动“邮轮旅游

枢纽港”向“邮轮经济枢纽港”转变，组

织编制完成滨江地区整体规划，提出规

划建议并启动控详规划调整；开展?藻

浜及沿线地区功能定位研究，助力宝山

滨江形象塑造。吴淞工业区，推动“吴淞

创新城”建设，形成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

建设规划成果；推进宝地上实、宝地临港

实质性运作，对宝武不锈钢地区、特钢地

区转型工作开展重点研究，启动两大地

区控详规划研究及编制。南大地区，推

进南大未来生态智慧城建设，加快规划

提标，推进控详规划调整、城市设计及首

发地块出让。顾村大居拓展区，推进新

顾城建设，配合完成规划整合，推进智慧

城市建设，完成城市风貌规划与地块出

让中的匹配，落实４个公建项目用地指
标，并推进４个重点地块出让。大市政
交通等方面，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基本

完成中运量网络专项规划、住宅发展专

项规划及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深化

研究轨道交通、长江路、沪通铁路、

Ｇ１５０１、吴淞江（吴淞江工程穿越江苏省
和上海市，是国务院批复的太湖流域综

合规划、防洪规划和水资源综合规划等

规划确定的流域综合治理重点工程之

一，具有防洪防涝、供水、改善水环境、航

运等综合利用功能）、殷高西路拥堵等重

大工程专项规划方案，形成初步成果。

践行乡村振兴战略，强化城乡统筹发展，

稳步推进月浦镇域总体规划、罗店镇域

总体规划编制。１２月，向市规划资源局
上报月浦镇总规最终成果，完成罗泾特

色小镇规划实施方案编制；推进宝山郊

野单元（村庄）规划全覆盖，全年完成９
个村庄规划。坚持“留改拆”并举，深入

推进风貌保护和城市更新，在规划土地

管理全过程中加强和凸显风貌管理，尤

其在土地出让和方案审核环节，加强风

貌管控，提升建筑品质和景观风貌。结

合吴淞工业区转型、城中村改造，分析梳

理工业遗存、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通过

加强城市设计和风貌导则编制，明确风

貌管控标准，落实风貌保护要求。按照

风貌保护区分级分类管理政策，建立覆

盖全过程的风貌保护机制，在新顾城试

点推进风貌导则编制，纳入出让条件和

项目审批。

发挥土地保障作用，保障经济社会

平稳发展。坚持聚焦高质量发展，高效

配置土地指标，有序开展土地收储出让，

加快推进存量盘活及减量化，重点推进

“城中村”综合改造和土地督察整改，牢

牢守住四条底线（即人口、土地、环境、安

全底线）。４月，获国务院办公厅节约集
约利用土地通报表扬。根据“以减定

增”要求，预借６１１公顷周转指标，安排
两批３７个市、区重点新增项目，全年共
完成３２个项目农转用审批。完成土地
储备４１幅，面积１６２１７公顷。其中，经
营性用地９幅，动迁安置房８幅，工业用
地９幅，“城中村”改造用地１１幅，租赁
住宅和协议出让用地４幅。完成土地出
让（含公告）土地２４幅，面积１１２３６公
顷，土地出让金 ２０７３９亿元。其中，经

营性用地１０幅，租赁住宅项目４幅，动
迁安置房５幅，产业项目５幅。修订形
成《宝山区加快推进产业转型、盘活存量

工业用地的规划土地管理实施意见》，明

确“１０４”区块和“１９５”区域盘活方式和
产业发展支持政策，推进存量用地盘活，

全年盘活存量用地约９３３３公顷（１４００
亩），华域、赛赫等重点地块实现重新出

让。全年完成减量化立项任务 １３０１７
公顷、验收任务 １３４０７公顷，为宝山未
来发展腾挪空间。有序开展征地补偿及

土地供应，完成９５％以上城中村地块征
地补偿，先后启动２１户争议处置工作，
核发１４户责令交地书。全年完成３幅
商品房地块，２幅商住用地、４幅动迁安
置房土地供应。完成２０１７年度卫片执
法检查，首次取得卫片执法检查问责比

例为零的成绩。超进度完成存量违法用

地整治，全市排名第一位。推进无违村

居创建、大棚房整治、殡葬用地专项整

治。做好“五违四必”（“五违”即违法用

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

居住；“四必”即针对“五违”情况，必须

做到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

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

必须取缔）综合整治项目拆后监管和后

续利用，完成５个市级地块及２４６个区
级地块现场检查并制作一地一档，完成

规划比对并分类提出解决方案。

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服

务。围绕３月１日实行的社会投资项目
审批改革，按照“１５、３５、４８”（即１５个工
作日、３５个工作日与４８个工作日完成审
批）目标，全面精简审批事项，压缩审批

流程，通过“上海市建设工程联审共享平

台”，推行多评合一、多图联审、无纸化审

批等工作，提升企业获得感。围绕９月１
日实行的全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

提前启动改革试点，通过“合并办理”，

精简审批事项和流程，缩短审批时限，为

全市改革提供经验。推行建筑师负责

９２２



制，加强对服务企业的精准服务和指导，

采用告知承诺制度加强诚信体系建设，

提升行政审批改革工作治理水平。按照

“一网通办”要求，探索建立“竣工规划

验收、土地核验、城建档案验收、地名验

收”规划土地“单一窗口”。有效完成各

类基础调查，完成第二次地名普查、全区

农村地籍调查更新、年度地籍变更调查、

档案验收及电子扫面归档等基础工作。

加强地名管理和文化传承，强化普查成

果的转化利用。完善城建档案管理和验

收机制，协助推进区档案馆建设。完善

土地不动产登记、测绘成果管理和土地

信息平台建设。利用规划展馆平台完成

对外接待，区规划馆全年接待６０００余人
次，同时更新优化展馆布展内容。重视

信访维稳工作，对变电站、垃圾处理站等

信访件进行妥善回复。规范依申请公

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全年受理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５００件、办理行政
复议案４２件、行政诉讼案３４件。

【区域总体规划编制】　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在前期完成实施评估、战略研究、

初步方案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

善工作的基础上，区总体规划着重就人

地关系等核心问题深化研究，并与综合

交通、产业布局等相关专项规划的研究

成果专题对接。１２月２５日，市政府正式
批复《宝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完成月浦镇域总
体规划技术审查并上报最终成果，推进

罗店镇域总体规划前期规划研究。开展

农业“三区”（即蔬菜保护区、粮食功能

区、特色农产品区）划定工作，成果于９
月底完成并提交市级部门审查。全年共

批复各类规划２４项，其中宝山区域总体
规划１项、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１３
项、专项规划１项、镇村规划９项。

【重点地区规划编制】　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会同区滨江委启动开展滨江地区

整体规划，完成成果编制，提出目标定

位、发展策略、用地布局、贯通方案等核

心内容和规划建议。启动?藻浜宝山段

滨江区域功能定位研究，开展现状调研、

基础资料收集、案例分析等前期工作，形

成评估成果和初步设想。吴淞工业区结

合城市副中心定位，形成吴淞工业区转

型发展建设规划稳定成果，完成市级部

门意见征询，并向区委区政府作专题汇

报；深化与宝武集团合作，就不锈钢地区

和特钢地区转型工作开展重点研究，启

动特钢区域规划研究工作形成初步成

果。南大地区按照生态智慧城规划目标

和科创中心重要支撑区、宝山引擎的主

体承载区、活力宝山的智慧示范区、宜居

宜业的人文生态区的功能定位，聚焦未

来ＡＩ智能城市目标、完善城市功能增加
配套设施、提升城市品质细化城市设计

等方面开展规划评估和城市设计工作，

形成初步成果。顾村大居拓展区，与地

产北投对接核心区附加图则编制工作，

完成附加图则规划成果编制。

【镇村规划编制管理】　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开展罗泾特色小镇规划实施方案

编制，形成稳定成果，提出罗泾镇在特色

塑造上的总体思路，明确规划布局、空间

结构、公共设施、道路交通等内容，做好

规划实施方案统筹和引领。结合美丽乡

村规划落地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减量

化工作推进，开展列入年度计划的保留

村村庄规划编制，完成顾村陈家行村、老

安村、月浦聚源桥村、月狮村等共９个村
庄规划批复。按照全市乡村规划编制要

求，形成宝山区乡村规划编制方案，启动

月浦、罗泾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编制

试点。

【重要专项规划】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开展中运量网络专项规划，完成街镇

园区意见征询，并向区领导专题汇报，核

心成果纳入区总体规划。结合区内动迁

房、保障房、普通商品房、租赁房等建设

的整体平衡，聚焦近期住宅开发，形成近

期住宅发展专项规划成果，完成街镇园

区意见征询。根据市住建委对于海绵城

市的要求，会同区建管委启动开展海绵

城市专项规划编制，形成规划成果，完成

区层面意见征询和专家评审。会同区水

务局完成全区河道蓝线专项规划编制，

获市政府批复。深化研究轨道交通、长

江路、沪通铁路、Ｇ１５０１、吴淞江、殷高西
路等重大工程专项规划方案。

【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执行】　年内，上海
市全面实行“以减定增”新增指标配置

机制，新增用地指标与减量化任务实行

挂钩，必须通过减量化获得。市下达宝

山区６１１公顷与减量化挂钩新增建设
用地计划，共落实３７个新增项目指标。
其中：市政公益类项目１６幅，新增面积
２３１４公顷，主要包含国权北路及陆翔
路—祁连山路两条区重大工程、轨道交

通１５号线顾村公园—锦秋路站中间风

井及陈太路停车场进出场线等；民生保

障项目５幅，新增面积１０３６公顷，主要
包含顾村潘泾社区 ０３Ａ—０１地块保障
房、罗店大居 ０４１５—０１地块保障房；研
发及产业项目８幅，新增面积１５８６公
顷，主要包含宝山工业园区百联及爱德

夏地块、北郊二期 ７１—０１号地块等；经
营性项目４幅，新增面积８５６公顷，主
要包含宝山工业园区１１１—０３地块普通
商品房、顾村大居 ０４２４—０２、０４２８—０３
地块商品房等；新农村项目４幅，新增面
积３０８公顷，主要包含罗泾塘湾村休闲
农业、天平托老服务中心等。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市下达宝山区
２０１８年住房用地供应计划１００—１２５公
顷。其中：租赁住房用地计划５０—６０公
顷，商品住房用地计划 ２０—３０公顷、保
障性住房用地计划３０—３５公顷（包括经
济适用房用地、公共租赁房用地、征收安

置房用地）；商业办公用地计划 ２０—３０
公顷；工业仓储用地计划 １０—１５公顷。
全年完成出让（含公告）土地２４幅，面积
１１２３６公顷。其中：经营性用地１０幅，
面积５０５７公顷；租赁住宅项目４幅，面
积１１０４公顷；动迁安置房 ５幅，面积
２２４２公顷；产业项目 ５幅，面积 ２８３４
公顷。

【城中村综合改造土地供应】　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全年完成３幅商品房地块
（宝山区 Ｎ１２—１００１编制单元 １３Ａ—０２
地块、４２公顷，宝山新城顾村地区
ＧＣ—Ｂ—１单元 １６—０２地块、１１３２公
顷，杨行镇 ＳＢＰ０—０５０１单元 ＹＨ—Ｂ—
１—０５—０３、ＹＨ—Ｂ—１—０２—０４地 块，
６２３公顷），２幅商住用地（大场镇联东
村等“城中村”改造区域 Ｃ１—０６地块、
０８２公顷，大场镇联东村等“城中村”改
造区域 Ｅ１—１８、Ｅ１—０２地块，２４５公
顷）；４幅动迁安置房土地供应（宝山区
Ｎ１２—１００１编制单元 Ｐ—０６地块、３９１
公顷，宝山新城杨行杨鑫社区０５—０３地
块、５１公顷）。

【开展农村地籍更新调查】　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年内完成宝山区农村地籍更

新调查（非试点镇），完成２０１６年度分项
工程（月浦镇、杨行镇、顾村镇、罗泾

镇）、２０１７年度分项工程（淞南镇、罗店
镇、庙行镇、高境镇、大场镇）、２０１８年度
分项工程（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张庙

街道）全部调查工作并通过市级检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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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开展调查档案的整理、装订、验收及

移交。

【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新一轮
耕保责任目标明确宝山区至２０２０年，耕
地保有量４２５万亩。根据２０１７年度土
地变更调查数据，至２０１７年末，全区耕
地数量为 ４９９万亩，超耕保责任书要
求。２０１８年，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 ２４０
亩，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两年内共建成高标准
基本农田建设面积１６００亩，提前超额完
成《上 海 市 宝 山 区 耕 地 保 护 目 标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责任书》中高标准基本
农田建设１３００亩任务，建成的高标准基
本农田纳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范畴。将

原有的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调整更新为

５５块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并将保
护标志牌纳入区基本农田保护数据库，

全年修改标志牌面板３７块，修复受损标
志牌１块。

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任务立项工作情况

镇
区规土局下达

下达任务面积（公顷）
已立项个数 已立项面积（公顷）

罗泾镇 ３５ ２９ ３６

罗店镇 ３０ ２６ ２９．３２

顾村镇 １５ １２ １６．０３

月浦镇 ２５ ２５ ２５．５７

杨行镇 ２５ １８ ２３．２５

合　计 １３０ １１０ １３０．１７

表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任务验收工作情况

镇
区规土局下达
任务面积（公顷）

已确认个数 已确认面积（公顷）

罗泾镇 ２５ ２０ ２５．４６

罗店镇 ３５ ４６ ３５．６

顾村镇 ３８ ２２ ３６．６６

月浦镇 ２０ ２０ ２７．１５

杨行镇 １２ ４ １２．５

合　计 １３０ １０２ １３４．０７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上海宝山规划展示馆开馆 摄影／张蓉

【土地减量化验收１３４０７公顷】　市下
达宝山区的减量化任务为完成立项１３０
公顷、完成验收１３０公顷。全年实际完
成立项 １３０１７公顷，完成验收 １３４０７
公顷。

【集体土地征地补偿】　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全年新承办集体土地征收项目

４５宗，土地征收面积１７３３７公顷，受理
拟征地告知书项目２６个，涉及土地征收
面积１１１公顷。共张贴拟征地告知书３６
份，张贴征收土地方案公告４５份，张贴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５２份，张贴征地
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告知书６０份，完成结
案４３宗。共签订征地费包干协议书５２
份，签订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协议书

５３份，涉及征地补偿总金额 １１６４５０
万元。

【征地房屋补偿】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全年新启动征收基地共计５８个，涉及
居农民总户数３８９０户，其中已签约３３７９
户，未签约 ５１１户；涉及非居住企业 ４０
户，其中已签约１４户，未签约２６户。集
体工地房屋征收工作以户为单位开展。

年内协议转征收主要集中在城中村改造

项目，进入责令交地环节的共６１户。加
大未签约户的行政和司法协调工作，稳

妥做好司法裁决和强制执行的各项配套

工作。加强与各街镇园区沟通，做好全

区各街镇园区征地房屋补偿实施。

【宝山城市规划展馆对外开放】　３月２８
日，宝山区城市规划展示馆新馆正式对

外开放。规划展示馆位于塘后支路 ２３
号，是一座展示上海宝山城镇规划和建

设成就的专业性场馆，建筑面积约４０００
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有５大展厅，布
展面积约 ２０００余平方米。一层宝山印
象宣传片展现宝山城市形象，埠通天下

六大发展期阐述宝山发展历史，迁变万

化规划转型展现宝山核心价值，蓝图擘

划总体规划表现宝山未来愿景；二层城

市如画专项规划演绎宝山规划方向。全

年总接待２３４批次，总人数６００４人。

【行政审批许可】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全年审批数量共计２０８７件，其中建设
项目选址意见书１３９件，核定规划条件
７６件，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１３６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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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２８９件，临时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３件，开工放样复验 １９９
件，竣工规划验收１０８件，土地租赁用地
审批１件，国有土地划拨审批４２件，划
拨决定书核发、补发５２件，签订有偿使
用合同３５件，出让合同调整、撤销审核
５１件，设施农用地备案１９１件，农转用征
地项目报批３１件，存量房地产补地价１４
件，临时使用土地６件，建设项目用地预
审（含工业）７６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９３件，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６４件，建设
用地批准文件调整、撤销审核４７件，开
发整理复垦立项审批１２０件，土地开发
整理复垦新增耕地确认报批７２件，分批
次农转用征地审查（市批）３６件，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 ４件，土地储备审批 ４７
件，招标、拍买、挂牌用地审批３４件，建
设工程档案验收认可８２件，居住区、建
筑物、构筑物名称审批（含初审）２４件，
地名审批２件，村庄规划审批９件。重
点完成中心城区排水系统５＋１排水系
统、泰和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审批，张华浜、杨盛（东片）排水系统

选址用地预审，南大地区配套道路审批，

１８个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审批等。

２０１８年３月８日，区规土局调研罗店富锦公司 区规土局／提供

【开展“非改居”项目专项整治】　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持续组织开展“非改

居”项目专项整治，全年共整治“非改

居”项目９７个，清理人员约１１６１１人，拆
除违法建筑约１５万平方米；配合区相关
部门，通过严格准入、联合监管、属地管

理方式，对符合需求导向和规划控制、符

合房屋建筑结构安全和消防安全的４个
“非改居”项目纳入租赁住房管理试点，

并制定验收标准，全年参与联合检查验

收项目２２个。

【开展土地例行督察问题整改】　根据
国家土地督察上海局提供永久基本农田

上疑似违法用地问题清单，共有 ７２宗
６３４０５亩，组织开展整改和举证工作。
经实地核查，３８宗不涉及整改，３４宗
３１６２８亩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不符合要
求，至年末，３３宗项目全部完成整改，并
通过上海督察局检查验收，剩余１宗进
行整改中。

【开展违法用地综合整治行动】　宝山
区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０年违法用地综合整治
涉及３２宗存量违法用地、５宗新增违法
用地、３００宗疑似违法设施农用地，共计
３３７宗。开展新一轮违法用地综合整
治，按年内应完成全部任务量７０％以上
的要求，年末实际完成整治３１７宗，整治
面积 ６７４６１亩，整治率按宗数计算为
９４０７％，按面积计算为９２３９％。３２宗
存量违法用地中，办证５宗，复垦１０宗，
整改１１宗，备案２宗，拟补办１宗，需复
垦３宗，实际需要整治１１宗；５宗新增违
法用地属于土地督察补办项目，完成补

办手续；３００宗疑似违法设施农用地中，
除２宗未完成拆除复垦、１４宗需纳入村
庄规划补办建设用地手续的公益性项目

外，其余项目全部完成整改。

【土地执法监察】　２０１７年度部卫片执
法工作检查中，全区共涉及２７２宗图斑，
面积２８０７３亩，经查，１１１宗合法用地，
１２３宗未变更项目（含８宗临时用地及１
宗设施农用地），３８宗为违法用地，面积
７６７亩。通过五违整治、减量化、综合
整治等措施，所有违法用地项目完成整

改，并通过市级实地抽查验收。２０１７年
度部卫片执法检查，宝山区首次实现零

违法，取得问责比例为零的成绩，得到市

规划资源局通报表彰。

【开展土地测绘调查服务】　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全年完成建设用地勘测定界

项目受理３４９件，地籍变更测量项目受
理１１０１件。做好大机系统（规划国土资
源统一数据平台）宝山区数据的日常维

护，确保数据准确性和现势性。对永久

性基本农田划分及土地分等定级工作做

相应技术分析和处置。在国家土地督察

中提供２批５９个项目图形数据，做好对
土地督察反馈问题中５９个图斑的数据
转换、精准落地及分析。全年提供打印

各类大比例乡镇图形３０００余幅。

【城建档案管理】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全年接收各类竣工档案共９４项，建筑
面积３３１７万平方米。其中：工业建筑
类竣工档案２８项，建筑面积６３０３万平
方米；民用建筑类竣工档案５１项，建筑
面积２６８６７万平方米；市政道路、公建
配套、燃气、信息管线等项目１５项，长度
３８３８千米。接收“一书两证”（即建设
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档案２３８件，规土
验收和处罚档案 ７７件，土地档案 ２２６
件，文书档案９６８件。整理著录“一书两
证”档案 １７０件，规土验收和处罚档案
１００件，土地档案１００件，文书档案 ９６８
件。对外提供档案调阅服务６０３人次，
内部查（借）阅１６３人次。

【开展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三调”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是国务院部署

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５月９
日，区政府印发《宝山区开展第三次全国

土地调查的通知》，正式启动“三调”工

作，组建由分管副区长任组长、１１个相
关委办局和１４个街、镇、园区分管领导
组成的区“三调”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均落实联络人负责工作推进。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在区规土局，并下设５个
专项组，分工负责全区第三次全国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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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的各项业务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

“区三调办”（宝山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制订《宝山区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实施方案》，明确具体工

作内容和调查方式，至年末，“三调”工

作有序开展，已落实“三调”工作经费和

调查项目招投标，并启动外业调查。

【开展地名普查】　区地名普查工作年
内完成对２０１７年地名普查成果完善（补

遗补漏）、地名普查成果转换、地名普查

档案整理入库、非标地名梳理整治、利用

地名成果做好地名规划研究工作。３月
２０日，市地名普查办在区规划展示馆召
开２０１８年全市地名普查工作任务部署
暨推进会，部署全市地名普查任务。

【地名管理】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做
好宝山区地名管理工作，完成地名命名

咨询、地名行政审批、地名规划等工作，

让地名服务宝山城市建设，让地名文化

在地域历史文脉中留下印记。全年共审

批地名２６个，其中建筑物居住区命名２４
个、道路命名２个；另有４个地名专项。

【区不动产登记】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全年累计受理登记项目１８６件次，其
中房流转项目６０件次，查封登记项目１９
件次，共发证１０７本。

表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批复规划情况

序号 规划名称 规划类型 发文号 批复时间

１ 宝山区顾村老镇社区（ＢＳＰＯ—１５０１、１５０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
划局部调整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８］２号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
（印发时间在２０１８年）

２ 宝山区大场镇场中村“城中村”改造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
调整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８］９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０日

３ 宝山区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０４０２、０４０３街
坊局部调整（实施深化）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８］２６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

４ 宝山区罗泾镇区（ＢＳＰ０—１７０１单元 ）控制性详细规划１２街坊
局部调整（实施深化）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８］７１号 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

５ 上海市宝山区泗塘社区 Ｎ１２０６０３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Ｆ１街
坊局部调整（实施深化）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８］７２号 ２０１８年４月８日

６ 宝山新城友谊社区ＢＳＰ０—１００１、ＢＳＰ０—１００２单元控制性详细
规划３４街坊局部调整（实施深化）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８］１２３号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９日

７ 上海市宝山工业区ＢＳＰ０—１８０１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１３街坊
局部调整（实施深化）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８］１４３号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０日

８ 上海市宝山区宝山新城 ＢＳＰ０—１００１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１３
街坊局部调整（实施深化）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８］１５６号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３日

９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ＢＳＰ０—２４０１单元Ｈ１街坊控制性详细规
划局部调整（实施深化）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８］１７６号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２日

１０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ＢＳＰ０—２１０４单元控制性详
细规划０４０４、０４０７、０４１０、０４１５街坊局部调整（实施深化）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８］１８９号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５日

１１ 宝山区Ｎ１２０１０２单元（何家湾产业区（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０１街坊局部调整（实施深化）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８］１９０号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６日

１２ 上海市宝山区祁连社区 Ｗ１２—１６０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Ｒ１
街坊局部调整（实施深化）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８］２２５号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日

１３
关于同意《宝山区杨鑫社区ＢＳＰ０—０６０１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０３、０５、０６、１８街坊和?川社区ＢＳＰ０—０４０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
划４５街坊局部调整（实施深化）》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划［２０１８］１号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

１４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陈家行村村庄规划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８］２６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

１５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聚源桥村庄规划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８］２７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

１６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沈家桥村庄规划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８］２８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

１７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月狮村村庄规划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８］２９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

１８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段泾村庄规划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８］３９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

１９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老安村村庄规划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８］１５１号 ２０１８年９月３日

２０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联合村村庄规划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８］１８４号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４日

２１ 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陈行村村庄规划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８］１８５号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４日

２２ 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塘湾村村庄规划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８］１９７号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

２３ 宝山区河道蓝线专项规划 专项规划 沪府规［２０１８］１３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

２４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的批复 总体规划 沪府［２０１８］８９号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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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地名命名登记情况

序号 标准名称 行政审批号 所在地 命名类别

１ 上海市新江湾社区Ｎ０９１１０１、Ｎ０９１１０２单元 Ａ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实
施深化）地名专项规划

沪地办［２０１８］３１号 淞南镇 地名专项规划

２ 大场镇场中村“城中村”改造（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地名专项规划 沪地办［２０１８］３２号 大场镇 地名专项规划

３ 顾村社区（ＢＳＰ０—１５０１、ＢＳＰ０—１５０２）单元控规地名专项规划》和《顾村
生态绿心特定区ＢＳＰ０—０２０１单元控规地名专项规划 沪地办［２０１８］３３号 顾村镇 地名专项规划

４ 信达泰禾雅苑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０１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５ 文悦华庭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０２号 罗泾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６ 万科智云新苑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０３号 罗泾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７ 新顾城 广福苑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０４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８ 新顾城 欣康苑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０５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９ 沙好路 沪地办［２０１８］５６号 顾村镇 道路

１０ 馨慈佳苑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０６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１１ 新顾城 宝义苑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０７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１２ 吴淞口阅江汇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０８号 友谊街道 建筑物 居住区

１３ 三桥村路 沪地办［２０１８］７７号 宝山工业园区 道路

１４ 龙湖锦汇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０９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１５ 龙湖盛汇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１０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１６ 龙湖嘉汇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１１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１７ 汇秀雅苑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１２号 大场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１８ 瑞秀雅苑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１３号 大场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１９ 丰秀雅苑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１４号 大场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２０ 祁秀雅苑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１５号 大场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２１ 卓置名邸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１６号 罗店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２２ 旭景苑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１７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２３ 宝晟苑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１８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２４ 和美商务广场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１９号 淞南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２５ 大康泓锦苑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２０号 庙行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２６ 上海市宝山区ＢＳＰ０—１６０１（城市工业园区）Ｂ１Ｂ２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
（实施深化）地名专项规划

沪地办［２０１８］１０７号 城市工业园区 地名专项规划

２７ 逸翠华庭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２１号 庙行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２８ 宝盘丽景苑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２２号 杨行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２９ 友谊康苑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２３号 杨行镇 建筑物 居住区

３０ 荣万宝邸 沪宝名（２０１８）第２４号 杨行镇 建筑物 居住区

（张燕娣）

城乡建设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区建管委”）围绕全区工作重

点，以“三张清单”（市级重点工作任务清

单、区政府目标管理清单、委系统目标管

理清单）目标管理为抓手，开展大调研和

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加快完善综合交通

体系，坚守安全绿色发展底线。全区共有

道路１１８９条，长１４５９５千米，道路面积
２５３５９万平方米，总体路网密度达到
３１７千米／平方千米。其中：市管道路１０
条，长１１４２千米，道路面积３８９４万平
方米；区管道路３１４条，长４８５９千米，道
路面积１２０６０万平方米；镇管道路４８５
条，长４７４２千米，道路面积５５９７６万平

方米；村庄道路２８６条，长３００３千米，道
路面积１１４４万平方米。全年累计查处
各类行政违法案件２１１０件，累计处罚金
额 １３２４８９万元。出动各类执法人员
２５７５１人次，累计开展巡查检查１５５７１次。
全区有公交线路１４５条。区公路管理中
心被国家交通运输部评为全国交通运输

行业文明单位。区建筑管理所被评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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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招投标先进集体。

【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全区５６项重大
工程完成投资约９０亿元，项目涵盖市属
路桥及轨道交通、区域路网、重点社会事

业、规划研究等。Ｓ７公路一期剩余顾村
镇１户居民收尾，Ｓ７辅道建设委托公
投，抓紧推进，预计和 Ｓ７快速路同步完
成；二期罗店镇企业动迁完成，准备启动

居民动迁。Ｇ１５０１越江段动迁腾地全面
完成，Ｇ１５０１Ａ段（牡丹江路—江杨北
路）协调剩余宝武集团用地退界。江杨

北路施工区域腾地全面完成。滨江大道

完成吴淞污水厂腾地，宝杨路—海江路

段９月底开放交通。泰和污水厂配套道
路（铁城路—共富东路、泰联路、联谊

路）启动选址、土地权属调查和管线综合

工可上报待批。轨道交通１５号线和１８
号线涉及６个站点腾地全部完成，陈太
路停车场腾地有序推进。国权北路加快

推进，其中南段（三门路—高境路）完成

东半幅道路，北段（高境路—何家湾路）

完成桥梁主体。陆翔路—祁连山路基本

完成跨?藻浜桥梁南岸建设和北岸动迁

腾地。潘广路明确某部队攀线桩搬迁方

案，加紧实施。富长路完成练祁河大桥

施工，杨南路—联水路、罗北路—金石路

段开放通车。南大地区骨干道路抓紧推

进，祁连山路完成总体工程量 ４０％，丰
翔路完成总体工程量１０％，南大路基本
完成证照办理，南陈路—南秀路完成铁

路跨线桥段投资核定、明确代建主体。

沪通铁路完成宝钢小游园带征框架协议

签订，确定某部队迁建地块。６月１日，
宝安公路明煌灯具厂节点采用车道调整

方案建成通车。杨南路于 ２０１７年底实
现全线通车，并完成附属设施收尾和竣

工验收。宝杨路（同济路—双庆路）完

成工可评审和调整待批。铁山路大桥道

路红线专项规划（Ｓ２０—长江路）报市规
划院深化方案，联杨路 Ｇ１５０１跨线桥工

程（杨南路—晓雅路）预可方案报区发

改委立项。年内，区重大工程年度考核

获全市第三名，并连续三个年度位列全

市各区排名前三位。

【道路规划储备】　吴淞工业区板块：支
持中国宝武集团不锈钢、特钢地块部分

内部道路开放事宜，基本完成方案研究，

召开专家评审会并通过评审；推进殷高

西路周边治堵，完成殷高西路可变车道

工程，完成一二八纪念路、逸仙路下匝道

建设方案和相关专项规划研究。滨江板

块：加快滨江大道建设，宝杨路—海江路

段开放通车，编制完成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枢纽及周边配套专项规划，加快完善

滨江交通组织研究。

【道路管理与养护】　至年末，全区共有
道路１１８９条，长１４５９５千米，道路面积
２５３５９万平方米，其中，市管道路１０条，
长１１４２千米，道路面积 ３８９４万平方
米；区管道路３１４条，长 ４８５９千米，道
路面积１２０６０万平方米；镇管道路４８５
条，长４７４２千米，道路面积 ５５９７６万
平方米；村庄道路 ２８６条，长 ３００３千
米，道路面积１１４４万平方米；在建和未
移交道路９４条，长８４８６１千米，道路面
积２６６３２４万平方米（主要为房产配套
道路、重大市政在建道路及其他）。全区

桥梁４９４座，桥孔共３１８９孔。全年完成
２５条道路大中修，总里程１７６千米。全
区“四类设施”（标志、标线、可变车道、

交通诱导屏，其中交通诱导屏由区公安

分局管理）设备量共有１２９７万平米标
线，３４４４块标牌，５８块可变车道显示屏。
区管公路绿化１０７０５万平方米，行道树
３７６万株。修订完善《宝山区道路移交
接管实施意见》《宝山区桥梁桥下空间

管理办法》《宝山区推进四好农村路实

施意见》等意见办法，加强对道路管理和

养护。通过强化道路日常管养工作，加

强掘路修复、掘路报批、道口开设等日常

工作的管理，为优化营商环境筑力。加

强桥孔、道路等附属设施日常巡查和监

管，确保道路及附属设施安全可控。规

范区管道路保洁工作，逐步提升道路保

洁标准，落实区域内道路保洁责任和保

洁措施，减少道路扬尘污染，确保道路设

施完好和路面平整。

【推进微循环道路建设】　区建管委全
年推进２个拥堵节点改造和１６个微循
环道路建设。共和新路长江西路排堵整

治、沪太路顾陈路排堵整治２个拥堵节
点完成竣工。５条微循环道路建成通
车，新增６个微循环项目（铁谊路排堵整
治工程、祁北路断头路打通工程、萧泾路

断头路打通工程、长虹路断头路打通工

程、潘新路断头路打通工程、业绩路断头

路打通），其中有５个项目立项。

【优化公共交通】　区建管委全年调整
优化宝山２０路等１７条公交线路，公交
线网密度达到１６５千米／平方千米。宝
山区有公交线路１４５条，区域内线路６２
条，跨区８３条。村村通公交 ４３条。年
内新增５条公交线。运营公交车辆１８４３
辆，公交站点 １４０４个，比上年新增 ２２２
个。新增公交候车亭５０个，总数达６１８
个。全区共有宝山公共自行车 １５万
辆，网点６２６个。共享单车数量估算约
２８万辆。

【加强交通行业管理】　全区共有汽车
维修企业３１４家，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
站３个，区域出租车（沪 Ｃ）６７０辆，铁路
道口５个。道路货物运输企业３００８户，
比上年减少５３户，其中危险货物运输企
业４１户。在册道路货运车辆 ５０４万
辆，新增６３５０辆，其中注册危险货物运
输车辆２１０３辆，减少７１５辆。全区驾校
３３户。

表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驾校业户名单

序号 业户名称 许可证号 注册地址

１ 上海顺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２３７ 南?藻路１２７７弄７号

２ 上海凌峰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５２ ?川路２２５８号

３ 上海振安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９４８ 顾陈路１５１号３幢４０１室

４ 上海宏大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７５９ 牡丹江路２０９号１０３室

５ 上海恒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７０３ 富锦路２０２８号３号楼２０７室

６ 上海嘉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６８４ 富锦路２０２８号３号楼２０１室

７ 上海吉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６４５ 富锦路２０２８号１号楼

８ 上海华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６３３ 顾陈路３８８号甲单元１５—１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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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业户名称 许可证号 注册地址

９ 上海恺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８８２０ ?川路１５８８号

１０ 上海兴超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８７９９ 春和路１８３号

１１ 上海瀚闻机动尔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８９４４ 顾陈路１８１号

１２ 上海亚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８５０７ 顾陈路１５１号

１３ 上海昌维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８４４４ 城西一村杜宅生产队境内

１４ 上海锦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９６０ 富锦路２０２８号

１５ 上海荣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１９６ 潘广路２２１８号

１６ 上海凌虹数码模拟驾驶培训有限公司汽车驾驶培训部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０９ 新沪路４５号

１７ 上海前卫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４４ 高逸路１０３号

１８ 上海宝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０５ 长江南路９７１号

１９ 上海申通驾驶员培训八部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０５ 南大路３０号

２０ 上海刘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２１ 宝安公路２００９号

２１ 上海宝鸿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宝冶汽车驾驶员培训部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４０３ 宝泉路８号

２２ 上海巴士电车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１０５ 顾陈路３２７号

２３ 上海公交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６６ 顾陈路３８８号

２４ 上海巴士公交集团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２５ 宝杨路２０００号

２５ 上海五汽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１３１ 场北村南?藻支路２３号

２６ 上海水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５２２ 长江西路１１８１号

２７ 上海申通驾驶员培训二部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１０ 长江西路１０１号

２８ 上海通联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７５ 长江南路６８８号

２９ 上海福赐劝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技术开发中心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９３ 呼兰路８８３路

３０ 上海荣臣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４４ 逸仙路１９８０号

３１ 上海东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１１７ 江杨南路１３２５号

３２ 上海长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４０４ 石太路２３９８号

３３ 上海新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沪市３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５４ 市一路２００号Ａ—２２２５

　注：数据来源于上海市交通行业数据中心

【加强公共停车交通管理】　全年累计
新增公共停车场泊位６４３９个，备案公共
停车场泊位累计３８１万辆。新增１２条
道路停车场泊位７７１辆，７１条道路停车
场泊位总数达 ３７６２辆。协调完成中成
智谷、半岛１９１９等１０个项目５２８个共
享停车泊位；完成７个社会公共停车场
建设，提供公共停车泊位２０４６个。推进
停车信息化项目建设，淞宝地区停车诱

导系统一期工程建成试运行。全区共享

停车公共服务平台完成开发。

【开展内河港航专项整治】　区建管委
年内制定《宝山区内河码头整治工作方

案》和《?藻浜沿线码头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全年累计关停原持证码头 １６
户，从年初的８３户减少到６７户，其中易
扬尘码头数从比年初的３０户减少至２５
户。全区航道数从１１条减少为９条，取
消走马塘河等 ２条航道，总里程 ７３２２
千米。辖区注册船员 ９５人，在籍船舶
１１３艘，危险品船舶备案２０艘。

【开展非法客运整治】　区建管委治理
交通顽疾，加强非法客运整治，维护客运

市场秩序，全年查扣非法客运四轮机动

车７８３辆，超额完成全年４５０辆任务目
标。推进暗拍视频取证工作，收集整理

有效视频数据２７３条，交通行政处罚结
案１８４４件。牵头１０个市级非法客运重
点整治区域所在街镇、派出所召开协调

会，制定“一点一方案”，落实物防技防

措施。开展克隆车整治专项行动以及

“六进”（进枢纽、进车厢、进社区、进学

校、进地铁、进楼宇）主体宣传活动，开展

非法客运主题宣传２４次，发放各类宣传
品１９３００件。区交通执法大队在 ２０１８
年度上海市交通执法机构年度综合考评

中被评为优秀单位，名列第一位。

【加强建筑工地管理】　至年末，全区工
地总数４７３个，建筑面积１１１２６万平方
米，工程总造价 ４８６３７亿元，在建工地
总数２１３个，其中基坑工地４２个。全年
工程报建 ３１２个，核发施工许可证 ２８０
张，在册建筑企业８０３家，核发企业资质

１７１家。全年累计完成竣工验收备案
１６６个，新发放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８０家。开具行政措施单７３１份，整
改指令单５８０份，局部暂缓施工指令单
１２１份，停工指令单３０份。全区搅拌站
共１５个，比上年减少１个。

【加强工程招投标管理】　年内工程法
定招标限额从 ２００万元调整至 ４００万
元。全年共完成 ２４２个标段招投标监
管；完成５５７场开标、评标视频检查；完
成１０个项目的评标评估工作。做好相
关政策实施衔接工作，与区政府采购部

门对接厘清工作界面，主动宣贯政策文

件，为招标代理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综

合咨询服务。全面推行监理全过程电子

化招投标工作，在推行过程中及时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区招投标监管服务

质量与效率。按计划开展施工公开招标

项目评标评估，规范开评标各方主体行

为，加强招投标事后监管。落实精简施

工、监理投标文件材料要求，减轻投标企

业负担。８月 １日起，系统自动生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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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标所需企业和个人资质、业绩等信

息，既减少资源浪费，又杜绝虚假材料，

提高评标效率和评标质量。

【开展交通执法安全检查】　区建管委
全年共出动各类执法人员１９９２６人次，
出动执法车船 ６４３９次，开展检查活动
５２９１次，其中各级领导带队８０６次。检
查企业、铁路道口、码头和工程项目

４２１７户／次，检查车船４６１１次，检查超限
车辆１６辆，危品船舶４８７艘。发现各类
隐患３７４２处，当场整改隐患１４９１处，限
期整改隐患 ２２５１处，全部整改完毕销
项。查处各类交通行政违法违章案件

１１９３件，查处建设工程施工企业项目经
理违法违规行为３９起、不良行为网上扣
分１１０分，监理单位项目总监违法违规
行为２７起、不良行为扣分８０分。实施
船员扣分２６８分。查获液化气钢瓶２１９６
只，查处违法违规经营使用燃气窝点

１４３处，立案 １０起，公安部门行政拘留
７１人。

表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内河航道分布情况

航道名称 航段名称 长度（ｋｍ） 规划等级 现状等级 通航净高（ｍ）

?藻浜 吴淞大桥—宝山嘉定区界 １５．５６ ＩＩＩ ＩＩＩ、Ｖ、ＶＩ ７．０

北泗塘 ?藻浜—江济路桥 １．８ ＶＩ ＶＩＩＩ ４．５

杨盛河 ?藻浜—盛石路桥 １２．５ ＶＩ ＶＩ、ＶＩＩＩ ４．５

练祁河 宝钢纬一路桥—宝山嘉定区界 １０．９７ ＶＩ ＶＩ ４．５

潘泾 荻泾—新川沙 １５．５１ ＶＩ ＶＩ、ＶＩＩＩ ４．５

荻泾 ?藻浜—潘泾 １．４２ ＶＩ ＶＩ ４．５

马路河 杨盛河—荻泾 ６．４６ ＶＩＩＩ ＶＩＩＩ ３．０

湄浦 北泗塘—杨盛河 ４．５１ ＶＩＩＩ ＶＩＩＩ ３．０

东高泾 ?藻浜—走马塘 ４．４９ ＶＩＩＩ ＶＩＩＩ ３．０

　注：１等外级（ＶＩＩＩ）航道水上过河建筑物的通航净高一般不小于３米，条件困难时不小于２５米，且梁底
高程不低于６０ｍ米（吴淞高程）。
２宝山区管航道均为限制性航道，故水上过河建筑物应一孔跨过通航水域。
３梁底标高＝设计通航最高水位＋通航净高

【开展扬尘污染防治】　区建管委成立
扬尘防治和蓝天保卫战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１８个扬尘防治制度文件和４类１１
项共１２个目标任务，形成６个重点片区
（泰和污水厂、Ｓ７公路、祁连山路沿线工
程、国权北路工程、江杨北路和上港十四

区等）扬尘治理“一片区一方案”，确保

责任落实到位。明确“创全”１４项标准
要求，强化 １５个重点工地和 ３３＋３个
“片长制”控制单元周边５００米范围内建
设工地、搅拌站和码头“创全”措施落

实。开展全区“最差建设工地、码头堆场

和混凝土搅拌站评选”工作，借助公众曝

光推动环境问题整改落实。加强全区

２７１个在建工程（不含待竣工）日常巡
查、飞行检查和专项检查，开具各类行政

措施单１３９９份（整改单４１３份、暂缓单
８５份、停工单１８份），行政处罚结案１１
起，累计处罚金额１０３２８万元。对扬尘
落实不到位的建设项目从严从重处罚，

全年共对建设工地环保扬尘行政处罚４
起，处罚金额１４万元。

【推进装配式建筑和 ＢＩＭ技术发展】　
年内，全区土地出让面积９４７４万平方
米，可建面积１８１２９万平方米，落实装
配式建筑面积１６７０４万平方米，全区符
合要求的地块落实装配式建筑面积比例

为１００％。共落实 １６个装配式建筑项
目，项目建筑单体预制率不应低于４０％

或单体装配率不低于６０％，已签订完毕
土地出让合同。落实出让地块装配式建

筑、绿色建筑和 ＢＩＭ技术应用要求，通
过建管信息系统平台对装配式建筑动态

跟踪，加强建筑施工许可、日常监督和竣

工验收等环节监管。以购买第三方专业

服务的方式开展区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
技术的应用推广工作和建筑产业现代化

宣传培训工作。

【推进“放管服”改革】　区建管委以全
面优化营商环境为目标，加快推进社会

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提出“一套班

子管、一支笔审批、当天办结”工作目标，

成立区建设事务受理中心，负责建设和

交通行政许可窗口工作，落实“两集中、

两到位”（“两集中”即行政审批职能向

一个科室集中，行政审批科室向行政服

务中心集中；“两到位”即行政审批事项

进驻行政服务中心要落实到位，行政审

批机关对窗口工作人员要授权到位）改

革要求。编制社会投资建设项目和建设

与交通事项两个“单一窗口”建设方案，

完成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梳理调整和编

制工作。３月 １日，全市启动社会投资
建设项目改革，以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为

目标，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社

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改革，社会投资项

目竣工验收申请受理模式从“多部门受

理”变为“一口受理”，缩短审批时间，方

便企业。全年共受理各类审批事项

１１９０８件，办结１１９０４个项目，完成网上
预审５３件，接受网上咨询４５５件，共受
理７件容缺１０项资料。

【加强燃气管理】　至年末，全区共有燃
气企业１１户，燃气用户９１万户，中高压
燃气管道长度６９９８千米，燃气站点４４
座。全年关闭液化气供应站８座。全年
完成燃气内管改造２０３万户，比１８万
户计划超额 １３％。换出腐烂锈蚀内管
１０８３根，其中已穿孔６１９根，超额并提前
完成全年目标。完成燃气入户安检２３７
万户，查出并完成整改８８３７户。查处非
法液化气钢瓶２１９６只。企业液化气工
商用户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２２０１台。

【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　区建管委年
内制定出台《宝山区加强城市管理精细

化工 作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提出１６０＋Ｘ项城市管理精细化
指标，形成《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城市管理精
细化工作任务目标清单》，共 １６类 １５７
项。选取８类１０项重点工作形成督查
内容。汇编完成３４期《宝山区城市管理
精细化工作周报》，１５篇优秀案例在市
级城市精细化管理信息报刊转载发布。

【市民热线信访】　区建管委全年累计
受理区“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数件７６６件，区
热线工单满意率 ５３８５％，实际解决率
５２３１％，比上年分别提升 ２１５１％和
８９２％。受理市“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６７０４
件，网格巡查４４６５件，全区城建托底工
单３６件。全年办结来信来访２２９件，妥
善处理农民工工资信访投诉３４０起，信
访人数２２４０人，涉及农民工工资５９８５３
万元。 （王迎燕）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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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市级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计划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属性

立项情况 建设单位 区牵头单位 年度目标 任务分解 责任主体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１

Ｓ７公路（Ｓ２０—主
线收费站）

结转
沪 发 改 投
〔２０１５〕２２８
号

市城投公
路集团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完成腾地 腾地及配合
顾村镇、区 建 管 委
（建管中心）、区规土
局

顾村镇腾地完成至
９８％

完成顾村镇全部腾地
（包含顾村公园最后
１家）

配合完成用地批准书 —

Ｓ７公路（主线收费
站—月罗公路）

结转
沪 发 改 投
〔２０１５〕２２９
号

市城投公
路集团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完成腾地 腾地及配合
罗店镇、顾村镇、区建
管委（建管中心）、区
规土局、区人社局

腾地完成至７０％ 完成罗店镇全部腾地
完成征地包干及劳动
力安置

配合完成用地批
准书

Ｓ７二期（月罗公
路—宝钱公路）

新增
沪 发 改 城
〔２０１７〕１７９
号工可

市城投公
路集团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完 成
８０％腾地 腾地

罗店镇、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区农委、区规
土局、区人社局

进行前期摸底评估核
对，核对、调整评估报
告，完成拟征地公告。
腾地完成至２０％

完成前期委托包干协
议签订；完成征地公
告；腾地完成至４０％

配合完成供地批文上
报；腾地完成至５０％ 腾地完成至８０％

２ Ｇ１５０１Ａ段新建工
程

结转
沪 发 改 投
〔２０１５〕２３２
号工可

市城投公
路集团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做好施工
配合与稳
定工作

腾地及施工
配合

区建管委 （建管中
心）、区规土局、区人
社局、区绿化市容局、
杨行镇、友谊路街道

完成除宝武集团、炫
海进道以外的全部腾
地（申通土地、集体
土地等）

完成宝武集团腾地；
管线搬迁累计完成
６０％
完成征地包干与劳动
力安置

管线搬迁全部完成 —

３ Ｇ１５０１越江段新建
工程

结转
市城投公
路集团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完成浦西
风道处管
线搬迁

施工配合
区建管委 （建管中
心、市政中心）

浦西风道处管线搬迁
完成至５０％

浦西风道处管线搬迁
完成

— —

４ 江杨北路改建工程 结转
沪 发 改 投
〔２０１６〕７１
号工可

市城投公
路集团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完成腾地
与征地

腾地及配合
区建管委 （建管中
心）、区规土局、吴淞
转型办、杨行镇

推进剩余国有权属单
位土地划 拨，完 成
９０％单位征地补偿
（铁路局除外）；管线
搬迁完成至１０％

完成铁路以外所有单
位签约；完成征地包
干及劳动力安置等工
作；管线搬迁完成至
５０％

推进铁路局征地；配
合完成用地批准书及
工程规划许可证办
理；管线搬迁完成至
８０％

管线搬迁完成至
９０％

５ 军工路快速化改造
工程

结转
沪 发 改 城
〔２０１５〕７６
号

市城投公
路集团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完 成
５０％腾地 前期手续

区建管委 （建管中
心）、区维稳办、淞南
镇、吴淞街道

进行前期摸底评估，
完成前期委托协议；
配合开展规划设计方
案审批工作

推进动迁
完成宝山段征地公
告；完成３０％腾地

完成 ５０％动迁腾
地

６ 轨道交通 １５号线
工程

结转
沪 发 改 城
〔２０１５〕５６
号工可

申通公司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完成腾地 腾地及维稳 南大指挥部、大场镇
推进南大路１５５户居
民签约

完成南大路１５５户居
民签约

— —

７ 轨道交通 １８号线
一期

结转
沪 发 改 城
〔２０１４〕１３５
号工可

申通公司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完成腾地 腾地及维稳
区建管委 （建管中
心）、高境镇

推进７３８０２部队征地
手续工作

完成征地手续 — —

８

轨
交
补
短
板
项
目

１５号线陈太
路停 车 场、７
号线陈太路停
车场维稳

新增 申通公司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前期手续
与维稳

前期手续与
维稳

顾村镇、大场镇、区建
管委（建管中心）、区
维稳办、区规土局

协助市级部门办理进
出场线相关手续；推
进１５号线陈太路停
车场出入线动迁腾
地；７号线陈太路停
车场维稳

完成１５号线陈太路
停车场出入场线动迁
腾地；７号线陈太路
停车场维稳

— —

９ 沪通铁 路 （宝 山
段）

结转

（国家发改
委）发改基
础 〔２０１７〕
１４８１号 工
可

申铁公司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推 进 腾
地、配合
开工

腾地及配合

区建管委 （建管中
心）、区发改委、区农
委、区规土局、区绿化
市容局、区水务局、区
民政局、区交警支队、
罗店镇、杨行镇

配合评估、初设、河道
排查等工作；继续推
进宝钢、５５３电台、第
三福利院相关前期工
作

配合先行用地报批、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审批、规划设计方案
确认工作；确定项目
主要节点（宝钢、５５３
电台、第三福利院）
征收补偿方案并启动
相关工作

推进先行用地腾地、
沿线管线搬迁工作；
配合项目组卷报批；
拟定区内主要道路交
通组织方案。

完成先行用地腾
地；配合完成项目
开工准备

１０

第
二
轮
大
居
外
配
套
道
路

陆翔路 北 段
（美兰湖路—
鄱阳湖路）拓
宽改建工程

结转
宝 发 改
〔２０１２〕４６１
号工可

区建管委
（建管中
心）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开工

前期手续
区建管委 （建管中
心）、区发改委、区人
社局、区房管局

力争完成工可调整上
报

完成工可调整批复、
初设上报与评审

办理施工图审图；完
成施工招标和施工监
理招标

完成国有土地划
拨书和建设用地
批准书（前置条件
是罗店镇和顾村
镇可在三季度完
成征地大包干和
养吸老），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管线搬迁与施
工进场

腾地 顾村镇、罗店镇
顾村段启动动迁，罗
店段完成６０％腾地 完成顾村段委托协议 完成８０％腾地 完成全部腾地

１１

１２

第
三
轮
大
型
居
住
社
区
外
围
市
政
配
套
项
目

陆翔路（宝安
公 路—沙 浦
河）拓宽改建
工程

结转
宝 发 改
〔２０１６〕１３５
号立项

区建管委
区建管委（公
路中心）

竣工

连山路（锦秋
路—塘祁路）
道路改建工程

结转
宝 发 改
〔２０１６〕１３６
号文

市建交委
区建管委（市
政中心）

完成工程
量８０％

施工组织
区建管委 （公路中
心）、生态指挥部、区
绿化市容局

基本完成管线搬迁施
工，力争工程施工进
场

下水道及道路工程施
工

主体完工 建成

腾地 顾村镇 相关腾地工作 — — —

施工组织
区建管委 （市政中
心）

推进管线搬迁施工
完成管线搬迁及下水
道敷设

完成东半幅道路施工

完成西半幅道路
施工。总体施工
完成 ６０％（轨交
１５号线锦秋路站
施工围挡范围内
除外）

腾地 大场镇、生态指挥部
推进锦秋房地产公
司、滨江一号在建工
地工棚涉及腾地

完成腾地 — —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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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属性

立项情况 建设单位 区牵头单位 年度目标 任务分解 责任主体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１３

１４

区
区
对
接
道
路
及
断
头
路

国权北路（三
门路—何家湾
路）道路改建
工程

结转
宝 发 改
〔２０１７〕４１４
号工可调整

区建管委
区建管委（市
政中心）

完 成
１５％工程

陆翔路—祁连
山路新建工程

结转
宝 发 改
〔２０１７〕３３１
号工可

区建管委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办结施工
许可 证，
完成腾地
量

前期手续
区建管委 （市政中
心）、区人社局、区规
土局、区绿化市容局

完成农转用手续，办
理农用地土地征地包
干手续

完成农转用手续，办
理养吸劳

力争完成供地批文，
与高境镇、征地事务
所签订农用地转让三
方协议，上交相关费
用

力争完成土地手
续，启动施工许可
证办理

施工组织
区建管委 （市政中
心）

（高境镇能顺利按照
施工要求完成腾地、
农用地指标需及时落
实为前提，后同）殷
高路以南段雨水管施
工；委托１８号线实施
的工程启动施工

完成殷高路以南雨水
管９０％；完成委托１８
号线实施的我区小吉
浦河桥下部结构及驳
岸施工

完成殷高路以南雨水
管；委托１８号线实施
的工程基本完成；开
始道路东侧管线搬迁

力争完成道路东
侧管线搬迁８０％

腾地及维稳 高境镇

完成杨浦区小吉浦河
桥涉轨交 １８号线盾
构２座房屋动迁腾地
工作

推进腾地 推进腾地 完成全部腾地

前期手续
区建管委 （建管中
心）、区绿化市容局、
区规土局、区人社局

完成农转用手续；完
成ＥＰＣ招标；上报初
设并完成初设评审；
完成水系调整批复
（视１５号线进展）；
办理农转用

完成农转用，取得供
地批文；完成施工监
理招投标

完成施工图审图；完
成建设用地批准书
（前置条件是大场镇
和顾村镇可在二季度
完成征地大包干和养
吸老）；完成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办理施工许可证，
基本完成管线搬
迁

腾地及维稳
大场镇、顾村镇、生态
指挥部

完成３０％腾地 完成５０％腾地 完成６０％腾地 完成全部腾地

１５

中心城区排水系统
５＋１排水系统（庙
彭、南大北、乾溪、
何家湾、虎林、盛
宅）

结转

沪 发 改 投
〔２０１６〕２４６
号、宝发改
〔２０１６〕４３３
号、宝发改
〔２０１７〕１５
号、宝发改
〔２０１６〕４４０
号、宝发改
〔２０１６〕４５７
号、宝发改
〔２０１６〕４２５
号

城投水务 区水务局 完工 施工组织 区水务局
开始何家湾、盛宅、南
大北、虎林、乾溪、庙
彭设备安装

完成庙彭、乾溪新村、
虎林、南大北、盛宅、
何家湾排水系统建设

— —

１６ 保障房建设（Ａ０２、
０７、０８、０９地块） 新增 市住房局 区住房局

完成市级
目标

打包 区住房局、顾村镇

土地测绘；农转用指
标申请入库；动迁腾
地启动；法人主体招
投标

农转用及土地储备手
续办理；动迁腾地

储备批文；项目建设
手续办理；动迁腾地
及落实社会保障

完成前期审批手
续，开 工 建 设。
另，完成市重大办
下达目标（累计新
增租赁房源计划
开工和转化总量
１８０００套，新增代
理经租房源 ８５５０
套（间））

１７ 公共消防站（友谊
消防站）

新增 完成腾地 腾地
区消防支队、区发改
委、杨行镇

腾地准备工作 腾地准备工作 启动征收腾地 完成征收腾地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市
级
项
目
在
宝
山
（
无
区
里
的
明
确
任
务
）

５００千伏输变
电工程（虹杨
电力隧道）

新增
国网上海
电力公司

区重大办 竣工 收尾工作 区建管委 配合收尾 配合收尾 配合收尾 配合收尾

泰和污水处理
厂工程

结转
沪发改环资
〔２０１６〕１０５
号

市城投水
务集团

区水务局 配合施工 动迁腾地 区水务局、杨行镇 配合 配合 配合 配合

石洞口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

结转
沪 发 改 投
〔２０１４〕２１３
号

市水务局 区水务局 配合建成 配合 区水务局 配合 配合 配合 配合

石洞口污泥二
期工程

新增
沪发改环资
〔２０１７〕１０７
号

市排水公
司

区水务局 配合开工 前期配合
月浦镇、区信访办、区
维稳办

配合完成环评
配合４月完成施工许
可证

— —

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后续工程

结转
沪发改社备
〔２０１６〕１号

上海吴淞
口国际邮
轮港发展
有限公司

—
完成竣工
验收

施工组织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发展有限公司

加快推进 加快推进 加快推进 完成竣工验收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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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属性

立项情况 建设单位 区牵头单位 年度目标 任务分解 责任主体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市
级
预
备
项
目

Ｇ１５０１Ｂ（江杨
北 路—富 长
路）

新增 未立项 区建管委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配合前期
手续

前期手续
区建管委 （建管中
心）、区发改委、区规
土局

加快方案研究 前期摸底
市级预备项目尚未明
确节点计划

市级预备项目尚
未明确节点计划

长江路快速化 新增
沪发改城

#

２０１７
$

８７
号

区建管委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配合前期
手续

前期手续

区建管委 （建管中
心）、区发改委、区规
土局、淞南镇、张庙街
道、庙行镇

加快方案研究 前期摸底
市级预备项目尚未明
确节点计划

市级预备项目尚
未明确节点计划

轨交 １８号线
二期

新增 未立项 区建管委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配合前期
手续

前期手续
区建管委 （建管中
心）、区发改委、区规
土局

加快方案研究 前期摸底
市级预备项目尚未明
确节点计划

市级预备项目尚
未明确节点计划

吴淞江工程 新增 未立项 市水务局 区水务局
腾地及配
合

腾地

罗泾镇、罗店镇、顾村
镇、大场镇、宝山工业
园区、宝山城市工业
园区、区水务局、区发
改委、区农委、区规土
局

加快方案研究 前期摸底
市级预备项目尚未明
确节点计划再启动前
期动迁

市级预备项目尚
未明确节点计划
再启动前期动迁

表８　 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区级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计划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属性

立项情况 区建设单位 年度目标 任务分解 责任主体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１ 富长路（Ｓ２０—金石
路）拓宽工程

按计划
结转

沪 发 改 城
〔２０１３〕８８、
８９号调整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完工

腾地及配合
顾村镇、月浦镇，区
发改委、区水务局、
区规土局

推进月浦镇徐家桥宅
带迁、顾村镇剩余企
业动迁

完成月浦镇徐家桥宅带
迁；完成顾村镇剩余企
业动迁

— —

施工组织
区建管委（建管中
心）

Ｓ２０—水产西路：西半
幅通车
宝安公路—潘广路：
争取完成道路东半幅
杨南路—春和路：下
水道、路基基本完成，
完成春和路护管桥南
半幅；石太路—罗北
路：原水改排及路段
施工推进

Ｓ２０—水产西路：东半幅
整修，主体工程完成；宝
安公路—潘广路：西半
幅下水道、路基基本完
成；杨南路—春和路：主
体工程基本完工；石太
路—罗北路：下水道、路
基基本完成，桥梁下部
结构施工。１７年度已
建成路段绿化施工基本
完成

宝安公路—潘广路：
西半幅道路完成并通
车；石太路—罗北路：
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１８年度建成路段启
动绿化施工

１８年度建
成路段绿
化施工基
本完成，相
关附属工
程基本完
成。

２ 滨江大道新建工程 结转
宝 发 改
〔２００９〕１１６
号工可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结构贯通

腾地及配合
区建管委（建管中
心）、区滨江委、区
规土局、区水务局

完成吴淞污水厂腾地
北段争取完成上港十四
区、南空房管处腾地

— —

施工组织
区建管委（建管中
心）

南段下水道施工

南段完成下水道及路基
施工，北段争取完成上
港十四区、南空房管处
施工进场

南段道路基本贯通，
北段视动迁情况开展
桥梁施工

力争实现
全线贯通
（南空土地
腾地完成
的前提下）

３
锦秋路（丰宝路—规
划二路）拓宽改建工
程

结转
宝 发 改
〔２０１４〕４５７
号

区建管委（公
路中心）

竣工 施工组织

区建管委（公路中
心）、区规土局、大
场镇、城市工业园
区

在解决７号线土地问
题的前提下，雨污水
管进场施工

力争完成雨污水管施工
道路桥梁工程进场施
工

完工

４
祁连山路（锦秋路—
丰翔路）道路改建工
程

结转
宝 发 改
〔２０１５〕２８０
号工可

区建管委（市
政中心）

完成５０％
工程量。

施工组织
区建管委（市政中
心）、区水务局、大
场镇、南大指挥部

葑村塘桥翻交至东半
幅桥梁施工

完成桥梁下部结构施工
桥梁、下水道施工完
成

东半幅道
路施工完
成

５

６

７

８

南大地
区配套
道路

①南大路改
建工程 （南
陈路—Ｓ２０）

结转
宝发改
〔２０１４〕２７２
号工可

区建管委（公
路中心）

启动道路
施工

施工组织与
配合腾地

区建管委（公路中
心）、大场镇、南大
指挥部

开展管线招投标，争
取完成非架空线前的
搬迁招标

待架空线方案明确后落
实架空线管线施工单位

完成施工许可证办
理，视动迁进度开展
管线搬迁与架空线入
地

完成管线
搬迁，并实
现道路工
程进场施
工

②南陈路—
南秀路改造
工程

结转

宝发改
〔２０１３〕６００
号项目建议
书

区建管委（公
路中心）

力争开工
前期手续与
配合腾地

区建管委（公路中
心）、大场镇、南大
指挥部、区发改委

争取完成３家国有企
业的建设用地协议或
意向书的签订、完成初
步设计批复、编制施工
图，争取完成审图

视建设用地协议的签订
情况办理建设用地、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前期
手续

完成前期手续 开工

③祁连山路
改 建 工 程
（普 陀 区
界—丰 翔
路）

结转
宝发改
〔２０１４〕２１８
号工可

区建管委（市
政中心）

完成６０％
工程量

施工组织与
配合腾地

区建管委（市政中
心）、区水务局、大
场镇、南大指挥部

陈家江桥、走马塘桥
翻交至西侧桥梁施工

大场镇完成５户居民腾
地。陈家江桥、走马塘
桥下部结构施工完成

南大路至普陀区界污
水顶管、雨水排管完
成

南大路至
普陀区界
东半幅道
路完成

④ 丰 翔 路
（祁 连 山
路—Ｓ２０）道
路改建工程

新增
宝发改
〔２０１５〕７１
号

区建管委（市
政中心）

完成４０％
工程量
（架空线
入 地 待
定）

施工组织与
配合腾地

区建管委（市政中
心）、区绿化市容
局、大场镇、南大指
挥部

管线搬迁开始 桥梁开工
桥梁施工，下水道开
工

桥梁施工，
下水道施
工完成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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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属性

立项情况 区建设单位 年度目标 任务分解 责任主体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９

１０

１１

１１万伏
电力
项目

水产变电站 结转
沪发改能源
〔２０１４〕１６５号 市北供电公司 实现开工 施工组织 区发改委

推进办理工程规划许
可证

推进办理工程规划许可
证

推进办理施工许可证 开工

淞发变电站 结转
沪发改能源
〔２０１６〕１６３号 市北供电公司 实现开工 前期手续 区发改委

推进办理工程规划许
可证

推进办理工程规划许可
证

推进办理施工许可证 开工

郭家桥变电
站

新增 市北供电公司 实现开工 前期手续 区发改委
推进办理工程规划许
可证

推进办理工程规划许可
证

推进办理施工许可证 开工

１２ 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
迁建

沪 发 改 城
〔２０１３〕８８、
８９号调整

区卫计委 前期
前期手续与
腾地

区发改委、区卫计
委、区规土局、区建
管委（建管中心）、
顾村镇

完成选址意见书、土
地权属调查、设计勘
察一体化招标、建设
用地预审、完成工可
编制
开展征地大包干准备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工可报告评审和审批、
设计方案批复
开展征地大包干工作

供地批文、初步设计
编制及审批
开展征地大包干工作

划拨决定
书、用地批
准书、建设
工程规划
许可证、施
工招标和
施工监理
招标
开展征地
大包干工
作

１３ 宝山区吴淞医院综合
楼新建

区卫计委 前期 前期
区发改委、区卫计
委、区建管中心

完成概念方案，完成
项目建议书编制和批
复

完成设计勘察一体化招
标

完成工可编制和审
批、设计方案批复

初步设计
编制完成

１４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
园二期

区绿化局 区
文广局

开工 施工组织
区绿化建管中心、
区建管中心

完成施工和监理招
标，力争办结施工许
可证。

桩基、基础施工完成；一
层结构施工

二、三层结构基本完
成，安装、装修装饰开
始实施

装饰装修
完成，布展
基本完成，
室外建设
基本完成

１５ 宝山区文化馆修缮加
固工程

区文广局 开工 施工组织
区文广局、区建管
中心

搬迁工作，开始建筑
内部分隔拆除，启动
一体化招标准备工
作。

完成工可批复，启动一
体化招标工作，拆除工
作，力争开始结构加固
工作

力争完成加固，其他
拆除工作

外立面装
修，内部墙
体砌筑

１６ 工人文化宫二期 总工会 前期 腾地及维稳
区发改委、区规土
局、吴淞街道

概念方案听取意见
完成概念方案，编制工
可调整报告

完成方案批复，初步
设计编制

初步设计
批复完成

１７

道路竣工收尾打包项
目（康宁路拓宽、集宁
路拓宽、杨南路新改
建、宝安公路拓宽改
建、潘广路新建、宝嘉
公路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竣工 竣工收尾 区建管委
完成集宁路、宝嘉公
路竣工手续

开展竣工收尾 康宁路完成竣工手续

潘广路、杨
南路、宝安
公路完成
竣工手续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区级
预备
项目

泰和污水厂配
套道路（泰联
路、共富路—
铁城路、梅林
路、联谊路）

新增 未立项 区建管委
力争完成
１条道路
管线开工

前期手续
区建管委（建管中
心）、区发改委、区
规土局、杨行镇

完成项建书上报、完
成土地预审，进行工
可评审。

完成工可批复及规划设
计方案公示

完成初步设计批复。

完成施工
监理招投
标，力争管
线开工

Ｓ７一期辅道
陈广路—潘广
路（南段）、美
兰湖路—月罗
路（北段）

新增

沪 发 改 城
〔２０１５〕２２９
号工可（北
段）、南段未
批

区建管委
完成前期
手续

前期手续
区发改委、区规土
局、区建管委（建管
中心、公路中心）

完成调整工可上报及
批复

完成调整初设批复及工
程招标

办理施工许可证调整 —

宝杨路（同济
路—双庆路）
改建工程

新增 未立项
区建管委（市
政中心）

力争管线
开工

前期手续
区建管委（市政中
心）、区发改委、区
规土局

完成项建书批复 完成工可批复 完成初设批复
施工监理
招投标

国江路（国权
北 路—军 工
路）

新增 未立项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初设批复 前期手续

区发改委、区建管
委（市政中心）、区
绿化市容局、淞南
镇

落实道口房建设方案
完成项建书批复、上报
工可

工可批复 初设批复

铁山路大桥新
建工程（Ｓ２０—
长江西路）

新增 未立项
区建管委（市
政中心）

完成道路
红线专项
规划调整

专项规划调
整

区建管委、区规土
局

完成大桥方案，对接
规划

上报专项规划任务书
委托市规划院编制专
项规划，协调落实各
专业部门及街镇意见

专项规划
公示及评
审，红线上
图

区级
储备
项目

盘古路（铁力
路—铁峰路）

储备 未立项
区建管委（市
政中心）

工可批复 前期手续 加快方案研究

江 杨 南 路
（Ｓ２０—长 江
路）

储备 未立项
区建管委（市
政中心）

工可批复 前期手续 加快方案研究

一二八纪念路
晨帆路贯通工
程

储备 未立项
区建管委（市
政中心）

工可批复 前期手续 加快方案研究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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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
属性

立项情况 区建设单位 年度目标 任务分解 责任主体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区级
储备
项目

宝钱公路（嘉
定区界—潘泾
路）

储备 未立项
区建管委（公
路中心）

工可批复 前期手续 加快方案研究

联杨路 Ｇ１５０１
跨线桥工程
（美秀路—晓
雅路）

新增 未立项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工可批复 前期手续
区建管委（建管中
心）

加快方案研究

张华浜东排水
系统

新增 未立项 区水务局
完成前期
手续

前期手续 区水务局 加快方案研究

杨盛（东片）
排水系统

新增 未立项 区水务局 力争开工 前期手续 区水务局 加快方案研究

月浦城区排水
系统

新增 未立项 区水务局
加 强 论
证，完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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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海洋）建设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水务局坚持以筑牢
水安全底线、提升水环境质量、夯实水务

管理精细化为目标，建立健全河长制、湖

长制，完成２３９条中小河道除黑消劣任
务，劣Ｖ类水体比例由原来的４４６％下
降至 １９％。加大控源截污力度，完成
３４０个点源纳管，建设２０千米污水二级
管网，“５＋１”（“５”是指何家湾排水系
统、盛宅排水系统、虎林排水系统、乾溪

新村排水系统、南大北块排水系统，“１”
是指庙彭排水系统）排水系统全面建成

并投入使用。统筹推进水系沟通、雨污

分流改造、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完成

１０条断头河治理，“１＋１６”（“１”是指练
祁河—?川路桥水质监测国考断面，

“１６”是指潘泾—金勺路桥、杨盛河—古
莲路桥、马路河—龙镇路桥、潘泾—富锦

路桥、小川沙河—潘川路桥、练祁河—金

星桥、顾泾—钱陆路桥、杨盛河—宝杨路

桥、西泗塘—长江路桥、南泗塘—上钢一

厂桥、长浜—沪太路桥、荻泾—泰和西路

桥、刘中河—潘广路桥、?藻浜—?川路

桥、红光河—塘祁路桥、桃浦—陈太路桥

水质监测市考断面）水质考核断面实现

“１＋１４”动态达标。至年末，全区共有
河道１０１３条（段），总长７７６０７千米，面
积２０９５平方千米。按照河道（湖泊）管
理属性划分，全区有市管河道１０条，长
７９５７千米，面积５３７平方千区管河道
１７条，长１６５７３千米，面积３９８平方千
米；镇管河道１１４条，长２１０７７千米，面
积３３８平方千米；村管河道 ７４５条，长
３２０千米，面积３５０平方千米；其他河湖
１２７条，面积４７２平方千米。全年水资
源为２２２９８万立方米，其中地表水１８４５５

万立方米，地下水３８４３万立方米。

【强化防汛防台】　区防汛防台工作以
强化“四个体系”（组织指挥体系、预案

预警体系、信息保障体系、抢险救援体

系）建设为抓手，制定《汛期临险人员安

全转移办法（试行）》，规范汛期人员转

移安置工作，明确预警会商机制，完善内

部通报流程，提升应对强对流天气的防

御能力。制定《区管水利设施应急抢险

修复工程管理办法》，规范应急抢险修复

工程组织实施和管理工作，完善防汛军

地联动工作机制，优化重特大灾情军地

联动抢险工作程序，提高重特大汛情处

置水平。针对“在建工地、低洼小区、危

棚简屋、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梳理一

般问题清单５０项，锁定重点隐患区域５
处，建立隐患清单，落实应急措施，确保

风险可控。完成杨盛河水闸维修，东、西

走马塘水闸重建，维修 １９３７米一线堤
防，确保一线防汛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开展吴淞、张庙、高境、大场、淞南等５６８
处区域小型积水点以及上大路积水路段

改造，消除道路排水“盲点”区域。

【加强中小河道整治】　区水务局加强
２２１条城乡中小河道保洁、养护、巡查，
巩固提升河道整治成效。通过水质监

测，排摸确定４１６条劣 Ｖ类河道并制订
三年整治计划，严格落实“一河一策”方

案及相关治理措施，年内完成２３９条中
小河道除黑消劣任务，劣 Ｖ类水体比例
由原来的４４６％下降至１９％。根据《宝
山区断头河三年行动计划》，采取实地开

河、拆坝建桥等措施，推进祁北河等２３
条段断头河整治。有序推进骨干河道综

合治理，完成西弥浦、潘泾等７５千米骨

干河道疏浚，推进练祁河、潘泾等３７千
米河道综合治理，骨干河道整治率稳步

提升。稳步推进中小河道生态治理，完

成宝山城区老市河、东随塘河３５千米
河道生态治理，启动推进苏四期内老?

藻浜等４条中小河道建设。制订《２０１８
版考核断面水质达标专项方案》，明确负

面清单、整治内容、计划措施和责任人，

“１＋１６”水质考核断面实现“１＋１４”
达标。

【实现河长制全覆盖】　区水务局深化
细化河长制六项任务，全面推行河长制

工作进入新阶段。完善体制机制，编制

印发《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河长制工作要点》
《宝山区河长制工作考核办法》《宝山区

河长办工作督查工作方案》等５项制度，
在全区范围内推广设立河长助理和协调

部门，为１０１３条河道河长制全面见效提
供制度保障。注重督察问责、督察整改

“两个结合”，加大督查力度，督促各级

河长尤其是村居河长履职尽责，推进河

道整治、河道监管向纵深推进，区、镇两

级河长办累计开展河长制督查５７８次。
全区各级河长累计巡河２万余次，召开
河长会议５２１次，河长履职意识显著提
升，水环境治理中一些“急难愁”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

【开展水环境综合治理】　区水务局完
成５３家部队２８７家企业及养老机构共
３４０个点污染源纳管工作。推进７座市
管雨水泵站配套的截流外管建设。完成

罗泾等５镇８０３户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
置，实现区域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全

覆盖。完成６００座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提标改造工作。完成沪太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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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沪太路中段，高境镇、大场镇１５千米
污水二级管网建设，并投入使用。各镇、

园区完成配套的２７千米污水收集管网
建设，为区域污水收集提供基础设施

保障。

【推进排水系统重大工程建设】　区水
务局完成何家湾、庙彭、乾溪、盛宅、虎

林、南大北排水系统建设并汛前投入使

用，实现市政府考核目标。排水系统建

设提速增效，启动月浦城区、张华浜东排

水系统建设。

【加强海洋管理】　根据市水务局统一
部署，完成国家调查办下发调查清单内

的企业入户调查、数据录入工作。开展

海洋水文水质监测，掌握区域海洋水文

水质状况，为海洋生态监管提供科学依

据。开展海洋督察及整改工作，按照《水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近岸海域污染防

治方案》及《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上

海的实施意见》等要求，坚持陆海统筹、

上下游联动、水岸联治，推进流域环境和

近岸海域综合治理。落实“水岸联动、截

污治污、沟通水系、调活水体、改善水质、

修复生态”的治水思路，坚持陆海统筹、

江海联动，陆源污染控制和海域生态环

境治理并举，提高海洋环境管控能力。

【开展海洋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６月８
日，区水务局（海洋局）、区堤防水闸管

理所（区海洋事务管理中心）围绕“扬帆

海洋、走向未来”主题，联合海尚明城幼

儿园、月浦中心校、宝山五村共建社区以

及驻区相关部队组织开展“世界海洋日

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并通

过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部队“三走

进”的形式，牢固树立海洋可持续发展理

念，让市民了解区海洋管理保护开发利

用的现状以及海洋保护重要意义，提升

海洋生态保护全民意识。

【开展水务行政审批】　区水务局坚持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减

少环节，压缩时限，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全面升级水务行政审批和服务水平。优

化流程，对照水务行政审批目录，逐项细

化审批流程，明确承诺办理期限，实现

“阳光审批”，水务海洋２４项审批事项比
法定时限提速７０％。根据《上海市行政
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优化调整２项
行政审批事项。完善机制，运用联审平

台提前介入、主动服务，及时开展事中事

后跟踪监管。推行“互联网 ＋”政务服
务，建立透明高效的工作机制，为优化审

批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提供支撑。强化

制度保障，规范行政审批依据，完善办事

指南及业务手册，７项评估评审事项纳
入财政预算，最大限度减少用户和项目

单位负担。注重实效，开通审批事项及

服务事项（总体征询、方案征询、蓝线划

示）网上受理，全面推行水务行政审批单

一窗口建设。优化河道蓝线划示程序，

河道蓝线划示时限由７个工作日压缩至
１个工作日，提升用户满意度和获得感。

【提升水务综合保障能力】　区水务局
坚持规划引领，优化区域水功能。根据

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推进水利、雨水排

水、污泥处置等专项规划编制，为城市建

设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传递行业理

念，指导各镇、街道、园区及拓展区开展

水务专业规划修订工作，确保规划科学

落地。全面推进农业水价改革，印发《宝

山区深化灌溉设施长效管理及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完成全区

１６万亩农田８２个灌区基础数据调查。
稳步提升热线工作，围绕热线工作“四个

指标”（一日先行联系率、处理反馈率、

诉求解决率和市民满意率），创新工作方

法，完善考核机制，加大督办力度，提升

处置效率，全年共受理市、区“１２３４５”热
线工单１２７２件、网格化工单１３４６件，热
线工作“四个指标”处于市区条线优秀

行列。水务安全持续向好，抓好防汛防

台、水务工程安全监督工作，履行安全生

产监管责任，重点预防，加强监管，落实

责任，全年累计受监３３项，跨年度项目
７１项，执法处理３个项目的相关单位和
个人。

【开展水务执法】　区水务局以保障水
环境、水安全为主线，以中小河道综合治

理、截污纳管、黑臭河道整治、填堵河道

为重点，加强执法监管，加大执法力度，

为维护全区水务管理秩序提供执法保

障。全年累计开展执法巡查２８７次、７８４
人次，共查处各类涉水案件５９起，处罚
金额４７９万元，个案处罚突破瓶颈。

【开展水文测报】　区水务局加强基本
站的维护管理，完成罗店基本站的维护

管理和测报工作，全年采集固态模块水

位数据１０５１２０个，采集固态模块雨量数
据２６７０个。加强遥测站的维护管理，全

年做好２６个遥测站和水情分中心的数
据监测和维护保养工作。完成雨量滴

定、水准点测量、专业设备专业维护和备

品备件的采购。完成部分遥测站的升级

改造工作，确保遥测站数据采集及时、传

输准确。全年各遥测站共采集雨量数据

２４１７７６０个、水位数据 １６８１９２０个，编制
上报水情通报１２期。加强防汛测报工
作，完善制度，确保防汛责任落实到人。

汛期对各水文测站加密检查，及时发现

问题，快速排查解决故障，确保各测站水

文仪器运行正常，汛期测得准、报得出，

各水文测站经受住宝山 ５次台风、４次
大暴雨的严峻考验。

【创建节水型社会】　区水务局落实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编制完成宝山区

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明确节水三年行

动工作清单，建立健全节水型社会建设

领导机制。５月１３日，在吴淞码头零点
广场举办以“节水行动，你我同行”为主

题的２０１８年上海“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
传周”开幕式。宝山区政府、市住建委、

市发改委等单位和各区水务局、各行业

局、（集团）公司、行业协会、市（区）供水

企业，以及新闻媒体与社会各界人士代

表等４００余人参加了开幕式活动。副市
长时光辉宣布２０１８年上海“全国城市节
约用水宣传周”开幕。市水务局局长白

廷辉和宝山区区长范少军共同为宝山区

启动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揭牌。现场大

型ＬＥＤ屏幕循环播放节水宣传动画，同
时设摊提供居民用水、节水、水质等方面

咨询，并展示相关家用节水器具。

（吴　颖）

市政工程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境内有市政道路
３０５条，总长度 ２９８３７千米，总面积
７５７３万平方米；市政桥梁 １６１座。其
中：市管市政道路２条，长度９４３千米，
面积２０７１万平方米；区管市政道路２１９
条，长度２５３８６千米，面积７０１８６万平
方米（包括轨交站前广场 ３１６万平方
米）；镇管市政道路８４条，长度３５０８千
米，面积３４７３万平方米；区管市政桥梁
１３６座、人行天桥９座、人行地道２座；镇
管市政桥梁１４座。完成区“两会”意见
提案处理和复查（主办件 ８件，会办件
１１件），满意率１００％。全年共受理信访
９６６件，其中市交通热线 ７３９件，区
“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２１２件，信访１５件，处
置率１００％。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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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量

道路类型 数量（条） 长度（千米） 总面积（万平方米） 桥梁（座）

市管市政道路 ２ ９．４３ ２０．７１ 　　　　　　　０

区管市政道路 ２１９ ２５３．８６ ７０１．８６ １４７（１３６座桥梁、９座人行天桥、
２座人行地道）

镇管市政道路 ８４ ３５．０８ ３４．７３ 　　　　 　　１４

合　计 ３０５ ２９８．３７ ７５７．３０ 　　　　　　１６１

【市政道路技术状况】　区市政道路综
合完好率为 ９２３％，比上年的 ９２２９％
上升００１％。检测道路平均路面行驶
质量指数 ＲＱＩ为 ３５４，略高于上年
（３４８）平均值，其中主干路、次干路和支
路平均 ＲＱＩ分别为３６８、３２４、３４９，主
干路、支路达到优级水平，次干路达到良

好水平。路面损坏指数 ＰＣＩ平均分为
８９５６，比上年９２１７有所下降，主干路、
支路达到优级水平，次干路达到良好水

平。路面结构承载能力指数 ＤＥＦ为
８９６７％，比上年（８２０３％）明显上升，
主、次、支路的结构承载能力处于临界及

以上 水 平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８６５３％、
５３４３％和９５４４％。

【开展桥梁检测普查】　区市政工程管
理中心全年共检测、普查市政桥梁 １６０
座（新接管１座未列入普查计划），包括
区管市政桥梁１３５座、人行天桥９座、人
行地道２个；镇管市政桥梁１４座。被列
入专业检测的１２座桥梁，检测普查结果
为３座 Ｄ类桥梁，无 Ｅ类桥。Ｄ类桥中
区管市政桥梁２座，为泰和路杨盛河桥
（北桥）、宝山党校桥，镇管市政桥梁 １
座。被列入普查的区管桥梁１４６座（包
含人行天桥９座及人行地道２个），其中
Ａ类桥１７座、Ｂ类桥１０６座、Ｃ类桥 １１
座、Ｄ类桥２座，无Ｅ类桥；２座地道１座
１类，１座２类；另８座桥梁因属于填浜
桥未予评级。７月，泰和路杨盛河桥（北
桥）检测评定为 Ｄ级（不合格）桥梁，存
在交通安全隐患，８月１３日进行抢修，９
月３日竣工。７月，宝山党校桥（人行
桥）检测为 Ｄ类桥，安排桥梁养护单位
每天观测病害变化情况，并对该桥采取

封闭措施，列入 ２０１９年度桥梁抢修计
划。２０１７年检测存在问题的大场立交
桥等３座桥梁均完成整治，桥梁评级均
达到Ｂ类。全年共普查镇管市政桥梁
１４座，其中 Ａ类桥１座、Ｂ类桥８座、Ｃ
类桥１座、Ｄ类桥１座，无 Ｅ类桥；另 ３
座桥梁因轨道交通１８号线施工临时封
堵和临时拆除不予评级。镇管市政桥梁

Ｄ类桥 １座为罗升路市河桥，该桥自
２０１６年检测为 Ｄ类桥后，至年底，罗店
镇政府开展桥梁整治前期工作。

【道路养护维修资金投入】　区市政工
程管理中心全年共投入日常养护资金

５７６５４５万元（其中道路及附属设施
４２５４０５万元，交通四类设施 １５１１４万
元），养护资金投入保障率 １００％，保养
小修率为 ３５２％，大中修率为 ４１６％。
２０１５年度检测报告中建议大中修的共６
条（段）道路，青石路、南?藻路、通南路

３条（段）道路相继在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
完成大中修及整治；国权北路列入２０１７
年重大市政计划，富锦路列入 Ｇ１５０１沿
江通道项目，由城投公路投资集团负责

实施。２０１６年度检测报告中建议大中
修的共 ５条（段）道路，漠河路 １条（２
段）道路在当年年完成大修。２０１７年度
检测报告建议大中修道路共３条（段），
其中牡丹江路列入２０１７年大中修项目
并完成，长江西路１条（段）列入２０１９年
大中修计划。

【市政工程重点项目建设】　区市政工
程管理中心开展中小河道整治工程 １
项，联泰路高泾河桥梁整治工程于３月
底竣工。推进区区对接项目１项，国权
北路（三门路—何家湾路）道路改建工

程完成下水道及桥梁驳岸主体工程，按

照计划节点实施推进管线搬迁及道路工

程。开展交通缓拥堵项目２项，共和新
路长江西路排堵保畅工程于 ４月底竣
工，沪太路顾陈路口排堵保畅工程于 ６
月底竣工。

【微循环道路建设】　区市政工程管理
中心推进微循环工程项目２项，?川路
东辅道（联谊路—外环线）排堵保畅工

程于１月底竣工，塔源路（联水路—月川
路）道路新建工程于９月竣工。

【市政大中修及整治工程建设】　区市
政工程管理中心全年共完成 １０项。８

月底，江杨北路桥大修工程、松兰路（宝

杨路—镇泰路）道路整治工程、淞滨支路

（泰和路—淞兴西路）道路中修工程、牡

丹江路（同济支路—水产路）道路整治

工程、呼玛路（虎林路—爱辉路）道路整

治工程竣工。１０月底，铁力路（富锦
路—友谊路）道路整治工程竣工。１２月
中旬，场联路（环镇北路—洛场路）大修

工程竣工。共康路（共和新路—东高泾

桥）道路大修工程、同济路（富锦路—马

路河桥）道路大修工程计划于２０１９年１
月竣工；泰和路（江杨北路—铁山路）道

路大修计划于２０１９年３月竣工。结合
大中修及整治工程项目，按照行业技术

标准提升人行道无障碍设施服务水平，

共修缮整治无障碍通道２８个、盲道３６８３
米。结合工程项目更换各类可调式窨井

盖总计３６９座，其中雨污水检查井盖３１２
座、电力检查井盖２５座、电信检查井盖
３２座。

【市政道路日常养护管理】　区市政工程
管理中心全年共完成车行道养护１９２０６５
平方米，人行道养护１５２５４平方米，护栏
保洁１８１４４万米，护栏维修８３３２米，清
理桥梁伸缩缝２２３万米。市政专业网格
化共发现病害２１２９８件，接收区城市网格
化管理中心派发的案件６４２８件，处置率
１００％。开具桥孔整改通知２２份，约谈８
次，整改完毕。４月，对军工路、月城路两
座下立交标线进行复线，修补损坏、缺失

的标牌。养护单位安排专人对下立交进

行巡视，在汛期加大巡视频率，确保下立

交安全。

【加强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　区市
政工程管理中心组织力量克服低温雨雪

和“安比”台风等灾害性天气影响，安排

值守 ６８人次，组织施工、养护单位 ５００
人次抢险待命，外出巡查和抢修１３７５人
次，出动车辆２２８车次。组织开展“安全
月”活动和“安全生产大动员、大排查、

大治理”等各类专项行动，共出动检查人

员９９人次，检查工地４６个，全覆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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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个桥孔，开具整改意见书８份，安全
生产约谈３次。组织落实空中坠物安全
隐患专项整治，出动巡查人员１６８人次，
巡查车辆６４车次，发现５２处隐患，全部
整改完毕。组织开展打击假冒特种作业

操作证专项活动，出动４８人次，对６３家
施工单位的８７个特种作业人员进行检
查，未查到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年内，

符合文明工地创建要求的１０个项目均
参与文明工地创建，跨年度项目３个（祁
连山路）参与２０１８年文明工地创建，泰
和路（江杨北路—铁山路）道路大修１标
通过上海市文明工地考评和检查，祁连

山路列入上海市文明工地考评计划，其

余项目参加区级文明工地考评。

表１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公路 数量（条） 长度（千米） 总面积（万平方米） 桥梁（座）

公路 ２３３条 ４０２．８１８ ６９４．３４７５ ３６３

县道 ９５条 ２１７．７２５ ５０４．０８７５ １９５

乡道 １１７条 １６７．１４９ １７８．８４２６ １５５

村道 ２１条 １７．９４４ １１．４１７４ １３

（吴治同）

【加强行政审批管理】　区市政工程管
理中心全年共受理审批８９０项，其中大
型掘路２６项，小型掘路１７２项，急抢修
掘路６４５项，大修工程１４项，临时占路
１６项，进口坡１７项。年度掘路计划占区
管市政道路设备量总面积的３８４％（小
于１０％），月平均在建项目面积占道路
总面积的０３３％（小于２％），大型掘路
月平均执行率７８％，小型掘路月平均执
行率６９３％。

【完善应急保障措施】　区市政工程管
理中心完善市政管理机构和养护企业

处置突发事件应急保障网络、应急保障

上报机制、联络处理程序和应急处理办

法，保障９支应急抢险队伍和相应的物
资、设备到位。年内组织两次应急演

练，同时开展对各类应急物资储备

检查。

【市政道路“四类设施”管理养护】　
２０１７年９月，区财政落实“四类设施”
（市政道河标志标线、交通标牌、可变车

道、诱导系统）年度养护经费１５１１４万
元。区市政中心按照相关行业标准组

织实施道路复线及各类标牌普查，至

２０１８年年末，完成外环线外９２条区管
市政道路全覆盖热熔漆复线及损坏标

牌维修调换。借鉴市路政局日常管理

模式，引入专业“四类设施”养护监理，

购置“逆反射标线检测仪”“反光标识

检测仪”等专业检测仪器，开展“四类设

施”日常管理和考核工作。针对市政道

路非法设置标牌屡禁不止现象，创新设

立“一杆一档”管理办法，明确管养设施

量，建立对各类标牌维修养护质量的事

后追责制度。

【市政道路交通信息化管理】　除工程
影响外，重要路口线圈完好率９５１２％，
一般路口线圈完好率９５０８％。全年共
修复路口采集设施２７处，共计２１８个线
圈，要求维护单位配备专业人员每周对

重要路口设备数据及设备完好率记录整

理，包括线圈数量、损坏线圈比例、机动

车自然数、机动车折算数ｐｃｕ、重车比例。

【完成江杨北路桥大修工程】　江杨北
路桥是上海首座全桥吊杆更换大修的系

杆拱桥，也是首次在不封交状态下实现

整桥吊杆更换的工程。该桥于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２８日开工，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３１日竣
工，工程立项投资４５１７万元，主要工作
量为：主桥更换吊杆、引桥更换支座、翻

新铺装桥面，以及油漆钢拱、翻排侧平面

及修补砼结构等。区市政中心优化施工

方案，利用春节期间航道船只及桥面车

辆流量较小有利条件，开展水上、桥面等

施工工序，现场环保、安全与文明施工管

理到位，各个节点有序衔接。经过１０个
月的连续奋战，完成江杨北路桥大修。

（徐根福）

公路管理
【概况】　至年末，区公路管理中心管养
公路共 ２３３条，长度 ４０２８１８千米。全
年投入公路养护专项经费 ３３４１４５２１２
万元，其中公路养护管理经费１５９３５８３５
万元，日常养护 （小 修 保 养）经 费

１０７７１７８４２万元，大中修、整治经费
１０８４０６９３５万元，农村公路养护和大中
修经费９０８０万元，其它经费 １１２８４６００
万元。全部工程合格率１００％。年内做
好交通综合补短板工作，完成２０１８年市
政府实事工程月罗公路排堵整治工程，

实施沿线７处路口排堵改造，改善沿线
路口拥堵情况。完成新辟公交 １６１３号
线配套工程，泰联路、新川沙路等道路照

明工程，部分道路安装窨井防坠网等精

细化工程，做到安全无事故。做好市、区

“１２３４５”“１２３１９”、区网格化等平台热

线、涉区舆情、区长主任信箱、网上信访

等处置回复工作，严格规范办理程序，狠

抓工单办理办结质量。全年共受理各级

平台转来的承办件７３２６件，“先行联系
率”“按时办结率”均达１００％。年内，区
公路管理中心获“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

明单位”“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宝山

区委进博先锋行动先进基层党组织”等

称号。

【打好“蓝天保卫战”】　?藻浜以南区
域区管公路保洁供给标准获得提升供给

标准。大场城区段公路采用增加道路日

常保洁频率，增派洒水车、机扫车、洗磨

车等大型机械化保洁车辆进行喷雾压尘

作业，进行专业保洁管理，提高城市道路

的保洁质量。压实建设（掘路）工地扬

尘和渣土污染防治措施，严格路政执法，

做好宝钢九支线污水管抢修，完成 １７５
个雨污混接点封堵，持续推进环保工作

落实。落实“托底”处置管理工作机制，

全年通过多途径发现涉及检查井案件

１７２２个，其中１４６个做好托底工作、１５７６
个在规定时间里完成处置工作，保障公

路安全运行。

【道路设施管理养护】　区公路管理中
心完成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公路养护项目
招标，提高路况水平，抓好设施巡查质量

和病害处置及时率。全年网格化巡视共

收到信息２５４３８条，应处置２２６３３条，及
时处置２２６３３条，核实退、转２８０５条，处
置率１００％。优化应急预案处置机制，强
化防台防汛责任制，汛期前完成防汛预

案修订，做好防汛预演、防汛物资检查、

管道疏通、１０个积水点改造、１０５０套窨
井防坠网安装等相关工作，确保公路设

施安全畅行。开展“四类设施”（区域内

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可变车道、路口诱

导屏等设施）管养工作，推进信息化管

理。以公路里程桩号顺序进行编排，将

相关交通标志标线录入数据库，适应对

标志标线调整、更新、刷新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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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区公路管理中心获评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单位 区公路管理中心／提供

【完成大中修工程建设】　区公路管理
中心严格按大中修项目前期手续规范要

求，做好川念路（川纪路—川雄路）、川

纪路（川念路—?川路）、聚丰园路（丰

宝路—祁连山路）、沪太支路（南大路—

沪太支路桥）、共富枢纽地面道路、锦乐

路（共悦路—共祥路）、共悦路（?川

路—富长路）、丹霞山路（鄱阳湖路—黄

海路）中修，富锦路（?川路西侧辅道）、

富锦路（杨盛河桥—江杨北路）、南陈路

（环镇北路—上大路）、东升路（跃龙化

工厂—集宁路）、新川沙路（潘泾路—川

沙水闸）、电台路（顾北路—顾太路）整

治，１４项中修、整治工程管理，全部按要
求完成。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区公路管理中
心协调推进陆翔路（宝安公路—沙浦

河）、锦秋路（规划二路—丰宝路）、南大

路（南陈路—Ｓ２０）、南陈路—南秀路改
建工程４项重大项目建设。陆翔路、锦
秋路基本完成各类管线搬迁，全面推进

道路施工，计划于２０１９年二季度竣工。
南大路完成施工许可证办理，南陈路办

理初步设计评审报告，完成部分用建设

腾地。

【深化农村公路管养机制改革】　年内
实行新的《农村公路养护经费分配方

案》，提升各街、镇（园区）农村公路大中

修积极性。全区年度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经费共需９０２０万元，改革后区财政承担
４７２０万元，较原先每年增加投入２９５０万

元，镇（园区）承担４３００万元。改革后，
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主体由区公路管理

中心调整为各镇（园区）。下半年批复

罗宁路（集宁路—陈川路）、淞南路（长

江路—长逸路）、钱陆路（石太路—联水

路）、锦富路（杨南路—富锦路）、海宇路

（银石路—罗东路）、联杨路（长联路—

顾村界、银石路（海欢路—海宇路、海欢

路（银石路—罗东路）、市台路（真陈

路—业绩路）中修，苗圃路（毛家路—潘

泾路）、杨宗路（杨北路—杨宗路辅道）、

湄星路（?川路—湄沈桥）、段泾路（月

罗路—自然村）整治，共开展１３项农村
公路中修、整治工程。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区公路管
理中心做好迎接交通部“四好农村路”

（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建设及交通

扶贫督导检查。编制《宝山区“四好农

村路”建设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主要包
括新建、改建与提档升级，共１１０项，总
里程 １４７２千米，总投资估算 ９４９亿
元，根据要求逐年实施。落实农村公路

实施主体及相应配套资金，规范实施流

程。申报罗泾镇为 ２０１８年“四好农村
路”示范镇，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３日参加市
交通委、市路政局等单位组织的验收，获

市验收组一致好评。

【加强桥梁管理】　区公路管理中心管
养公路桥梁共３６３座，其中县道１９５座，
乡、村道１６８座。全年安排 １０４万元专
项经费，定期检查桥梁１１０座。根据桥

梁普查数据，针对性地采取应急措施，有

计划地安排年度桥梁养护计划和抢修任

务，使全区管辖范围内的公路桥梁始终

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和高度受控之中。

【开展超限运输查处】　根据市交通执
法总队要求和区公路中心实际，在大型

运输车出入频繁的路段，重点针对货车

车货总重超过规定限制、货车闯卡等违

法行为，全年共安排超限运输执法行动

２０次，共检查车辆１６８辆，查处超限车辆
１８辆，卸货１８０３９吨，严厉打击公路货
运车违法超限超载。

【开展路政巡查】　区公路管理中心加
大路政巡查执法力度，严格规范公路附

属设施设置、管理和维护，严厉查处各类

非法设置道路指示牌行为。全年共清除

违章堆物５９２４吨、非公路标志１４３３块。
发生设施赔偿６９件，金额１５０７万元。

【严格审批路政许可】　区公路管理中
心严格控制掘路审批计划数，全年共许

可受理审批（含农村公路）１６２起，共收
许可赔（补）偿修复费２７０９３１３５万元。
年内路政许可和执法工作零投诉。

【开展桥梁桥孔整治】　区公路管理中
心通过定期检查与不定期专项检查相结

合、多部门联合共同执法等措施，加强桥

孔监管。全年路政人员自行检查桥孔

２０８９孔，联合镇派出所、镇拆违办、城管
等执法力量，多次反复整治，彻底清除驻

扎在沪太路飞云桥、沪太路张浦桥、

Ｇ１５０１狄泾河桥下的盲流等，消除隐患。
对沪太路、Ｇ１５０１等桥下空间开展违章
堆物整治及桥孔围护工作，共清理桥下

空间 ５０００余平方米、安装禁入栅 ２００
米、新砌围墙 ５０米、清除渣土 ６０００余
吨，使桥孔处于规范、安全基本受控。

【完成市政府实事工程月罗公路交通安

全改善工程】　根据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总队《关于建议对交通事故多发道路月

罗公路开展相关治理改造工作的函》，结

合市公安交通警察总队方案意见，区公路

中心按区政府实事项目要求，组织完成

２０１８年市政府实事工程月罗公路（罗迎
路—罗东路重点交叉路口和路段）交通

安全改善工程，实施沿线７处路口排堵改
造，改善沿线路口拥堵情况。 （吴治同）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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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域降尘量变化趋势

环境保护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坚持“大病大
治、专病专治”，启动实施第七轮环保三

年行动计划，统筹推进水、气、土三大行

动计划，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基

层执法改革试点，压实“河长制”，探索

“片长制”，建立区级中小企业危废收集

平台，尝试信访多元调解，打好改革创新

组合拳。开展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实施

严格环保执法。全年环保投入资金

４４３２亿元，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项
目２２１项，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项目 ２４４
项。全区ＡＱＩ优良率为８４１％，比上年
改善１０７％，其中优级天数１０７天，增加
４３天；ＰＭ２５浓度为 ３７微克／立方米，
下降１１９％。２４４条河道消除劣 Ｖ类。
对各类污染源环境监测５３９厂次，现场
执法１５７０批次，执法检查４００１户次，作
出行政处罚 ２７８件，罚款总额 ６６１８万
元。实施按日计罚２件，行刑衔接７件，
查封扣押３件，限产停产１件。全年开
展针对不同污染源执法检查的“春晓”

系列专项行动９次，受理环境咨询与投
诉３２８２件。收到并办结政协委员提案８
件。全年区控废水减排项目１５个，主要
污染物 ＣＯＤ减排量 １４０２吨、ＮＨ３－Ｎ
减排量１４３吨；废气减排项目８个，主
要污染物 ＳＯ２减排量３６吨、ＮＯＸ减排
量１２７９吨。

【环境空气质量】　宝山区环境空气质
量指数（ＡＱＩ）优良天数为 ３０７天，空气
质量指数（ＡＱＩ）优良率为８４１％，比上
年年提高１０７个百分点。其中，优１０７
天，良２００天，轻度污染４８天，中度污染
８天，重度污染２天。全年５８个污染日
中，首要污染物为 ＰＭ２５的有２６天，占
４４８％；臭氧的有１９天，占３２８％；ＮＯ２
的有１１天，占１９０％，ＰＭ１０的有２天，
占比为３４％。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年均

浓度为３７微克／立方米，为２０１４年监测
以来最低值，比上年下降１１９％。宝山
区 ＰＭ２５浓度空间分布总体上从南到
北逐步升高。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为

５２微克／立方米，下降１１９％。ＰＭ１０浓
度空间分布与 ＰＭ２５较为一致，总体上
从南到北逐步升高。二氧化硫年均浓度

为９微克／立方米，下降２５０％。ＳＯ２浓
度空间分布总体上呈西南低东北高态

势。二氧化氮年均浓度为４５微克／立方
米，下降３微克／立方米。ＮＯ２浓度空间
分布总体上呈东南高西北低态势。臭氧

日最大８小时平均第９０百分位数浓度
为１４１微克／立方米，下降１７８％。３个
区域评价点臭氧日最大８小时平均值的
达标率在９１９％—９６７％之间，比上年
有较大幅度上升。

一氧化碳年均浓度为 ０６毫克／立
方米，下降１４３％。近５年监测结果表
明，宝山区一氧化碳日均浓度达标率为

１００％，年均浓度均维持在 １０毫克／立
方米以下。年均降尘量为 ４２吨／平方
千米·月，比上年（４６吨／平方千米·
月）下降８７％。近５年监测结果表明，
宝山区降尘污染呈下降趋势。

道路扬尘年均浓度为 ０１１６毫克／
立方米。１０个设置点位的街镇中，淞南
镇道路扬尘最高，为 ０１４６毫克／立方

米，大场镇和吴淞街道道路扬尘最低，均

为 ０１０８毫克／立方米。酸雨频率为
４３８％，比上年（４９１％）下降５３个％。
降水的ｐＨ均值为５０６，酸雨的ｐＨ均值
为４６７。

【水环境质量】　宝山区监测河流的７７
个断面中，Ⅲ类断面为５个，比上年下降
１０４％；Ⅳ类为３９个，上升１８２％；Ⅴ类
为１４个，与上年持平；劣Ⅴ类为１９个，
下降７８％。

与上年相比，主要污染指标氨氮和

总磷浓度大幅下降，氨氮下降２７３％，总
磷下降１４６％，耗氧型指标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浓度持

平。其中：?北河流氨氮平均浓度为

１１２ｍｇ／Ｌ，总磷平均浓度为０１９０ｍｇ／Ｌ，
分别下降３２５％和２２０％；?南河流氨
氮和总磷浓度分别为 ２２９ｍｇ／Ｌ和
０２９５ｍｇ／Ｌ，氨氮下降 ２０７％，总磷持
平。?藻浜设置５个监测断面，其中江
杨南路桥水质为劣Ⅴ类，其余４个断面
为Ⅴ类，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练祁河
设置５个断面，其中?川路桥断面水质
为Ⅲ类，其余４个断面水质均为Ⅳ类，水
质类别主要限制指标为氨氮和溶解氧。

潘泾设置６个监测断面，其中１个断面
水质为Ⅲ类，５个为Ⅳ类，水质类别主要

７４２



限制性指标为石油类和总磷。杨盛河设

置４个监测断面，其中１个断面水质为
Ⅲ类，２个断面为Ⅳ类，１个为劣Ⅴ类，水
质类别主要限制性指标为氨氮和总磷。

【区域环境噪声】　宝山区区域环境噪
声昼间时段平均等效声级为 ５５１ｄＢ
（Ａ），比上年下降０８ｄＢ（Ａ）；夜间时段
平均等效声级为 ４９９ｄＢ（Ａ），下降
０６ｄＢ（Ａ）。近５年监测数据表明，区域
环境噪声昼间时段平均等效声级基本保

持在 ５５ｄＢ（Ａ）左右，２０１８年声级值微
降；夜间时段在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出现小
幅上升。

表１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ｄＢ（Ａ）

年度
Ｌ１０ Ｌ５０ Ｌ９０ Ｌｅｑ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２０１４年 ５８．０ ５１．５ ５３．３ ４７．１ ５０．０ ４４．７ ５５．４ ４９．０
２０１５年 ５７．６ ５０．４ ５２．７ ４６．０ ４９．４ ４３．０ ５５．２ ４８．０
２０１６年 ５７．８ ５１．５ ５２．９ ４６．９ ４９．３ ４３．７ ５５．３ ４９．１
２０１７年 ５７．６ ５２．８ ５４．２ ４８．２ ５０．４ ４５．３ ５５．９ ５０．４
２０１８年 ５７．３ ５２．３ ５２．５ ４８．０ ４８．８ ４５．０ ５５．１ ４９．９

表２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ｄＢ（Ａ）　车流量：辆／小时

年度
Ｌ１０ Ｌ５０ Ｌ９０ Ｌｅｑ 车流量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２０１４年 ７５．９ ７３．２ ６９．４ ６５．８ ６３．１ ５９．０ ７２．７ ６９．７ １８６９ １０２０
２０１５年 ７５．３ ７０．４ ６９．２ ６３．２ ６３．４ ５７．５ ７２．５ ６７．６ １８５４ ９６９
２０１６年 ７５．４ ７１．２ ６８．６ ６４．６ ６２．９ ５８．０ ７２．６ ６８．０ １３９５ ７９５
２０１７年 ７５．３ ７０．８ ６９．１ ６３．１ ６２．５ ５６．４ ７２．２ ６６．２ １５５１ ８３７
２０１８年 ７４．４ ７０．８ ６７．９ ６３．７ ６１．１ ５６．６ ７１．３ ６６．８ １３９２ ８５５

区道路交通噪声昼间计权等效声级

７１１ｄＢ（Ａ），夜间道路交通计权等效声
级６６５ｄＢ（Ａ），分别下降１１ｄＢ（Ａ）、上
升０３ｄＢ（Ａ）。近５年监测数据表明，宝
山区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和夜间时段总体

上均未达到相应功能区标准要求。

【实施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年是上海市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
计划的开局年，宝山区以改善环境质量

为核心，以“河长制”和“片长制”为抓

手，深入实施大气、水和土壤三个专项计

划。市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中宝山

区任务清单共 ７２个项目，启动率
１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度任务清单项目完成
率９８６％。

【水环境保护】　区生态环境局制定河
长制相关配套制度，开展河长制督查

１３７１次，其中区级河长办督查２２８次、街
镇级河长办督查 １１４３次。全面实施水
治理重点项目，做好水源保护区企业关

闭清拆收尾工作。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最

后一家遗留企业———开源（上海）物流

有限公司关闭清拆。加强城乡中小河道

长效管理，重点对 ２０１７年完成整治的
２２１条城乡中小河道，加大保洁、养护、
巡查力度，巩固提升河道整治成效，保持

水质连续稳定达标。推进水系沟通，完

成２４条段断头河整治，启动２３条断头
河整治，增强区域水流动力，改善河湖水

质。推进骨干河道综合治理，完成练祁

河（杨盛河—区界）、潘泾（园和路—湄

浦）等１５２５千米骨干河道整治。启动
练祁河、潘泾等３７千米骨干河道综合
治理，稳步提升骨干河道整治率。开展

西弥浦、潘泾等７５千米骨干河道疏浚。
加快推进点源纳管，年内实施３４０个点
源纳管工作，其中区政府实施的５３家部

队源完成 ８家，２８７家非部队点源完成
２６５家。推进二级管网建设，年内实施
４７千米污水二级管网建设，完善区域污
水纳管空白点，其中由区级实施的吴淞

街道、沪太路北段污水二级管网 ２０千
米，按计划节点加快推进，由镇（园区）

实施２７千米工程完成 ８５％。编制《宝
山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初稿通过专家

评审。

【大气环境保护】　区生态环境局推进
扬尘污染防控“片长制”。制订宝山区

扬尘污染防控“片长制”工作方案，市级

考核的３３个点位由区四套班子领导担
任一级“片长”，区级考核的５０个点位，
由各街镇（园区）属地化管理，并强化

市、区考核点的协调联动。摸清片区内

污染源底数，落实企业责任、明确监管部

门，制定整治目标和具体措施。对工地、

码头、堆场、混凝土搅拌站、渣土运输车

辆等开展综合整治。

【实施ＶＯＣ治理工程】　区生态环境局
完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清单，开展动态

更新。推进石化化工、汽车及零部件制

造、家具制造、木制品加工、包装印刷、涂

料和油墨生产、船舶制造等行业 ＶＯＣ治
理。完成１８７家企业的 ＶＯＣｓ有机化合
物减排，完成重点企业一厂一核查；完成

６２家典型行业及重点企业ＶＯＣｓ减排率
达７６％。完成３４家家具制造和木制品
加工企业低 ＶＯＣｓ含量涂料和胶粘剂。
启动实施ＶＯＣｓ陆地和液散码头储罐及
装卸过程密闭收集处理或回收。梳理区

域内 ＶＯＣｓ陆地和液散码头储罐清单，
排查出区域内３家汽油、柴油储库，１家
重油储库（不涉及整治）。推广低 ＶＯＣｓ
含量产品在汽修行业的应用。全面推行

餐饮油烟在线监控和第三方治理，推广

集中式餐饮企业集约化管理。推进中小

燃油燃气锅炉提标改造，年内完成６４台
锅炉改造任务。

【推进交通和建设领域大气污染防治】

　区生态环境局推进公交专用道建设，
调整优化１７条公交线路，超额完成全年
１０条的工作任务，公交线网密度达到
１６５千米／平方千米。加大新能源车
（标准车）、新能源货车、新能源公交车

推广力度和充电桩建设力度，全区建成

公共充电桩 ４５１３根，其中公共桩 ２３３４
根，专用桩 ２１７９根，比上年增加 ４１％。
推进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实施靠港船舶

岸基（港基）供电，加快岸电设施建设。

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第二套岸电设备正

式运营。推进装配式建筑项目建设，符

合条件的新建建筑原则上采用装配式建

筑。推进建筑工地安装扬尘污染在线监

控系统和文明工地管理，应安装扬尘在

线监测系统９１个，收到安装合同９１个，
确保工地文明施工达标率 ９８％以上。
加大拆房工地扬尘污染防控，全区３５个
拆房工地采取洒水喷淋措施。加大道路

保洁力度，全区市政道路清扫总面积

１０２２５６４７平方米，冲洗率 ８６％，机扫率
９５％（城市管理精细化目标 ９２％、文明
指数工作指标９５％）。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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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固体有害垃圾污染防治】　区生
态环境局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将垃

圾分类纳入小区综合治理、文明单位创

建等工作，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全覆

盖，居民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发

挥居委会等基层组织作用，协调物业、志

愿者、第三方社会组织等力量，引导和推

动居民主动参与固体有害垃圾分类。

【推进工业园区危险废物收集中转平台

建设】　区生态环境局摸清区域中小企
业危险废物产生处置情况，对全区在上

海市危险废物信息平台内的６７４家单位
开展调查，其中危险废物年产生量１０吨
以下的中小企业占 ８６％。创新管理机
制，平台搭建到位。宝山区率先在全市

区级层面试点建设中小企业危险废物收

集贮存转运平台，可以收集辖区内危险

废物年产生量小于１０吨的企业危险废
物，废物类别涉及１８大类，基本可覆盖
区域内中小企业危险废物产生种类。宣

传发动，强化属地管理，规范中小企业合

法合规处置危废。组织街镇（园区）召

开中小企业危险废物危废收集平台管理

座谈会，街镇（园区）落实属地管理职

责，加强对中小企业巡查监管，加强宣传

服务和沟通协调，督促企业规范管理危

险废物，合法合规处置危险废物。规范

平台运行，协调解决平台收集危废出路。

相关收集单位按照“就近收集、集中贮

存，批量委外、降低成本”原则，严格按照

规范运行危废收集平台，按规定报告运

行情况；对中小企业危险废物应收尽收、

价格透明、快速有效。

【工业污染防治和绿色转型】　区生态
环境局推进产业结构、涉重金属企业调

整。根据市产业结构调整工作计划和要

求，全年完成产业结构调整项目５０个，
减少综合能耗１０００余吨标煤，下拨市区
两级专项补助资金 ３９００万余元。完成
对区内涉重金属企业情况排摸，形成１９
家涉重金属企业情况表。其中，年内完

成宝钢不锈钢有限公司关停，路丰助剂、

申和热磁等１３家企业完成清洁化改造。
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制定印发《２０１８年
宝山区工业节能工作要点》，明确年度工

作目标与各镇、园区考核任务。建立宝

山区绿色制造体系培育库，包含绿色园

区２个、绿色工厂１３个、绿色产品７个、
绿色供应链１条，并开展培训。推进清
洁生产审核与改造，完成２８项审核评估
和验收。推进宝山工业区等街镇园区开

展“环保管家”专业第三方协助管理。

推进土地减量化工作，坚持“五违整治优

先、水污染防治优先”，按照签订搬迁协

议、复垦、区级验收等步骤稳步推进，年

内任务量 ４２公顷，实际完成 ５００９
公顷。

【农业与农村环境保护】　区生态环境
局开展农药化肥减量化工程，推广有机

肥６０００吨，推广专用配方肥１７４４０５亩
次，缓释肥 ２６９５亩次。推广 １２００亩绿
色防控技术，减少农药使用量。改良设

施菜田土壤５４８７２亩，建立５个水稻绿
色生产示范基地。推进生态循环农业，

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１４７０５亩小麦秸
秆和１１５４５３亩水稻秸秆全部还田。推
广绿肥种植 ５５７７１亩次，深翻 ４２１４６
亩。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适时调整

品种结构，优化放流模式，改善放流数

量、品种、规格。

【生态环境保护】　区生态环境局推进
康家村绿地（４０公顷）生态廊道建设，推
进立体绿化（３万平米）和１条林荫道、
绿道建设（２５千米），以及 ６０亩廊道、
１００亩公益林建设。完成１条市级林荫
道创建，完成立体绿化 ３万平方米、２５
千米绿道建设。

【循环经济与绿色生活】　区生态环境
局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完成５个市级
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方案的编制修订与

区级评审。创建绿色生态城区，开展绿

色生态城区试点区域储备梳理工作。推

进“两网协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与

生活垃圾清运体系的协同），全区新增

１６８个回收网点、６座中转站和１个集散
场；落实２４７辆干垃圾车辆识别性标志
张贴，新增１辆有害垃圾专用运输机动
车，湿垃圾专用收运车辆达５５辆。创建
绿色餐厅，成立宝山区创建绿色餐厅工

作领导小组，明确各相关部门工作任务，

落实创建责任。建立创建“绿色餐厅”

工作指导委员会，确保“绿色餐厅”创建

活动有序推进。创建绿色学校，以杨泰

实验学校、月浦中心校、上大附小为重点

创建对象。

【实施扬尘污染防控“片长制”】　年内，
全区３＋３３个大气环境质量敏感区域作
为“扬尘重点控制片”，建立区领导挂牌

督办、属地牵头、部门协同、责任单位托

底的工作机制。各片区由区领导担任一

级片长，各街镇主要领导担任二级片长，

对控制片区内的扬尘污染防控负总责。

年内，区推进办先后开展１５０余场次联
合执法检查，各部门共出动１５９４０批次，
累计检查工业源 ２１５２家、生活源 ７８３
家、机动车５７４２辆、渣土车１０２２２辆、建
筑工地１３１２个、拆房工地 ２０２个、混凝
土搅拌站２０８个、市政工地５３０个、码头
２７３个、道路 １７２６２条（包含重复检查
数），查处各类扬尘违法案件４０余件，责
令改正５０余件。

【开展水污染源专项执法行动】　３月２２
日—２４日，区环保局联合区水务局，组
织开展“春晓２号”暨水污染源专项执法
行动。此次专项行动组成 ７个执法小
组，出动２０批次１００余人次，对４２家企
业涉水企业排污情况进行执法检查，依

法立案查处８家违法企业。

【开展企业危废规范化管理检查考核专

项行动】　４月—９月，区环境监察支队
开展“春晓４号”暨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检查考核专项行动，对区域内７１家危废
企业进行拉网式执法检查。此次专项行

动，对５家环境违法企业进行行政处罚，
约谈３２家存在问题的企业。支队依据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采取上门检查

一次、环保法规宣传一次、面对面辅导一

次、整改复核强化督办一次、对环境违法

违规行为处罚一次的办法，确保专项行

动取得实效。

【开展空气质量改善专项行动】　１０月
１５日—１１月３０日，区环境监察支队开
展“春晓８号”暨２０１８年空气质量改善
专项攻坚行动。此次行动聚焦钢结构、

家具、印刷和建材等行业，共出动５４７人
次，对区域内５４３户次污染源进行拉网
式执法检查，对 ３０家企业依法立案
处罚。

【市环保督察组督察宝山区环境保护工

作】　８月２８日—９月１９日，上海市第
三环保督察组组织开展对宝山区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区环保局连续２３天开启
无休模式连轴转，推进现场执法检查、陪

同下沉督察、督察宣传、来信来电信访处

理等，共出动执法队员９００余人次，办理
督察组交办的举报投诉和移交的问题线

索２４４件，立案 １４９件，拟处罚款 ２７９８
万元。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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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环保宣传系列活动】　年内以“环
保接力站，拥抱新时代”作为全年公众参

与主线，开展“美丽宝山，我是行动者”

“美丽宝山，我了解我呵护”“白领环保

接力站”“环保艺术秀，全家总动员”“青

春环保校园行”“携手环保、袋爱出发”

“关于环保，你知道吗”等系列活动。结

合“六五”环境日、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迎接首届进口博览会、改革开放暨

上海环保四十周年等重大契机，针对青

年白领、大中小学生、亲子家庭、企业职

工等特定人群，引导公众了解环保，践行

环保。活动时间从６月到１１月，跨度为
６个月，共开展 １２场公益环保宣传活
动。根据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组织开

展环保公益活动，辐射及影响人群超过

１０万人次。开展环保大普法系列培训
活动，共组织开展１４余场培训活动，千
余家企业参与。 （赵晓怀）

宝山区景点“上海欢迎您” 区绿化市容局／提供

绿化市容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绿化市容局贯彻落
实习总书记“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

细”“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的发展

理念，推行精细化管理方式，提升全行业

工作水平，完成《宝山区固废处理设施专

项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５）》，全面系统规划
全区环卫设施布局。江杨北路装修垃圾

永久性分拣中心年底竣工。全区新建各

类绿地９００２公顷、城市绿色步道２５千
米、立体绿化 ３００４４８平方米。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１１９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４３％。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绿

化部分二期建成开放，提升快速路同济

路绿化景观。推行“海绵城市”建设，开

展公园、绿地水体专项治理，统筹“五违

四必”（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

违法排污、违法居住，安全隐患必须消

除、违法无证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

须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整治后空闲

地建绿计划，配合区“城中村”改造。举

办责任区管理办法实施三周年宣传活

动，各街镇教育培训责任单位４１７３１人
（次），“一店一档”系统补充缺项 ８３５８
条，修复缺点２４７１个，对１５３条（段）道
路、９３００余家门责单位实施门责垃圾上
门收集。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治五乱、补
短板”三年行动计划基本完成，全市无序

设摊治理测评宝山区位列中心城区第３
位，处于优秀区域，宝山区市容环境满意

度列全市第八位。顾村公园樱花公厕、

宝山影剧院公厕被评选为上海２０座最
美公厕，上海玻璃博物馆魔镜厕所被评

为上海最佳创意公厕奖。宝谊公司葛国

仙、海淞公司宗国美被评为最美公厕保

洁员。

【加强环卫设施设备建设】　顾村四高
小区环卫停车场主体建筑完工。改造垃

圾箱房 ７５１座，更新废物箱标识 ５５９６
个，２４７辆干垃圾车辆识别性标志张贴
到位，新增１辆有害垃圾专用运输车，湿
垃圾专用收运车辆达５５辆。推进生态
公厕、第三卫生间新建、改建，提升公厕

服务能级。全年完成农村公厕改造数

１８８座。推进新能源车辆运用。

【推进“五个一百”绿色生态建设】　全
区年内新增公园绿地３座，分别为呼兰
路绿地、西北街区花园及海宝绿地，总数

达到９８座；新建街心花园４个，分别为
通河六村中心绿地、塔莲绿地、一二八纪

念路南侧绿地、小五角绿地，总数达到

９２个；新增培育林荫道２２条，总数达到
６７条；新建城市绿色步道三期２５千米，
总数达到１２８千米。挖掘保护名木古树
及后续资源６棵，总数达到９６棵。加强
彩化树种运用，突出彩化和效益化。

【开展景观灯光建设】　全区完成３个市
级美丽街区共和新路、逸仙路、邮轮港周

边建设，６９个区级美丽街区建设。完成
共和新路高架、长江西路、滨江带（北

段）、友谊路、双城路５条道路景观灯光
建设，总长度１８４千米，涉及楼宇灯光
近２００栋、绿地灯光 ８处、河道灯光 １
条。完成黄浦江宝山段景观灯光工程方

案设计。

【推进垃圾分类减量】　区绿化市容局
制定《宝山区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

设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发挥“黄
马夹”在现场管理、垃圾箱房管理、宣传

引导等作用。吴淞街道、友谊路街道、高

境镇实现分类区域全覆盖，绿色账户推

进累计数５３１８万户。全区干垃圾末端
处理量控制在１７３３吨／日以内，湿垃圾
分类处理量日均２７４５吨。创建农村垃
圾分类达标村 ４３个（其中示范村 ２０
个）。新增“两网融合”（指生活垃圾分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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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新路长江西路口 区绿化市容局／提供

类收运体系和生活源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的融合，通过融合，实现生活源再生资源

与其他类别生活垃圾的统一分类交投、

分类收运和资源循环利用）回收网点

１６８个、中转站６座，单位生活垃圾强制
分类累计完成１８３５家，全覆盖收集和处
置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年均处理生活垃

圾４７４吨／天。

【建筑垃圾处置管理】　年内，北京建
工、庆龙公司、宝武集团３个资源化处置
中心处置建筑垃圾９９１２万吨。开展建
筑垃圾临时堆点排查，起草《关于进一步

加强宝山区“五违整治”“无违建居村”

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管理的函》，要求各

街镇设立的临时堆放场地严格落实控扬

尘措施。

【加强道路保洁】　区绿化市容局开展
“３６５·天天净”中小道路专项整治行
动，市政道路机扫率达 ９５％、冲洗率达
８６％。加大８３个市、区两级扬尘监测点
周边道路清扫保洁力度，有效治理扬尘。

东晨公司作为全市首家市政道路保洁服

务标准化示范试点单位，打造道路保洁

新标杆。

【公厕文明创建】　区绿化市容局推进
“公厕革命”，深化公厕文明服务规范，

提升保洁服务质量。全区公共厕所共

７０１座，其中环卫系统内１２２座（含流动

公厕），农村公厕 ４８１座，社会公厕 ９８
座。２０１８年起，宝山区根据市绿化市容
局要求，组织开展创建最美公厕创建活

动，皆在提升全区公厕的服务质量，提升

市民的满意度。通过自我推建、网络评

选、专家评审，顾村公园樱花公厕、宝山

影剧院公厕被评选为上海２０座最美公
厕，上海玻璃博物馆魔镜厕所被评为上

海最佳创意公厕奖。管理员宝谊公司葛

国仙、海淞公司宗国美被评为最美公厕

保洁员。

【强化绿化管理】　区绿化市容局制定
《宝山区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

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关于公园板块
推进精细化管理的实施意见》《炮台湾

公园精细化管理１０版》《宝山区公共绿
地精细化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等管理办

法。对在建绿地增加监理养护考核制

度。推行“互联网 ＋全民义务植树”理
念，开展植树和绿化宣传活动，加强社会

绿化行业指导。

【加强户外广告和招牌管理】　年内全
部拆除市级督办任务 ４１块楼顶广告。
区级督办任务６９块楼顶和绿地广告共
拆除６２块，剩余７块由有关街镇提出保
留意见。将店招店牌作为防止高空坠物

工作重要内容，协调各街镇向沿街商家

发放告知书２万份，排查店招店牌约２２
万块，排除安全隐患约２１００块，拆除宝

杨路、逸仙路—同济路、共和新路楼顶招

牌１０８块。组织实施《上海市户外招牌
设置技术规范》，制作１万本面向一线管
理者和广大商户的《宝山区店招店牌设

置指南》。

【完成市容应急保障任务】　区绿化市
容局开展“清盲区、清死角、大冲洗、迎进

博”城市保洁专项行动，加强门责收集，

进行超常规保洁，作业时间保持２０小时
以上，日均出动１７３１人次。做好创全迎
检宣传发动，落实完善各项防汛防台措

施，全系统累计成立应急保障队伍 ２００
余支，安排值班人员１１４１人次，抢险待
命９９１６人次。

【宝山影剧院公厕被评为上海市最美公

厕】　影剧院公厕充分兼顾厕所问题的
重要性与使用管理需求以及周边自然、

社会、人文、环境及市容市貌特点。在改

建中高度融合节能环保、人性化服务、景

观园艺、公厕文化等创新技术，体现对未

来城市公厕功能及服务创新的诠释、理

解及思考。采用箱体组合装配式的建造

模式，内部配件的装配率达 ８０％以上。
在设计布局上，新公厕将全生态化景观

园艺设计巧妙地融入周边环境。内在设

施将高新科技与人性服务相结合，极大

提升市民们的如厕体验。公厕内专辟一

个小房间设立“第三卫生间”。里面不

仅设有供特殊人群使用的坐便器、洗手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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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景点“礼赞” 区绿化市容局／提供

台，还有专为儿童安装的迷你便池、马桶

和洗手台等。在另一侧，还设有婴儿护

理台，方便大人安置婴儿或帮婴儿更换

尿不湿、衣服等。公厕内外还设置夜间

独立对外开放使用的男女通用厕间 ２
间，实现公厕全天候开放使用和环境卫

生管理资源集约化合理兼顾。方便夜间

有需求的市民。集自动控制、屏幕显示、

视频监控、语音提示、背景音乐、灯光变

换等创新功能于一体，引领城市公厕智

能化发展方向。

【江杨北路装修垃圾永久性分拣中心竣

工】　江杨北路装修垃圾处置中心试运
行中，项目内设置两条处置流水线，一是

装修垃圾处置，设计处理能力为 ３０万
吨／年，可处置全区装修垃圾一半的产生
量；二是大件垃圾处置，设计处理能力

２００吨／日，基本满足全区装修垃圾量。
（倪晨洁）

表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古树情况

序号 编号 树　名 估计树龄
（年）

树高
（米）

胸围
（厘米）

冠径
（米）

生长状况 所在地点 备注

１ ００７５ 银　杏 ４５０ １６ ３３０ １６．７ 良好 罗店镇毛家村北度小队（钱世桢墓东株）

２ ００７６ 银　杏 ４５０ １９．２ ４３０ １７．３ 良好 罗店镇毛家村北度小队（钱世桢墓西株）

３ ００９０ 银　杏 ４００ １７ ３８５ １２ 一般 大场镇上场中路３５２８号３７７９７部队营房东（东岳庙）

４ ００９１ 银　杏 ４００ ８．６ ３１５ ５ 濒危 大场镇上场中路３５２８号３７７９７部队营房东（东岳庙）

５ ０１８８ 银　杏 ４００ １４．５ ３４０ １７ 良好 大场镇上场中路３５２８号３７７９７部队营房东（东岳庙）

６ ０１３９ 银　杏 ３５０ １６．７ ２４３ １２．３ 良好 罗店镇清管站西南（东行宫）亭前街１７号

７ ０２２７ 银　杏 ２５０ １６．７ ２３５ １２．３ 良好 美兰湖罗迎路（西株）

８ ０２２８ 银　杏 ２５０ １６．１ ２０５ ９．２ 良好 美兰湖罗迎路（中株）

９ ０２２９ 银　杏 ２５０ １６．６ ２２５ １２．６ 良好 美兰湖罗迎路（东株）

１０ ０２４１ 银　杏 ２４０ １９ ２６５ １０ 良好 牡丹江路１８１３号宝钢总厂厂区化十路（狮子林西１株）

１１ ０２４２ 银　杏 ２４０ ２２．５ ２１１ ９ 良好 牡丹江路１８１３号宝钢总厂厂区化十路（狮子林西２株）

１２ ０２４３ 银　杏 ２４０ ２１．５ ２４５ ８ 良好 牡丹江路１８１３号宝钢总厂厂区化十路（狮子林西３株）

１３ ０２４４ 银　杏 ２４０ ２１．４ １９１ ８ 良好 牡丹江路１８１３号宝钢总厂厂区化十路（狮子林西４株）

１４ ０２４５ 银　杏 ２４０ ２２ １９２ １０．５ 良好 牡丹江路１８１３号宝钢总厂厂区化十路（狮子林西５株）

１５ ０２４６ 银　杏 ２４０ ２１．２ １８８ １０ 良好 牡丹江路１８１３号宝钢总厂厂区化十路（狮子林西６株）

１６ ０２４７ 银　杏 ２４０ １９．５ ２０６ ９ 良好 牡丹江路１８１３号宝钢总厂厂区化十路（狮子林西７株）

１７ ０２４８ 银　杏 ２４０ １６．５ １７８ １１ 良好 牡丹江路１８１３号宝钢总厂厂区化十路（狮子林西８株）

１８ ０２４９ 银　杏 ２４０ １９ ２９２ １２ 良好 牡丹江路１８１３号宝钢总厂厂区化十路（狮子林西９株）

１９ ０２５０ 银　杏 ２４０ １５ ２１２ ９ 良好 牡丹江路１８１３号宝钢总厂厂区化十路（狮子林西１０株）

２０ ０２３６ 银　杏 ２２０ １４．２ ４４０ １０．２ 一般 杨行镇北宗村（宝隆古寺）

２１ ０２３９ 银　杏 ２２０ １２ ２００ ７ 一般 大场镇上大路９９号上海大学（吉福寺西株）

２２ ０２４０ 银　杏 ２２０ ６．５ ２２０ ４ 衰弱 大场镇上大路９９号上海大学（吉福寺东株）

２３ ０３１３ 银　杏 ２００ １７．９ ３００ ４ 良好 盘古路４２８号区少年宫（韦陀殿西北株）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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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编号 树　名 估计树龄
（年）

树高
（米）

胸围
（厘米）

冠径
（米）

生长状况 所在地点 备注

２４ ０３１４ 银　杏 ２００ ２０．７ ２３５ ５．５ 良好 盘古路４２８号区少年宫（韦陀殿东北株）

２５ ０３１５ 银　杏 ２００ １８．２ ２００ ４ 良好 盘古路４２８号区少年宫（韦陀殿西南株）

２６ ０３１６ 银　杏 ２００ １９．７ ２１２ ５ 良好 盘古路４２８号区少年宫（韦陀殿东南株）

２７ ０３６３ 银　杏 ２００ １７．３ ３９０ １０．３ 良好 罗店镇赵巷西街１３６号花道观

２８ ０３６１ 银　杏 ２００ １６．３ ２６０ １２ 良好 罗店镇镇南六队（肖泾寺东株）

２９ ０３６２ 银　杏 １５０ １４．９ ３００ １０．４ 一般 罗店镇镇南六队（肖泾寺西株）

３０ ０３８２ 银　杏 １５０ ７．３ ４０ ７．６ 衰弱 大场镇光明村丁家桥（瑞丰园）

３１ ０４１１ 银　杏 １５０ ６．５ ３８８ １．２ 濒危 顾村工业园区湄星路２２５５号神龙公司

３２ ０３１８ 银　杏 １００ ６．３ １６０ ４ 衰弱 铁峰路盘古路西侧靠近河边

３３ ０４００ 银　杏 １００ １５ ２６０ １５．６ 一般 大场镇陈太路２３９３号三星拉丝厂（永寿寺）

３４ ０７０６ 广玉兰 １００ ９．８ １３０ １０．２ 良好 大场镇行知路１８０号行知中学（赵家花园东株）

３５ ０７０７ 广玉兰 １００ １０．６ １２０ １１ 良好 大场镇行知路１８０号行知中学（赵家花园西株）

３６ ０７６７ 广玉兰 １００ １３．４ ２１０ １３．７ 衰弱 罗店镇韩家湾９６号罗店房管所

３７ ０９２６ 瓜子黄杨 １５０ ５．８ ７０ ７．２ 一般 罗店镇韩家湾１８号

３８ ０９４４ 瓜子黄杨 １５０ ９ ２０ ５ 衰弱 北门街１７号（宝城三村内）

３９ １１２４ 丝棉木 １００ ９．７ ２４０ ８ 良好 友谊路街道北门外桥东５号宝山小沙坝

４０ １５３７ 瓜子黄杨 １００ ４．８ ７７ ５．８ 一般 顾村镇西街北弄３３号（顾中兴） ２００３年７月确认

４１ １６９８ 三角枫 １００ １７ １５０ ３／４ 良好 友谊路１号 ２００９年４月确认

４２ １６９９ 三角枫 １００ １５ １２７ ５ 良好 友谊路１号 ２００９年４月确认

４３ １７００ 三角枫 １００ １５ １１８ ５／６ 良好 友谊路１号 ２００９年４月确认

４４ １７０１ 枸骨 １００ ７．５ ９０ ６／７ 良好 友谊路１号 ２００９年４月确认

４５ １７０４ 朴树 １００ １７ １５２ １１／８ 良好 友谊路１号 ２０１０年２月确认

４６ １７０５ 朴树 １００ ２１ １６０ １３／１６ 良好 友谊路１号 ２０１０年２月确认

４７ １７０６ 朴树 １００ １８ １４７ １２／１３ 良好 友谊路１号 ２０１０年２月确认

４８ １７０９ 枫杨 １００ ２３ ３２０ ２１／１５ 良好 友谊路１号 ２０１０年２月确认

４９ １７１１ 三角枫 １００ ２４ １４７ １０／８ 良好 友谊路１号 ２０１０年２月确认

５０ １７２４ 龙柏 １２０ １１ １３８ ５／６ 良好 友谊路１号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确认

５１ １７２５ 龙柏 １２０ ８ １０８ ５／６ 良好 友谊路１号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确认

５２ １７２６ 龙柏 １２０ １０ １２８ ５／６ 良好 友谊路１号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确认

５３ １７７９ 香樟 １００ １８ ２６２ １６／１７ 良好 友谊路１号（公园职工休息室边厕所东侧第３株） ２０１６年７月确认

５４ １７８０ 瓜子黄杨 １００ ６ ８５ ６／５ 良好 友谊路１号（公园大成殿南侧３０米） ２０１６年７月确认

５５ １８２７ 枫杨 １００ １７ ３７０ １６．４ 良好 罗店大居美兰湖路南侧河边观光平台
２０１８年４月确认

（新增）

５６ １８２８ 桂花 １００ ５．３ １２０ ６．５ 良好 友谊路１号（公园北侧平台） ２０１８年４月确认
（新增）

５７ １６１３ 柿　树 １００ １７．８ １７０ １０．３ 濒危 月浦镇沈巷东前宅 未存入国家库

５８ １６１４ 瓜子黄杨 １００ ５．３ ７５ ４．８ 濒危 月浦镇沈巷东前宅 未存入国家库

５９ ０４４０ 银　杏 １５０ １１．３ ２８０ ７．３ 濒危 杨行工业园区上海大龙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未存入国家库

６０ ０４４１ 银　杏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９０ ５．１ 濒危 杨行工业园区上海大龙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未存入国家库

６１ ０１６６ 银　杏 ３００ ８．２ ３１０ ９．２ 濒危 白沙公园 未存入国家库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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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园情况

序号 公园名称 地　点 面积
（平方米）

是否属于
市级公园

公园星级 养护主体 所在街镇 备注

１ 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 塘后路２０６号 ６０６７５３ 是 五星级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吴淞街道 收费

２ 淞沪抗战纪念公园 友谊路１号 １１３４８４ 是 四星级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友谊街道 免费

３ 永清苑 双城路４９０号 ２９８４０ 是 三星级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吴淞街道 免费

４ 友谊公园 宝林路５５７号 ４４１０５ 是 四星级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友谊街道 免费

５ 泗塘公园 爱晖路７１０号 ４５０２１ 是 三星级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张庙街道 免费

６ 罗溪公园 市一路１３０号 ７４９４７ 是 四星级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罗店镇 免费

７ 月浦公园 龙镇路６号 ７０１２１ 是 三星级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月浦镇 免费

８ 罗泾公园 潘沪路２９８号 ７７０００ 是 三星级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罗泾镇 免费

９ 共和公园 场北路４０８号 ４２３００ 是 四星级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庙行镇 免费

１０ 滨江公园
临江公园以东，长江以西，漠河路
以南，密山路以北

５３８１５ 是 三星级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友谊街道 免费

１１ 庙行公园 富长路靠东高泾西侧刘场河北侧 ２４７３８ 是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庙行镇 免费

１２ 阳泉花园 阳泉路一二八纪念路东南角 １２０００ 是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高境镇 免费

１３ 颐景园 杨泰路８５９号 ６６６６７ 是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杨行镇 免费

１４ 智力公园 呼兰西路１号 ４８５００ 是 三星级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庙行镇 免费

１５ 祁连公园 塘祁路１３５１号 ８４４１１ 是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大场镇 免费

１６ 菊盛公园 菊盛路菊泰路口 ５６９９１ 是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顾村镇 免费

１７ 美兰湖 沪太路６６８８号 ７８０８４ 是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罗店镇 免费

１８ 走马塘小游园 ３９８５６ 是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大场镇

１９ 杨泰小游园 杨泰路水产路西南角 ２４００６．５ 是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杨行镇

２０ 虎林苑 呼兰路虎林路东南角 ４１８００ 是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张庙街道

２１ 顾村公园 沪太路４７８８号 ２６５００００ 是 五星级 宝山外环生态指挥部 顾村镇 收费

２２ 森园 密山路南侧环保局东侧 ４８００ 是 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 友谊街道

２３ 宝山烈士陵园 宝杨路５９９号 １６０４１ 是 四星级 宝山烈士陵园 友谊街道 免费

２４ 大华公园 真华路１１０５号 ５８０００ 是 三星级 大华集团 大场镇 免费

２５ 淞南公园 淞发路５２８号 ６７０８６ 是 三星级 淞南镇政府 淞南镇 免费

２６ 盛桥公园 ３００００ 月浦镇

２７ 诺贝尔公园 ４１５００ 罗店镇

（倪晨洁）

城管行政执法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以下简称“区城管执法局”）以

“补短板、强基础、惠民生”为宗旨，落实

年度重点工作，开展专项执法，加强城管

执法队伍建设，提升城管执法精细化水

平。全年共出动执法队员１６１５７７人次，
出动执法执勤车辆 ５６７８９辆次。根据
《宝山区城管执法局三年培训计划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城
管执法队伍综合素质能力培训方案》安

排，组织开展执法办案、违法建筑治理等

培训。全年共组织各级各类培训５０余
期，参训人员２７００人次，增强执法队员
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心理素质。全年共

受理投诉 ３８５７件，其中“１２３１９”热线
２７９７件，占总数的 ７２５２％。区城管执
法局 投 诉 处 理 平 台 共 １０６０件，占
２７４８％，市 民 对 诉 件 处 置 满 意 率
７４６０％。年内，区城管局获国家住建部
２０１８年“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专项
行动先进单位称号；市城管执法局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法律知识竞赛二

等奖、市城管执法系统年度重点工作绩

效考核优秀单位；市住建委市重点工程

实事立功竞赛（住建委赛区）优秀单位

称号。月浦中队中队长陈凯在２０１８上
海城管“双十佳”评选中获“上海市城市

管理执法中队优秀中队长”称号。张庙

中队“五违”整治工作推进组被市总工

会评为市工人先锋号。

【推进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　区
城管执法局开展无违建创建工作，推

动违法建筑治理向纵深发展，坚决杜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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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新增违建，削减存量违建，注重舆论

氛围营造，持续打造区生态环境综合

整治升级版。至年末，全部 ６３９个无
违创建单元通过区级验收，８个街镇
（园区）通过市级验收，获“无违建创

建先进街镇（园区）”称号，创建率位

居全市第三位。全年累计拆除违法建

筑５９２０万平方米，超额完成 ５００万
平方米的年度拆违任务。其中，拆除

新建违建 ４９万平方米，存量违建
５８７１万平方米，拆违量和拆违进度
均位居全市第四位。

【开展吴淞工业区生态环境治理】　吴
淞工业区整治范围为同济路—逸仙高架

路—黄浦江—军工路—长江西路—虎林

路—?藻浜—江杨北路—友谊路，总面

积约２６平方千米，涉及杨行镇、淞南镇、
吴淞街道和友谊路街道。根据“强化整

治后土地综合利用，推进腾笼换鸟和产

业升级”工作要求，区城管执法局牵头制

定整治方案及“三年行动计划”。经过

整治，实现基本消除工业区内重点“五

违”（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居住、违

法排污、违法经营）问题和环境极度脏乱

差现象，至１２月２８日，共拆除违法建筑
７５万平方米，整治违法排污４７家，取缔
违法经营７３家，清退违法居住７２６６人，
消除安全隐患１５９个，超额完成年度预
定目标。

【治理违法户外广告】　区城管执法局
聚焦高架、主要道路两侧的违法户外广

告，明确沪太路、?川路等重点整治区

域，全面开展拆除整治工作，规范户外广

告设置。至年末，市级年度任务２０处４１
块违法大型户外广告全部拆除完毕。同

时，通过自我加压，拆除２２０块楼顶大型
招牌。

【集中整治建筑垃圾】　区城管执法局
对辖区内建筑工地、堆场、码头等进行

拉网式、全覆盖检查，联合区交警支队

于６月开展为期１个月的集中整治，持
续加大建筑垃圾执法整治力度。至年

末，共查处运输车辆车容不洁、未取得

处置证、未密闭、洒漏等违法运输处置

建 筑 渣 土 行 为 １１７３起，处 罚 金 额
２７８４６万元。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执法检查】　区城
管执法局深入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以及公园、图书馆、商场等公共场所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执法工作，全年共开

展检查 ４４８次，教育劝阻 ５５８人，督促
整改４１８起，查处未按规定分类投放生
活垃圾２起，罚款１０９０元；查处随意倾
倒城 市 生 活 垃 圾 １起，处 罚 金 额
５０００元。

【开展街面环境治理】　区城管执法局
结合“美丽街区”创建，全面推进１５５条
道路执法整治工作，加大对空置、闲置、

擅自设置的彩票亭、售货亭、早餐亭、书

报亭的整治力度，有效消除市民反映强

烈的占道经营、非法小广告、违法搭建等

街面环境乱象。全年共依法查处跨门经

营 ６８起，占道堆物 ５７起，占道设摊
１２０５起。

【开展住宅小区环境整治】　区城管执
法局以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满意度为目

标，以治理居民关注的违法搭建、损坏房

屋承重结构、毁绿占绿、“居改非”等难

题顽症为重点，逐步深入住宅小区开展

环境整治。全面铺开城管社区工作室，

实现居村覆盖率 １００％，有效支撑社区
内城管执法工作的开展。全年共拆除住

宅小区（含别墅）违建２６８６处４７４万平
方米，房产注记３９６处；立案处罚破坏房
屋外貌２６起，处罚金额１２万元。完成
“居改非”清单内任务７１８个，累计完成
１２６３个，完成率９０％。

【维护食品安全】　区城管执法局聚焦
违法违规处置餐厨废弃油脂、餐厨垃圾、

非法活禽交易、占道经营等食品安全领

域突出问题，加强与市场监管、交警等部

门联勤联动，加大对食品安全领域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全年共依法查处未办

理餐厨垃圾申报手续２８起，擅自收运、
处置餐厨垃圾１１起；整治食品类占道经
营２４３６起，行政处罚 ９１６起，开展活禽
联合整治３７次。

【规范区城管执法系统法制审核流程】

　按照《市城管执法局重大行政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办法》，规范区城管执法系统

法制审核流程。全面启用市局 ２０１８版
法律文书，完成网上办案系统最新案由

库更新，严格落实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公

开制度，制定损坏房屋承重结构处罚裁

量基准。年内，一般程序案件数 ４４４８
起，处罚金额７４２８４０３９元；简易程序案
件数１１３２起，处罚金额１５３９４０元。

【加大城管执法监督力度】　区城管执
法局依托市局网上督察平台，落实对市、

区两级督察发现问题的派发、反馈、整改

和回复，通过督察实时视频监控系统，实

现对街面违法违规行为远程动态监控，

加强对问题的督促整改。完善督察机

制，明确督察工作目标、范围、内容、流程

以及结果运用。全年共督察道路 ２３３９
条次，发出街面实效督察单５７１张，回复
和整改率达 １００％；发出专项督察告知
单５张、行为规范督察告知单６张，整改
率均为１００％。

【拓展城管执法宣传渠道】　区城管执
法局利用电视台、电台、报纸、微信公众

号等方式，拓展城管执法宣传渠道。通

过组织“城管公众开放日”“城管执法

体验日”等活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走

进城管、了解城管、支持城管。做实城

管社区工作室和“五走进”活动，主动走

进社区、学校、企业、商户、工地等，接受

咨询投诉，协助解决问题，提高群众的

获得感、满意度。全年共上报市局网站

信息６１９篇，录用 ６１９篇，位列全市第
四位，其中外网录用 ２８９篇；微信公众
号发布信息 ４０３篇，ＯＡ门户网站录用
５８篇。

【加快智慧城管执法建设】　下半年，区
城管执法局完成“四个网上”（网上办

案系统、网上勤务系统、网上督察系统、

网上考核系统）系统建设，并在友谊中

队、大场中队、顾村中队、罗泾中队４个
中队先行试点。加快推进勤务指挥子

系统、督察管理子系统、进社区管理子

系统、投诉管理子系统、绩效考核子系

统和组织人事管理子系统的研发调试，

成熟后在全区 １４个中队全面推广。８
月，围绕“统筹规划、规范管理，突出重

点、聚焦项目”原则，正式启动宝山城管

指挥中心建设，利用数字化、网络化、可

视化等手段，着力建设统一指挥、分级

负责、三级联动的综合指挥体系。

（蔡莺华）

城市网格化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
理工作以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为目标，以网格化综合管理平台和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为抓手，重点开
展“上海市决战中国进口博览会２００天
行动”、上海市环境保护督查、区委大调

研、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城市精细化管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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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河道综合整治、扬尘污染治理等方

面工作，拓展网格化管理内容和范围，

加大城市管理主动发现和处置力度，提

升“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办理水平。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全年受理数
７５２５２件，先行联系率９５１５％，实际解
决率８２７２％，综合评价位列全市第三
位（考核等次优秀）。全区网格案件立

案数１５２２２７１件，结案率９９６１％，及时
率９７４４％，综合评价在９个郊区中排
名第一位。年内，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

理中心督查管理科莫非被市城市管理

精细化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为

２０１８年度城市综合管理立功竞赛优秀
个人。

２０１８年２月３日，区长范少军作为“一日监督员”巡查友谊路街道网格区域 摄影／王耀磊

【提高“１２３４５”热线办理质量】　区城
市网络化综合管理中心加大办理力度，

强化区政府领导派单机制，实际解决４１
件疑难问题。强化结案审核机制，退回

不符合结案要求工单予以重新交办。

开通电信“音证宝”业务，实时管控街镇

（园区）与市民联系过程，街镇（园区）

先行联系率提高至９４６０％，比上年增
加４５０％。开展重复来电专项治理，梳
理下发重复工单５５２件，职能部门做到
一案一策，明确时间节点，规定办理期

限，解决市民合理合法诉求２４３件。强
化协调督办，联合区委督察室、区政府

督察室制定“三位一体”（区委督察室、

区政府督察室、区网络化中心）协调督

办机制，推进疑难事项解决。协调条块

部门专题研究广场舞噪音、餐饮油烟扰

民、“六必拆”（自身违建、沿路沿河、妨

碍建设、安全隐患、顶风违建、大型违章

等六类违章建筑必须无条件拆除）违

建、小区综合管理、无证照经营等问题，

重点督办涉及市属部、企业或多部门职

能交叉的“老大难”问题，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和做法，推动解决此类

问题。

【提升网格管理主动发现水平】　区城
市网络化综合管理中心加大城市管理

主动发现和处置力度，加强网格平台案

件流转和处置结果全程监控，提高考核

指标中标准类案件发现量，同时拓宽案

件的质量抽查范围。区和街镇（园区）

两级网格监督员采取街面与管理薄弱

区域相并重的实效督查模式，重点针对

街镇（园区）管理薄弱区域进行集中地

毯式排查，按照权属责任和属地托底原

则落实处置。开展城市管理顽症专项

普查，建立具有散点分布、案件信息等

功能的“环境问题数据库”，加强每日巡

查河道和扬尘污染问题，共发现案件

３５１６件；强化大数据分析，及时研判难
点问题和趋势规律，提出工作建议１２０
条。实现“网格达标”创建１００平方千
米目标，街镇（园区）申报 ２１个创建区
块，面积达 ４４１１平方千米，梳理问题
责任清单１５６３项。开展“违法建筑、群
租和非法食品加工”日报告巡查，上报

案件１０６７件，主动发现率 ３８００％，上
线率９５４８％。筹建 ３２个新居委工作
站，全区村居工作站达５３８个。

【提升综合管理平台运行实效】　区城
市网络化综合管理中心完善“城管通”

＋“社区通”双平台模式，加强网格居村
工作站“城管通”与居村委主导的“社

区通”的对接，协调解决居村民在“社区

通”中难以解决、需依托网格化平台进

行转派区级各部门的问题。“１２３４５”市
民服务热线每月、每季度与“社区通”进

行数据共享，重点聚焦小区物业、小区

环境、小区管理等方面问题，网格化综

合管理平台共立案６２４２件。加强部门
联动，对接区市场监管局、区环保局、区

民防办、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

将无证照餐饮监管、扬尘治理、民防地

下空间、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等内容纳

入网格化管理，同时与区公安分局对接

非警务信息分流和社会协同治理工作。

开通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两级网

格化分平台，完善派单处置流程，提高

运行效率。 （许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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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３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区交通执法大队／提供

交通运输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域内道路货物
运输企业 ２９８０户，比上年减少 １０５户；
拥有运输车辆 ５０１５７辆，增加 ５４６３辆。
其中：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６６户，运
输车辆 ３３０１辆；集装箱运输企业 １２０２
户，集装箱运输车辆 ３５３９０辆。机动车
维修企业３１７户，比上年增加３户，其中
一类汽车维修企业１９户、二类汽车维修
企业１７９户、三类汽车维修业户１１６户、
摩托车维修业户３户。汽车综合性能检
测站３户。全区有公交线路１４５条，公
交车辆１８４３辆（空调车占１００％）；公交
线网长度累积 ４４２１９千米，线网密度
１６５４千米／平方千米。出租汽车企业２
家，运营车辆６７０辆。公共停车场（库）
１３３户，比上年增加 １４户；停车泊位
３６８５５个，增加７０３６个。全年共审批行
政许可３３６件，行政备案 １３３件。在全
年行政许可、行政监管中，未发生行政复

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道路运输管理】　年内，宝山区共办理
道路运输经营行政许可２７６户。年审道
路运输业户 １５１３户，年审车辆 ４１４１６
辆。完成货运业态诚信考核企业５１户
（其中货运场站７户，危运企业４４户），
移送车辆案件２１件。

【汽车维修管理】　年内，宝山区共办理
机动车维修经营行政许可３０户，发放合
格证１６９９９本。完成辖区内一、二类维
修企业诚信考核１５２户，一、二、三类维
修业户经营许可延续８１户，有效期逾期
业户实施行政许可注销１３户。组织开
展维修企业废气分析仪、烟度计年度检

验工作，合格率达 １００％。完成辖区内
２４５户维修业户电子档案对接任务。配
合３月１５日消费者权益日，组织１２家
主流品牌汽车４Ｓ店在宝山中心城区商

业广场设摊，开展质量服务月和汽修网

上线宣传活动。发动３０家考核信誉良
好骨干企业在各自经营场所开展以“便

民、利民、惠民”为主题汽车维修质量服

务月活动。处理消费者投诉１３７件。加
强环保专项整治工作，要求企业将废机

油、废铅酸蓄电池等重污染物交由正规

回收单位处置并签订回收协议，严禁在

露天场所进行喷涂、干燥作业。完成烤

漆房改造企业１３３户，签订“危废品处置
协议”企业２４８户。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宝山区新辟线
路３条：宝山３７路、３４５路、８８７路，解决
中环一号、高境大居居民出行问题，方便

吴淞、杨行、顾村地区居民夜间出行；优

化调整线路１４条：宝山１路、宝山４路、
宝山７路、宝山１５路、宝山２０路、宝山
３０路、宝山 ３５路、宝山 ８２路、宝山 ８７
路、１６０７路、１６０９路、５０８路、７０５路、申
崇七线。启用枢纽站、首末站４个：祁华
路枢纽、沈巷首末站、罗和路首末站、恒

高路首末站。新建公交候车亭 ５０个。

全年共审批公交线路行政许可３０件。

【公共停车场管理】　年内，宝山区共受
理公共停车场（库）经营备案登记共１３３
户，总泊位数３６８５５个，其中新增经营性
公共停车场 ２２户，新增泊位 ６５４５个。
全区共有道路停车场７１个路段，停车泊
位３７６２个。其中：庙行镇 ２个路段，泊
位数１００个；大场镇１８个路段，泊位数
８８７个；淞南镇３个路段，泊位数１１３个；
中心城区 ４８个路段，泊位数 ２６６２个。
完成１２５户企业质量信誉考核以及质量
信誉分级考核信息采集、输入、汇总工

作。拟评定 ＡＡＡ级（质量信誉优秀企
业）６户，ＡＡ级（质量信誉良好企业）８４
户，Ａ级（质量信誉一般企业）３５户。初
步建成淞宝地区公共停车场（库）诱导

系统。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　宝山区开
展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等专项整治行

动，先后组织开展“春运、两会期间行业

安全检查”“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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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月”“平安交通专项整治行

动”“打非治违”等各项安全生产专项治

理活动。全年出动执法人员１３２６人次，
检查企业６１５户次，开具整改通知书１１
份；检查道口１１００只次，出动巡查人员
２７５０人次，实现连续８２３０天（２４年）安
全监护无事故的目标。 （徐丽君）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７日，检查危险品货运车辆 区交通执法大队／提供

交通行政执法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交通委员会执
法大队聚焦整治非法客运和确保行业安

全两项工作。全年开展各类执法行动

１７９０次，出动执法人员１００３７人次，出动
执法车辆３０６３辆次，检查各类交通营运
车辆３２９４辆，检查各类交通运输企业
３３９户，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违章案件
２１５５件。非法客运立案７８３件，比上年
增加３７％。

【整治非法客运】　大队聚焦重点区域，
开展专项行动。保持与各职能部门联勤

联动机制，聚焦非法客运重点区域及信

访举报高发路段，依托区联席会议平台，

结合市交通委执法总队“猎豹”（１—１１
号）和“天网”（１—１２号）克隆车整治行
动、大队“追风”系列专项行动，严厉打

击非法客运违法行为。运用新媒体，开

展宣传活动。联合街镇开展宣传，全年

共计开展“六进”（进枢纽、进车厢、进社

区、进学校、进地铁、进楼宇）非法客运主

题宣传 ２５次，发放各类宣传品 １９８００
件，并将非法客运整治一线视频素材提

供给媒体，由宝山电视台制作并专题报

道。坚持固守巡查，开展保障工作。针

对辖区内国际邮轮码头、轨交站点、商业

网点等区域，组织力量开展固守巡逻，实

现非法客运重点区域长效管理。

【加强行业稽查监管】　大队重点打击
危货行业违法行为，开展“安运七号”系

列整治行动，全年共计检查危运企业

１４５户次，检查主要路段过往危险品车
辆２３７台，立案２０起。在辖区内开展省
际客运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车辆安全设

施、车内载客数量和从业人员资质证书

等，加强省际客运从业人员安全宣传工

作，避免出现疲劳驾驶、超速、超载等行

为，全年共检查省际客运站点１１户次，
检查省际客运车辆 １９４辆次，立案 ３５
起。开展普货、公交、出租、汽修、停车

场、驾培等行业稽查工作。全年共检查

公交４４３辆次，立案９起；检查出租５２１
辆次，立案４０起；检查普通货运９１９辆
次，立案 ４４１起；检查汽修企业 １２２户
次，立案 ６１起；检查停车场（库）６４户
次，立案３５起；检查驾校８户次，检查教
练车１９７辆次，立案２件。

【维护节假日和重大活动秩序】　提前
制订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交通保障计

划，组织执法力量分班、分时段进行执法

监管，重点加强交通枢纽、商业网点以及

主干道管控力度。完成元旦、春节、劳动

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节假日及“上

海樱花节”和“中国上海国际进口博览

会”等重大活动期间的交通保障工作。

（徐　莎）

水陆客运
【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至年末，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

司拥有营运线路１３８条，其中市属一级
线路６７条，村村通线路１４条，区域性线
路３５条，夜宵线７条，穿梭巴士１５条。
日均运客６８１３万人次，日均线路营收

１３５０８万元，日均行驶２７４３万千米。公
司把握宝山地区人口导入特点，与宝山

区、静安区建交委加强沟通，填补交通空

白，优化出行环境，推进实施线网优化调

整工作。尝试构建浦西至浦东地区快捷

出行通道，开设区域内功能性线路，新辟

过江线路８８３路、夜宵线３４５路及宝山３７
路、８８７路４条线路。撤销５１路区间线、
宝山３５路、申崇五线区间线，减少公交线
路复线率，降低道路资源占用率。在考虑

行车安全、线网布局合理性等因素后，对

５０８路、８６２路、１６０７路等１１条线路采取
延伸、调整、延时营运等措施。 （田　?）

【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集团化改
革，宝山区国资委全资成立上海吴淞口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初步搭建集团组织

框架，设立党政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计划

财务部、战略投资部、风险控制部、安全质

量部，组建滨江开发事业部、交通港口事

业部，明确滨江开发、邮轮旅游、城市综合

服务、交通港口运营管理四大业务板块，

发挥宝山邮轮滨江板块功能性公司作用。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全年到发旅客２０６
万人次，比上年下降１１５９％。浦江游览
业务共接待２７个航班，５４００名旅客。全
年无停靠出发长江游船。电子售票中心

全年出票２０１８万张，下降３２２１％。上
海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吴淞站拥有

进站车辆５７辆，开往江苏、安徽、山东、湖
北、河南方向运输线路２６条，运输总长度
１４６３９千米，全年发车 ８４５０班次，减少
７９％；发送旅客３５５１５人次，减少２７％。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全

年完成靠泊量共计 ３７５艘次，下降
１９５３％；接待出入境游客 ２７１５６万人
次，下降６８４％。年内，公司代建项目吴
淞口国际邮轮码头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工

程完成水工部分，上部中心塔结构施工至

第六层。上海国际邮轮旅游服务中心有

限公司承接“邮轮船票”试点工作通过交

通运输部中期验收。７月，与上海文广互
动电视有限公司合作的全国首档邮轮电

视栏目《爱·邮轮》开播。公司获 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企
业、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平安单位”等称号；
上海邮轮中心获２０１７年度企业创新文化
优秀品牌、宝山区“五一劳动奖状”、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７年度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单
位等称号；客运站被评为上海港口公共场

所卫生等级Ａ级单位。 （金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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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８年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
上海—普陀山

全程 船名 上船码头 上海开 到岱山 到普陀山 备注

１３４海里 普陀山 吴淞客运中心

１９∶３０ 次日６∶００ 次日８∶００ 每周一、三、五发

普陀山开 到岱山 到上海 备注

１６∶００ １８∶１５ 次日６∶１５ 每周二、四、六发

　（具体以售票公告为准）

表２ ２０１８年上海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吴淞站发车时刻
序号 线路 时间 序号 线路 时间 序号 线路 时间 序号 线路 时间

１ 如东 ５∶４０ ６ 颍上 ６：３０ １１ 启东 ７∶００ １６ 济宁 １５∶００

２ 滨海 ５∶４０ ７ 盐城 ６∶４０ １２ 南陵 ７∶３０ １７ 黄冈 １５∶２０

３ 涡阳 ５∶４０ ８ 溧阳 ７∶００ １３ 滨海 １１∶４５ １８ 界首 １６∶３０

４ 响水 ６∶００ ９ 沭阳 ７∶００ １４ 江都 １１∶５０ １９ 颍上 １７∶００

５ 泰州 ６∶１０ １０ 商丘 ６∶３０ １５ 启东 １３∶００ ２０ 泗阳 １８∶００

（金　宇）

表３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计划船期

始发港及到达港 船　别 开　船　时　间

崇

明

吴淞码头→新河 高速船 ７∶１５；１２∶３０

石洞口→新河 车客渡船 ６∶４５；８∶０５；９∶３０；１０∶３０；１２∶３０；１３∶３０；１５∶３０；１６∶３０；１８∶００

新河→吴淞码头 高速船 ８∶１０；１３∶３０

新河→石洞口 车客渡船 ５∶２０；６∶４５；８∶１５；９∶１５；１０∶４５；１２∶１５；１３∶４５；１５∶００；１６∶４５

长

兴

吴淞码头→马家港 高速船 ７∶００；８∶００；９∶３０；１１∶００；１２∶４５；１４∶００；１４∶４５；１６∶３０

马家港→吴淞码头 高速船 ７∶００；８∶５０；９∶５５；１１∶２０；１２∶５５；１４∶５０；１６∶００；１６∶３５

横

沙

吴淞码头→横沙 高速船 ７∶００；８∶００；９∶３０；１１∶００；１２∶４５；１４∶００；１４∶４５；１６∶３０

横沙→吴淞码头 高速船 ６∶３０；８∶１５；９∶２０；１０∶４５；１２∶２０；１４∶１５；１５∶２５；１６∶００

长

横

对

江

渡

长兴对江渡→横沙 车客渡船

５∶４０；６∶３０；７∶００；７∶３０；８∶００；８∶３０；９∶００；９∶３０；１０∶００；１０∶３０；１１∶００；１１∶３０；１２∶
００；１２∶３０；１３∶００；１３∶３０；１４∶００；１４∶３０；１５∶００；１５∶３０；１６∶００；１６∶３０；１７∶００；１７∶
３０；１８∶００；１８∶３０；１９∶００；１９∶３０；２０∶３０；２１∶３０；２２∶１５

横沙→长兴对江渡 车客渡船

５∶２０；６∶００；６∶３０；７∶００；７∶３０；８∶００；８∶３０；９∶００；９∶３０；１０∶００；１０∶３０；１１∶００；１１∶
３０；１２∶００；１２∶３０；１３∶００；１３∶３０；１４∶００；１４∶３０；１５∶００；１５∶３０；１６∶００；１６∶３０；１７∶
００；１７∶３０；１８∶００；１８∶３０；１９∶００；２０∶００；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沈嘉斌）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上海客轮公司完成客运量 ２２６１万人
次，比上年度下降７１万人次，跌幅３％；
车运量６６８万辆次，下降 ０３万辆次，
跌幅０４％。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４６３９万
元，比上年增加２万元。高速船方面，全
年开航１０５４６航次，比上年减少２８５９航
次。吴淞—新河、吴淞—马家港、吴淞—

横沙三条航线完成客运量２２２万人次，
下降８万人次，跌幅２６５％。车客渡船
方面，全年开航 ７２８７航次，增加 ５５６航
次。石洞口—新河航线客运量 ３８３万
人次，增加１１万人次，增幅２９％；车运
量１１２万辆次，增加 ０４万辆次，增幅
３７％。长横对江渡方面，全年开航
２９３４６航次，增加 １１６８航次。客运量
１６５６万人次，下降 ０２万人次，跌幅
０１％；车运量５５６万辆次，下降０７万
辆次，跌幅１２％。包船业务方面，危化
品运输１９４班次，增加１６班次；海葬包

船６８班次，增加９班次；横沙岛夜间急
救开航２３次，减少２６次。１０月４日，长
横对江渡单日开航 １５８航次，创历史
新高。 （沈嘉斌）

邮政
【概况】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
山区分公司（以下简称“宝山区分公

司”）内设综合办公室、财务部、人力资

源部、党委党建部、市场营销部、寄递事

业部、金融业务部、揽投部；下辖１３个邮
政支局、２７个邮政所、３０个代理金融网
点；投递线路 ４３２条，线路单程总长度
６３４６千米。其中：机动车投递线路 １６
条，单程长 ３９７千米；电动车投递线路
４１５条，单程长６０３５千米；自行车投递线
路１条，单程长９千米。设信箱（筒）２０７
个、ＡＴＭ机 ６８台。至年末，在册员工
１２８０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３人、
中级１２人、初级２３人；高级工技人员４６

人、中级工 ２７５人、初级工 ２２７人；具有
大学本科学历２９９人、大学专科４９６人、
中专（中技、职高）１５３人、高中 １６９人、
初中及以下１６３人。服务范围为宝山区
行政区，服务面积３０３４平方千米，服务
人口２４５万余人。全年完成通信业务总
量４１６亿元，业务收入 ３０７亿元。用
户综合满意度得分为９４８７分。快递包
裹当日妥投率 ９５３６％，三日妥投率为
９８９２％；银企对账单妥投率和回邮率分
别为１００％和９９８６％；约投挂号邮件当
日妥 投 率 为 ８６２８％，三 日 妥 投 率
为９５７９％。

【制作《戊戌年》和《拜年》主题封】　年
初，分公司制作《戊戌年》和《拜年》邮资

机纪念戳记主题封。《戊戌年》全套共

计４枚，总计发行１０００枚。《拜年》总计
发行１０００枚。１月５日、１０日，宝山区
分公司在友谊路邮政支局举行《戊戌

９５２

邮　政



年》《拜年》邮资机戳记主题封首发活

动，发行两日，两大主题封全部售罄，实

现收入６万元。

【参加第三十八届全国最佳邮票评选颁

奖活动】　４月２２日，分公司下属少年
邮局参加全国集邮联、人民日报社、中央

电视台、中国集邮总公司等联合主办的

“知音湖北　邮美江城”第三十八届全
国最佳邮票评选颁奖活动。活动前期专

门设计主题纪念戳一枚，在活动现场展

销精美邮品，培育青少年集邮氛围。

【杨行邮政支局迁址】　９月１８日，分公

司下属杨行邮政支局（局所代码２０１９０１）
由影园路４３３号迁址至月城路２３１号并
重新营业。支局内部设有现金业务办理

区、邮政业务办理区、咨询引导区、ＶＩＰ客
户服务区、理财经理服务区、客户休息等

候区、健康小屋等区域，实现从营业环境

到网点服务功能提升。 （唐臖）

表４ ２０１８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各支局、所情况

序号 局所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１ 泗塘邮政支局 长江西路１５９９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９９０２４５

２ 张庙邮政所 长江西路１４５１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９９２２０５

３ 淞南邮政所 淞南路３５１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８２６２１１

４ 大场邮政支局 沪太支路１３１６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６８１４２９

５ 南大路邮政所 南大路５０２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２５０５９０１

６ 乾溪邮政所 环镇北路３４０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５０１０６４

７ 高境邮政支局 殷高西路１００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６８２３０１４

８ 长江南路邮政所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９２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６８２３３５９

９ 三门路邮政所 三门路５１５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５０３４１８１

１０ 阳曲路邮政所 阳曲路１０７３号 ２００４３５ ５６７９６１０２

１１ 大华邮政支局 真华路１１０８－２号 ２００４４２ ６６３５２３４１

１２ 华灵路邮政所 大华三路２号 ２００４４２ ６６３５０９９４

１３ 大华二路邮政所 大华二路１３９号 ２００４４２ ６６３５００９４

１４ 庙行邮政支局 三泉路１７１１号 ２００４４３ ５６４１９２１２

１５ 共康邮政所 长临路５６８号 ２００４４３ ５６４０２７５６

１６ 聚丰园路邮政支局 聚丰园路１２７号 ２００４４４ ６６１２０７３３

１７ 锦秋邮政所 锦秋路１２９８号 ２００４４４ ５６１３４１４４

１８ 上锦邮政所 锦秋路７１６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１３２１２６

１９ 友谊路邮政支局 牡丹江路１７４５号 ２０１９９９ ５６６９２９２２

２０ 宝林八村邮政所 密山东路２３７号 ２０１９９９ ３６１００１５４

２１ 海江路邮政所 海江路３０３号 ２０１９９９ ５６１１５１２２

２２ 杨行邮政支局 月城路２３１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０６１４

２３ 天馨花园邮政所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２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１４３６

２４ 杨泰路邮政所 杨泰路１９０弄２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８３２２

２５ 顾村邮政支局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３００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６６０４０１４１

２６ 新贸路邮政所 新贸路５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５６０４６０２４

２７ 共富新村邮政所 共富路１７８—１８０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３３７１１２６５

２８ 刘行邮政支局 菊泉街６１８号 ２０１９０７ ５６０２３２６０

２９ 菊盛路邮政所 菊盛路８７７号 ２０１９０７ ５６１２２０２１

３０ 罗店邮政支局 市一路１６６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５６８６３０５４

３１ 长浜邮政所 南东路６５弄１２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５６０１０６０４

３２ 罗泾邮政所 陈镇路５１号 ２００９４９ ５６８７０９２９

３３ 潘沪路邮政所 潘沪路２０５号 ２００９４９ ５６８７４２２４

３４ 吴淞邮政支局 淞滨路８１５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６７３５５４

３５ 海滨新村邮政所 青岗路１２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１７４３８０

３６ 淞青路邮政所 永清路２９１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１７６８５０

３７ 三阳路邮政所 三阳路８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８４１９５２

３８ 月浦邮政支局 龙镇路７１号 ２００９４１ ５６９３６９５４

３９ 绥化路邮政所 绥化路７２号 ２００９４１ ５６６４９９６１

４０ 盛桥邮政所 ?川路５５４２号 ２００９４２ ５６１５０４５４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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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燃气·自来水
■编辑　吴嫣妮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厂区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提供

电力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至年末，
电厂在岗职工８０２人，其中具有中高级
以上技术职称１３８人，占１７２１％。全年
完成发电量４７７７亿千瓦时，累计完成
发电量２０６７２４亿千瓦时；生产厂用电
率完成 ６２９％，生产供电煤耗完成
３４１９０克／千瓦时。全年安全无事故
３６５天，累计 ３６１２天。开展“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落实年”活动，完成全国“两

会”、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迎

峰度夏期间等重要时段保电任务。组

织完成３号机组Ａ级检修、公用系统设
备改造及大修、供热系统改造等工作。

提升设备消缺水平，提高设备可靠性。

二氧化硫排放绩效 ００３２克／千瓦时，
氮氧化物排放绩效 ００９６克／千瓦时，
烟尘排放绩效０００８克／千瓦时。电力
直接交易获年度计划外上网电量 ４９
亿千瓦时。严控标煤单价，实时调整采

购策略、区域内灵活调运，避免临购高

价市场煤，在确保机组安全环保运行前

提下，差异化、精细化配煤。完成标煤

单价７７３７８元／吨，连续三年在华能系
统内下水煤电厂中排名第一位。推进

企业转型发展，等容量（减煤量）替代改

造工程项目立项备案，并完成项目报建

工作。完成干煤棚部分拆除、桩机试桩

及检测工作，并召开初设审查会。电厂

连续五年蝉联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

单位，被市综治委评为“２０１７年度上海
市平安示范单位”。马浩被评为“２０１８
上海工匠”并获首届全国电力行业青年

培训师教学技能竞赛三等奖，倪鹏霞被

评为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三八
红旗手”。 （胡鸿婕）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至年末，
电厂在岗员工４７０人，其中具有大专及
以上学历员工 ３６３人，占员工总数

７７２３％；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２６８人，占员工总数５７０２％。完成发电
量１１５４８亿千瓦时，比上年减少 ５３５
亿千瓦时，减幅 ４４３％；完成供电煤耗
２９６８２克／千瓦时，增加 １３７克／千瓦
时；完成厂用电率４３６％，下降００２％；
完成税前利润 ３８８亿元，减少 １１４亿
元。全年未发生一般及以上安全事故，

发生全口径非停２次，跨年度连续安全
生产无事故记录 ４５７８天。年内，电厂
“降低３、４号炉电除尘耗电率”“消除＃３
机发电机轴承油挡漏油”两个项目被上

海电力行业协会推荐。“六个多一份党

建与生产管理融合促进的创新与实践”

课题获中电联２０１８年电力创新大奖二
等奖。“空预器密封结构”“一种卸船机

抑尘系统”获实用新型专利授权，“火电

厂安全信息管理平台”获软件著作权登

记，６项专利被专利局受理审核。完成
两会、迎峰度夏、防台防汛、进博会等重

点时段和节假日保电任务，获首届进博

会电力安全保障立功竞赛“安全生产先

进单位”称号。电厂４号机组在全国火
电机组能效竞赛中获“６００ＭＷ级超超临
界湿冷机组ＡＡＡ级优胜机组”称号。

（吴翌焕）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至年末，电厂有
员工６９人，其中具有中高级以上技术
职称２７人，占 ３５０６％，员工全部拥有
大学以上学历。全年累计完成发电量

１８５５亿千瓦时，比上年上升１９６９％。
机组年利用小时１５８５６５小时，平均结
算电价８４３２８元／千千瓦时（含税）；售
电收入１３１４亿元（不含税）。完成综
合供电煤耗 ２２７５７克／千瓦时，上升
４５０克／千瓦时。完成综合厂用电率
２２９％，下降３１５％。全厂安全无事故
３６５天，累计安全天数４７９３天。作为上
海市发改委实施碳排放交易试点企业，

全年减排二氧化碳约７０万吨。电厂年
内获“上海市２０１８年五一劳动奖状”。

（陆思焱）

１６２



燃气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公司
隶属于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燃气服务企业，主要从事居

民燃气安全检查及调压器检修任务，业

务主要有“三个板块”，即燃气安检板

块、调压器检修板块、土地资源开发板

块。至年末，有职工 ５４４人，其中技术
人员１０２人，下设９个部室和６个对外
服务部门。形成一支专业管理、标准规

范、服务良好的燃气安检专业队伍。通

过探索统筹调拨，提高安检效率；优化

质检方式，提升安检质量；配合 ＰＤＡ开
发，探索过程监管等方式，全年完成安

检９１７０３０户，安检率达８８１６％。调压
器检修队伍承揽燃气集团内浦销、市

北、大众、金山、崇明五大公司中低压调

压器检修任务，具备从事国内外７个品
牌、３０个系列型号检修能力。通过拓展
内外市场，业务再创新高；驱动技术创

新，提升服务品质等方式调压器检修业

务进一步拓展，全年完成中修２０７５台，
同比增长１８２％，急报修１６９台，同比增
长６７３３％。能创吴淞项目建设运营正
式启动，４家能源、高科技企业入驻
园区。 （施玉兰）

２０１８年３月，第三届“上水杯”活力跑、健康走活动在陈行水库举行 长江原水厂／提供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３日，市委书记李强赴原水公司陈行水库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长江原水厂／提供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上
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是申能集团

下属久联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专

业从事油品、液化气、化工产品的储存、

分装及经营。公司主体设备包括：３万
吨级和千吨级危险品专用码头各１座、

总容量２６万立方米的各类油品储罐２７
座以及总容量１２０００立方米的液化气球
罐６座。至年末，有职工１４０名，其中工
程技术人员３１名。全年各类油品、液化
气累计进２８６船，出５３７船，发车５５１４５
次，日均发车１５１次；累计吞吐量１９２７
万吨，仓储收入 ５００３３万元，比上年增
长３８％。公司围绕能源主业实施转型发
展，融入油品经营这一全新领域，开展燃

料油及液化气经营贸易业务，全年累计销

售燃料油２３１万吨、液化气６２６万吨。
公司是宝山区重要经济目标和消防重点

单位，坚持安全标准化建设，通过ＨＳＥ体
系认证。年内，公司获上海市港口协会

“五星诚信创建企业”称号。 （贝　蓉）

自来水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至年末，长江原水厂有职工１２５人，其
中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３３人。全
年实现供水量６３２亿吨，平均日出水量
１７３２５万吨，最大日供水量１９６２８吨（７
月１７日）。年内未遭遇长江咸潮入侵，
全年出厂水氯化物浓度严格控制在

２５０ｐｐｍ以下。加强水质监测，科学取水
调度，共遭遇上游浏河排水９９潮，出厂
水氨氮值严格控制在０５ｐｐｍ以下。成
功治理水库藻类，未发生微囊藻水华和

其他藻种爆发。应急处置到位，取水口

共发生３起外来突发性水质事件，出厂
水质均达标。完成２２＃、２３＃机泵设备大
修。完成陈行水库第二取水泵站取水头

部防油围栏工程主体工程建设，提升水

源地水质安全保障能力。完成嘉定区原

水完善工程（二阶段）扩建泵站新机泵

调试投运工作，新增供水能力２２万吨／
日。５月２３日，市委书记李强到陈行水
源地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６月 ７
日，国家水利部对陈行水库开展国家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现场检查。年

内，被评为上海市治安防范先进集体和

治安安全合格单位。 （魏巧芬）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吴淞水厂】　至年末，吴淞水厂有职
工４７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１６人
（中高级职称１０人）。全年完成总供水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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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８年吴淞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名称 指标值（％） 实际数（％）

出厂水常规４２项合格率 ９７ １００

出厂水９项合格率 ９８５ １００

出厂水浑浊度合格率 ９８５ １００

出厂水氨氮合格率 ９８５ １００

调度指令保证率 １００ １００

调度指令执行率 ９８ １００

主要生产设施设备完好率 ９８ １００

调度监测数据完好率 ９８ １００

调度通信设备完好率 ９８ １００

（陈　勇）

表２ ２０１８年月浦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单位
九项合格率
（％）

浑浊度
（０１２—０２ＮＴＵ）
合格率（％）

浑浊度
（大于０２ＮＴＵ）
合格率（％）

余氯
（毫克／升）
合格率（％）

细菌总数
（个／毫升）
合格率（％）

大肠菌群
（个／１００毫升）
合格率（％）

厂用率
（％）

主要设备
完好率（％）

月浦水厂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９８５ １００ ≤５％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９８５ ９９７４ ９８５ １００ ９８５ １００ ３５ １９４ ９８５ １００

表３ ２０１８年泰和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单位
综合合格率
（％）

浑浊度
（ＮＴＵ）
合格率（％）

余氯
（毫克／升）
合格率（％）

细菌总数
（个／毫升）
合格率（％）

大肠菌数
（个／１００毫升）
合格率（％）

平均浑浊度
（ＮＴＵ）

厂用率
（％）

主要设备
完好率（％）

泰和水厂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９８５ １００ ９８５ １００ ９８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５ ３５ ３３１ ９８５ １００

量３３６５万吨，比上年增加２０７０％；日平
均供水量９２２万吨，增加１６２９％；最大
日供水量 ９７８万吨。根据水源变化情
况，调整水质净水幅度，调整排泥及冲洗

周期，严格控制过程水次氯酸钠加注量，

确保制水过程净水设备运行处于最佳状

态、各环节水质处于受控状态，保证出厂

水质全部达标。按照年度生产设备检修

计划，组织实施主辅设备大修，共检修机

泵设备９项、变配电设备４路、净水设施
１３项、净水设备１２项、加药系统３项、特
种设备 ７项、其他设备 ６项，完成率
１００％。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强化内部治
安防范能力，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确保了

安全形势平稳受控。建立质量、职业健

康安全和环境整合性标准化管理体系，

通过上海质量审核中心认证复审。年

内，获全国绿化模范单位、上海市治安保

卫先进集体、上海读书节基层优秀项目、

上海职工书屋读书活动先进单位、“我与

上海———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上海

职工征文大赛优秀组织奖等称号。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月浦水厂】　至年末，月浦水厂有职
工６９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
１６人。全年完成供水量７５６８万立方米，
比上年减少２１６８万立方米；日平均供
水量２０７万立方米，减少 ０６３万立方
米；最大日出水量２７５万立方米。年平
均出厂水浊度００４ＮＴＵ，优于国家规定
标准（国标为≤１ＮＴＵ），出厂水水质九项
主要指标合格率、调度指令执行率

１００％。水厂原水取自长江下游水源，由
陈行水库引水，厂区内主要构筑物有 ４
座平流式沉淀池、１座普通快滤池、１座
Ｖ型滤池、６座清水库、１座出水泵房等，
供水能力４０万立方米／日。配套排泥水
处理系统一套，建有 １＃、２＃调节池各 １
座，浓缩池２座，预浓缩池１座，缓冲池１
座以及脱水机房１座，最高日干泥量４８
吨／日，达到污水零排放综合治理目标。

水厂运用自动化监测、控制管理系统对

整个制水工艺流程实现全过程动态监

控，按照国家新颁１０６项水质标准，确保
出厂水水质安全达标。贯彻质量管理体

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标

准体系（简称“三体系”）并引入第三方

认证，建立完善管理标准体系。进行危

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创新区

块标准化安全检查管理。调整厂区环境

绿化格局，实现四季有景、四季有绿、四

季常新。年内，水厂被评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上海市花园单位”“上海市平安示

范单位”。 （董　顺）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泰和水厂】　至年末，泰和水厂有职
工９１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
２７人。全年完成供水总量２６１５１万立方
米，平均日供水量６９２７万立方米，最大
日供水量８０７９万立方米。出厂水平均
浊度００５ＮＴＵ，优于国家规定标准（国标
为≤１ＮＴＵ），出厂水四项合格率达
１００％。水厂原水取自长江水源，主要净
水设备有 １０座平流式沉淀池、５６格 Ｖ
型滤池、７座清水库、４座出水泵房等，供
水能力１００万立方米／日。２０１８年，水厂
加强原水水质监测，重点关注嗅与味、

ｐＨ值、氨氮等水质数据，调整药剂投加
量、滤池冲洗周期等工艺参数。根据水

质控制指标，结合原水实际情况，通过切

换混凝剂，降低沉淀池余氯，合理控制出

厂水余氯、铝、三卤甲烷，确保安全优质

供水。运用计算机监控设备优化数据库

管理，确定调节药剂投加，合理调整滤池

冲洗周期。年内，水厂获上海市治安安

全合格单位称号，厂长被评为上海市治

安合格先进个人。 （严　鹂）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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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信息
■编辑　吴嫣妮

科技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以“深度融合、
转型发展”为主线，以推动“科技带产

业、科技促转型”为原则，推进科技创新

政策体系构建，推进科创载体建设，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宝山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

宝山区出台机器人及智能硬件产业

专项扶持政策，发起成立机器人产业创

新基金，伏能士、快仓、巨什和机器人检

测认证平台等一批机器人项目落地。引

入德荣华、极溢、晶宇科技等企业，持续

跟踪石墨烯河道治理项目团队落户事

宜。联合上大法学院等１５家单位，成立
区级知识产权服务联盟，为科创企业提

供一站式、定制化服务，专利申请量比上

年增长２０２％。新增科技小巨人企业７
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１００家，完成３２２
家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２０１７年
度享受加计扣除企业 ５５１家，增幅
４０２％；２０１７年度加计扣除金额 ３２３７
亿元，增幅２０７８％，高新技术企业中享
受加 计 扣 除 企 业 数 占 比 ８６６９％。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科技创新券补贴超过
５０万元，增幅 ４１％。６家“第一完成单
位”共１１个项目入围２０１８年上海市科
学技术奖。举办 ２０１８年上海国际创新
创业大赛宝山赛区活动，共２９３家企业
参加企业赛，１５个项目参加专题赛，１３
个项目入围国赛，全市排名第五位。３５
个项目获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增

幅８６％，促进企业研发投入３２４亿元。
宝山区签订上海市研发与转化功能

型平台实施框架协议，东旭全国第二总

部落户宝山，开展建设石墨烯路灯示范

工程。石墨烯平台吸引复旦大学、上海

大学、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技术研究所、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等４５个高水平科研
团队聚集，以及由诺贝尔奖得主或上海

千人计划领衔具有产业潜力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

宝山区开展张江宝山园范围调整工

作。至年末，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５２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５１％；税收总收入７９９６
亿元，占全区比重１７７％。科技融资服
务平台共为２２家中小微企业成功贷款
８９４８万元。２６家企业获科技履约贷，比
上年增长３７％；贷款总额１２３亿元，增
长５２％。编制环上大创新圈规划及行
动计划，汇总梳理上大１７个创新项目，
建成上大—宝山军民融合产业园。对接

石墨烯功能型平台与上海大学，共同举

办“中瑞石墨烯国际论坛”。开展氢燃

料电池、石墨烯钠离子技术等项目中试

转化。中国３Ｄ打印文化博物馆对外展
示全球首款量产 ３Ｄ打印电动车 ＸＥＶ，
举办２０１８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活动。智
慧湾科创园作为宝山区科普产业建设主

体，打造全市科普产业园建设示范模板。

宝山区促成５８个产学研合作项目，
建成１８家院士专家工作站（服务中心）、
１６家市区两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家
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国家级众创孵化载

体数达到６家。财景科技园、智慧湾科
创园、贞一科技孵化器和博济智汇园 ４
家孵化载体入选市专业化引导众创

空间。

宝山区开展科普示范创建工作，创

建３家区级科普教育基地，区级以上科
普教育基地达３３家，“高境镇高境路科
普之光城市景观带”等 ５０个项目获批
２０１８年科普项目。举办第１６届上海市
“明日科技之星”选拔赛，组织区域内青

少年学生参加第三十三届上海市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第三十九届头脑奥林匹

克中国区总决赛，共获各类奖项４００余
项。举办科技节、全国科普日等各类科

普活动近３００项。开展“万人科普培训”
活动，共培训 ５３７期，２３７０５人次参加
培训。

【市首个区知识产权服务联盟成立】　４
月２５日，区知识产权服务联盟成立仪式
在长江软件园举行，并为上海大学法学

院、上海金点知识产权顾问有限公司等

１５家首批成员单位授牌。该联盟是上
海市首个知识产权联盟，旨在提高知识

产权创造水平，增强知识产权运用效果，

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和强化知识产权

管理能力。

【举办 ２０１８年宝山科技节】　５月 ２０
日，“点亮科技之光 慧动创新宝山”———

２０１８年宝山科技节在智慧湾科创园启
动。活动中，为第十六届上海市明日科

技之星、科技希望之星颁奖，举行智慧湾

科普特色展示区揭牌仪式，宣布成立由

中国工程院院士夏照帆领衔的青少年科

技教育院士专家工作站。该科技节共举

办惠民活动、讲座论坛、赛竞赛事、创新

创业活动等８大板块２００多场活动，组
织１００名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参观上海科
技馆。

【国药上海健康产业园开园】　５月 ２１
日，宝山区政府与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暨新杨湾 ＆
国药上海健康产业园开园仪式在高境镇

新杨湾科创产业园举行。国药器械以健

康产业园开园为起点，形成医疗卫生产

业生态圈，整合医疗健康产业链上下游

资源，为各级医疗机构提供集成化综合

服务。

【２０１８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启动】　５月
３１日，２０１８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在智慧
湾科创园启动，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

成员金书波，中国工程院院士、骨外科学

和骨科生物力学专家戴鮨戎，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主任徐卫国出席启动仪式。嘉

年华中专业探讨运用３Ｄ打印促进区域
智能制造新模式与新路径，为市民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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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在智慧湾科创园启动 区科委／提供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７日，第二届中瑞（国际）石墨烯创新高峰论坛举行 区科委／提供

３Ｄ打印在科技、建筑、医疗、工业、艺术
等多方面应用。

【区青少年科学研究院工作推进大会举

行】　６月６日，“科技强国·创新圆梦”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青少年科学研究院工作
推进大会在宝山实验学校举行。上海师

范大学教授沈荣祥、中科院光机所研究

员向世清、上海市特级教师刘国璋、二军

大长海医院罗鹏飞博士以及上海市科技

艺术教育中心、上海市青少年科学研究

院有关领导出席会议。会上表彰在第三

十三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和第

１６届明日科技之星评选中获优秀组织
奖学校，并分享推进青少年科学研究心

得体验。

【“上海智慧城市进万家”系列宣传活动

启动】　７月７日，“２０１８上海智慧城市
进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暨宝山

区机器人主题活动在中成智谷创意产业

园举行。活动以“智慧上海 开启智慧新

生活”为主题，提升市民对智慧城市发展

水平感知度和体验度，展示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应用与成效，通过大数据、物联

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城市综

合发展能力。

【积成能源大数据产业示范基地落户高

境】　７月９日，高境科创小镇———积成
能源大数据产业示范基地落地仪式在高

境北上海科技金融中心举行。副区长吕

鸣、上海积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东等出席仪式。该示范基地致力于能

源互联网发展，协助各地政府建设智慧

能源云，涵盖“智慧能源综合管控中心”

“能源大数据中心”和“能源交易及调度

中心”，助力提升清洁能源使用率和能源

利用效率，保障能源安全、稳定、绿色、经

济供应，支持城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揭牌】　８
月１３日，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
（宝山服务中心）在保集ｅ智谷揭牌。中
心旨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宝

山区机器人产业集聚发展。

【与商汤科技共建“智能城市”示范区】

　８月１６日，宝山区政府与商汤科技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围绕人工智能赋

能产业，联手共建“智能城市”示范区，

将宝山打造成为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商业

化场景应用主要基地之一，结合智慧医

疗、智能技术、创新应用和产业链延伸等

项目，推进智能城市发展和建设。

【与华师大签订区校合作办学暨深化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９月４日，宝山区政
府与华师大区校合作办学暨深化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区政府举行，区

领导汪泓、范少军、李峻、陈筱洁，华东师

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校长钱旭红、副

校长戴立益出席仪式。双方在教育、科

技、文化、人力资源等领域合作，共建华

东师大—宝山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华东师大国家大学科技园宝山分园，联

合申报一批国家和上海市重大科技项

目，共建上海河口科技馆。

【第二届中瑞（国际）石墨烯创新高峰论

坛举行】　９月 １７日，第二届中瑞（国
际）石墨烯创新高峰论坛在上海大学举

行，市科委副主任干频、查尔姆斯理工大

学教授 ＢｉｌｌＢｒｏｘ、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
徐旭、区委副书记周志军等出席并为中

瑞石墨烯创新中心揭牌。中心集创新技

术开发、创新成果转化、国际交流和高端

人才培养为一体，推进全球高水平石墨

烯创新技术及创新成果在上海产业化

落地。

【林肯电气中国技术中心落成】　９月１９
日，林肯电气中国技术中心在沪太路

５００８弄１９５号落成，总占地约５７００平方
米，总投资额约７００万元。中心是国际
一流焊接技术研发与应用平台，囊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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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实验、应用、培训、质量控制与管理及

展示功能，满足国内智能制造用户在焊

接工艺和技术开发需要，以及自动化、机

器人焊接与切割技术在国内应用推广和

培训教育需求。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７日，ＣＣＴＶ．中国创新创业论坛开幕 区科委／提供

【２０１８《创业英雄汇》项目选拔上海站启
动】　９月２０日，２０１８《创业英雄汇》项
目选拔上海站在庙行镇启动。１０月１７
日，２０组入围团队分为两轮依次进行项
目展示。活动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宝山区政府共

同主办，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协会、上海市

创业投资行业协会、宝山区科学技术委

员会联合承办，参选项目涵盖互联网、新

材料、文化创意、先进制造、餐饮、教育、

农业等众多行业，关注人数超过 ５００
万人。

【２０１８（第五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
坛开幕】　１０月１２日，２０１８（第五届）中
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在宝山开幕，并

为宝山区区块链产业联盟揭牌。论坛以

“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工业电子

商务”为主题，探讨产业互联网、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区块链、智慧城市等前

沿技术发展与应用和最新实践成果。

【ＣＣＴＶ．中国创新创业论坛上海论坛举
行】　１０月１７日，ＣＣＴＶ中国创新创业
论坛上海论坛在庙行镇举行。深兰科技

联合创始人王昕磊、火山石资本创始人

章苏阳、爱回收合伙人郑甫江等国内知

名投资家和企业家在论坛上分享创业知

识，探讨创新产业发展。

【第十四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举

行】　１１月２６日，由市工商业联合会、
市科学技术协会支持，宝山区政府主办

的上海市科技论坛———“２０１８第十四届
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在德尔塔酒

店举行。论坛以“当前形势下民营企业

的机遇”为主题，引导企业家正确认识和

把握当下经济形势，指导和帮助企业提

升核心竞争力。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丁

大恒、沈伟民、王丽燕、吕鸣等出席论坛。

【上海科普公园开园】　１２月９日，上海
首个科普公园在宝山智慧湾科创园开

园。公园集科普展会、科普产业孵化、科

普讲座、科普旅游、科学健身和科普娱乐

休闲于一体，开展科普剧表演、科普电影

推广和科普市集活动，注重产业科普与

科普产业供求结合，为入驻企业搭建平

台，开展资源对接和孵化服务。

（汪　宇）

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科普教育基地

序号 场馆名称 序号 场馆名称

１ 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 １８ 幻影机器人庄园

２ 上海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 １９ 高境三中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

３ 上海玻璃博物馆 ２０ 智慧制造科普教育基地

４ 上海木文化博物馆 ２１ 上海东方泵业科普教育基地

５ 上海陶瓷科技艺术馆 ２２ 无土栽培园艺科普基地

６ 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 ２３ 大场镇祁连二小科学隧道

７ 上海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２４ 上海节能环保科普园

８ ３Ｄ打印科普教育基地 ２５ 古生物化石馆

９ 上海市宝山区气象馆 ２６ 上海大学工程技术训练中心

１０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２７ 上海宝山庭院花卉科普教育基地

１１ 上海东方假日田园 ２８ 上海赛安基因健康科普基地

１２ 生活垃圾处理科普教育基地 ２９ 吴淞水质净化厂

１３ 上海桥梁病害陈列馆 ３０ 海军上海博览馆

１４ 顾村公园 ３１ 宝山“种”动员科普教育基地

１５ 宝山区地震科普馆 ３２ 华山北院医学健康科普教育基地

１６ 上海闻道园 ３３ 杨行三家村农业科普教育基地

１７ 乐高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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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３日，开展世界气象日宣传活动———中小学生动手做气象小实验活动
摄影／汪红斌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５日，开展２０１８年“全国科普日”场馆开放日活动 区气象局／提供

气象
【概况】　宝山区气象局是国家基础性
公益事业单位，是国家基本气象站，主要

承担地面、高空气象观测，宝山地区天气

预报、气象预警服务及气象防灾减灾等

工作。至年末，有在职职工２７人，劳务
工人２名。在职职工中本科学历以上职
工占７４％，硕士研究生８名；高级工程师
３人，工程师１９人。

【提供气象服务保障】　年内，宝山区受
１０号“安比”、１２号“云雀”、１４号“摩
羯”、１８号“温比亚”四次台风影响，其中
三次登陆上海。区气象局及时向公众和

决策部门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应急联

动，保障防灾减灾工作开展。全年完成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旅游节开幕式、亚太

国际邮轮大会、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等

区内重大活动气象保障任务，提供专项

气象服务信息，共发布专题报告７９份。

【落实气象灾害防御机制】　区气象局
落实社会安全管理职责，制订《宝山区气

象局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实施方

案》，参与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宣传贯彻《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办法》，

推进气象灾害防御机制，建立气象灾害

防御联席会议制度。

【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　区气象局推
进超大型城市综合气象观测试验，布设

微波辐射计、毫米波雷达、多普勒激光测

风雷达、拉曼温廓线激光雷达等新型气

象设备，开展多种气象要素垂直连续观

测和数据整理。

【开展气象科普教育活动】　区气象局
加入上海市自然科技教育联盟。９月１５
日，围绕“创新引领时代，智慧点亮生

活”全国科普活动首日，与区少年站共同

开展“启翔科技创新实验课”巡讲。参

加２０１８年上海市科技节主题活动、“长
三角一体化科普资源共建共享馆长论

坛”和长三角科普产业一体化及长三角

科普场馆协同发展研讨活动。田青云被

授予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２０１７年度优
秀科普工作者”称号。 （高建芳）

信息化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信息化工作按
照智慧城市建设要求，推进信息化与宝

山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提升区智慧城市

建设水平。全年新建通信管线１０２沟千
米，新建和共建共享 ４Ｇ移动通信基站
３８３个。累计可用通信管线 ３４９１沟千
米，公用移动通信基站３０７１个。累计接
入宽带用户约 ５６万户，平均接入带宽
１５０Ｍ；无线覆盖热点５９７个，无线 ＡＰ数
５５４６个，２０６个公共场所开通公共 ＷＩＦＩ
免费上网服务。移动通信应用更加普

及，移动电话用户约 ２８３４６万户；固定
电话用户约 ４４６６万户。ＩＰＴＶ用户数
２８万户，比上年增加１１１万户；数字电
视用户覆盖全区 ７３万户，覆盖率达
１００％。年内，“社区通”系统获评 ２０１８
年中国网络理政十大创新案例，“雪亮工

程”建设获 ２０１７中国（上海）社会治理
创新实践案例优秀案例奖。

宝山区坚持规划引领，开展新型智

慧城市研究，完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编

制形成《宝山区新型智慧城市三年行动

计划》。联手百度公司共同打造ＡＩ智能
城市示范区。加强统筹管理，制定发布

《宝山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２０１８年工作
要点》，修订《宝山区信息化项目管理办

法》，加强宝山区信息化项目前置技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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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强化信息化项目计划编制全覆盖，

推进资源共享、集约建设与整合实施。

对标《上海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指

标体系》，提升区域智慧城市发展水平，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蝉联
全市郊区第一位。聚焦项目建设，推进

一批智慧城市重大项目建设。推进区政

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项目建设，促进政

务信息资源在政府行政、民生服务、城市

管理、社会治理、经济运行等领域开发利

用。推进“一网通办”，打通全程网办服

务链，全区３７９项涉企审批事项１００％开
通“三级办理（一次上门）”和“四级办理

（不见面审批）”。推进“一区一网站”整

合工作，完成全部５２个政府网站整合工
作。创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

应用示范城区”，建设区公共安全视频监

控共享平台。完成 ２０１８年区政府实事
项目“宝山区义务教育学校无线网络覆

盖”项目，实现宝山区义务教育阶段１１１
个学校无线网络覆盖。推进区域智慧健

康信息化建设，完善区级卫生应用系统

建设，推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应用，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健康档案管理平台诊疗
数据质量综合评价位列全市第一位。建

设“智能交通三期”、停车诱导、共享停

车公共信息平台等智慧交通信息化项

目，提升全区停车资源利用效率。推进

“智慧公安”项目建设，实现现代警务流

程再造与管理升级。

【区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系统优化升级项

目通过验收】　２月１日，区社区事务受
理中心系统优化升级项目通过专家验

收。系统可受理人社、计生、民政、残联

等１７０个事项，实现“社区事务一口受
理、结果一口反馈”。系统自２０１６年末
运用以来，全区各受理中心共受理个人

业务１００余万件。３月起，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实施“全市通办”，通过该系统

搭建的统一收受平台实现 １６８个事项
“全市通办”，通办率９８８％。

【区公共数据共享平台———实有人口基

础数据库共享应用改造项目通过验收】

　３月１４日，区公共数据共享平台———
实有人口基础数据库共享应用改造项目

通过专家验收。系统包括云检查、人口

查询、房屋查询、万用表查询、ＧＰＳ轨迹
查询等功能，推动区人口信息资源共享，

实现多位一体化搜索，实现基础信息高

融合和高共享，推动区内各部门之间协

同管理，促进区内信息资源合理利用。

【区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二期）项目

通过验收】　４月３日，区公共信用信息
服务平台（二期）项目通过专家验收。

平台实现与市信用平台信用数据交换，

实现与区事中事后监管平台（主要为行

政处罚数据）数据交换任务，完成定期事

中事后监管平台数据解析和管理。全年

平台清单数据共８５４４条，归集双公示数
据８４６５条，其中行政许可记录５２７７条，
行政处罚记录 ３１８８条。累计向市平台
上报行政许可数据３９６７条，累计上报行
政处罚数据２７３７条。

【区公务用车北斗监控管理平台项目通

过验收】　４月２５日，区公务用车北斗
监控管理平台项目通过专家验收。项目

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１日完成开发、测试和
投入试运行。平台包括公务用车基础信

息管理、车辆派遣调度管理、车辆卫星定

位监控等软件应用模块，加强区公务用

车信息化、规范化、科学化监管模式，实

现全区公务用车里程、保养、保险、维修、

报废等数据自动统计台账记录，以及用

车申请、在线审批、人车调度、行车分析、

安全监督、违规分析等调度功能，实现驾

驶人员和车辆“一车一档”信息化管理。

建立统一的车辆定位监控系统，各部门

实时监管各自的公务车辆，由区机管局

统一监管。

【开展“２０１８上海智慧城市进万家”系列
宣传活动】　７月７日，由市经信委、区
政府指导，区经委（信息委）主办，顾村

镇政府、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上海浦东智

慧城市发展研究院协办的“２０１８上海智
慧城市进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暨宝山区机器人主题活动在中成智谷举

行。市经信委总工程师张英、副区长吕

鸣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包括机器人现

场表演、人机拳击赛等环节，上海发那科

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钱晖分享智能机

器人如何助力智能制造。来自区内外

２０家机器人企业的工业机器人和服务
机器人进行展示。

【区产业发展区域统筹管理平台通过验

收】　７月１７日，区产业发展区域统筹
管理平台通过专家验收。项目主要包括

产业项目准入管理，实现全区产业项目

在线填报、审核和入库及全区鼓励类产

业项目的在线填报和备案；招商项目管

理实现全区招商项目在线记录、跟踪和

入库；招商资源管理建立招商资源数据

库，实现全区可利用或可开发土地、厂

房、楼宇资源在线查询、更新和智能化匹

配；招商素材管理实现招商活动素材、实

体项目数据、开发区经济数据等素材上

传和管理；综合统计分析实现资源分析、

项目分析、可视化展示等综合功能。该

项目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为宝山区招商

引资项目跟进、汇总、辅助决策提供

支撑。

【举办２０１８上海市工业互联网、两化融
合管理体系培训会议（宝山站）】　８月
２９日，由上海市经信委、宝山区经委（信
息委）主办，上海市智慧园区发展促进

会、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及工业互

联网产业联盟上海分联盟共同承办的

“２０１８上海市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培训会议”在智慧湾科创园国际

会议中心举行。宝山区各街镇（园区）、

２００余家制造业企业、２０余个产业园区
及载体代表参加活动。市经信委和区经

委（信息委）分别介绍上海和宝山工业

互联网、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发展情况。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业

互联网创新中心、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

究院、上海市智慧园区发展促进会等专

家分享企业如何实施工业互联网及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宝信软件及宝临电气分

别分享工业互联网和两化融合案例。

【区行政服务中心信息系统（二期）项目

通过验收】　９月１９日，宝山区行政服
务中心信息系统（二期）项目通过验收。

主要包括：项目跟踪系统，对建设项目审

批事项进行有机关联、统一展现；中心管

理系统，通过对个人工作、人员考勤、请

假管理、绩效考评、信息采编和会议管理

实现行政服务中心内部办公平台信息

化；统计中心事项及部门收费情况，升级

外网及业务系统；建设智能化大厅，提供

服务引导、自助查询、自助申报、自助预

约等功能；搭建微信服务平台，提供办事

指南、办件查询、在线咨询投诉、预约等

便捷服务。二期项目在一期平台基础

上，扩展日常业务和管理相关模块功能，

集中监管中心人员，实现行政审批服务

流程规范化、网络化、公开化、制度化。

【区网上政务大厅智能化硬件系统通过

验收】　９月１９日，宝山区网上政务大
厅智能化硬件系统项目通过验收。主要

包括：政务服务一体机提供办事指南、自

助申报、办件查询、自助填表预约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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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自助查询引导机提供中心简介、办事

指南、现场排队、预约等服务；迷你取号

机提供现场取号、预约取号服务；窗口平

板提供工作人员简介、窗口业务展示、物

流填写、扫码支付等服务；样表查询机提

供大厅常用表单、热门表单展示服务；高

拍仪使材料电子化；扫码枪实现条码、二

维码信息输入；拾音器实现窗口音频拾

取、与窗口视频监控整合。系统自２０１７
年９月正式运行以来，累计为２万余人
次提供服务。

【区政府网站群平台升级项目通过验

收】　１０月１１日，区政府网站群平台升
级项目通过专家验收。项目于６月完成
开发并投入试运行，主要包括：管理平台

升级为 ＴＲＳＷＣＭＶ７０系统；整合“上海
宝山电视台”和“宝山电视台网”资源；

各职能部门微信公众号统一管理，网站

内容与微信公众号一次采编、同步发布；

多官微统一管理，一次创建内容同时发

布到各个平台，可管理、图形化监控和评

测各个平台微博；改建“宝山建交委网”

和“宝山财政局网”；建设无障碍示范站

点，嵌入信息无障碍工具条，完成３５个
站点数据迁移。新平台增加“无障碍 ＋
响应式”网页访问体验，提升使用友好度

和便捷性。

【区网上政务大厅（二期）项目通过验

收】　１０月１１日，区网上政务大厅（二
期）建设项目通过专家验收。项目于 ７
月完成开发、测试和投入试运行，主要包

括：梳理全区４８５项审批事项、２１０项服
务事项并接入网上政务大厅，统一编码，

完成办理类公共服务事项录入和权限管

理改造；政务大厅提供全程网上办理功

能；通过统一审批编码查询办理进度及

物流状态信息；通过预约叫号系统与街

镇排队叫号机联调和对接，实现区行政

服务中心及１４个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
心网点“预约先办”；标准化办理系统升

级，可自动读取并预填入该申办人信息；

法人通过一证通登录，实现法人信息预

录入；微信网厅升级，用户通过“上海宝

山”微信公众号进入政务大厅页面，完成

事项查询、申报和递送服务申请以及在

线支付等内容；后台数据与业务系统对

接，实现与区事中事后监管平台对接互

动，实现事项审批信息由网厅交换至监

管平台；将各部门审批事项与服务事项

上网情况、落地办件信息汇总统计，将网

上审批综合效率指数、网上审批部门综

合效率、网上审批行业分类效率、网上审

批单一事项效率、网上审批事项三级办

理情况、网上审批实时监控、网上审批受

理办理情况和网上审批满意度评价数据

分析并以柱状图、扇形图等形式展现；管

理平台应用程序和相关数据库通过远程

备份管理机制，每天进行数据备份，每周

进行数据库可用性测试，保证项目数据

安全。项目覆盖全区，建成整体联动、部

门协同、市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联网

＋政务服务”技术和服务体系。

【２０１８（第五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
坛开幕】　１０月 １２日，由市经信委、发
改委、科委、商务委和文创办支持，中国

互联网协会和区政府联合主办的 ２０１８
（第五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在

宝山德尔塔酒店开幕。作为中国产业互

联网每年一度的高端论坛，论坛主题为

“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工业电子

商务”，汇聚来自国家工信部、中国互联

网协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市经信

委、市发改委、市商务委、市科委、宝山区

委区政府、全国区块链产业联盟、宝武集

团、商汤集团、百度集团、浪潮集团、中兴

集团、树根互联等政、产、学、研领导与专

家，探讨与分享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

及工业电子商务发展与应用，分享人工

智能、区块链、智慧城市等前沿技术和实

践成果。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网上办案系统

项目通过验收】　１０月１８日，区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网上办案系统项目通过专

家验收。项目于２月完成开发、测试并
投入运行，实现宝山城管简易、一般和拆

违案件信息录入及法律文书上传；案件

流程管理，执法专用纸管理，个人执法档

案、执法相对人档案管理；建立案件信息

库、执法对象信息库、法规案由库、文书

模版库；实现执法案件汇总统计、业务数

据自动上报等功能，提高区城管执法局

与街镇城管中队以及区城管执法局内部

沟通效率。系统整合区城管资源，实现

城管各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使用，缩短办

结案件时间，简化审批流程。至年末，系

统共录入案件 ５８８５件，其中一般案件
３９３４件，简易案件 １２４７件，拆违案件
７０４件，处罚金额７９５９４２３元。

【区电子政务数据中心项目通过验收】

　１１月 ２１日，区电子政务数据中心项
目通过专家验收。主要包括：区电子政

务网络平台升级优化，互联网出口设备

升级替换；区电子政务网络主干网络万

兆升级，市政务外网双链路双路由接入，

为全区各街镇、委办局、园区及５００多个
村居委提供稳定政务外网、互联网服务。

监控中心管理和支撑政务网，全局掌控

数据中心系统运行状况和趋势，网络设

备、安全设备、服务器设备等设施实施监

控与管理。屏蔽机房完成扩容改建，最

大容量可以放置１６个机柜。

【区就业促进网上业务办理与监管系统

（三期）项目通过验收】　１１月２２日，区
就业促进网上业务办理与监管系统（三

期）通过专家验收。项目主要包括创业

带动就业补贴模块和智能档案管理模

块。创业带动就业补贴模块实现创业带

动就业补贴网上申报，确保促进就业专

项资金安全，提高补贴审核效率。模块

于７月上线试运行，９月正式运行，至年
末共受理２０６家创业组织申请，涉及人
数４６８人，金额３２２９６万元。智能档案
管理模块主要包括：档案流转（含入库、

上架、下架、出库）、档案证明出具、疑难

档案处理、档案查询、档案信息统计等功

能，覆盖全区１２个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实现档案存放无差错，保障档案

完整性和安全性。至年末，通过系统管

理档案 ３２３１６３份，其中疑难档案 １２８０
份；开具证明 ３３３７份；档案入库操作
３８０４９１次；档案出库操作２３１３３７次。

【与百度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１１
月２７日，宝山区政府与百度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在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方面展开合

作，推动智能交通、智能出行、智能家居、

智能教育、智能安防、智能医疗、智能环

保、智能城市管理等在宝山区产业化试

点。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李彦宏，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区长范

少军、副区长吕鸣等出席签约仪式。

【区行政服务中心统一受办理系统建设

通过验收】　１１月２８日，区行政服务中
心统一受办理系统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主要包括：建设统一受理平台，减少工作

人员二次录入的工作量；与区信息委法

人库对接，收集和沉淀各类办件数据，构

建中心动态法人库、自然人库和项目库

等基础数据库；建设数据可视化展现平

台，以可视化图表形式动态展示中心运

营情况；建设电子凭证、证照到期提醒、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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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设立及工程建设项目智能推送等模

块功能；实现中心系统与网上政务大厅、

区事中事后监管平台数据交换与共享。

项目自２０１７年５月８号正式启动，共计
办理事项４７０项，其中审批事项４２５项，
服务事项４４项；开通网上预约４７０项，
实现网上预约２６２９１次；开通网上预审
４５２项，实现网上预审 ２０８１５次；开通
“四级办理”１８８个事项，实现“四级办
理”１０９８次，开通“三级办理”２７３个事
项，实现“三级办理”２１１１５次，开展证照
寄送服务 ３２９３次。沉淀 １９万法人信
息，２４８３个跟人申报账户、１５２９个企业
申报账户信息、４２个重大项目信息；梳
理３４４项事项、６０７张空表、７３８张样表，
３２８个常见问题、３７７条政策法规、８４条
名词解释，２８８０条咨询答复信息。

【举办２０１８年全区无线电管理培训】　
１２月６日，区经委（信息委）在上海市无
线电监测培训中心举办２０１８年度宝山
区无线电管理培训会，区规划土地局、区

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卫生计生委

等８个相关委办局和区１４个街镇、园区
无线电管理工作人员参加培训会。会

上，市无线电管理局专家解读新出台无

线电管理政策，介绍上海市公用移动通

信基站管理、“伪基站”“黑广播”监测、

治理等情况，并共同探讨宝山区公用移

动通信网络弱覆盖区域优化工作。

（张婷婷）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２日，区委书记汪泓前往区广播电视台高清演播室录制新春贺词
区广播电视台／提供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概况】　２０１８年，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
站（以下简称“网站”）改版上线，完成

“一区一网”整合工作，推进“一网通办”

宝山频道建设，探索政务信息发布新载

体，打造及时、准确、权威、高效的政府信

息发布、互动交流和政务服务新平台。

年内，宝山区政务新媒体（＠上海宝山）
获２０１８年上海最佳政务新媒体称号。

【率先完成“一网通办”宝山频道建设】

　６月底，网站在全市率先完成“一网通
办”宝山频道版面设计。对接市“一网

通办”，实现市区两级统一预约。“一网

通办”宝山频道有审批事项３０３个大项，
关联３６５个子项，其中９３９个办理项，涉
及部门２８个，网上申报率１００％。开通
“企业‘管家’小宝”专栏，优化宝山特色

主题智能导引，围绕企业登记（企业开办

主题式套餐申报）、邮轮产业、营商环境、

创业就业、创业平台和建设工程等为企

业提供主题化服务。

【开展“一区一网”集约整合】　９月—１２
月，宝山区分两批关停全区５２家部门网
站，相关信息、数据和功能统一归并至门

户网站相关栏目，或以专栏、专题形式呈

现。与网站集约化建设相关第三方团队

开展合作，优化系统集成平台，围绕响应

式建设、可见性优化建设、无障碍建设、

多版本建设、内容管理系统、全文检索系

统和网站防篡改功能等开展系统优化，

为网站运维提供技术支撑。

【门户网站全新改版上线】　１１月 １３
日，结合“一区一网”集约整合工作，网

站改版上线。主站优化栏目呈现，设“一

网通办”“要闻动态”“领导之窗”“信息

公开”“政民互动”“公众服务”“营商环

境”七个板块。原有部门政府网站以信

息内容报送、专栏和专题方式整合，全站

约有１１０个二级栏目，另设６个部门专
栏和１２个街镇专栏。

【推进政务信息发布】　网站全年发布
政务信息 ３１５１７条，页面总访问量逾 １
亿人次。“上海宝山发布”官方微博粉

丝４８万人，发布信息７９７５条，影响力列
全市各区第一位，进入全国政务微博外

宣榜５０强。“上海宝山”官方微信实现
一日三次发布，粉丝逾３０万人，发布信
息１７６１条，影响力居全市前列。举办１
期“区长网上办公”、５期“在线访谈”，开
展“调查征集”１４期、“网上评议”５期。

推出“改革再出发·宝山区庆祝改革开

放４０周年、撤二建一３０周年”“上海市
环保督查”“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节”“宝山微电影大赛展播展映”等

专题专栏。 （顾莉莉）

广播电视
【概况】　宝山区广播电视台拥有宝山人
民广播电台（调频９６２兆赫）、宝山电视
台（高清频道序号２１９，标清频道１９）以及
视频新闻网站（ｗｗｗ．ｂｓｔｖ．ｂａｏｓｈａｎ．ｓｈ．
ｃｎ）、微信公众号“宝山广播电视”。电台
每天播音１４５小时，电视台每天播出１７
小时。至年末，在编人员８７名，其中具
有专业技术中级职称及以上人员４４名。
下设办公室、总编室、新闻部、专题部、广

播编辑部、技术部、产业发展部及有线管

理部。年内完成采访报道新闻７１２０条，
参与策划、组织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

间艺术节、上海市民文化节新诗创作大

赛、端午节、丰收节现场直播等３８场大
型活动工作，完成网络直播３１场；制作区
内大型专题片７部，包括反映宝山区改革
开放４０年、“撤二建一”３０年巨大成果专
题片《奋斗之路》。１１月，被中国广播电
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评为“改革开放

四十年全国百佳县级广播电视台”。

【栏目设置及舆论宣传】　区广播电视
台抓好主线，持续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开

设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撤二建一”３０
周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大调研等新闻

专栏，发表专家分析、居民采访、改革前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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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１月，区广播电视台拍摄制作５集大型系列专题片《潮涌吴淞口》
区广播电视台／提供

后对比等报道，反映宝山区域建设、百姓

生活等变化。在中央、市级媒体播出新

闻８７０条，微信推送信息 １５０条。服务
各项重大活动，配合第十届宝山国际民

间艺术节工作，制作５集大型系列专题

片《潮涌吴淞口》，采访２０名市区相关领
导及近６０名普通百姓，展现宝山改革开
放４０年、“撤二建一”３０年成果。负责
和参与艺术节大型活动部和新闻宣传部

工作，组织和实施艺术节启动、开幕等重

点活动及艺术节期间宣传工作。承办

２０１８上海市民文化节“纪念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新诗创作大赛，征集诗歌作品

２０６２件，选出１００首优秀诗作汇编成诗
集作品。《名医话健康》栏目分别与吴

淞医院、仁和医院加强合作。６月，与区
人大常委会合作开办《人大直通车》，报

道代表履行职责和代表工作情况。７
月，推出《百姓连线———社区讲堂》公益

类广播民生节目，通过“社区通”平台和

热线电话与听众共同探讨热点难点

问题。

【推进“小喇叭”户户通民生工程建设】

　区广播电视台通过政府采购平台，委
托并督促中标第三方公司做好“小喇

叭”户户通民生工程运维工作，确保运维

工作正常实施。据统计，全区小喇叭户

数２７７２１户，全年共维修１５８户。

【捐赠电视转播车】　区广播电视台向
对口支援地区新疆叶城县捐赠电视台标

清电视转播车，并选派２名技术人员对
其进行广电专业培训。

表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获奖作品 荣誉称号／奖项 获奖个人／部门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大国工匠———胡双钱

２０１７“上海广播电视奖”广播新闻类 三等奖

２０１７“上海广播电视奖（区台奖）”广播
新闻类

一等奖

曹英姿　龚　昱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２０１８年５月

放飞梦想的巴学园

２０１７“上海广播电视奖”播音主持类 二等奖

２０１７“上海广播电视奖（区台奖）”广播
新闻类

一等奖

周　菁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２０１８年５月

唱响京城的“宝山好声音”

２０１７“上海广播电视奖”广播文艺类 三等奖

２０１７“上海广播电视奖（区台奖）”广播
文艺类

三等奖

２０１７年度中广协城市台（上海经济区）
广播文艺

三等奖

马　萧　徐　琛
冯妍青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２０１８年５月

中广协城市台（上海经
济区）

２０１８年９月

巨擘
２０１７年度中广协城市台（上海经济区）
电视专题

一等奖
缪婧瑛　卫　珏
龚　昱　许鹤晖

中广协城市台（上海经
济区）

２０１８年９月

党建“社区通”：将党员连在线
上将服务做到心坎上

２０１７年度中广协城市台（上海经济区）
电视新闻

三等奖
梁晓峰　李学军
顾国荣

中广协城市台（上海经
济区）

２０１８年９月

国内首个纳米涂层技术生产线
在宝山投产

２０１７年度中广协城市台（上海经济区）
广播新闻

二等奖
林　勇　龚　昱
顾国荣

中广协城市台（上海经
济区）

２０１８年９月

“挑山女人”为何能热演五年？

２０１７“上海广播电视奖（区台奖）”电视
新闻类

二等奖

２０１７年度中广协城市台（上海经济区）
电视新闻

二等奖

孙子璎　仲昱峰
龚　昱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２０１８年５月

中广协城市台（上海经
济区）

２０１８年９月

宝山民企成功设计中国第一艘
豪华邮轮获得法国船级社认证

２０１７“上海广播电视奖（区台奖）”电视
新闻类

三等奖
段小龙　袁国良
仲昱峰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２０１８年５月

生死诗篇
第十九届全国电视外宣“彩桥”节目创
优评析纪录片类优秀作品

缪婧瑛　卫　珏
龚　昱　许鹤晖 中国黄河电视台理事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寻光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电视文艺）
区台奖纪录片类

一等奖 集体 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 ２０１８年９月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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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作品 荣誉称号／奖项 获奖个人／部门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宝山新闻》栏目
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及播音主
持作品电视播音

三等奖 冯妍青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
组织联合会

２０１８年８月

“挑山女人”为何能热演五年？
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及播音主
持作品电视播音

二等奖 龚　昱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
组织联合会

２０１８年８月

宝山民企成功设计中国第一艘
豪华邮轮获得法国船级社认证

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及播音主
持作品电视长消息

二等奖
段小龙　袁国良
仲昱峰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
组织联合会

２０１８年８月

大国工匠筑梦蓝天
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及播音主
持作品电视新闻专题

一等奖
唐　捷　赵维杰
杨艳华　龚　昱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
组织联合会

２０１８年８月

“机器换人”的失与得
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及播音主
持作品电视新闻评论

一等奖
林　勇　李学军
顾国荣　龚　昱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
组织联合会

２０１８年８月

一路有我
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及播音主
持作品广播社教专题

一等奖 华晓瞡　龚　昱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
组织联合会

２０１８年８月

创业用理想撬动现实
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及播音主
持作品广播社教专题

三等奖 贺晓晨　徐　琛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
组织联合会

２０１８年８月

２０１８金牌主播主持人评选活动
全国百优
“金牌主播”
荣誉称号

龚昱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持人
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施　琦）

表３　 《宝山报》２０１８年好新闻评选作品

序号 类别 作品标题、主题内容或版面名称 作者或集体 奖项

１ 新闻策划 宝山人的新年心愿（聚焦宝山） 集体 三等奖

２ 消息
打球十分钟心脏骤停“黄金一分钟”抢救

生命
张慧 三等奖

３ 通讯 网上网下共筑“同心圆” 孙小尘 二等奖

４ 评论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系列评论（４篇） 高慧芳、孙小尘、张慧、

陈昭晖
二等奖

５ 新闻摄影 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三船同靠” 孙小尘 一等奖

６ 副刊 长江口副刊 吴雯怡 二等奖

７ 微信公众

号作品

读者来信感谢市一医院宝山分院古稀老伯

突发心梗终获治愈

赵荣发、余婧瑶、毛

欣澄
三等奖

宝山东方有线
【概况】　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
公司于２０１１年３月转制成立，集合有线
电视、家庭宽带、互动电视、企业数据、综

治项目、智慧项目等于一体，其基础业务

是建设和维护宝山区有线电视网络，为

宝山区居民用户传输安全、稳定、清晰的

有线电视节目及其他增值服务。至年

末，宝山区有线电视覆盖用户７４万户，
年内新增 １４万户，宽带覆盖用户 ６
万户。

【推进综治网雪亮工程项目建设】　宝
山东方有线在“雪亮一期”基础上，承建

宝山区、街镇、村居社区三级视频监控联

网应用及综治智能化信息系统项目二期

项目，于１０月３０日完工验收。项目涉
及全区１２个街镇３０８个老旧住宅小区
物防技防建设及改造升级，包括人脸识

别高清智能视频监控系统、高清视频监

控系统、门禁系统、车禁系统、宝山区综

治信息中心机房改造、综治信息化平台

物理专网标准６个系统。

【开展物联网智慧社区项目建设】　年
初，宝山区启动智慧社区项目试点工作，

宝山东方有线为建设单位。项目包括公

共安全、民生服务、综合应用三大类１３
个应用场景共２０项。项目实现小区内
智能识别、楼栋管理、消防安全、公共监

控、车棚管理、垃圾桶管理及水质安全等

智能化升级，并利用机顶盒推送相关监

控视频、公共信息。年内完成友谊路街

道白玉兰小区、吴淞街道永清二村、大场

镇文华苑３个智慧社区试点项目建设，
惠及社区居民６０００余户。 （刘恒苹）

宝山报
【概况】　２０１８年是《宝山报》创刊３０周
年。《宝山报》全年出版５３期（第２０５３
期—２１０３期），版面 ２２６个，刊登稿件
１６００余篇；推送微信公众号２５３期，稿件
７７６篇；同步上线“数字报”５３期。至年
末，共有工作人员１７名，其中９名为在
编职工，７名聘用人员和 １名专职校对
员。《宝山报》每周二出版，发行量 ３２
万余份，免费发行至全区各级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医院、村委会、

居委会，旅馆、东方书报亭、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离退休老同志和部分市民等。

头版为要闻版，二版为综合新闻版，三版

为社区新闻版，四版为百姓生活、副刊和

专题版。在 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区报好新
闻评选中获７个奖项，其中新闻摄影一

等奖１个，通讯、评论、副刊类二等奖 ３
个，新闻策划、消息、微信公众号类三等

奖３个。

【新闻报道】　《宝山报》开设“贯彻落实
十九大精神谱写中国梦宝山篇章”等栏

目，聚焦宝山改革发展、科创中心建设、

补短板、重点板块开发、民生改善、社会

治理等工作，推出各街镇园区及大口委

办局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报道专版。开

设“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勇当新时代
排头兵先行者”专栏，专题报道大调研相

关内容，发表《听意见送服务甘当“店小

二”》《引入分时租车方便出行“最后一

公里”》《大调研解决居民实际问题》等

近２０篇稿件。做好区八届人大三次会
议和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各项宣传任

务，报道好大会法定议程，编发区领导重

要讲话和交流发言内容，解读相关工作

报告，反映区人大代表和区政协委员依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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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履职、建言献策情况。采用“一栏一书

一特刊”形式，宣传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暨宝山“撤二建一”３０周年成果和相
关活动。“一栏”即“改革春风四十年　
宝山风云三十载”专栏，刊登《“社区通”

实践一年解决问题４３万个》《四十一天
承诺兑现　宝山扶贫之路“上线”》《潮
头远航　驶入新天地》等１０余篇报道；
“一书”即《江风海韵谱华章———１９８８—
２０１８宝山优秀新闻作品选集》，甄选《宝
山报》创刊３０年来刊发的优秀新闻作品
１１１篇，２１７万余字，包括消息、通讯、评
论、版面、图片等，展示宝山３０年发展历
程和成果；“一特刊”即１２月底出版庆祝
特刊，头版实时报道建区 ３０年重大活
动，２版—４版刊载３０年来宝山区经济
发展、民生建设、社会治理、文化强区、党

建工作等重点工作。开设《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专题报道》，连续３期报道
宝山迎接进博会会前准备、会中活动以

及现场情况。２期５个整版集中宣传第
八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刊发文章照

片２７篇，微信推送稿件１５条。围绕争
创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开设“坚定信心　
迎难而上　宝山全力以赴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提名区”等专栏专版，刊登《让生活

在这片土地的百姓更幸福》《坚定信心

　打好宝山创城“攻坚战”》《罗泾塘湾：
小乡村里大作为》等报道；推出《行动是

最好的表态》《创全既要苦干又要巧干》

《让创全成为全民参与的“幸福工程”》

《让志愿精神在创全路上唱“主角”》四

篇创全评论文章；刊印“宝山创全十八

问”特刊７９万份，发放到宝山每户家庭，
创下《宝山报》单次刊发量之最。配合

环保督察工作，开设“环保３６５生态惠民
生”栏目，刊发《以群众满意为最大目

标》《边督边改不含糊　对企业环境违
法行为“零容忍”》等 １０余篇文章。报
道“无违”整治、水环境治理、城市精细

化管理、乡村振兴计划等重点工作以及

上海樱花节、五一、五四、七一、八一、十

一等重点节庆活动，做到重大事件不缺

席，重大新闻不漏报。

【《宝山报》微信号】　微信号全年推送
微信７７６篇，涉及宝山区时政、经济、社
会、民生、文化等领域。“创全十八问”、

迎战台风“安比”、《环保督查十日，宝山

区行政处罚破千万》《读者来信感谢市

一医院宝山分院》等多条新闻阅读量破

千次。开设“我们的 ３０年”“宝山非遗
说”等特色栏目，挖掘宝山故事和宝山文

化。“宝山非遗说”栏目文章全文被人

民网、上观等媒体转载。下半年起，推送

频率由每天 １篇—２篇增加至 ３篇—
４篇。 （周　超）

中国宝武报
【概况】　《宝钢日报》于１９７８年８月１
日创刊，２０１７年 １月更名为《中国宝武
报》，由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主

办，国内公开发行。全年共出版报纸９９
期，每周二出版，对开四版，定价１５０元，
发行量３１６万份，主要发行对象是宝武
集团员工。至年末，报社在编员工 ２８
人，借聘１人。年内，《中国宝武报》获中
国报业协会“改革开放四十年·报业经

营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重点报道】　《中国宝武报》做好中国
宝武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新作为新

举措、开展党员领导人员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的报道。宣传报道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征文、研讨活

动和学习交流成果。报道中国宝武及各

级单位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重要论述精神等专题学习研讨情况。

做好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暨深化改革
宣传报道，重点报道武钢投产６０周年纪
念座谈会、宝钢股份“同行四十载，共铸

中国梦”主题展。开设宝钢股份首席、专

家访谈，重点用户采访专版专栏。与宝

钢股份共同策划“用户看宝钢”系列报

道，刊发“中国志·宝钢心，与改革开放

同行、宝钢建设４０周年之大家谈”４个
专版。“友爱的宝武”官微发布《中国宝

武：这才是有实力的“ｇｕａｎ”宣》等５篇内
容。开设“奋发有为创佳绩，凝心聚力谱

新篇”专栏，刊发中国宝武推动改革发展

新举措新成效报道 ３５篇。制定《首届
进博会宣传报道方案》，推出８篇中国
宝武参与进博会以及举办系列活动报

道。做好发挥战略规划引领作用、做强

钢铁主业、多元产业转型发展报道。做

好“一带一路”和海外事业推进新进展

报道，报道宝武班列、湛江作为“一带一

路”出海口、在越南建厂、跨境电商、工

业技术服务等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

进国际化经营新进展。加强中国宝武

企业文化宣传报道，开设“劳模风采”

“宝武匠心”等栏目，宣传中国宝武劳

模、工匠以及普通员工扎根一线为企业

做贡献的故事。开辟“宝武故事”专栏，

发现和报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宝武价值观的基层员工典型。策

划实施中国宝武首届党代会系列报道，

组织“奋进新时代、再创新佳绩，喜迎中

国宝武首次党代会”系列成果报道，分

深化改革、整合融合、智慧制造、绿色环

保、社会责任、党的建设６篇。组织“发
挥双带作用，争当时代先锋———喜迎中

国宝武首次党代会”先进人物报道，展

示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劳模典

型案例。报道中国宝武履行社会责任、

贯彻落实精准扶贫战略部署举措，通过

《中国宝武报》、“友爱的宝武”官方微

信刊发扶贫工作报道３７篇。

【新闻获奖作品】　２０１８年，《水流走了
坚固的石头还在》反映扶贫工作系列报

道获国务院国资委第四届国企好新闻文

字系列报道一等奖。在上海市新闻工作

者协会新闻奖评比中，《三上宿迁取真

经》获通讯类一等奖，《宝钢股份冷轧厂

建成国内首家“黑灯工厂”》获消息类一

等奖，《中国宝武牢记习近平同志的嘱

托，不忘初心钢铁报国》获特稿类二等

奖。在全国冶金新闻工作者协会好新闻

评比中，《钢城里走出“小巷总理”》获好

新闻通讯作品一等奖，《宝钢股份冷轧厂

建成国内首家“黑灯工厂”》获好新闻消

息作品一等奖，《Ｃ９１９首飞成功落地后，
宝武和大飞机不得不说的秘密》《５６℃
的码头，７２℃的船舱……我举起相机向
你们“炙”敬》获好新闻微信作品一等

奖，《分享价值增值的红利》获好新闻言

论作品一等奖。在上海市报纸行业协会

好新闻评比中，《钢城里走出“小巷总

理”》《三上宿迁取真经》《宝钢股份冷轧

厂建成国内首家“黑灯工厂”》获“最接

地气”文字报道奖，《战高温》获“最接地

气”新闻摄影奖，《中国宝武 ＡＰＰ视频图
文直播》获“最接地气”发展创新奖，《我

看十八大以来这五年》获“最接地气”专

栏专版奖，《我们的２０１７》获“最接地气”
短视频特别奖。

【《中国宝武报》数字报】　２００５年２月
４日推出电子版，２０１１年推出数字报。
网址为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ｂａｏｓｔｅｅｌｃｏｍ。主要
栏目有一版要闻、综合新闻、经济新闻、

行业动态、时事评论、专副刊、数字报、宝

钢视频、互动平台九大版块。全年发布

文章总数 ３３５６篇，报纸版面 ３９２个，网
页浏览量１０６４９７次。 （蒋文雯）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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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武视频新闻
【概况】　２０１８年，集团企业文化部、工
会、科协等部门《印象２０１７》《春天的芭
蕾》《铸造辉煌ＭＴＶ》《我们的２０１７》《老
干部诗歌朗诵会》《中国宝武（介绍片中

英文版）》《钢铁强，则国强》《匠·心（８
部）》《阳光讲坛（６期）》《宝钢人的知与
行》《砥砺前行４０年———为改革而生的
中国宝武》《宝武工代会》《２０１８宝钢学
术年会》《新时代新国企（两部）》等 ２７
部专题片或微视频制作完成并在中国宝

武ＡＰＰ客户端播出。

【中国宝武 ＡＰＰ】　《中国宝武》ＡＰＰ工
作日每天发布新闻，全年阅读量７９万余
人次，用户累计下载量４８９万。

【中国宝武资讯平台】　中国宝武资讯
平台实现员工动态收阅公司新闻、获取

企业文化传播、形势任务教育等学习材

料。集团总部各部门、各子公司１９个微
信公众号纳入资讯平台微矩阵。全年注

册人数６３５２２人，绑定设备数８８１６０个，
日均使用人次２１４８０次。

【“友爱的宝武”官方微信】　微信号全
年发布微信 ３７４篇，阅读数 ８５万余人
次，粉丝数３万。 （蒋文雯）

表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电信局营业厅情况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营业周期 营业时间 联系电话

牡丹江路营业厅 牡丹江路１７８０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２０∶３０ ５６６９５５１４

永清路营业厅 永清路２９１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３３７９０７１９

德都路营业厅 德都路５２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１８∶００ ５６１９０７２２

市一路营业厅 市一路１５１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６６８６３３２６

顾新路营业厅 顾新路２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５６０４９８３６

锦秋路营业厅 锦秋路８０９弄５９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１８∶００ ６６１６４７４４

长江西路营业厅 长江西路１８２８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１８∶００ ５６７４０６２４

菊盛路天翼专营店 菊盛路８２９—８３１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３０ ６６７８８３６９

陈镇路天翼专营店 陈镇路４—６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２０∶００ ５６８７３４５６

东太路天翼专营店 东太路３７６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２０∶００ ６６９３３１２９

聚丰园路天翼专营店 聚丰园路３２９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２０∶００ ６６１６０１２９

通河路天翼专营店 通河路３９１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２０∶００ ５６７６７０２４

美兰湖天翼专营店 罗芬路５５５弄４１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３０—１８∶３０ ３３８５６７２５

长江南路天翼专营店 长江南路７００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３３７９８８７８

共富路天翼专营店 共富路３９６—３９８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１８∶００ ６６７９０７６０

水产路天翼专营店 水产西路２８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１８∶００ ５６８０１１２２

宝安公路天翼专营店 宝安公路２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５６８０２２０５

鹤林路天翼专营店 鹤林路７８弄５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１８∶００ ５６４６７９２１

顾太路全网通店 顾太路３８０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２１∶００ ６６７９５７７７

塘西街全网通店 塘西街１３９弄５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２１∶００ ６６８６０７６８

电信
【概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宝山电信局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简称“中国电信上海公

司”）二级直属单位，负责宝山行政区

范围内电信网络及信息化设施的营

销、维护及服务，承担的主要业务种类

有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宽带业务和

ＩＰＴＶ等各类电信基础业务和增值业
务。至年末，累计接入固定电话用户

数４０８万户，移动电话用户数 ８９１
万户，宽带用户数 ３６１万户，ＩＰＴＶ用
户数 １９９万户。辖区内有牡丹江路
营业厅、长江西路营业厅、市一路营业

厅、德都路营业厅、顾新路营业厅、永

清路营业厅、锦秋路营业厅 ７家营业
厅、１１家天翼专营店以及 ２家全网通
店，共计２０个营业网点。年内以“智
慧宝山”为目标，致力于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及区域信息化工作，持续打造覆

盖全区的基础语音、数据通信、移动通

信和多媒体集成精品网络。

【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公司推进
千兆光网建设，实现千兆小区覆盖率

１００％，光纤覆盖超过８４万户，家庭用户
平均接入带宽大于 １６０Ｍ；区域内共有
４Ｇ基站７６５个，覆盖率 ９９９６％。推进
物联网建设，ＮＢ—ＩｏＴ站点共１７５个，覆
盖率９９９０％。实施企业客户提速降费，
实现５０Ｍ起步，提速２５倍，平均资费降
幅约７０％。

【实现义务教育学校无线网络覆盖】　公
司参与政府实事项目，实施区教育局牵头

的义务教育学校无线网络覆盖工作，涉及

１１１所公办中小学，实现师生跨校统一接
入认证功能，便捷获取各类教学资源，为

新一代移动教学、电子书包、智慧教室等

新兴教学模式提供基础环境。

【推进公共安全信息化建设】　公司配
合实施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共享平台项

目，在区域内布控６７８１个数字视频监控
点，实现监控视频集中管理及智能分析。

根据“智慧公安一网通办”要求，配合实

施顾村派出所综合指挥室改造项目，提

高接警、预警、出警整体效能，提供软硬

件一体信息化服务支持。为公安提供智

慧移动警务终端，配套开发警务应用，实

现现场人员快速识别、车辆信息查询、快

速处置等执法工作。构建交通、治安协

辅警通信对讲系统，实现平台定位、指挥

调度服务等功能。

【开展公共管理信息化建设】　公司搭
建宝山区社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实现

居委会表单从７３６张减少到１１７张。建
设城管指挥中心，完成应用支撑平台和

应用系统建设，实现城管网上办案，包括

案件证据采集上报、案件流转、案件处罚

管理。为市场监督管理局部署３５家重
点餐饮单位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实

时查看功能，加强食品加工监管。

【实施江杨路农产品批发市场物联网项

目】　公司安装部署江杨路农产品批发
市场智能路灯、水表、电表、烟感、消防

栓、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电动车停放区域

边界告警系统等物联网设备及信息化管

理平台，实现对能源消耗、人员出入、车

辆停放、安保消防等工作集中管理。

（陈旭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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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卫生
■编辑　吴嫣妮

基础教育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各级各类学校
（教育机构）３２７所，其中公办中小学１１９
所（含特殊教育学校 １所、工读学校 １
所），民办中小学１９所，公办幼儿园１００
所，民办幼儿园６７所，中等职业学校 ４
所，成教机构５所，其它教育机构１３所。
在校学生 １７２６０４人，教师 １３３０８人，全
年新开学校９所（不含分校、分园）。

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教育机构

类别 全部学校 公办学校 民办学校

学校数
（所）

在校学生数
（人）

学校数
（所）

在校学生数
（人）

学校数
（所）

在校学生数
（人）

合计 ３２７ １７２６０４ ２３９ １３４９２４ ８８ ３７６８０

　中学 ６８ ４３４５７ ５９ ３８４０２ ９ ５０５５

　　其中：高中 ８ ６９４６ ７ ６４７２ １ ４７４

　　　　 初中 ２７ １６５０７ ２４ １３６５２ ３ ２８５５

　　　　 完全中学 ５ ５２４０ ４ ４５８５ １ ６５５

　　　　 九年制学校 ２７ １４０４５ ２４ １３５６１ ３ ４８４

　　　　 十二年制学校 １ ５８７ — — １ ５８７

　小学 ６８ ６７６００ ５８ ５９４０５ １０ ８１９５

　幼儿园 １６７ ５７７５０ １００ ３５１８０ ６７ ２２５７０

　工读 １ ７５ １ ７５ — —

　特教 １ １８１ １ １８１ — —

　中等职业学校 ４ ３２０７ ２ １３４７ ２ １８６０

　　其中：职校 ３ ３２０７ １ １３４７ ２ １８６０

　成人教育 ５ ３３４ ５ ３３４ — —

　其他教育 １３ — １３ — — —

　注：上表数据未包括市教委要求宝山区在地统计的非本区教育部门管理的３所中职校数据，该３所中职校
有学生４２９９人。

２０１８年，宝山教育坚持陶行知教育
思想引领，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

实施“十三五”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推

进教育事业科学均衡发展。接受国家义

务教育质量监测，承办“数学与人工智

能”第六届全国数学科普论坛等国家级

活动，参展第十五届上海教育博览会，先

后获第３９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亚军、第
３３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宝山区统筹兼顾，增强教育改革发

展活力。对接宝山品牌战略，做优做强

宝山特色本土教育品牌，开展“重走行知

路”主题活动，打造宝山陶行知教育创新

实践区，加强陈伯吹教育集团内涵建设，

开展“陈伯吹儿童文学创作大赛”“中外

名作家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引进优质

资源，与华师大签署第三轮战略合作协

议。全区中小学生开展“创全”行动主

题活动。推进招生考试改革，深化高考

改革，启动实施中考改革，重点强化学生

自主创新能力培养，提升初中到高中学

生培育和评价的连贯性。

宝山区提质增效，促进基础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促进学前教育健康有序发

展，制定《宝山区推进３岁以下婴幼儿托
育服务工作实施意见》，完成《宝山区学

前教育三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８）行动计划》，
做好市专项督导评估迎检工作，做好托

幼教育未来发展规划。推进《宝山区幼

小衔接课程实施》项目，成立由２０所学
校（幼儿园）组成的项目试验基地。促

进义务教育学区化集团化发展。持续深

化４个学区化５个集团化办学试点，涵
盖６７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惠及近７万
名学生。促进强校工程，确立宝山１０所
初中强校工程试点校，制订强校工程实

施方案。促进高中特色多样发展，加快

推进罗店中学、宝山中学、行知实验学校

３所特色普通高中项目校实践研究。引
进优质教育资源，与华东师范大学签署

“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领域办学合作协

议”，确保华二宝山实验学校等高起点开

办。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落实上海市

教育信息化蓝皮书，加强学校教育信息

化建设。

宝山区多元发展，构建创新育人教

育模式。坚持立德树人，亮化“生活德

育”品牌，形成红色爱国系列、蓝色公益

系列、绿色生态系列、橙色创新系列“四

色系”教育资源功能定位，和以“生活育

德、礼仪规范、心育呵护、家校合作、生涯

辅导、国际理解”为主题的６大系列核心
课程功能圈。优化课程教学与教育科

研，制定《宝山区教育科研三年行动计

划》，加强“问题化学习”等科研成果转

化推广。推进学校课程改革整体设计，

探索研究性学习类课程开发，完成国家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培智学校《为

培智学校学生定制个别化课程的实践研

究》、宝山区教育学院《中国式 ＰＢＬ问题
化学习的深度研究与实践》获２０１７上海
市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特等奖，吴淞

中学获一等奖２个，七色花艺术幼儿园、
培智学校、罗店中心校、陈伯吹实验幼儿

园各获一等奖１个。２０１７年上海市中小
学时事课堂教学展示评优活动中，行知

中学仙慧丽老师获一等奖，泗塘中学张

静媚老师和大场中心小学徐柳莺老师获

二等奖。推进上海市体育课程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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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工作，开展高中体育专项化建设。建

立区青少年科技教育院士专家工作站和

ＳＴＥＭ＋教育发展中心。推进“课程进场
馆”项目，成立“艺术小名师”工作室。

推动“非遗”“戏曲”进校园，命名１５所
区“戏曲进校园”活动基地学校、８所艺
术名家冠名特色学校，成立宝山区戏曲

共同体。罗店中心校、大场中心小学、同

洲模范学校被评为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

文化艺术传承学校，行知实验中学等 ４
校被认定为上海市非遗进校园优秀传习

基地。

宝山区保障为先，提升跨越发展力。

加强人才保障，实施《宝山区教育优秀人

才激励办法（试行）》，命名表彰５４位名
校长、骨干校长，评选新一届骨干教师

１０３３人，启动第五批干部带教基地，稳
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举办宝山区

教育系统第八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实

施“１＋５”专业（专项）能力提升计划，完
成２０１８年援疆教师支持计划。加强资
源配置保障，完成小天使幼儿园、青秀城

幼儿园、美兰湖中学、上海大学附属宝山

外国语学校新建工程，建成图书馆、创新

实验室、安全体验教室等教育装备７９个
（项）。加强校园安全管理保障，推进学

校放心食堂创建，加强卫生教师业务培

训，提升学校传染病防控能力。协调相

关职能部门开展学校及周边环境整治

工作。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宝山区首批艺术名家工作室成立仪式在龙现代艺术馆举行 区教育局／提供

２０１８年５月４日，浙江桐乡考察团到宝山考察 区教育局／提供

【教学与学科建设总结会召开】　１月１６
日，以“坚守教育情怀　提升专业品质”
为主题的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教学与学科

建设总结表彰大会在区教育学院召开。

会上宣布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教学与学科建
设各项评比与竞赛项目获奖名单，并为

获奖教师及获奖单位代表颁发奖状和

奖牌。

【名家冠名艺术特色学校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　１月３１日，“海上花开”宝山区
首批艺术名家工作室成立仪式暨首批名

家冠名艺术特色学校战略合作协议签订

和授牌仪式在宝山区龙现代艺术馆举

行。昆剧艺术家谷好好、梅派大青衣史

依弘、余派传人王瑜、主持人阎华４名
艺术名家工作室落户宝山，宝山实验学

校、吴淞中学、庙行实验学校、罗南中心

校、泗塘中学、鹿鸣学校、上大附中、上附

实验学校８所学校成为首批以艺术名家
冠名的宝山区艺术特色学校。

【参加世界头脑奥林匹克总决赛】　５月
２３日—２６日，第三十九届世界头脑奥林
匹克总决赛在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举

办，来自１４个国家和地区近９００支队伍
参加比赛，宝山区罗店中心校和二中心

小学两支队伍参赛。罗店中心校获“铁

人三项之旅”项目亚军。

【市领导调研３岁以下托育服务工作】　
８月１３日，副市长翁铁慧一行到宝山，专
题调研３岁以下托育工作，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副区长陈筱洁陪同调研，

市、区相关委办局负责人参加调研。翁

铁慧一行先后察看欧莱托育点和宝山区

早教指导中心（托育服务中心），并在宝

山区托育服务中心召开上海市托幼工作

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

【市教委主任陆靖主讲开学第一课】　９
月１日，吴淞中学２０１８级高一新生与吴
淞中学教育集团２００余名教师等共同聆
听市教委主任陆靖主讲开学第一课———

“化学的宏观与微观”。副区长陈筱洁

出席活动。

【庆祝第三十四个教师节主题活动举

行】　９月４日，主题为“杏坛·芳华”的
宝山区庆祝第三十四个教师节主题活动

在上海大学伟长楼举行。市教委、宝山

区和上海大学相关领导与教育系统教师

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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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退休教师代表出席活动。主题活

动通过“岁月如歌”“师和远方”“风华正

茂”“桃李天下”“继往开来”等五个篇

章，回忆宝山教师奋发前行的过去，展示

宝山教师扎实进取的当下。活动中举行

纪念“从教三十年”颁证仪式，为从教３０
年的教师代表方红梅、徐雅芳、王伟龙、

姜建锋、苏徐红、黄伟文、朱俊华、姜海平

等颁发纪念证书。

【延伸华东师大教育品牌】　９月４日，
宝山区政府与华东师范大学签署系列合

作协议，双方将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转

型发展，提升大学服务国家战略为目标，

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项目推动、互利

共赢”为原则，在前期框架合作协议基础

上，深化教育、科技、文化、人力资源等领

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７日，宝山区举行首届名校长培养研修基地小学专场展示活动 区教育局／提供

【新教师职业规范化培训班开班】　９月
１１日，新教师职业规范化培训班开班，
全区６００余名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
师参加培训。培训采取集中面授、分组

实训形式，集中面授环节特邀嘉定区教

育学院教研室主任、上海市语文特级教

师沈国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彭勇文，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

授、金山区教育学院干训部主任高纪

良，以及中国当代著名教育改革家、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班主任魏书生等

专家做专题讲座；分组实训环节以培训

感悟交流、学员才艺展示、拓展活动等

形式展开。

【教育学会换届大会召开】　１０月 ２９
日，宝山区教育学会２０１８年会员代表大
会召开，市教育学会、区教育局相关领

导，第七届理事会成员和第八届理事会

候选理事、监事，单位和个人会员代表共

６０余人出席。会议审议和通过第七届
理事会工作报告、《宝山区教育学会章

程》修订说明、《宝山区教育学会单位会

员会费标准和管理办法》、第八届理事会

理事、监事候选人产生情况说明等事项。

区教育局局长杨立红当选新一届学会会

长，大会同时选举产生第八届理事会理

事、监事共３０人。

【开展区政府依法履行教育责任综合督

政】　１１月７日—９日，市教委、市政府

教育督导室对宝山区依法履行教育职

责开展为期三天的综合督政工作。上

海市教委总督学平辉、督政组组长李瑞

阳、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张慧、市

综合督政专家组专家、市教委相关处室

负责人等４０多名专家出席综合督政自
评会。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

长范少军，副区长陈筱洁参加会议。综

合督政工作主要围绕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发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语言文字工作三个方面开展，督导

组组织座谈１９７人次，实地走访单位２９
家，查阅各类资料１１９０卷，开展网上问
卷调查４０６１１份，深入了解宝山区教育
发展整体情况。

【举行教育学院６０周年院庆】　１１月２０
日，宝山区教育学院６０周年院庆展示暨
陶行知教育思想专项课题研究启动仪式

在区教育学院举行，活动主题为“教学做

合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践深化研

究”。区教育局、教育学院领导、全区中

小幼分管科研工作的校长、学校科研负

责人以及有意致力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研

究的教师出席活动。

【接受“全国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创新县（市、区）”实地核查】　１１月 ２１
日—２２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
室和教育部督导局组织专家对宝山区创

建“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

新区”工作开展实地核查。区教育督导

委员会主任、副区长陈筱洁，区教育局领

导及区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领导等

参加汇报会。督导组专家查阅创建工作

资料和教育督导网络系统，对行知中学、

杨泰实验学校、同泰路小学进行实地

核查。

【宝山区中小学美丽宝山系列读本《人

文韵》出版】　１２月，由宝山区教育局和
区教育学院编写的以“生活育德”为主

题的“美丽宝山”系列区本课程《人文

韵》，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人文

韵》是继《行知魂》《乡土情》之后出版的

第三本乡土读本，全书分“山不在高　有
仙则名”“诸子百家　行成于思”“天下
兴亡　匹夫有责”“妙笔生花　钟灵毓
秀”“精雕细琢　巧夺天下”“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推陈出新　继往开来”
“不忘初心　薪火相传”８个篇目。

【多名校长教师入选市教委第四期“双

名工程”】　上海市教委公布第四期“上
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

（以下简称“双名工程”）人员名单。区

直机关幼儿园蒋静入选第四期“双名工

程”高峰计划，１０名校长入选“双名工
程”攻关计划名校长学员，５９名教师入
选攻关计划名师学员；５名教师入选“双
名工程”种子计划基地领衔人，１８１名教
师入选种子计划人选。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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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宝山区第四期“双名工程”攻关计划后备人员

序号 类别 姓名 单位

１ 高峰计划 蒋　静 上海市宝山区区直机关幼儿园

２ 攻关计划名校长学员 何　敏 上海市通河中学

３ 攻关计划名校长学员 施忠明 上海市宝钢新世纪学校

４ 攻关计划名校长学员 邓立新 上海市宝山区庙行实验学校

５ 攻关计划名校长学员 金志刚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中心校

６ 攻关计划名校长学员 龚　荣 上海市宝山区红星小学

７ 攻关计划名校长学员 张宁芳 上海市宝山区红星幼儿园

８ 攻关计划名校长学员 陈　蕾 上海市宝山区三花幼儿园

９ 攻关计划名校长学员 黄豪芳 上海市宝山区青苹果幼儿园

１０ 攻关计划名校长学员 傅　悦 上海市宝山区小海螺幼儿园

１１ 攻关计划名校长学员 朱立华 上海市宝山区彩虹幼儿园

１２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闫白洋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１３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王金玲 上海市教育学会宝山实验学校

１４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须宏明 上海市杨泰实验学校

１５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王　颖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１６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宁斐斐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１７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孙云霞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１８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李红梅 上海市高境一中

１９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李党望 上海市吴淞中学

２０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李晓郁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２１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张倬霖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２２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陈　延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２３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柏雅明 上海市吴淞中学

２４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唐黎明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

２５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穆　莉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２６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周丽琴 上海市宝山区第一中心小学

２７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顾峻崎 上海市教育学会宝山实验学校

２８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程育青 上海市宝山区嘉华小学

２９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苍　郁 上海市宝山区求真中学

３０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陈向青 上海市淞谊中学

３１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陈　莉 上海市盛桥中学

３２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施　丹 上海市罗南中学

３３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奚赛娟 上海市宝山区共富实验学校

３４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黄　蓓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

３５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丌学荣 上海市宝山中学

３６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王纬明 上海市吴淞中学

３７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仙慧丽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３８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朱丽萍 上海市宝山中学

３９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肖　丹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４０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张　盛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４１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陈　琳 上海市顾村中学

４２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孟雅婷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４３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密青青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４４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喻华胜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４５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楼　宇 上海市吴淞中学

４６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潘　斐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４７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成根娣 上海大学附属小学

４８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朱建萍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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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类别 姓名 单位

４９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陆静娴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

５０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黄　绣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

５１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郝宏宇 上海市吴淞初级中学

５２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成　霄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５３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刘华霞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５４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严卫东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５５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张秀岩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５６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闫引堂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

５７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陆洪兴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

５８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俞惊鸿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

５９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姜文晋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

６０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徐　群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

６１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王霞红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

６２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苏华萍 上海市宝山区实验小学

６３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张丽莲 上海市宝山区江湾中心小学

６４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周　斌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中心小学

６５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蔡素文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

６６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祁利国 上海市宝山区实验小学

６７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周金玉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院

６８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马　骏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６９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徐雅芳 上海市行知中学

７０ 攻关计划名师学员 苏玉青 上海市宝山区陈伯吹中学

表３ 宝山区第四期“双名工程”种子计划基地

序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 基地类别 职务

１ 谢　穹 男 上海市淞谊中学 名师 语文教师

２ 罗佳骏 男 庙行实验学校 名师 教导主任、数学教师

３ 陈玉华 男 宝山区海滨中学 名师 科研主任、物理教师

４ 张　燕 女 宝山区教育学院 名师 初中思品教研员

５ 姚敏娇 女 宝山区教育学院 名师 中学科研员

表４ 宝山区第四期“双名工程”种子计划人选

序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 申报学科

１ 郭志峰 男 上海市宝山中学 数学（高中）

２ 殷海英 女 上海市宝山中学 语文（高中）

３ 周　丽 女 上海市宝山中学 语文（高中）

４ 金晓燕 女 上海市宝山中学 生命科学（高中）

５ 陆薇丽 女 上海市宝山中学 历史（高中）

６ 袁燕敏 女 上海市罗店中学 心理健康

７ 李　冰 男 上海市罗南中学 英语（初中）

８ 顾毓敏 男 宝山区乐之中学 语文（初中）

９ 吴　晗 女 华师大附属杨行中学 音乐（初中）

１０ 张成娟 女 上大附属宝山外国语学校 科学（初中）

１１ 毛其凯 男 上海市行知中学 地理（高中）

１２ 查泉涛 男 上海市行知中学 体育（高中）

１３ 崔雅章 女 上海市行知中学 语文（高中）

１４ 高振严 男 上海市行知中学 数学（高中）

１５ 皮德涛 男 上海市行知中学 历史（高中）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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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 申报学科

１６ 沈桃青 女 上海市行知中学 语文（高中）

１７ 黄玲玲 女 彩虹幼儿园 学前教育

１８ 陈珏娴 女 彩虹幼儿园 学前教育

１９ 蓝文仙 女 宝山区海滨中学 历史（高中）

２０ 陈　岩 女 宝山区海滨中学 音乐（高中）

２１ 钱艳霞 女 罗泾中学 心理健康

２２ 常思越 女 杨泰实验学校 历史（初中）

２３ 刘婷婷 女 杨泰实验学校 信息科技

２４ 苏伊文 女 杨泰实验学校 数学（初中）

２５ 张奕卿 女 行知实验中学 英语（初中）

２６ 吴筱雅 女 宝山区培智学校 特殊教育

２７ 傅佼艳 女 上海市呼玛中学 英语（初中）

２８ 陶晓晖 女 上海市呼玛中学 语文（初中）

２９ 顾　倩 女 顾村实验学校 语文（小学）

３０ 沈　莉 女 泗塘第二中学 物理（初中）

３１ 高星云 女 泗塘第二中学 德育（初中）

３２ 康雍尤 女 泗塘第二中学 音乐（初中）

３３ 钱怡玉 女 泗塘第二中学 英语（初中）

３４ 司　南 男 上大附中 英语（高中）

３５ 吴晓倩 女 上大附中 化学（高中）

３６ 金　花 女 上大附中 政治（高中）

３７ 周继彦 男 上大附中 数学（高中）

３８ 蔡文瑛 女 上大附中 语文（高中）

３９ 顾敏霞 女 上大附中 物理（高中）

４０ 季剑炜 男 上大附中 语文（高中）

４１ 蒋月娥 女 上大附中 数学（高中）

４２ 王海燕 女 上大附中 思想政治（高中）

４３ 邓珊荣 女 上大附中 历史（高中）

４４ 梁志峰 男 上大附中 英语（高中）

４５ 汪癑晖 男 上大附中 信息科技（高中）

４６ 黄琳玲 女 上大附中 物理（高中）

４７ 王　梅 女 红星小学 体育（小学）

４８ 苏　静 女 嘉华小学 语文（小学）

４９ 熊黎鸣 女 长江二中 语文（初中）

５０ 陈丽君 女 鹿鸣学校 心理健康（小学）

５１ 范志超 男 吴淞中学 物理（高中）

５２ 赵　欣 女 顾村中学 化学（初中）

５３ 丁　玲 女 吴淞中学 德育（高中）

５４ 陈　岭 男 行知实验中学 物理（高中）

５５ 夏　云 女 青苹果幼儿园 学前教育

５６ 焦清竹 女 青苹果幼儿园 学前教育

５７ 陈　铿 女 陈伯吹实验幼儿园 学前教育

５８ 李　丽 女 盛桥中学 数学（初中）

５９ 王伟维 女 盛桥中学 英语（初中）

６０ 官叶琳 女 陈伯吹中学 语文（初中）

６１ 徐蕾蕾 女 宝山区教育学院 化学（初中）

６２ 徐玮楚 女 宝山区海滨中学 英语（高中）

６３ 徐燕婉 女 七色花艺术幼儿园 学前教育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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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 申报学科

６４ 樊冬梅 女 七色花艺术幼儿园 学前教育

６５ 黄　莉 女 七色花艺术幼儿园 学前教育

６６ 杨俊宝 男 江湾中心校 体育（学科）

６７ 毛先会 女 行知实验中学 思想政治（高中）

６８ 许　浩 男 少科站 校外教育（科技）

６９ 王　蕾 女 少科站 校外教育（美术）

７０ 唐　颖 女 少科站 校外教育（科技）

７１ 李振弘 男 少科站 校外教育

７２ 刘加凤 女 少科站 校外教育（科技）

７３ 陈　勇 男 少科站 校外教育（体育）

７４ 范丽芳 女 少科站 校外教育（科技）

７５ 朱辰欢 男 少科站 校外教育（科技）

７６ 王　珏 女 刘行新华实验学校 语文（初中）

７７ 张　燕 女 淞浦中学 生命科学（高中）

７８ 赵佟巍 男 实验小学 语文（小学）

７９ 吴烨 女 二中心小学 英语（小学）

８０ 宋莉芳 女 一中心小学 语文（小学）

８１ 施春娟 女 一中心小学 英语（小学）

８２ 郭晓萍 女 一中心小学 数学（小学）

８３ 张小刚 男 教育学会宝山实验学校 数学（小学）

８４ 张　旭 男 教育学会宝山实验学校 英语（初中）

８５ 陆　乐 女 大场中学 英语（初中）

８６ 晏皓杰 男 大场中学 英语（初中）

８７ 王志健 男 大场中学 英语（初中）

８８ 倪绍梅 女 大场中学 数学（初中）

８９ 刘晓菲 女 上大附中实验学校 英语（初中）

９０ 张　星 女 上大附中实验学校 音乐（初中）

９１ 朱晓倩 女 上大附中实验学校 道德法治（小学）

９２ 徐静洁 女 杨泰实验学校 英语（小学）

９３ 徐卫娟 女 杨泰实验学校 语文（小学）

９４ 陆娅萍 女 杨泰实验学校 数学（小学）

９５ 贾　永 男 杨泰实验学校 体育（初中）

９６ 杨　雯 女 杨泰实验学校 语文（初中）

９７ 朱晓溪 女 杨泰实验学校 跨学科（初中）

９８ 何　仙 女 杨泰实验学校 数学（初中）

９９ 金成刚 男 杨泰实验学校 物理（初中）

１００ 朱　勇 男 经纬实验学校 物理（初中）

１０１ 苍　郁 女 宝山区求真中学 语文（初中）

１０２ 孙　晋 女 上海市宝山中学 物理（高中）

１０３ 蔡颖慧 女 上海市月浦中学 数学（初中）

１０４ 奚赛娟 女 共富实验学校 语文（初中）

１０５ 葛燕琳 女 宝山区陈伯吹中学 地理（初中）

１０６ 苏　艳 女 区直机关幼儿园 学前教育

１０７ 罗玉兰 女 吴淞初级中学 数学（初中）

１０８ 齐　飞 女 吴淞初级中学 数学（初中）

１０９ 黄凯敏 男 吴淞初级中学 体育（初中）

１１０ 邬意灵 男 呼玛中学 数学（初中）

１１１ 沈　瑜 女 呼玛中学 化学（初中）

３８２

基础教育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 申报学科

１１２ 李　洁 女 呼玛中学 体育（初中）

１１３ 张　艳 女 吴淞第二中学 数学（初中）

１１４ 陈跃华 男 吴淞第二中学 体育（初中）

１１５ 顾文娟 女 吴淞第二中学 科学（初中）

１１６ 施丹云 女 高境镇第四中学 数学（初中）

１１７ 沈晓璐 女 高境镇第四中学 美术（初中）

１１８ 章笔锋 女 月浦实验学校 语文（初中）

１１９ 刘婷婷 女 月浦实验学校 数学（初中）

１２０ 周　翌 女 月浦实验学校 思想品德（初中）

１２１ 倪晨晨 女 月浦实验学校 英语（初中）

１２２ 陈　洁 女 陈伯吹中学 美术（初中）

１２３ 包胤杰 男 上大附中实验学校 英语（初中）

１２４ 刘丹丹 女 上大附中实验学校 物理（初中）

１２５ 苏　凤 女 行知中学 地理（高中）

１２６ 吴艳军 男 行知中学 数学（高中）

１２７ 张晓宁 女 行知中学 英语（高中）

１２８ 陈娅琴 女 行知中学 英语（高中）

１２９ 余　轶 男 吴淞中学 生命科学（高中）

１３０ 吕　骏 男 吴淞中学 物理（高中）

１３１ 蔡晓琛 女 吴淞中学 历史（高中）

１３２ 张凡凡 女 上大附中 语文（高中）

１３３ 苑　琳 女 上大附中 生命科学（高中）

１３４ 蒋菁菁 女 上大附中 语文（高中）

１３５ 陈　洁 女 上大附中 生命科学（高中）

１３６ 杨骁嘉 男 罗店中学 物理（高中）

１３７ 于佳萍 女 罗店中学 生命科学（高中）

１３８ 沈志兴 男 罗店中学 数学（初中）

１３９ 王雅婷 女 罗店中学 音乐（初中）

１４０ 张　颖 女 罗店中学 语文（高中）

１４１ 倪佳慧 女 行知实验中学 体育（高中）

１４２ 徐晓玲 女 宝钢新世纪学校 英语（初中）

１４３ 成洁瑶 女 教育学会宝山实验学校 科学（初中）

１４４ 郁　茜 女 行知外国语学校 音乐（小学）

１４５ 陈　丽 女 教育学院实验学校 道德法治（小学）

１４６ 王琳芳 女 教育学院实验学校 体育（初中）

１４７ 张　俊 女 罗南中学 语文（初中）

１４８ 李　静 女 鹿鸣学校 语文（小学）

１４９ 刘真君 女 鹿鸣学校 自然（小学）

１５０ 金　敬 女 华师大宝山实验学校 自然（小学）

１５１ 陆郁新 女 华师大宝山实验学校 语文（初中）

１５２ 景　娜 女 交华中学 语文（初中）

１５３ 叶劭文 男 上师大附属经纬实验学校 历史（初中）

１５４ 杨　杰 男 上师大附属经纬实验学校 数学（小学）

１５５ 贾雪梅 女 上师大附属经纬实验学校 英语（初中）

１５６ 陈　纯 男 宝山实验学校 数学（初中）

１５７ 沈　涛 男 宝山实验学校 化学（初中）

４８２

教育·卫生



（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学校 申报学科

１５８ 徐稀琳 女 宝山实验学校 物理（初中）

１５９ 潘逸玲 女 天馨学校 数学（初中）

１６０ 王　俪 女 杨泰实验学校 思想品德（初中）

１６１ 徐　薇 女 杨泰实验学校 语文（初中）

１６２ 张　涛 男 杨泰实验学校 劳技（初中）

１６３ 周　静 女 淞谊中学 化学（初中）

１６４ 陆嘉宏 男 泗塘新村小学 体育（小学）

１６５ 陆昕婷 女 二中心小学 美术（小学）

１６６ 夏　添 男 二中心小学 数学（小学）

１６７ 崔　颖 女 二中心小学 语文（小学）

１６８ 谭　懿 女 二中心小学 体育（小学）

１６９ 金　阓 女 三中心小学 英语（小学）

１７０ 裘婉莉 女 长江路小学 英语（小学）

１７１ 安　珂 女 江湾中心校 音乐（小学）

１７２ 刘　莉 女 顾村中心校 语文（小学）

１７３ 李自强 男 淞南中心校 数学（小学）

１７４ 徐罗艳 女 永清路小学 道德法治（小学）

１７５ 顾卉 女 虎林路小学 心理（小学）

１７６ 张旷怡 男 菊泉学校 数学（小学）

１７７ 宋　蔚 女 红星幼儿园 学前教育

１７８ 是　燕 女 陈伯吹幼儿园 学前教育

１７９ 陶云丽 女 太阳花幼稚园 学前特教

１８０ 沈　臖 女 小鸽子幼稚园 学前教育

１８１ 李　芳 女 吴淞初级中学 学校管理

（岳　强）

上海大学
【概况】　至年末，学校设有２６个学院、１
个学部（筹）和２个校管系；设有８２个本
科专业、４４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１５种硕士专业学位类别；２４个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８个交叉学科博
士点，１９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４
个国家重点学科、４个上海市Ⅲ类高峰
学科、牵头建设１个上海市Ⅳ类高峰学
科、１０个上海市Ⅰ类高原学科、６个上海
市Ⅱ类高原学科，８个学科进入ＥＳＩ排名
全球前１％。拥有１个科技部与上海市
共建的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１个
科技部与上海市共建的省部共建国家重

点实验室培育基地，１个国家教育部国
际联合实验室，３个“高等学校学科创新
引智计划”（简称“１１１计划”）创新引智
基地，３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２个国家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１个国家体育总
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１个教
育部批准备案建设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

心，２个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７个上海
市重点实验室，４个上海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４个上海市专业技术服务平台，２
个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３
个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２个
上海市高校Ｅ－研究院，１个上海高校智
库建设项目，１个上海高校人文艺术创
新工作室，２个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基地，３个上海高校重点实验室，１
个上海高校工程研究中心；增加１个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南方实验基地，１个与
企业共建国家工程实验室，１个科技部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有专任教师 ３０２２
人，其中教授６８０人、副教授１０８７人，博
士生导师４０９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２１００人。有中国工程院院士６人，外籍
院士１０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
３４人，“万人计划”入选者７人；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９人、讲座教授３
人，长江学者青年项目４人；“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１０人；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１９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１２人；上海市领军人才１９人。有
研究生 １６９５４人，全日制本科生 ２０４４８
人，专科生３７人，预科生５５人，成人教
育学生１９３７２人。校园占地面积近２００
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１３２万平方米，
形成以校本部为“一体”、延长校区和嘉

定校区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校园格

局。图书馆建筑面积５４万平方米，馆
藏图书４０５万余册；订购纸质报刊１８２８
种；订购电子文献数据库７３种，含电子
刊６４万种，电子书５１５万种。

学校提升育人水平。制订《上海大

学三全育人规划方案》，钱伟长学院入选

全国首批“三全育人”（全员育人、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学院。

成立本科生学业发展指导中心，开展

１５０余项本科生发展领航项目，覆盖学
生近万人次。与静安、宝山、嘉定等区委

统战部签署民族学生培养合作框架协

议，与上海陆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第一

团实现共建，打造区校、军校协同育人

５８２

上海大学



２０１８年４月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进中央原主席严隽琪一行到上海大学调研
上海大学／提供

“第三圈”。新增“大国方略”系列课程５
门，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１０门、系列微
课５９门。“创新中国”网络课程获评首
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相关改革

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１项。
推进本科专业建设标准试点，８个专业
率先探索教学质量标准、课程质量标准、

创新能力课外培养平台建设，《面向全球

卓越城市厚植人才培养优势建设一流本

科专业群》入选首批“上海高等学校一

流本科建设引领计划”建设项目。发布

《研究型挑战性教学课程认定标准》，首

批认定课程１６３门，获上海市优质在线
课程３门、精品课程２门、示范性英语课
程建设项目２门。以第一单位获上海市
教学成果特等奖２项、一等奖１３项、二
等奖９项。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启动
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改革，打造“贯通培

养、一流水平、凸显创新”研究生培养体

系。钱伟长学院 ５名本科生分别以第
一、第二作者发表 ４篇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论文。实施“一省一策”本科招生
策略，提升外省市生源质量。接收硕士

推免生１２７８人，比上年增长１３６％。推
进创新创业教育，获批上海市 Ａ级创业
指导站。获全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竞

赛“优秀组织奖”３次、特等奖１项、一等
奖２２项、二等奖１５１项，获奖总数位居
上海高校第四位。１２个项目获上海市
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资助，１１个项目入
选“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

划”，其中４项获天使基金资助。继续落
实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工作，试

点建设文学院、管理学院、材料学院和钱

伟长学院教学督导组建设工作，强化校

院两级队伍建设，推行学校督导、学院保

障相结合的教学质量多元评价模式，提

升课堂教学质量。

学校推进学科建设。确立“１＋６”
学科发展总体布局，明确“强工、振理、厚

文、优商、精艺、兴医”学科建设原则。实

施ＥＳＩ学科倍增计划，打造交叉学科创
新机制，细化“智能运载科学与工程”国

家一流学科群建设内容。布局人工智能

学科，形成《上海大学人工智能学科布局

分析报告》，推动人工智能跨学科研究平

台建设，参与发起“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学

术联盟”。成立医学院筹建工作领导小

组、工作组和项目组，自主增设“新药物

与新材料”和“智能医学诊疗”两个交叉

学科博士点。年内，软科世界一流学科

排名前５００名学科增加３个，总数共１６
个；世界大学排名（ＱＳ）前４００名学科数
量达１５个，增加２个，其中艺术设计进
入全球前１５０位。

学校优化师资队伍。完成中欧工程

学院院长、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法学院院

长、社会科学学部（筹）主任和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经管学部筹建工作负责人

聘任。计算机学院郭毅可教授当选英国

皇家工程院院士，理学院赛斯勒教授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ＬＳｅｓｓｌｅｒ）当选欧洲科学院院
士，文学院布罗维教授（ＩｒｉｓＢｏｒｏｗｙ）获
“白玉兰纪念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莫顿教授（ＲｏｂｅｒｔＣＭｅｒｔｏｎ）受聘学
校兼职教授。完善分层分类培训，举办

教育ＭＢＡ二级单位党组织书记研修班、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３４个班次，累计培

训干部教师１８３６人次，培训人数比上年
增长８３６％。发布《教师手册》，开展教
师沙龙、主题实践、新老结对等活动，打

造“师与远方”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品牌。

举办４场针对海外优秀青年学者的“青
年英才国际论坛”，在全市率先举办上海

高校国际青年学者论坛（教委揽蓄工

程）。全年新增高层次人才９０人，总数
达４２７人；新增“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创
新团队”７个，创新团队总数达３９个，成
员７７４人，占学校专任教师总数 ２６％。
拟订《上海大学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试运行党外人
士信息库。获批上海市高校党务工作人

员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试点高校。

学校涌现科研硕果。理工科纵向课

题到账经费２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４％。
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５９项，其中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８项，直
接经费超过９６７９万元。军工科研生产
到账经费３８４０万元，增长７６％，获国家
“两机”（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重大

专项基础研究项目及核电厂隔震技术研

究重大项目。文科获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５项、教育部重大项目１项、中宣部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１
项，近三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总数位列

全国第１４位。以第一单位获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各 １
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１项。张统一院士获何梁何利基金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发表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论文２６３６篇，增长１０％，其中《自
然》（Ｎａｔｕｒｅ）和《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正刊各
１篇，子刊１６篇。３７项科研成果获市第
１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较上一
届增长６０９％。省部级科研基地“特种
光纤与光接入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

设评估获优秀，新增“有机复合污染控制

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海洋智能

无人系统装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中华古诗文吟诵和创作基地”入选教

育部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学校增强社会服务。试点推进江南

造船厂喷涂车间和预处理车间 ＶＯＣｓ治
理工程项目等大型总包项目，总合同金

额５０００万元。开展校企产学研合作，与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技术有限

公司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进与浙江、

江苏、四川相关县市共建技术转移工作

站和地方研究院。学校报送的４８篇智
库专报获省部级以上批示或采用，其中

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１５篇。上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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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报送的 １０４篇智库专报获省部级
以上部门采用，其中获国家领导人批示

１篇。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入选中国
智库索引高校百强智库。学校出版的

两种期刊进入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ＳＳＣＩ）Ｑ１区，连续三
届获四项中国出版政府奖。与中国商

飞上航公司合作项目获“上海产学研合

作优秀项目奖”唯一特等奖。“全国高

等美术教育成果系列展”进入上海市

“文创５０条”建设项目。与曹鹏音乐中
心合作打造自闭症音乐康复研究工作

室，管理学院联合计算机学院、机自学

院，获１０００万元企业资助打造不动产
研究院。与宝山区签约共建上海大学

附属宝山外国语学校，上海大学基础教

育成员学校达７所。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８日，“我们走在大路上”———２０１８宝山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暨“潜溪之约”文化艺术节闭幕式在上海大学伟长楼举
行 摄影／新万宝

学校扩大国际与港澳台合作。全面

实施“战略伙伴大学合作计划”，与澳大

利亚悉尼科技大学、英国拉夫堡大学等

１２所世界著名大学深化合作；与美国宾
大沃顿商学院、美国西北大学、英国皇家

艺术学院围绕一流学科开展国际合作；

参与发起“沪港大学联盟”，开展沪港高

校合作交流。以“城市与大学”为主题，

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大学校长论坛。

举办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行政学院青年干

部培训班领导力培训，打造中国特色经

济发展和政府治理培训课程体系。围绕

一流学科发展，立项建设３２个国际科研
合作平台。“复杂网络化系统智能测控

与应用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高等

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国际学历生

规模达１４６６人，增长２９７％，“国际学生

大使计划”逐步成为国内“国际学生服

务国际学生”标杆。实施学生“国际视

野提升计划”，外派访学学生１９６９人次，
增长１６％。成立上海大学东京学院，在
乌兹别克斯坦、阿根廷、巴基斯坦等国家

筹建境外合作办学项目。发布《国际员

工手册》，上线学校新英文网站。优化５
所孔子学院定位，打造区域性合作平台。

组织巴基斯坦 ＣＯＭＳＡＴＳ美术馆《从卷
轴到书籍》画展等文化交流活动。

学校发展校园文化。“上海大学”

微信公众号累计阅读９１万人次，校外主
流媒体发表正面报道８６０余篇。举办第
６届国际文化节、第１６届菊文化节、首
届安全文化节。承办第五届全国大学生

艺术展演（舞蹈专场）活动，教育部中华

优秀文化传承基地“中华古诗文吟诵和

创作”在上海大学正式挂牌。溯园成为

“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社区

学院“剪人生邻里陪伴项目”获第四届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成立

日本校友会、越南校友会、北京校友会、

电影学院校友会、美术学院校友会，举办

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建校６０周年校友
返校聚会活动。举办首期上海大学教工

子女爱心暑托班。学校老干部获上海市

高校退管系统先进集体；乐乎学术服务

中心获全国教育系统技能大赛特金奖和

金奖各１项。

【“上海大学人工智能理论、技术、平台

与应用交流合作论坛”暨《秩序的重

构———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新书发布

仪式举行】　３月２８日，“上海大学人工

智能理论、技术、平台与应用交流合作论

坛”暨《秩序的重构———人工智能与人

类社会》新书发布仪式在上海大学宝山

校区举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

炯，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经信委、上

海市科委、上海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委会等单位领导，近３００名上海
大学专业教师、研究生和基础教育集团

代表出席。论坛上，校内师生交流人工

智能研究领域创新思想、研究进展与

成果。

【延长校区建设改造工程开工仪式举

行】　３月２８日，上海大学延长校区建
设改造工程开工仪式在延长校区运动场

举行。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徐旭，上海

大学副校长聂清、欧阳华，静安区副区长

鲍英菁，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院长陈

凯歌，各参建单位领导以及相关部处领

导等出席仪式。改建后，延长校区将逐

步发挥学校艺术（电影、美术）学科人才

优势，推动建成全球一流、亚洲最好、以

影视艺术设计为核心的人才培养、学术

研究和艺术创作高地，服务上海影视文

化产业发展。建设项目计划于２０１９年
底完工。

【严隽琪到上海大学调研】　４月４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进中央

原主席严隽琪到上海大学调研。民进中

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进上海

市委主委黄震等陪同调研。校党委书

记、校长金东寒，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

思怡等参加调研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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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６月８日，上海大学与土耳其海峡大学签署第二轮两校校际合作协议 上海大学／提供

【举办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舞蹈

专场】　４月１６日，全国第五届大学生
艺术展演舞蹈专场演出在上海大学宝山

校区伟长楼举行，２１支队伍参加表演。
赛前，学校做好准备工作，保证队伍走

台、排练和演出顺利进行。

【２０１８年校友值年返校活动启动仪式举
行】　５月１９日，上海大学２０１８年校友
值年返校活动启动仪式暨原上海科学技

术大学建校６０周年校友返校聚会在上
海大学嘉定校区举行。上海市原副市

长、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周慕尧，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大学复合

材料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学纳米科学

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孙晋良，上海大学

党委书记、校长金东寒，上海大学党委副

书记、上海大学校友会会长徐旭，上海大

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吴明红，原上海科学

技术大学的老领导、老教师代表，上海大

学各职能部处、各学院主要负责人，及全

球各地校友参加活动。近 ２０００名原上
海科学技术大学校友重返母校，创上海

大学单日校友返校人数历史新高。

【市委书记李强到学校调研】　５月 ２１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李强

到上海大学调研，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诸葛宇杰参加调研，学校领导陪同调研。

李强听取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金东

寒关于学校近年改革发展及人才培养工

作汇报。上海大学是上海市首批高水平

地方高校建设试点，为上海提供人才支

撑和智力支持，市委、市政府将继续支持

学校建设。

【市领导、校领导一行访问土耳其海峡大

学】　６月８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应勇，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金东寒一

行到访土耳其海峡大学。２００８年以来，
上海大学和海峡大学共建孔子学院，在

汉语教育、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等领域取

得丰富成果。访问期间，两校签署第二

轮两校校际合作协议，推动双方全方位、

多领域合作交流。代表团一行出席由上

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海峡大学及上海

大学主办的“春华秋实四十年———中国

上海改革开放成就图片展”开幕式。

【上海大学东京学院成立】　６月８日，
上海大学在日本东京举行上海大学东京

学院成立庆典活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教育处参赞胡志平，成渝日本经济文化

交流协会顾问、日本国驻重庆前总领事

濑野清水，上海大学领导及上海大学日

本校友会代表、驻日中国企业代表、华侨

代表、日本本土教育专家等１００余人出
席活动。东京学院全面采用上海大学先

进教育理念、教育模式、课程体系和师资

力量，办学初期主要为在日非中国籍国

际学生和日本本土学生提供学历教育。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揭牌】　１０月
２０日，世界传播论坛２０１８：“一带一路”
与新闻传播学教育的跨文化交流暨上海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揭牌仪式在上海大学

举行。来自各国上百名学者，及国内各

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机构和媒体单位一

百余名专家参加论坛。市委副秘书长、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咏雷，中国社会科

学院科研研究局局长马援和上海大学党

委书记、校长金东寒等领导出席论坛开

幕式，并参加揭牌活动。上海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将在部校共建基础上，加强学

界业界联动合作，构建国际新闻传播人

才培养新范式，对接国家和上海市发展

战略，培养新闻传播人才。

【金东寒院士当选国际内燃机学会主

席】　１０月３０日—３１日，国际内燃机学
会（ＣＩＭＡＣ）秋季董事会和理事会在德国
法兰克福召开。经董事会推荐，理事会

各成员国代表投票表决，ＣＩＭＡＣ副主
席、中国内燃机学会理事长、上海大学党

委书记、校长金东寒院士当选新一届主

席，任期为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２年。这是该组
织成立近七十年以来首次由中国科学家

担任主席职务。 （郑　亮）

职业技术教育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８年，学
校下设５个二级学院，２０１６级在校人数
１２４２人、２０１７级 １１０８人、２０１８级 １１４２
人，总计 ３４９２人。专任教师 １１２人，兼
职教师 １４７人。毕业 １２０８人，就业率
９９９２％，签约率９６７７％。２０１５级毕业
生专升本１９人。年内，学校师生在各级
各类竞赛中共获４７个奖项。酒店烹饪
学院教师沈丛文获２０１８年全国高等院
校技能大赛（国赛）职业院校教师教学

能力比赛三等奖。朱明苍、刘瑞分获中

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化妆委员会 ２０１８
中国电影电视化妆大赛创意造型上银奖

和铜奖。王胤、王俊获金砖国家技能发

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组委会２０１８“一带一
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

赛———首届虚拟现实（ＶＲ）产品设计与
开发大赛团体一等奖。

学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

成包含１３０个跨境电商工位的大型综合
实训场所，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培训认证

管理上海中心实训室落成，举行“跨境电

商仿真实训中心落成、上海跨境电商生

态链联盟实训基地揭牌、沈跃华跨境电

子商务工作室揭牌、跨境电子商务培训

认证点授牌仪式”。举办长三角跨境电

商营运高层论坛暨高级师资培训班，主

办全国职业院校跨境电商技能大赛暨长

三角高职高专跨境电商技能大赛。承担

中国电子商会主办的跨境电商发展高峰

论坛（产教融合分论坛）中英双语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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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开展跨境电商师培训认证、教师

跨境电商企业践习、跨境电商平台实务

培训、跨境电商实训课程共建、跨境电商

创客中心共建、应用英语专业（跨境电商

方向）中高职贯通、跨境电商外语教材开

发等活动。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９日，首期艺术化装专业能力评价考评员培训班暨江浙沪研讨座谈会在邦德学院
举行 邦德学院／提供

学院优化专业结构。学院共开设

２２个专业（不含专业方向）。年内，取消
影视动画和影视灯光技术与艺术专业；

开设游戏设计、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舞

台灯光技术与艺术）、电子商务、数字媒

体应用技术（虚拟现实 ＶＲ设计）４个新
专业。建设以“质量、特色、精致”为标

志的品牌高等职业院校，实施“融入行业

发展，服务区域经济，创建品牌专业”发

展战略，形成“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合

作、共同育人”办学模式。

学院加强实训室建设。学院有各类

实训室 ２４个，年内新建西餐烹饪实训
室、跨境电商仿真实训中心、人物形象设

计造型实训中心、酒店集成管理中心、邮

轮与物业实训中心、社会工作室、虚拟现

实ＶＲ图形工作站、云桌面实训中心等。
学院推进师资队伍建设。编制并实

施《邦德强师项目（第六期）》项目，开展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上半年聘任高、

中、初职务；下半年完成高中级职称推荐

申报工作（２名副高，９名中级），通过４
名助教评审。招聘录用教师、干部、专业

人才１１人，顶岗实习生５人。
学院开展助学工作。为１５３名贫困

学生办理先入学、后交费手续，包括６３
名生源地助学贷款，累计５０４万元；为
５７名同学办理缓交学费８２５万元，校园
地贷款３３人，累计 ２６４万元；为 ３１名
学生减免（含学费补偿）学费４７２万元。
发放２０１８年度国家奖、助学金６５万元，
其中一等助学金 ８５名，二等助学金 ５７
名，三等助学金６名，国家励志奖学金９０
名，国家奖学金 ２名，上海市奖学金
３名。

学院加快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德艺

楼教学楼整体翻新，德庆楼、德艺楼完成

消防改造。强化“人防、技防、物防、消

防”四位一体功能，改造食堂区域（共５３
个点位）视频监控系统，校内所有视频监

控均达到数字化、高清化要求。开展上

海市节水型学校评审工作，５月 １１日，
学院获“上海市节水型学校”称号。

１２月９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
心主办，学院承办的“首期文化行业艺术

化装专业能力评价考评员培训班暨江浙

沪研讨座谈会”开班，百余名专业学员参

加。１２月２３日，由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
研究中心、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主办，

宝山区职业教育集团、上海跨境电商生

态链联盟、上海聚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协办的首届全国职业院校跨境电子商务

技能大赛暨长三角高职高专跨境电子商

务技能大赛在学院举办，来自全国３３所
职业院校的３００余名选手和指导教师参
加比赛。 （郑　楷）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至年末，学
院有１个二级学院、５个系、２个教学部、
１个研究所、１个继续教育学院，共设２６
个专业。全年招生总计划２５００人，录取
１９９９人，计划录取率７９９６％；到校报到
１８３５人，录取报到率 ９１７９％。２０１８届
毕业生１９６６人，毕业签约率９３５７％，就
业率９９８％。专任教师１８８人。其中：
拥有高级职称专任教师４５人，占２４％；
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位专任教师

１０４人，占５５％。校园占地面积约１１２７
公顷（１６９亩），建筑面积 １０１３６４６８平
方米。

学院加强思政课程建设，推进思政

课程教学试点改革，提升形势与政策课

程教学质量。加强思政工作队伍建设，

建立职能部门与二级院系协同育人工作

机制。

学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聚焦专业

建设，优化专业布局，建立专业设置为产

业行业需求服务的快速反应机制。组织

开展２０１９年新设专业调研论证和建设
规划制定工作，成功申报软件与信息服

务等５个新专业；风景园林设计专业经
校企合作教学实践，获批教育部第三批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程造价等５个专业

开展需求调研，与５个中职校申报中高
职教育贯通模式十点；开展建工系建设

工程管理专业与杉达学院高本贯通模式

试点工作。推进课程改革，校内外专兼

职教师组成讲师团队，开展以二级院系

为单位的“服务中国”大国系列思政课

程选修课教学活动；１０门课程被选为第
二批课程思政改革试点课程；建设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推选７个专业和１６门课
程率先试点开展标准建设，２门课程入
选市级精品课程。构建人才培养质量监

控评价体系，建设校园 ＣＲＰ系统。加强
创新创业教育，构建一站式创业指导与

服务平台，开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纳入

部分专业必修课。经管系酒店专业学生

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导

游服务”一等奖。

学院深化教育交流与合作。成立

２０１８级建筑设计专业中捷创新班和护理
专业中英国际班，与韩国大庆大学签订合

作协议。与中国台湾中华大学、中国台湾

南开科技大学、中国台湾德明财经科技大

学等台湾地区高校签订合作备忘录。组

织教职工近４０人次利用假期组团到捷
克、西班牙、意大利、英国、芬兰、韩国等国

家交流学习。邀请国（境）外专家、引进

外籍教师为学生讲座、讲学，年内国（境）

外专家讲座７场，接待国（境）外来访７个
团组，共计２５人次。２０名优秀学生代表
到新西兰商学院、新西兰林肯大学、捷克

布拉格建筑学院、中国台湾南开科技大

学、中国台湾德明财经科技大学等国

（境）外高校开展大学生专业研修营活

动。接待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

生文化交流团共３批８０人次。
学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构建青年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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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５月，经管系酒店专业学子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一等奖和二等奖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教师水平和实践技能培训学习平台，教

职工５０余人次参加校内外各类专业会
议、技能竞赛、技能培训学习，３名教师
到海外学历提升，利用上海市教委专项

资金选拔１名教师到海外访学、２名教
师国内访学，５批次、１６名教师到海外短
期学习交流。开展“双师型”（同时具备

教师资格和职业资格）教师培养培训基

地建设，用三年行动计划经费和政府扶

持资金资助２６名教师到企业实践学习。
学院自主进行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推进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改革，评审出副教授

７人、校内副教授３人、校内高级工程师
１人、讲师９人。弘扬尊师重教精神，嘉
奖教学育人有突出贡献及参加市级以上

比赛或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获奖的教

师，表彰１０名“优秀教师”、２名“优秀辅
导员”、３名“先进教育工作者”。

学院推进校企交流合作。推进与各

行业核心企业深度合作，与５０家单位签
订校企合作培养人才协议书，与１０８家
企业签订“校外实习基地协议书”并举

行挂牌仪式。

学院提升办学条件。加快智慧校园

建设，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推进数据中

心机房建设。加强数据治理体系建设，

启动公共数据库和管理信息系统改造升

级。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建设，落实网

络安全责任制。推进云数据平台、云盘

空间和虚拟空间扩容等建设工作，建立

集人事、财务、科研与教学等一体的信息

化平台。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加强校园

安全监管，做好实训室、宿舍等重点场所

安全隐患排查、依法整治工作，技防建设

投资约３０万元。组织消防逃生、灭火、
救护演练３次，反恐演习１次，各类安全
讲座３２场，参加人数 １１０００余人次，组
织义务消防队、食堂、实训人员灭火培训

５次。
学院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建设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体验中心、陶艺工作室、非

遗蜡染艺术大师工作室，并开展相关活

动。举办“立德树人·允文允武”趣味

运动会。建设“济光讲坛”校级文化品

牌活动，二级院系开展“一系一品”，如

“经管讲堂”“建工讲堂”“艺术讲堂”

“筑语沙龙”等系列活动。开展“倾听时

代声音　讲述身边故事”大学生讲故事
大赛、“抒爱国情怀　展青春风采”“一
二·九”歌会、“青春筑梦新时代　砥砺
前行新作为”知识竞赛等纪念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系列活动。完成征兵工作任

务，４３名学生应征入伍，其中女生６名。
社会职业培训资质从 Ｃ级升级到 Ｂ级，
济光高级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获区民政局

批准，济光高级职业培训中心成为非营

利民办非企业职业培训机构。

学院推进资助育人。评选国家奖学

金２人、上海市奖学金４人，国家励志奖
学金１５７人；春季发放国家助学金 ４８８
人，金额７２２万元，秋季发放国家助学
金４６０人，金额５４３２万元；发放１０４名
服义务兵役资助补偿经费１７７６万元；
发放９名退役自主考入高校学生资助补

偿经费７２万元；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学年新
增办理校园地贷款 １７人，续贷发放 ２１
人，合计１６８万元；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学年
生源地贷款１２６人，金额合计１００８万
元；发放１０３３人次勤工俭学金额１６５９
万元。 （杜　宇）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至年末，学校有
教职员工４２３人，其中校内专任教师２３６
人，副高以上职称１００人，硕士及以上学
位１３３人，“双师型”（同时具备教师资
格和职业资格）专任教师 ８０人。２０１８
年录取新生１７１６人，实际报到１５１７人，
报到率 ８８％。２０１８届毕业生 １２８３人，
就业率 ９８９１％，签约率 ９８８３％。年
内，学校新增产品艺术设计、工程造价、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３个专业。“‘课岗证
赛创’五位一体的计算机应用类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获２０１７年上
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组织师生参加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海选拔赛，获团

体一等奖１个、团体三等奖１个、团体优
胜奖２个，个人三等奖 ５个；参加第 ４５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获个人优

胜奖１个；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获团体三等奖２个；参加学校职业技能
竞赛２９个项目，参与人数８００余人，近
２００名学生获奖。参加上海市第十六届
运动会跆拳道（高校组）比赛，获５金、２
银、２铜。１１月２３日，承办第五届上海
市航空服务礼仪大赛，来自上海市７所
高校及中职院校８支参赛队共６４名选
手参加比赛。学校以总分１１４分的成绩
获团体一等奖，夏子康获“礼仪之星”称

号，周仁强获“形象之星”称号，张逸涵

获“全能之星”称号。

学校深入实施素质教育。推进语言

文字“以评促建”工作，通过上海市语言

文字工作达标评估。５月—６月，开展
“教学质量月”系列活动，组织十个专项

行动，包括大学生职业技能竞赛、课程思

政微课比赛、其中教学质量检查、校级精

品课程建设、２０１８级培养方案修订、教
学成果展览、职业体验月活动、经典诵读

比赛、《新时代·中国梦·我的故事》主

题演讲比赛、震旦职业学院“教学之星”

评比。立项建设１２门校级精品课程，３
个专业获批上海高等职业教育“双证融

通”改革试点，与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

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联合申报中高

职贯通培养试点。修订试卷质量评价标

准，组织专家对期末考试试卷检查分析，

覆盖面接近６０％。举办各类语言及技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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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８日，上海民办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基地揭牌仪式暨长三角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
展一体化协作会议在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美兰湖校区举行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提供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承办第五届上海市航空服务礼仪大赛，选手获团体一等
奖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提供

能类培训班，全年培训 ６５３人。开展
２０１８年大学生暑期赴美带薪实习项目，
１３名学生参与。１０月１８日，上海民办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基地揭牌仪式暨长三

角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一体化协作会

议在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美兰湖校区举

行。民办高校党工委、高校心理咨询协

会、震旦职业学院领导共同为“上海民办

高校心理健康实训中心”“上海高校心

理咨询协会专家委员会”揭牌。

学校优化教师培养模式。开展师资

培训，举办教师资格证面试应对策略培

训班。选派２４名教师、管理干部参加市
教委组织的民办高校“强师工程”研修

班，引进６名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中层
管理干部。推进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成

立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

员会。坚持新老结合“师徒结对”制度，

成立带教工作领导小组，１８对教师结
对。鼓励教师参与教学创新，获批并立

项市级科研项目３１项、校级科研项目１８
项。陈小红老师“一种基于改进的

ＫＮＸ—ＥＩＢ协议栈的智能家居管理系
统”项目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学校创新学生管理举措。开展校内

外专题培训和交流，组织６期辅导员沙
龙活动。举办为期１０周的第９届军训
营，２８３名学生参加。参加第七届上海
高校辅导员团队拓展活动，获最佳团队

奖。发挥学生干部作用，促进学生“四

自”（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监督）管理。推进奖助学金制度改革，

加强中西部困难新生及困难少数民族学

生帮扶工作，修订９项评审办法，新增３
项实施细则。以主题教育活动为载体，

培养校、院两级团学组织骨干力量 ２３０
余人。连续７年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招募工作，共２７３名青年师生成功入库，
获上海市红十字会“２０１８年度造血干细
胞志愿者招募工作先进集体奖”。成立

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提升师生艺术文

化修养。

学校稳步推进国际交流。接待韩国

庆南情报大学访问团两次来访，签订两

校交换生合作协议；接待韩国东西学园

理事长朴东顺一行、美国锡耶纳赫兹大

学副校长李·强森一行来访。引进国外

优质教学资源和先进管理理念，成功申

报“戏剧影视表演”和“艺术设计”专业２
项中外合作办学教育项目。举办英国赫

特福德大学留学项目校园宣讲会，开拓

学生国际视野。

学校强化服务育人手段。加强毕业

生就业宣传和教育，为学生介绍就业单

位８００余家，提供就业岗位 ３５００余个。
加强养老护理实训室等１２个实验、实训
基地建设。４月１８日—５月１７日，举办
“第七届震旦读书月”系列活动。

（廖文文）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设宝
山校院和浦东校院２处办学场所，另设
轨道学院。２０１８年，全日制在校生４５２０
人，其中外省市生源占５２２６％，比上年
增长３１９％；全日制毕业生数１７４９人，
共２２个专业（含专门化方向），就业率
９５６０％；专任教师 ２５３人。计划招生
１８００人，录取１７６８人，录取率９８２２％，
实际报到１６１１人（含２９名保留入学资
格的新生），报到率 ９１１２％。其中，依
法自主招生计划 ２００人，实际报到 ２００
人；“三校生”（中专、职校、技校）计划１０
人，录取１０人，实际报到１０人；五年制
中高职贯通转段学生４６９人；高中生实
际报到９４４人。学院设９个教学系部，
有３４个专业（含专门化方向），其中“汽
车运用技术”“集装箱运输管理”２个专
业为国家级教改示范专业。年内，学校

被评为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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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学院参加第４５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志愿服务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学院举办“青春颂祖国·弘扬新时代”纪念一二·九运动８３周年暨改革开
放４０周年主题活动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文明校园、教育部２０１７年国防教育特色
学校。获上海市教育工会“六一”综艺

汇演优秀组织奖、上海市红十字应急救

护比赛优秀组织奖。获上海市教学成果

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各１项。在第
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中，获各类评选一

等奖３个，三等奖３个。在２０１８年中国
技能大赛暨第四十五届世界技能大赛上

海市选拔赛中，汽车技术项目２人分获
一等奖、三等奖，车身修理项目１人获二
等奖，货运代理项目１人获三等奖；在全
国选拔赛中，汽车技术、车身修复、货运

代理３个项目参赛学生均进入前十名国
家集训队。１０月，学院板球队代表国家
队参加亚洲板球锦标赛。社科部教师孙

业凤获市教委德育中心２０１８年上海市
高职高专思政教师微课比赛三等奖、上

海高校信息化说课比赛优秀奖。社科部

教师王淑云、孙业凤辅导学生获市教委

德育中心上海高校学生讲思政课活动团

体三等奖。社科部教师顾晓宁获全国交

通高职思政微课大赛《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课程一等奖。人文艺术系教

师马晓羚获上海市高职院校教师信息化

教学大赛三等奖。

学院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完成

２０１８级招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编制，将
基础学科、２４１门专业核心课程标准、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汇编成册。制定《专业

设置管理规定》《专业建设管理办法（试

行）》《精品课程评选办法》《关于课程建

设的实施意见》《课程建设经费管理办

法（试行）》《关于国家（市）级招生考试

工作实施细则》等制度。完善“物流管

理”专业“点对面”中高职教育衔接专业

培养方案。完成交通职业院校建设方

案、汽车专业教育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

项目申报。“国际商务”专业与京东合

作开设定向培养“京东班”；汽车专业与

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开展校企合

作。《纯电动汽车结构与控制技术》《国

际货运代理》２门课程申报市级精品课
程建设项目。成功申报“道路与桥梁工

程”“游戏设计”２个专业，并与浦东外事
服务学校、上海海事大学附属职业技术

学校申报“新能源汽车技术”“报关与国

际货运”２个专业中高职贯通项目。
学院深化教师培养发展机制。制订

学院骨干教师、教职员工培训等６项管

理办法，建立新教师培养机制、“双师

型”（同时具备教师资格证书和职业技

能证书的教师）骨干教师培养机制，开展

自主招聘、“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制

定。全年共有７２８人次参加各级各类岗
位培训。师德师风网络培训实现专任教

师全覆盖。完成 ７名教师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度优青项目申报、国内访问学者
申报等，４９名骨干教师、教学名师、专业
带头人完成中期考核。完成２０名教职
员工引进工作。年内获上海市教学成果

奖３项，即《五年制中高职贯通汽车营销
与服务专业技能复合型人才培养新途

径》获特等奖，并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

奖、交通运输部教学成果二等奖；《“三

元融合”本土培养汽车技术技能国际化

人才创新实践》获一等奖；《集团化办学

背景下学分互认课程衔接中高职贯通培

养创新实践》获二等奖。

学院创新思政育人途径。开展“千

万师生同上一堂课”“行走的课堂”“十

九大精神进高校课堂”、思政实践课教学

等活动。５月，组织开展“五分钟课程思
政”授课决赛。开展学生第二课堂、校园

寝室文化节等系列活动。年内，总计资

助１２０８８人次，９４２８１万元。其中：发放
国家助学金 ６４８人次，合计 ２７３２２万
元；评定学院奖学金 ５４１人次，合计
２９２８万元；国家奖学金２人，合计 １６
万元；上海市奖学金 ３人，合计 ２４万
元；国家励志奖学金 １６１人，合计 ８０５
万元；共计１３５５人次，３８７万元。全年共
有５２人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合计３９万
元；３２４人参加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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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２５６６５万元；两项共计 ３７６人次，
２９５６５万元。资助特殊困难学生９７人
次，发放学院助学金 １９９５万元。１１０７
人次参加勤工助学岗位服务，共计发放

工资２２１３７６万元。发放大学生服兵役
学费补助６６人次，合计１１２万元；预计
退役复学学费减免５４人，合计６５２５万
元；共计１２０人次，１７７２５万元。发放学
生副食品补贴９０３３人次，共计４０８２２４
万元。

学院加大社会服务力度。３家单位
加盟职教集团，职教集团成员单位增至

６６家。完成“内河船员综合技能训练平
台”和“现代物流类技术技能人才供需

发布机制研究”信息化项目研发任务，相

关专业平台达到８个。主办交通运输管
理类专业全国师资培训班，承办“全国高

等职业学校智能交通监控系统集成与应

用技能竞赛”等相关活动。做好继续教

育工作，学历教育招生共计４３５人，在校
生共计１２５５人；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共计
３６４２人次，社会服务和赛事组织共计
２６６８人次。技能培训学校恢复“民非”
性质培训学校各项培训资质，通过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度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
学质量和诚信等级评定”。参与２０１８年
中国技能大赛———第四十五届世界技能

大赛全国选拔赛、宝山区人保局汽车维

修工（中、高级）、汽车维修工（电器维

修、中级）竞赛、宝山区财政局注册会计

师全国统一考试等工作。

学院落实推进事业发展。学校成为

上海市高职高专交通运输类教学指导委

员会主任单位、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城市

交通教育委员会主任单位。做好国际交

流工作，与英国博尔顿大学签署合作框

架协议，参加中国—东盟交通职业教育

联盟，全年组织４８名师生到６个国家出
访交流。

４月１６日，学院与英国博尔顿大学
签署教育交流合作协议，开展汽车工程、

赛车技术、物流、供应链管理、艺术设计

等相关专业领域的师资培训、学生学历

学位进修等方面的合作。４月２６日，与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建立“思利

及人助学圆梦计划”，通过思利及人公益

基金会，为１９名贫困生提供６０万元（每
年２０万元，共３年）助学基金。
６月，根据上海市教委要求，学院开

展面向云南省保山市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考生高职单招专项试点工作，共招生１０
人，招生专业为“汽车运用与维修技

术”。招收的贫困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减

免全部学费，全部纳入享受国家助学金

范围，单独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优先

实习和就业机会。１１月９日，接受上海
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对学校中高、中本

层面专项督导、“学校办学能力专项督导

整改落实情况”的飞行检查。

（王晓红　胡萌萌）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宝山职
业技术学校创办于１９８９年，２００５年被教
育部评为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学校由总部、行知、爱晖、三门四大

校区构成，总占地面积６２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４８万平方米，在编教职工 １５５
名，在校生名数１３５０名。２０１５级毕业生
５３８人，高校录取１５９人，中高职贯通成
功转段３６人，升学率为３６２４％；升学班
９６人，录取率为 ９６７％；完成 ２０１５级
３７５名学生就业推荐，就业率为９８６％，
２０１６级 ３２９名学生实习率 ９２６％。完
成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１５６９人次，
反哺社会公益讲座 ２７７９人次。配合区
交警支队完成辅警继续教育培训，完成

区司法行政系统宣传信息工作培训。年

内，学校获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单
位、“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安全文明
校园”、上海市中小学行为规范示范校、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度 上 海 市 花 园 单 位、
“２０１７年中国技能大赛———上海市宝山
区职业技能大赛”优秀组织奖、宝山区教

育系统“党支部建设示范点”等荣誉。

开设１３个学生社团，参与学生数６００人
次，礼仪社被评为市中职校明星社团，日

语社被评为宝山区优秀社团；“书翼社”

获市中等职业学校“诵读先贤诗文，育我

职业素养”组织金奖，“时政社”获第十

五届上海市中学生时政大赛两个二等

奖，“武术社”获上海市空手道公开赛金

银铜四块奖牌。学校有加工制造类、信

息技术类、交通运输类、旅游服务类和财

经商贸类５大类，数控技术应用、机电技
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物流服务与管

理、学前教育、计算机应用和酒店服务与

管理７个专业。
４月２１日—２２日，开展上海市“职

业体验日”活动，５４０人次参加。４月１８
日，学校与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

公司联合举行“现代学徒制示范基地”

揭牌仪式，试点学生按照工学交替培养

模式，系统培训与实践学习相结合，以一

师一徒为原则，标志着现代学徒制试点

工作全面启动。４月２０日—５月１１日，
组织区４０所初中学校３５００人次开展宝

山区“职业体验日”活动。

５月，学校与孺智童创（上海）实业
有限公司旗下的“立秀宝儿童社会英语

体验小镇”建立校企合作关系，２０１６级
学前教育专业１４名学生被录用。与上
汽集团下属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

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荣马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等建立校企合作关系，累计合作企

业４７家，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企业２４家。
６月１日，宝山职校第一届“中鼎教

育”杯创·想活动之微店线下直销体验

活动开幕，主题为“挑战自我，实现梦

想”，５００余名嘉宾与师生参加开幕式及
体验活动。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为主的

８个小组以现场“实体微店”方式开展零
售营销活动。

９月，学校与北京智启蓝墨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ＰＬＣ控制技术
与应用》移动交互式云课程建设完成。

教学互动环节中知识点气泡、习题情景

化与游戏化设计等交互学习功能为学生

开展自学及自我评价与反馈提供便利，

使翻转课堂与主动学习变为现实。

９月１７日，正式启动“礼在宝职，美
在心中”活动。启动仪式上，高二、高三

各班分别从“进校礼仪、课堂礼仪、课间

礼仪、尊师礼仪、同学间礼仪、集会礼仪、

餐饮礼仪、校内公共场所礼仪、卫生礼

仪、个人礼仪”十个方面进行展板宣传

展示。

１１月，市级明星社团礼仪社参加上
海市教委主办的“青春放歌１０周年”上
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校园文化社团展示活

动，并代表上海市中职学校出席在南京

路世纪广场举行的市级展示，表演旗袍

秀、礼仪操。 （孙晓红）

成人教育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上海老年
大学宝山分校设在上海行知学院内，地

处上海北翼宝山城区的中心地带。学校

根据上海老年大学“１＋４＋Ｘ”（“１”指上
海老年大学、“４”指四所分校、“Ｘ”指各
街镇老年学校）办学体制，与月浦、淞南、

顾村三校联合共建校区，满足老年人学

习需求、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身边。全

年开设班级４１４个，比上年增加１０个；
开设课程２５４门，增加２１门；学员到校
参加班级学习１３７９０人次，增加３９０人
次（以上数字均含下设分校区）。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老年教育教学

水平。年内，开展兼职教师注册制工作，

建立副校长负责、教务处统筹、专人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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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的工作机制，依托微信平台提供在

线咨询服务，所有兼职教师均完成注册

制工作，通过率１００％。
学校提升科研水平，结合教学和班

级管理工作实践，开展相关理论研讨活

动。《老年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思考与

实践———以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为

例》课题申报上海市素质教育实验项目。

学校支持老年人星级学习团队建

设。年内，新申报１个五星学习团队和２
个一星学习团队。学校瓷绘俱乐部及以

其为核心的全市性老年人学习团队———

上海市“瓷绘工艺坊”利用“互联网 ＋”
学习模式，与杨浦等５区共同开展各类
线上线下交流学习活动。钟映华瓷画作

品《中国梦》获宝山区地方民俗文化产

品主题展二等奖。红叶朗诵艺术团获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首届老年团体朗诵比赛
优胜奖。永乐时装舞蹈队获 ２０１８全国
中老年才艺评选大赛上海赛区百强奖。

篆刻班沈宗逸获首届“华神杯”跨年度

全国书画展一等奖，并入编《中国文艺名

家成就大典》。倪耀新、羌进兴书法作品

获“盛世东方”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５
周年暨井冈山胜利会师９０周年全国书
画名家作品大赛金奖。倪耀新作品同时

获笔墨大境———当代书画名家邀请展活

动金奖。２月 １日，淞艺书法协会在宝
山图书馆举办“喜迎十九大，迈新春送春

联”联谊活动，送出春联６００幅。
学校艺术团舞蹈队、时装队、合唱团

多次在市、区级演出中获优异成绩。５
月２４日，合唱队获“高歌新时代———纪
念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老
年教育艺术节合唱展演活动一等奖。６
月５日，获“高歌新时代———纪念改革开
放４０周年暨上海市第十三届老年教育
艺术节‘中银常青树杯’合唱展演”活动

一等奖。１０月１３日，在东方明珠参加第
三届上海九九重阳节“长者风范　天伦
之乐”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合唱演出。
１２月１８日，参加“奋进新时代”———宝
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　宝山“撤二
建一”３０周年文艺演出。同日，舞蹈队
和时装队参加“乐学宝山　卓越未
来———宝山区第十四届全民终身学习活

动周”闭幕式。 （陆莉莉）

【上海行知学院】　学校占地约３万平方
米，设有人文系、外语系、经济系、计算机

系、管理系、党政办公室、继续教育办公

室、督导处、教务处、学生处、总务设备

处。校内设有由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

直接领导的宝山区社区学校指导中心和

宝山区远程教育网络中心（宝山乐学

网），并与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宝山

区老年大学）合署办公。至年末，在编教

职工８８人，具有专技身份及教师６８人。
其中：副教授１４人，占２１％；讲师３４人，
占５０％。年内，４名教师分获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上海开大评教活动“师德标兵”
“教改先锋”称号。１７名全日制学生被
评为校级优秀毕业生，８名学生被评为
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学校被评为全国老

年教育宣传工作先进单位、上海社区教

育优秀志愿服务工作站，分别获全国社

区教育优秀微课评选优秀组织奖、一等

奖，第四届 ＮＥＲＣ杯全国社区教育优秀
微课评选一等奖、优秀组织奖，首届“华

神杯”跨年度全国书画展一等奖，“盛世

东方”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５周年暨
井冈山胜利会师９０周年全国书画名家
作品大赛金奖，“中国中老年才艺大赛”

总决赛优秀表演奖，第三届上海社区教

育教学评比优秀组织奖，上海市终身学

习品牌项目奖，市老年教育理论研究项

目优秀奖，市第十二届老年教育艺术节

舞蹈展演暨比赛二等奖，市第十三届老

年教育艺术节合唱展演暨比赛一等奖，

市首届老年团体朗诵比赛优胜奖、笔墨

大境———当代书画名家邀请展金奖，“高

歌新时代———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暨
上海市第十三届老年教育艺术节‘中银

常青树杯’合唱展演”一等奖，市第二届

“佰瑞福缘梦杯”中老年服饰优胜奖，第

三届上海九九重阳节“长者风范　天伦
之乐”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合唱演出活
动“最佳气质奖”。

２０１８年学校共招收大本、专科新生
２４８人，业大专科新生 １２４人，海洋 ７４
人，奥鹏３０人。学历教育上、下半年在
籍学生总数分别为２０９１人、１５８２人。全
年累计完成学历教育（开大、业大、海事、

海洋）实际课时数１５２９６节。开展教职
工游园会和首届拔河比赛，组织学生参

加上海市高校安全知识竞赛、市高校应

急救护比赛、市红十字会主办的人道主

义辩论赛和法制辩论赛、市高校“互联网

＋”创业大赛。开展文化节、体育节系列
活动，如寝室文化节、主持人大赛、校园

达人秀大赛、趣味运动会、篮球赛、羽毛

球赛等。学校教师全年公开发表１２篇
论文、１本专著、２本教材，３项市开放大
学课题立项。

学校完成新一轮社区教育志愿者招

募与注册工作，开展优秀志愿者风采评

选与展示活动，全年新招募９０余名注册
志愿者，共３００余名，新申请志愿服务项
目１４个。做好上海学习网与宝山乐学
网、微信平台对接，市、区两级平台共同

开展社区网上读书活动，２２２７名市民参
与并发表学习成果１４８８７篇。学分银行
宝山分部总开户人数３５３４２人，春秋两
季新申报４１门课程。做好各街镇社区
学校春、秋两季２０００多门社区教育课程
上报、开设、实施等工作。做好全区乐学

团队培育工作，扶持２２个民间社团自主
发展基地，民间社团自主发展基地管理

模式引入区级层面团队中心组制度。做

好瓷绘工艺、顾村诗社两个市级团队孵

化基地辐射示范工作。组织街镇社区学

校具体实施第十四届“乐学讲堂”百姓

公益培训，开展市民修身三年行动计划、

“二十四孝的现代解读”微课进社区、进

学校、进军营、进企业等宣传活动，全年

完成１０万人次培训。举行宝山社区教
育系列培训启动仪式暨“乐学讲堂”市

民修身活动终身教育讲师团培训活动、

“崇德尚善　情满宝山———宝山区市民
‘乐学修身’创全主题展示活动”。开展

“读书者微书刊”“乐学团队微投票”网

上评选活动。开通社区教育云视课堂宝

山分视点。举办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活

动。学分银行宝山分部开设３４３门文化
休闲课程，春秋两季新申报４１门课程。
完善社区教育线下实体资源配送体系，

完成五期“申学书院———市民大讲堂”

之“科学育儿　慧爱家庭”系列讲座配
送。新开发《罗泾十字挑花》《父母效能

训练———做智慧型父母》《药膳与食疗》

３个微课专题共 ２５门微课程，并参加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社区教育优秀微课评选
活动。

３月 ２９日，宝山区社区学院课题
《社区学习团队生成与发展的理论和实

践》召开项目验收会，该课题是上海市学

指办社区教育重点项目。

５月４日，召开“改革新时代，青春
创未来”纪念五四运动 ９９周年表彰
大会。

５月９日，由上海行知学院（宝山区
社区学院）和宝山区老年教育工作小组

办公室主办、上海教育服务园区承办的

“宝山区社区教育系列培训启动仪式暨

‘乐学讲堂’市民修身活动终身教育讲

师团培训”在宝山区社区学院启动，宝山

区各街镇社区教育、老年教育１２０名教
师参加培训。

５月２１日—２２日，宝山区民间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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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高级培训班在宝山区社区学院举

行，５０余人参加培训。
９月 ７日，“新时代，新征程，新跨

越”庆祝第３４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在少
年宫剧场举行。

９月１８日，上海市社区教育云视课
堂宝山分试点开通。

１０月 １０日，见习教师师徒结对暨
新教师规范化培训启动仪式在宝山区业

余大学举行。

１０月１２日，举办“教师职业生涯发
展及问题”专题讲座，来自校相关部室主

任、骨干教师、被带教青年教师及新教师

规培对象等听取讲座。

１１月３日，“插花与烘焙”学习体验
活动在高境镇社区学校举办。

１２月 １８日，宝山区第十四届全民
终身学习活动周闭幕式在上海美兰湖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活动由区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办公室、区学习型社会建设与

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公室、罗店镇政

府主办，上海行知学院（宝山区社区学

院）和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承办，上海

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罗店成人中等文

化技术学校协办。市民代表共５００余人
参加活动。 （董曲波）

特殊教育
【概况】　上海市宝山区培智学校创建于
１９９７年，是宝山区唯一一所特殊教育学
校，主要接收义务教育阶段中重度残障儿

童入学。至年末，学校共有９个年级，１１个
班级，在籍学生１４８人，在编教职工４５人。
２０１８年，学校以“让教育适合每个

学生的发展需要”为目标，推进国家特教

改革医教结合实验区建设，承担国家社

科基金重点项目特教支持保障体系研

究，分别在全国特教国家课程校本化岳

麓高峰论坛、江浙沪首届融合教育高端

论坛、上海市课改３０年区县实践成果报
告会、宝山区干部自培探索与实践研讨

会上作大会发言。承办上海市特教课程

实施自闭症专场展示、上海市随班就读

展示活动、上海市学前特教班融合教育

研讨、宝山区特殊儿童个别化课程定制

教学研判专场、宝山区特教教师研究项

目汇报专场等活动。接待参观学习人员

１５批，分享校本教材３００余册，公开教学
１４次，专题讲座３９次。年内，学校被评
为华东师范大学实践教学研究基地、上

海市助残扶残先进单位、上海市安全文

明校园、教育系统综改综合评价先进单

位。学校特殊教育教学经验教学成果

《为培智学校学生定制个别化课程的实

践研究》获全国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

奖、上海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自闭症儿童区域教育支持系统构建的

行动研究》获上海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

一等奖。

学校重视教科研引领。年内，２０１３
年教育部重点课题结题，鉴定结果良好；

２０１５年教育部青年课题１项、市级１项、
区级重点１项、区级一般３项在研，１９项
校级课题结题。新申请１项区级重点、４
项区级一般课题，１８项校级课题立项。
获集体和师生奖项及荣誉称号国家级

２３项、市４２项、区８２项，各类期刊发表
论文２２篇。

学校作为宝山区特教指导中心，负

责全区特殊教育和随班就读管理、指导、

研究和服务工作。制订学前、义务教育、

职校三类特教班招生方案，制定《宝山区

特殊教育师资配备方案》《宝山区特殊

教育教师管理意见》，确保特教设点布局

落地和师资管理与优化。组织区内 １７
个特教班专用教室及第四批３８所中小
学资源教室建设方案申报、评审、实施、

验收，为特教班争取到市级专项资金

３５５万元。作为全国医教结合实验区，
邀请市级医学和教育专家及培智学校康

复教师，为残疾儿童服务共计５６５人次，
内容包括智商复测，健康检查，入学鉴定

评估，随班就读鉴定安置，自闭症、脑瘫、

视障、听障、情绪行为障碍康复干预，送

教上门等。年内接待全国特教考察团８
批共１４５人。

【承接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接待

活动】　４月１８日，承接全国第五届大
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组委会组织参展师

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并接待杭州师范

大学闻音声乐合唱团师生。学校学生

与声乐合唱团表演歌舞节目、开展手工

活动。

【参加上海市课改３０年系列活动】　１０
月１３日—１４日，上海市教委“上海课改
３０年”区县实践成果报告会在上海市
科学会堂举行，校长沈志萍在“推动整

体实践　营造课程生态”主题下作“自
闭症儿童区域教育支持系统构建”发

言。１０月３１日，特殊教育专场教学展
示活动在上海市盲童学校举行，茅娟教

师做培智学校实用语文《大扫除》示范

课展示。

【与香港道慈佛社杨日霖纪念学校签订

合作协议】　１０月２３日，学校与香港道
慈佛社杨日霖纪念学校，签订《学校交流

计划合作意愿书》，两校在教育管理、教

学科研、学生互动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

作，发挥彼此办学优势、共享优质教学资

源。学校领导、香港道慈佛社杨日霖纪

念学校领导、部分教师代表出席签约仪

式。仪式后，开展听课、交流、专题研讨

等活动，交流彼此教育管理理念与方法、

教学经验、办学特色。

【在江浙沪首届特殊教育高端论坛上发

言】　１１月２日—４日，在浙江宁波举行
首届江浙沪特殊教育高端论坛，来自全

国各地的特殊教育专家、教育局领导、特

殊教育指导中心负责人、特校校长和教

师等共计４５０余人参加论坛。宝山区特
教指导中心副主任朱剑平老师受邀参加

并在论坛上作“特教指导中心的资源整

合和专业发展”发言，分享在区域层面推

进融合教育的经验。

【参加全国特教国家课程校本化岳麓高

峰论坛并发言】　１１月１３日—１４日，在
长沙举办全国特殊教育国家课程校本化

岳麓论坛暨长沙市特殊教育１１０年回顾
展，全国知名特殊教育专家、特殊教育高

等院校和机构代表、特殊学校校长和教

师代表、企业代表等３００多人参加活动。
校长沈志萍受邀作“为学生定制个别化

课程”发言，介绍学校为每个学生进行个

别化评估、制定个别化课表和学习目标、

选择个别化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开展

个别化学习评价的教学实践经验。

（吴择效）

卫生计生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各级各类卫生
计生机构２８０个，其中医院２３所（综合
医院１１所，中西医结合医院１所，专科
医院３所，护理院８所），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１７家，社区卫生服务站１２４个，诊
所、医务室５３个，门诊部５３个，专业公
共卫生机构 ６个，其他医疗机构 ４个。
全区医疗机构共有床位９６３７张，每千人
口床位９７张（户籍人口）；共有卫生技
术人员１０７０８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３７６２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３７９
人（户籍人口）、１８４人（常住人口）；注
册护士４８７７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４９１
人（户籍人口）、２３９人（常住人口）。全
区医疗机构诊疗总量 １４７００８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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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 年 增 长 ３１２％，其 中 门 急 诊
１４２１１２万人次，出院２０２１万人次，住
院手术 １０７６万人，院前急救 ６０４万
人。全区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８３７８
岁，其中男性 ８１５６岁，女性 ８６１６岁。
全区常住人口婴儿死亡率１４４‰，常住
人口孕产妇死亡率 ９５７／１０万，常住人
口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８９１３／１０万。
新增 ＨＩＶ／ＡＩＤＳ疫情 １８４例，其中 ＨＩＶ
感染者１５５例，艾滋病病人２９例，另有
历年ＨＩＶ感染者２例转为艾滋病人。累
计报告 ＨＩＶ／ＡＩＤＳ１３３８例，其中艾滋病
病人２７１例。

全区常住人口总数２０４２３万人，比
上年增加 １１５万人；常住人口出生
１３１７０人，减少 １５９２人，减幅 １０７８％；
常住人口出生率 ７６３‰，下降 ０８７‰。
全区户籍人口总数 ９９３３万人，增加
１６９万人；户籍人口出生６４２４人，减少
９８４人，减幅 １３２８％；户籍人口出生率
为６５２‰，下降１１１‰。户籍人口一孩
率 ７４１３％，上 升 ２７７％；二 孩 率
２５４４％，下降 ２６１％；多孩率 ０４４％，
下降０１５％。全区生育峰值年龄为 ２８
岁，与上年持平。全区共有育龄妇女

１８６９５５人，占总人口数１８８２％，比上年
减少６５４人，减幅０３５％。

全年区镇两级财政卫生事业费

１４４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９８％，其中经
常经费 １１９５亿元，专项经费 ２５３亿
元。区级财政卫生事业费 １０８７亿元，
增长７４１％，其中经常经费８４７亿元，
专项经费２４亿元。区级财政投入计划
生育事业经费１５７１１３万元。

【公共卫生服务】　宝山区推进第四轮
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国家和市

重大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年完

成６０岁以上老年人肺炎疫苗接种９６７３
剂次，社区居民大肠癌免费筛查初筛

２６７万人。实施区政府实事项目“老年
人肺癌筛查”工作，完成肺癌筛查 ７１９
万人，完成率 １０２８％，发现可疑病例
３０８２例，确诊肺癌７０例。通过国家级慢
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评审和全国艾滋

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创建市级验收。完善

全区疫苗冷链档案管理和监测工作。巩

固结核病“三位一体”（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职责明

晰、协同配合的服务体系）综合防治模

式，规范落实登革热等疫情处置工作。

年内，全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

病１０种１８１０例，发病率８９１３／１０万，低

于全市平均水平 １２０９０／１０万，未发生
重大传染病流行和暴发。加强孕产妇全

程、精细化管理，至年末，上海市户籍孕

产妇系统管理率 ９６３４％，外地户籍
７８７４％。完善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建设，
加强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管理，修订完

善《宝山区危重孕产妇救治应急预案》，

成功抢救危重孕产妇１７例，转会诊危重
新生儿５６７例。中国首届进博会期间，
联合区综治办、区公安分局等部门落实

精神卫生保障工作，未发生肇事肇祸

事件。

【开展卫生监督】　宝山区以提升专业
能力与监管效能为导向，推进卫生监督

综合能力建设。加强医疗机构监管，巩

固医疗机构依法执业监督工作成果，通

过培训宣教、医疗机构自查、日常巡查、

重点督查、试点推行等形式，推进辖区

医疗机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加强重

点公共场所监管，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国家卫生城镇为抓手，固化长效管

理机制，完善区内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工

作，确保重点场所公共卫生安全。助推

智慧卫监建设，构建区内“二次供水协

同管理信息平台”，监管模式公开透明，

减少二次供水监管盲区。推进医疗废

物信息化管理，开展医疗废物管理各环

节、多层次培训，加强医疗机构医废量

化评估监督。建设餐饮具集中消毒管

理平台，实现在线监控、二维码等信息

化技术在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监管中

的应用。完成执法技术设备全配备，强

化依法行政规范化建设。全年共监督

检查１１７０７户次，实施卫生行政处罚案
件４１７件，其中警告 ２８件，罚款 ３８９
件，没收违法所得９件。卫生行政处罚
罚款金额１３３２７６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９６９８５万元。

【加强卫生应急保障】　宝山区规范各
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建立预案管

理制度和相关预案事件处置案例库，构

建覆盖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相关医

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体系，提升区域卫

生应急保障能力。全年组织参与登革热

防控、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防控以及联
合区安监局、区红十字会、区防汛办等部

门开展燃气管道泄漏爆燃、邮轮港防台

风演练等各类突发事件应急演练７次，
开展卫生应急培训２０场，提高应急事件
协同处置综合能力。加大重大活动的医

疗卫生保障力度，完成上海樱花节、２０１８

黑池舞蹈节（中国）、第十届宝山国际民

间艺术节、２０１８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等１０２项重大活动、节日医疗应急保障
任务，出动医疗急救车２５２车次，派出医
疗保障人员１７６０人次。

【提升医疗质量】　宝山区启动新一轮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推进

预约诊疗服务、多学科联合诊疗、日间

手术等。优化门急诊服务流程，改善患

者看病就医体验。继续推进临床路径

管理，提高临床路径管理质量和水平，

全区综合性医院临床路径开展率达

１００％。加强长期护理保险中各类护理
服务技术指导，提高老年护理人员服务

能力，全区老年照护评估员 ５３９名，全
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老年护理床位总

数３３３９张。

【加强社区卫生】　宝山区做实家庭医
生签约制度，利用现有全科医生资源，

持续优化家庭医生团队建设，通过延伸

处方、慢病长处方、双向转诊等举措，开

展“１＋１＋１”（居民在自愿选择一名家
庭医生签约的基础上，可以在全市范围

内再选择一家区级医疗机构与一家市

级医疗机构进行签约）签约工作，提升

签约服务能力和居民获得感。年内，全

区“１＋１＋１”签约 ６０６６万人，全市排
名第３位，签约率３２３６％；重点人群签
约２９０２万人，签约率６９４９％，全市排
名第１位，完成市卫健委年度工作目标；
开具延伸处方１０２２万张，全市排名第６
位，涉及金额 ２３４１９３万元。创新健康
管理服务方式，开通“社区通 ＋家庭医
生”微信平台服务，开展快速有效的卫生

计生政策宣传、健康知识普及、预约就

诊、咨询反馈等服务，实现线上线下医疗

服务有效衔接。全年共有２６７名家庭医
生上线，覆盖５４０个居村委，发布各类健
康类科普常识１７７万条，回复居民咨询
３７０条，３４３４名居村民参与点评，拓宽居
民获取医疗卫生资源渠道。

【开展中医工作】　４月 ２３日，宝山区
政府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签署战略框架

协议，就发展宝山区中医药事业开展新

一轮合作，推进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创建

上海市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建设工作。

以“传播中医药健康文化，提升民众健

康素养”为主题，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

巡讲”和“宝山区名中医”评选等活动。

加大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力度，１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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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第四批”上海市海派中医流派传承

人才培养项目，６人次完成市卫计委
“中医专家社区师带徒结对培养”任务。

吴淞、淞南、长江路三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入选“新一轮”上海市中医特色示

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计划，吴淞、

长江路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入选市

卫计委“家庭医生中医药服务示范岗”

建设项目。

【加强计划生育管理】　宝山区全年审
核发放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１９７８９
人次，金额 ３９５２１７３万元。审核发放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目标

人群９５４３人，发放金额１４７９９０万元。
审核年老退休时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

费 １５２７６人，其中财政发放 ７７４人，金
额３７５７６万元。审核发放独生子女伤
残死亡一次性补助 ３８６人，金额 １５５４
万元。围绕生活照料、基本医疗服务、

大病治疗、养老保障、精神慰藉等问题，

落实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双岗联系人”

制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就医绿色

通道”三个全覆盖。加强全区家庭计划

指导工作统筹、协调、推进，全年全区共

开展各类家庭计划指导服务 ４７０３场
次，１８５４万人次受益。扩大“新家庭
计划”项目试点，新增２家市级试点街
镇，推广项目点经验，发挥基层计划生

育网络优势。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３日，区卫计委与区体育局联合开展第三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暨“５·１５”国际家
庭日主题系列活动 区卫计委／提供

【计划生育家庭发展】　宝山区继续落
实全面两孩政策，推进生育友好型城市

建设，全年共办理生育保险待遇计划生

育审核１４１８３例，审批再生育子女申请
２２０例。落实社会抚养费征收规定。全
年全区开展打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

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

的人工终止妊娠）专项行动２９２次，取缔
“两非”窝点１８个。落实“百千万”（百
对流动人口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千名流

动人口妇科普查、万名来沪人员生殖健

康知识培训）计划，全年完成１４１２对流
动人口计划怀孕夫妇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２６３９名流动人口育龄妇女免费妇
科检查及１万余名来沪人员计划生育政
策、生殖健康知识培训。

【学科人才建设】　宝山区启动新一轮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度）医学特色专科和社
区项目建设计划，落实市区两级“重点学

科”项目建设。探索开展区内首批住院

医师社区教学基地骨干师资实践技能培

训，打造“宝山区全科医生沙龙活动”品

牌。依托“互联网 ＋”形式，开展社区
“全专结合”门诊探索，组织社区家庭医

生“移动课堂”教学视频直播活动，提升

家庭医生服务能力。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宝山分院吴子征获第二届“上海市区

域名医”称号，２人荣获“上海市区域名
医”提名，１人获“２０１８年医务青年管理
十杰”提名。

【民营医疗机构管理】　宝山区全年核
准登记民营医疗机构共１５８家。其中，
医院１１家，包括综合性医院１家、妇产
科医院 １家、中医医院 １家、护理院 ８
家；门诊部 ８２家，包括口腔门诊部 ６８
家、综合性门诊部 ７家、中西医结合门
诊部１家、中医门诊部 ３家、医疗美容
门诊部１家、儿童保健门诊部 １家；个
体诊所４４家，包括口腔诊所 ２３家、中
医诊所１４家、中医坐堂医诊所７家；护
理站１７家；临床检验所３家、临床病理
中心１家。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５月 ２３日，宝
山区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签订大场医院托管协议，由仁济医院

派驻管理团队和医疗技术力量，引进胃

肠外科、消化内科、肾脏科、神经内科等

优势重点专科，短时间内提升大场医院

医疗服务水平，满足大场地区居民优质

医疗服务需求。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

整”“分类分级、差别管理”原则，严格设

定各医疗机构费用控制目标，强化公立

医院不合理医疗费用监测与督导，配合

落实全市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工作，

实现价格调整平稳过渡。

【通过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

评审】　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评审
工作纳入２０１８年区政府重点工作项目，
区卫计委成立项目办公室，完成国家慢

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评审相关资料整

理、审核、汇总，完成《宝山区创建国家慢

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工作报告》《宝山

区慢性病防控社会影响因素调查报告》

《宝山区创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案例汇编》。５月初，通过市级复评
审。１２月底通过国家级复评审，被国家
卫健委评为全国１５个评估结果优良健
康促进区之一。

【深化医联体建设】　宝山区发挥“三级
公立医院”引领作用，深化全区“区域医

联体”和“专科医联体”建设，全年全区

医联体共有８９名专家下沉社区２３６６人
次，开展专病门诊４１９万人次，会诊２４３
人次，参与社区查房５３８１人次，为居民
就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卫生信息化工程建设】　宝山区完善
区级应用系统建设，完成区级老年人健

康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实现与区健康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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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宝山分院揭牌仪式在分院门诊大厅
举行 区卫计委／提供

案管理平台、区域影像、区域临床检验、

区域心电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推动计

划免疫信息系统部署应用，形成基于区

卫生专网、政务网和市区两级平台运作

模式，提升平台运作协同效率。严把区

健康信息网数据质量关，加强各医疗机

构录入数据质量控制，确保内容真实可

靠，获２０１８年上海市“健康网”数据质量
评价区域第一名。推进“互联网 ＋医疗
健康”应用，实现健康云（健康小屋）覆

盖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提升区域

居民自我健康管理能力提供信息支撑。

深化移动家庭医生 ＡＰＰ试点应用，提升
家庭医生工作效率。加强区健康信息网

信息安全工作，完成区健康档案管理平

台和区卫生综合管理平台信息安全三级

等级保护测评工作，落实中国首届进口

博览会期间的区卫生计生行业相关网络

安全保障工作。

【开展医疗对外援助】　宝山区选派１３
名医疗技术骨干力量，分别到新疆喀什

地区叶城县和云南大理州南涧县、曲靖

市下辖的５个贫困县（市）、迪庆州维西
傈僳族自治县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完

成２０１８年云南省曲靖市社区卫生服务
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骨干来沪培训工

作，共６６人参加培训。

【完成域外医院移交】　区卫计委落实
皖南、苏北两地上海农场医院、川东农场

医院、军天湖医院、白茅岭医院接收和管

理工作。成立域外医院管理委员会，落

实医院移交各项工作，完成机构编制申

请、人员考试招录、财务资产审核清理等

工作。对移交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困难及

时与市卫生计生委和区政府进行沟通汇

报，协调解决移交过程中在人员招录等

方面的信访矛盾，年内完成四家农场医

院各项移交工作。

【开展“蓝盾”打非专项行动】　区卫
计委保障中国首届进博会顺利进行，

维护辖区医疗服务秩序，强化镇政府

主导作用，建立卫生牵头、镇组织、公

安城管等多部门联合整治机制，全年

在顾村镇、月浦镇、罗店镇和杨行镇组

织开展一系列“蓝盾”打击无证行医专

项行动。利用“社区通”便捷、实时、受

众广等特点，在社区通上发布打击非法

行医相关内容，加大“打非”宣传力度。

（卢正华）

表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前十位疾病死亡原因及构成

顺
位

合　计 男 女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１ 循环系病 ３３６９ ３４４．３５ ４１．６９ 循环系病 １７０５ ３４４．１１ ３８．５７ 循环系病 １６６４ ３４４．５９ ４５．４６

２ 肿瘤 ２５９１ ２６４．８３ ３２．０６ 肿瘤 １６１６ ３２６．１４ ３６．５５ 肿瘤 ９７５ ２０１．９１ ２６．６４

３ 呼吸系病 ５３６ ５４．７８ ６．６３ 呼吸系病 ３３９ ６８．４２ ７．６７ 损伤中毒 ２０９ ４３．２８ ５．７１

４ 内营代 ３９５ ４０．３７ ４．８９ 内营代 ２００ ４０．３６ ４．５２ 呼吸系病 １９７ ４０．８ ５．３８

５ 损伤中毒 ３９１ ３９．９６ ４．８４ 损伤中毒 １８２ ３６．７３ ４．１２ 内营代 １９５ ４０．３８ ５．３３

６ 消化系病 ２０４ ２０．８５ ２．５２ 消化系病 １０９ ２２ ２．４７ 消化系病 ９５ １９．６７ ２．６

７ 精神病 １４４ １４．７２ １．７８ 精神病 ５２ １０．４９ １．１８ 精神病 ９２ １９．０５ ２．５１

８ 神经系病 １０６ １０．８３ １．３１ 神经系病 ５１ １０．２９ １．１５ 神经系病 ５５ １１．３９ １．５

９ 泌尿生殖 ７６ ７．７７ ０．９４ 泌尿生殖 ３７ ７．４７ ０．８４ 泌尿生殖 ３９ ８．０８ １．０７

１０ 传及寄病 ５４ ５．５２ ０．６７ 传及寄病 ３３ ６．６６ ０．７５ 肌骨结缔 ２５ ５．１８ ０．６８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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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前十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及构成

顺
位

合　计 男 女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１ 肺癌 ６７５ ６８．９９ ２６．０５ 肺癌 ５００ １００．９１ １１．３１ 肺癌 １７５ ３６．２４ ４．７８

２ 肠癌 ３１７ ３２．４ １２．２３ 胃癌 １９１ ３８．５５ ４．３２ 肠癌 １３１ ２７．１３ ３．５８

３ 胃癌 ２９４ ３０．０５ １１．３５ 肠癌 １８６ ３７．５４ ４．２１ 胃癌 １０３ ２１．３３ ２．８１

４ 肝癌 ２２７ ２３．２ ８．７６ 肝癌 １５０ ３０．２７ ３．３９ 乳腺癌 ８４ １７．４ ２．３

５ 胰腺癌 １７８ １８．１９ ６．８７ 胰腺癌 ９９ １９．９８ ２．２４ 胰腺癌 ７９ １６．３６ ２．１６

６ 食管癌 ８８ ８．９９ ３．４ 食管癌 ６５ １３．１２ １．４７ 肝癌 ７７ １５．９５ ２．１

７ 乳腺癌 ８６ ８．７９ ３．３２ 前列腺癌 ５７ １１．５ １．２９ 胆囊和肝
外胆管癌

３７ ７．６６ １．０１

８ 胆囊和肝
外胆管癌

８５ ８．６９ ３．２８ 膀胱癌 ４６ ９．２８ １．０４ 卵巢癌 ３７ ７．６６ １．０１

９ 脑、神经
系统癌

６０ ６．１３ ２．３２ 胆囊和肝
外胆管癌

４０ ８．０７ ０．９ 脑、神经
系统癌

３１ ６．４２ ０．８５

１０ 前列腺癌 ５７ ５．８３ ２．２ 白血病 ３０ ６．０５ ０．６８ 白血病 ２６ ５．３８ ０．７１

表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立医院

分类 名　　称 等　级 执业地址 实有床位
门急诊
（万人次）

主　要　科　室

三级

华山北院 三级甲等 陆翔路１０８号 ５９０ ８８．２４
妇科、普外、泌尿、骨科、眼科、消化、中西医结合、心血

管、呼吸、心胸外科、风湿和职业病科、皮肤、五官、内分

泌、肾病、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康复、肿瘤

九院北院 三级甲等 漠河路２８０号 ８７０ １０４．０１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级甲等 友谊路１８１号 ７１６ １５５．８５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二级

医疗

机构

市一院宝山分院 二级甲等 同泰北路１０１号 ６１８ ８７．０６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大场医院 二级乙等 环镇北路１０５８号 ４２５ ４９．２９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罗店医院 二级乙等 罗溪路１２１号 ３５２ ７３．７１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精神

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 二级乙等
长江路卫生科路

１１１号 ５１７ ３．５ 康复

仁和医院 二级甲等 长江西路１９９９号 ３９５ ８４．８５ 内、泌尿外、骨、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

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甲等专科 友谊支路３１２号 ４８０ ９．８１ 精神科

中冶医院 二级甲等 春雷路４５６号 ８５２ ４８．８８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一级

医疗

机构

老年护理院 未评 共和新路５４２５号 ２７２ ０．７５ 老年护理

民政老年医院 一级 富锦路６６０号 ９７ １．０８ 老年护理

建工护理院 一级 虎林路５２１号 １９９ ０ 老年护理

泗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虎林路４３９号 ３５ ４２．３９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月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龙镇路２号 ６０ ３０．２１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友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宝杨路３３３号 ０ ４５．８１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长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通河路６３９号 ０ ５９．８５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祁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祁连山路２８９１号 ７２ ３６．２２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吴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同济路３１３号 ５０ ３９．１４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杨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杨泰路２３９号 ５８ ３１．８７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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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类 名　　称 等　级 执业地址 实有床位
门急诊
（万人次）

主　要　科　室

一级

医疗

机构

顾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泰和西路３３６９号 ０ ５４．５５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盛桥一村２６号 ０ １４．９９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淞良路３０１号 ２０ ６１．１２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高境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共康东路５５号 ５０ ３７．８５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大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汶水路１６６２号 ０ ５３．９６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庙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长江西路２７００号 ０ ４３．３９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大场第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少年村路２１８号 ０ ２４．４２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罗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潘沪路２８号 ４３ ２４．８８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罗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美诺路２５１号 ３７ ３５．７５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菊泉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菊盛路２１８号 ０ ５６．７５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上海上农医院 一级 江苏省海丰农场 ６０ ３．０８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表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民营医院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１ 上海美兰湖妇产科医院 罗迎路５００号 妇产科医院

２ 上海通大中医医院 淞滨路１３０号 中医医院

３ 上海沪太医院 沪太路２５５５号 综合医院

４ 上海宝罗护理院 张桥路１２号 护理院

５ 上海宝济护理院 同济路８６８弄２号 护理院

６ 上海高逸护理院 何家湾路９９弄８号 护理院

７ 上海爱以德护理院 业绩路８号５号楼 护理院

８ 上海金色晚年护理院 月浦镇段泾村陆家宅５０号—２临 护理院

９ 上海爱以德联泰护理院 联泰路６３号 护理院

１０ 上海礼孝护理院 国权北路５３０号 护理院

１１ 上海金色怡福护理院 潘泾路５９９８号临２号楼 护理院

表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民营门诊部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１ 上海罗太门诊部 罗太路３５０号 综合门诊部

２ 上海罗和门诊部 陈行街１３２号—１３８号 综合门诊部

３ 上海金悦门诊部 丰宝路４７号—５７号 综合门诊部

４ 上海新园门诊部 电台路５６７号、５７１号、５７５号 综合门诊部

５ 上海广福门诊部 宝安公路２３３８号 综合门诊部

６ 上海昌豪门诊部 水产西路１８８号 综合门诊部

７ 上海大爱门诊部 祁连山路２０８８弄２号—１ 综合门诊部

８ 上海中正中医门诊部 真华路１７９５号Ｄ区 中医门诊部

９ 上海初沁堂中医门诊部 场北路７１２号２０５室—２０８室 中医门诊部

１０ 上海翼康中医门诊部 菊盛路８７９号２０２室、２０３室 中医门诊部

１１ 上海义德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长江南路５７７号 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１２ 上海金童康门诊部 同济路９９９号３号楼１１１号—１１６号 儿童保健门诊部

００３

教育·卫生



（续表）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１３ 上海荣恩医疗美容门诊部 一二八纪念路６４４号 美容门诊部

１４ 上海凯德口腔门诊部 华灵路１９４５号 口腔门诊部

１５ 上海宋扬口腔门诊部 ?川路１４３８弄２２８号 口腔门诊部

１６ 上海罗缘口腔门诊部 美丹路２２２号１０１室 口腔门诊部

１７ 上海雅郑口腔门诊部 杨鑫路３５０—２号 口腔门诊部

１８ 上海美而佳口腔门诊部 长逸路３８５号 口腔门诊部

１９ 上海博凡口腔门诊部 阳曲路１３７０号—１３７２号 口腔门诊部

２０ 上海昊艳口腔门诊部 三泉路１９１６号 口腔门诊部

２１ 上海维佳康科尔口腔门诊部 锦秋路８２１号 口腔门诊部

２２ 上海珞朦口腔门诊部 盘古路３８８弄２号３０５室 口腔门诊部

２３ 上海沪佳口腔门诊部 共江路８５５号、８５７号 口腔门诊部

２４ 上海雅悦口腔门诊部 陆翔路１１１弄１号２０３室 口腔门诊部

２５ 上海齿伽口腔门诊部 呼玛路５７９号 口腔门诊部

２６ 上海真华口腔门诊部 真华路１７８７号 口腔门诊部

２７ 上海博文口腔门诊部 长江南路６８１号甲１楼１０１室、１０２室 口腔门诊部

２８ 上海博美口腔门诊部 同泰北路５３３号 口腔门诊部

２９ 上海经华口腔门诊部 纬地路３８６号 口腔门诊部

３０ 上海青苗口腔门诊部 长江西路２３４５号 口腔门诊部

３１ 上海贤佳口腔门诊部 牡丹江路３７７号—１ 口腔门诊部

３２ 上海超美口腔门诊部 环镇北路７２１号 口腔门诊部

３３ 上海梦诗口腔门诊部 罗泾镇潘沪路２３３号 口腔门诊部

３４ 上海博恩口腔门诊部 长江西路１４０８号 口腔门诊部

３５ 上海奇正口腔门诊部 真金路１０４１号１楼 口腔门诊部

３６ 上海华和口腔门诊部 华和路２９０号 口腔门诊部

３７ 上海康尔雅口腔门诊部 鹤林路２６２号 口腔门诊部

３８ 上海新洋口腔门诊部 长临路９１３号１０９室—１１０室 口腔门诊部

３９ 上海淞康口腔门诊部 淞南路４０５号—４ 口腔门诊部

４０ 上海尤旦盛菊口腔门诊部 菊盛路８６５号２０２室 口腔门诊部

４１ 上海拜博康乾口腔门诊部 殷高西路５１０—５１４号（双号）２、３层 口腔门诊部

４２ 上海丽尔康口腔门诊部 罗店镇南东路７８号 口腔门诊部

４３ 上海拜博宝尔口腔门诊部 牡丹江路１２７２号６楼 口腔门诊部

４４ 上海丹德口腔门诊部 顾北东路５１６号 口腔门诊部

４５ 上海博信口腔门诊部 聚丰园路１８８弄２７８号 口腔门诊部

４６ 上海德赫口腔门诊部 沪太路４８８９弄２号１０２室 口腔门诊部

４７ 上海文凯口腔门诊部 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１４３号—１４４号 口腔门诊部

４８ 上海卓艺口腔门诊部 大华二路２５５号 口腔门诊部

４９ 上海均兴口腔门诊部 菊太路１３３４、１３３６号 口腔门诊部

５０ 上海雅杰口腔门诊部 共富路５００号 口腔门诊部

５１ 上海博缘口腔门诊部 共康路１５７—１５９号 口腔门诊部

５２ 上海佳十美宝杨口腔门诊部 宝杨路８２６—８３０号 口腔门诊部

５３ 上海宏齿口腔门诊部 宝泉路３０号 口腔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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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５４ 上海鑫尔口腔门诊部 淞滨路８２４号 口腔门诊部

５５ 上海睦禾口腔门诊部 淞宝路１５５弄９号５０６室—５０９室 口腔门诊部

５６ 上海拜博康尔口腔门诊部 共和新路５０００弄５号楼３０６室、３０７室 口腔门诊部

５７ 上海怡华口腔门诊部 场联路２１号—２９号（单号） 口腔门诊部

５８ 上海博
!

口腔门诊部 陈川路１７２号—１７４号 口腔门诊部

５９ 上海皓诺口腔门诊部 涵青路６７号 口腔门诊部

６０ 上海佳雅口腔门诊部 东林路３９５弄９号 口腔门诊部

６１ 上海美冠口腔门诊部 水产西路７９７号 口腔门诊部

６２ 上海大唐口腔门诊部 河曲路１１５号 口腔门诊部

６３ 上海瑞申口腔门诊部 市一路１６８号 口腔门诊部

６４ 上海志琴口腔门诊部 祁北东路７５号 口腔门诊部

６５ 上海博业口腔门诊部 亭前街１８１号 口腔门诊部

６６ 上海邦缔口腔门诊部 顾太路１７０号 口腔门诊部

６７ 上海康宏口腔门诊部 淞兴路２３６号、２３８号 口腔门诊部

６８ 上海浦华口腔门诊部 华灵路１０号 口腔门诊部

６９ 上海毓华口腔门诊部 共和新路５２１２弄８９—９１号 口腔门诊部

７０ 上海仁缘口腔门诊部 菊太路８２６号 口腔门诊部

７１ 上海莱康口腔门诊部 塘西街３８０、３８２、３８４号 口腔门诊部

７２ 上海皓芽口腔门诊部 一二八纪念路８７８弄９号 口腔门诊部

７３ 上海贝康口腔门诊部 友谊路１８９９弄３３号１楼、３５号１楼 口腔门诊部

７４ 上海昶灿口腔门诊部 殷高西路５９８号１０７室、１０８室 口腔门诊部

７５ 上海凯明口腔门诊部 真华路９２６弄１号３０１室—３０３室 口腔门诊部

７６ 上海美瞡口腔门诊部 何家湾路１０４号、１０６号 口腔门诊部

７７ 上海梦浩口腔门诊部 美安路２１８弄２３２号—３ 口腔门诊部

７８ 上海一舟口腔门诊部 场中路３３２９号３０１室 口腔门诊部

７９ 上海勋德口腔门诊部 绥化路２５７号、２５９号—１临 口腔门诊部

８０ 上海春丽口腔门诊部 共富路１３号 口腔门诊部

８１ 上海慧博口腔门诊部 一二八纪念路７５９号、７６１号 口腔门诊部

８２ 上海申浩口腔门诊部 松兰路８７９号１幢３１号 口腔门诊部

表１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其他民营医疗机构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１ 上海益乐护理站 宝林四村１２号２０６室—２１０室 护理站

２ 上海海波护理站 美平路４１０号１层 护理站

３ 上海佳家安心护理站 淞肇路８８号１０３室 护理站

４ 上海爱以德亿诺护理站 南?藻路１８７７号 护理站

５ 上海护礼家护理站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支弄４２号—１ 护理站

６ 上海金色怡泰护理站 长虹路７９８号 护理站

７ 上海爱至家护理站 德都路１８号２３１７室 护理站

８ 上海逸乐护理站 淞宝路３９２号—３９６号２０２室—２０４室、２０６室 护理站

９ 上海全程久久泰宝护理站 水产路１０７０号 护理站

１０ 上海康顺护理站 淞兰路１１６６弄９７号 护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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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１１ 上海济家杨泓护理站 宝杨路１９４３号６１９室 护理站

１２ 上海骥祥护理站 月城路２９９弄５号１０１室 护理站

１３ 上海烨霖护理站 顾北路５６６号１—２１０室 护理站

１４ 上海爱以德荣浩护理站 富联路１５４号 护理站

１５ 上海弘爱护理站 菊联路８９弄６６号 护理站

１６ 上海长护庙康护理站 长临路９５９弄３８号３１１室 护理站

１７ 上海长护通康护理站 共江路１０９２号 护理站

１８ 上海赛安医学检验所 上大路１号辅楼１楼东侧、２楼整层 检验所

１９ 上海钧济医学检验所 沪太路２９９９弄１９号—２０号１层 检验所

２０ 上海今创医学检验所 高逸路１１１号２幢１层 检验所

２１ 上海衡道医学病理诊断中心 园康路３００号ＢＣ楼（２幢）８层 病理诊断中心

２２ 上海陈明口腔诊所 新沪路１４６８号 口腔诊所

２３ 上海陈昌富口腔诊所 长江西路１８４９号 口腔诊所

２４ 上海杜光明口腔诊所 绥化路９０号 口腔诊所

２５ 上海李秋华口腔诊所 上大路１２８８弄１０２号２０７室 口腔诊所

２６ 上海朱和相口腔诊所 行知路３９６号 口腔诊所

２７ 上海王延萍口腔诊所 淞青路２２５号 口腔诊所

２８ 上海覃荣林口腔诊所 永乐路５３８号—５４０号 口腔诊所

２９ 上海陈文华口腔诊所 古莲路３５８弄７８号１—２０５ 口腔诊所

３０ 上海宋敏口腔诊所 新沪路４５９号 口腔诊所

３１ 上海周乃琴口腔诊所 亭前街８０号 口腔诊所

３２ 上海陈国民口腔诊所 新村路８１３号 口腔诊所

３３ 上海虞松寿口腔诊所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５支弄１３号 口腔诊所

３４ 上海吴根柱口腔诊所 海江路３５号 口腔诊所

３５ 上海陈真口腔诊所 华灵路１７８８弄５号１Ｆ—２号 口腔诊所

３６ 上海潘志强口腔诊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８号楼１０１室 口腔诊所

３７ 上海金荣内科诊所 顾新东路３８５号 口腔诊所

３８ 上海丁士德口腔诊所 双城路２９１号 口腔诊所

３９ 上海金
"

口腔诊所 同济路９９９号４号楼１１７室、１１８室 口腔诊所

４０ 上海方捷敏口腔诊所 新二路９９７弄３号甲 口腔诊所

４１ 上海刘理口腔诊所 友谊支路３０号、３６号 口腔诊所

４２ 上海黄怡口腔诊所 祁连山路２６２０号 口腔诊所

４３ 上海宋庆华口腔诊所 月浦八村１号１０２室 口腔诊所

４４ 上海朱恬口腔诊所 华灵路１６８１弄３７号１０５室 口腔诊所

４５ 上海康乾中医内科诊所 殷高西路５１０号 中医诊所

４６ 上海罗道友中医骨伤科诊所 聚丰园路３８８弄７５号—５ 中医诊所

４７ 上海张根全中医内科诊所 乾溪新村洛场路３００弄１９号 中医诊所

４８ 上海汪金宝中医针灸推拿诊所 淞兴路３１１号 中医诊所

４９ 上海李浩中医骨伤科诊所 共泉路１１０号 中医诊所

５０ 顾孝信私立中医针灸诊所 新桥街１９号 中医诊所

５１ 上海杨中奕中医针灸推拿诊所 长江西路１８４３号 中医诊所

５２ 上海一德中医内科诊所 淞滨路１３０号 中医诊所

５３ 上海王守汾中医针灸科推拿科诊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８号１０３室 中医诊所

５４ 上海人寿堂大华中医内科诊所 新沪路６８９号 中医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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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５５ 上海李作初中医内科诊所 南大路２２弄１号 中医诊所

５６ 上海华瑰中医诊所 同济支路１９９号４幢３号楼３１０６室 中医诊所

５７ 上海众泰中医诊所 淞发路２５弄２５号１层 中医诊所（备案诊

所）

５８ 上海谊涛中医诊所 华秋路２０７号、２０９号 中医诊所

５９ 上海一德大药房长江药店长江西路中医坐堂医诊所 长江西路１５５５号 中医坐堂

６０ 上海一德大药房仁德药店友谊路中医坐堂医诊所 友谊路１００号 中医坐堂

６１ 上海北翼国大药材医药有限公司宝淞药房中医坐堂医诊所 牡丹江路４８７号 中医坐堂

６２ 上海民心大药房牡丹江路中医坐堂医诊所 牡丹江路１１８８号 中医坐堂

６３ 上海一德大药房松寿药店龙镇路中医坐堂医诊所 龙镇路１０７号 中医坐堂

６４ 上海一德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盛安药店古莲路中医坐堂医诊所 古莲路２０１号 中医坐堂

６５ 上海万芸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水产西路中医坐堂医诊所 水产西路７７１号１层 中医坐堂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２日，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举行换届选举，医院吴轶群主任当选
副主任委员 九院／提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北部）

【概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有南北两个院区，其中北部

院区位于宝山区漠河路 ２８０号。２０１８
年，北部院区有在职员工 １３０３名。其
中：医生 ３４０人，护士 ６５６人；正高 ３１
人，副高 ６１人，中级 ３１８人；博士 ７９
人，硕士 ２０９人，本科 ５７６人。北部院
区全年门急诊量１０４０１３８人次，年出院
４５７４６人次；手术３７９６４人次，床位使用
率１０８１６％；平均住院日 ６９２天。医
院有临床科室３６个，核定床位８００张。
３月，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获２０１７年
度上海市巾帼文明岗称号；８月，张俊
峰、杨孙虎医师获宝山区“德技双

馨”奖。

【举办“健康皮肤　美丽人生”专题活
动】　１月 ９日，皮肤科和激光美容科
（北部）举办“健康皮肤，美丽人生”专题

活动，区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组织区内

女职工委员和直属工会女工委主任等近

６０人参加。医院皮肤科主任、激光美容
科副主任徐慧，皮肤科副主任马勇，分别

作皮肤健康与激光美容医学知识讲座。

【开展肾脏病日主题活动】　３月８日，
肾内科举办世界肾脏病日主题宣传和义

诊活动。肾内科主任丁峰主持，特邀营

养科陈洁文副主任医师介绍 ＣＫＤ（慢性
肾脏病）饮食注意事项及相关内容。胡

春副主任医师、陈佩华副主任医师等肾

内科专家现场开展义诊咨询服务。

【救治出生４０天舌根部血管瘤患儿】　３
月，医院接诊一名舌根部血管瘤致呼吸

困难婴儿。该患儿出生仅 ４０天，体重
３３千克，精神萎靡，呼吸急促，呈明显
“三凹征”（吸气时胸骨上窝、肋间隙、肋

下及剑突下呈凹陷，医学上叫“三凹

症”），需自带氧气袋维持生命。磁共振

检查报告显示舌根、口底部３３２ｃｍ
静脉畸形。经介入科范新东主任团队、

ＩＣＵ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护人员近５０
天救治，转危为安，顺利出院。

【签订“国际口腔种植学会上海奖学金

中心”合作协议】　７月１２日，医院与国
际口腔种植协会（ＩＴＩ）在北部院区举行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上海奖学金中心成

立签约仪式。ＩＴＩ董事会成员、领导力发
展委员会主任 ＦｒａｕｋｅＭüｌｌｅｒ教授，国家
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工程院院士张志愿，医院副院长马延斌、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副院长郑家伟

等专家和领导出席签约仪式。张志愿致

开幕词，副院长马延斌、上海奖学金中心

主任吴轶群、医院牙周病科主任束蓉与

ＦｒａｕｋｅＭüｌｌｅｒ教授共同签署合作协议。

【举行“世界肝炎日”义诊活动】　７月
２１日，围绕肝炎日宣传主题“积极预防
　主动检测　规范治疗　全面遏制肝炎
危害”，医院联合宝山区公共卫生中心在

感染科大楼门诊大厅举办义诊、健康教

育活动，提高居民对肝炎（尤其是慢性乙

型、丙型肝炎）的重视，宣传预防治疗方

法。中山医院肝脏外科邱双健教授、瑞

金医院王晖教授等专家为市民提供疾病

咨询服务，开展免费肝脏硬度、脂肪肝程

度检测。区疾病防治控制中心和感染科

医护人员通过健康知识讲座、播放小视

频、发放肝炎知识宣传册等形式，向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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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规范检测治疗重要性。活动共接待

就诊２００余人次，发放肝炎健康教育资
料３００余份。

【诊断罕见肾脏疾病Ｆａｂｒｙ病】　７月，肾
脏内科通过肾活检病理诊断技术、酶学

测定和全基因组外显子测序等一系列实

验室辅助技术，成功诊断罕见肾脏疾病

Ｆａｂｒｙ病一例。经保守治疗，患者病情稳
定。Ｆａｂｒｙ病是一种罕见 Ｘ伴性遗传的
溶酶体贮积病，在男性新生儿中发病率

约为１／４００００—１／１１００００，会引起一系列
脏器病变。该病在全世界极为罕见，临

床上易漏诊误诊。

【举办“世界镇痛日”“上海镇痛月”义诊

活动】　１０月７日“世界镇痛日”，骨科
脊柱源性疼痛治疗小组医护人员开展疼

痛科普宣传及义诊活动。部分医护人员

在北部院区附近公交站及地铁站开展科

普宣传，发放有关颈肩腰腿痛防治等科普

资料。医院副主任医师吴玉杰、赵长清、

金文杰，主治医师孙晓江在北部院区门诊

大厅开展颈肩腰腿痛相关疾病义诊。

【救治血管瘤大出血孕妇】　１１月７日，
一名上颌骨血管瘤破裂大出血孕妇从湖

南湘雅地区被救护车急送至上海第九人

民医院北部急诊。该孕妇有既往下颌骨

中心性血管瘤病史，曾行颈外动脉结扎

术，有七个月零一周身孕。经介入科紧急

手术，２４小时留院观察，孕妇平安出院。

【与加拿大专家开展学术交流】　１１月
１５日，儿科全体医护人员与加拿大渥太
华大学 ＤｅｎｉｓｅＨａｒｒｉｓｏｎ教授、健康研究
中心主任 ＷｅｎｄｙＧｉｆｆｏｒｄ教授在医院开
展儿科学术交流活动。儿科主任张晓英

介绍医院儿科发展现状，Ｄｅｎｉｓｅ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教授作关于新生儿疼痛管理证据和知识

转化学术报告。ＷｅｎｄｙＧｉｆｆｏｒｄ教授介绍
知识转化和循证实践的实施领导力。会

后，专家们参观医院ＮＩＣＵ病房。

【直升机航空医疗救援合作签约】　１２
月１９日，响应上海市第四轮公共卫生三
年行动计划，开展建设示范性、标准化航

空医疗救援基地医院行动要求，医院与

上海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北部

举行直升机航空医疗救援合作签约仪

式。市卫健委、中国人保上海市分公司、

宝钢股份等相关单位领导出席签约仪

式。医院副院长马延斌与金汇通航上海

分公司总经理华亮签订直升机航空医疗

救援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后，医院开展

直升机模拟应急救援和伤患转运应急

演练。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４日，医院与陕西中医药大学举行教学医院授牌仪式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提供

【红十字医疗队完成进博会志愿服务任

务】　１２月，上海市红十字会召开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红十字应急救护服

务志愿者表彰大会，医院获优秀组织奖，

陶海荣获服务特别奉献奖。医院副院长

王长谦上台领奖并代表上海市冠名红十

字医疗机构交流发言。医院作为上海市

冠名红十字市级医院和进口博览会定点

保障医院，共有进博会志愿者１２人，陶海
荣医生任组长，每日接待病人约７０人。

（虞雯鸥）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概况】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
院于２０１２年正式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确认为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有东

西两个院区，西院位于友谊路１８１号，东
院位于友谊支路３０１号。至年末，在岗
职工１０４２人。其中：卫计人员 ９１１人，
包括医生 ３４９人，护士 ４４８人，药学 ４２
人，检验３４人，病理２人，放射１９人，其
他１７人；正高 ３３人，副高 ８６人，中级
３４３人；博士 ２９人，硕士 １４４人，本科
４５０人。全年医院门急诊量（含体检人
次）１６４９７２０人次，出院３８７１３人次，住院
手术１９６２９人次；开设临床学科、医技科

室４５个，核定床位５６４张，实际开放床
位７１６张，平均住院日 ６１９天，床位使
用率９１０９％。年内，持续推进三级甲等
医院复评审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创建。获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志
愿服务先进集体。急诊科“五位一体工

作模式”获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职工合理化
建议和先进操作法优秀成果奖。院长周

华获中国医师协会２０１８年突出贡献奖
和国务院特殊津贴。

【科研教学工作】　全年医院获各级课
题立项３１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项目４
项，完成课题验收 ２８项；获发明专利 １
项、实用新型专利４项；出版著作６本；
发表论文３１５篇，其中 ＳＣＩ论文 ２４篇；
入上海市科委专家库７人。推进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创建，完成国家级和

市级继续教育项目１４项，在院规范化培
训医师３７名，２０１７级新招规范化培训医
师１１名，带教实习和见习医生６８人，实
习护生５１人。

【加强新一轮重点专科建设】　年内，宝
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启动新一轮

宝山区医学特色专科和社区项目建设计

划评选工作，医院糖尿病特色专科、内窥

镜室、胃肠外科、中医肛肠特色专科、中

西医结合儿科、妇产科入围 Ａ类建设计
划，眼科入围Ｂ类建设计划。

【优化医院环境和流程】　年初启动医
院四期大修工程（综合楼和食堂），完成

内镜室、儿童补液室、心电图室、阴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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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０日，医院在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举办首个“中国医师节”义诊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提供

改建搬迁。６月，门诊大厅设立“学雷锋
志愿者服务站”。７月，启动外科楼五楼
ＳＩＣＵ建设，１０月 ４日投入使用。８月，
微信公众服务号功能升级，开通读取检

查报告和放射影像功能。１２月，启动示
范儿科门急诊中心建设。

【开展“母婴健康”宝山行科普项目】　１
月，妇产科开展的宝山区科协科普项目

“母婴健康”宝山行正式启动，预防和减

少孕产妇和婴儿死亡，保障母婴安全。同

月，举办“关爱‘糖妈妈’的健康”主题科

普活动。３月，举办“新生儿常见疾病”主
题科普活动。５月，举办“感悟‘孕’动之
美、助力自然分娩”主题活动和“国际助

产士节“大型义诊。１０月，举办“好‘孕’
相伴、聊聊怀孕那些事”主题科普活动，

并出版科普读物《母婴健康教育咨询》。

【放射科介入团队成立】　４月，医院放
射科成立介入团队，年内共开展包括肝

脏肿瘤介入手术、动脉瘤介入栓塞手术、

上消化道及泌尿系统出血栓塞止血手

术、ＤＳＡ下脑血管造影、疤痕妊娠的子宫
动脉栓塞辅助终止妊娠、颈内动脉支架

成型术等３０台介入手术。

【陕西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成立】　６月
１４日，医院与陕西中医药大学举行院校
合作签约暨“教学医院”授牌仪式，陕西

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瑞辉与医院院长周

华共同签署《陕西中医药大学与上海市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关于建立教学医

院协议书》，年内共有４０名陕西中医药
大学学生在医院实习。

【宝山贫血防治联盟成立】　６月１４日
第１５个“世界献血者日”，医院联合大场
医院及友谊、吴淞、张庙、杨行、顾村、淞

南、大场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曙
光—宝山中医医疗联合体第一个专病联

盟———宝山贫血防治联盟。该联盟是国

内第一家针对贫血开展预防、诊治、管理

的平台，年内发放宣传资料１５００册，录
制贫血宣教微电影１部并入围上海国际
科普微电影大赛展演，参加２０１８年宝山
科技节开展贫血相关知识宣教，举办宝

山贫血防治联盟学术沙龙１次、多学科
交叉管理贫血学术交流２次，开展贫血
相关科研项目３项。

【举办庆祝中国首个医师节系列活动】

　８月１９日是中国首个医师节，医院各
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系列活动，主要有临

江公园大型义诊、优秀医疗质量持续改

进项目（ＰＤＣＡ）评选、临床医生基本操
作技能大比武、医师病例分析比武大赛、

优秀医师表彰大会等。李海生等２１名
医师分获医院终生成就奖、突出贡献奖、

卓越医师奖和优秀医师奖。

【开展对口医疗支援】　８月２０日，消化
内科侯立新与耳鼻喉科闫勇作为上海市

第九批第二轮援疆干部启程到新疆叶城

县人民医院开展为期一年半的对口医疗

支援。１１月２１日，急诊科刘云龙医师启

程到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宝山镇中心卫

生院开展为期半年的援滇医疗工作。年

内，第９—１１批医疗队共９人到云南省
大理州南涧县人民医院开展对口支援工

作，分别是第九批针灸科主治医师刘志

丹、呼吸内科主治医师李莉、骨科主治医

师孙建忠，第 １０批外科主治医师陆宝
华、肾病科主治医师孙成力、眼科主治医

师姚月蓉，第１１批神经内科主治医师郭
思思、外科主治医师陈勇、骨科主治医师

支晓丞。

【开展全国科普日主题活动】　９月 １７
日，医院内分泌代谢病中心和宝山区科

委科协、友谊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联合举办的２０１８全国科普日暨“内分泌
‘慢病防治’杏林科普实践”启动活动在

医院８号楼２楼和１号楼大厅举行，并
开展“糖尿病小屋”免费筛查、糖尿病主

题讲座、糖尿病知识问答和医患互动等

活动。

【开展“文明在身边·岗位立新功”“创

全”系列主题活动】　年内为巩固全国
文明单位创建成果，根据《２０１８年宝山
区“同创全国文明城区、共建宝山美好

家园”劳动竞赛》通知精神，结合区卫计

委开展“优质服务展风采、立足岗位建

新功”主题劳动竞赛的实施意见要求，

医院组织开展“文明在身边·岗位立新

功”“创全”系列主题活动。活动贯穿

全年，包括“服务修身、技能修身、文化

修身、研习修身”４个大项１６个小项。
（顾爱花）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概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是一家集医疗、教育、科研于一体的三级

综合性医院，设临床科室３６个，病区１７
个，核定床位６００张。全年医院门急诊
量８８２３９５人次，出院患者 ２６６０９人，住
院手术 １３７６３人次，平均住院日 ７２１
天。全年发表论文 ＳＣＩ１９篇、核心期刊
４０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１项、上海
市省部级课题５项、委级课题９项、优秀
青年人才项目１项、横向课题４项。医
院坚持公益立院，２０１８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期间配合华山母院承担市级和区级

现场医疗保障，为第十届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节、上海市樱花节、第五届大学生艺

术展演、２０１８总裁马拉松比赛等重大会
议及国际赛事提供医疗保障。年内，医

院被评为上海市卫生计生系统“医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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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品牌”“优秀志愿者服务品牌”，入选

“宝山区科普教育基地”，连续两届被评

为上海市文明单位。

表１１ ２０１８年华山医院北院科研获奖情况

奖项名称 等级 获奖项目 项目负责人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缺血性脑卒中防治的新策略与

新技术及推广应用
付建辉

（朱思睿）【完成首例腹腔镜下腹透管大网膜包裹

粘连松解术】　２月１日、８日，普外科、
肾病科和麻醉科共同完成医院首例与第

二例腹腔镜下探查、腹透管大网膜包裹

粘连松解及腹透管下段固定术，患者术

后恢复良好。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３日，医院“晓康之路”“家门口的心连心诊室”获市卫计委“品牌项目”
华山北院／提供

【志愿服务动迁过渡在外老人】　２月１１
日，北院分团委与顾村镇团委、宝山监狱

团委、菊泉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区

域化团建单位在广福村老年过渡房广场

上，举办新春慰问动迁过渡在外老人志

愿服务活动。医院青年医务人员在活动

现场提供老年人常见病义诊服务。

【区领导慰问医院医务工作者】　２月１３
日，宝山区委书记汪泓等领导到医院慰

问节前坚守一线的医务人员，先后到儿

科门诊、急诊、药房及部分病区，院领导

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陪同慰问。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领导到医院调研】

　３月２９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
主任赵丹丹一行到医院调研，医院党委

常务副书记邹和建，副院长钟良、朱会

耕，相关科室部门负责人和员工代表出

席调研会议。

【医院党风行风建设大会召开】　４月２４
日，医院召开 ２０１８年党风行风建设大
会。院领导和医院全体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医院中层干部等１５０余人参加会
议。副院长朱会耕传达《２０１８年上海市
卫生计生工作要点》中“加强医德医风

和行风建设”精神，常务副书记邹和建对

医院党风行风建设提出要求。

【申康中心领导到医院调研】　５月 ２２
日，时任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陈建平

一行对医院“十三五”发展规划进行中

期评估专项调研。华山医院院长丁强、

党委书记顾小萍，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

记、北院常务副书记邹和建，北院副院长

钟良、朱会耕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

调研会议。１１月２３日，申康医院发展中
心主任王兴鹏一行到医院调研华山医院

和北院两院区管理机制、医院业务量、学

科布局、科研能力、学科新技术发展、人

才培养及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

【举办五四表彰暨青年风采巡礼大会】

　６月５日，医院召开“五四”表彰大会，
纪念“五四”运动９９周年暨建团９６周年。
宝山团区委、华山医院团委、华山北院领

导出席会议并致辞。宝山团区委书记郁

梦娴邀请北院青年志愿者队加入宝山区

域化团建志愿服务联盟，并与院领导共同

为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青年五四奖章，复旦
大学优秀团干部、团员，华山医院优秀团

干部、团员，华山北院优秀团支部、团干

部、团员等获奖集体和个人颁奖。

【举办ＣＲＰＳ规范诊疗新进展学习班】　
６月２１日—２５日，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康复治疗学继续教育规范化应用

及新进展”学习班在医院举行。学习班

邀请影像医学、功能神经外科、运动医学

科多名专家讲课，系统介绍常见疼痛综

合征规范诊疗及康复，分享临床病例，并

现场示教和实际操作。

【医院位列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病人满

意度调查优秀市级综合医院第三名】　７
月２３日—２７日，上海医药卫生行风建
设促进会安排第三方观察员到医院进行

为期一周的“２０１８年上海市公立医疗机
构病人满意度调查”。观察员开展医院

门诊和住院病人满意度问卷调查，组织

门诊非医生服务质量评估。根据上海医

药卫生行风建设促进会公布，医院位列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病人满意
度调查优秀市级综合医院第三名。

【获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一等奖】　１０
月２８日，继在上海市第四届医院品管圈
大赛中获一等奖后，医院护理部、后勤保

障部共同协作的“安心圈———降低医疗

废物管理的缺陷率”在第六届全国医院

品管圈大赛中获一等奖。此次比赛共有

来自３１个省市４０６个圈组参加。

【组织“彩云计划”爱心助学义卖】　１１
月１７日，医院分团委举办第三季“彩云
计划”爱心义卖活动，所得善款全额资助

云南省丘北县贫困学生。“彩云计划”

连续两年资助云南省丘北县５名品学兼
优的贫困生。在７月高考中，除１名学
生因家庭原因没有参加高考外，其余 ４
名全部考上大学。

【开展对口支援】　２０１６年，医院与云南
省文山州丘北县人民政府及人民医院签

订为期五年的对口帮扶协议。年内，神

经外科、骨科、内分泌科、妇产科医务人

员组成的第四批援滇医疗队和麻醉科、

心内科、消化科、内分泌科医务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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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７日，医院团委举办第三季“彩云计划”爱心义卖活动资助云南省丘北县
华山北院／提供

２０１８年３月６日，区爱卫办在宝山区《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正案实施一周年主题
宣传活动中发放控烟宣传品 摄影／浦晓磊

的第五批援滇医疗队分别于２月２６日、９
月２５日赴滇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朱思睿）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爱国卫生和健
康促进工作落实《健康上海“２０３０”规划
纲要》，巩固“国家卫生区”“全国健康促

进区”创建成果，继续深化城乡环境整治

行动，持续推进健康城区建设，重点防控

病媒相关传染病，营造全社会无烟环境，

提升群众文明素质和全民健康素养水

平。组织开展迎元旦、迎新春、迎国庆、

迎“进博会”等重要节点的城乡环境卫

生整治活动。４月，在杨行镇举办 ２０１８
年宝山区第３０个爱国卫生月主题活动
暨杨行镇创建国家卫生镇启动仪式。完

成宝山区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中期评估报告及农村改厕
专项调查工作。做好早春蚊蝇压制、春

秋季突击灭鼠、夏季压蚊蝇高峰、灭蟑及

消灭越冬蚊虫等季节性病媒生物消杀工

作，并协同相关职能部门对辖区内进博

会重要接待场所开展病媒生物防制专项

督查，完成进博会病媒生物防制保障任

务。总结前五轮健康城区行动计划经

验，编制完成《宝山区建设健康城区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行动计划》。开展健康促
进宣教活动，举办宝山区职业人群“三减

三健”（三减：减盐、减油、减糖；三健：健

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徒步定向

挑战赛、“健康生活方式活动周”、中医

药知识竞赛和健康技能传播、健康自我

管理主题情景剧比赛、公共场所控烟宣

传等活动，通过“健康宝山”公众微信号

以及健康讲堂、入户宣传等方式，倡导和

传播“三减三健”、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等

健康核心理念。全年以村、居委为单位

组建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４２４个，招
募组员６８４０人。完善修订《宝山区健康
自我管理小组星级评定实施细则》。组

织区内各控烟执法部门每季度开展控烟

专题执法，年内共处罚单位案例８２例，
罚款金额１７７５００元；个人案例６９例，金
额３６００元。吴淞新城居委、大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高境科创实验小学、淞南镇

政府、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通过上

海市健康促进示范场所建设验收。淞南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代表队在２０１８年

上海市市民健身操比赛总决赛中获三等

奖。吴淞街道西朱新村健康自我管理小

组组长葛永法在２０１８年上海市健康自
我管理小组组员暨指导医生技能比武总

决赛中获三等奖。区爱卫指导中心蔡运

隆在中华预防医学会举办的“寻找全国

血防卫士”系列活动中被授予“全国血

防卫士”称号。

【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审验

收】　３月２８日，宝山区召开国家慢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复审工作动员会暨２０１８
年爱卫会全体（扩大）会议。区爱卫指

导中心对照慢创工作要求，整理汇总近

５年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居民健康自
我管理文件、数据、照片等资料。为申报

创建健康示范场所各个单位统一配备体

重秤、体重指数大转盘、健康宣传版面、

宣传折页、健康资料取阅架、餐桌台卡等

健康支持性工具。对２４２个健康社区、
１２０个健康家庭、２５个健康企业、１２个健
康餐厅、１２个健康食堂加强指导，制定
相应工作制度与规范要求。下发《关于

做好宝山区巩固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

评审工作的通知》，落实现场参观、ＰＰＴ
汇报、资料汇总等各项迎检准备工作。

在宝山区体育中心等５处设立为居民免
费提供自助血压监测服务的血压亭，后

期覆盖到全区１２个街镇。

【国家卫生镇复审】　区爱卫办按照国
家卫生镇复审工作程序，指导高境镇、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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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镇制定迎接国家卫生镇复审实施方

案。年初，两镇召开迎接国家卫生镇复

审工作动员大会。市、区爱卫办组织查

访两镇国家卫生镇巩固情况，反馈问题，

提出整改意见。９月—１０月，两镇强化
治理效果，巩固创卫成果。指导杨行镇

全面开展新一轮（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国
家卫生镇创建工作，协调解决重点难点

问题，督促整改，力求达标。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２日，宝山区开展第３０个爱国卫生月主题活动暨杨行镇创建国家卫生镇启动仪式
摄影／浦晓磊

【推进市健康促进示范场所建设】　宝
山区吴淞新城居委（健康社区）、东芝电

梯（中国）有限工作（健康企业）、高境科

创实验小学（健康学校）、淞南镇人民政

府（健康机关）、大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健康医院）５家新创市级健康促进场所
按照《上海市健康促进场所建设指南和

标准》扎实推进健康促进示范场所建设，

１１月２８日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
室组织专家组，通过现场查看、询问访

谈、专题汇报和查阅资料等形式详尽了

解创建进程、工作开展情况和特色亮点，

顺利通过市级单位的验收评估。

【举办第３０个爱国卫生月主题活动暨杨
行镇创建国家卫生镇启动仪式】　４月
１２日，宝山区举办第 ３０个爱国卫生月
主题活动暨杨行镇创建国家卫生镇启动

仪式。宝山区副区长、爱卫会主任陈筱

洁出席活动。区爱卫会分别向杨行镇创

卫市容环境服务队、杨行镇创卫控烟志

愿者服务队等６支志愿服务队授旗、授
牌，并向杨行镇除害服务站发放爱国卫

生专用车。仪式结束后，开展环境整治

和宣传咨询活动。

【举办区职业人群“三减三健”徒步定向

挑战赛】　６月１５日，由区健促办、区卫
计划委主办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共建

共享健康宝山”宝山区职业人群“三减

三健”徒步定向挑战赛在吴淞炮台湾国

家湿地公园举行。上海市爱卫会副主任

张梅兴、宝山区副区长陈筱洁等出席起

跑仪式。全区１４个街镇（园区）共４２支
队伍２１０余名各行各业健康促进示范场
所职工参加比赛。活动“健步走”结合

“做文明、健康市民”理念，在行走环节

宣传“三减三健”和道路交通安全等健

康、安全生活方式。

【开展创全爱国卫生专项行动】　根据
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爱国卫生专项

整治行动部署会精神，区爱卫会成立爱

国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办公室，区卫计委

抽调１２名基层骨干组建爱国卫生专项
督查队，６月１５日至７月底，以日督查为
抓手，开展为期４５天的爱国卫生专项整
治月行动。专项督查队以创全迎评工作

重点和实测点位要求为基础，结合爱国

卫生、国家卫生区标准，对全区范围的市

容环境、场所控烟、病媒防制等开展全覆

盖无死角督查。将常见问题分类、汇总

并迅速反馈，每日下午５点前将督查情
况形成日汇总及巡查情况单（附实地照

片）在“创全爱卫微信工作群”中推送，

督促各街镇、有关单位及时落实整改。

【处置登革热疫情】　８月，淞南镇相继
发生３例本地感染登革热疫情。区爱卫
指导中心根据上海市病媒生物应急处置

预案（２０１８年版）要求，通过加强疫情监
测、蚊媒监测、技术培训、孳生地清理、成

蚊消杀、教育宣传等方式，确保各项防控

措施落实到位。登革热防控期间，在全

区共发放１０万张灭蚊防病宣传海报和
１２万本防蚊灭蚊宣传手册，组织开展
以“清洁家园、灭蚊防病”为主题的集中

宣传、“百名讲师进社区”、健康自管小

组灭蚊防病知识宣讲等活动。为１２个
街镇除害站新增超低容量喷雾器２６台，
配送灭蚊药物 ２６８６公斤。组织发动全
区４００多个村居委利用每周四爱国卫生
义务劳动日开展清洁家园行动，动员家

家户户翻缸倒罐、清除积水，铲除蚊虫孳

生地。全区共出动专业消杀人员 ７６１２
人次，清除或药物控制蚊幼孳生地

１７０９１２处，消杀面积９５３２万平方米，使
用药物２２６６７公斤。９月底，经市（区）

疾控中心现场评估，登革热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 （浦晓磊）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上海市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是经宝山区社团局批准，由区内餐饮

企业（包括相关机构、团体）自愿参加、

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经济团体组织。年

内召开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各１次，会长
办公会议３次。加强食品安全培训，扩
大培训覆盖面，重点对高风险餐饮企业、

医疗卫生单位负责人及幼儿园负责人开

展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全年培训各类食

品管理、操作人员 ４０７５人次，合格率
８７５３％。配合做好“放心餐厅”“放心
食堂”创建工作，重点关注学校和医疗单

位“放心食堂”创建，理事单位申报率

１００％，８５％以上会员单位完成创建。举
办《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知识专题培训，

指导餐饮企业知法、用法、守法，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制定２０１８年餐饮行业岗
位工资指导标准，抑制餐饮行业内部人

员无序流动乱象。筹建成立宝餐协食品

配送有限公司，配合监管部门加强溯源

管理，实现食品安全源头管控。设立帮

困助学金，为吴淞街道首批１１名困难家
庭学生送上３０００元／学年的助学金。开
展与云南省会泽县田坝乡白岩村“携手

奔小康”一对一帮扶工作。在协会网站、

微信公众平台及《宝山餐饮》报宣传报

道食品安全法规要求，协会实时动态及

会员单位工作经验，发挥协（商）会桥梁

纽带、交流平台、培训基地、服务会员

作用。 （宋婧宇）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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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吴嫣妮

文化艺术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文化馆（站）１８
家，其中区属文化馆２家、街镇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１６家；图书馆（站）２２家，其中
区级图书馆１家、街镇图书馆２１家，共
藏书１６１６８万册。区级公共文化基础
设施主要有区文广中心、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馆、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区文化馆、月浦文化馆、区图书馆等，总

面积６万余平方米；区级文化事业单位
从业人员２１９人。全区共有１６个街镇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２１个街镇图书馆），
社会文化娱乐场所（含棋牌室）１８９家，
网吧１０２家，电影院 ２９家，印刷类 １７８
家，音像制品、图书报刊零售１０２家，表
演团体１１个。市文物保护单位９处、区
文物保护单位 ７处，区文物保护点 ７０
处，市优秀历史建筑２处。

【开展公共文化服务】　宝山区打响第十
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陈伯吹国际

儿童文学奖、国际邮轮滨江文化带３个国
际级品牌和淞沪抗战等８个国家级文化
品牌。上海樱花节举办高定时装秀、名家

系列演出等精品文化系列活动。央视

“群英汇”宝山参赛节目等６场宝山区特
色文化展示活动亮相人民广场地铁音乐

角。引进谷好好等１２名（组）艺术名家
工作室，全市首个以戏剧艺术名家命名的

剧场———依弘剧场在智慧湾开幕。２０１８
黑池舞蹈节吸引来自１５０个国家和地区
３０００余名顶级舞者，网络直播收看量累
计近２００万人次。在２０１８年上海市群文
新人新作展评展演中，宝山选送１１个节
目获９个奖项。拓展延伸“市民艺术修
身导赏计划”和“宝山大剧荟”。举办１５０
场２０１８市民艺术修身导赏计划。“宝山
大剧荟”引进京剧《廉吏于成龙》、昆剧

《狮吼记》等３４场演出，观众３万余人。
打造城市文化新地标，推进长滩音乐厅、

樱花大剧院、区文化馆加固修缮项目和淞

沪馆二期工程建设。完善和健全四级公

共文化资源配送工作，完成市、区级各类

配送２８００余场。“文化宝山云”和文化
宝山微信公众号全年共发布信息８０００余
条。区图书馆流通１８４万余人次，举办讲
座、读者培训、展览和各类读书活动２２０
场。区文化馆与月浦文化馆开展文艺活

动、赛事、展览、培训１２００余场（次），接待
市民４５万余人次。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博览馆共举办各类展览、研讨活动、市

民互动体验４１场，累计接待观众４０万余
人次。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全年总参观

人数４５万余人次，举办各类展览、讲座、
活动等１１０余场，陈化成纪念馆参观人数
约１３万人次。

【举行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８６周
年系列活动】　１月２６日，上海抗战与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上海淞沪抗

战纪念馆、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中心在上

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召开“一·二八淞沪

抗战史”座谈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

社联党组书记燕爽，市委党史研究室主

任徐建刚等领导和各位专家、学者，围绕

淞沪馆二期展览大纲评审、中国近代史

档案文献及数位档案资料应用、中国共

产党与“一·二八”抗战等主题进行座

谈。邀请２０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抗战
史研究专家、学者，召开“一·二八抗战

史”研讨会，研究、探讨“试论一·二八

淞沪抗战保卫战”“宋氏家族与一·二

八淞沪抗战”“民国时期一·二八淞沪

抗战书籍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一·二

八淞沪抗战”“台湾大学图书馆特藏与

中国近代史研究”等主题。举办《东京

审判中的的东吴精英》展览，回顾参与东

京审判的法学人士事迹。

【宝山艺术名家工作室成立】　１月３１
日，“海上花开”宝山首批艺术名家工作

室成立仪式暨首批艺术名家冠名艺术

特色学校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在龙

现代艺术中心举行。昆剧艺术家谷好

好、梅派大青衣史依弘、余派传人王

瑜、主持人阎华４名艺术名家工作室落
户宝山，每年为宝山提供６次相关专题
讲座，为特色学校制订系统教学大纲，

指导相关校本课程编写，带教学校艺术

教师，开展各类戏曲普及活动，并组织

“戏曲进校园”成果展演。首批 ８所中
小学校将分别以４位艺术名家冠名为
宝山区艺术特色学校。７月１１日，“莲
荷一夏”第二批宝山名家工作室成立，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王勇，青

年钢琴家宋思衡，著名戏剧导演徐俊，

中国流行美声组合力量之声四组艺术

家工作室入驻宝山。８月１８日，第三批
宝山名家工作室引入四位儿童文学作

家工作室入驻宝山，分别是秦文君儿童

文学工作室、梅子涵文学“点灯人”工作

室、殷健灵儿童文学工作室、庞婕蕾“风

信子”文学工作室。

【举办“３·２５”上海市民文化节文化服
务日】　３月２５日，上海市民文化节宝
山专场系列活动启动，将１３９场文化活
动送进全区各村居。启动宝山国际儿童

文学阅读季，以“新时代、新使命、新阅

读———致敬陈伯吹”为主题，设置“声、

习、演、诵”四大板块，包括十余项、近百

场活动。举办２０１８罗店非遗游园活动，
包括非遗民俗表演、非遗展示展览及文

艺专场演出等活动，现场举办“我是传承

人———罗店鱼圆制作大赛”。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参

加博洛尼亚童书展】　３月 ２６日—２９
日，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携原创插画

展亮相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中国作

为主宾国参展。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

书展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权威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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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儿童书展和年度儿童图书博览会，

每年吸引来自全世界７０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出版商、版权代理人、作家、儿童插

图画家、书商、发行商、图书馆员、印刷商

参展。

【２０１８上海樱花节系列文化活动举行】
　３月３１日—４月１日，“当樱花遇上文
艺之花”———上海樱花节系列文化活动

举行。“樱你而美”高定时装秀在顾村

公园樱花大草坪举办。“浪漫樱花下午

茶”邀请主持人阎华和沪上知名植物学

家、艺术家、文化学者，通过专家讲述、艺

术表演、现场互动等方式，从植物学、文

学、音乐、绘画等角度解读樱花。昆剧艺

术家谷好好与梅花奖得主沈籦丽在樱花

林间献唱，与青年钢琴家宋思衡等艺术

家合作演绎两段“混搭”昆曲。上海昆

剧团举办昆剧经典唱腔艺术导赏。上海

京剧院青年演员演出《三岔口》等京剧

武戏经典折子戏。评弹演员陆锦花演出

“樱花，锦花”评弹分享会。上海相声大

会创始人、上海田耘社班主赵松涛带来

“花海绿茵”话经典———相声剧《子曰》

樱花节特别演出。

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序号 总分馆名 地址

１ 高境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东片） 吉浦路５５１号

２ 高境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西片） 共康东路１２９号

３ 罗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陈行街１２３号、陈功路７９９号

４ 杨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松兰路８２６号

５ 顾村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富联路３６８号

６ 顾村镇菊泉文体中心 菊盛路９９弄７０号

７ 顾村镇馨佳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潘广路１４５５号

８ 月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德都路１１１号

９ 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美诺路１３１号

１０ 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塘西街馆） 塘西街３６６—３７０号

１１ 淞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长江南路５８３号

１２ 庙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长江西路２６９７号

１３ 大场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沪太路２０１０号

１４ 张庙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通河路５９０号

１５ 吴淞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淞浦路４７０号

１６ 友谊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永清路８９９号

表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社区图书馆

序号 总分馆名 总分馆地址

１ 宝山区图书馆 海江路６００号

２ 月浦镇图书馆总馆 安家路３号

３ 月浦镇图书馆龙镇路分馆 龙镇路８８号

４ 月浦镇图书馆盛桥分馆 月浦镇盛桥三村４８号

５ 顾村镇图书馆总馆 共富二路１２２号２楼

６ 顾村镇图书馆菊泉分馆 菊盛路９９弄７０号菊泉文体中心１楼

７ 顾村镇图书馆广场分馆 富联路３６８号诗乡文化广场２楼

８ 顾村镇图书馆馨佳园分馆 潘广路１４４５号馨佳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２楼

９ 罗店镇图书馆总馆 美诺路１３１号

１０ 罗店镇图书馆塘西街分馆 塘西街３６６—３７０号

１１ 罗店镇图书馆罗南分馆 南东路５８号

１２ 淞南镇图书馆总馆 长江南路５８３号文化活动中心２楼

１３ 淞南镇图书馆淞南十村分馆 淞南十村１９５号

１４ 淞南镇图书馆老龄委分馆 一二八纪念路５５弄盛达家园

１５ 大场镇图书馆 沪太路２０１０号—１

１６ 罗泾镇图书馆 陈行街１２３号

１７ 高境镇图书馆 高境路３７１号５楼

１８ 淞南镇图书馆分馆 长江南路５８３号

１９ 杨行镇图书馆 松兰路８２６号

２０ 吴淞街道图书馆 淞浦路４９２号３楼

２１ 友谊路街道图书馆 密山路１０１号２楼

２２ 张庙街道图书馆 通河路５９０号

【２０１８年上海宝山区特色文化展示活动
举行】　４月２２日—６月３日，“花开四
季　幸福宝山———２０１８年上海宝山区
特色文化展示活动”每周日下午在上海

地铁音乐角（人民广场站１８号口）上演。
活动由上海市民文化协会、上海申通地

铁集团有限公司、宝山区文广局共同主

办，宝山区文化馆、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

览馆、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月浦文化

馆、宝山区图书馆联合承办。活动呈现

杨行吹塑版画、吴淞面塑、罗店彩灯、罗

泾十字挑花、大场江南丝竹、罗店龙船、

月浦锣鼓等宝山非遗项目和特色文化。

【２０１８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举行】　５月
３１日，首届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在上海
智慧湾科创园举行。活动再现工业设

计、建筑设计、服装与饰品设计、艺术品

设计模型与实物。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

组成员金书波，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侯劲，工业和信

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罗民，中

国工程院院士戴鮨戎，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校长俞涛，中科院高等研究院原院长

封松林，宝山区领导汪泓、苏平、赵懿、吕

鸣和相关专家学者出席嘉年华启动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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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电影放映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放映地址

１ 希杰星星（上海）影城有限公司 大华路３４８号大华虎城嘉年华广场３层

２ 大地影院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分公司 聚丰园路５７弄３号３Ｆ—１

３ 大地影院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宝山第二分公司 大华路５１８号５楼

４ 上海影城宝山国际影城有限公司 永清路７００号宝山体育中心综合篮球馆１楼

５ 上海德信双杰影院有限公司 真大路５２０号１０幢１０２号

６ 上海宝山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一二八纪念路９３６号５号楼

７ 上海宝远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３１８号Ｄ幢Ｄ４０１室

８ 上海梓石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殷高路６５号４幢３层３１１室

９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文化馆 龙镇路７２号—９６号

１０ 上海宝山通河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通河路５３３弄２号第三层

１１ 上海缘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陆翔路１１１弄１０号３０１—３０７室、３１０—３２０室、
４０１—４１７室

１２ 上海万画杨鑫影业有限公司 ?川路１５５５号２楼２２１８室

１３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罗店分公司 杨南路２２１１号宝龙广场Ｍ１—３Ｆ—０４３

１４ 上海伏睿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宝杨路３００３号１幢３层、２幢３层、３幢３层

１５ 上海伏睿影业有限公司菊盛路分公司 菊盛路８８２号３层

１６ 上海博魅影视有限公司
#

川路１９９９弄１３号

１７ 上海中宏影城有限公司
殷高西路５５５号 ２层 Ａ区、５７９号 ３层、５９７号
３层

１８ 上海今城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 １５６９号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 Ｆ５层
Ｆ５０９室

１９ 上海升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５２８８号２幢１０３室

２０ 上海淞星影院有限公司 长江南路６５１号２０１室

２１ 上海信珈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塘西街２９９弄４号楼２层２５２室

２２ 上海斐王影城有限公司 场北路７００号三层２号

２３ 上海正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长江西路３８０号１层郁江巷路１７６弄０６—２０号

２４ 上海轩影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聚丰园路１６５号３楼３０２Ｂ２

２５ 上海唐邻影院有限公司 罗泾镇萧月路７—１１（单）３层

２６ 江苏幸福蓝海影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第

二分公司
丹霞山路５０弄１号４Ｆ—Ｚ０１

２７ 上海宝杨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水产路２４４９号３楼Ｃ３Ｆ０１—０３，Ｃ３Ｆ０８—１１

２８ 上海邻瑶影院有限公司 宝山区?川路６号３１幢

２９ 上海期象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罗迎路８５１号１幢１楼、２楼

【２０１８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活动举
行】　６月９日，配合第１３个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２０１８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周系列活动在宝乐汇开幕，“非遗在

社区”项目启动。开幕式上宣布１１名第
六批区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名单并颁发证

书，命名新一批１２个“非遗在社区”传习
点并授牌。清廷贡品“罗店天花玉露

霜”失传多年后首度亮相。现场进行两

个区级非遗项目“宝山红烧
$

鱼制作技

艺”和“蔡氏剪纸技艺”传承人徐发、蔡

德福师徒结对仪式。活动期间向市民赠

阅《记忆中的宝山》系列丛书之《传承·

宝山民间文学》。

【第十二届上海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举

行】　６月１８日，罗店镇政府和区文广
局共同主办的“魅力宝山，浴兰端阳，花

神故里，罗店龙船”———第十二届上海宝

山罗店龙船文化节在美兰湖畔开幕，一

万余名游客参与，东方卫视《端午·江南

文化》节目现场直播文化节开幕式、龙船

表演、非遗集市等项目和活动。活动现

场展出罗店龙船、５０幅罗店民俗画和首
批上海市非遗名录项目罗店彩灯。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９７周年系列活动
举行】　６月２９日，由上海抗战与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馆主办的“中国共产党和上海抗

战———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９７周年系
列学术活动”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开

幕。活动分为“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

战”学术研讨会、《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

战》图书首发式暨“中国共产党与上海

抗战”专题展览揭幕仪式、“中国共产党

与上海抗战”专题展览全市巡展活动三

部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联党组

书记燕爽，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

以及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左联旧址纪

念馆、韬奋纪念馆、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

念馆、金山卫抗战遗址纪念园、上海犹太

难民纪念馆等有关单位领导和党史、抗

战史研究专家，社区群众、学生、驻沪部

队等１００余人出席活动。

【２０１８上海市民文化节“百名诗人荷花
诗会”举行】　７月２２日，２０１８年上海市
民文化节“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新诗
创作大赛系列活动之一“百名诗人荷花

诗会”在龙现代艺术中心举行，通过专家

讲述、现场互动等方式，从不同角度解读

荷花品质、气质、精神，把自然与人文之

美融为一体，歌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宝

山“撤二建一”３０周年的深刻变化。

【３Ｄ舞台剧《创世神话漫游记》首演】　
８月９日，３Ｄ舞台剧《创世神话漫游记》
在区委党校试演。《创世神话漫游记》

由宝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星拓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以中华创

世神话为背景，利用３Ｄ舞台技术，打造
高科技创新舞台剧。

【纪念全民族抗战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

发８１周年活动举行】　８月１３日，纪念
全民族抗战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８１
周年系列活动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

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和来自全

国各地的抗战类纪念馆的领导专家、淞

沪抗战史研究专家、黄埔同学会、部队指

战员、社区居民、学校师生代表等４００余
人参加活动。部队指战员在无名英雄纪

念碑前向抗战先烈敬献花篮。《侵华日

军暴行实物罪证展》揭幕，展出侵华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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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装备、军用品及相关文献、绘画作品

等８１件。

【２０１８黑池舞蹈节（中国）举行】　８月
１６日，２０１８黑池舞蹈节（中国）在宝山体
育中心开赛，由上海市体育总会、宝山区

政府共同指导，区体育局、区文广局、黑

池舞蹈节（英国）、上海艺赛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阿里体育有限公司主办，上海黑

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黑池舞蹈交

流中心承办。来自１５０个国家和地区的
３０００余名舞者，在超过６２００个组别中竞
赛，开赛首日即吸引近２０００人次到场观
看，网络直播收看量累计近２００万人次。

【２０１８上海书展宝山主宾日活动举行】
　８月１８日，２０１８上海书展暨“书香中
国”上海周宝山主宾日活动举行，宣传展

示宝山区全民阅读活动、书香城市建设

特色做法和经验，开展部长微访谈、上海

宝山沪剧团成立７０周年系列活动发布、
２０１８黑池舞蹈节（中国）推广、３Ｄ戏剧
《创世神话漫游记》主创见面会、宝山红

色文化旅游线路推介、宝山非遗进书展、

名家访谈、微直播等活动。区委常委、宣

传部长赵懿做客“上海发布”微访谈直

播，介绍宝山区文化品牌和文化特色，畅

谈文化场馆、文化活动、文化事业和产业

发展等相关话题并与网友互动问答。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８日，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开幕 区文广局／提供

【２０１８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经典作品诵
读展演举行】　８月１８日，“诵读经典·
点亮童心”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经典作

品诵读活动举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党

组书记、局长徐炯，宝山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等出席活动。活动首次面向全国范

围内的青少年儿童、学生家庭和外国友

人征集诵读作品，全国多家公共图书馆

共同参与，征集作品２００余件，评选出最
佳诵读奖、优秀表演奖、优秀风采奖

作品。

【航海文化进社区活动启动】　８月 ２２
日，“航海文化进社区”启动仪式在中国

３Ｄ打印博物馆举行。中国航海博物馆
党委书记张东苏、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出

席活动。宝山区博物馆联盟新任荣誉讲

师、中国航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莉为

观众作题为“风从海上来———上海与航

海的故事”专题讲座，以体验式互动形式

进行现场教学———如何打好水手绳结。

年内，宝山区博物馆联盟１３个街镇文化
中心和成员单位开展“航海文化进社

区”巡展活动。

【依弘剧场开幕】　９月１７日，全市首个
以戏剧艺术名家命名的剧场———依弘剧

场在上海智慧湾开幕。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胡劲军，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等市、区领导及艺术界代表

尚长荣等出席活动。依弘剧场通过多媒

体科技智能手段“激活”传统戏曲文化，

成为上海第一家以京剧音乐课本剧为主

的展示教育基地。剧场打造史依弘名家

工作室原创京剧，并陆续推出其它艺术

门类演出。

【２０１８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　９月２３
日，“勇立潮头·奋楫远航”———２０１８上
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暨花车宝山巡游活

动在零点广场举行。副市长陈群，区委

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等

市、区领导出席活动。开幕式上，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正式揭牌

并投入使用。开幕式后，以“邮轮新时代

·宝山新辉煌”宝山主题花车为首，来自

五大洲２５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５辆花车从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沿宝杨路、牡丹

江路、漠河路巡游表演。

【“花开四季　幸福宝山”广场舞展演举
行】　９月２３日，区文广局和区体育局
共同主办的“庆中秋、迎国庆”全国广场

舞展演活动———上海市“花开四季　幸
福宝山”广场舞展演暨上海市第四届广

场舞大赛宝山区复赛在宝山体育中心举

办，１２支街镇代表队参加，选出５支代表
宝山参加１０月举行的上海市“百支优秀
广场舞团队”展演活动。上海市展演中，

宝山罗店文化中心舞蹈队《超级舞林》

和大场社区舞蹈队《中国美》获“新时代

最佳广场舞作品”入围奖。

【沪剧电影《挑山女人》首映】　１０月１１
日，宝山沪剧团建团７０周年系列活动之
一，沪剧电影《挑山女人》在上海影城首

映，并举行宝山沪剧团建团７０周年新闻
发布会。区委书记汪泓，中国剧协分党

组副书记、巡视员顾立群等相关领导出

席活动。同日举行《挑山女人》专家座

谈会，各地专家、学者、艺术家和《挑山女

人》剧组主创人员、主要演职人员，共同

探讨《挑山女人》对沪剧多元化的传承

与创新、对沪剧发展的深层价值和深远

意义。

【“弘扬上海精神，促进文旅发展”上合

高层论坛举办】　１０月２５日，“弘扬上
海精神、促进文旅发展”上合高层论坛在

宝山衡山北郊宾馆开幕。上合组织秘书

长阿利莫夫，国家对外交流研究基地主

任陈圣来，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于信汇，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周

汉民，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少军等领导出席活动。论坛包括“弘

扬上海精神、促进文旅发展”主旨论坛和

“上合国家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一带一

路”城际文化合作交流两个分论坛，约

３００名嘉宾出席论坛活动。

【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举

行】　１０月２８日，以“我们·拥抱·世
界”为主题的第十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节开幕，新华社直播平台吸引１３０万人
次收看。艺术节为期一个月，１１支国外
团队、３００余名民间艺术家与谷好好、史
依弘、王瑜等１０名沪上艺术名家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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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开展开幕巡游与演出、艺术进商

圈、生活体验进社区、欢乐联谊在校园等

１３６场重点文艺演出、３０００余场系列文
化活动。艺术节首次与上合组织合作，

举办“弘扬上海精神、促进文旅发展”上

合高层论坛。１５场“艺术进商圈”演出，
现场观众人数超过３万人次。

【２０１８国际民间艺术与设计邀请展举
行】　１０月 ２５日—３１日，“仰观俯察：
２０１８国际民间艺术与设计邀请展”在上
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区委

常委、宣传部长赵懿，副区长陈筱洁出席

开幕活动。展览以“仰观俯察”为主题，

展出国内外２４名艺术家１３０余件当代
玻璃和当代刺绣作品。

【沪剧电影《挑山女人》获“金天使奖·

年度最佳戏曲电影”】　１０月３０日，在
第十四届中美电影节开幕式暨“金天使

奖”颁奖典礼上，沪剧电影《挑山女人》

获“金天使奖·年度最佳戏曲电影”。

沪剧电影《挑山女人》根据宝山沪剧团

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获奖作品———沪

剧《挑山女人》改编，是“中国戏剧梅花

奖获奖演员优秀剧目数字电影工程”重

要项目之一，由市委宣传部、中剧协、宝

山区政府共同投资拍摄。１１月 １日，
《挑山女人》作为开幕影片亮相由上海

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主办的“中国

艺术电影展”。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８日，２０１８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式举行 区文广局／提供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５日，上海市民文化节“新诗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举行
区广播电视台／提供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开

展】　１１月７日—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陈伯

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在上海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开幕。上海市新

闻出版局副局长彭卫国，副区长陈筱洁

共同启动展览，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发行

处处长忻愈为优秀组织奖、优秀指导奖

获奖单位及个人颁奖，评委横田纯子介

绍作品评选情况，中福会出版社社长余

岚宣读获奖名单。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奖原创插画展是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品牌活动之一，创办于２０１５年。本次展
览共收到专业组作品国内外２００余件，
公众组作品全国１９个省市２０００余件。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举

行】　１１月８日，２０１８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颁奖活动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

览馆举行。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

刷发行司副司长董伊薇，原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副司长许正明，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进口管理司副

司长赵海云，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

慧琳，副市长翁铁慧，“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理事会主席、宝山区委书记汪

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陈佳洱、高

洪波和国内外有关专家出席活动。选送

作品的国家和地区数及数量较上年增

加，其中单篇作品 １４４篇、文字图书 ８８
种、来自 ２８个国家和地区的绘本图书
３１７种。评选出图书（文字）奖 ５种、图
书（绘本）奖５种、单篇作品奖５种，国际
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被授予特殊贡

献奖，法国童书作家、艺术家、表演家埃

尔维·杜莱获年度作家奖。

【２０１８上海市民文化节“新诗创作大赛”
颁奖仪式举行】　１１月２５日，上海市文
化与旅游局、宝山区政府主办，上海市群

众艺术馆、宝山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承办的２０１８上海市民文化节“新诗创作
大赛”颁奖仪式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举行。大赛共收到作品 ２０６２首，选出
１００首优秀诗作收入诗集《风从浦江来》
并在颁奖仪式上首发。大赛评选出华亭

诗社、顾村诗社、上海城市诗人社、闵行

诗社、浦东诗社、无忧诗社、长青诗社 ７
家“最美诗社”。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

动举行】　１２月 １３日，由区委宣传部、
区文广局主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与

龙华烈士纪念馆、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研究会联合承办的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暨“《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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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歌》上海抗战英烈事迹文物图片展”

开幕仪式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市文物局副局

长褚晓波，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常委、宣

传部长赵懿等市区领导和３００余名社会
各界人士出席活动。同日，侵华日军罗

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地落成启用仪式

在罗泾镇举行。

表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表演团体

序号 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１ 上海都盈都动漫有限公司 上大路６６８号

２ 上海江颐文化工作室 ?川路５５０３号４２９９室

３ 上海舞风歌舞有限公司 同泰北路１８３号１号楼５１８室

４ 上海意辉音乐剧团 双城路８０３弄１１号１６０２Ｂ—６６４室

５ 上海周立波清口文化工作室 ?川路５５０３号１２８室

６ 上海音浪乐团 长江西路２３５１号２楼１室—１０

７ 上海申雪宏博冰雪艺术工作室 ?川路５５０３号４４１６室

８ 上海俪星歌舞团 宝杨路１８００号２号楼７６６室

９ 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 虹口区吴家湾路１３９号

１０ 上海偶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城银路５５５弄１号１７０３室

１１ 上海惠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宝山区宝城一村３４号车—３

【宝山沪剧团建团７０周年主题音乐会上
演】　１２月１８日，“听华雯讲那宝山的
故事”———宝山沪剧团建团７０周年主题
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举行，区委书记汪

泓等区领导出席。音乐会采用交响乐队

伴奏，演出曲目包括新编《宝山沪剧团团

歌》和宝山沪剧团建团以来知名剧目著

名唱段，如：《东方女性》的《春光明媚》、

《挑山女人》的《千千结》《十年光阴十年

长》、《茶花女》的《望窗外》《花逝》、《龙

凤花烛》的《一轮明月》等。

【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撤二建
一”３０周年文艺演出举行】　１２月 １８
日，“奋进新时代”———宝山区庆祝改革

开放４０周年、“撤二建一”３０周年文艺

演出在宝山体育馆举行。来自区内各大

外资企业、文创企业和民营企业代表、驻

区部队官兵代表和市民学生等１０００余
人现场观看演出。 （李永红）

表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级别 序号 名称 现地址

上海市文物

保护单位

１ 罗店红十字纪念碑 罗店镇罗溪村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陈伯吹中学内）

２ 宝山孔庙大成殿 友谊路街道临江公园居委友谊路１号（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内）

３ 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 友谊路街道临江公园居委友谊路１号（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内）

４ 山海工学团遗址 大场镇场南村大华路龙珠苑２００号

５ 吴淞炮台抗日遗址 友谊路街道宝山一村居委塘后路１０９号

６ 吴淞炮台遗址 吴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塘后支路２７号内

７ 无名英雄纪念墓遗址 张庙街道通河七村一居委爱辉路１９８号（上海市泗塘第二中学内）

８ 侵华日军小川沙登陆地点 罗泾镇川纪路１５８号（罗泾水源涵养林内）

９ 大中华纱厂和华丰纱厂旧址 吴淞街道二纺居委淞兴西路２５８号

宝山区文物

保护单位

１ 大通桥 罗店镇新桥居委亭前街弄口

２ 丰德桥 罗店镇新桥居委布长街南端（韩家湾路与竹巷街衔接处）

３ 钱世桢墓 罗店镇毛家弄村三树南路以东，圃南路以南

４ 梵王宫 罗店镇罗西路５１８号

５ 宝山古城墙遗址
友谊路街道临江公园居委友谊路１号（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东南侧）；友谊路街道２４７弄２０号宝山中
学西北角

６ 上海少年村旧址 大场镇东街居委少年村路５００号

７ 行知育才学校旧址 大场镇行知路１８０号（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内）

宝山区文物

保护点

１ 来龙桥 罗店镇金星村市一路１３０号（罗溪公园内）

２ 积福桥 罗店镇王家村潘泾路１２０１号以东５００米

３ 宝善桥 友谊路街道临江公园居委友谊路１号（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内）

４ 花神堂 罗店镇古镇居委赵巷西街１３６号

５ 石家桥碉堡 罗店镇拾年村石家桥２７号以北２米

６ 拾年宅碉堡 罗店镇拾年村拾年宅（聚嘉源制管剪切厂以东５０米，富锦路以北３００米的农田里）

７ 张家桥碉堡 罗店镇拾年村张家桥２９号（村民宅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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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序号 名称 现地址

宝山区文物

保护点

８ 丝网村碉堡 罗店镇王家村丝网村１１号以南２０米（丝网村９号住宅后墙以北３米）

９ 五房桥 罗店镇王家村五房桥９号东南侧７米

１０ 东小宅碉堡 罗店镇远景村东小宅４１号院后西北侧３米

１１ 利用锁厂 罗店镇向阳居委东西巷街１２８号

１２ 潘家门楼 罗店镇向阳居委西西巷街４９号

１３ 三桥宅碉堡 杨行镇泗塘村三桥宅盘龙物资利用有限公司（盘古路１１５８号）西侧

１４ 沙浦河 顾村镇广福村老卢宅至杨行镇八字桥村八字桥

１５ 随塘河 罗泾镇新陆村杨家宅至月浦镇老石洞口

１６ 走马塘 大场镇五星村胡家村至大场镇场中村

１７ 衣周塘遗址 吴淞街道吴淞三村居委?藻浜东口至杨浦区五角场镇虬江口

１８ 狮子林炮台遗址 月浦镇友谊村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练祁河与宝钢护厂河交汇处，紧靠长江堤）

１９ 胡公塘遗址 吴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吴淞口至罗泾镇新陆村王家宅

２０ 胡庄村碉堡 顾村镇胡庄村李家老宅（泰和西路富长路西南侧）

２１ 西浜村碉堡 杨行镇西浜村泰和路１７８８号西南侧１０米

２２ 宝杨路防空洞 友谊路街道宝山九村居委宝杨支路宝杨路交叉口东侧１００米

２３ 友谊路碉堡 友谊路街道宝林五村居委友谊路３６号

２４ 宝山十村碉堡 友谊路街道宝山十村居委淞宝路宝杨路南侧，宝山十村１０２—１０３号楼之间

２５ 共和公园碉堡 庙行镇九英里居委场北路２３８号共和公园（九英里社区）西北侧

２６ 庙行公园碉堡 庙行镇康家村刘场路长江西路东南侧（庙行公园内）

２７ 聚源桥村碉堡 月浦镇聚源桥村东南侧，毛家路徐家新村以东

２８ 万年桥 原位于大场镇葑村村北桃园生产队１号对面，卫岗路桥岗路东北侧２２０米。现位于大场公园内

２９ 秦家店烽墩遗址 大场镇三星村红柳路山连路东南，外环绿化带内

３０ 东南水关遗址 友谊路街道临江公园居委友谊路１号（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东南侧）

３１ 梦熊桥 顾村镇白杨村白杨宅东１０号

３２ 大场烽墩遗址 大场镇联合居委洛场路１００号部队营区内西侧

３３ 大场公墓遗址 大场镇东方红村南大路１８弄１—２号南对面

３４ 大场石牌坊 大场镇（修缮中）

３５ 圆瑛大师纪念塔 大场镇葑村村丰宝路３５０号金皇讲寺内

３６ 顾村节孝坊 顾村镇（修缮中）

３７ 杨行石牌坊 杨行镇（修缮中）

３８ 庙行纪念村牌坊 张庙街道通河七村二居委一二八纪念路７０３号西侧（锦辉绿园南门东侧）

３９ 高境庙纪念村牌坊
原位于殷高西路８８号逸骅集贸市场南侧出口处约８米，现位于殷高西路北近逸仙路口（高境庙纪念村牌
坊广场）

４０ 马桥纪念村牌坊 大场镇五星村真陈路８０８号对面约１５０米（其东侧为上海易佳皮件有限公司）

４１ 顾太路４３５号住宅 顾村镇顾村村顾太路４３５号（上海宝山粮食储备库内）２７号仓库北侧

４２ 小白桥 吴淞街道三营房居委民康路９５号

４３ 宝钢水库碉堡 罗泾镇花红村宝钢水库南侧

４４ 瑞方桥 罗泾镇高椿树村张家宅（潘川路潘泾路路口东北侧）

４５ 长春桥 罗泾镇肖泾村长春宅１４号

４６ 太平桥 罗泾镇牌楼村石墙宅２１号前面

４７ 张华浜工场旧址 吴淞街道吴淞三村居委逸仙路３９４５号（东真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内）

４８ 上海第一钢铁厂旧址 淞南镇长江路一居委长江路７３５号（１号门）

４９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 杨行镇泗塘村富锦路８００号（办公楼）、月浦镇（厂区）月浦镇（厂区）

５０ 上海第五钢铁厂旧址 友谊路街道华能城市花园居委水产路１２６９号（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特殊钢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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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序号 名称 现地址

宝山区文物

保护点

５１ 吴淞煤气厂旧址 淞南镇长江路一居委长江路５５５号

５２ 鸿昌面粉厂旧址 顾村镇顾村村教育路２２号

５３ 顾村轧花厂旧址 顾村镇顾村村顾村镇街４４号

５４ 俭丰织染厂 顾村镇顾村村沪太路顾村镇街６号

５５ 杨娥桥 顾村镇广福村北街，跨杨泾支流

５６ 聚龙桥 顾村镇星星村刘老宅二队４０号南侧１０米

５７ 牌楼宅碉堡 杨行镇泗塘村牌楼宅２２４号西侧５０米

５８ 王质彬门楼 罗店镇向阳居委东西巷街１１８号屋后（利用锁厂围墙内）

５９ 潘氏墙门 罗店镇新桥居委塘西街８—１０号

６０ 敦友堂 罗店镇向阳居委亭前街２８４号；亭前街２８８弄５号

６１ 承恩堂 罗店镇向阳居委亭前街２９４号

６２ 朱履谦墙门 罗店镇向阳居委亭前街３００弄１１号楼下

６３ 金家墙门 罗店镇新桥居委市河街２弄２号宅院内

６４ 沈氏旧宅 罗店镇新桥居委布长街２６弄１、２、５号

６５ 罗店三官堂旧址 罗店镇罗溪村罗太路４２８号

６６ 万寿桥 杨行镇北宗村石浜东１３号以东３０米（杨宗路２６８号对面）

６７ 西街村碉堡 杨行镇西街村宝杨路３３６６号华亿包装有限公司仓库南侧５米

６８ 宝杨路碉堡 杨行镇西街村宝杨路３３６６号华亿包装有限公司厂房内

６９ 杨行中学碉堡 杨行镇东街区宝杨路２８８８号杨行中学内（操场东侧）

７０ 远景村王宅 罗店镇远景村东小路西小塘子２号

表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入选各级名录情况

国家级 市级 区级

第一批

１ 端午节———罗店划龙船习俗 民俗 √

２ 月浦锣鼓 传统音乐 √

３ 罗店彩灯 传统美术 √

４ 杨行吹塑版画 传统美术 √

５ 罗泾十字挑花技艺 传统技艺 √

６ 大场江南丝竹 传统音乐 √

第二批

１ 顾村民歌民谣 民间文学 √

２ 庙行江南丝竹 传统音乐 √

３ 刘行白切羊肉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第三批

无

第四批

１ 萧泾寺传说 民间文学 √

第五批

１ 沪剧 传统戏剧 √

２ 大场微雕微刻 传统技艺 √

３ 友谊民间剪纸 传统技艺 √

４ 淞南蛋雕技艺 传统技艺 √

５ 大场棕编 传统技艺 √

６ 罗店天花玉露霜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７ 罗店公大酱制品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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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入选各级名录情况

国家级 市级 区级

第五批

８ 大场花格榫卯制作技艺 传统美术 √

９ 高境布艺堆画 传统美术 √

１０ 大场易拉罐画 传统美术 √

第六批

１ 宝山“鞋底”年糕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２ 罗泾四喜风糕点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３ 罗店鱼圆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４ 蔡氏剪纸技艺 传统技艺 √

５ 月浦竹编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６ 吴淞面塑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７ 俞氏百宝镶嵌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８ 淞南树根造型技艺 传统技艺 √

９ 宝山寺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传统技艺 √

１０ 大场白切羊肉技艺 传统技艺 √

１１ 宝山
$

鱼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１２ 顾村内劲一指禅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

１３ 白癜风、脱发中医药特色治疗 传统医药 √

（李永红）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２日，宝山区开展“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宝山巨变”———档案进军营活动
区档案局／提供

档案
【概况】　区档案局（馆）监督、指导全区
档案工作，负责档案资料征集、接收、保

管和利用。至年末，区档案馆有全宗

２８３个，馆藏档案全宗２５０个，馆藏档案
共 １４４０４９卷 １８０３０９件，寄 存 档 案
１９９３２２卷 ４１２５１件，并有图书资料
１２４８０册，期刊１７２８册。全区共有档案
一级指导单位８２家。全年组织继续教
育等专题培训２次，培训２４２人次。连
续５年获“上海市治安安全合格单位”称
号，连续７年被命名为“上海市平安示范
单位”，获“２０１８年度宝山文化品牌建设
年度荣誉奖”。

【领导调研档案工作】　２月２７日，市档
案局党组书记、局（馆）长周蔚中带领市

档案局（馆）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到宝

山区调研档案工作，听取宝山区档案工

作情况介绍，走访庙行镇政府档案室和

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了解民生档

案查询情况，区委书记汪泓接待，区委常

委、组织部长李峻陪同调研。５月 １５
日，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峻专题调研区

档案馆新馆建设推进工作，区档案局专

题汇报新馆建设推进情况，区发改委等

单位作交流发言。

【开展档案征集】　４月，区档案局在《宝
山报》刊登《宝山区档案馆向社会征集

档案图片的公告》。年内共征集到反映

宝山改革开放历史和发展成就的图片、

史料、实物２０００余件，宝山红色档案、名
人档案和历史文化档案等各类档案

２２７件。

【召开全区档案工作会议】　４月 １９
日，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８年档案工作会议，

总结２０１７年工作情况，部署落实 ２０１８
年档案工作任务。市档案局（馆）利用

服务部主任郑泽青出席会议并讲话，区

档案局党组书记、局（馆）长奚玲作报

告。大场镇、区发改委、宝钢四村居委

会作大会交流，吴淞街道、区民政局、庙

行镇康家村、区供销合作总社作书面交

流。全区８２家档案一级指导单位办公
室主任、档案人员和部分村（居）书记参

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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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上海市样板档案室】　８月 １５
日—１６日，区档案局召开两次座谈
会，拟定下发《宝山区“样板档案室”

调研培育工作实施意见》。１２月 １１
日，市档案局组织对庙行镇政府培育

市级样板档案室工作进行实地考察验

收，最终确认庙行镇档案室成为市级

样板档案室。

【做好区重点工作建档指导】　区档案
局做好１０项区政府实事项目、４项区重
大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登记工作，除

１个子项目未报，其他单位均上报项目
档案情况。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与区委宣传部联合承办“改革开放再出发·勇立潮头创辉煌———宝山区庆
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撤二建一’３０周年”主题图片展 区档案局／提供

【开展依法治档工作】　区档案局完成
全区８２家档案一级指导单位目标管理
考核，综合评定优秀单位２２家、先进单
位２６家。８月２２日，下发《宝山区档案
局关于开展２０１８年度档案行政执法检
查的通知》，重点检查１０家档案一级指
导单位。年内确定行政责任１９８项，其
中行政权力２９项。推动村（居）档案规
范化建设工作，完成５０家村（居）档案规
范化建设评估工作。

【推进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档案接收进馆
工作】　区档案局推动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
年档案接收进馆工作，年内有２１家单位
进入进馆程序，１０家单位１８８５卷 ８１２２
件档案完成进馆，８家单位完成档案数
字化扫描。同时完成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
区婚姻档案目录和全文上传工作。

【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　区档案局制
定数字档案馆建设计划，开展区电子文

件归档工作，４０余家单位２２万余件电
子文件通过 ＯＡ系统实现归档。开展
“宝山档案信息系统”项目建设工作，推

进新档案应用系统项目开发建设，启动

宝山区馆藏档案资源管理系统、宝山区

电子档案移交接收系统、宝山区虚拟档

案室系统以及宝山档案网站四个系统升

级改造。

【严格档案安全保护和管理工作】　宝
山区多次召开安全、保密工作专题会，于

１０月印发《关于转发〈国家档案局关于
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确保档案安全的通

知〉的通知》，落实档案安全责任制。完

成１８ＴＢ档案异地备份工作，做好馆藏档
案修复保护工作，消毒清洁字画１９５幅，
部分修复地图、题词９０幅，完成１４２盒
录音带和录像带、６０张唱片和磁盘以及
２０幅馆藏珍贵书画抢救复制工作。

【做好档案利用服务】　区档案局落实
民生档案“全市通办”工作，做好接待窗

口档案利用、资料查阅、跨馆出证、政府

信息公开查阅、各类事务咨询等接待服

务工作。年内共接待 １４０３３人次，出证
５００８３张，完成未开放档案利用审批 ４４
次。其中：区档案馆窗口接待 ６９０６人
次，出证 ２１５１７张，利用案卷 ９４５１卷
（件），跨馆利用２３８７人次，占总接待人
次３５％；全区１３个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接待利用人数７１２７人次，出证２８５６６

张。３月，档案查询实行全年无休；９月，
开展长三角一体化“异地查档　便民服
务”工作，对接民生档案江、浙、沪、皖三

省一市，年内共受理５例异地查档，办结
１例。完成２０１７年度下半年政府信息公
开各部门材料接收备案等上报工作，备

案纸质目录数３８６６件，电子目录数３８３３
件，纸质全文数 ３２３２件，电子全文数
３７１５件。

【加大档案文化宣传力度】　３月７日，
区档案局与民盟宝山区委、新民晚报社

区版、罗店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罗店之

子———潘光旦先生纪念图片展”。６月８
日，选送《关于建办江湾旅馆的情况汇

报》参展市档案局“上海改革开放 ４０
年”珍档展。９月 ３０日，与区委统战部
联合举办“镜头中的变迁”摄影作品展。

１２月１３日，与区委宣传部联合承办“改
革开放再出发·勇立潮头创辉煌———宝

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撤二建一’
３０周年”主题图片展暨《影像·宝
山———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图册》首发活

动。年内编纂出版《影像·宝山———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图册》。

【开展“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区档案局围绕 ２０１８年国际档案日，以
“档案见证：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宝山巨变”
为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６月７日，
举办“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宝山巨变”档案
捐赠仪式暨座谈会活动，区委书记汪泓

捐赠党的十九大出席证等参会资料物品

１０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吴振祥捐赠“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证书”等２３件物品与照片，全国文明
家庭、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赵克

兰捐赠“全国文明家庭荣誉证书”等２０
件物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市档案

局副局长方城，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

常委、组织部长李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蔡永平，区政协副主席张晓静参加捐

赠活动。５月２２日，联合驻区共建部队
开展档案进军营活动。与区教育局在全

区中小学联合开展“我家有张老照

片———听长辈讲生活的变化”征文活动，

共收到征文２２１篇，并评出一、二、三等
奖和优秀奖 ５８名。６月 １５日、８月 １６
日，参与区文明单位志愿服务联盟项目

进社区活动，分别到月浦镇月浦八村、庙

行镇场北居委会开展档案咨询服务。

（许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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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
【概况】　２０１８年，中共宝山区委党史研
究室开展党史研究、党史资料征编、党史

宣传教育、党史遗址遗迹的开发利用等

工作，全年报送宝山党史信息２０余条。

【组织开展《口述宝山 　 改革开放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工作】　区委党史研究
室围绕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宝山“撤二建
一”３０周年，组织全区各单位编写改革
开放口述史。采访宝山区原主要领导和

重要企业负责人，完成６篇口述稿整理
和３家企业、１家单位现场采访口述资
料收集；采访宝山第一任区委书记包信

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上公开发表

《宝山，上海第一个城乡一体化改革试点

区的探索和实践》。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区方志办协办的２０１８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开赛仪式暨“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步走活动颁奖活动在罗泾
镇举行 区总工会／提供

【开展党史宣传教育】　３月—４月，区
委党史研究室实地查看区内１１处上海
市重要革命遗址、３处重要历史遗址和１
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配合区

委组织部打造党性教育１３个现场教学
点，形成３条红色线路。用红色文化普
查成果对接区委文化品牌建设工作，支

持区广播电视台做好拍摄反映宝山发展

巨变的系列纪录片。

【推进《中共宝山党史大事记（１９９６—
２０１８）》编纂工作】　区委党史研究室完
成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８年２２年大事记整理和

数字化工作。 （郭莹吉）

地方史志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
（简称“区方志办”）秉持“修志问道，以

启未来”工作理念，落实《地方志工作条

例》职责，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

推进宝山历史文化研究，宣传普及宝山

历史知识。完成《宝山年鉴》（２０１８）编
纂出版。推进街镇修志及专业志编纂工

作，《罗泾镇志》《友谊路街道志》完成付

印出版；《吴淞街道志》进入初稿收集整

理阶段；宝山区第一部医院志书《上海

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志（１９３７—
２０１７）》出版。开展地方志法规宣传活
动，与区委党史研究室、区档案局（馆）

共同举办宝山档案史志进军营、进学

校、进社区活动。完成《上海市志·区

县简况（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宝山区篇、图片、
大事记、统计表修订，文稿近５万余字。
参与区总工会、体育局等连续三年举办

的“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

走活动，整理提供反映宝山历史人文图

片４０余幅。加强地方志资料数字化、
信息化建设，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上刊载

２９卷《宝山年鉴》。完成《上海年鉴
（２０１８）》宝山区分目组稿和编纂任务。
协助区委党史研究室做好《口述宝山　
改革开放（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宝山区篇编纂
工作。６月１５日、８月１６日，参加区文
明办主办的宝山区文明单位志愿服务

联盟项目走进社区活动，分别到月浦镇

月浦八村、庙行镇场北居委会，开展档

案史志宣传、现场答疑，发放档案史志

手册１００余份。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志

（１９３７—２０１７）》出版】　年初，宝山区第
一部医院志书《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志（１９３７—２０１７）》由上海科学技
术出版社出版。全书共９５万字，记载医
院１９３７年—２０１７年间在医疗业务、科研
教学、人才培养、基建设备、对外援助、党

建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该志书是宝

山区第一部系统反映宝山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发展历史与现状的文献，填补了宝

山区医院志的空白。

【开展档案史志进军营活动】　５月 ２２
日，区方志办围绕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周
年、宝山建区３０周年，以“看驻地　话变
化”为主题，与区档案局（馆）联合驻区

共建部队开展档案史志进军营活动，组

织官兵实地参观罗泾镇海星村和罗店镇

闻道园，介绍宝山地方历史，展示改革开

放后宝山新农村发展成就。

【《罗泾镇志》出版】　６月，上海市宝山
区街镇志系列丛书之一《罗泾镇志》由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罗泾镇

志》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记载罗泾历史

的志书，反映罗泾成陆至２０１５年约１７５０
年间的历史，以１９５７年设乡后的历史为
重点。全书共设１５篇，８０余万字。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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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路街道志》出版】　７月，上海市
宝山区街镇志系列丛书之一《友谊路街

道志》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友谊路街道志》是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建立以来编纂的首部街道志，记载友谊

路街道地区自然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环境等各时期变化脉络。全书

共设３２篇，１４７６万字。

【《宝山民革志》出版】　１２月２５日，上
海市第一本民革志书《宝山民革志》首

发仪式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举行。宝山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

民革上海市委原副主委李栋睴、民革中

央团结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张阳、民革宝

山区委副主委、秘书长宋田斌、民革宝山

区第一届主委朱权之女朱泰共同为《宝

山民革志》首发揭幕。民革宝山区委副

主委李强、民革宝山区委原秘书长夏东

及《宝山民革志》编委向老中青三代民

革党员代表授书。《宝山民革志》由民

革中央团结出版社出版，是上海市第一

本民革志书。全书共７章、２３万字、１５０
余幅图片，记载宝山民革在组织建设、参

政议政、祖国统一、社会公益等方面取得

的成就。

【《宝山年鉴（２０１８）》出版发行】　１２
月，《宝山年鉴（２０１８）》由上海辞书出版
社出版，是《宝山年鉴》创刊以来连续出

版的第２９卷。全书共１２７万字，设置３１
个部类、１８１个栏目、１６４８个条目，串文
图片１３１幅，表格２００张，并附主题词索
引、表格索引、随文图片索引，记载宝山

区２０１７年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
等基本情况。卷首图照设有“宝山区成

功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宝山区复审

通过重新确认国家卫生区”“张庙街道

成功创建国际安全社区”“月浦镇获评

全国文明镇”“淞南镇获评全国文明镇”

“高境镇获评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罗

泾镇获评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月浦

镇聚源桥村获评全国文明村”“罗泾镇

塘湾村获评全国文明村”“宝山区中西

医结合医院获评全国文明单位”“宝山

区社会福利院获评‘全国敬老文明号’”

“后工业景观示范园项目获‘中国人居

环境奖’”“罗泾镇海星村获评上海市美

丽乡村示范村”以及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政府
实事项目等年度专题。“宝山记忆”选

登“２０１７宝山之旅摄影大赛”获奖照片。
《宝山年鉴（２０１８）》在宝山区政府门户
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ｂｓｑｇｏｖｃｎ／ｓｈｂｓ／

ｂｓｎｊ／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全文发布电子版，并送
往宝山区图书馆供市民查阅相关资料。

（吴嫣妮）

体育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有在编教练４５
名，注册运动员１９９６名。年内开展健身
指导培训４３４次，讲座１１次，结合“全民
健身日”组织“明星教练进社区”“冠军

面对面活动”等活动２２场。全区各级社
会体育指导员 ４２７６名，其中国家级 ９
名、一级 １４名、二级 １９８名、三级 ４０５５
名，年内新增社会体育指导员１８０人，各
级指导员再培训５９０人。新建５条市民
健身步道，更新、新建４０个益智健身苑
点、２４片社区公共运动场，完成宝山体
育中心绿化改造、设备设施更新维修，宝

山区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体育馆及宿

舍楼大修。全区体育场地总面积约４１０
万平方米，人均２０３平方米。体育彩票
销售额３２２亿元，比上年增加３５４８％，
募集公益金１７００万元。

【举办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　区体育
局全年以“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为抓

手，组织街镇、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各

类赛事约１３００场，其中区级赛事６４场。
推动街镇、企业及各类社会主体办赛

１２００余场“四季路跑”系列赛事（早春浪
漫樱花女子跑、初夏亲子绿道健康跑、晚

秋美丽乡村徒步跑、暖冬滨江迎新定向

跑）、“篮球城”主题系列赛事（“街球风

暴”篮球擂台赛、宝山区业余“５ＶＳ５”篮
球挑战赛、上海市职工男子“３ＶＳ３”等级
篮球联赛等）和“白领午间一小时”飞镖

巡回赛等群众性赛事。

【开展“明星教练进社区”系列活动】　８
月８日，区体育局组织开展“冠军面对
面”讲坛，副区长陈筱洁为“明星教练进

社区”系列活动授牌。先后邀请上海曹

燕华乒乓培训学校校长、乒乓球世界冠

军曹燕华，前羽毛球世界冠军葛成和前

残疾人羽毛球亚运会冠军孙守群，排球

运动员诸韵颖、前全国花样跳绳冠军张

籍、前上海棒球队队员高跃峰等教练和

运动员深入社区为市民提供专业运动

指导。

【推进青少年体育发展】　区体育局承
办“太平洋保险杯”上海市第十六届运

动会宝山区青少年社区运动会、“庆六

一”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少儿体

育开放日宝山区分会场活动、第 ３０届
新民晚报杯足球等赛事活动。举办市

级青少年单项锦标赛、区阳光体育大

联赛等赛事 １８项。推进校园运动联
盟与“一校一品”建设，新建跆拳道联

盟和棒垒球联盟，全区学校运动联盟

达到１２个。推进“人人学游泳”活动，
落实区内 ６所游泳馆承训，全年为区
内４４所小学６５００余名四年级学生普
及游泳技能。

【参加国际国内大赛】　宝山运动员年
内在国际国内大赛上累计获１５金３银２
铜。其中，乒乓运动员许昕获２０１８乒乓
球世界杯团体赛和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

赛团体冠军、２０１８年国际乒联职业巡回
赛德国站和卡塔尔站双打冠军，射箭运

动员徐天宇获２０１８雅加达亚运会上射
箭男子团体和混合团体铜牌。乒乓球、

游泳、击剑、手球、田径、射箭、举重七个

项目在各类全国青少年比赛中共获 １３
金１５银９铜。

【参加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宝山
代表团１００１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上海
市第十六届运动会手球、击剑、游泳、田

径、三大球三小球等２３个竞赛项目，攀
岩、滑板、航空航海模型等 ９个展示项
目，小铁人三项展示赛等５个活动板块
项目。竞赛项目获 ５９５金 ３４５银 ４２
铜，展示与活动项目获 ２２金 １０银 １１
铜。宝山代表团获重点项目（十项）团

体奖牌奖第七名，重点项目团体总分奖

第七名，团体奖牌奖第八名，团体总分奖

第九名，奥运会、全运会、青运会突出贡

献奖第三名，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

组队三等奖。承办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

会击剑比赛（青少年女子组）及乒乓球

比赛（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获优秀赛

区奖。

【推进体育产业发展】　宝山区探索体
文、体旅、体绿、体商融合发展多部门联

动机制，支持体育社会组织和体育企业

机构落户宝山。举办２０１８体育资源配
置上海峰会，发布新业坊电竞中心等１０
个项目。中成智谷、宝山体育中心、智慧

湾被评为“上海市四星级体育旅游休闲

基地”。创新“体育 ＋”“＋体育”、推进
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午间一小时”飞镖

黄金联赛项目获批上海市体育产业示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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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体育中心运营管理】　宝山区引
进并承办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ＯＮＥ冠军赛、黑池舞蹈节、２０１８小米春
季发布会、２０１８超武联赛、ＱＱ炫舞十
周年等１８项活动，共６８万人次观赛。
先后举办街球风暴擂台赛、２０１８赛季中
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２０１８ＣＢＡ
夏季联赛暨海峡两岸长三角职业篮球

俱乐部挑战赛、ＯＮＥ冠 军 格 斗 赛、
２０１８ＮＣＡＡＰａｃ—１２中国赛等大型赛事
活动。推进体育场馆综合管理服务“提

档增效”，年内共接待市民 ５７５５万余
人次，其中健身市民 ４０４万余人次，实
现运营收入 ２７６７９万余元，比上年增
长４２５％。

【游泳场所夏季开放】　夏季开放宝山
区游泳场所，共接待泳客 ４２３４９４人次。
高境游泳馆（沈坚强游泳俱乐部）、上海

大学游泳馆、一兆韦德香逸湾游泳池被

评为２０１８年上海市游泳场所夏季开放
服务先进游泳场所，宝山区体育局被评

为２０１８年上海市游泳场所夏季开放服
务优秀组织管理单位。

表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持高危证游泳场所开放情况

序号 高危许可证编号 街镇 单位 地址 室内／外 备注

１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３］０００１号 大场镇 上海晓利体育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锦秋路６９５弄６９号 内

２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３］０００７号 张庙街道
上海宝山康岛体育健身娱乐管理有限

公司
通河路５９０号 内

３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３］０００８号 罗店镇 上海美兰湖酒店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美兰湖罗芬路８８８号（美兰湖路９号１
幢）

内

４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３］００１０号 杨行镇
一兆韦德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宝山

三分公司
莲花山路５１７弄１１８号 内

５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３］００１１号 友谊街道 上海宝山体育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永清路７００号 内

６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３］００１２号 罗店镇
上海思强体育场馆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抚远路分公司
抚远路１３８８弄１３０６号 内

７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４］０００１号 顾村镇 上海天行健健身有限公司 顾北路７００号 内

８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４］０００３号 高境镇 上海古牟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高跃路１３３弄４号 内

９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４］０００４号 杨行镇 上海新佰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江杨北路１５６８弄１号—１ 内

１０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４］０００７号 淞南镇 健俊游泳池 淞塘路１２８号 内

１１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４］０００８号 大场镇 欧姿洛游泳池 真华路９９９弄４６号一层 内

１２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４］００１１号 顾村镇 保创实业—贝优游泳池 菊太路１１９８弄Ｂ室 内

１３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４］００１２号 顾村镇 唤潮游泳池 水产西路６８０弄６号 内

１４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４］００１５号 顾村镇 奇观健身第二分公司游泳池 宝菊路１号 内

１５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４］００１６号 杨行镇 北上海游泳池 ?川路１５５５号Ｂ１ 内

１６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４］００１７号 月浦镇 上海鼎泉健身有限公司 宝泉路２６号 内

１７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５］０００２号 大场镇 金地艺境—合平体育游泳池 市台路５１５弄地下车库号地下一层 内 夏季开放

１８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５］０００６号 友谊街道 上海健昱健身游泳池
同济路 ９９９弄 ９号楼 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５、
１１６室 内

１９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６］０００３号 庙行镇 乐劲健身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游泳池 长江西路２２３０弄５号Ｂ１室 内

２０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６］０００４号 高境镇
上海沈坚强游泳俱乐部有限公司（高

境游泳馆）
高境路３７１号 内

２１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６］０００５号 罗店镇
一兆韦德宝山六分公司远洋美兰游

泳池
罗芬路１２８８弄１２２２号 内

２２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７］０００１号 高境镇
威康健身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殷

高西路分公司游泳池

殷高西路 ５５５号 Ｂ１层 ５—Ｂ１１２、５—
Ｂ１４、５—Ｂ１１５、５—Ｂ１１６、５—Ｂ１３７ 内

２３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７］０００２号 友谊街道 梵颖休闲健身有限公司游泳池 海江二路８８号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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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高危许可证编号 街镇 单位 地址 室内／外 备注

２４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７］０００３号 大场镇
上海蜜果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游
泳池

真华路１０３０弄４５号地下室一层 ０１、
０２、０３、０４室、地下二层便利店 内

２５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７］０００４号 顾村镇
上海旭恒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享邻
体育管理分公司游泳池

联谊路６４９弄１３号综合服务楼 内

２６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８］０００１号 顾村镇
威康健身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丹
霞山路分公司游泳池

丹霞山路５０弄１号４Ｆ—２７ 内

２７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８］０００２号 庙行镇 上海菲力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康文路３２０ 内

２８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８］０００３号 杨行镇
晨师（上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宝山分
公司

松兰路１１６８号（会所） 外 夏季开放

２９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８］０００４号 大场镇
上海金吉鸟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
升健身服务分公司

真华路９５０号３楼３３１ 内

３０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８］０００５号 张庙街道 上海康美健身会所共江路店 共江路１２０８号１楼１２３—１２６辅位 内

３１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８］０００６号 罗店镇
狮城怡安（上海）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宝山分公司

抚远路９９３弄８５—３号１层 外 夏季开放

３２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９］０００１号 淞南镇 上海万友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长江南路６５１号１楼Ｆ２６号 内

３３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９］０００２号 杨行镇 上海冲勇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友谊路１８９９弄５８号５０—５２铺位 内

３４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９］０００３号 高境镇
一兆韦德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宝山
七分公司

江杨南路 ４８５号 ５号楼 ５１０１—５１０６
室、８号楼８１０１—８１０８室 内

３５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９］０００４号 罗店镇
威康健身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美
兰湖路分公司

美兰湖路 １２００弄 ５号 １０１—１、２０１
铺位

内

３６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９］０００６号 高境镇 上海加岚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江杨南路４８５号６号楼１０５—１０８室 内

３７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９］０００７号 张庙街道 上海金哲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通河路５２９号地下一层Ｄ区 内

３８ 宝体许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９］０００８号 罗店镇 上海佰约健身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抚远路５２６号 内

【举办２０１８上海樱花节女子１０公里路
跑】　３月１１日，２０１８上海樱花节女子
１０公里路跑在顾村公园举行。前世界
乒乓球冠军曹燕华、著名节目主持人陈

燕华、前国家女排二传手诸韵颖，与女医

生、大学女教师、女企业家、女青联委员、

区妇联、团区委组成的６个社会女性精
英方阵及来自社会各界３０００余名女子
跑步爱好者参与此次赛事。

【第三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举行】　５月
１３日，“健康家庭·多姿生活”第三届上
海市家庭马拉松暨“５·１５国际家庭日”
主题系列活动在顾村公园举行。１０００
户家庭３０００余人环绕公园悦林湖共同
完成４２１９５千米“家庭马拉松”。

【２０１８黑池舞蹈节（中国）举行】　（参
见“文化·体育”文化艺术）

【２０１８第二届体育资源配置上海峰会举
行】　９月２７日，以“资源共享、合作共
赢、平台共建”为主题的２０１８第二届体
育资源配置上海峰会在宝山智慧湾科创

园举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

心、市体育局、宝山区政府、上海联合产

权交易所、上海体育学院以及相关省市

体育主管部门领导出席启动仪式，上海

体育产业龙头企业、项目方、投资方、运

营方和行业专家及媒体代表等近５００人
齐聚大会，分享体育产业相关信息，交流

体育产业运营和投资经验，共话体育产

业发展未来。

【举办“泾彩同行·２０１８上海罗泾美丽
乡村徒步赛”】　１０月２１日，“泾彩同行
·２０１８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在罗
泾镇涵养林区域举办。区委书记汪泓、

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圣、区委副书记周

志军，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副区长

陈筱洁、陈云彬等领导出席活动。徒步

赛分为 １８千米竞赛组、１８千米休闲组
及５千米亲子组，３０００余名运动爱好者
参加。赛事融合体育、文化、旅游、美丽

乡村建设等资源，结合艺术主题，村落与

堤坝间的涂画墙、蟹塘里的巨型稻草螃

蟹、折纸江南拱桥等艺术装置，汇聚成多

“彩”多“艺”的罗泾徒步赛，将运动与艺

术完美相融，打造属于市民群众的乡村

体育嘉年华。 （段楚雯）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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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６日，祁连所民警在沃尔玛广场向群众发放防范电信诈骗宣传资料
区公安分局／提供

警务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公安分局推进宝山
智慧公安建设，加强社会面打防管控，精

准打击刑事犯罪，维护城市安全运行，完

成各项公安工作任务。以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等重大活动和敏感节点安保

工作为重点，完成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

览会、“两节”“两会”、春节烟花爆竹管

控、“２０１８上海樱花节”、进博会等安保
任务８４批次，警卫任务５２批次。妥善
处置Ｐ２Ｐ涉众型经济案件投资受损群
体、燃气助动车主、部分企业搬迁、教育

培训部门关门停课引发家长不满等群体

性事件和不安定因素１１８起３３６０人次，
化解突出矛盾２０余起。在全区重点部
位安装３３套防车辆冲撞车阻装置，为进
博会创造安全稳定环境。受理群众来信

来访２７９７件，比上年减少 １４０件，减少
４８％，办结率１００％。完成上级部门交
办的重点信访案件５３件，化解率１００％。
区看守所全年收押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５６５５人，深挖各类线索６１条，查破案件
４起，查获“网上追逃”对象３人。区拘
留所全年收押各类违法嫌疑人３３３５人，
深挖各类线索４条，查破案件４起。至
年末，全区户籍人口总户数 ３９９１２９户，
比上年增加９０２４户，增长２３２％；户籍
人口总人数 ９９３３４８人，增加 １６９３９人，
增加１７４％。２０１８年，市民对宝山地区
安全感评价为８４７５分，对公安工作满
意度评价为 ８５７０分，均位列全市第 ８
位。全区万人发案率８３６４６，比上年减
少２５９０２。全年各级新闻媒体选用稿件
７５５篇次，国家级媒体报道４９篇，分局官
方微博共发布各类信息９９１篇。全年共
有１３４个集体、３８５名民警受到表彰，分
局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公安局”。

【刑事案件侦破】　区公安分局保持严
打高压态势，精准打击刑事犯罪，严厉打

击“盗抢骗”“盗三车”（电动车、摩托车、

自行车）等违法犯罪活动。侦破各类刑

事案件２９２４起，破案率１８６％，分别比
上年增加 １７５％、５７％。其中：侦破
“八类”（放火、爆炸、劫持、杀人、伤害、

绑架、强奸、抢劫）案件 １３６起，破案率
６３８％；侦破抢夺案件 ６起，破案率
１００％；侦破盗窃案件 １４５８起，破案率
１５１％；侦破毒品案件 ２７３起，破案率
７２６％，缴获毒品３７千克；侦破各类经
济犯罪案件９１起，破案率２７２％，追赃
４４３亿元；侦破诈骗案件５１２起，破案率
９６％；侦破其他案件 ９６１起，破案率
３８２％。抓获“网上追逃”对象５３６人。

【社会治安管理】　区公安分局严厉打
击危害食药安全、污染环境等突出治安

顽症，破获特大跨省制售伪劣牛肉案、利

用“ＡＢＬｉｖｅ”软件组织网络淫秽表演案
件。开展缉枪治爆专项行动，强化危爆

物品管控。全年共受理行政（治安）案

件９１９５３６起，比上年减少２７５％；查处

行政 （治 安）案 件 ９１８５７７起，减 少
２７３％。查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３６８５７
起，比上年减少１２３％，其中查处“黄赌
毒”案件５５３１起，减少１０３％。查处违
反治安管理案件人员２４０２人，比上年减
少 ４８４％；行政拘留 １９２７人，减少
２７３％。其中：查处“黄赌毒”违法人员
２８１０人，减少 ２９１％；行政拘留 １４９６
人，减少２７１％。开展打击整治涉黄、涉
赌场所行动，查处“黄赌毒”违法场所

１７３家次，取缔涉“黄赌”窝点２３０处，收
缴各类赌博游戏机３６９台；查处吸毒人
员１３１３人，破获零包贩毒案件 ３１７起，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执行率１００％。收缴
民用枪支２２２支、管制刀具３５把、仿真
枪４１支。检查剧毒化学品从业单位２３０
家次、放射性同位素从业单位２４２家次，
提出整改意见２６条。

【公安行政管理】　区公安分局全年共
审批（核）户口材料４５６６份，签发各类户
口证件８４９２张，受理群众申领、换领、补

５２３



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８０１１１张，制发临
时身份证 ３８７０张。登记来沪人员总数
７５２４０９人，比上年减少 ８５１０人，减少
１１２％；登记人户分离 ６６０９３人，减少
２７３％，其中人户分离净流入 ３４３２３５
人，增加５８４９人，增加１７３％；登记境外
人员 ５３９４人，减 少 １１２６人，减 少
１７２７％；办理《上海市居住证》总数
２６３５６３张，减少 ４０％。清理重复户口
１０个。受理各类出国（境）材料申报
１４５８９９份，比上年增加 ６７３％；境外人
员申报临时住宿登记 １２１３１５人次（含
港、澳、台、华侨人员），增加 ３３４３％。
侦破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件５起，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１４人；查处境外
人员违章住宿案件４９８起，比上年增加
１４２％；查处“三非”（外国人非法入境、
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国人９６起（其中
非法入境案件 ５起，非法居留案件 ５２
起，非法就业案件３９起），增加５７３８％；
查处骗取停留居留证件外国人７人，减
少 ４６１５％；办理法定不准出境人员
２４２２人次，减少 １０６％。办理《上海市
养犬许可证》２１３７８张，比上年增加 １４
张，增加 ００７％。其中：控养犬 １８５８８
张，减少 ０５４％；农村犬 ２７９０张，增加
４１２％。捕捉无证犬４２２０条，比上年增
加 ０７１％。培训保安队员 １３批 １８００
人，比上年增加６９０％。

２０１８年８月９日，顾村所民警在辖区社区发放消防用品 区公安分局／提供

【交通安全管理】　区公安分局推进道
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共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９２１３万起，其中大货车违

法１２３３万起，因大货车造成亡人事故
同比减少３０９５％。查处“五类车（残疾
车、正三轮摩托车、电动三轮车、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违法２９３万余起。组织
实施智能交通三期项目，在高境、大场、

杨行地区推广交通文明示范区建设，开

展１２条样板道路和４３个主要路口文明
创建，实地测评成绩位列全市第二位。

在殷高西路上增设可变车道，对大华一

路、二路实施单向通行等措施。路政审

批（各类住宅、道路等公建项目）８３件，
新增、改建路口信号灯８５个。核发《剧
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１０张，办理
“三超”（超长、超宽、超高）许可证５７３０
张，办理占、掘路施工交通安全意见书

６０２张。发放校车标牌８８张、交通安全
宣传资料１０万余份。全年共发生交通
事故（上报）８５起，比上年减少１４１％；
造成７人死亡，减少６９％；伤３５人，减
少３２７％；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０４万元，减
少５１１％。全年共完成交通保卫任务
２５４次。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区公安分局加
强派出所三级消防安全监督管理，开展

“三合一（指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一

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能违章混合设置在

同一空间内的建筑）”等场所消防安全

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共检查单位７２万
家次，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１７５万处，责
令“三停（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止执

业）”５６４家，行政拘留 ２６２人。完成 ５
个高层、１５个老旧小区消防安全改造和

“组织全区小区开展一次火灾逃生疏散

演练”的市、区两级消防实事项目。全年

发生火灾事故 ２９５起，比上年增加
９７％；造成７人死亡，增加７５０％；直接
财产损失２８９８万元，增加２００％。

【完成首届中国进博会安保任务】　区
公安分局围绕首届进博会安保工作要

求，成立安保工作领导小组，制订详细安

保方案，落实社会面防控措施，梯次实施

社会面防控勤务等级，抽调７０％机关警
力增援 ８个治安复杂区域开展街面巡
逻，日均投放警力１２００人次，平安志愿
者２００００余人。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起，在全市
率先完成洋桥检查站市域卡口（陆路）

监测系统建设试点建设，至 ２０１８年 １１
月底，共采集车辆信息 ５００３万辆次，
９０７３万余人。通过信息比对比中违法
犯罪人员４８人，报警车辆１３辆次。对
寄递业、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开

展专项整治，共收缴各类气枪等２２２支、
仿真枪 ４１支、猎弹 ２５５发、铅弹 ５７００
粒、军用子弹５９发、管制刀３５把。

【开展交警与派出所警力糅合试点】　６
月，区公安分局制订开展现代警务流程

再造实施方案，在大场、高境、杨行等地

区试点开展交警与派出所警力糅合试点

工作，通过队所糅合“放、管、服”推进警

务流程再造。８月，完成对 ８家试点派
出所２６个警务责任区划分，结合分局指
挥中心和派出所综合指挥室改建，实现

责任区域划分一屏展示。分局交警支队

会同各责任区大队、试点派出所依托综

合指挥室建设，逐步建立完善交通管理

“视频＋实兵”巡逻工作机制，实行统一
指挥调度，围绕辖区轨交站点等重点区

域，加强对多发违法行为的执法管控。

【建设市级顾村样板派出所】　８月，顾
村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完成升级改造试

点，形成街镇一级全民安防的社会治理

“顾村模式”并作为全市样板。全面推

进安全防范、指挥调度、视频巡控、交通

管理、便民服务、窗口办事、移动警务、办

案场所、执法监督、绩效考核等１０方面
智能化建设。

【启动“智能视频监控和图像识别系统”

和“分局中心机房租赁”建设】　年初，
区公安分局计划至２０２０年底，实现宝山
区监控覆盖率达到每平方千米 ５０个。
主要建设内容：部署智能摄像机，运用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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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等技术，实现

“人、物、房、点、路、网”全面智能感知。

建立图像识别模型或服务接口，实现对

“人像、车辆、场景、行为”模式的图像智

能识别和大数据应用。针对分局中心机

房难以适应“智慧公安”建设对数据管

理和分析的要求，在宝信机房租赁独立

封闭机房（含６６个机柜），提升现有机房
容量，实现分局基于视频专网信息化设

备和安全设备集中管理，信息化系统统

一维护。至年底，区监控覆盖率达到每

平方千米４３个。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宝山分局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增援青浦国家会展中心周边道路指挥交通
区公安分局／提供

【推动道路交通智能化建设】　年内，区
公安分局试点建设洋桥市域卡口监测系

统，完成１００路视频结构化数据上传应
用任务。在大场、高境、杨行、月浦和吴

淞地区新建 １６套“行人、非机电子警
察”，加大对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的非

现场执法管控力度。实施铁力路、上大

路可变车道，铁力路高峰时段拥堵指数

同比下降１２０％，上大路潮汐式交通拥
堵明显改善。升级月浦、罗店、顾村地区

主干道 ５２个路口国产单点信号机
ＳＣＡＴＳ系统，形成交通信号自适应控制。
推进淞宝城区３０个路口智能信号灯系
统建设，实现智能信号配时缓解淞宝地

区及主干道拥堵状况。

【深化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　区公安
分局通过“抓大不放小”推进交通违法

行为大整治，开展大型货运车超载等违

法专项治理，严查非机动车交通乱象。

全年共查处１０大类交通违法行为７９４６
万余起，其中查处“三乱一逆（机动车乱

鸣号、机动车乱停车、机动车乱变道，机

动车逆向行驶）”３９６万余起，行人交通
违法１６９万余起，非机动车交通违法
２２９６万余起。

【推进交通文明共建共治】　区公安分
局制定《宝山区专业运输单位道路交通

安全标准化管理达标分级考评细则》，对

全区５８家“两客一危”（公路客运、旅游
包车、危险品车辆）企业实行重点车辆标

准化管理，通过定期集中约谈等形式，督

促地区５３０余家重点运输单位落实交通
安全主体责任。结合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工作，会同区文明办、相关街镇推进大

场、高境、杨行地区交通文明示范区创

建，开展巡回式专题宣讲１２０多场次，张
贴海报８００多处，全区２２０余处户外电
子显示屏、宝山“社区通”、宝山交警自

媒体等开展“文明礼让”主题宣传。制

作“疏于管理的代价”“生与死的瞬间

（非机动车篇）”等交通安全警示片到

４５０多个居（村）委、１３０多所中小学校
播放。

【推行交通“放管服”便民服务措施】　
区公安分局于８月完成吴淞医院“警医
邮”服务点设立，实现居民持身份证明

即可“一站式”申办期满换证等６项驾
驶证业务，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实现宝山区机动车社会检测站跨

省异地检验。依托区行政服务中心整

合交通管理涉企事项办理和审批职能，

推行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制度，对“道路

工程建设交通安全许可”审批实行“容

缺受理”。通过试点顾村派出所综合服

务窗口“一网通办”受理交通违法处罚，

方便群众就近办理。全年共接待群众

７７７０人次，受理处罚交通违法 １０８
万起。

【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管控】　区公安分
局从“公安分局、消防支队、各派出所”

“消防委、街镇园区、居村委”两条线召

开动员部署会７０余次，各派出所会同各
街镇，约谈辖区餐饮、婚丧、学校、文物保

护、医院等单位，签订承诺书 １２万余
份。制作微电影《真情无需烟火点燃》，

悬挂烟花爆竹宣传横幅１５００余条，３００
余块电子屏滚动播放字幕视频４０余万
次。划定４９５处烟花爆竹禁放区域或场
所，发动４７００余名平安志愿者，梳理８３

条烟花爆竹重点管控线路。春节期间，

查处烟花爆竹违法案件４起，行政拘留３
人，罚款５０００元，收缴各类烟花爆竹２８０
余箱，查获存储窝点一个。

【吴淞码头治安派出所更名为滨江治安

派出所】　５月２８日，根据市局政治部
《关于宝山分局吴淞码头治安派出所更

名的通知》精神，经市编委研究同意，宝

山分局吴淞码头治安派出所更名为滨江

治安派出所，机构级别仍为副处级，隶属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管辖。

【侦破刘行“８·１５”系列撬盗保险箱案】
　１月３０日，宝山区泛成国际运输有限
公司发生一起财务室保险箱被盗案。区

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８月１５
日，专案组在罗店镇王家村抓获犯罪嫌

疑人唐某某（男，３７岁，湖南省道县人）、
朱某某（男，４４岁，湖南省道县人），当场
查获被盗现金人民币４０余万元，串并宝
杨“７·１１”、刘行“５·３０”“８·１５”系列
撬盗单位办公室保险箱案。该案获２０１８
年度“刑警８０３破案奖”银奖。

【侦破系列入农宅盗窃案】　６月至９月
初，宝山顾村、刘行、祁连等地陆续发生

数十起入农宅盗窃案，被盗物品以现金

和手机等财物为主。分局成立专案组展

开侦查，于８月１４日、２０日，９月１８日
先后抓获入农宅盗窃犯罪嫌疑人员司马

某某（男，４８岁，山东省苍山县人）、刘某
（男，３７岁，四川省蓬安县人）、王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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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４３岁，山东省苍山县人）、宋某某
（男，４５岁，山东省苍山县人）等６人，缴
获被盗手机２部，串并上海市入室盗窃
案件数起。该案获２０１８年度“刑警８０３
破案奖”银奖。

【侦破“５·２１”组织网络淫秽表演案】　
５月初，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接获线索：
地区 内 有 人 利 用 手 机 直 播 软 件

“ＡＢＬｉｖｅ”进行网络色情直播。分局治
安支队即组织开展侦查。５月２１日，在
上海及江苏、湖北、浙江等地抓获涉嫌

组织淫秽表演的柯某某（男，３３岁，上海
市虹口区人）、金某（男，３５岁，上海市黄
浦区人）、王某（男，２８岁，江西省新余市
人）、蒋某某（男，２８岁，江苏省灌云县
人）、柯某某（男，３２岁，浙江省嘉兴市
人）、刘某（男，２９岁、湖北省监利县人）、
张某某（男，３３岁，湖北省监利县人）、农
某某（女，３２岁，浙江省松阳县人）、单某
某（女，２４岁，江苏省灌云县人）等９人，
缴获用于进行色情直播用手机、电脑等

一批作案工具。该案被评为 ２０１８年度
“上海治安行动部门十佳精品案例”。

【侦破“７·１”特大跨省制售注水伪劣牛
肉案】　４月，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获取
线索，在江杨北路９８号江杨农产品批发
市场内有人销售注水牛肉。分局即成立

专案组开展侦查。７月 １日晚，专案组
会同市局相关总队、市食药监局、市质监

局、区市场监管局等单位，在江苏省南通

市一处从事注水牛肉加工屠宰场，抓获

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６２岁，安徽省芜
湖市人，屠宰场负责人）等１９人，同时在
上海西郊农产品交易中心等处抓获负责

销售注水牛肉的犯罪嫌疑人赵某（男，３５
岁，安徽省芜湖市人，系赵某某之子）等

３人。在屠宰场内当场查获活牛４８头、
注水待屠死牛１０头及注水牛肉１３吨。
该案被评为２０１８年度“上海食药环侦部
门十佳精品案例”。

【侦破“２０１８—１６０”部贩毒目标专案】　
１月 １０日，区公安分局在公安部指挥
下，在罗店镇毛家路６００弄抓获运输毒
品犯罪嫌疑人员柴某（男，３４岁，四川省
遂宁市人）、税某（男，４１岁，四川省遂宁
市人）。３月２４日，在嘉定区嘉和公路
３３００号抓获涉嫌运输毒品嫌疑人张某
某（男，４１岁，四川省叙永县人）、王某某
（男，３０岁，福建省寿宁县人）。４月 ２８
日，在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抓获运输毒

品犯罪嫌疑人周某（男，３６岁，四川省叙
永县人）。在该贩毒团伙主犯到案后，专

案组集中力量对该贩毒下家进行收网，

共抓获该团伙犯罪嫌疑人员２０人，缴获
毒品冰毒６千克，运毒车辆２辆，截断一
条辐射四川、浙江、上海三省市的运输毒

品通道。

【侦破杨行“７·１６”故意杀人案】　７月
１６日２１时３０分许，杨行镇杨泰三村发
生一起故意杀人案，死者王某某（男，２９
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被他人用钝性外

力打击头部等处致死。案发后，区公安

分局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７月 １８
日，专案组在徐州市睢宁县一农宅内抓

获犯罪嫌疑人员周某（男，２８岁，上海市
崇明区人）、李某（男，２１岁，安徽省寿县
人）、卢某（男，２２岁，江苏省睢宁县人）、
杨某（女，２８岁，上海市崇明区人）、彭某
某（女，１５岁，重庆市开县人）等 ５人。
经查，７月１６日，周某和被害人王某某
在周的暂住地吸食冰毒，后２人因言语
冲突发生打斗，因不敌，周某便叫李某、

卢某等人帮忙捆绑被害人，之后周继续

对被害人进行伤害致被害人死亡。

【侦破李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４月中旬，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对接
区税务部门开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犯罪线索串并工作，通过梳理排查发现

“京朋贸易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京朋公司”）涉及接受开票及

主动开票的上下游公司多达２００余家，
金额高达１００余亿元，具有“暴力虚开”
犯罪重大嫌疑。分局成立专案组开展

侦查破案工作。经依法查明，３月至 ４
月间，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男，４８岁，浙
江省临海市人）实际控制京朋贸易集团

（上海）有限公司，在无真实业务发生情

况下，指使犯罪嫌疑人杨某（男，３４岁，
上海市闵行区人）为公司财务，从区税

务局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指使犯罪嫌

疑人郑某某（男，４９岁，浙江省台州市
人）为公司开票员，为公司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其间，京朋公司从 ８９户公
司收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接受

上游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票，共涉及虚

开单位２００余户，涉案总金额达１００余
亿元。５月２日，专案组抓获犯罪嫌疑
人员李某某、郑某某、杨某等 ７名团伙
成员，现场缴获金税盘３０余个、空白发
票近千份（最大可开金额近１０亿元）、
单位公章、发票领购簿和作案用开票机

若干。

【侦破詹某某虚开发票案】　５月，区公
安分局经侦支队主动与税务部门对接

协作。在破获两起涉案值 １００亿元及
６０亿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后，再次
会同市税务稽查局及宝山税务稽查局

开展线索搜集和经营串并。工作中发

现，有多名广东丰顺籍男子向上海税务

机关申领８２家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和２２家公司的普通发票，即成立专案
组开展侦查。经依法查明：２０１７年 １０
月至案发，犯罪嫌疑人詹某某（男，３４
岁，广东省饶平县人）伙同詹某某（男，

３０岁，广东省饶平县人）、詹某某（男，
３９岁，广东省饶平县人），为牟取非法
利益，向犯罪嫌疑人张某（男，２９岁，安
徽省马鞍山市人）购入上海千顶贸易有

限公司、上海睿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拓际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等多家空

壳公司，并通过银行卡打款支付报酬，

雇佣犯罪嫌疑人纪某（女，３０岁，吉林
省磐石市人）、陈某（女，３２岁，上海市
黄浦区人）等９人从税务机关领购用于
虚开的发票，后大肆对外进行虚开发

票。另查明，２０１７年起，犯罪嫌疑人纪
某、陈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安排他人在

明知所购发票系用于违法用途情况下，

受詹某某等虚开犯罪嫌疑人指使，至税

务局领购上海睿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拓际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等 ６００余
家公司的９万余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和
增值税普通发票。该案涉案总金额高

达１７０余亿元。８月１５日，专案组抓获
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普通发票

案的犯罪嫌疑人詹某某等 １３人，捣毁
两个开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作案用的

公司营业执照、开票机、税控盘以及空

白增值税专用发票、普通发票等。

【侦破特大网络“百家乐”赌博团伙】　３
月，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接群众举报：宝

山区有一绰号叫“小黑”的男子伙同他

人担任境外“皇冠”“申博”等赌博网站

代理，并发展多名下线开展网络“百家

乐”赌博等违法活动，涉及人员众多，涉

案金额巨大。分局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

查。５月 ２２日，成功捣毁一特大网络
“百家乐”赌博团伙，抓获以王某某（男，

４１岁，安徽省寿县人）为首的犯罪嫌疑
团伙成员３０人，刑事拘留１７人，收缴大
量赌具、赌资，初步查证累计赌博投注金

额２亿元。 （黄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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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安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名录

单　位 地　址 电话 邮编 单　位 地　址 电话 邮编

宝山公安分局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经侦支队 克山路１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治安支队 克山路１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刑侦支队 克山路１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出入境办 宝杨路６２８号 ２８９５００８５ ２０１９９９

交警支队 克东路１８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人口办 铁通路５１６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消防支队 ?川路２１１９号 ３６５５８１１０ ２０１９０１

友谊路派出所 宝杨路６２８号 ５６６００８０８ ２０１９９９

通河新村派出所 通河路６８９号 ５６９９５８０８ ２００４３１

吴淞派出所 淞兴西路２０１号 ５６６７１０６９ ２００９４０

海滨新村派出所 同济支路５５号 ５６１７２６１５ ２００９４０

泗塘新村派出所 虎林路２３６号 ５６９９４１６６ ２００４３１

淞南派出所 淞良路１８８号 ５６１４０３９１ ２００４４３

高境派出所 新二路１０１号 ６６１８０１１０ ２００４３９

大华新村派出所 真大路３０３号 ６６３９００９２ ２００４３６

杨行派出所 杨泰路１９８号 ５６４９２０２２ ２０１９０１

宝钢治安派出所 牡丹江路２０００号 ２８９５０８８８ ２０１９００

庙行派出所 康宁路２２９９号 ５６４１６６１０ ２００４４３

罗泾派出所 陈川路２９９号 ５６８７１８０８ ２００９４９

大场派出所 上大路５００号 ６６１３４２７７ ２００４３６

祁连派出所 锦秋路１２３８号 ５６１３１１１０ ２００４４４

双城派出所 淞宝路１１０１号 ５６１６７１１０ ２００９４０

顾村派出所 电台南路２号 ５６０４２２８４ ２０１９０６

刘行派出所 沪太路５２００号 ５６０２２００３ ２０１９０７

宝杨派出所 铁通路５１８号 ５６１００２３１ ２０１９００

罗店派出所 罗太路２３２号 ５６８６４１１０ ２０１９０８

罗南派出所 南东路１０７号 ５６０１０１０８ ２０１９０８

月浦派出所 月罗路１６８号 ５６６４６４８２ ２００９４１

月新派出所 塔虹路１６６号 ５６９２０１１０ ２００９４１

盛桥派出所 塔源路２８８弄１号 ６６０３２１１０ ２００９４２

水上治安派出所 淞浦路６５０号 ５６６７５５７７ ２００９４０

吴淞码头治安派出所 淞宝路５０９号 ５６５８５１０１ ２００９４０

区看守所 月罗路２１０１号 ６６８６０２１９ ２０１９０８

区拘留所 月罗路２１０１号 ６６８６０６０５ ２０１９０８

洋桥检查 站沪太路９９１２号 ５６８７０８６３ ２００９４９

宝山区保安公司 宝林路２７７号 ５６５６０９７７
（总机转）

２０１９９９

宝江保安公司 宝钢十村２３号 ６６７８９１００
（经理室）

２０１９００

（黄忠才）

检察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人民检察院全面履
行法律监督职能，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

套改革，加强新时代检察队伍建设，为

宝山全面建设“两区一体化升级版”现

代化滨江新城区提供检察保障。全年

受理提请批准逮捕案件 １８１２件 ２６５６
人，经审查依法批准逮捕 １５９１件 ２３８３
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 ２６１１件
４０４４人，经审查依法提起公诉 ２３２２件
３２４１人。协同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盗
抢骗”“黄赌毒”犯罪，批准逮捕１１０７件
１７１０人，提起公诉１３６０件１９５０人。监
督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６件、不
应当立案而立案３７件。全年不批准逮
捕３５６人，不起诉 １２１人；对应当逮捕
而未提请逮捕、应当起诉而未移送起诉

的，追捕 ７３人、追诉 ５５人。依法提出
或提请抗诉获上级院支抗６件６人，法
院改判６件６人；制发再审检察建议５
件，法院启动再审２件。制发纠正违法
通知书 ５２份，制发同类问题通报 ２７

份。加大羁押必要性审查力度，共办理

２４１件，建议变更强制措施１２４人，比上
年上升 ５６％。共受理监狱移送减刑
４８１件、假释６５件，经审查，提出不符合
刑罚变更执行条件的检察意见 ２５件，
开展减刑、假释庭审活动监督 １４次。
加强社区矫正监督，针对执行不规范问

题制发监督文书２４份。受理民事一审
裁判监督申请２４件，提请上级院抗诉５
件，其中涉及民间借贷虚假诉讼 ４件。
制发再审检察建议 １件，法院裁定再
审。撰写发表论文６７篇，其中有２７篇
在省级以上刊物刊登，有３人次在全国
理论研讨会上做交流发言，１人作为第
十期全国检察教育培训讲师团成员赴

西部巡讲支教。分类分层开展思想政

治工作，相关做法获“２０１８年全国检察
机关党建理论研讨特等奖”。年内，区

人民检察院被评为全国模范检察院、全

国检察文化建设示范院，１０人次受到市
级以上表彰奖励。刑检团支部获评“上

海市五四红旗团支部”。

【司法服务大局工作】　区检察院全力
保障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展

服务保障“进博会”１００天检察专项行
动，建立涉“进博会”案件专办机制，妥

善办理一起假冒“进博会”参展商注册

商标案。开展涉法涉诉信访矛盾化解工

作，按照一案一策要求，妥善接访处置

４４７批８６３人。加大对监管场所和社区
矫正“重点人员、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

点环节”监督力度，对违反规定的社区矫

正人员建议收监执行７人。深入街镇园
区、民营企业调研１３２次，收集问题和建
议１０６条，制定服务保障“四大品牌（上
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

化）”重要承载区建设的１８条实施意见。
严格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

励、支持、引导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依

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开展专项立

案、侦查监督活动，监督公安机关撤销案

件５件。服务保障邮轮经济发展，运用
《宝检微课堂》等新媒体平台，结合典型

案例，宣讲法律知识。加大对集资诈骗、

９２３

检　察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金融犯罪惩治力

度，审查批捕 １９件 ４１人，提起公诉 ４５
件１００人，妥善办理涉案金额 １０亿余
元、涉投资人 ５０００余人的葛某某等 １１
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以及公安部督

办的蒋某某等６人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实
施的邮币卡诈骗案。严格落实依法处

置、舆论引导、风险防控“三同步”要求，

坚持严厉打击，加强释法说理，妥善化解

矛盾。会同公安、法院开展追赃挽损等

工作，维护国家金融秩序与社会和谐稳

定。探索长三角区域司法协作，建立线

索移送、异地调查取证、案件联合会商等

工作机制，与苏浙皖等地司法机关开展

交流协作２６次。与太仓市检察院签订
《关于建立长江口环境资源保护联动协

作机制的意见》，协作开展公益诉讼调

查、法治宣传教育。

【开展司法为民工作】　区检察院加强
与公安机关协作配合，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完善涉黑恶案件提前介入和捕

诉衔接机制。紧盯“套路贷”、暴力讨债

等突出问题，加大打击力度，共批准逮捕

１０件１６人，提起公诉２０件６１人，办理
李某某犯罪集团通过虚增债务、恐吓逼

债、虚假诉讼等方式实施的诈骗、敲诈勒

索案。通过《法眼看天下》《案件聚焦》

等广播电视节目，宣传典型案例，推动群

防群治。健全办案机制和流程，设立职

务犯罪办案组，选配资深检察官进行专

业化办案。加强与区纪委监委衔接协

作，细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受理、

审查起诉等工作机制。受理区监委移送

审查起诉２件２人，决定逮捕１人，提起
公诉２人，检察长对首例职务犯罪案件
出庭支持公诉。严厉打击性侵、伤害、遗

弃未成年人等犯罪，提起公诉 １２件 １４
人，办理社会关注的一名男婴被亲生父

亲两次遗弃案，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以遗

弃罪批捕起诉，并对男婴开展综合救助。

成立全市首个由检察机关、街道、社会组

织共同参与的“远舟未成年人社会观护

基地”，开展罪错未成年人观护帮教２９
人次，观护后不起诉２３人。作为全国试
点单位，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执行和民事

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依

法惩治欺老虐老骗老案件，办理徐某等

３３人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保健品等案
件。设立全市首家 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
心，为人民群众提供检察申诉、法律咨

询、信息公开等１４项“一站式”服务，通
过１２３０９门户网站、检察服务热线、微信

公众号等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人工
智能”科技优势，构建“面对面 ＋键对
键”司法便民新格局。开展“深入推进

司法救助工作”专项活动，对确有困难的

１０名当事人实施救助，发放救助款
１３８５万元。

【开展法律监督】　区检察院践行双赢
多赢共赢监督理念，走访区法院、公安分

局、司法局等部门，在重大案件加强协

作、重要事项加强沟通、专项行动加强联

动等方面增进共识。与区法院等政法部

门会签《关于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从宽政

策把握的意见》，共同规范案件办理标准

和程序，全年共适用认罪认罚 １１６６件
１３８６人；与区公安分局会签《重大案件
提前介入工作办法》，建立重大疑难案件

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制度；与区

司法局会签值班律师制度，开展法律咨

询、法律援助、代理申诉控告等工作。加

强刑事侦查和审判监督，按照监狱巡回

检察改革试点工作部署，５名干警转隶
至沪东地区检察院。加大对民事审判程

序违法监督力度，针对法律文书送达超

期、公告送达适用不当、简易转普通程序

不规范等问题，制发检察建议４件。强
化民事行政执行监督，协助法院决胜“执

行难”，制发检察建议７件。

【推进公益诉讼】　区检察院聚焦重点
领域，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

安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财产保

护等领域开展公益诉讼，共受理案件线

索９８件，立案２５件，制发诉前检察建议
８件。走访相关职能部门，推动公益诉
讼从“独角戏”走向“大合唱”。配合区

水务、环保部门落实环保督查，发现问题

线索１６条，依法立案４件，制发检察建
议１件。向区市场监管局制发检察建
议，落实食品药品“黑名单”制度，联合

开展“废弃食品安全”专项活动。与区

公安分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会签意见，

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行政检察衔

接配合工作。与区规土局会签促进法治

国土建设的意见，建立案件信息共享、重

大情况通报、联合专项行动等工作制度。

全国首创公益诉讼观察员制度，选聘１１
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媒

体记者等组成观察员队伍，履行提供线

索、协助办案、监督执法等职能。推出诉

前检察建议公开宣告制度，邀请人大代

表、观察员等第三方参与，以社会监督提

升法律监督刚性。与区市场监管局、教

育局、卫计委等职能部门合作，开展“水

晶泥”有毒玩具专项清查活动，及时报送

《检察要情专报》，引起相关部门对完善

玩具国标的重视。通过广播电视、“两微

一端”等媒体，宣传公益诉讼工作。公益

诉讼办案组谷晓丽检察官获评首届上海

检察风云人物（提名奖）。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区检察院完成
内设机构改革，突出组织结构集约化、扁

平化，将原１６个内设机构精简为６个业
务部门和４个行政部门。突出干部队伍
专业化、年轻化，改革后业务部门负责人

平均年龄下降３岁。突出检察官司法办
案主体地位，探索设置未成年人检察、金

融和知识产权等１２个新型专业化办案
组，加强核心团队建设。突出提升办案

质量效果，制定《检察权运行机制及检察

官权力清单》《重大敏感疑难复杂案件

办理办法》等１９项配套制度。推进“捕
诉一体”，在内设机构改革中整合批捕、

起诉职能，由同一承办人对案件一办到

底，加强对捕后引导侦查取证、退回补充

侦查等全过程监督。第一时间组织“捕

诉一体”培训，推动干警准确把握批捕起

诉标准、强化出庭预案应对、细化办案流

程衔接，保障“捕诉一体”办案模式落地

见效。创新诉讼监督工作模式，设立刑

事诉讼监督部，构建全流程、立体化监督

机制。加强对未进入检察诉讼环节案件

前端监督，弥补传统监督空白，使检察监

督覆盖刑事诉讼全过程。强化同类问题

监督，加强对典型性、倾向性问题分析研

判。激活调查核实权，主动调查取证，

推动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开展的检

察前终结诉讼案件专项监督和纠正侦

查机关不并案、不并罚两项工作，获评

２０１８年度上海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
十佳案事例。加强智慧检务建设，应用

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推动网上

办案一体化发展。推进远程视频提讯、

案件汇报、信访接待等工作，利用远程

视频系统提讯 ２８１２人，占全部犯罪嫌
疑人的３８１％。

【加强队伍建设】　区检察院注重打造
有灵魂的检察队伍，建立党组政治学习

制度，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组织全

院干警双周政治学习，开展“印象·新时

代检察官”ＴＥＤ演讲比赛等活动。严格
执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教育引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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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旗帜鲜明讲政治。打造有本领的检察

队伍，认真学习修改后的检察院组织法

和刑事诉讼法。创办“名师讲坛”，邀请

著名专家学者举行专题讲座。落实检委

会业务学习制度，组织青年干警旁听检

委会，提高业务素养。开展实战练兵活

动，聚焦文书制作、对抗辩论和释法说理

等举行业务竞赛。鼓励干警加强调查研

究，撰写发表论文６７篇，其中有２７篇在
省级以上刊物刊登，有３人次在全国理
论研讨会上做交流发言，１人作为第十
期全国检察教育培训讲师团成员赴西部

巡讲支教。打造有担当的检察队伍，针

对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行政人员等，

分类分层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相关做法

获“２０１８年全国检察机关党建理论研
讨特等奖”。严格执行入额领导干部直

接办案规定，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

件。组织青年干警围绕“幸福是奋斗出

来的”等专题开展系列活动。刑检团支

部获评“上海市五四红旗团支部”，１人
获“宝山区青年五四奖章”。打造有温

度的检察队伍，坚持抓党建、带队伍、促

业务，全面开展“支部亮牌”工程，探索

在专业化办案组中设置党小组。认真

落实市检察院巡视整改意见，全市率先

制定“四责协同”实施办法，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三项清单”，开展季度廉政讲

评，加大检务督查力度，健全谈心谈话

制度。

【获全国模范检察院称号】　１１月，区
检察院被人社部和最高检察院授予“全

国模范检察院”称号。区检察院深入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

做”等教育活动，建立党组和各部门常

态化政治学习制度。深入街镇、村居、

企业大调研。严惩侵犯民生民利犯罪，

强化特殊群体司法保护，创建“五位一

体”未成年人观护体系的经验获高检院

推广。坚持执法办案为中心，全市首例

利用网络贩卖 ＩＳＯ国际标准案获评上
海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国家版权局

查处侵权盗版案件有功单位二等奖。

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监督理念，打造宝检

品牌。作为全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

点，深化综合配套改革，推进智慧检察

院建设。培育“四有”新时代检察队伍，

传承“清、勤、坚、睿、融、信”的宝检文化

理念，发挥领导干部“头雁”示范引领效

应。年内获评第五、第六届“全国先进

基层检察院”和２０１７年度“全国检察文
化建设示范院”。

【全国首创公益诉讼观察员制度】　区
检察院选聘１１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媒体记者等组成观察员队

伍，履行提供线索、协助办案、监督执法

等职能。邀请观察员参与办案，着力解

决与相关部门联系不畅、取证困难等问

题。如在一起危险废弃物未被合法处置

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中，邀请担任区人大

代表的观察员多次参与现场调查取证。

拓宽参与办案形式，探索让观察员全程

参与线索排摸、调查核实、诉前建议、提

起诉讼等流程，将案件从司法结果的静

态公开向办案过程的动态公开转变。如

邀请２名担任区人大代表的观察员参与
全市首个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诉前检察建

议公开宣告。扩大工作成效，借助公益

诉讼观察员的资源优势，广泛宣传公益

诉讼工作。

【设立全市首家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　
区检察院为人民群众提供检察申诉、法

律咨询、信息公开等 １４项“一站式”服
务，同时通过１２３０９门户网站、检察服务
热线、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借助“大数据

分析＋人工智能”科技优势，构建“面对
面＋键对键”的司法便民新格局。

【开展“印象·新时代检察官”ＴＥＤ演讲
比赛】　区检察院围绕新时代检察官
“有灵魂、有本领、有担当、有温度”的

“四有”要求开展ＴＥＤ演讲比赛，演讲者
以生动鲜活的事例，结合部门、岗位和个

人实际，谈对新时代检察官的理解，抒发

对新时代检察事业的畅想，坚定检察职

业的信念。决赛邀请区团委、市院青工

委、区人大代表以及大学讲师担任评审，

评选出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２名、三等奖
３名。

【创办“名师讲坛”】　区检察院邀请著
名专家学者举行专题讲座，邀请上海市

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余啸波作“适应

诉讼改革，提高检察能力”专题讲座；邀

请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采访部副主

任、首席记者宣克炅作“突发事件报道和

舆情应对”讲座；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理

论研究所副所长陈波作“两法修改与落

实执行要抓好的几个重点问题”专题

讲座。 （陈　伟）

审判
【概况】　区法院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３７７６７件，审结３７５４７件，比上年分别上

升 ４０２％ 和 ４１１％，诉讼标的金额
８６１７亿元。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开展
向邹碧华同志学习活动，举办“迎七一”

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党史知识竞赛、

“支部亮牌”、党性教育等活动。加强法

院文化建设，组织全院干警举行宪法宣

誓仪式，组织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暨

宝山法院建院三十周年系列活动，开展

“每月之星”评比、春节联欢会、冬季运

动会等活动。开展“院长荐书”活动，丰

富法院文化建设内涵。加强青年人才培

养，开展“启航”青年人才成长计划，打

造青年干警成长平台；落实青年法官和

法官助理信访轮岗，提升综合素养和能

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制定《关于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建设

的实施意见》；开展院内纪律巡查、审务

督察，纪检监察部门在信访办设立接待

点，参与联合接待；开展司法廉洁教育和

专项整治活动，召开党风廉政教育大会，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做好信息调研工

作，１篇课题被市高院评为２０１８年上海
法院优秀重点调研课题，２篇课题被评
为２０１８年上海法院优秀报批调研课题；
１５篇论文在全国及上海市获奖，其中２
篇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上获奖；１
起案件获评全国法院“百场优秀庭审”，

５篇案例入选《中国法院 ２０１８年度案
例》，１件全国首例将外省市困境儿童监
护权转移至父母原籍地民政部门案例入

选“２０１８上海法院十大典型案例”，３件
案例入选２０１８年上海法院百例精品案；
共编发简报２４７期，被高院采用３３期，
被市委政法委采用１篇；加强司法建议
工作，发送司法建议１６份，审判白皮书１
份，其中１份司法建议获评２０１８上海法
院优秀司法建议，《行政审判白皮书》获

评优秀。加强法院队伍建设，获全国法

院司法宣传先进单位、上海市平安示范

单位、上海法院系统集体三等功、上海法

院破解“执行难”专项治理先进集体等

１０项荣誉；执行局获上海法院系统集体
二等功，刑事审判庭获上海法院系统集

体三等功，淞南法庭获上海法院系统集

体嘉奖；法警大队丁伟被评为全国法院

司法警察先进个人，民事审判庭贾路被

评为上海法院“邹碧华式的好干部”，韩

杰入围上海法院“十佳青年”奖。

【刑事审判】　区法院全年共受理各类
刑事案件２３０４件，审结 ２２８６件，比上
年分别上升１２７％、０４８％，涉及被告人

１３３

审　判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１日，宝山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国新担任审判长开庭审理一起涉军停偿案件
摄影／鲜奕

３０９１人，下降 ２７４％。受理案件中，危
害公共安全罪案件２３６件，下降７８１％，
其中危险驾驶罪案件 １６９件，下降
１２４４％；交通肇事罪案件 ５５件，上升
１７０２％。受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
权利罪案件１６０件，下降１７１０％，其中
故意杀人罪案件２件，上升１００％；故意
伤害罪案件１１６件，下降７９４％；猥亵儿
童罪案件５件，下降１６６７％；非法拘禁
罪案件７件，下降５０％；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案件８件，下降６１９０％。受理侵犯
财产罪案件８８９件，上升５７６２％，其中
盗窃罪案件６７７件，上升６００４％；抢劫
罪案件１７件，下降３７０４％；诈骗罪案件
１５３件，上升９８７０％；抢夺罪案件１件，
下降８３３３％；敲诈勒索罪案件１９件，上
升４２１１％。受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罪案件２２４件，下降２９５６％。受
理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案件７８５件，下
降１５６８％。受理贪污、贿赂、渎职罪案
件１０件，下降２３０８％。受理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案件６６件，下降２９０３％。审
结一审刑事案件 ２２８６件，比上年上升
０４８％。审理结案案件中，当庭结案
１８５９件，当庭裁判率 ８１９７％。适用简
易程序审结 １８５７件，简易程序适用率
８７６５％。审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８７件，结案标的６１１０４万元。严厉惩处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依法审理通过“５８
同城”等互联网平台实施招工诈骗系列

案件，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电信网

络秩序。审慎处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集资诈骗等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妥善

判决一批涉案人数众多的施有毅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等重大敏感案件。依法严

惩涉恶势力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

“套路贷”等刑事犯罪，其中对被告人蔡

某某等人依法认定为犯罪集团，对其首

要分子及骨干成员分别以诈骗罪、敲诈

勒索罪、非法拘禁罪等判处 １２年至 ２０
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合计 １１７９万余
元，上海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对案件予以

报道。总结刑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

工作经验，适用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审结案件９８７件。落实最高法院“三项
规程”（《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

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

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人民法院办

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

程〔试行〕》）工作，推进庭审实质化，实现

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至１２
月底，尚未审结案件７３件。

【民事审判】　区法院全年受理各类民
事案件（含商事案件）２４７７９件，审结
２２９０３件，比上年分别上升 ８１９％、
７７２％。受理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
２５９６件，上升 ９５８％。其中：离婚纠纷
案件１４７１件，上升２０８％；离婚后财产
纠纷案件１３１件，上升２１３０％；抚养纠
纷案件１２５件，下降１６１１％；赡养纠纷
案件１４件，下降２６３２％；法定继承纠纷
案件５２４件，上升２８１２％；分家析产案
件１４１件，上升４６８８％；探望权纠纷案
件１４件，上升 ２７２７％；遗嘱继承案件
１０２件，上升 ６７２１％。受理合同、无因
管理、不当得利纠纷案件１７３８０件，上升
１０２５％。其中：买卖合同纠纷案件１４３４

件，上升６２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７３６件，下降２７７％；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２７９２件，上升 ０５４％；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案件３０６件，上升７７５％；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１２６２件，上升４１１６％；承揽合同
纠纷案件２３１件，上升２２１％；电信服务
合同纠纷案件１０１６件，下降３３３３％；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４６０７件，上升
３４０８％；银行卡纠纷案件３２０７件，上升
５５２３％；不当得利纠纷 ６６件，下降
１５３８％。受理物权纠纷、侵权责任纠纷
案件２８５２件，下降９８６％。其中：物权
保护纠纷案件３７８件，上升６１８％；物权
确认纠纷案件１１７件，上升１７４％；财产
损害赔偿纠纷案件１４７件，上升５０％；排
除妨碍纠纷案件９３件，下降１４６８％；所
有权纠纷案件３３０件，上升１７４４％；相
邻关系纠纷案件６９件，下降９２１％；产
品责任纠纷案件８件，上升３３３３％；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２０４０件，下
降１４２９％；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
件３８件，下降２９６３％；医疗损害责任纠
纷案件１７件，下降５５６％。受理人格权
纠纷案件５３０件，上升１５７２％。受理劳
动争议、人事纠纷案件 ６３０件，上升
６７８％。受理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案件
１０件，上升 １５０％。受理证券、保险、票
据等 民 事 纠 纷 案 件 ４０６件，上 升
１２７８％。受理案件中，包含申请公示催
告、申请支付令、诉前财产保全、认定行

为能力、指定监护人、撤销监护人资格、

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等适用特别程序案

件３７件，上升６０８７％。审结各类民商
事案件 ２４６０９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结
２１４２３件，简易程序适用率８８２０％。民
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５６０９％，平均审理
天数６１４８天／件，一审息诉率９１８２％，
审限内结案率９９２０％。审结上海市首
例将外省市困境儿童监护权转移至父母

原籍地民政部门案件，被中央电视台等

多家媒体报道。依法审理涉“互联网

＋”等新经济业态下的各类商事交易新
类型案件，妥善审结多起涉网络直播平

台纠纷案件，依法审结宝山法院首例电

子商业汇票纠纷案件，为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保驾护航。至 １２月底，尚未审结
２４１３件。

【行政审判】　区法院全年共受理各类
行政案件８１件，比上年下降７３％，其中
公安类 １２件、城建类 ５１件、工商类 ６
件、环保类 １件、劳动和社会保障类 ５
件。审结各类行政案件９１件，其中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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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为判决２８件、不予立案３件、驳回
起诉７件、准予撤诉５１件、按撤诉处理１
件、裁定移送其他法院管辖１件。审结
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审查案件１６２件，执
结１６３件。行政诉讼案件调解撤诉率
４２８５％。妥善化解大场镇丰收村２６户
村民拆违群体性行政诉讼案件。推进行

政首长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案件２３件。深化司法与行政良性
互动，连续九年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与

区政府法制办共同组织全区各行政机关

１５０余人集中旁听行政诉讼案件庭审。
根据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部署，７月１
日起，原由宝山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

案件由浦东新区法院集中管辖。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宝山法院开展集中执行行动 摄影／胡明冬

【执行工作】　区法院全年共受理各类
执行案件１０１２０件，比上年下降２２１％，
其中首次执行案件７０７７件，恢复执行案
件５９１件，执行异议案件２２４件，执行保
全案件２２２８件。申请执行标的总金额
３８４０亿元。初执案件中，刑事类案件
１７０件，上升５１７９％；民事类案件６１２４
件，上升２２２％；行政类案件４７件，下降
４７１９％；行政非诉类案件 ９７件，下降
５０７６％；仲 裁 类 案 件 ５５５件，下 降
３７９９％；公证债权文书类案件４１件，下
降４１４３％。执结各类执行案件 １００７５
件，下降０８７％，执行到位金额１９９０亿
元，其中首次执行案件结案７０２４件，恢
复执行案件结案５８４件，执行异议案件
结案 ２２５件，执行保全案件结案 ２２４２
件。对内加强配合，建立完善立审执各

部门兼顾协作的工作格局。对外深化协

作，根据区委政法委制定的《关于加强宝

山区执行联动工作的实施意见》，法院执

行工作获全区多单位协同配合和支持。

加强与区公安分局查控协作，委托查控

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实际抓获４８人。
通过开展“夏日决胜”执行大会战、周末

集中执行和夜间执行，破解“执行难”。

妥善执结由市委政法委重点督办的上海

爆满实业有限公司涉军队土地租赁合同

纠纷案、涉４０余名老年人的上海宝山区
峰华养老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等一批

执行难案。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３１４９
人次，限制高消费５１４３人次，对拒不履行
义务的被执行人司法拘留１４６人次，移送
追究拒执犯罪７人。制定关于执行悬赏
公告的操作规程，发布执行悬赏公告４
份。通过上海宝山、宝山法院微信公众号

等新媒体先后曝光８批８０余名失信被执
行人，累计阅读量超过７万次。上海某化

工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上海某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入选上海法院

２０１８年度执行失信联合惩戒十大案例。
编写《执行工作简明手册》，统一执行干

警工作规范，推进执行工作标准化、规范

化。严格管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案

件，确保终本案件程序要件和实质要件双

达标。终本案件合格率９９％，位居全市
基层法院前列。严格执行案款管理制度，

实行执行案款管理“Ｅ号通”。至１２月
底，尚存各类执行案件１００４件。

【司法服务大局】　区法院妥善判决涉
案金额２５亿元的施某某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案、蔡某某等一批涉黑涉恶“套

路贷”犯罪案件。妥善化解 ２６件因拆
违引发的涉大场镇镇政府群体性行政

诉讼案件，稳妥推进２７３件北上海商业
广场商铺业主起诉上海何跃实业有限

公司租赁合同纠纷，２２０件因寓见资产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资金链断裂逾期

支付租金而引发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１６４件因上海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逾期办理产证而引发的预售合同纠纷

等一批群体性诉讼审理。审结涉军停

偿案件 １０２件，执结涉军停偿案件 ２２
件，按相关要求于 １１月底完成涉军停
偿案件审判执行任务。制定《关于为优

化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实施意

见》，服务保障区域营商环境优化。受

理破产和强制清算案件 １０件，成功促
成１件破产清算案件债务人与债权人
达成和解，并以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结

案，实现多方共赢。制定关于移送和接

收“执转破”案件工作规程，对 ４２件执
行案件启动“执转破”审查程序，推动建

立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

【推进司法改革】　区法院推进院庭长
办案示范常态化，强化院庭长办案监督

考核，建立院庭长办案情况网上公示制

度，推动院庭长带头办理疑难复杂案

件。院庭长共办理案件 ７８４５件，占全
院结案总数２０９０％。优化案件审判质
量评定流程和规则，推进追责机制常态

化、规范化。完善对大额标的民商事诉

讼案件管理规程，对“四类案件”（涉及

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

件；疑难、复杂且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

的案件；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类案判

决可能发生冲突的案件；有关单位或者

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案件）

实行重点监督管理。按照上级部署，６
月底平稳完成行政庭整体划出工作，７
月中旬完成内设机构改革，内设机构

（不含派出法庭）由１８个精简至１１个。
制定《关于加强审判团队建设的若干规

定（试行）》，建立健全审判团队运行机

制，科学配备审判团队资源，发挥专业

化分工和团队协作优势。深化人员分

类管理，规范法官员额使用和管理，根

据各部门办案情况、案件发展趋势及审

判业务类别差异等因素，合理配置法官

员额。严格执行“一方退出”任职回避

制度，３名法官助理因配偶在上海市从
事律师工作而调离审判岗位。落实单

独职务序列改革，开展从法官助理遴选

初任法官、从四级高级法官遴选三级高

３３３

审　判



级法官等工作，对８０名法官助理和１９
名书记员启动职务序列等级套改。构

建和完善符合审判权运行规律和司法

职业特点的业绩考核制度，优化不同职

务序列人员绩效考核办法，突出审判执

行核心指标、工作实绩，实现管理精准

化。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强化诉调对接

服务功能，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提高

诉调对接工作质量和效率。深化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发挥诉调对接中心“诉

前引导、委派调解、司法确认”功能作

用，定期安排法官与区道路交通事故赔

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上海市金融消

费调解中心、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等对接，出具相关调解书和裁定书

１９０份。构建案件多元分流机制，简易
案件、小额民事案件由立案庭下设快速

裁判中心快速审理，繁案由审判庭精细

审理。通过在小额诉讼案件中推广适

用要素式文书、在群体性诉讼案件中推

广适用“要素问询表”固定裁判关键要

素，提升审判质效。快速裁判中心审结

案件４４８３件。

【开展司法为民工作】　区法院推进诉
讼服务中心升级建设，拓展网上诉讼服

务功能，共收到网上立案７４２７件，网上
立案成功率９６４３％。完善１２３６８诉讼
服务智能平台建设，受理来电 ７９２９件
次，比上年上升 ４９８３％，当场接通率
９８５９％。优化司法拍卖工作机制，入驻
淘宝网等司法拍卖平台，提升溢价率，降

低诉讼成本，扩大竞买人参与机会，实现

司法拍卖网上全覆盖，网络司法拍卖案

件１９９件。优化土地司法拍卖条件，提
升参加竞拍企业能级。加大司法救助力

度，规范司法救助案件办理流程，依法办

结国家司法救助案件１０件，发放司法救
助金７７万元。规范信访工作模式，探索
信访工作新机制，依托“先期鉴别、做好

预案、联合接访、警务保障、动态反馈”工

作模式，化解信访矛盾，做好重大节点期

间稳控工作。推进审判流程公开、庭审

活动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

开，在中国庭审公开网视频直播庭审

３１５次，在中国法院网、新民网视频和图
文直播庭审 ６４次，公开生效法律文书
７７８２份。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增强法
院工作透明度。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机

制，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３２６０件。落实
“七五”普法规划，选派资深法官及法官

助理进社区、进学校开展法治讲座、法律

咨询。开展宪法宣传、青少年司法保护

等专题宣传活动，组织线上线下“‘枫桥

经验’在宝山，法官社区普法行”活动，

向街镇、园区发送《法官说法》手册７００
余本。在人民法院报、上海法治报等报

刊上发表宣传报道１１６篇，被各电视台
采用专题片、新闻３６次。

【获全国法院司法宣传先进单位称号】

　年内，宝山法院被授予全国法院司法
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法院加强新媒

体宣传力度，官方微博发布信息５８０余
条，关注人数超过 ２９０００人。官方微信
发布文章２００余篇，总阅读量超过１０万
次，有５３篇原创文章被最高法院、人民
法院报、中国执行、上海宝山、浦江天平

等平台转载。入驻抖音、快手平台，成为

上海中、基层法院中首家发布短视频的

法院。落实“七五”普法规划，选派资深

法官及法官助理进社区、进学校开展法

治讲座、法律咨询，组织线上线下“法官

说法”活动，向街镇、园区发送《法官说

法》手册。

【全国首例将外省市困境儿童监护权转

移至父母原籍地民政部门案】　区法院
审结上海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与沈某

某、昌某某及第三人颍上县社会（儿童）

福利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此案

系因父母遗弃未成年人由第三方组织

起诉申请撤销并获法院支持的监护权

撤销案件，是上海市乃至全国首例将外

省市困境儿童监护权转移至父母原籍

地民政部门的案件。该案对于外来人

员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剥夺撤

销其监护权，异地变更指定合适的监护

人，保护外来困境儿童权益，具有重要

借鉴意义。该案例入选“２０１８上海法
院十大典型案例”，并被中国教育电视

台一套《法治天下》栏目、《人民法院

报》、上海电视台《庭审纪实》栏目等多

个媒体报道。

【１起案件获评全国法院“百场优秀庭
审”】　区法院提升庭审活动公开力度，
在中国庭审公开网视频直播庭审 ３１５
次，在中国法院网、新民网视频和图文直

播庭审６４次。宝山法院审理的（２０１７）
沪０１１３刑初２１６９号严某诈骗案经过层
层推荐、严格筛选和权威评审，获评首届

全国法院“百场优秀庭审”称号。

【判决施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６
月１日，宝山法院刑庭对一批涉案人数

众多的施某某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作

出一审判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

别判处施某某等十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八

年至一年十一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分别

判处上海云都婚礼酒店投资有限公司等

七家被告单位罚金。

【开展“夏日决胜”执行大会战】　２０１８
年７月起，宝山法院执行局启动“夏日决
胜”执行大会战行动，向破解“执行难”

发起全力冲刺。通过开展集中执行行

动，啃掉执行硬骨头，妥善执结由市委政

法委重点督办的上海爆满实业有限公司

涉军队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涉场地面

积近４００亩的上海红阳园林景观绿化工
程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涉４０余名
老年人的上海宝山区峰华养老院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案等一批执行难案。

【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　区法院组织
开展有计划、有主题的“公众开放日”活

动，邀请学生、企业员工、人大代表、人民

调解员等来自社会不同领域的群体参观

法院建设，并旁听案件审理，听取法院工

作情况，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法院规范有

序的管理和干警忠诚履职的良好风貌，

打造阳光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

【组织集中旁听行政诉讼案件庭审】　４
月１１日，区法院邀请区政府法制办、特
邀监督员及全区各行政机关执法人员

１５０余人，旁听一起原告某建筑公司不
服被告区人保局认定工伤决定一案的庭

审。庭审结束后，行政庭庭长就该案庭

审要点和判决理由作点评。行政庭并就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宣讲

授课，对执法人员提出的执法问题作出

解答。 （曹　丹）

司法行政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司法局以司法行政
改革为牵引，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统筹司法行政各项工作。按照司法行

政改革新要求，打造宝山特色的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践行“人防、技防、心防”

三防新理念，推动矫正安帮工作发展。

坚持发展“枫桥经验”，打造人民调解工

作升级版。紧跟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新

要求，服务保障宝山法治建设。聚焦优

化营商环境新任务，发挥律师和公证行

业的积极作用。年内，区法宣办、区司

法局创作的宣传片《民法呵护一生》在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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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法治动漫微电影作品征

集展播（映）活动中获宣传片、微视频、

公益广告类三等奖。高境司法所获上

海市司法行政工作标兵集体称号。区

人民调解员朱志仁获“全国人民调解工

作先进个人”和“２０１８感动上海年度人
物”称号。高境镇朱志仁人民调解工作

室和常青藤人民调解工作室获“‘爱我

中华’２０１８上海法治行风采系列活动
之社会治理‘智慧化 ＋法治化’优秀组
织”称号。

【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区司法局
建成“三纵三横”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建

成１个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１２个街镇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以及４７６个居村公
共法律服务工作室的三级纵向网络，打

造线下窗口、线中电话、线上网络的服务

平台体系。加强１２３４８法网热线管理工
作，新建９项工作制度。整合司法行政
资源，依托“社区通”平台，上线宝山区

公共法律服务栏目。推进法律援助参与

认罪认罚试点工作，组建援助律师团提

供法律服务。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

覆盖试点工作。宝山区军人军属法律援

助工作站投入运行。健全法律援助值班

律师库，完善办案补贴制度和质量评估

机制。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５日，举办“宪法进万家”活动，群众阅读手中的《宪法》读本 摄影／谈潇

【推进矫正安帮工作】　区司法局开展
专项排查和动态研判，加强两类（社会

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人员管控。

对重点对象做到“每人一预案”“每周

（日）一见”，召开动态研判分析会 ２２５
次。落实责任区民警“微信警务室”警

务平台对接工作，开展进博会安保各项

工作。实施境内动态围栏监管，推进以

电子监管、移动执法仪、指纹签到为核

心的电子监管，定位监管在用占比为

９８５１％。加强心理工作室建设，重塑
教育矫正工作流程，实现社区服刑人员

入矫面谈全覆盖。成立“书香心理工作

室”，与区教育学院、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签约共建。启动 １２家司法所“一所
一项”分类教育矫正项目。开展监所社

区衔接安帮工作，提升两类人员回归社

会的能力。

【加强人民调解】　区司法局推进专业
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指导设立环境

污染纠纷、知识产权纠纷领域内的人

民调解组织，联合制定《宝山区关于人

民调解参与环境污染纠纷化解工作的

若干规定（试行）》和《关于本区开展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意

见（试行）》。指导设立友谊路人民调

解委员会驻市场监督管理所调解工作

室。与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联动

加强医患纠纷处理，完善与区医责险

处理中心工作衔接。健全矛盾纠纷发

现机制，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与专项

排查结合，启动进博会安保期间矛盾

纠纷排查工作。举办宝山区基层司法

行政信息系统应用培训班。推进司法

所标准化建设，全区建成 １０家标准化
司法所。做好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

会同区人民法院、公安分局组织开展

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完善工作制度。

年内宝山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受理各

类矛盾纠纷 ９７８３件，调解成功 ９６５８
件，调解成功率９８７２％。

【开展普法宣传工作】　宝山区在全区
组织开展宪法宣传学习教育系列活动。

开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加快建设法
治宝山”主题法治宣传实践活动。组织

“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

宪法、运用宪法”为主题的巡回宪法专

题辅导讲座１０场，在各街镇开展“人手
一册　每户一本　居村一讲一阵地”宪
法学习工程，征订 ３０余万本宪法读本
免费分发。开展“１２·４”国家宪法日暨
第三十届宪法宣传周活动，推动形成全

区“谁执法谁普法”工作格局。召开

“谁执法谁普法”工作动员部署会暨

２０１８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会议，印发
《宝山区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

普法”普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迎接

市“七五”普法中期督查，对全区成员单

位开展“七五”普法中期督查工作。建

设区级法治文化阵地，完成淞沪抗战纪

念公园法治文化长廊二期建设，推动完

成水产路围墙法治景观带建设，完成设

计、制作以“青春正好　宪法同行”为主
题的地铁 ７号线法治专列。推进依法
治区工作，筹备建立宝山区法学会。推

动“以案释法”工作规范化运行，发放

《宝山区“以案释法”案例汇编（第一

册）》１０００余册。全年开展各类法律咨
询２４１５场，法治讲座８０８场，普法人数
６１４００余人次，法治实践活动 ７８１次。
发放各类法治宣传资料 ２１万余份，发
放各类法治宣传书籍近２５万册。

【优化公证律师服务】　区司法局发挥
司法行政职能，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梳理司法行政系统行政审批事

项和窗口服务事项，部署公证事项“最

多跑一次”服务，所有行政审批时间缩

减三分之二。加强律师执业行为规范

监管，严格律师执业投诉处理。与公检

法安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宝山区律师工

作联系机制的意见》，推动建立律师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召开公检法司安和律

协六方联席会议，组建区律师行业党总

支。推动宝山公证处与中国二十冶集

团签订公证法律服务合同，成为上海市

首个企业常年公证顾问。推动宝山区

律师、宝山公证处与区有关单位、高校

共同成立“宝山区知识产权服务联盟”。

加强公证行业专项治理工作，着重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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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７日，成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法律顾问进社区 摄影／陈攀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２日，在顾村镇举办“宪法进万家”宪法宣誓活动 摄影／孔德晶

信访积案处置，化解和缓解９１％的信访
积案。推动律师调解工作，在月浦镇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宝山区首家律师

调解工作室，月浦司法所和月浦法庭联

合制定《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

实施方案》。

【区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召开】　３月１３
日，宝山区召开 ２０１８年度司法行政工
作会议。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

全，副区长陈云彬，各街镇政法书记、综

治办专职副主任（平安办主任）出席会

议。陈云彬传达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

精神，杜松全总结 ２０１７年区司法行政
工作，并对做好２０１８年工作提出要求。

【完成全区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室）建设】　３月，宝山区村（居）实现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室）全覆盖。各

签约律师顾问定时定点向村居民提供

公共法律服务，及时解答街镇、村居民

法律问题、满足村居民法律服务需求、

发挥自身职能作用。

【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站揭牌】　区
司法局与区人武部、区双拥办先后印发

《宝山区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实施办

法（试行）》和《关于在驻区部队中建立

法律服务工作联络员的通知》。７月１８
日，联合区人武部、区双拥办举办区军

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站揭牌仪式暨区

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推进会。区人

武部部长卢建兵，区司法局党委书记、

局长沈海敏，区双拥办常务副主任邱正

贵为工作站揭牌，区军人军属法律援助

工作站正式投入运行。

【开展“七五”普法中期督查工作】　７
月，宝山区开展“七五”普法中期督查工

作。７月５日，召开“七五”普法中期督
查工作会议，通报“七五”普法以来区法

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和下一阶段工作

安排。７月３１日—８月２日，区委宣传
部、区人大内司委、区司法局、区法宣办

组成联合督查组，先后到顾村镇、张庙

街道、月浦镇、区农委等单位，对宝山区

“七五”普法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成立区环境污染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　８月１３日，区司法局与区环保局
举办推进环境污染纠纷多元化解合作签

约暨区环境污染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揭

牌仪式。区环境污染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主要职责是受理、调解本区环境污染

纠纷，指导街镇、村居人民调解组织调处

环境污染纠纷工作，向司法行政部门、环

境保护部门报告本区环境污染纠纷人民

调解工作情况。

【开展“８·１６”依法治市日系列活动】　
８月１３日—１９日，宝山区以“推进依法
治市　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法治上海”
为主题，开展“８·１６”依法治市日系列活
动。在全区范围启动“人手一册　每户
一本　居村一讲一阵地”宪法学习工程，
推动实现“宪法进万家”目标。轨道交

通７号线法治列车和宝山法宣微信公众
号同步开展“青春正好　与宪同行”青
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开展“您好，宪法”系列法治宣传教育

活动】　１２月３日—９日，宝山区在全区
范围内举行以“您好，宪法”为主题的第

三十届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其间，由

区司法局、区法宣办组织，各街镇、各委

办局配合行动，开展宪法进机关、进学

校、进企业、进家庭、进军营、进宗教场

所、进网络等活动。 （陈　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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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各司法服务窗口

单　位 地　址 服务电话 监督电话 单　位 地　址 服务电话 监督电话

大场司法所 沪太路２００９号 ５６５０７６７４

顾村司法所 电台南路４５号３０６室 ６６０４２０６８

庙行司法所 长江西路２６９９号 ６６９８８７９０

高境司法所 殷高西路１１１号 ６６１８５０５９

杨行司法所 水产路２６９９号 ５６８０１９５４

淞南司法所 淞南路５００号 ６６１５１５８３

３６０７１０７７

月浦司法所 ?川路４２７７号 ５６６４９５５６

罗店司法所 市一路２５９号 ６６８６２１９５

罗泾司法所 飞达路８５号 ６６８７６８０５

友谊路司法所 东林路１６８号 ６６７９１３０８

吴淞司法所 淞宝路３６８—２号２楼 ３６５５５６０７

张庙司法所 爱辉路３３３号 ５６７６６８６９

３６０７１０７７

表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法律服务所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庙行镇法律服务所 三泉路１３４８号 ５６４０５４７３

表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律师事务所

律　所 地　址 律所电话

银星所 淞宝路１５５弄１号９０１—９０５室 ５６６０１０４０

沪北所 盘古路７２７号１号楼３０２室 ５６６０１６２６

百汇所 一二八纪念路９６８弄万达广场１号楼１６１６室 ５６３７８０１８

江南所 友谊支路１８１号３楼 ５６６９３８６１

天云所 中山南二路５０６号２０３室 ６５２２１７２２

东海所 友谊支路２２５号 ５６６０２１７３

瑞和所 友谊路１９９号５楼Ｃ ５６６０８１９０

诚建成所 盘古路５７２号３楼 ５１６７１９２２

致真所 友谊支路１７３弄１号４楼 ５６６９１００８

昊坤所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航运大厦５楼 ３６０１１１８６

范仲兴所 友谊路３１６—２号 ５６６９０８０２

孙正杰所 真华路１１１６号６０３室 ６６３５４３１９

利歌所 牡丹江路１２１１号５０９室（安信广场） ５６１１４９１９

沪港所 友谊路４３弄２号３０２室 ５６６９２８６８

政明所 永清路８９９号６０２室（社区事务中心） ５６１１９９９３

忠恳所 通南路２８弄９号１０２室 ６６１５９００１

亚冠所 长临路９１３号９２２室 ５６４３９０３１　５６４７１５７１

许正勇所 友谊路３１６号１０５ ５６７３２０３１

华公达所 友谊路３１６号 ６３８４０７０８

长安所 牡丹江路１２１１号８１２室（安信广场） ６６７９５９９９

宝江所 宝杨路１８００号 ５６１１８６３２

海彻所 东方路１３５９号海富花园１６Ｂ室 ６８３６７８９５

瑞盛所 宝杨路２０００号慧照商务楼４１８室 ６５６７６７２８

翰浩所 宝杨路２０３３号１０楼 ３３７９１９２０

浩锦所 共和新路５０００弄６号１５０５室 ６６９８７２９９

银萌所 淞南路４５９弄２０号６１４室 ３６１４０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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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律　所 地　址 律所电话

首伦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宝莲城９号２００６室 ３６５５１５５３

叶诚所 共和新路２９９３号１５０５室 ６０７０８２５９

永盈所 牡丹江路１２１１号８１０室（安信广场） ５６７８０００７

聚正所 一二八纪念路９２８号１２１０室 ６５２１７５９９

奉元所 陆翔路１１１弄６号７０７室 １８６１６３５６６８２

汉世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１０号３０３室 ５０８１９２３８

美善所 友谊路３１６号—２号 ５６１２０１３８

吴建利所 真华路９２６弄３号３０１室 ６６０７３２９９

慧赢所 南京西路５８０号Ａ座９０１室 ５６８３１００５

荣弘所 富特北路２４０号２５１室 ５８６１５６５５

筑业所 友谊路３１６号申景商务中心２０２ ５６７５８０６５

倪卓伟所 沪太路６３６９号１幢２０３室 抚远路１２８８弄９３号４０１室 ５６８６５３７９

宝深所 友谊路１５８８弄２号１０１室 ５１６７０５８２

艾克森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１０号楼１４０１室 ６０９５９９３９

丰启耘所 月浦镇西街１９８号７幢Ａ区１０１５室 友谊路１号 ５６１０５３５４

禹众所 共和新路４９９５号万达广场３号楼６０７室 １５８２１９３９５２０

灏思瑞所 高跃路１７６号１００１室 １８９１８０１６５８１

永初所 沪太路５０１８号２幢６层６１６室 ５６７６０３３２

英航所 盘古路７２７号３号楼３０１室 ６６６５０１９９

蓼源所 淞宝路１１３１号（与永乐路交叉路口） １３８１６５５８０６０

钧发所 大康路１０２１号、１０２３号 ５６５７５００１

轩杰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９号７层０５０—０６８号 １３９１６０５２４２１

展通所 真北路９２６弄３号８１０ １３９１６１５６７９９

珍妮特申所 水产路２４４９号４楼 １３５６４４０４０８０

（陈　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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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事
■编辑　王素炎

党管武装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人武部坚持以
习近平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要论述为

指导，以强军目标为牵引，在坚定维护核

心、服务备战打仗、扎实动员准备、全面强

基固本、持续正风肃纪上用劲发力，全面

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加强思想政治

建设。抓好“三个维护”（维护党中央权

威、维护核心、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扎根落地，突出学好习近平“治国理

政篇”“强军兴军篇”“国防动员篇”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分４个季度、４个专题抓
好党委机关理论学习，集中开展“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组织

开展“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大讨论活

动。组织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活动，专
题开展“学习习主席思想、敬仰习主席风

范，做习主席的好干部好战士”学习实践

活动。结合民兵整组、训练备勤、战备演

练，加强民兵思想政治教育和使命职能教

育。加强军事训练，强化支援打仗、保障

打赢意识。区分首长机关、基层专武干

部、教练员队伍、专业骨干和民兵重要力

量分队，采取参加上级组织、区集中组织

和各街镇自行组织等方式，抓好训练落

实。全年共完成各项民兵训练、集训和演

训任务。全年组织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参

加上级集训多批次，区级完成应急分队、

参加支援海军分队和重要目标防卫分队

民兵集训，各街镇全年组织备勤。６月，
组织民兵双２５高炮分队成建制进行“一
个过程”非实弹战术演练。７月—９月，
组织民兵分队参加区“防台抗汛”备勤和

情况处置。１０月、１１月，组织民兵分队参
加进博会安保集中备勤和信息搜报，其中

月浦镇民兵登高观察哨参加战区集中演

练发现目标早、上报及时，受到上级机关

好评。在警备区年度“群众性练兵比武”

活动中，吴淞街道武装部副部长陈李敏获

全市专武干部“综合成绩第一名”“军事

理论第一名”和“电台操作第二名”，受到

警备区通报表彰。加强国防动员准备，按

照“军队提需求、国动委搞协调、政府抓

落实”总体要求，推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

量建设。核对上报区国防动员潜力数据

及国防动员需求，组织重要目标战场勘察

和指挥对接，修订多个重要目标协防战斗

方案、修订“一总七专”（国防动员总体方

案，政治、经济、交通、科技、信息、人民武

装、人民防空专业方案）方案及相关配套

计划。落实普通民兵和基干民兵编设任

务。强化党对民兵工作领导，全区共预编

营党委、连队党支部、党小组、联合党支

部。配齐应急连装备，签订１４类１１１２件
（套）防汛抗洪装备预征预储保障协议。

抓好征兵工作。突出抓好国防教育与全

民教育、与先进文化、与时代发展“三大

融合”，形成“教育对象全员覆盖、形式内

容全面拓展、软件硬件全面升级”的国防

教育新局面。２０１８年，全区中小学生有
近１０万人次参加国防教育，覆盖率达
１００％，９８７５３人次中小学生参与国防教
育日活动。结合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及
第１８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节点，会同区委
宣传部、区民政局等部门，开展“滨江双

拥—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双拥国防知识竞
赛”，全区４７万余人参加比赛。９月，区
人武部、区双拥办和团区委、联合主办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国防双拥知识竞赛活动，
全区共有８万余人次参加线上答题，点击
阅读量１４００５６次，答题数量累积达１１０
万题。组织全区１２个街镇７９个社区约
３７万余居民进行防空疏散演练。１１月，
顾村镇、罗店镇和张庙街道联合编建的区

民兵综合应急一连在历次点验、迎检中训

练有素，被警备区肯定评为“民兵工作先

进单位”。８月１３日和９月３０日，在上
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仪式广场、宝山烈士陵

园分别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８１周年
和烈士纪念日活动，区四套班子领导，驻

区海陆空武警部队官兵、烈士后代及社会

各界代表共９００余人次参加活动。指导
配合教育部门抓好学生军训，协调驻区部

队向社会开放军营，增强市民国防观念。

加强安全管理，对照安全工作检查考评暂

行细则１４个部分７９项具体内容，制定安
全管理工作措施。保密室实现与区１１０
联动保密监控、人密办公分离，达到市级

机要保密要求，在市区机要考评中被评为

优等。加强对涉军涉恐、涉稳情报信息研

判掌握，调整节假日民兵应急值班备勤力

量，完善武器库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开

展“百日安全活动”，坚持每周安全检查

报告制度，实现全年安全稳定无责任事

故。加强后勤建设，编报年度财经预算，

严格落实财经管理、审计检查制度，严把

经费开支、核算、报销等关口，加强物资集

中采购管理。全年集中采购金额达

２２１４万元，采购率达９６１％。落实“资
产一体化管理”和“公务卡”结算制度，各

项业务经费开支均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完

成行政消耗性开支压减指标。规范车辆

派遣、报批、登记、检查和保养手续，累计

行驶６８万千米安全无事故。更新维护
民兵训练基地地下靶场设施设备、新装办

公楼应急灯、营院电力线路整治、食堂煤

气报警设备、武器仓库消防设施。加强军

民共建，协调区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

协调驻沪十大部队领导和驻区部队领导

参加军政座谈会，配合区文明办开展创建

精神文明活动，配合区双拥办协调相关部

门到驻区部队调研，落实双拥实事项目。

总计投入３５亿元，帮助驻区部队进行雨
污分流改造，投入５３万余元支持有关部
队设施建设。配合区人事劳动、民政、教

育等部门做好退伍军人安置和随军家属

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优待政策的落实。

推进双拥（优抚）之家和退役军人事务顾

问点建设，在全区１２个街镇和宝山城市
工业园区建设 １３个双拥（优抚）之家。
年内，宝山区被上海市政府、上海警备区

评为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９３３



【加强党管武装】　宝山区委强化党管武
装意识，落实党管武装责任。区委２次组
织党委议军，第一时间组织学习习近平主

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示，集中

观看《铁纪强军》。区委、区政府主要领

导组织部署并参加对民兵调整改革、民兵

军事训练、征兵和停偿等大项任务。各街

镇（工业区）定期组织党委议军，研究工

作、解决问题，党政主要领导组织参加烈

士公祭、全民防空、民兵整组、国防教育等

重大活动。全年总计投入专项经费３８
亿元，帮助驻区部队完成停止有偿服务、

管道燃气安装、雨污分流及区征兵工作、

扶贫帮困等４０余个项目。

【开展民兵整组】　宝山区推进民兵调整
改革，突出巩固应急分队、防空分队、军兵

种分队建设，突出抓好干部骨干、技术人

才、组训力量保留，突出推进新型、新质民

兵分队组建，调整普通民兵。全区４７１个
村居委会，分别落实３０人编组。完成基
干民兵编组。５月上旬，对１２个街镇民
兵整组情况进行点验，到点率９６％。推
动基层民兵连长进“两委班子”，在各个

居委会设立兼职兵役干部，在庙行镇组织

基层武装工作规范化试点。推进企业民

兵工作，抓好五冶、二十冶、石洞口电厂、

煤气厂等单位成建制编组工作。抓好高

校民兵工作，巩固通信、网络对抗、工程保

障分队建设成果，组织高校民兵参与学生

军训、应征发动等工作。

【组织征兵工作】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１８周
岁以上男性公民兵役登记率１００％，上站
体检超过任务数３倍，合格率３７６％。完
成直招士官和新兵征集任务。３月，利用
“宝山国防”微信公众号，宣传上海征兵

优抚政策和征兵工作流程，协调区委宣传

部、宝武集团等单位在区电视台以及９个
电子大屏幕滚动播放征兵广告。指导驻

区院校走访藏区，挖掘宣传素材，结合学

生军训、五四青年节等时机，加大宣传发

动力度。协调区教育局督促青年落实网

上兵役登记，组织基层采取现地设点登

记、协助登记、上门登记等办法，提高兵役

登记率，全区适龄青年兵役登记率９０％，
其中１８周岁男性公民首次兵役登记率达
１００％。５月１６日，组织新任专武干部开
展兵役执法资格考试，通过率１００％。突
出抓好３００人以上企业执行兵役法规情
况调查，走访５所高等院校和１６家中等
学校，完善兵役执法台帐。５月２５日，接

受市征兵办执法检查，相关工作得到警备

区和市征兵办肯定。５月—９月，采取
“分科检查与集体把关”方法分批组织高

校青年和社会青年上站体检。采取“系

统信息比对与单位个人核对”相结合办

法，把好政治考核、年龄学历关口。９月
１３日，区召开定兵会及征兵工作领导小
组工作会议，研究优抚政策。

【举办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９月 １５
日，宝山区组织１２个街镇以设点宣传方
式开展第１８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区
国教办紧贴“传承红色基因，共建巩固国

防”主题，下发宣传资料５３００余册。区人
武部会同区委宣传部、区民防办、友谊路

街道在安信广场设立活动主场，其他１１
个街镇在各自区域繁华地段设点，采取国

防教育板报展评、国防教育签名、发放国

防教育宣传资料、进行国防知识现场问答

等形式开展互动活动，利用宣传横幅、大

型电子屏、社区锣鼓队、秧歌队等营造氛

围。区委、区政府分管国防教育领导和区

人武部领导到相关教育点检查指导，并参

与宣传活动。

【协调驻区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

　区停偿办按照军地协同、依据政策、服
从大局、严守纪律要求，全面落实驻区部

队停偿工作。至年底，５３６个房地产租赁
项目中，２２个“委托管理”项目和３个“资
产置换”项目按计划推进关停，其他项目

全部完成停偿善后工作。

【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区人武部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促进军地融合发展，协调政

府部门和相关单位支援驻区部队建设。

军改以来，驻区部队变动较大，区领导第

一时间到新组建部队走访，实地征询意

见，现场办公解决问题。春节、八一节、部

队执行重大任务、中国首届进博会等期

间，区委、区政府共慰问部队６７家次，为
部队赠送电脑、空调、电视、摄影器材、日

常用品等慰问品４１４万余元。投入５３万
余元支持部队设施建设，改善官兵学习、

文化娱乐环境。举办大型专场文艺演出

５场、“东方讲坛”进军营２０余场、优秀电
影进军营４０场次，举行驻区部队第七届
“双拥杯”定向越野、五人制足球比赛，组

织３００名优秀官兵看上海活动。做好军
嫂安置工作，举办第２２届军嫂就业专场
招聘会，１０５名随军家属实现就业。安排
１３８名军人子女入幼、入学、转学，对３５８

名现役军人子女给予学习和生活上的关

心照顾，给予９名现役军人子女中考降分
录取优待。

双拥共建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域内驻有陆
海空三军、武警、边防、消防部队。有军用

机场、军用港口，以及靶场、码头、电台、军

用仓库等军事设施。驻区陆、海、空军、武

警部队贯彻落实军队改革方针和军民融

合发展要求，围绕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

风优良强军目标，围绕完成大规模作战和

多样化任务，全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工作。

【开展拥政爱民活动】　宝山区驻区部队
以开展“同学创新理论、同树文明新风、

同建和谐平安”“百连万兵进社区、扶贫

帮困献爱心”“百连百区共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活动为平台，开展形式多样拥政

爱民活动，当驻地有急、难、险、重任务时，

驻区部队给予最大支持和帮助，为维护宝

山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做出贡献。支持地

方经济建设。驻区部队坚持以“和谐宝

山、平安宝山”为己任，与区公安、安全等

部门建立健全联防联控机制，为宝山提供

可靠安全保障。首届进博会期间，驻区部

队、武警等做好空中和地面勘查、安检工

作，做好各种防范预案，完成进博会安保

任务。驻区部队全年出动车辆参加抢险

救灾，支持地方重大活动和建设项目，主

动推进“停偿服务”工作。参与精神文明

建设。在海军节、空军节等节日期间，驻

区部队协助地方开展国防教育和军营一

日等活动，接待市民群众３２２万人次。
在创建文明城区、文明行业、文明街镇、文

明社区活动中，驻区部队派出军训教官军

训学生１１万余人次。武警宝山区支队、
预备役高炮一团等部队长期坚持定期组

织官兵开展为民服务活动，受益群众２万
余人。开展“扶贫帮困献爱心”活动。驻

区部队开展“军徽映夕阳”“军徽照晨曦”

活动，陆军预备役师、武警宝山消防支队

等驻区部队坚持与３６个敬老院和３７２名
社区困难老人长期结对，开展精神慰藉、

为老服务和慰问等助老活动。１０月１７
日“扶贫日”期间，有关部队官兵与永清

路小学、和衷小学、同泰路小学、广育小学

２２名困难学生签约结对帮困。至年底，
驻区部队共与１３０名困难学生结对助学，
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夏　宇）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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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指挥通信设备和器材

序号 名　称 数量 说　明 序号 名　称 数量 说　明

１ 计算机 ４８台 其中便携式２台

２ 打印机 １３台

３ 传真机 ２台

４ 复印机 ２台

５ 电话总机 １台

６ 电话分机 ６５０部

７ 小灵通 １００个 已使用７５个

８ ８００兆无线固定电台 ３５台 数字型

９ ８００兆无线手持电台 ６３台 数字型

１０ 扫描仪 ２台

１１ 警报器 ９３台

１２ ４５０兆无线手持电台 ２０台

１３ 计算机服务器 ７台

１４ 指挥车 １辆

１５ 警报通信车 １辆

民防与救灾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共有地下工程
３７８０座，比上年增加 ２２５座；建筑面积
６３１８４万平方米，增加６７３３万平方米。
其中：民防工程共 ７４９座，建筑面积
２３０７７万平方米，使用面积１９７１６万平
方米；普通地下室 ３０３１座，建筑面积
４０１０７万平方米。年内，区民防办在全
市区民防办业务综合考核中被评为年度

优秀单位。

【民防组织指挥训练和演练】　区民防
办发挥街镇人防办作用，召开街镇人防

办主任工作会议，部署年度民防工作，民

防工作向基层延伸。组织淞南镇、大场

镇、顾村镇、罗店镇社区居民开展防空袭

临战疏散及对口接收实兵演练。完成

９４台防空警报器维修养护和测试工作，
设备完好率达 １００％。９月 １５日，完成
警报试鸣任务，参加警报试鸣的９３台固
定警报器和 １台移动警报器鸣响率
１００％，完好率 １００％。结合“５·１２”防
灾减灾日、全民国防教育日和“９·１５”
警报试鸣，组织全区１２个街镇１５０个社
区约３５万名居民开展防空疏散演练。
制订固定和机动指挥所应急开设方案和

计划。定期组织开展指挥所设备检查、

保养、定时联通、文电传输、“１＋１（每月
一联、每季一练）”应急开设等工作，确

保基本指挥所、预备指挥所、移动指挥车

各要素始终处于良好战备状态。

【民防应急救援】　区民防办加强特救
中心和兼职队伍建设，抓好训练和设备

添置。与石洞口电厂、石洞口煤气厂等

区内重要经济目标单位建立工作协调机

制，将重要经济目标单位专业队伍纳入

区民防办兼职救灾队伍行列，指导开展

训练演练，并配置专业装备。参与区内

灾害事故处置，全年处置各类突发事故

１０起，出动人数７０余人次，其中处置异
味事故５起。完成《宝山区反恐怖工作
责任书》签订，修订《２０１８年处置核生化
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案》，组织专业队伍

处置化学毒气事故应急演练。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建设】　区民防办
完善“２１５”人防指挥所应急开设方案，
并开展人防指挥所紧急开设演练。完成

年度防空警报器巡检维护工作，推进太

阳能警报器建设，组织各街镇人武部干

部开展人防指挥通信技术保障培训，完

成地面指挥所大屏改造工作，推进防空

警报有无线控制系统升级改造。按照警

报建设规划，结合试鸣情况，推进防空警

报网建设工作，年内在顾村镇新装警报

器２台。保障区政府电视电话会议，受
理查询、转接电话１１万余次，通信保障
做到全年无事故、零投诉。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和培训】　区民防
办组织民防知识培训，分别组织社区民

防讲师、学校民防老师、社区民防干部进

行民防知识培训，参加培训３２０人。组
织民防讲师团在社区开展民防知识百场

巡讲。组织社区居民、学校师生共３０００
余人参观宝山民防科普馆。开展民防集

中宣传，结合“５·１２”防灾减灾日、全民
国防教育日开展系列民防知识宣传活

动，向市民普及应急防范知识，发放

３０００多份宣传手册。借助“宝山发布”
政务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联合开展人民

防空知识问答，微信有奖问答参与网民

１０万余人次。加强学校民防教育，制订
全区学校国防民防教育工作方案，落实

人防知识课程。招收宝山民防科普馆学

生义务讲解员，参加上海市安全达人知

识竞赛。

【推进避难场所建设】　区民防办按照
平战结合建设应急避难场所，８月底完
成罗泾中心校、高境四中两个应急避难

场所建设。罗泾中心校ＩＩ类应急避难场
所总有效避难面积７３７２平方米，总避难
人数２４５６人。高境四中 ＩＩ类应急避难
场所总有效避难面积３１３６５万平方米，
总避难人数１０４４人。

【民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区民防办加
强规划建设，完成《宝山区民防骨干工程

规划布局》编制工作，推进上港十四区民

防专项规划落地和民防骨干工程建设。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点落实社会

投资项目审批改革、结建民防配建面积

新标准执行、建立“单一窗口”服务模

式，实现“一窗办理”新型服务模式，加

强软硬件升级配套。推进公用民防工程

维修养护，共有４７座工程列入年度维修
养护计划，年内完成全部项目施工，总投

资额１６０万元。推进非公用民防工程养

１４３



护，对友谊路街道、张庙街道、庙行镇、大

场镇４个街镇１３７座符合非公用民防工
程养护条件，开展汇总评估、宣传协调，

走访使用单位，签订维修养护责任书，并

跟踪推进工程维修养护落实情况。加强

退出序列民防工程监管，对历年来退出

序列的公用民防工程全部按要求建立管

理档案登记在册，建立检查制度，落实专

人管理。制订民防办城市管理精细化三

年行动计划，开展住宅小区综合治理，依

托“美丽家园行动”，落实地下空间监管

制度和属地化管理职责。

【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管】　宝山区民
防办落实目标责任，与各街镇园区签订

地下空间安全管理责任书，落实地下空

间安全管理工作责任和要求。夯实常态

管理，依托网格化管理平台，强化日常监

管。全年共出动检查人数４３２４人次，检
查工程 １７２９６座，上报网格案件 １０８６
件，结案９２７件，结案率８５４％。开展专
项检查，围绕重要时节、重大活动开展联

合检查、交叉检查、突击检查，向街镇发

送安全建议书１３份。抓好安全培训，开
展地下空间安全培训和民防工程养护培

训。针对地下空间存在多发性、经常性

安全隐患，对全区近２６０家地下空间使
用单位开展安全培训。年内，联合消防、

水务、大场镇开展消防、防汛突发事故处

置演练。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抓住地下

空间安全监管员队伍转制机遇，制订具

体方案，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组建新的

地下空间监管队伍，实行新的考核办法。

（王卫峰）

表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化救专家队伍组成

序号 组建（派出专家）单位 人数 序号 组建（派出专家）单位 人数

１ 上海誉瑞仪器有限公司 １

２ 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１

３ 上海试四赫唯化工有限公司 １

４ 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 １

５ 美国华瑞中国技术服务中心 １

６ 上海三邢无损检测设备厂 １

７ 第二军医大学 １

８ 华谊集团 １

表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

队伍名称 人数 器材名称 数量

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备用钢瓶 ４

堵漏器材 １

化救服 ８

石洞口煤气厂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６

堵漏器材 １

联想台式电脑 １

防爆照明 ２

化救服 １２

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６

堵漏工具 １

化救服 １２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化救队 ６

备用钢瓶 ４

进口呼吸器 ４

堵漏工具 １

化救服 １２

表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材

序号 名　称 数量 型　号 序号 名　称 数量 型　号

１ 进口空气呼吸器 １０套

２ 过滤式呼吸器 ２０套

３ 有机毒气侦检仪ＰＩＤ １台

４ 红外拉曼侦检仪 １台 ＧＭＩＮＩ

５ ５合１气体侦检仪 １台 ＰＧＭ—５４

６ 氯气侦检仪 １台 ＰＧＭ—３６

７ 氨气侦检仪 １台 ＰＧＭ—３６

８ 二氧化硫侦检仪 １台 ＰＧＭ—３６

９ 硫化氢侦检仪 １台 ＰＧＭ—３６

１０ 烷类气体侦检仪 １台 ＸＰ—３１６Ａ

１１ 无线遥控侦检仪 １套 ＰＧＭ—５０２０

１２ γ射线侦检仪 １台 ＰＲＭ—１７３０

１３ 中子侦检仪 １台 ＰＲＭ—１７３０

１４ 个人剂量仪 １０台 ＰＲＭ—１１００

１５ γ能谱仪 １台 ＸＩＭ—ＭＡＸＧ１１１０

１６ 国产防化服 ２４套

１７ 化救车 １辆

１８ 气象色普仪 １台 ＲＡＥ

１９ 军事毒剂侦检仪 １台 ＣＨＥＭＰＲＯ１００

２０ 侦检管 １套

２１ 甲醛检测仪 １台 ＰＰＭ—ＨＴＶ

２２ 温度检测仪 １台 ＦＬＵＫＥ６２ＭＡＸ＋

２３ 风速检测仪 １台 Ｋｅｓｔｒｅｌ—４５００

２４ 电动破拆工具 １套 ＨＲＳ—９３ＤＦ

２５ 电锯 １把 ＴＳ４２０

２６ 空气呼吸器钢瓶 ２０只

（王卫峰）

消防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有在勤消防站
１０个、消防车４７辆，在用消火栓６９１６只
（其中市政５２９８只，居民１６１８只），在定
区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４７６家。全区共
发生火灾事故 ３１５起，比上年减少 ６３
起，死亡７人，受伤１人，直接财产损失
２８９８万元。消防支队接警出动 ５５０８
次，出动车辆 ８６７０辆，出动警力 ６８２８０
人，抢救被困人员４２４人，疏散被困人员
２８８人，抢救财产价值３１７７１万元。完
成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顾村樱花

节保卫等消防安保任务，确保社会面火

灾形势稳定。全区累计开展监督检查社

会单位７８万家次，发现火灾隐患１９万
处，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１７４２万处，罚款
金额１３７６万元，行政拘留 ２８１人，下发
临时查封决定书 １８２份，责令“三停”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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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施工、停止使用、停产停业）单位

６１５家，下发火灾事故认定书５２份，火灾
原因查结率１００％。罗店、顾村、石洞口
３个中队被上海市消防总队评为“进博
会”消防安保工作先进中队，大场、宝三、

罗泾３个中队被上海市消防总队评为年
度“双争”活动先进中队，顾村中队消防

员包范康被公安部消防局评为“优秀共

产党员”，机关后勤处卓佳家庭获评上海

市“海上最美家庭”，防火监督处参谋黄

佳波荣立二等功，２０名基层指战员荣立
三等功，微电影《英雄本色》获市总队

“红门荣耀·辉煌新篇”主题微电影作

品评比二等奖。

【完成改革转隶】　１２月２９日，宝山区
消防救援队伍迎旗、授衔和换装仪式在

宝山区政府一楼大厅举行。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仪式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主持仪式，副区长陈云彬，副区长、

区公安分局局长黄辉出席。区各委办

局、支队党委班子成员以及基层指战员

代表参加仪式。

【落实政府消防安全责任】　宝山区委、
区政府多次召开消防工作会议，研究部

署消防工作，与各街镇签订《消防安全责

任书》，分解落实责任，结合区域消防安

全形势，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对消

防工作作出指示批示，并带队检查消防

工作。区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据各自

职能，细化出台本系统、本行业消防工作

方案，严格落实“清单式排查、菜单式推

动”工作要求，区安监局引入第三方服务

机构参与危化企业隐患治理，区民政局

推动完成养老机构电气线路改造，区教

育局部署推进暑期消防宣传教育行动，

区民防办开展地下空间专项整治，区卫

计委发起医疗系统消防专项检查，区文

广局对辖区内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开

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等。

【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活动】　
宝山区围绕火灾防控需要，坚持“属地主

导、部门联动、媒体参与”，动员社会各方

力量，开展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用足用好

查封、关停等强制手段，彻底督改一批火

灾隐患，查处一批消防违法行为，曝光一

批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不良行为，尤其

对“三合一”（指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

一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能违章混合设置

在同一空间内的建筑）场所违规住宿人

员坚决予以清零。完成上海立梦仓储服

务有限公司、湄星路８号２处市级，宝安
公路８２８公寓、泗东路３９号公寓房、泰
和路７１７弄８０号公寓房、泰和路７１７弄
６６号公寓房４处区级等重大火灾隐患
及隐患集中区域整治。大排查大整治期

间，共出动４７万人次，检查规模租赁住
宿场所３２４家次，农村自建出租房９６９２
家次，人员密集场所３６７４家次，易燃易
爆单位２９５家次，施工现场３４０家次，其
他单位４７万家次，督改隐患４８万处，
关停单位 ４８８家，发现“三合一”场所
５１９２家，整治“三合一”场所４０２０处，清
退违规住宿人员 ７２９８人。针对电动自
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顽症，各公安派出

所实行“消防当场处罚”举措，至年底处

罚、警告１０００余人，居民小区消防违法
行为投诉举报下降１５３％。

【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管控】　宝山区坚
持“专群结合、以专带群，广泛宣传、群防

群治”，动员广大平安志愿者，从严、从紧

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管控工作。年初共发

动烟花爆竹管控平安志愿者１４３万人，
重点看护巡逻全区５１５个居村委、８７４个
小区和１０６条重点线路，设置１０处临时
回收点，累计查获非法从事烟花爆竹销

售案件２起、收缴各类非法烟花爆竹５００
余箱、刑事拘留２人、带所训诫１５人，印
发各类宣传海报、卡片１２万余份，在１００
多块室外电子屏滚动播放宣传视频６万
余次，发放告知书 １０万份，承诺书 ５４
万份，实现“禁放区域零燃放，坚决防止

发生因烟花爆竹引发的重特大安全事

故”工作目标。

【完成消防安全政府实事项目】　区消
防支队按照《宝山区落实２０１８年市、区
两级政府消防实事项目实施方案》，将

“为每个居民小区开展１次消防逃生疏
散演练”“为全区１５个老旧小区进行消
防设施改造”“为５栋（自然栋）高层住
宅公房及售后公房实施消防设施增配或

改造”“为全区５０８个村（居）委微型消
防站配备通讯调度设备”作为市、区两级

政府消防实事项目。至年底，实事项目

全部完成并通过验收。

【夯实消防安全基础】　宝山区财政年
度预算安排消防业务经费 ７７８８５３万
元，其中基本支出经费 １９９９６万元，政
府专职消防员经费 ２２９９０４万元，日常
装备购置经费６００万元，更新主战消防
车专项经费 ９００万元，其它专项经费

１９８９８９万元。按照“十三五”规划消防
站建设要求，办理南大、庙行及友谊战勤

保障消防站土地等前期手续，落实项目

区层面土地及“七通一平”投资计划（共

计５１７７万元）。由顾村镇政府提供场地
及资金支持，按计划开工建设顾村小型

消防站。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　宝山区结合“１１
·９”消防宣传月、“５·１２”防灾减灾日
等活动，运用广播、电台、微博、微信等

市、区主流媒体，开展消防安全宣传，累

计在市级、区级主流媒体报道７２次，推
动形成“人人关注消防、人人参与消防”

社会意识。结合市政府消防实事项目，

组织７４０个小区开展疏散逃生演练，对
全区５０８个社区微型消防站队员分批次
开展消防业务技能轮训，共开展各类消

防培训授课３００余次，培训微型消防站
队员１２００余人。坚持多部门联动，区消
防委联合区房管局、商务委、民防办、安

监局和各街镇等，做实做细消防安全“七

进”（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

进企业、进农村、进网站）宣传教育，累计

印发宣传资料４０余万份，悬挂各类横幅
２０００余条，受益群众５０余万人。

【典型火灾扑救】　１月 １２日 ４时 ２６
分，罗东路１１７６号上海权波木业有限公
司厂房仓库发生火灾，过火面积约 ３００
平方米，５时３４分扑灭火灾，现场无人员
伤亡。３月２６日１０时２６分，铁力路８７５
号上海雯霞橡塑模具有限公司发生火

灾，过火面积约５００平方米，１２时０７分
扑灭火灾，没有人员伤亡，成功保护该单

位南侧木材堆垛。４月 ２７日 １７时 ０８
分，月浦镇段泾村西北宅７２号上海姚丽
家具有限公司仓库发生火灾，现场为单

层彩钢板结构建筑（为该公司搭建的违

章建筑，用于堆放家具杂物），过火面积

约３００平方米，１８时１５分扑灭火灾。
（冯建斌）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政法系统以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宝山、法治宝山为引

领，推进政法综治和维护社会稳定各项

工作，全区社会治安形势稳中向好，社会

面保持平稳有序。年内，宝山区被评为

上海市“平安城区”。罗泾镇、罗店镇、

吴淞街道、友谊路街道４个街镇被评为
市“平安示范社区”；张庙街道、杨行镇、

月浦镇、顾村镇、庙行镇、大场镇、高境镇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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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个街镇被评为市“平安社区”；区水务
局、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上海市

行知中学等２５８个单位被评为市“平安
示范单位”。

【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宝山区
制定实施《上海市宝山区反恐怖主义工

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推进打击严重暴力

恐怖等专项行动，严密反恐防控责任和

措施。加强情报信息、人民防线建设，筑

牢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防线。强化治安重

点地区综合整治，借力科技手段，组织开

展打击防范“三车”（摩托车、助动车、电

动自行车）盗窃专项行动。区委政法委

搭建工作平台，牵头区公安分局、检察

院、法院等部门，专题研讨“套路贷”案

件办理工作经验。组建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专网，建设反邪教专业力量。做好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安保维稳工作，

对涉及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问题、

重点人员的突出信访矛盾开展攻坚化解

和“止新化旧”。按照“一案一策”化解

工作要求，加强分级化解、分色管理、分

类处置，制定下发《关于开展大规模群体

性事件应急处置演练的通知》，细化群体

性突出矛盾应急处置预案，及时妥善处

置重大不稳定因素，完成首届中国进口

博览会、青岛上合组织峰会等重要节点

期间安保维稳任务。注重社会矛盾多元

预防，结合重大板块转型、重大项目开

工、重大工程建设，定期加强情报信息会

商和稳定形势分析研判，做到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和常态化跟踪管理，分类分层

落实风险防范措施。打造人民调解工作

升级版，抓好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化解工

作，压实信访事项首接首办责任，规范信

访基础业务。

【构建公平高效法治服务环境】　宝山
区按照司法体制改革２０版要求，深化
司法责任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

套和内设机构改革。区法院探索新型办

案团队建设，实现案、岗、额最优化配置，

法院领导带头办案做法受到市委政法委

肯定。区检察院实行“捕诉合一”办案

新模式，打造新型办案组织，凸显检察官

司法办案主体地位。发挥政法职能部门

优势，为宝山建设具有一流竞争力发展

环境提供法治保障。区法院制定《关于

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实施意

见》，依法妥善处理涉军停偿等各类涉民

商事矛盾。区检察院制定实施《关于依

法服务保障“四大品牌”重要承载区建

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长江口环境

与资源保护联动协作机制的意见》，在上

海市首创检察公益诉讼观察员制度，促

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区司法局

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系统梳理司法

行政系统行政审批事项和窗口服务事

项，全面部署公证事项“最多跑一次”服

务，所有行政审批时间缩减 ２／３。开展
“七五”普法，印发《宝山区关于实行国

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

实施意见》，提升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水

平，以学习新修改宪法为契机，在全区组

织开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加快建设法

治宝山”主题法治宣传实践活动，全覆盖

式开展宪法学习工程。制订《“法治宣

传，预防犯罪”进村居专项活动方案》，

开展法治宣传、犯罪预防进村居专项

活动。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宝山区启
动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

战，成立由区政法各部门、纪检、组织等

部门组成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

小组，制订《宝山区关于深入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方案》《宝山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线索排查制度》等文件，按

照“打早打小、露头就打、除恶务尽”工

作方针，保持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市霸”

“菜霸”“套路贷”等各类涉黑涉恶违法

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清除黑恶势力滋

生土壤。注重宣传发动，组织开展大排

查、大宣传活动，累计张贴、发放《宝山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方式公告》等宣

传材料１０余万份。

【织密联防联治安全网】　区政法委牵
头修改制定《宝山区健全落实综治领导

责任制实施细则（试行）》，落实平安建

设责任书签约、通报约谈、“一票否决

权”等工作制度，推动各成员单位尽职履

职。制订《区级综治中心建设方案》，细

化各级中心岗位设置，配齐配强１３０个
社区工作者，推进三级综治中心规范化

建设和实体化运作，推动综治、公安、网

格信息资源的互联共享，将综治中心打

造成联动融合、互联共享、开放共治的平

安建设平台。深化“群防群治守护网”

建设，对接公安实战化要求，形成紧贴实

际、公密结合、全时段、全覆盖的布防格

局。对全区２１万名平安志愿者实行统
一管理、统一培训、统一标识上岗，组织

２２００多名“红袖章”开展社区治安巡逻、
邻里守望、防范宣传等平安志愿服务。

首届进博会安保防控工作期间，３３７万
人次平安志愿者参与社区治安巡防、轨

交站点驻点守护、进沪陆路无名道口安

全管控等活动。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共

表彰奖励区级见义勇为先进分子５人。

【构建平安建设信息化体系】　宝山区
完成“雪亮工程”一期项目建设，全区近

１０００个小区出入口、边门的视频监控探
头升级改造，安装高清智能人脸识别监

控“慧眼系统”３０００套。完成 ４００个小
区２５万个楼道门开闭智能化管理系统
建设，成为首个实现社区人脸识别监控

全覆盖的地级区。对前期排摸梳理的

５４１个物防技防设施缺失小区，分两批
按照“雪亮工程”联网要求进行改造，完

成首批３０８个老旧小区技物防设施升级
改造项目，推进其他２３３个小区改造项
目。利用“雪亮工程”、人脸识别慧眼系

统等多系统多场景集成应用开发，构建

形成“平安宝山智联网”大数据汇聚应

用平台，实现社区治安重点要素精细化

管理。分类开展“智能安防”试点建设，

在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试点建设“智能

安防小区”，在杨行镇试点建设“智能安

防村宅”，在庙行镇试点建设“智能小

镇”，探索和打造“智慧社区微脑”，形成

具有宝山特点的信息化、智能化治安防

控体系。《“雪亮社区”联网建设方案》

获评上海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优秀案例。

【提升政法工作信息化水平】　宝山区
推进智慧公安建设，打造宝山大数据实

战应用室，开发应用模型７６个，织密城
市风险感知网络，做精做强公安指挥系

统，完成顾村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升级改

造，构建集指挥调度、警务布局、情报研

判、图像分析、执法监督、感知预警、视频

巡逻、非警务分流、交通非现场执法和绩

效评估等功能于一体的指挥“中枢”，初

步形成“研判多维、指挥扁平、处置高

效”的精准警务模式。区公安分局以提

供优质的公共安全服务为突破，做好

“１２３４５”网格工单、“一网通办”综合窗
口，结合地区交通、出入境办事窗口“东

密西疏”分布实际，在顾村镇试点“一网

通办”综合窗口建设，一站受理户籍办

理、出入境申请、交通处理等４８个服务
项目。区法院推进审判流程随机自动分

案系统建设，推进电子卷宗随案生成与

深度应用，初步形成数据即时生成、资源

互通共享的审判数据应用格局。推进诉

讼服务中心升级建设，对接诉讼服务网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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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平台，升级窗口功能，为群众提供诉讼

引导、案件查询、联系法官等一站式、综

合性、低成本的诉讼服务。区检察院推

进远程视频传输系统建设，做好远程提

讯、远程指挥出庭、远程汇报案件、远程

接待信访工作。建成全市首家１２３０９检
察服务中心，打造集检察申诉、法律咨

询、司法救助等１４项功能于一体的“一
站式”综合性服务大厅，打通检察机关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区司法局打

造线下窗口、线中电话、线上网络“三位

一体”的服务体系，依托“社区通”平台，

全面上线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实现群众

随时随地享受精准普惠的公共法律服

务。推进以电子监管、移动执法仪、指纹

签到为核心的电子监管，推动矫正安帮

工作实现内涵式发展。区信访办加强网

上信访事项办理，坚持让“数据多跑腿，

群众少跑路”，办好市、区转交办网上信

访事项。

【开展征文和知识竞赛】　上半年，宝山
区组织全区政法系统开展“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当好平安宝山建设排头

兵”征文比赛活动。评选出优秀组织奖

２名，征文一等奖３名、二等奖６名、三等
奖１０名、优秀奖２０名。下半年，举办全
区政法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当好法治宝山建设先行者”法律知识竞

赛决赛活动，共有公安、检察院、法院、司

法局、政法委机关等１２支政法系统队伍
参加复赛，区公安分局、检察院、法院、司

法局的６支代表队分获决赛一、二、三
等奖。

【打击禁毒犯罪活动】　宝山区开展吸
毒人员排摸评估，加强重点吸毒人员管

控。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提升戒毒康复

水平。加强基层禁毒队伍建设，强化易

制毒化学品管理，全力确保“三个不能”

（不能成为制造毒品、非法生产贩卖制毒

物品的源头，不能发生吸毒人员引发的

重特大案事件，不能滋生未成年人吸毒

问题）目标实现。加强对情报线索的分

析研判，破获公安部下达的“２０１８—１６０”
“２０１８—５２９”等２起毒品专案和市公安
局督办的“２０１８—２４”等毒品案件。推进
查缉毒品、严格易制毒化学品、麻精药品

和毒品类似物管理工作。加强对非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安全监管，做好行政

许可和备案工作，落实易涉毒化学品双

向核查机制。开展社会面吸毒人员实际

状态排查和重新分类和评估有关要求，

对全区社会面吸毒人员开展面对面信息

核查，掌握每一名吸毒人员身体状况、动

态去向和现实表现。对重点吸毒人员均

建立一人一档资料，制定管控方案、落实

管控措施。以禁毒宣传月、“６·２６”国
际禁毒日等重大宣传节点为契机，在学

校、商场、企业、轨交站等单位、场所开展

禁毒宣传。在“６·２６”国际禁毒日当
天，全区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大型禁毒宣

传教育活动。推进“６·２７”工程，区教
育局为每所中小学配备禁毒辅导员并开

展“无毒学校、禁毒示范学校、优秀校长、

优秀班主任”评选活动。开展以“不让

毒品进校园”“不让毒品进家园”“禁毒

宣传进课堂”等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加

强对化工企业、邮政、快递行业等单位法

人及职工的禁毒宣传教育。区民政加强

辖区内吸毒人员情况排摸，并开展帮困

互助，通过发放补助金、实施医疗救助、

发放廉租房补贴等方式保障吸毒人员基

本生活。做好社区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工

作，巩固并提高各门诊点治疗保持率。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成立专项小

组，帮助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拓宽就业渠

道，增加就业机会，提供职业指导、创业

咨询等服务。与各街镇签订禁毒工作责

任书，明确街镇分管领导是地区禁毒工

作第一责任人，将禁毒工作与各项管理

工作同研究、同实施、同检查、同考核，压

实禁毒工作责任。９月，组织相关领导
和干部共２３０多人开展禁毒业务培训。

【破获公安部“２０１８—５２９”毒品专案】　
７月中旬，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
支队缉毒队得到线索称有人在宝山、闵

行等多地区贩卖毒品且数量较大。宝山

分局立即对该情况进行侦查。经公安部

禁毒局批准列为公安部目标“２０１８—
５２９”毒品专案予以攻坚。８月上旬，专
案组锁定姜某等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

８月１３日，专案组在上海市松江区 Ｇ２０
高速收费站、长宁区安顺路、杨浦区眉州

路、普陀区北石路抓获涉嫌贩卖、运输毒

品的犯罪嫌疑人曹某等５人，缴获涉嫌
运毒车辆一辆、毒品冰毒一千克。８月
２０日，专案组在上海虹桥飞机场将贩毒
嫌疑人姜某抓获。８月２３日，根据江西
宜春警方反馈线索，专案组于江西省宜

春市万载县将贩毒嫌疑人上家王某抓获

归案。至此，在公安部禁毒局协调支持

和江西、云南警方配合下，宝山专案组经

过近６个月的专案侦查，成功破获公安
部“２０１８—５２９”毒品目标案件，截断一条
辐射上海、江西、云南三省市的运毒通

道、摧毁一长期盘踞上海的贩毒团伙，共

刑事拘留 ３８人，缴获毒品冰毒 ３５
千克。

【破获市公安局督办“２０１８—２４”毒品案
件】　４月，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
支队缉毒队在打击零星贩毒工作中了解

到有两名男子长期在上海市贩卖毒品海

洛因且数量较大，遂立即上报市公安局

缉毒处，成立“２０１８—２４”贩毒专案并成
立专案组开展侦查。５月２５日，在虹口
区安国路抓获贩毒犯罪嫌疑人吴某等２
人，当场查获海洛因３４３克。 （陈伟华）

５４３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庆“五一”·劳动美——宝山市民优秀摄影作品展

罗店古镇

346



书书书

　社会生活
■编辑　金　毅

２０１８年９月６日，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优秀创业项目颁奖仪式举办 摄影／陆铭华

就业
【概况】　年内，宝山区就业形势总体保
持稳定，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２３６５１人，控
制在上海市下达２６５００人以内；帮扶引
领创业６５３人，完成年度目标６００人的
１０８８３％（其中青年大学生３９３人，完成
年度目标３６０人的１０９１７％）；帮助８２５
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完成年

度目标７６０人的１０８５５％；安置就业困
难人员３３７９人（其中“零就业家庭”２５
户），按时安置率达１００％。区就业促进
中心先后获２０１８年中国技能大赛———
第四十五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市选拔赛

“优秀组织奖”、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就业服
务工作优秀奖、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五一劳动
奖状、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

（上海选拔赛）暨第四届上海创业计划

大赛优秀组织奖等。

【完成第二轮创业型城区终期评估工

作】　宝山区全年开展各类创业活动９４
场，累计５０１０人参与。推出“驿站管家”
服务，实现初创期企业点对点上门服务。

开展宝山区首批优秀创业项目评审，２０
个优秀创业项目得到“创业起航学院”、

创业孵化基地、政策办理绿色通道等服

务。完成第二轮创建创业型城区终期评

估工作，在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创业
型城区创建中，被市认定为“创建优秀城

区”。

【开展公共就业服务】　宝山区完善就
业政策体系，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区

就业促进工作的若干意见》，推动就业困

难人员市场就业率提高至８９４１％，刑释
解教人员实现就业６６人。推进市、区两
级训练营工作，引导辖区内长期失业青

年转变求职观念，提升求职能力。在建

立市级邮轮训练营和上大训练营基础

上，成立首个区级职业训练营。聚焦大

居就业群体，筹建宝山区就业促进顾村

大居分中心、罗店大居分中心，举办专场

招聘，达成意向录用３００余人。落实精
准扶贫，建立就业扶贫机制，首创曲靖—

宝山“远程面试”，完成对口云南扶贫地

区建档立卡劳动力转移就业７５００人目
标任务。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宝山区全年完
成职业技能培训２３３１万人，累计审核
各类补贴资金４４１０６３７万元。在月浦、
顾村和宝山区钢结构商（协）会建立３个
职工教育基地。组织开展技能人才培养

“双百计划”（资助优秀技能团队１００个
和首席技能人才１００名）成果评估。

【完成公益性劳动组织转制】　宝山区
出台推进区公益性劳动组织转制实施方

案。区内有涉及公益性劳动组织 １７１
家，从业人员９９１６人。

【举办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职业技能竞赛活
动】　１１月１７日，“２０１８年中国技能大

赛———上海市宝山区职业技能竞赛展示

活动暨２０１８年区级培训项目开发评审
活动”在上海中冶宝钢技术职业技能培

训中心举行。竞赛共设置１８个项目，报
名人数１３９７人，团体５６个。邀请１０名
专家分两组进行评审。上海宝山罗泾十

字挑花推广中心（罗泾十字挑花）、上海

邦德职业技术学院（跨境电商运营）、上

海宝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罗泾

“食文化”地方菜）、上海博世汽车职业

技术培训学校（汽车改装技术）、上海四

惠汽车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汽车新能源

技术原理和检修）、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

培训有限公司（邮轮餐饮服务）六家单

位申报项目成为宝山区技能补贴项目。

（彭宇珍）

社会保障
【概况】　宝山区完善社会保障配套政
策，提升社会保障待遇，开展城乡居保和

征地工作，提升保险服务能力。推进医

保惠民新政，提升医保经办服务水平。

受理原镇保人员退休申请２４８人次，城

７４３



乡居保领取待遇１７万余人，发放养老
待遇２４３２７万余元；核定区级统筹管理
征地养老人员１０１８６人，发放各类待遇
３２５３７万 元。参 加 居 民 医 保 率 达
９８３％，为职工医保人员结算医疗费用
２９０３００３５万元；宝山区居民医保参保缴
费人数２２４１万人，结算医疗费用共计
３０９９４４１万元；宝山区市民互助帮困计
划参保缴费人数２７１８２人，结算医疗费
用总计８３６１６６万元。区人保局（医保
办）超额完成２０１８年度长护险试点工作
指标，医保监管工作全市年度考核优秀。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２日，开展宝山区工伤保险集中宣传日活动 摄影／林峰

【完善社会保障配套政策】　宝山区出
台《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组织就业人员

参照灵活就业人员办法集体参加职保补

贴办法》，以个人缴费与政府、集体补贴

相结合方式，鼓励农场职工参加职保，提

升保障水平和养老待遇；《宝山区农村居

民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办

法》，引导参保居民长缴、多缴，提高养老

保障待遇；《关于进一步加强宝山区征地

养老人员区级统筹管理有关工作》，从经

费保障、管理职责等方面理清工作思路，

规范征地养老人员统筹管理。多项社会

保障配套政策，推动参保水平提高。

【提升社会保障待遇标准】　宝山区征
地养老人员月生活费标准人均增加１５０
元，提高至 ２０４８元（７０周岁以下）至
２０８８元（７０周岁以上），比上年增长
７８％；发放征地养老人员节日补助费每
人８５０元（８０周岁以下）至９００元（８０周
岁以上）；城乡居保月基础养老金标准调

高至９３０元，增长９４％，调整后宝山区
城乡居保月平均养老金达１１３０元。

【开展城乡居保和征地保障】　宝山区
落实社会保险扶贫政策和城乡居保调整

制度，城乡居保正常缴费６９１６人，续缴
率达９７２３％，指标完成率１０４％。办理
征地落实保障３６个项目１６７２人，落实
保障率达１００％。

【提升工伤保险服务能力】　宝山区坚
持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推进工

伤保险各项工作，依法完成工伤认定

３９６７件，完成劳动能力鉴定３３１４件，按
期办结率 １００％，办理工伤康复 １１０人
次。应对行政诉讼２０件，胜诉率９５％，
行政复议６件，维持率１００％。

【推进长护险试点工作】　宝山区推进
长护险定点机构合理布局和联网工作，

加快长护险定点联网纳保审批。分步推

进存量老人平移，平移进度居全市前列。

宝山区共受理申请１１７４２人，完成评估
且符合条件９４０９人。６４８３名老人享受
长护险养老机构照护，６９０７名老人享受
长护险社区居家照护，居家护理服务量

达７５０６万余人次，其中新增３０万余人
次居家照护服务，完成市年度目标２０万
人次的 １５０％，长护险基金共支付
８６０５６８万元。

【完善医保监管体系】　宝山区检查、审
核定点医药机构５３８院次，每家平均检
查次数达４次，累计追缴、扣减不合理费

用２３８１６万元（含第一批次市区联合检
查）。完成“两个”异常（门急诊次数、就

诊费用异常）审核１５８人次，追回不合理
费用１６３２万元，查实违规情况追款处
理处罚率达１００％。

【建成医保服务“宝山样板”】　宝山区
高分通过国家级医疗保险服务标准化试

点工作考核验收，建成项目组织动员到

位、体系建设完善、标准实施落地、试点

成就凸显医保服务“宝山样板”。推进

街镇医保卡制换试点，优化缴费模式，为

集中缴费做好准备工作。 （彭宇珍）

劳动关系
【概况】　全区推进新一轮和谐劳动关
系创建，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做好群体性

劳资纠纷处置，依法办理劳动人事争议

案件，做好信访和“１２３４５”工单办理工
作。年内评选表彰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

达标企业１８９家、宝山区劳动关系和谐
企业１９３家。完成４２０家劳务派遣企业
２０１７年 度 经 营 情 况 检 查，完 成 率
８８０５％。覆盖５６６２家企业有效期内集
体合同、４９５９家企业有效期内工资专项
集体合同，覆盖率分别达 ９１９０％和
８０５０％，均超额完成市三方下达集体合
同覆盖率 ９０％和工资专项集体协议覆
盖率８０％年度目标任务。区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被人社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评为“２０１８年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
场秩序专项行动取得突出成绩单位”，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获上海市劳动人事

争议处理工作综合优秀奖。

【加强和谐劳动关系建设】　宝山区开
发上线创建活动微信申报平台，深入街

镇、园区组织专场宣讲，指导各街镇（园

区）学习应用创建系统开展申报测评，推

进宝山区新一轮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全

年新申报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２８２
家，经测评、评审，２５０家通过区级评审，
宝山工业园区被推荐为全国模范劳动关

系和谐工业园区。

【提升行政效能水平】　宝山区提高行
政审批窗口整体水平，开展“互联网 ＋”
政务工作，非标工时审批和集体合同（含

企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备案达到“四

级”网办最高要求。实施全市首个劳务

派遣企业变更许可“证照同办”窗口制

度。做好公文主动公开，实现政策解读

材料、解读方案与政策性文件同步起草、

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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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审签、同步发布，共发布主动公开信

息 ４４条，依申请公开信息 ９条，公开
率８３％。

【加强劳动保障监察】　宝山区落实辖
区内劳动关系协调管理责任，开展农民

工工资支付情况、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

场秩序等专项检查，监察用人单位１３０１
家，维护１４４３５名劳动者合法权益，涉及
金额７２３４４８万元。其中处理举报投诉
８９９件，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１５８份，行
政处理４２户，行政处罚８户，罚款１２７０
万元。

【调处劳动人事争议】　宝山区各调解
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６４６９件，较
上年上升６７０％；共办结６３４７件案件，
上升 ３６３％，其中调解组织办结案件
３７１７件，仲裁机构办结案件２６３０件，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综合调解率

７８３６％，结案率 ９３０３％，按时办结率
１００％，９０％劳动争议在调解仲裁环节得
到化解，裁审差异率仅３７２％。加强预
防调解组织体系建设，区级以上园区建

立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组织比例达

７０％。推进全国劳动争议调解综合示范
工作，在各街镇（园区）相继成立预防调

解中心。启动网上调解、线下企业调解

等新举措，实现“预防更精准、服务更到

位、调解更有效、关系更和谐”综合示范

目标。１１月１日，国家人社部调解仲裁
司副巡视员郭晓宪率队到宝山区调研调

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建设、信息化建设及

行风建设情况。

【处置群体性劳资纠纷】　在“进博”“创
全”期间，宝山区强化欠薪案件和突发紧

急事件事前风险预警。全年处理１０人
及以上重大、群体性事件９７起，涉及人
数２０７０人，金额８９６０８９万元。

【开展信访和１２３４５工单办理工作】　宝
山区规范１２３４５工单办理，初次信访事
项按时受理、回复、办结均达１００％。重
复信访５件，重复信访率４５９％，网上信
访公开率１００％。全年办结工单５４７件，
按期办结率１００％，化解率７５１６％。

（彭宇珍）

民政
【概况】　年内，区民政局围绕升级版
“民政五网”建设，推进养老服务网、社

区治理网、救助保障网、双拥优抚网、社

会服务网构建。打造“五心养老”（放

心、舒心、暖心、开心、安心）特色服务品

牌，超额完成涉老政府实事项目，区民政

局（老龄办）养老实事工作组被评为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
优秀团队。全年共新建 ３０６张养老床
位，改造１２家郊区农村薄弱养老机构，
改建１２０张认知症照护床位，新建３个
长者照护之家、７个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３家综合为老服务中心、５个示范睦
邻互助点，新建或改造 ３７家老年活动
室。深化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探索“社区

通”线上村务公开，结合换届选举工作，

增强基层治理能力。发挥社会救助兜底

保障职能，规范执行救助政策，多方整合

救助资源，分类实施精准救助。开展双

拥创建工作，服务支持部队建设。贯彻

优待抚恤政策，完成退役军人接收安置

工作。实现社会组织相关事项网上办理

“只跑一次”，规范开展社会组织登记管

理、规范化建设评估等工作。宝山烈士

陵园“热血丰碑”品牌获评上海民政第

二届优秀历史文化品牌，区殡仪馆通过

“上海市民政系统标准化试点示范（实

验）工作”项目验收。

【基层建设】　至年末，全区有１０４个村、
７３１个村民小组；有３８２个居委会，其中
新建７个居委会。年内完成３７７个居委
会和１０４个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开展
新一届居村主任培训，指导基层完善居

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强

化自治共治机制建设，结合换届选举工

作和社区实地调研，指导基层加强社区

委员会共治功能和居村委会自治功能建

设，建立健全自下而上自治议题、项目形

成和回应机制。结合“社区通”平台运

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试点探

索线上村务公开工作。深化村级民主监

督工作，１０４个村均推选出新一届村务
监督委员会成员并举办业务培训。开展

“美丽滨江我的家”主题创建活动，创建

１６个２０１８年度区级农村社区建设试点
示范村，择优申报５个市级示范村。合
理缩减居村委会工作台账，规范准入机

制并开展定期督导。组织开展社区工作

者专题调研，表彰宝山区社区工作者标

兵，开展社区工作者（专项）招聘。优化

升级建设“宝山区社区综合信息管理系

统”。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平稳实施

“全市通办”，推出“网上预约”“刷证办

事”，推行“一网通办”工作。完成第二

批３个基本管理单元（罗店镇古镇、杨行

镇谊家、月浦镇盛桥）验收。完成“沪苏

线”联检、界桩更换等工作。

【社会救助】　宝山区开展元旦、春节帮
困送温暖活动共７７项，累计投入各类帮
困资金５７６７２３余万元，受益群众１８４７
万人（户）次。开展“５·１２”防灾减灾宣
传活动，发放宣传手册２３００余份、接受
市民群众咨询２５００余人次，组织１０万
余名学生参加防灾减灾综合演练。至年

末，宝山区共有城乡低保９３２０人，开展
社会救助６７６５万人次，支出各类救助
资金共计３０５亿元。区救助站完成救
助流浪乞讨人员３２９人次，参与市站护
送２３人次。启动第七批次共有产权保
障住房项目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新增资

助参保核对项目，推进数字档案和可视

化审核应用。受理廉租房、低保申请等

各类经济状况核对委托共计 ２６３８８户，
出具核对报告２６１６４份。宝山区募集慈
善捐款收入１７８０９６万元，支出１２４４７１
万元，受益人数２５１万人次。

【优抚安置】　年内，宝山区共接收安置
军转干部５１名，军休干部１４名，退役士
兵３７１名。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策，为
３４万人次优抚对象发放抚恤、补助和
优待金６５６０万余元。开展“关爱功臣”
活动，创新实施宝山特色“居家养老暖人

心”项目，为有需求的重点优抚对象提供

上门居家养老服务，并通过暖心电话、爱

心慰问、知识讲座、举办文艺联欢活动、

定期开展志愿者培训等形式，多举措、全

方位地关心优抚对象。

【双拥工作】　宝山区开展庆祝建军９１
周年双拥系列活动。开展新一轮双拥模

范创建考评工作。完成 １３个双拥（优
抚）之家建设，设立退役军人事务顾问。

２０１８年春节、建军节、部队执行重大任
务、中国首届进博会等期间，共慰问部队

６０余家次，赠送慰问品共计４１４万余元。
全年投入３５亿元，帮助驻区部队进行
雨污分流改造，支持部队改建文教体育

活动场所。协调安置随军干部家属、解

决现役军人子女入学转学问题，举办第

２２届军嫂就业专场招聘会，帮助１００余
军嫂实现就业，优先安排１３０余名军人
子女入幼、入学、转学。开展科技信息进

军营、技术技能进军营、文化知识进军

营、法律服务进军营、红会精神进军营、

综合帮扶进军营等“六进军营”特色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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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殡葬单位

类别 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邮编

殡仪馆 上海市宝山区殡仪馆 宝安公路１１１号 ５６８０１５０１ ２０１９０１

经营性公墓

上海宝罗瞑园 罗店束里桥苗圃路３５０号 ５６８６０８３３ ２０１９０８

上海宝凤瞑园 丰翔路６４４号 ５６１３２３０７ ２００４４４

宝山月浦安息灵园 月罗路３４１号 ５６９３１２７１ ２００９４１

经营性骨灰堂 上海宝安瞑园 宝安公路１２８号 ５６８００４４４ ２０１９０１

（黄帼英）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０日，区政府实事项目组织５０２８名残疾人参加健康体检 区残联／提供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全区加强社会
组织监管与扶持力度，提升社会组织管

理与运作规范化水平，实施《宝山区扶持

社会组织发展实施办法》，开展社会组织

规范化建设评估工作，社会组织规范化

评估参评５０家，获评５Ａ级１家、４Ａ级
１１家、３Ａ级 ２９家、２Ａ级 ６家、１Ａ级 １
家。实现社会组织成立登记、变更登记、

注销登记、有效期延续、章程核准事项网

上办理“只跑一次”。年内登记成立社

会团体 １５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５８家。
完成５９８家社会组织年检，整改社会组
织７１家，撤销６家名存实亡社会组织。

【殡葬管理】　宝山区有殡仪馆１家，经
营性公墓３家，经营性骨灰堂１家。清
明、冬至期间，各墓区共完成落葬 ３２５２
穴，接待祭扫群众９７３万人次，１３万辆
车次。开展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行动。全面排摸各镇３６家埋葬地、２０家
殡葬中介机构、９座寺庙、２５家医院，了
解其现状，并会同区规土局、规划设计院

等部门，完成３家经营性公墓和１家骨
灰堂专项规划工作。联合区发改委、区

市场监管局对殡仪馆及四大公墓专项收

费开展为期三天的大检查。

【婚姻登记】　年内，全区共计依法办理
结婚登记６３２２对，比上年上升１１％；离
婚登记３２１６对，上升５９％；补发结婚证
书２５８９份、补发离婚证书 ３３６份；查询
婚姻档案２９６６人次。创新推出“婚姻加
油站”社会联动服务项目，推动婚前教育

工作进社区、进单位、进高校、进军营，开

展“爱宝山·爱在宝山”大型户外结婚

登记颁证仪式及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工

作。推进“离婚劝和”工作，引入社工、

心理咨询师、律师等，开展婚前、婚中、婚

姻危机全程辅导干预，为１０９８对夫妇提
供心理疏导服务和法律咨询服务，成功

化解婚姻问题６９对。

【开展线上村务公开】　宝山区利用“社
区通”平台，试点探索“线上村务公开”工

作，可在“社区通”公众号“村务公开”版

块了解村务信息，村委会在线公开村委会

成员分工、年度工作目标、村委会财务情

况、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事项等内容。

【开展烈士纪念日活动】　９月３０日，宝
山区四套班子领导与驻区部队和社会各

界人士代表，到宝山烈士陵园开展烈士

纪念日活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瞻仰

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和烈士墓区。各街

镇同时组织辖区内烈属开展烈士纪念日

活动。

【培树“热血丰碑”红色文化品牌】　９
月，宝山烈士陵园“热血丰碑”红色文化

品牌获评上海民政第二届优秀历史文化

品牌。宝山烈士陵园致力于打造有内

涵、有深度、有品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２０１６年以来，共开展烈士主题讲座
４次、主题活动２２０次，巡展２４场、巡讲
４次，赠书１０００余册，签约２２家基层党
组织，覆盖受众５万余人次。

【开展“爱宝山·爱在宝山”大型户外结

婚登记颁证仪式】　１２月８日，宝山区
婚姻登记管理所在宝乐汇外广场举办主

题为“爱·宝山　爱在宝山———大型户
外结婚登记颁证仪式”活动。上海市婚

姻登记管理处处长沈家观、宝山区民政

局局长贡凤梅、副局长李瑞发等为前来

登记的１０对新人颁发结婚证书。新人
们宣读结婚誓词，并向宝山青年发出“树

立文明结婚新风尚”倡议。 （黄帼英）

残疾人事业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持证残疾人
３４６８６人，比上年新增３８１１人，其中视力
残疾人６２０１名，听力残疾人３８９７名，言
语残疾人３１０名，肢体残疾人１６３８１名，
智力残疾人 ３５２９名，精神残疾人 ３６９４
名，多重残疾人６７４名。

【区残联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３月１
日，区残联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

生新一届宝山区残联主席团、执行理事

会和残疾人５个专门协会以及出席市残
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对今后五年工

作做全面部署谋划。

【完成动态更新工作】　６月下旬，区残
联对全区各街镇３３５名采集员、４７５名陪
调员开展培训，年内全面完成区内３２１８５
名残疾人需求动态数据采集、审核、录入

工作，建立健全动态更新常态化机制。

【推进转制工作】　３月底，区残联完成全
区３２２名社区残疾人工作助理员转制工
作。１１月中旬，启动全区４９９名阳光基
地学员转制工作，区残联召开座谈会协调

政府相关部门年底完成基地学员转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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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　元
旦、春节期间，区残联开展送帮困金、送

护理用品、送实物帮困卡、送就业岗位、

送年夜饭等帮困活动，组织机关干部深

入残疾人家庭走访慰问，了解残疾人特

殊需求，及时化解矛盾。共投入帮困资

金１０４０万元，受益困难残疾人９２１０人。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６日，全国助残日举办残疾人文艺展演 区残联／提供

【落实助残惠残项目】　区残联落实区
政府实事项目，组织５０２８名残疾人参加
市级、区级健康体检。推进贫困残疾人

家庭提高型无障碍改造工程，完成 １１４
户城镇残疾人家庭及２４户农村残疾人
家庭改造工作。投入 ４５５８万元，为 ２５
万人次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交通补贴。投

入６３５５万元，为１４万人次困难残疾人
发放助残实物帮困卡，提高残疾人基本

生活质量。

【开展康复服务】　区残联为６４５人发放
医疗救助经费２３３６３万元，包括重残人
员门急诊、门诊大病及住院救助、贫困残

疾人医疗特别救助等。投入经费６８０万
元，为９６９名残疾人发放机构、居家养护
补贴。投入经费９０万元，为８４名残疾
人发放骨关节手术补贴，减轻残疾人家

庭生活负担。

【推进就业培训】　１月１５日，区残联会
同区人保局、区就业促进中心，开展就业

援助月活动，举办两场残疾人招聘会。

完成９名残疾人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和
就业推荐工作，确保推荐就业率保持

１００％。全年共推荐３２６名残疾人就业。

组织西式面点制作、聋人自然手语等各

类培训１２期，参训１２４９人次。

【举办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　５月 １６
日，区残联在月浦镇文化馆与文广局联

合举办“爱的世界没有残疾”残疾人文

艺展演，区四套班子领导、市残联领导等

受邀出席，５００余人参加和观看演出。
开办首期自然手语培训班，为区内有需

要的残疾人工作者、窗口服务单位接待

人员以及爱心人士提供学习交流手语平

台。开展残障儿童走访慰问、自闭症患

儿家长亲子活动、残疾人专场就业招聘

会、视障人士新型辅具提升视力体验等

系列活动。 （蒋斌彬）

老龄事业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户籍老年人
３４２３万人，占户籍总人口３４６８％。其
中：６０岁—６４岁低龄老人 １１８１万人，
占老年人总人口３４５％；６５岁—７９岁中
龄老人１７８万人，占５１５％；８０岁—９９
岁高龄老人４８６万人，占１３９％；百岁
以上老年人１１９人。年内新建养老机构
１家，新增养老床位３０６张，改建认知症
照护床位１２０张；新建３家长者照护之
家、７个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３个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５个示范睦邻互助点、１９
个标准化老年活动室，改造１８个老年活
动室；新增８家养老顾问试点，改造 １２
家农村薄弱养老机构，为１４家养老机构
安装故障电弧探测器。打造“五心养

老”（放心、舒心、暖心、开心、安心）特色

服务品牌，超额完成涉老政府实事项目，

被评为２０１８年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

功竞赛优秀团队。宝山区１３家养老机
构参加全市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监测评估

抽查，在全市各区名列第４位。

【开展养老服务】　至年末，宝山区有养
老机构５７家，其中政府办３２家，社会办
２５家，核定床位１２４０５张，占户籍老年人
口３６％。设有长者照护之家８家、社区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８家、老年人日间照
料服务中心４３家、老年人助餐服务点２７
个、睦邻互助点６３个、养老顾问点８家，
标准化老年活动室６０７个。享受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老年人超过４万人，包括享
受政府公共养老服务补贴０３５万人，享
受助餐服务０２４万人，享受社区长者照
护服务 ０２７万人，享受日间照料服务
００３万人，享受老伙伴服务０８６万人，
享受银龄居家宝（ｅ生活）服务３９９万
人，其中部分老年人同时享受多种形式

居家养老服务。实施“老伙伴”计划，组

织１７２０名低龄老人志愿者为８６００名高
龄老人提供家庭互助服务。

【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和养老服务相

衔接】　区民政局（老龄办）配合完成民
政存量养老服务老人平移工作。区内

３９家养老机构平移老人３７６５人，居家上
门服务的存量对象平移成功９３５人。配
合医保部门做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申请

纳入长护险定点受理、评估工作，开展新

增老人长护险与养老服务补贴衔接

工作。

【提高养老服务质量】　区民政局（老龄
办）开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回头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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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需整改的养老机构做好指导复查。协

助市民政局聘请第三方对宝山区１３家
养老机构进行服务质量监测评估抽查，

提升养老机构服务与管理水平。开展

“星心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对养老机构

和养老护理员实行星级管理制度，推动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提升。制订并实施

《宝山区农村养老美好生活三年行动计

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启动提升农村养老
服务质量工作。

【加强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化管理】　区
民政局（老龄办）梳理工作程序，实现居

家养老系统和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系

统无缝对接。拟订《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检查制度》，对街镇在制度执行、资金使

用、人员管理等方面情况建立长效循环

检查机制。加强对区高龄老人赠饮牛奶

工作监管，指导各街镇严格按相关规定

规范操作，要求各街镇与所在辖区警所

协调并提供相关人员变动名单，确保享

受赠饮牛奶对象真实准确。

【开展“银龄 ｅ生活”服务套餐试点】　
区民政局（老龄办）优化“银龄居家宝”

项目升级服务，推出“银龄 ｅ生活”服务
套餐。由政府买单免费对区内７０岁以
上老人开通“紧急呼叫”和生活代叫服

务，让老人在家中就能随时预约各类上

门服务。该项目在庙行镇、高境镇、友谊

路街道、张庙街道先行试点。

【实施“星心工程”计划】　从 ２０１８年
起，宝山区开展养老机构、养老护理员

“星心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标准

化”星级管理，分别对养老机构、养老护

理员制定评星标准，每年根据评比情况

进行星级评定。搭建“专业化”培优平

台，建立养老护理人员信息库，开展动态

管理。开展护理技能培训项目，全区养

老护理员中持有等级证书率达 ３０％以
上。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杨行镇金秋

晨曦老年公寓通过国家级“上海市宝山

区养老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评估验收。

营造“赶比超”争优氛围，评选出２０１８年
度宝山区“星心工程”十佳养老机构、优

秀养老护理员，并在宝山区老年节庆祝

大会上予以颁奖表彰。

【创新探索“远程医疗 ＋养老院”模式】
　８月１７日，“宝山互联网医院”启动仪
式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举

行，创新探索试点养老机构与区级医疗

机构远程医疗合作，首批确定宝山区金

秋晨曦老年公寓、美兰金苑养老院、长乐

养老院、张庙养老院、保龙养老院５家养
老机构为试点单位。该项目通过“宝山

互联网医院”即“远程医疗 ＋养老院”模
式，依托宝山区影像诊断中心，区域临床

检验中心、区域心电诊断中心等三大中

心云端建设，实现患病老人信息云端存

储，并与养老机构信息无缝共享，实现远

程提供网上诊疗、多学科会诊等便民服

务，使医疗资源共享、下沉至养老机构，

及时为患病老人提供高效优质医疗

服务。

【开展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宝山区新
增顾村镇、罗泾镇、杨行镇为老年宜居社

区建设试点单位，整合和发挥镇域内养

老服务资源，从完善设施、便捷服务、保

障安全等角度入手，统筹设置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老年人助餐点、老年人日间服

务中心、老年文体活动场所等，为老年人

营造幸福宜居养老环境，实现老年宜居

社区建设街镇全覆盖，惠及全区３０余万
名老年人。

【开展惠老助老工作】　宝山区实施百
岁老人关爱政策，向开展区内１２２名老
人生日慰问和节日慰问活动，向区内

６７５５名９０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每天赠饮
一瓶牛奶。年内，宝山区各级老龄组织

共受理老年人来信来访来电２０８件，调
处２００件，调处率９８％。由区委、区政府
主办，区老龄委承办宝山区“老年节”庆

祝大会暨老年文体展示活动，以及大型

为老服务与咨询等敬老主题活动。“老

年节”前期，区四套班子领导走访慰问百

岁老人并视察养老服务设施。各街镇在

社区中开展各类助困慰问、志愿服务、文

艺汇演、法律援助等活动。春节前夕，上

海市老年基金会宝山区分会与区侨联联

合开展“关爱老侨、共享发展”早期归侨

援助项目，向６１名早期老归侨发放援助
金。４月 ２４日，上海新视界眼科集团
“光明快车进社区·关爱宝山老人眼健

康”捐赠仪式在宝山区民政局（老龄办）

举行。此次共捐赠善款１００万元，捐款
全部定向用于“光明快车进社区·关爱

宝山老人眼健康”公益活动。９月 １７
日—１０月１７日，区旅游局、上海吴淞口
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街镇开展“爱暖夕阳

红，情满母亲河———宝山区万名老人游

览浦江”项目活动，组织３０００名社区困
难老年人乘船游览吴淞口码头至十六铺

外滩之间滨江发展风貌。“生命之

桥———尿毒症患者援助项目”全年向宝

山区２３名低保、低收入尿毒症老年患者
发放援助金 ４６万元，减轻患者医疗
负担。 （王　弦）

表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养老机构情况

序号 隶　属 单　位 核定床位数 备注

１ 区民政局 宝山区社会福利院 ２００

２

３

４

友谊街道

康乐敬老院 １５０

宝康老年公寓 ２７０

友谊社区馨谊长者照护之家 ２５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吴淞街道

海滨街道敬老院 １６０

永清养老院 ９３

吴淞街道敬老院 １７０

同泰敬老院 ２４５

逸仙养老院 ４２１

吴淞社区幸福苑长者照护之家 １０

２５３

社会生活



（续表）

序号 隶　属 单　位 核定床位数 备注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张庙街道

通河新村街道敬老院 ７２

新康安养院 １９０

泗塘承苗养老院 ９７

张庙养老院 １５４

张庙社区异香长者照护之家 ２０

１６

１７
庙行镇

庙行镇敬老院 １４０

庙行镇悦馨养老院 ４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大场镇

大场镇敬老院 １４０

大场镇祁连敬老院 ９６

德照敬老院 １７１

峰华养老院 １５０ 待注销

星堡养老院有限公司 ４０８

宝山区金悦养老院 ２８８

上海长乐养老院 ３２６

秋晖养老院 １４４

大场镇长者照护之家 ２７

２７

２８
高境镇

高境镇养老院 ４３０

高境镇长者照护之家 ３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淞南镇

美庭阳光养老院 ２８４

淞南镇养老院 ３１２

淞南社区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 ４８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顾村镇

顾村镇敬老院 ２０３

顾村和平养老院 １８８

顾村镇馨佳园养老院 １３１

保龙养老院 ３３４

顾村社区慧享福长者照护之家 ３８

康泰养老院 ２１３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杨行镇

杨行镇金秋晨曦老年公寓 １４３０

宝山镇敬老院 ２３０

海剑敬老院 ２２０

百姓敬老院 ３９６

勤丰家乐敬老院 １４２

泰和养老院 １３０ 待注销

杨行镇长者照护之家 ２８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月浦镇

乐业养老院 ６５

怡康敬老院 ５８

金色晚年敬老院 ５０３

月浦养老院 ４６６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罗店镇

金罗敬老院 １２０

罗福养老院 ２１５

西埝敬老院 １１０

美兰金苑养老院 ８５０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０３１２—０３地块养老院 ６５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０４０８—０３地块养老院 ６３

５５

５６

５７

罗泾镇

罗泾镇敬老院 １１０

罗泾丽康养老院 １２０

怡景养老院 ２８１

合计 １２４０５

（王　弦）

３５３

老龄事业



社会组织管理
【概况】　年内，宝山区社会团体管理局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暂行管理条例》及相关法

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对社会团体进行分

类指导，推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高

对社会组织监督管理能力，规范社会组

织登记管理，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加强

宝山区社会组织预警网络建设，完善区

社会组织三级服务管理网络。全年登记

成立社会团体１５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５８
家；变更登记社会团体２７家，民办非企
业单位变更５７家；注销登记社会团体１１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３０家；民办非
企业单位核名９６家。至年末，区内有社
会团体１５２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５１２家，
共计６６４家。

【开展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宝
山区社会团体管理局实施宝山区社团、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采用网上年

检方式，实现无纸化上报。依据便民原

则，按照市社会团体管理局要求，利用电

子钥匙，简化操作流程。全年社团应检

数１４７家，合格率 ８３％，基本合格率
１０％；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检数４５１家，合
格率８１％，基本合格率６％。 （王昕钰）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０日，宝山区民族宗教法制宣传月启动仪式举办 区民宗办／提供

民族与宗教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共有民族联、
佛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基督教“两

会”四个民族宗教团体，其中民族联下设

１１个民族联分会、１个民族联联络组。
全区共有少数民族人口总数２９５１７人，
涉及５２个少数民族成份，其中户籍少数
民族人口１２７３３人，涉及４５个少数民族
成份。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区各

镇、街道，呈散居状态。全区共有佛教、

天主教、基督教三大宗教，有宗教活动场

所２３处，宗教教职人员１２３人，信教群
众８３万人。

【开展民族宗教法规政策宣传】　区民
宗办采取集中授课、座谈交流、专题研讨

等多种形式，进行全覆盖式教育培训，先

后就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市民族宗教有

关会议精神、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及

反邪教、反渗透等内容进行传达和专题

培训。在６月法制宣传月、１２月宪法宣
传周组织大型普法宣传活动。通过区级

专题宣讲、举办知识竞赛，街镇设摊宣

传、堂点张贴海报等，开展法制教育。通

过组织实地参观、座谈交流等活动，培育

少数民族同胞、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

爱国情怀，先后组织民族宗教团体班子

成员到红旗渠、中山纪念堂等红色教育

基地参观，组织少数民族及教友代表参

加国家烈士纪念日活动，悼念革命英

烈等。

【推进民族团结工作】　区民宗办推进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八进”（进机关、进

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乡镇、进园区、

进楼宇、进宗教场所）活动，巩固社区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探索推进创建活

动进园区（企业）、进宗教场所。指导金

亭线束有限公司建立“民族之家”。指

导区民族联与区佛协共建，带动各民族

联分会（联络组）结对佛教场所，推进民

族创建进宗教场所工作。加强来沪少数

民族管理服务工作，利用重要纪念日、民

族传统节日等，组织开展富有特色群众

性活动，推动形成以“维护民族团结为

荣、损害民族团结为耻”社会风尚。开展

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宣传工作，以“社区

通”为载体，引导来沪少数民族自觉遵守

政策法规和上海市城市管理规定。依托

人口信息网格化工作，将各类资源有效

整合和有序参与，寓管理于服务，完善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和维护工作。

关心少数民族人员生活，完成１６５家清
真食品网点专项监督检查工作，落实全

区３８０名困难少数民族群众学生走访慰
问工作，发放慰问金（包括慰问品）２２万
余元。

【加强宗教事务管理】　区民宗办开展
以“学习”为主题的文明和谐寺观教堂

创建活动，创建达标率超９０％。完成２３
个宗教活动场所年度监督检查工作。开

展电气火灾和消防安全大排查。结合

“迎进博”安全工作，严格落实各场所消

防安全责任。

【加强民族宗教团体建设】　区民宗办
鼓励宗教团体参与社区慈善公益服务。

区佛协与上海大学开展助学帮困活动，

落实帮扶资金１０万元，其他各类慈善捐
赠共计百余万元。区基督教两会借助上

海社会慈善基金会、宝山红十字会等平

台，捐赠善款５４万元。区天主教爱国
会“爱心代代传”志愿服务队参与文明

社区建设，结对帮扶社区困难家庭，并在

上海市志愿者网站实名注册。

（潘轶菲）

４５３

社会生活



表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清真供应网点

类目 网点名称 地址 所属街道、镇

副食品

（４家）

顾村集贸市场清真专柜 顾太路３５０号 顾村镇

上海为民商行清真专柜 南大路１６４号 大场镇

豫东清真牛羊肉经营部 八棉一村１２１弄５２号 吴淞街道

清真牛羊肉专卖店 淞良路菜市场 淞南镇

饮食

（５家）

上海为民清真饮食店 南大路１６２号 大场镇

一绝拉面馆 宝林路２５２号 友谊路街道

耶里夏丽（顾村店） 正大缤纷１楼８号１０３—１０６ 顾村镇

兰洲牛肉拉面店 友谊支路２７１号 友谊路街道

上海宁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４９５７号 高境镇

食品加工（１家） 上海爱普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罗新路１１１号 罗店镇

表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

教别 宗教场所 地址 联系电话

佛教

宝山寺 罗店镇罗溪路５１８号 ５６８６２４１１

太平禅寺 顾村镇富联路３２８弄２８号 ５６１８１６５５

永福庵 大场镇南陈路３５１弄２号 ５６１３９１３７

察司庙 杨行镇泰和支路８７弄５０号 ５６４９５６１６

萧泾古寺 罗泾镇沪太路８８７２弄５０号 ５６８７３７７５

金皇讲寺 大场镇丰宝路３５０号 ３６３８６６６９

甘露寺 月浦镇练祁路６８８号 ３３８５２１０２

淞南寺 淞南镇淞南路４５９弄２７号 ６６７８１３３５

宝隆古寺 杨行镇杨宗路５５８号 ３６２１０９８１

天主教

孟家堂 高境镇阳泉路１２９５号 ６６９７２２４９

北姚湾堂 大场镇南大村老宅生产队 ６２５０５５０６

基督教

吴淞堂 宝杨路７４号 ５６１０１７６６

施恩堂 泗塘一村７号 ５６９９３４６２

杨行堂 杨行镇通达路１５１号 暂无

月浦堂 月浦镇北安路１０３弄１５号 ５６９３７９８０

罗店堂 罗店镇西界泾村６３号 ５６８６２０５９

大场堂 大场镇沪太支路１２２５号 ５６６８１５９６

谢恩堂 大场镇丰宝路５４号 ６３６３７８３３

葑塘聚会点 大场镇锦秋路２３２０号 ５６１３３３５１

宝山聚会点 漠河路２８号东门 ５６７８０４６７

刘行聚会点 顾村镇联杨路１８２６号 ５６０２８７８９

盛桥聚会点 月浦镇盛桥路９０号 ５６１５３１２８

罗泾堂 罗泾镇陈川路３５０弄９１临 ５６８７０６９０

（潘轶菲）

５５３

民族与宗教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６日，宝山区红十字服务进军营启动仪式 区红十字会／提供

红十字会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和街镇及居、
村三级红十字会组织共有５６６个，全区
有红十字会成人会员６１７２名，青少年会
员３４３５０名；注册志愿服务者 ２８３９名，
志愿服务组织１６５个。全区建有街镇红
十字服务中心１１所，社区红十字服务站
４１７所，红十字救护培训站（点）１２个；区
级红十字冠名医疗机构３所，年内新增
加１所。全年共收到捐款１１９２２万元，
支出 ５０６１万元，历年余额 ２３６８４
万元。

【开展救助关爱和备灾救灾活动】　年
内，区红十字会开展“千万人帮万家”迎

春募捐帮困送温暖活动，慰问特困家庭

８３０户，发放救助款４１５万元。为符合
条件的重度失智老人每月配送护理用品

项目，全年共有受益对象３１１５人次，总
价值５５４６万元，并对近 ５００名老人家
属、护理员和志愿者进行介护培训。为

宝山区红十字护理院符合条件的老人配

送价值１１５万元护理用品，设立爱心病
床。援助全区２１名居家麻风病人中致

残者，资助金额１０５万元。会同区教育
局、团区委开展“为大病青少年献爱心”

主题活动，帮助大病青少年８４人次，资
助金额３１４万元。受理１５例造血干细
胞移植救助申请，给予资助４４万元。向
癌症康复俱乐部发放慰问款１万元。落
实“特殊精神病人关爱”项目１万元，用
于无家可归等特殊精神病人人道救助。

对区内３户火灾家庭进行救助，发放救
助款１８５万元，为２户火灾家庭发放生
活应急急救包。

【开展救护培训】　年内，区红十字会培
训救护员１４７６人次，完成指标１２２５％；
普及 培 训 ３９０９３人 次，完 成 指 标
１９２５％。重点面向高中阶段学生，进行
不少于８课时应急救护技能培训，将救
护培训内容纳入上大附中安全教育必修

课，并颁发相应证书。５月，启动“红十
字服务进军营”活动，采取理论宣讲与实

际操作相结合方式，做到驻军海陆空和

武警部队以及民兵预备役全覆盖。９月
７日，在吴淞中学体育馆举办主题为“交
通安全·‘救’在身边”街镇红十字救护

队应急救护比赛暨红十字冠名医院应急

救护演练，宝山区１２个街镇、３家冠名红
十字医院近百名队员参加。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年内，区红十字
会为１９４０２５名学生、儿童办理参保手
续，比上学年减少 ００３％，参保费 ２０１８
万元。为６５６０人次住院或大病儿童报
销医疗费，基金支付６８５万元。受理少
儿医疗保障基金医疗费报销６２７２人次，
少儿居保支付金额 １６９８万元。资助
１４１０名低保家庭及残障儿童参加少儿
住院互助基金，由财政支付参保费 １４
万元。

【组织志愿捐献】　年内，区红十字会与
团区委、高校和各街镇组织造血干细胞

捐献知识宣传和集中采血活动。全区有

１０５７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加入中华骨
髓库，完成市下达指标３５２％，当年志愿
者入库首次过千人，所有街镇均实现造

血干细胞志愿者招募零的突破。各级红

十字会全年为１９８名市民办理遗体捐献
手续，其中有２４人实现遗体捐献意愿。
３月１日，组织５０余名遗体捐献实现者
家属及志愿者参加遗体捐献纪念日

活动。

【开展红十字宣传】　结合“‘樱你而来’
２０１８上海樱花节女子 １０千米路跑”
“‘邮’此出发　快乐奔跑”健康跑、“５·
１２”防灾日街头宣传等大型活动，组织人
员到活动现场推介应急救护培训。在

“５·８”世界红十字纪念日、“世界急救
日”“千万人帮万家”等重大活动期间，

采用报刊专版、黑板报、宣传册页等形

式，向广大市民宣传国际红十字运动基

本知识和红十字会工作。

【推进对口支援工作】　１０月２８日—３１
日，区红十字会及培训师资等一行５人，
到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开展对口帮

扶工作，向县红十字会捐款１０万元，用
于帮助新入学困难家庭大学生。

（马冬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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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街道
■编辑　王素炎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５日，开展杨行镇河道整治 杨行镇／提供

杨行镇
【概况】　杨行镇位于宝山区中部，东以
泗塘河为界与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相

邻，南隔?藻浜与淞南镇、张庙街道相

望，西与顾村镇、罗店镇接壤，北依

Ｇ１５０１与宝钢、月浦镇相邻，总面积３９７
平方千米。辖有１６个行政村、４１个居委
会。年末全镇有户籍 ２４３５２户，户籍人
口６９９９３人，常住人口 ２０４７４５人，户籍
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３５％。镇党委下辖
３个党委、２３个党总支、２０３个党支部，
党员人数 ６２１０人。辖区内有各类法人
单位１２０１５个，学校 １５所，其中民办学
校２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６个，居民
健身点８９个，农民健身家园１１个。年
内，杨行镇被评为上海市文明镇，镇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成功创建全国乡镇

（街道）劳动争议调解综合示范单位，金

秋晨曦老年公寓完成国家级社会管理标

准化试点和上海市民办非企业单位规范

化建设５Ａ级验收。镇政府地址：水产路
２６９９号。

【经济建设】　杨行镇全年完成增加值
１３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６％；完成区地
方财政收入９６５亿元，增长 ８％；完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２亿元，增长
１０３％；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５
亿元。全年新增注册户数 １９６６家，其
中５０００万元以上注册户数 ３０户。引
进掌学科技外资项目 １亿美元。聚焦
“四大品牌”（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

海购物、上海文化）建设要求，加强“三

个联动（区镇联动、村企联动、租税联

动）”，帮助企业对接落实市、区优惠政

策，扶持 ３９家企业申请“１＋９政策”，
申请资金 １７９２１万元，镇级配套 ３９７
万元。

【城乡建设】　杨行镇举办“重大项目集
中启动仪式”，推进重大市政项目、产业

项目、民生项目建设。和家欣苑４组团、
铁峰路东侧０９地块等动迁房项目开工
建设，杨鑫路北侧Ｂ—２地块动迁房项目
加快土地出让，开展 ＹＨ—Ｂ—２单元
０７—１０地块（原牛津地块）、西城区北块
１２—０２、１３—０２地块、杨行东社区 ０４—
０２（２）地块（江南轧辊厂）、杨行东社区
０５—０２地块等４个经营性地块储备出让
工作，完成西城区北块 １２—０２、１３—０２
地块前期收储工作，推进落实土地农转

用指标和场调工作。围绕构建“一带、三

心、四轴、四片”（“一带”即：全面推进以

白沙公园为核心的绿龙景观休闲带建

设；“三心”即：基本建成以中铁综合体

为主的杨行公共服务中心；基本形成以

轨交宝杨站、友谊站周边为核心的杨行

商务金融中心，形成一号线科技创新带

雏型；基本建成以招商花园城为主的地

区综合中心，服务周边居住区；“四轴”

即：全面推进?川路城市发展轴，以及友

谊路、宝杨路、水产路综合发展轴建设；

“四片”即：杨行产业片区、居住生活片

区、吴淞转型片区、?藻浜生态片区）的

城市空间结构，推动重点区域建设，完成

宝杨路南侧０５—０２地块规划调整。推
进“６＋３”［指建设６条市政道路：莲花
山路（松兰路—江杨北路）、湄浦路（铁

山路—铁峰路）、月辉路（友谊路—盘古

路）、松傲路（原和平路）（月辉路—月明

路）、依兰路（水产路—红林路）、依兰路

（红林路—宝安公路）；协调打通３条断
头路：竹弦路（兰雅路—友谊路）、杨泰

路（盘古路—Ａ３０辅道）、湄浦路（规划
杨泰路—万业紫辰苑小区门口）］道路

建设，其中，建成盘古路、月城路（盘古

路—杨泰路）、莲花山路（松兰路—杨泰

路）、湄浦路（铁山路—铁峰路）等 ４条
（段）道路。启动城西一村、城西二村生

态廊道和桂家木村生态绿地建设准备工

作，推进盘古绿地一期、二期，铁山路两

侧绿化、泰和路绿化、宝杨路绿地、杨鑫

路北侧绿地、白沙公园二期、富长路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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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８年杨行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天馨学校 ２９ １１５０ ９１ 水产西路２８９弄 ５６４９９６５９

杨行中心校 ４４ １７４３ １３０ 松兰路１８号
杨泰路３２１号 ６６２２５１９８

杨泰实验学校 ６２ ２６２０ １９０ 杨鑫路３８８号 ５６８０１８４３

上海大学附属宝山

外国语学校
１７ ７１８ ４７ 铁山路２２８８号 ５６５７５２３７

杨行中心幼儿园 １６ ５０１ ４０ 杨桃路１５１号 ５６８０１３４０

杨泰三村幼儿园 ９ ２８８ ２２ 杨泰三村东区９５号 ３３９１２８４２

四季万科幼儿园 １４ ４２９ ３５ 松兰路８６６号 ３３８５１０６８

四季花城幼儿园 ６ １９５ １５ 镇泰路１９８号 ３６０４６８０５

友谊家园幼儿园 ９ ２６４ ２４ 铁峰路１９９１号 ３３７９９０９９

康桥水都幼儿园 ２４ ８４２ １１５ 竹韵路８号 ５６７８０６２６

海尚明城幼儿园 ９ ２６７ ２４ 盘古路１８７６号 ５６１２２６２２

和家欣苑幼儿园 １５ ４３２ ３４ 红林路４８９号 ６６７８８５０６

紫辰实验幼儿园 １１ ３６０ １７ 湄浦路１６００号 ６６７８６７７６

杨东小学（民办） １９ ８１０ ５９ 宝杨路２０４３号 ３３７９５０２４

杨行小学（民办） １８ ７４４ ６０ 杨行西街４４１号 ５６４９７０３０

表２ ２０１８年杨行镇村委会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户籍

户数 人口

１ 东街村 杨泰路７２５号 ３３９１２３８８ １１０２ ３１１１

２ 西街村 宝杨路３２５８号 ６６７６３３８５ ９３２ ２６０２

３ 钱湾村 杨泰路１１８号 ５６８０５８１８ ３２２ １０６１

４ 西浜村 泰和路１９６９号 ５６８０３５２９ ３１２ １１４３

５ 大黄村 ?川路１１８８弄４８号 ５６８００２２５ ３２９ ８６５

６ 城西一村 江杨北路１５１９号 ５６８０２８７６ ４７３ １３０３

７ 城西二村 富杨路４６０号 ３３９１１０５１ ５５１ １８９６

８ 湄浦村 ?川路２２５２号 ５６８０１３３９ ５１８ １６４５

９ 杨北村 杨北路１８５弄３６５号 ３３８５３５２７ ３８５ １３３２

１０ 苏家村 共祥路２５５号 ５６３９１８５６ ３５６ １３２８

１１ 桂家木村 富锦路２３７９号 ５６３９１０４５ ３１５ １０２７

１２ 北宗村 杨宗路３６８号 ３３８５２８１５ ２８３ １３３２

１３ 陈巷村 铁力路２８８号 ３３７９２５３５ １３８ ３３２

１４ 泗塘村 铁力路７８５号 ５１２６７１５７ １３５ １３６０

１５ 杨东村 宝杨路２０２６号 ３３７９２３１１ ５２０ １４５０

１６ 三汀沟村 铁山路１２８号 ３３７９４２２１ ９１ ３９８

绿化（水产路—宝安公路）、颐景园改造

８块绿地，莲花山路、铁山路九年一贯制
学校周边、月城路两侧、铁山路西侧、盘

古路道路两侧５个林带等１３块公共绿
地建设，其中盘古一期、宝杨路绿地、铁

山路两侧绿化带完工。基本完成６个老
集镇动迁安置地块动拆迁工作，宝杨路

南侧地块、绿龙路南侧地块、绿龙路北侧

地块、城西二村地块、湄宝路北侧地块５
个地块完成动迁，并形成净地。动迁总

户数 ８１３户，签约 ８０９户，签约率达
９９５％。实施遵循率、签约率、搬迁率三
个１００％，基本完成杨东、泗塘４个村民
小组６５户农民动迁签约工作。举办动
迁安置房项目启动仪式，宝杨路南侧

０５—０３地块、绿龙路南侧地块进入建设
阶段。以中央环保督查为契机，制定《杨

行镇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治理和环境保

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扬尘污染防

控、水污染防治、固废监管、环保“两违”

（违法、违规）清理、日常环保监督和道

路绿化养护保洁六项重点工作，推进扬

尘污染防控“片长制”工作，重点针对“１
＋２＋Ｘ”［１是杨行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子
站四至范围：东至铁力路，南至宝杨路，

西至江杨北路，北至友谊路。２是江杨
北路泰和路（０２２—０１）四至范围：东至铁
山路，南至?藻浜，西至杨盛河，北至水

产路；宝杨路１９５１号（０２１—０６）四至范
围：东至泗塘河，南至宝杨路，西至铁力

路，北至新沙浦。Ｘ是泰和污水厂及其
周边区域］监测主站和点位周边防控，制

订“一片一方案”，做好全镇扬尘防控工

作。３个市考点位（杨行空气质量自动
监测子站控制单元、江杨北路泰和路控

制单元、宝杨路１９５１号控制单元等３个
市考控制单元一片一方案）和６个区考
点位（铁山路２８号、宝杨路梅林路、宝杨
路江杨北路、友谊路铁山路、水产路杨泰

路、杨泰路友谊路等６个区考点位一片
一方案）道路扬尘月均浓度较年初下降

３０３％［８个点位道路扬尘月均浓度由１
月份的 ０１９５下降至 １１月份的 ０１３６
（单位：ｍｇ／ｍ３）］。推进固废监管、道路
绿化养护保洁等工作，新增和更新９３个
小区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年内通过中央

环保“清废行动”、２０１８市环保专项督
查。聚焦污染源排放整治，开展拆违控

违综合整治，水岸联动合力攻坚，清理整

顿１１２家河道沿线排污企业。聚焦雨污
水管网建设，完成湄浦村、西街村５个村
民小组３４８户村民的农村生活污水集中
处置工程，完成天馨花园、华馨苑、大黄

农民新村３个小区旱流截污工程和杨宗
路、湄星路、钱鑫路、宝田路、牌楼河沿

河、杨家浜东侧、陈巷五房河、东长浜、铁

云路、锦友路、锦爱路污水外管建设等

１１条道路污水管网建设工作。推进“３
＋２”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综合整治（吴
淞工业区生态环境整治、藻浜沿线两岸

综合整治、江杨市场区域综合整治、“三

合一”场所专项整治及规范农村租赁房

管理专项整治）。实施吴淞工业区生态

环境整治，完成约２０７４７公顷土地、６万
平方米建筑整治工作。推进?藻浜沿线

两岸综合整治，计划三年内完成杨行段

清理；做实江杨市场区域综合整治领导

小组，条块联动明确４个工作组任务清
单，推进违法建筑、无证经营、安全隐患

等整治工作。开展“三场三线”（停车

场、集装箱堆场、露天堆场，河道沿线、高

压线、铁路线）整治工作，累计整治点位

１９８处，占地约２３８０３公顷，共拆除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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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建筑１３９６万平方米，清理住人集
箱房３２６７个，整治集卡车辆７０９４辆，清
退外来人员３２９万人。

【就业和社会保障】　杨行镇推进创业
型城区建设，帮扶引领创业５８人，全镇
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区下达指标内

（１６１６人）。依托指南针创业指导站点，
提供专家创业指导服务９０人次。完成
红林路社区卫生站改建，建立健全“１＋
１２”（１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２个标准
化社区卫生服务站，其中红林路社区服

务站年底投入使用）基层医疗卫生网络。

做实、做细、做精家庭医生服务，实施基

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完成各类

疾病预防与筛查共计 ４７２８人。办理城
乡居民医保、帮困参保缴费９４６人次，发
放医疗救助金３３８６万元。坚持托底保
障开展社会救助工作，共计发放各类社

会救助金１０２３６２万元，救助覆盖人数
达１万余人次。

２０１８年４月９日，上海大学附属宝山外国语学校冠名签约仪式在杨行镇政府举行 杨行镇／提供

【社会事业】　杨行镇完善镇域公共服
务设施布局，上海大学附属宝山外国语

学校建成启用，杨行中学升格为完全中

学。加快红林路小学建设，完成桩基工

程。启动老旧小区居委会办公用房和老

年活动室房屋修缮工程，打造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推进和家欣苑“长者照护

之家”建设，完成海剑敬老院、百姓敬老

院２家养老机构老旧电气升级改造。提
升老龄工作整体水平，全年受理长护险

５８４人次，累计服务１９３万余人次。开
展“爱心暑托班”等“欢乐暑期”系列

活动。

【精神文明建设】　杨行镇围绕杨行文
化特色，结合“吹塑版画”等品牌项目，

开展２０１８年“文化服务日”等系列活动，
完善社区公共文化精准配送，全年举办

各类特色活动１５９场，组织文艺汇报演
出６９场，共计观众４２万人次。坚持体
教结合，举办“曹燕华·杨行杯”乒乓球

比赛。

【开展“文化服务日”系列活动】　３月
２５日，２０１８上海市民文化节开幕，杨行
镇“文化服务日”活动在镇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展开。该活动有文艺演出、全天

电影播放、展览参观、爱心义卖、猜谜五

大类别，共７项文化活动供市民选择参
与，吸引市民近５０００人。

【举办“杨行镇重大项目集中启动仪

式”】　３月２８日，“不忘初心惠民生　
跨越发展谱新篇”吴淞·泗塘生态科技

园暨杨行镇重大项目集中启动仪式在铁

力路７８５号举行。区委巡视员朱礼福宣
布项目正式启动，并与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须华威、杨行镇领导共同推动启动

推杆。集中启动的全部２４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３０多亿元，涵盖产业转型、民生
工程、老集镇改造、市政建设和生态环境

５大类项目。

【上海大学附属宝山外国语学校冠名签

约仪式举行】　４月９日，上海大学附属
宝山外国语学校冠名签约仪式在杨行镇

举行，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金东寒，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思怡，宝

山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副区长陈筱洁以及上海大学基础教

育集团办公室、区教育局、杨行镇等有关

人员出席仪式。上海大学附属宝山外国

语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学校依

托上海大学和上海大学基础教育集团平

台优势，整体规划学校办学，通过外语师

资引进、增设第二外语、开展国际交流等

途径，打造学校外语和国际化品牌特色。

学校现有教师 ４８人，其中高级教师占
５０％左右，硕士研究生 ５人。学校于
２０１８年９月正式开学。

【举办“曹燕华·杨行杯”乒乓球比赛】

　６月２日，“杨行杯”乒乓球比赛在宝
山区上海曹燕华乒乓球培训学校比赛

馆举行，４８支球队报名参赛，参加队数
和人数均创历届杨行杯的纪录。经过

一天紧张激烈的比赛，东道主杨行镇队

获冠军杯，杨行镇白鲨队、淞南镇队、罗

店镇队分获２—４名。该比赛是由杨行
镇人民政府主办、宝山区乒乓球协会

承办。

【杨鑫社区配套商品房项目协议书签

订】　７月１３日，杨行镇政府与上海宝
冶集团有限公司就合作开发建设杨鑫社

区配套商品房（Ｂ—２地块）签订项目协
议书。杨鑫社区配套商品房项目（Ｂ—２
地块）东至松兰路、南至杨鑫路、西至规

划绿龙、北至沙浦河，此次签约加速启动

杨行动迁Ｂ—２动迁地块项目，缓解杨行
动迁居民在外过渡问题。

【杨行镇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召开】　７月１９日—２０日，杨行镇第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镇社会

事务服务中心五楼剧场召开。会议期

间，代表们听取并审议由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陈江所作的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以

及２０１７年财政决算（草案）和２０１８年上
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书面报告。镇

人大主席魏银发主持大会预备会议和第

一、第二次全体会议，并代表全体镇人大

代表作２０１８年杨行镇人大评议政府上
半年工作报告。

【杨行镇老集镇“城中村”改造动迁安置

房项目启动】　８月１日，杨行镇老集镇
“城中村”改造动迁安置房项目启动仪

式在位于宝杨路、松兰路口的项目地块

内举行。市房管局领导冷玉英，区领导

汪泓、李萍、丁大恒、周志军、袁罡、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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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８日，２０１８’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杨行镇专场文艺演出举行 杨行镇／提供

群、黄辉，以及镇领导、项目公司负责人

出席仪式并共同推动象征启动的推杆。

杨行镇老集镇“城中村”改造范围共涉

及６个区块，即杨泰路西侧区块、宝杨路

南侧区块、城西二村区块、绿龙路南侧、

绿龙路北侧区块和湄宝路北侧区块，这

些区块将建成住宅８２５６万平方米、公
建配套３２９万平方米，其中包括３所幼
儿园、２个菜场以及社区级服务中心、垃
圾压缩站和邮局等公共服务设施。本次

开工的是第一期动迁安置房项目，总建

筑面积１７０４万平方米，由１３幢 ２６层
的高层住宅和 ２幢商业、２幢社区配套
用房，以及一座地下车库。此次杨行老

集镇“城中村”改造动迁安置房项目将

惠及７４１户居农民，可提供１３３７套安置
房源。

【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杨行镇专场

文艺演出举行】　１０月１８日晚，“文明
迎进博　杨行展新姿”———宝山区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杨行镇专场文艺演出在杨

泰实验学校操场举行，１７００余名居民观
看演出。 （冯　海）

表３ ２０１８年杨行镇居委会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户籍

户数 人口

常驻

人口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户籍

户数 人口

常驻

人口

１ 杨泰二村一居 杨泰二村２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０３１１６ １１０９ ２５２０ ５２７３

２ 杨泰二村二居 杨鑫路３１１号 ５６８０２５８０ ５２５ １４１０ １７６３

３ 富锦苑 富锦苑１８１５弄９０号 ３６３００４１８ ５２３ １１９６ ２９９８

４ 城西居委 富锦路１６５９号 ５６９２０１７６ ３７２ １０７０ １４５３

５ 杨泰三村一居 杨泰三村１９５号 ３３８５０３３８ １５１３ ４０２２ ５２９８

６ 宝地绿洲居委 湄浦路２１８弄３４号１０２室 ３６２１６５６８ ３８７ ８１１ ３０６６

７ ２０２１弄居委 宝山区铁力路５５０号 ３３７９５０２１ ５２１ １０１２ １７７３

８ 杨泰春城居委 镇泰路３８２号 ３６０４５６５８ １０２ ２５３ １９２１

９ 天馨一居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６号 ５６８０７８４３ ７１５ １６３７ ４５５０

１０ 天馨二居 ?川路１４９８弄２８９号 ５６４９３５８０ ８６９ １８７４ ６３８８

１１ 宝启公寓 ?川路１６２５弄６８号 ５６８０９６５９ ３８６ １１５８ １８６５

１２ 康桥水都一居 水产路２６００弄８８号２楼 ６６７６９９０５ ７０８ ２２４０ ６６２０

１３ 宝启花园 宝杨路３２８８弄９０号 ５６４９２６８５ ３８２ ８１９ ３５４２

１４ 友谊家园一居
铁峰路 ２０００弄 １００号会所
２楼 ３３７９７０８８ ２５３ ４９７ ４０１０

１５ 友谊家园二居 铁峰路２００１弄１９９９号 ３３７９７３７８ ２４８ ４８７ ４２８０

１６ 四季花城一居 松兰路１１６９弄３９号１０１室 ３６０４５５０２ ５９８ １７６３ ４６９３

１７ 四季花城二居 松兰路９６０号２楼 ３６０４７９００ １０５３ ２６４１ ６５４３

１８ 富杨居委 富杨路２２３弄 ５１０５２０６９ ３４４ １０１２ １７５４

１９ 杨泰一村一居 杨桃路１５９号 ５６８０１３５８ ５５９ １２６９ ４２４１

２０ 杨泰一村二居 杨泰路３３８弄５７号 ５６４９２００８ ６９２ １６７４ ３３０３

２１ 梅林居委 杨鑫路４５１弄４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０５６９０ ４４２ １５２３ ２７２０

２２ 禄德嘉苑居委 竹韵路２５８弄２７号２楼 ５６８０７２７７ ４０９ ９３６ ２１５４

２３ 柏丽华庭居委 ?川路１６２３弄４号１０３室 ６６７６０５８７ ２８３ １３１０ ２１９５

２４ 大黄馨苑居委 水产西路４８９弄４号 ３６３１７６１３ １３２ ２５６ ４７４０

２５ 同盛家园居委 月城路２５０弄１号３０７室 ３６０４５９７７ ４２７ １１９３ １９１０

２６ 丽景翠庭居委 盘古路２６１８弄４２号 ３３９１４２２７ ３５７ １０５３ ２３８１

２７ 杨鑫居委 杨鑫路９５号２楼 ３６５１１９２５ １３０ ３０６ ５３００

２８ 福地苑一居 友谊路１８６９弄１０号 ３３８５０８５６ ４０８ ６１２ ２７８８

２９ 福地苑二居 友谊路１８６９弄５１号 ３３７１７５９８ ２３９ ４７３ ２５２９

３０ 保集绿岛居委 友谊路１９９９弄７号１０２室 ３６２１１３８８ ３０１ ６４４ ２４２９

３１ 香逸湾居委 莲花山路５１７弄１２８号 ３６５０６２１１ ５０６ １５８６ ８５１９

３２ 东方丽都居委 友谊路２８５８弄６３号 ３３９１３８０９ ３６２ ９１６ ２５３２

３３ 宝虹水岸居委 梅林路８６５弄４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０６６３２ ２３０ ５７７ ２６６７

３４ 飘鹰锦和花园 红林路５８弄１０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０６８８９ ３５０ ７８７ ２２５０

３５ 香颂名邸居委 杨泰路５５弄２３６号１０１室 ３６５１０６３９ ３００ ８１６ ４９７４

３６ 紫辰苑居委 江杨北路１５６８弄７７号 ５６１７６２９９ ５８４ １３２７ ６００２

３７ 春江美庐居委 松兰路１９８弄１５８号 ５６８０９２３９ ２１４ ４９６ ２２６８

３８ 友谊苑居委 铁峰路２２６８弄１６—１号 ５６４５００９１ １６ ３０ ３０５９

３９ 和家欣苑居委 顾北东路３９弄２０—１号 ５６８００３１８ ８５ １４０ ５５１５

４０ 海德花园居委 海笛路３３３弄２９３号 ３６３８１２９８ ２７７ ６２２ ２７３５

４１ 远洋悦庭居委 杨泰路２１５８弄１０号 ３６２１１０２９ ５９７ １２９０ ５４８４

（冯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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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浦镇

表４ ２０１８年月浦学校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在职
教工数

学生数（人） 性质 联系电话

月浦实验学校 庆安路５号 １４４
小学８２４

初中８９７
公办 ６６９３０１６０

盛桥中心校 古莲路２７１号 ５８ ７６８ 公办 ５６１５１７３９

月浦中心校 月罗路２２８号 ３４ ４１１ 公办 ６６０３６８６７

小红帽幼儿园
绥化路 ５２弄 ６０号（庆安
园）
月宁路９９号（月宁园）

１０１
庆安３２２

月宁３９４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２２０

满天星幼儿园 鹤林路７８弄５１号 ４３ ２４２ 公办 ６６０３０１３１

北岸郡庭幼儿园 塔源路２８８弄９号 ３２ ２１８ 公办 ６６０３８２１０

惠民小学 川巷路１６０号 ６０ ６９２ 纳民 ５６９３１３１２

博爱幼儿园 绥化路２８８号 ５２ ４０９ 民办 ３６３０１０４７

盛桥幼儿园 石太路３１弄１号 ２７ ３１８ 民办三级 ５６１５０２６４

淞浦中学 德都路１６８弄８７号 ８０ ７２７ 公办 ５６９３１４９５

月浦中学 四元路２０弄７８号 ６４ ５７７ 公办 ５６１９８９１５

宝钢新民实验学校 月浦四村１号 １０８
小学４５４

初中４５４
公办 ５６６４６７４６

行中中学 月浦塘南街５２号 ６２
初中２５３

高中２２３
民办 ５６１９２００２

盛桥中学 石太路１０号 ５３ ５６３ 公办 ５６１５４７３２

灵石学校 盛桥一村８０号 ３０ ７１ 公办 ５６１５００５１

月浦二小 月浦七村３４号 ４０ ４０３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６６５

月浦三小 月浦八村１３８号 ４８ ５０９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４５５

乐业小学 春雷路３３１弄８４号 ５８ ５３１ 公办 ５６１９３０８５

石洞口小学 盛桥三村１６号 ４６ ５１７ 公办 ６６６８３４５５

同达小学 德都路１６８弄１号 ４４ ５４５ 公办 ５６１９５６６２

月浦二村幼儿园 月浦二村６号 ２９ １９５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７４５

月浦四村幼儿园 月浦四村２９号 ４０ ２９４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１４８

月浦六村幼儿园 月浦六村４９号 ２８ １９３ 公办 ５６６４６９１４

月浦八村幼儿园 月浦八村７５号 ３０ ３０１ 民办 ５６６４７６７３

宝星幼儿园 宝泉路６３号 ３５ ２６８ 民办 ５６６４６４００

马泾桥幼儿园 月罗路３００弄１８号 ３７ ２１０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５３８

太阳花幼稚园 四元路２０弄７６号 ５８ ３６５ 公办 ５６１９５８１６

盛桥新村幼儿园 盛桥二村４４号 ３１ １８５ 公办 ５６１５７８７６

震旦中等专业学校 富乐路３８号 ８６ ９７９ 民办 ５６９３９９９８

贝贝艺术幼稚园 德都路２５１弄１号 ３２ １９０ 民办 ５６１９９５８８

菲贝儿幼稚园 月浦九村４９号 ２６ ２４４ 民办 ５６９３１６１４

合 计 １６１９ １４７４６

【概况】　月浦镇地处宝山区北翼，东临
长江入海口，南接宝山西城区，西连罗店

镇，北与宝山工业园区相邻。全镇总面

积４４３７平方千米，其中宝钢等大中型
企业占地约２５平方千米，镇管区域近２０
平方千米。月浦镇下设１４个行政村，２７
个居委会。至年末，全镇实有人口

１７３０００人，其中户籍人口６９２９１人，户籍
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８７％，人口出生率
５５７％，人口自然增长率 －１７３‰。月
浦共有３８个少数民族，其中上海户籍少
数民族人口１１０２人。镇党委下辖３个
二级党委（含１个非公党委），３２个总支
部，２１个一级党支部，２０４个二级党支
部，７０８５名党员。年内新增体育健身步
道４条、新建１０个益智类健身苑点，新
增体育健身面积４万平方米。年内，月
浦镇获上海市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

先进集体、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单位、上

海市第三次农业普查先进集体等称号，

成功申报上海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在

２０１８年上半年上海市市容环境社会公
众满意度测评中位于优秀行列。镇残联

被评为上海市残疾人工作先进单位。镇

政府地址：月罗路２００号。

【经济建设】　月浦镇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１１４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６％；实现区
级地方财政收入１２１５亿元，增长１１％，
位列全区各镇第一位；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２７８亿元，增长４％；完成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９亿元。以提高经济密
度为导向，探索发展楼宇经济，实现

“零”突破，建成“未来已来”智造园，引

入公拍网等优质企业 ４３家，入驻率
７５％。增加硬件设施投入，推进月浦工
业园区景观提标工程，升级新能源短驳

巴士、安全生产服务包上门等一批配套

服务项目。依托产业信息数据库，加大

区域联动，超洁智联、毅俊市政交通工

程、叮咚买菜等一批优质项目落地。打

造龙头牵引产业，引进巨什机器人、东融

新能源汽车等项目。聚焦现代物流领

域，加快推进白马物流、浙江物产等项目

建设。聚焦生物医药领域，推动威高医

药、德国次氯酸、国富光启等一批优质项

目落地。

【城乡建设】　月浦镇编制５个村村庄规
划。推进建设用地减量化，完成总规模

约３６６６公顷３９个项目立项、复垦及确
认。推动农民集中居住项目，完成《集中

居住实施方案》《增减挂钩方案》编制的

政府采购。升级中小河道治理，编制河

长工作手册，细化治水目标任务、责任范

围，全镇 ８０余名河长到岗到责。全镇
一、二、三级河长累计巡河３２３０条次，整
改各类问题 ８５９个。控源截污综合施
策，完善农村和居民小区点污染源纳管

及截流工程，春雷路４３１弄等１１个小区
６８５６万平方米的外部截流、控源截污
措施落实到位，６４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置
系统接入市政管网，沈巷村、长春村８个
宅２１１户的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工程
完成。围绕１５８条镇村级河道，编制“一
河一策”治理方案，形成“两单一图（任

务清单、责任清单，治理路线图）”，全镇

河道全面消除黑臭，月浦塘等５１个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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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８年月浦镇村、居委会

居、村委名称

户籍人数

户数 人数

居委地址 电　话

月浦二三村居委会 １５５２ ２２６６ 月浦三村４１号２楼 ５６９３０２３０

月浦四村居委会 １６８０ ３５６０ 德都路３９９弄６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３１７６５

月浦五村居委会 ４８２ １４７４ 月浦五村４４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３０２５９

月浦七村居委会 ７４９ １７１６ 月浦七村３５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４２４１３

月浦八村居委会 ２２４８ ４７８３ 月浦八村８４号 ５６９３５５４０

月浦九村居委会 １３０８ １８７７ 月浦九村１０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９８２３２

月浦十村居委会 ６３８ １７８１ 宝泉路６５号２楼 ５６６４４７６３

乐业一村居委会 １３７２ ４１１６ 春雷路４３１弄４０号 ５６９３４６１４

乐业二村居委会 ７１２ ２５１６ 春雷路３５４弄３号 ５６６４３５１４

乐业四村二居委会 １０９６ ２７４１ 德都路２６９弄３７号２楼 ５６１９８９６１

乐业五村居委会 ２４７８ ４４９４ 德都路２１８弄５号 ５６１９８３００

庆安一村居委会 ７５８ １８５８ 庆安一村２５号 ５６９３７３４１

庆安二村居委会 １６２４ ２８０７ 庆安三村绥化路５２弄６３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４

马泾桥新村居委会 １２４１ ２９１８ 马泾桥二村１５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５

盛桥新村居委会 ２１０４ ３２９２ 盛桥一村３８号２楼 ５６１５３８８４

盛桥三村居委会 ６３２ １４４７ 塔源路２５８弄５８号 ５６１５２０１４

盛桥四村居委会 ４１７ １００８ 月川路３３弄３７号２楼 ６６０３６６１８

庆安四村居委会 １７１２ ４９６２ 绥化路２６０弄２２号１０２室 ３６３０１０３０

庆安五村居委会 １３６０ ２１３４ 春雷路２８８弄７号２楼 ３６３０３２２８

星月居委会 ６３５ １３６１ 盛桥塔源路５８弄７８号 ５６１５８０８１

时代富浩居委会 ２２９９ ２３２５ 德都路２８弄２５号２楼 ３６３０２５１２

宝月尚园居委会 ４９９ １１５６ 申浦路２８８弄１７号２楼 ５６４５０６３９

新月明珠园居委会 ８１ １４９ 塔源路１５０弄９８号２楼 ３６３０８５２６

鸿锦苑居委会 １３０ ３１２ 月罗路２５９弄８—３号２楼 ６６８６０２９３

北岸郡庭居委会 ４３４ ８８６ 塔源路３０２弄５号２楼 ６６０３８８０９

阳光锦园居民委员会 １７５６ １０７８ 月富路２１８弄１９号楼 ６６９３１９２０

昱翠家苑居民委员会 ２７０ ４５４ 月盛路５１号２楼 ６６９３１９３０

长春村 ３２９ １０５３ 园和路８１９号 ５６６４６６２１

茂盛村 ３９３ １１８４ 月新南路８２２号 ５６９３１５８８

沈巷村 ２１１ ７１３ 月罗路３０９号 ５６６４６８２２

段泾村 ３４４ １０９８ 月新北路３８１号 ５６６４８０１０

梅园村 ７６ １８１ ?川路３９６５号 ６６８７６２９６

勤丰村 ３７６ １１２８ 月丰路２５号 ５６９２８８７１

新丰村 ２８８ ８４０ 石太路９８号 ５６１５１５２０

海陆村 ３９７ １０８６ 和合路９号 ５６１５３３８６

盛星村 ４５２ １４７３ 石太路６６５号 ５６１５１７９７

沈家桥村 ３７２ １１６９ 石太路４８９号 ５６１５３３６２

聚源桥村 ２６９ ７７８ 聚发路２４０号 ５６１５００３１

友谊村 ２１４ ５４８ 月宁路３０１号 ５６１９６００４

钱潘村 ２８３ ７６４ 钱陆路４２５号 ５６６４１３９９

月狮村 ２４９ ８４６ ?川路５４７９号 ５６１５２１０７

（鲍诗婧）

消除劣五类，劣五类水体比例下降到

１８％。突出水岸同治，加强河道日常管
理养护督查整改，建立健全镇村级河道

养护分类管理和河面河岸保洁联动考核

制度，“１＋３”考核断面（１个国考断面：
练祁路—?川路桥；３个市考断面：杨盛
河—古莲路桥，马路河—龙镇路桥，顾

泾—钱陆路桥）水质全部达标。推进无

违创建，全年累计拆除违法无证建筑约

１４３８万平方米，无违建创建先进街镇
通过区级初审。推进美丽家园建设，强

化垃圾分类治理，以生活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实施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年内新增２４个居民小区垃圾
分类和绿色帐户全覆盖。实施新一轮住

宅小区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深化“美

丽家园”活动，通过增设“十小项目”（小

广场、小座椅、小步道、小花园、小坡道、

小扶手、晾衣架、停车位、充电桩、健身

点）微改造，使老小区旧貌换新颜。聚焦

老旧小区突出问题，完成春雷路２５０弄、
庆安一村、春雷路 ３５４弄、月浦三村高
层、月浦十村等５个小区住宅修缮工程，
协调推进庆安一村和乐业五村老旧住房

安全隐患处置工作。推动重大项目建

设，出让沈巷社区 Ｃ—１１—７地块，计划
建造融创万达项目；配合完成宝武炮库

地块转租赁住宅项目的手续报批工作；

推进宝山工业园区规划区域３２０户和友
谊村、月狮村９１户居农民拆迁；妥善实
施月浦塘、塔源路、月川路等处绿地改造

工程，新增绿地面积８万余平方米。推
进美丽街区建设，推进“大小路长制”，

落实落细路长职责，一批老百姓迫切要

求整治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月浦镇推进创业
型社区创建工作，出台促进就业创业等

相关政策，成功扶持创业５３户，帮助７２
名长期失业青年就业，安置就业困难人

员２０２人，按时安置率达１００％。培育和
谐劳动关系企业，在基层单位探索成立

区域劳动争议预防调解委员会。推进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综合示范工作，全年共

计结案２１０件，比上年下降３８件，调解
率上升８％。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
动，完成２５家市级和谐劳动关系单位创
建工作。重点加强社会救助，启用盛桥

社区事务受理分中心，及时做好最低生

活保障、支出型贫困、大病医疗救助的受

理、审核工作，累计发放城乡低保金、残

疾人二项补贴等各类帮扶资金２１００万
余元，完成４２户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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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改造工作。修订完善防台防汛应

急预案，组织开展薄弱点、隐患点排查，

成功防御“５·２５”“８·２１”特大暴雨和
“云雀”“安比”等５次台风袭击。

【社会管理】　月浦镇完成村居委会换
届选举工作。深化“镇管社区”模式，完

善“两委一中心”（社区党委、社区委员，

社区中心）管理架构，优化“３＋４”（社区
事务、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等３个服务设
施，公安、城管执法、市场监督、城市网格

化综合管理等４类管理办公地点）资源
配置，盛桥基本管理单元通过市级验收。

“社区通”平台成效凸显，平台板块增至

１３块，至年末，总注册人数３７２９１人，解
决群众关心关注问题 ２６００余个。常抓
安全管理，常态化开展无证无照经营整

治，保障月浦人民“舌尖上的安全”，获

评上海市“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

市”先进集体。创新探索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新建月浦镇“安全事务通”微信平

台，抓实每月重点隐患单位约谈制度，隐

患整改率在９８％以上，获评“宝山区消
防工作先进集体”。落实专项工作任务，

聚焦“三合一”（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

一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能违章混合设置

在同一空间内的建筑）、高空坠物等重点

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推进进博会期

间专项治理工作，３４２处隐患１００％整改
到位。网格管理及时高效，城市网格化

综合管理智能系统上线运行，并在城管、

市容、河长办等３个部门试点信息采集
工作，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

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城市管理新模

式。完善三级网格化运行平台（以网格

中心—基层工作站—网格监督员三个层

级构建的运行平台），建立网格案件应急

托底处置机制，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解决率、
市民满意率保持全区前列，网格案件结

案率和整体及时率达１００％。加快城市
综合管理智能化、信息化、法治化建设，

启用综治中心新大楼，“雪亮工程”人脸

识别系统投入使用，居村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室实现全覆盖。８个居村综治中心
完成升级改造，年度１１０报警类接警数
下降 ２３４％，偷盗类 １１０案发率全区
最低。

【民生事业】　月浦镇优先发展教育事
业，改善办学条件，完成小红帽幼儿园、

月浦实验学校、盛桥中心校暑期修缮工

程。深化教育改革，月浦中心校与杨浦

小学达成“城乡携手共进三年计划”。

推动学校内涵发展，提升办学质量，月浦

实验学校获第３９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
中国区决赛第一名。加强科普阵地建

设，建成３条科普之光景观带，获评“全
国科普日”活动先进单位。加强卫生工

作，建立健全巩固国家卫生镇长效管理

机制，开展卫生环境集中整治日活动。

创建“上海市健康村镇”，推广居民健康

自我管理和“四控一动（控烟、控盐、控

油、控体重，运动）”“三减三健（减盐、减

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

骼）”健康生活方式，完成月浦镇红十字

会第三届换届选举工作。发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为民便

民作用，全年诊疗服务群众近 ４０万人
次。落实卫生实事项目，完成５６１０名６５
岁及以上老人免费体检。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举办宝山第十届国际民间艺术节

暨月浦镇第十四届锣鼓年会，完成月浦

图书馆（盛桥分馆）硬件、系统换代升

级，组织文体活动共计１６８场次，约７６
万人参加。月浦镇成功申报“上海市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升级养老服务，推动

月浦养老院及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建设。

推进５家睦邻点、马泾桥日照中心及老
年活动室改建工作，推广长护险，推动养

老政策普惠于民，累计完成１２９２２人次。
深化双拥工作，推进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８年上
海市“爱国拥军模范镇”创建工作，定期

开展“故乡指导员”活动。开展系列拥

军活动，推动文化拥军，组织文化活动进

军营，深化法律拥军，推进军人权益保护

站建设，举办军嫂联谊会，“优抚之家”

创建通过市级验收。镇人武部获评“上

海市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党建工作】　月浦镇党委以政治建设
为首位，把提高干部的政治能力摆到突

出位置。落实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基

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实践活动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工

作，抓好网络和社会舆论引导。完善和

健全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议事决策机

制，对接《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

行）》，做优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加强党

建品牌打造。加快建设以党建服务中心

为主的综合服务中心（建筑面积为５０００
平方米），统筹发挥基层党建服务站、基

层党组织示范点和党建指导员作用，做

好流动党员、“两新”党组织管理服务。

系统谋划党建品牌建设，探索党建信息

化建设和情景党课“１＋４”（１是打造一
个亲切熟悉的课堂环境，４是情景党课
中体验、聆听、寄语和拓展四个环节）模

式，以互联互动、项目对接为重点，深入

推进区域化、网格化党建工作。对接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坚决落实三项清单，推动“四责

协同”向基层延伸。开展第二轮二级巡

察和第一轮巡察回头看工作。把握运用

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第一种：党内

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

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第二种：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

大多数。第三种：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

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第四

种：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

能是极少数）。完善干部廉政档案工作，

推动领导干部“廉情”动态管理。推进

“一地双品”廉政文化建设。

【推进社企与住宅小区共建联建综合治

理】　月浦镇党委、镇政府鼓励镇属公司
承担社会责任，与各居民区开展结对共

建，推进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解决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针对月浦居民

区中冶建单位相关设施众多情况，镇党

委借助区域化党建大平台，解决老旧小

区在治理推进中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

钢月浦资产公司等７家公司与９个示范
小区结对，月浦房产公司与１３家达标示
范小区实施结对改造，先行投入资金，化

解项目启动资金难题；工程启动后，及时

与施工方沟通协调施工方案、监督施工

质量和进度，及时发现问题，反馈施工单

位予以解决。共计完成道路改造６６６４２
平方米、增设４５度和９０度停车位１６２９
个，绿化改造 ８１６１６平方米。同时聚焦
“十小工程”和居民需求，实现小区环境

“微更新”。

【月浦镇启动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

计划】　月浦镇按照《宝山区加强城市
管理精细化工作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城市管理
精细化工作任务目标清单》要求，厘清部

门职责，建立健全责、权、利清晰而又统

一的管理机制。建立统筹协调体系，健

全综合执法制度，创新信息技术手段。

坚持共治为主，倾力打造“三美建设”

（美丽街区、美丽家园、美丽乡村），大力

推进生态环境提升，围绕“五违四必”整

治、中小河道治理、生活垃圾分类等制约

发展最关键、群众需求最迫切的重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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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推进体制机制建设，完善城市精细化

管理模式。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日，２０１８首届上海月浦花艺节开幕 月浦镇／提供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第十四届月浦锣鼓年会举办 月浦镇／提供

【获第三十九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中国

区决赛第一名】　３月１１日，第三十九
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中国区决赛在青岛

市实验高级中学落下帷幕。本次比赛，

历时３天。月浦实验学校参加《星际大
本营》初中组比赛，月浦实验学校ＯＭ团
队在４０余支队伍中获第一名。

【获评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建设市民满意
的食品安全城市”先进集体】　４月 １８
日，月浦镇获评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建设
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先进集体称

号。宝山区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

区全面启动以来，月浦镇举全力保障市

民“舌尖上的安全”。坚持对照区建设

行动方案、评价标准及任务分工，制定

《月浦镇推进落实宝山区建设市民满意

的食品安全城区工作实施方案》，明确镇

层面８个方面２１项任务，逐一落实责任
单位。制定《无证无照食品经营专项整

治实施方案》，明确无证无照食品经营信

息登记和纳管全覆盖，在月浦城区实现

食品流动摊贩“零容忍”、无证无照食品

经营基本消除，在农村地区 １００％消除
地下食品加工窝点。坚持在全区首创食

品安全管理人员营业时段在岗管理制

度。学校食堂、中型以上重点餐饮服务

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经单位任命、培

训登记核定、申报备案等资格审查后，统

一佩戴工作证，由市场监管部门通过远

程视频查岗等技术手段监督在岗管理情

况，督促餐饮服务单位承担食品安全管

理责任。对照“诚信企业”“守信超市”

“标准化菜市场”“放心餐厅”“放心食

堂”创建标准，制定镇层面创建工作计

划，落实推进措施和奖励方案，奖优树

先鼓励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加强自律、打

造品牌。坚持在镇中心街区设置“食品

安全宣传一条街”，在“月浦发布”微信

公众号平台开设食品安全专栏，形成线

上线下固定宣传阵地。组建３０００余人
食品安全义务宣传员队伍深入社区、农

村开展宣传，每周组织一次“食品快检

进村居”为居民提供免费食品检测。结

合学习贯彻《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先

后组织开展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及村（居）食品安

全协管员、信息员、宣传员培训考试，建

立参训人员微信群，形成自媒体培训宣

传圈。

【举办第一届月浦花艺节】　５月３日，
月浦镇以“击鼓传花，花语月浦”为主题

的２０１８第一届上海月浦花艺节揭幕。
首届上海月浦花艺节为期一周，共设有

２万多平方米展示区，汇聚５００多种２０
万株花卉植物，有红花莲、天竺葵、大丽

花等特色花卉。用园艺展示特色花卉，

用技艺传承非遗文化，用文艺展示精神

风貌，让居民走出家门体验感受观光踏

青、采风摄影、休闲旅游。

【举办月浦镇第十四届锣鼓年会】　１０
月３０日，“第十四届月浦锣鼓年会”在上
海宝冶集团举行。该届锣鼓年会，是第

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节中

节”活动，有４支外国艺术团队、４支本
土团队及５支月浦地区锣鼓团队参加表
演。活动分为“序—缘起—传承—超

越”四大篇章，以锣鼓为主要元素，演出

在《盛世花开》乐曲声中结束。家门口

的民间艺术交流盛会，让老百姓足不出

户就能观赏五洲风情，展示月浦镇文化

建设成果。 （鲍诗婧）

罗店镇
【概况】　罗店镇位于宝山西北部，南与
顾村镇为邻，东与月浦镇相依，西与嘉定

区相连，北与宝山工业园区北区、罗泾镇

相接，镇域面积 ４４１９平方千米。下辖
２１个行政村、１个捕捞大队、５０个居委
会（其中在筹３０个居委会）。至年末，有
常住户数５８８７６户、户籍人口９５２９５人，
户籍人口比上年增加３５０７９人，户籍人
口密度２１５６４９人／平方千米；列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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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流动人口８１０５１人，增加５７６人，增
加 ０７２％。户 籍 人 口 计 划 生 育 率
９９５７％，流 动 人 口 计 划 生 育 率 为
９８７８％。辖区内有学校 １８所，建有公
共运动场所６个，居民健身点６８个，农
民健身园２６个。镇党委下辖２个基层
党委、１２个党总支、２０２个党支部，党员
总数５０９１名。罗店镇申报成功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被列入第七批“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成为上海第十一个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获评上海市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并以排名第一位的成绩代表上海

申报国家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获上海市

文明镇称号；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

续８年超过上海市平均水平、连续７年
被评为上海市安全示范社区；北金村获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美兰金苑养老院

获全国敬老文明号；罗店中心校从１４个
国家和地区近９００支队伍中脱颖而出，
获第３９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赛亚军。
镇政府地址：沪太路６６５５号。

表６ ２０１８年罗店镇学校情况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教职员工（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罗南中学 ２１ ７６２ ７３ 富南路１９８号 ６６０１３１８３

陈伯吹中学 １２ ４９４ ５２ 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 ５６８６５８６７

罗店中心校 ３０ １１７３ ８６ 罗新路７６５号 ５６８６０５４４

罗南中心校 ４１ １６３４ １１１ 美诺路４８号 ３６１３３２２７

申花幼儿园 １０ ２９２ １８ 市一路１６２号 ６６８６７８３３

小天鹅幼儿园 １７ ５９２ ３３ 南东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１１９００

美兰湖幼儿园 １０ ３１７ ２０ 美诺路５１号 ５６５９１２０２

金锣号幼儿园 １２ ３６０ ２８ 集贤路７０１号 ６６７１１８０１

罗店中学 ３４ １３２０ １２８ 罗新路７０７号 ５６８６１１５７

罗店二中 ８ ３６１ １９ 美安路５９９号

罗阳小学 ２０ ７６１ ６４ 东西巷街３３号 ５６８６０５６３

美罗一小 ２０ ７２５ ４７ 美文路５３５号 ６６７８７３１５

罗店镇幼儿园 １１ ３５９ ２６ 祁南一村３号甲 ３６１３０５７１

小主人幼儿园（美罗园） １２ ４３８ ２９ 美平路７６０号 ６６８６１９７０

美安路幼儿园 ７ ２０２ １９ 美安路４８０号 ５６６９６７７８

罗希小学 １４ ５９７ ３８ 十年村张家桥 ５６８６１１１０

美兰湖中学 ２ ７５ ６ 美诺路１５０号 ５６６７６５２８

罗店成人中学 ７ ２８０ ２０ 东西巷街７９弄２５号 ５６８６４４４３

２０１８年，美兰金苑养老院获评全国敬老文明号 罗店镇／提供

【经济建设】　罗店镇全年完成财政收
入８０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８％；完成增加
值７０亿元，减少２４２亿元；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３４亿元，增加７６亿元；完成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３４亿元，增加２９８亿
元。引进企业 ３２８５家，累计注册资金
１９６９亿元，其中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以
上企业５６家。在全区率先成立由２０个
村合资、注册资金１亿元的“上海罗村实
业公司”，统筹村级资金进行投资。规范

合同管理，停止村级自行招商，委托镇级

统一运营。推进园区低效土地盘活调

整。中冶钢构业务整合重组。美德瑞光

电项目推进有序，通过区级产业准入。

安燕东智能停车设备制造项目进行方案

完善。轧花厂转型为“轧花记忆”综合

商业圈。推动中宝弹簧厂、震旦消防厂

结构调整。围绕“中集产城８＋１”地块
出让，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同步做好中集

产业项目引入，上海中集天照清洁能源

有限公司、上海中集集新物流发展有限

公司完成注册。国开行 ＩＣ集成电路产
业园项目通过产业准入和平台公司认

定。与金罗店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关于继

续罗店新镇开发合作协议。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罗店镇推进“无
违建”先进居（村）创建，全镇７２个创建
单位完成７０个居（村）、２家Ｘ单元，“无
违”创建率达１００％，累计拆除违建面积
５０万平方米，清退违法居住人员 ７２９１

人、取缔违法经营户３００家，消除安全隐
患６９５处。推进河道整治，立足全镇２０３
条河道，重点对３３＋２０条不稳定水体编
制“一河一策”，制订消除劣 Ｖ类河道三
年行动计划，全年消除 ５９条劣 Ｖ类水
体。落实“河长制”，探索建立河长助

理、“河管家”、护河志愿督察队三支队

伍，开展河长述职。加快实施镇域内截

污纳管全覆盖，推动农村生活污水设施

提标改造。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按

照环保督查“回头看”和“三清两断（清

原料、清设备、清场地，断水、断电）”要

求，取缔１３１家违法违规项目，做好２５６
家未纳管企业的核查关停工作。落实扬

尘污染防控“片长制”，围绕５＋６个市、

区级监测点位，做好一片一方案。完成

５４个固废堆场、１７个集卡停车场清理。
加强源头治理，严控准入标准，委托第三

方环保管家全覆盖监管。

【城镇建设与管理】　罗店镇制订《罗店
镇加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三年行动计

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打造“三绣四美五
网”（三绣：绣齐发展短板、绣亮创治长

板、绣密城市管理底板。四美：美丽街

区、美丽家园、美丽乡村、美丽古镇。五

网：共治网、智联网、交通网、法制网、安

全网），落实推进“９６＋Ｘ”项任务清单。
建设“美丽街区”，建设景观雕塑生动的

美安路，延续老镇韵味的东太路，打造统

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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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８年罗店镇村（居）委会

村（居）委会名称
常住户数
（户）

户籍人口
（人）

地　址 电　话

东南弄村 ７０７ ２０１１ 永顺路７１号 ５６８６３４６０

金星村 ７８０ ２３９２ 罗溪路３７１弄８８号 ３３８５３３９３

罗溪村 ８３５ ２３７６ 罗太路２６９号 ５６８６０３２４

四方村 ４９０ １４６２ 石太路３６０５号 ５６８６６２６８

天平村 １１９ １６８０ 石太路２０１８号 ６６８６５６３３

光明村 ５７２ １６８９ 罗东路３２５号 ５６８６５９０１

束里桥村 ２４２ １５５６ 罗东路１００号 ５６８６１３２８

毛家弄村 ２８３ １０４６ 毛家路３９８号 ６６８６１４６２

义品村 ０ ８４０ 石太路２３９８号 ６６８６２９２７

王家村 ４３２ １９５１ 潘泾路１２０１号 ５６０１４９２０

朱家店村 ４ １６６３ 东太东路６３弄５号 ５６８６９７７６

十年村 ４６８ １６８０ 罗店杨南路 ６６８６５５６０

蔡家弄村 ６３４ １９１１ 沪太路６０１８号 ５６０２２３４８

西埝村 ５１２ ６４２ 南长路２３１号 ６６０１０５１５

繁荣村 ５２２ １５７８ 月罗路２１９８号 ５６８６１１６３

北金村 １９９ ５６５ 沪太路６４８６弄１６号 ６６０１５９１８

南周村 ３２４ ２１６４ 王家湾路２号 ５６０１０９３７

张士村 ４５０ １４４０ 联杨路３６０６弄１１０号 ６６０１９２０８

富强村 ０ １９５０ 沪太路６６６２号 ５６０１１７７３

远景村 ２４７ １９７６ 月罗路３３５９号 ５６０１０３２１

联合村 ４３２ １９５１ 联杨路４５６８号 ５６０１２１７５

捕捞大队 １７２ ４６７ 月罗路２４６８号 ５６８６０２１１

富南居委 ９９３ ６９７ 南长路１１１弄１５号１０１室 ６６０１０３４０

罗南居委 １８０２ １０６７ 南东路８９弄２３号 ６６０１５８０６

富丽居委 １５１３ １３４５ 富南路１９９弄５５号 ５６０１０９９６

富辰居委 １１８０ １０２０ 南东路１０８弄１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０１２７５５

向阳居委 ９３０ １５８３ 向阳新村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６３８１３

新桥居委 ９９３ １９１９ 罗升路２５７弄１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２

古镇居委 １２５１ ８０６ 塘西街１８１号 ５６８６３８２９

祁南居委 １３５７ ９７３ 市一路１５３弄３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７

罗溪居委 ８１４ ６４２ 罗溪路６７１弄１６号２楼 ６６８６６６５１

罗新居委 １７１１ ７０３ 集贤路８００弄２６号 ６６７１２０８０

金星居委 ８１８ ５３４ 集贤路５００弄３４号２楼 ６６８６６２６９

金星二居委 １５８６ ６３２ 集贤路５０１弄１３０号 ５６８６６５０８

美兰湖颐景园居委 ９３９ ２５１ 美艾路１９８弄１９２—１９６号 ３６５０９９１８

顺驰美兰湖居委 ９２９ ７０１ 罗迎路５５８弄１００号２楼 ５６５９０５４２

美兰湖琥珀郡园居委 ９１７ ５４０ 美艾路１７７弄１０６—１０７号３楼 ３６５０８９２８

美兰湖景瑞欧兰高邸居委 ７９２ ４９７ 罗芬路９８弄３３号２楼 ３６１９０６２６

美兰湖朗诗绿岛园居委 １２８３ ８７１ 罗芬路１１９９弄１号１０２室 ３６５１１８９１

美兰湖臻园居委（筹） ４２０ ５０５ 抚远路５３８弄５２６号３楼 ３６５５２３８８

美兰湖香岛居委（筹） ７５４ ４９６ 美丰路８８弄７１号 ３６５５２９８８

美兰湖中华园居委（筹） １０１０ ３９３ 抚远路１２８６号２楼 ３６５５２６８８

美兰湖中华园第二居委（筹） ７８１ ５８３ 罗迎路８００弄４７号 ６６８６２３２８

正荣美兰观庭居委（筹） １７１ １７５ 抚远路１２１１弄４５８号 ５６８６０６７５

融侨馨苑居委（筹） ４７０ ４６７ 月罗路２３３３弄１号２楼 ３６５５６３８８

罗盛居委（筹） １０３２ ９３ 塘西街３９８弄４０—１号 ３３７９８２２７

罗贤苑居委 ９６２ １５６ 美安路２５０号 ３６５５９５００

美安苑居委 １４３７ ３３７ 美平路４３１号 ３６５５９５１１

美文苑居委（筹） ９０５ ０ 罗智路２５８弄９号 ６６８７５５９６

罗安苑居委（筹） ８４３ １６ 美安路２１５弄１３号 ６６８７５６１６

罗翔苑居委（筹） ５８２ ７ 罗贤路３８８弄６号 ６６８７５６３２

罗秀苑居委（筹） ６２５ １５ 美秀路３５８弄１６号 ６６８７５７０７

宝欣苑第一居委（筹） １１７９ １８８ 美平路６９６弄１２号１楼 ３６５５５２８８

宝欣苑第二居委（筹） １０５４ ２７９ 美平路７４５弄１８—１号３楼 ３６５５０００３

宝欣苑第三居委（筹） ６３３ ４９５ 美平路１０６０弄５号１楼 ３６５５９５２２

一整洁的月罗公路东段。建设“美丽家

园”，开展“创宜居宝山·建美好家园”

活动，以“十小工程”（修整路面、补种绿

化、铺设残疾人坡道、建休憩长廊、铺设

健身步道、设置健身点、增设机动车停车

位、安装晾衣架、非机动车库改造、标准

化门岗改造）为主抓手，推进祁南二村、

古镇苑等５个老旧小区近１９万平方米
的新一轮住宅小区综合治理。以住宅修

缮、雨污分流改造、设施更新为重点，推

进镇东新村等美丽家园建设，累计完成

“居改非”整治 ５１４户。建设“美丽古
镇”，以古镇核心风貌区为重点，启动保

利物业第三方管理服务模式，保护古朴

风貌，优化业态布局。推进重大工程，推

进陆翔路、Ｓ７、沪通铁路等道路动迁工
作，回购３２０套市属保障安置房转为区
属动迁安置房，供重大工程项目专房专

用。完成１０个存量动迁基地削减工作，
做好大居 Ａ５—Ａ８动迁分房安置工作，
将大居５５０套 Ａ１—Ａ８剩余房源调整给
富锦工业园区动迁长期在外过渡居民。

完成大居 Ｄ３、Ｄ４分房总计１７９５套。罗
店动迁在外过渡签约总数５２５７户，安置
１套及１套以上住房４８３８户。加快推进
农民集中居住项目改造工作，启动建设

毛家弄村、光明村３个村民小组１３０户
村民的农民集中居住改造工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罗店镇实施各
类乡村规划，围绕“一镇两貌”空间布

局，完成联合、天平、毛家弄、束里桥４个
村庄规划。完成联合、远景、天平、张士

４个美丽乡村规划。联合、远景、天平通
过美丽乡村区级示范村验收并考核优

秀。打造三大组团，围绕“农业更强、农

村更美、农民更富”，重点推进三大片区

组团式发展，以联合村、远景村为主的西

片区主要发展生态休闲旅游区；以天平

村、光明村为主的东片区重点发展现代

特色农业区；以王家村、蔡家弄村为主的

南片区通过引入第三方品牌服务，探索

农村地区全域化管理模式，形成生产、生

活和生态相协调的新农村自然风貌区。

优先发展绿色农业，推进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完成１６１７亩水稻绿色生产和４４４０
亩蔬菜种植，“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

志）无公害认证率８３％，完成农业生产
最低保有量任务。开展绿色食品认证工

作，认证产量１１０３吨，面积１６０３亩。夯
实乡村基础设施，以污水处理设施、村庄

道路硬化、农村环卫设施等为重点，完成

６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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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村（居）委会名称
常住户数
（户）

户籍人口
（人）

地　址 电　话

宝欣苑第四居委（筹） ７５０ ２１１ 美平路９９９弄２号 ３６５５９５３３

宝欣苑第五居委（筹） ７６７ ２６１ 天家路２００弄３号 ３６５５９６００

宝欣苑第六居委（筹） ７９５ ３０６ 天家路１９９弄３号 ３６５５９６１１

宝欣苑第八居委（筹） １３５８ ２６４ 天家路１１６弄２号１０４室 ３６５５９６２２

金丰苑第一居委（筹） １２０６ ３６４ 美康路８１８弄５号２０５ ３６５５０１０８

金丰苑第二居委（筹） ９４２ １３０ 罗和路９３５弄１３号 ３６５５１８０８

佳欣苑居委（筹） ４７０ ３０３ 美丹路１０５８弄 ３６５５２２２３

金丰苑第三居委（筹） １１３２ ２７５ 罗和路８５５弄１５号楼２０３室 ３６５５１８６８

佳境苑居委（筹） １７０３ ４０３ 美丹路１０３３弄９号２楼 ３６５５２２２５

润苑居委（筹） １６８６ ４９０ 年吉路６５０弄１—１号２０５室 ３６５５２２２６

佳翔苑居委会 １３９１ ３７０ 陆翔路３４８９弄 ３６５５２５８８

绣苑居委（筹） ５９８ ２８２ 美平路５００弄４号２０１室 ６６８７５８９１

宝欣苑第九居委（筹） ７６１ ４ 美安路６２８弄７号２楼 ６６８７５５８０

鼎苑居委（筹） ７６６ ５９３ 美秀路５５８弄１２号２０１室 ６６８７５９８９

保翔苑居委（筹） １２４８ ０ 陆翔路３５００弄１号 ３６５５９５８８

罗兰佳苑第一居委（筹） ７５７ ６０３ 罗真路１８８弄２１号２０４室 ６６７１１１７２

罗兰佳苑第二居委（筹） ７３１ ５０３ 美丹路９９８弄１２—１号 ６６８７６２０８

（王彦阳　王晓彬）

区级农村生活污水纳管 ９５户，推进 ９９
座农村污水处理站提标改造工程。完成

７个路段道路硬化，总长度 １７００多米。
完成４０座农村公厕改造工作，在农村地
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加大对村

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配套建设投入。

【就业和社会保障】　罗店镇深化就业
创业，举办各类招聘会１２场，共计送出
工作岗位 ８３８个，开展“创业项目对接
会”等主题活动。认定市级就业困难人

员２３６人，安置２３６人，就业困难人员安
置率和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安置率均达

１００％。累计帮助创业成功 ４２人，其中
大学生创业成功２０人，创业带动就业６３
人。完成职业指导４６５人。推进和谐劳
动关系，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

检查”，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全年受理劳

动争议案件 ２７３起，先行调处率达
１００％。落实社会保障，完成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 １４６４人。办理门诊大
病登记１３９３人，完成医保减负１７７人。

【社会事业】　罗店镇优化教育资源布
局，改善学校设施。美兰湖九年一贯制

学校新建工程开工，完成美兰湖中学修

缮工程，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

２０１８年小学新生 １２８４名，比上年增加
２３４名。美兰湖幼儿园成功创建市一级
幼儿园。完善养老工作，受理长护险

７８９人次，完成２个老年日间照料中心、７
个社区助餐点、８个老年农村睦邻互助
点建设。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和延伸服

务，累计签约居民 ４万人，占常住人口
３２１％。办理各类计生行政事务和扶助
奖励 １８万人次，发放金额 ７４５万元。
开展食品安全“双安双创”（创建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区，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

安全城区）工作宣传培训。开展相关培

训５３１２人次，组织社会宣传活动２５次，
发放宣传材料 ５４０００余份，累计受众
７３０００余人次。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开
展系列专项整治行动，出动执法人员

１２４１５人次，对各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开展监督检查４９６６户次，监督检查发现
问题１０８户次，取缔地下食品加工窝点６
个，查处食品违法行为６６起。排摸无证
照食品经营户１９６户，完成辖区食品无
证无照１００％消除任务。

【平安建设】　罗店镇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对涉黄涉赌场所开展各类整治

行动，落实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深化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雪亮工程”

建设，为５０个小区安装人脸识别系统。
加大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力度，开展消防

安全演习，开展“三合一（住宿与生产、

仓储、经营一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能违

章混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建筑）”“夏

风行动”等专项行动。开展“防火灾、防

盗窃、防诈骗、保平安”百日攻坚专项行

动、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检查、大整治专

项整治行动、镇域内区属企业消防安全

大检查等专项治理。开展打击假冒特种

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和餐饮场所瓶装液

化石油气专项整治行动，做好进博会期

间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安全生产

管控工作。集中整治无证经营、跨门营

业问题。做好防汛防台工作，确保城市

运行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

障社会平稳有序，开展两轮矛盾隐患排

查及重大活动风险评估，从源头上预防

和减少信访问题，化解信访矛盾积案，推

动解决一批信访突出问题。丰富“平安

宝山智联网”体系，推进群防群治治安守

护网建设，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

进综治信息化智能化转型。

【精神文明建设】　罗店镇打造古镇文
化品牌，扩大罗店“春有花神秋有画、夏

有龙船冬有灯”四季文化品牌影响，举办

“万花主宰·盛世花开”第二届花神庙

会、东方卫视“端午·江南文化”长三角

古镇大直播暨第十二届上海宝山罗店龙

船文化节、举办罗店之子———潘光旦先

生纪念图片展、“我们·拥抱·世界”第

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暨 ２０１８
“文香罗店·美丽乡约”中外文艺交流

展演活动。与上海歌舞团开展共建工

作。深化非遗传承，举办《我是传承人》

罗店鱼圆制作大赛、“文香罗店·灯耀古

镇”元宵灯彩年会。宝山寺木结构营造

技艺市级非遗申报成功。罗店灯彩先后

亮相布鲁塞尔中国年、２０１８大世界长三
角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活动。推进文

化惠民，开展迎春系列活动，举办“我要

上春晚———罗店百姓春晚梦想秀”。组

建宣传十九大精神文艺小分队，送节目

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以“小蝌蚪”

亲子课堂为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

活动。罗店图书馆新增图书６１０６册，总
馆藏数达１０万余册，全年借还人次４３
万人，借还册次１６５万册。

【社会治理】　罗店镇强化镇管社区，推
进古镇基本管理单元建设，完成２２个睦
邻共享中心（站）建设。实现“社区通”

推广使用全覆盖，截止年底，总注册人数

５１万余人，累计发布、点赞、评论共３８５
万余次。夯实基层基础，推进３５个富有
罗店特色的“活力楼组”建设。开展网

格达标建设，加强网格化中心自身建设

和村居工作指导。全年接收“１２３４５”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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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罗店镇北金村获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罗店镇／提供

线工单 ５２４１件，结案 １００％，先行联系
率、结案率和满意率稳步提升。深化文

明创建，推进创全工作，建立长效机制，

推进文明村居创建、爱国卫生主题月等

活动，祁南二村等４７个点位创全达标。

【党的建设】　罗店镇党委推行“四三五
融六必访〔‘四三’即：‘三问’‘三理’

‘三公’‘三最’。‘三问’即：问政于民、

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三理’即：坚持法

理、坚持道理、坚持情理，‘三公’即：坚

持公开、坚持公平、坚持公正，‘三最’：

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解决群众

最直接的利益问题、解决群众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五融’即：组织融入、思想

融通、生活融合、文化融汇、感情融洽。

‘六必访’即：群众新入村（居）必访、群

众生活有困难必访、邻里家庭有矛盾必

访、村（居）民家庭动迁必访、群众对党

委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必访、对社会作

出重大贡献必访〕”群众工作法，围绕

“组织有活力，党员起作用，服务有内容，

项目有品牌，群众得实惠”党建总体要

求，实现党员干部“三个转变”（转变工

作观念、转变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

保障群众“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和监督权），走百家门、知百家事、解百

家愁，解决群众“急难愁”问题。推进

“初心工程”，全面开展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重点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加强新

时代基层党建工作，做实基层党建。选

优配强村居班子成员，完成２１个村和４３
个居民区等共计１７６个基层党组织换届
工作。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

党政治责任，开展八项规定等专项检查，

推进二级巡察工作。全年受理信访 ２７
件次，立案１０件，挽回经济损失５２万余
元，完成１３个村（居）巡察工作。

【罗店镇被评为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　住建部公示第七批“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上海市宝山区罗店

镇榜上有名。罗店镇成陆于唐略前，宋

时便有渔村，邻近江海，土壤肥沃，农商

繁荣，自古便是鱼米之乡，文化底蕴深

厚。坐落于此的宝山寺全榫卯木结构属

晚唐寺院风格，为罗店留下弥足珍贵的

历史文化遗产。罗店龙船始于明、盛于

清，重观赏、轻竞渡，以表演、竞技为主。

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别致，既全面传

承吴越地区龙船之特色，又有诸多独特

创造，地域文化风格明显。２０１６年罗店
镇组织申报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２０１９年１月获评。

【北金村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称

号】　罗店镇西南部的北金村，村域面积
约０８８平方千米，全村总户数 ６０７户，
总人口３６５４人。北金村村两委班子坚
持法制引领、人性关怀，将法治精神融入

全村生产、发展各项工作中，切实保障、

推动地区和谐、有序发展。先后获“上海

市模范集体”“上海市文明村”“上海市

农村集体财务管理规范化示范村”“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称号。

【举办“文香罗店·灯耀古镇”元宵灯彩

年会】　３月 ２日，罗店龙船广场举办
“文香罗店·灯耀古镇”２０１８罗店元宵
灯彩年会活动。罗店彩灯非遗传承人朱

玲宝老师来到现场，讲解示范如何制作

彩灯。元宵文艺汇演、灯谜有奖竞猜、非

遗游园会，形式多样的趣味活动，吸引近

万名居民热情参与。

【举办罗店之子———潘光旦先生纪念图

片展】　３月７日，罗店之子———潘光旦
先生纪念图片展开幕式在罗店镇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举行。展览通过七大主题，

５０多个展板，１００余张图片资料、文字和
潘氏遗物为主体，与场景再造巧妙的集

合在一起，简洁扼要地向世人展示历史

名人潘光旦生平事迹。

【举办《我是传承人》罗店鱼圆制作大

赛】　３月２５日，宝山非遗游园大会暨
罗店鱼圆制作大赛颁奖仪式在罗溪公园

举办。１０名决赛参赛者经过２个多小时
制作工夫的比拼，通过专家评委和大众

评委对作品的“色泽”“形态”“香味”

“口味”“质感”等方面打分，评出大赛的

金、银、铜奖。罗店鱼圆是宝山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和传统美食，通过比赛让

大家了解罗店鱼圆制作过程和品味美

食，感受长江口历史文化名镇“金罗店”

独特历史文化韵味。

【第二届上海宝山罗店花神庙会举行】

　３月２８日农历二月十二，在中国传统
的花神诞辰日，“２０１８第二届上海宝山
罗店花神庙会”在罗店花神堂举行。上

海市文广局副局长尼冰，区委常委、宣传

部长赵懿，副区长陈筱洁参加活动。整

个活动包括祈福仪式、花神巡游表演、赏

红典礼、民俗专场演出等四个环节。祈

福仪式中，花序、花舞、花开、花语、花红

８６３

镇·街道



等五个传统环节深深唤醒乡土记忆，再

现“花神故里”古老相传的遗风古俗。

翩翩起舞的十二花仙，富有农耕文化特

色的行街表演，展现罗店古镇百姓古往

今来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罗店镇举行第二届花神节 罗店镇／提供

【获第三十九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赛亚

军】　５月２７日，第三十九届世界头脑
奥林匹克总决赛在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

希尔顿体育馆开幕，来自全球１４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９００支队伍参加。罗店中心
校ＯＭ团队在第一次全国赛资格中勇夺
第一名，获美国参赛资格。这次代表中

国在美国赛场参赛，获世界亚军。

【第十二届罗店龙船文化节举行】　６月
１８日，罗店镇以“魅力宝山、浴兰端阳、
花神故里、罗店龙船”为主题的第十二届

上海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在美兰湖畔开

幕，吸引上万游客前来参与和体验。该

届龙船文化节也是东方卫视“端午·江

南文化”长三角古镇端午大直播的主要

取景地之一。罗店“三湾九街十八弄”

的水系发达，棉业种植贸易的繁荣兴盛

和百姓祈福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使得

罗店龙船应运而生。本届龙船文化节开

幕仪式在美兰湖畔上演罗店划龙船习俗

所独有的祭祀仪式，包括“立竿”“燃旺

盆”“送标”“接龙”“砍缆”“启航”等。

参与行进表演队伍共有１０支，有罗店本
地特色的蚌壳蚌珠、荡湖船表演，还有淞

南皮影舞、奉贤滚灯等其他区镇的特色

表演。

【农民集中居住改造项目开工】　１０月
１７日，罗店镇毛家弄村毛家、西钱村民
小组、光明村丁钱村民小组“兵营式”危

房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区委书记汪泓、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副区长王益群、

罗店镇党委书记瞿新昌，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申向军出席并为项目奠基。改造项

目共涉及１３０户，总建筑面积近３７万
平方米，建筑高度１１７米，新建房屋按
照不同结构和需求分为１９种房型，计划
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完成。

【“文香罗店·美丽乡约”中外文艺交流

展演举行】　１０月２９日，“我们·拥抱
·世界”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节暨２０１８“文香罗店·美丽乡约”中外
文艺交流展演活动在罗店举行。来自欧

洲、亚洲、大洋洲的克罗地亚萨格勒布花

棒拉拉队、俄罗斯喀山珍珠青少年民间

舞蹈团、拉脱维亚里加东方民间舞蹈团、

印度德里舞蹈学院表演团、韩国传统舞

蹈团、新西兰奥克兰毛利艺术团等６支
外国队伍与罗店民间文艺团队同台交

流，通过“穿越千年话古镇、天地人和绘

华章、稻花香里庆丰收”三个篇章，以文

化艺术形式共同挖掘人与人之间的友

爱、信任与共鸣。

【“轧花记忆”综合商业圈建成】　１０月，
翼生活·轧花记忆园开业。该园由上海

北翼（集团）有限公司在美兰湖地区投

资开发的社区商业综合体，位于月罗路

和罗溪路口，总建筑面积约１２万平方
米。项目由原罗店轧花厂旧厂房改建和

新建商业大楼两部分组成，以“轧花记

忆”文化传承为特色，着重打造一个以巨

幕影城为主力店，集时尚购物、各式餐

饮、休闲娱乐、亲子平台于一体的新型社

区商业。

【“上海罗村实业公司”成立】　该公司
１１月２９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１０５亿
元人民币，由上海罗店资产经营投资有

限公司代表镇集体与２０个村共同出资。
罗店镇党委、政府为转变村各自为政、分

散发展的模式，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和农民持续增收，创新集体资产管理制

度，盘活村级“沉睡”资金、“化零为整”

办大事，推进镇重点项目建设。建立由

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牵头，镇经济办、

财政所、经管站、罗村公司股东方组成的

资金统筹平台管理联席会议，讨论、表决

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资金统筹规模、

资金投资方向、收益分配方式等），重点

围绕镇党委、镇政府确定的中心工作和

重点项目确定平台资金投资方向，包括

但不限于优质资产入股、重大项目开发、

商业地产收购、固定资产投资等。

（王彦阳　王晓彬）

罗泾镇
【概况】　罗泾镇位于宝山区西北部，东
临长江，南连月浦、罗店镇，西邻嘉定区

徐行、华亭镇，北接江苏省太仓市浏河

镇，总面积４８平方千米，其中宝山工业
园区规划用地 ２３平方千米，浦钢用地
３３平方千米。辖有 ２１个行政村，１８１
个村民小组，６个居委会。至年末，全镇
有户籍１０３４５户、３０２２３人，分别比上年
增加 ２６１户、３５１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２２４７４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３０２８８
人。镇党委下辖３个党委（罗泾镇综合
党委、社区党委、东鼎公司党委），５个党
总支（老龄党总支、资产公司党总支、宝

经公司党总支、机关党总支、前卫公司党

总支），１３５个党支部（含２２个老龄党支
部、６２个“两新”组织党支部），共有党员
２４４９人，其中老龄党员１４５８人（其中男
６０周岁以上 １１３９人，女 ５０周岁以上
３１９人）。辖区内有学校６所，建有市民
健身中心１所，居民健身点７９个，农民
健身运动２场座，游泳池１座。年内，获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２０１７年
度反邪教优秀社区、上海市禁毒工作达

标社区称号；成功创建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
度上海市文明镇、上海市无违建“十佳”

街镇、上海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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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先进单位。塘湾村入围上海市首批９
家乡村振兴示范村试点范围，新陆村被

评为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长江口大

闸蟹获“王宝和杯”全国河蟹大赛评比

金蟹奖，新罗泾牌虾稻米获第十九届中

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罗新园艺场（自

然草莓园）小白品种草莓获第十七届中

国（建德）草莓文化旅游节暨中国精品

草莓擂台赛金奖。镇政府地址：飞达路

８５号。

【经济建设】　罗泾镇全年完成增加值
４２９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５％；区级地方
财政收入４６８亿元，增长１６４％；固定资
产投资 ２０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４２１亿元。推进中商兴盛项目招商工
作，引进挪威美威水产项目。厦门象屿项

目转型为高端冷链产业，完善整体设计方

案。明庆塑胶项目顺利投产，长建金属项

目开工建设，联一汽配项目完成厂房改

造，振河投资项目基本竣工。建立健全落

地企业管理工作机制，完成５８户低效企
业整治提升，落地企业亩均产出水平实现

较大提高。加强源头把控，严格执行行业

负面清单和投入产出标准，严格落实企业

第三方监管。推进“村经委托镇管”工

作，实现村级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集体资产

保值增值，全年村级实现区级地方财政收

入３０００万元，增长１９％。

【就业和社会保障】　罗泾镇开展“就业
援助月”“春风行动”专场招聘等活动，

收集岗位 １７０１个，服务企业 １１６家，服
务求职者８２４人次，帮助２５名长期失业
青年实现就业，扶持成功创业３０家。完
成公益性岗位转制工作，实现人员平稳

过渡。推进２０１８年“乐居罗泾，安享阳
光”失独家庭关怀服务项目，推进“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建设。完成镇域内

６０周岁以上户籍居民免费健康体检，做
实做优“专家下社区，服务进农家”项

目，累计开展讲座 ５８场次，受益居民
１８４２人。通过罗泾慈善专项资金、结对
帮扶等平台和形式，对６名低保家庭困
难大学生发放助学金６万元，全年受理
大病医疗救助１８６人次，发放救助款约
１０６４万元，综合帮扶８０人次，发放救助
款约３３９万元。成立罗泾镇劳动争议
预防调解中心，建设完成劳动仲裁巡回

庭，加强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及劳资矛盾

调处机制建设，全年共受理案件９７起，
结案８７起，成功数６４起，调解成功率约
７４％。启动“创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

业”动员及受理工作，发挥工会协调、维

权职能，有效化解劳资纠纷，完成１３家
企业网上申报工作。完成征地人员落实

保障待遇３０人，落实保障率１００％。

【镇村建设与管理】　罗泾镇年内完成
飞跃路（潘泾路—罗东路）等新建工程

建设、萧泾路（潘新路—潘沪路）等新建

工程前期工作。完成罗宁欣苑配套商品

房分房工作。完成潘桥路、洋桥路等污

水二级管网建设，加快５２条劣Ｖ类河道
整治、２８条段河道水系沟通、３０条段河
道轮疏以及１２４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提标，实施黑臭河道四眼河整治工程，

完成土地减量化３５６公顷立项和１４３
公顷复垦任务，加快推进水源地内跃龙

厂等企业清拆工作。新增信达蓝庭、罗

宁雅苑、罗宁欣苑３个垃圾分类小区，绿
色账户开卡数达 ４０００户。加快推进美
丽街区示范道路创建，完成宝钱公路等

８条道路及小川沙河等６条河道的绿化
建设。完成长安驾校违法用地收回、拆

除和复垦工作。全镇累计拆除各类违法

建筑 ５５０５万平方米，其中农村拆违
１３００余处，共６１２万平方米；居民区拆
违３５０余处，共１５９万平方米。

【新农村建设】　罗泾镇开展镇域总体
规划和郊野单元（乡村规划）编制工作，

完成特色小镇规划初步方案以及基金小

镇、跃龙地块、肖泾生态园林方案编制，

完善特色景观概念、景观标识系统、人车

慢行系统等一系列功能性规划，统筹推

进“三带三片六区”（“三带”即罗?河生

态休闲带、嘉宝生态修复带、沿江生态保

护带，“三片”即产业片、镇区片、生态片，

“六区”即高端制造业区、现代服务业区、

新镇文化区、老镇风貌区、生态农业保护

区、水资源保护区）规划建设，打造长江

口绿色小镇。全面启动乡村振兴示范村

建设，完成塘湾村村庄规划和乡村振兴示

范村建设方案编制，塘湾村入围上海市乡

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名单。健全美丽乡村

长效管护机制，新陆、洋桥、合建村完成

市、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工作。完

成第一轮农林水项目改造并启动第二轮

建设，与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景瑞公司共

同打造新陆村精品蔬菜基地。宝锦农业

科技公司虾稻米通过绿色农产品认证，

实现宝山区绿色农产品零突破。

【社会事业】　罗泾镇完成罗泾中心幼
儿园、第二幼儿园塑胶场地翻新工程，罗

泾第二幼儿园通过上海市一级园验收。

完成罗宁欣苑社区服务站建设和宝悦家

苑社区服务站修缮工程，改建花红、塘湾

农村篮球场，更新改造陈行街１７弄、怡
景养老院、罗宁欣苑健身苑点，完成宝祥

宝邸食品药品科普屋建设和农村１０个
睦邻点建设。举办２０１８年“泾光闪闪”
农民篮球联赛等各类群众性体育活动，

获２０１８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暨“体彩
杯”宝山业余篮球“５对５”挑战赛冠军，
罗泾镇被上海市篮球协会命名为首个

“篮球小镇”。研发罗泾十字挑花和特

色文化产品，完成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

遇难同胞纪念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

设，开展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悼念活动。出版发行《罗泾镇志》，举办

“情系故土，不忘初心———罗泾籍美术工

作者严宗丰书画展”。

【平安建设与综合治理】　罗泾镇构建
“大综治”格局，扩大“雪亮工程”和“平

安宝山智联网”覆盖面，推进完善村级监

控网络。完成塘湾村、洋桥村达标网格

创建，提升网格化管理和“１２３４５”市民服
务热线水平。坚持高压严打态势，“１１０”
报警数稳中有降，推进“扫黑除恶”、涉

黄涉赌场所和禁毒专项整治工作。完成

无证照整治目标任务，累计整治无证照

经营２０７家，无证食品经营８５家。推进
农房出租管理、人口调控补短板等整治

行动，全 镇 村 域 来 沪 人 员 数 下 降

１９６７％。完成综治工作中心和司法所
标准化建设，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和村居

法律顾问制度，坚持党政班子领导接访、

下访、约访、包案制度，建立“村上报、镇

下访”工作机制，初信初访解决率保持在

８５％以上。开展“三合一”（住宿与生
产、仓储、经营一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能

违章混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建筑）场

所及违规电瓶车充电等消防安全隐患专

项治理，制定《罗泾镇安全生产十必须、

十不准》等规定，完成全镇企业第三方监

管全覆盖，全年累计检查企业４６４２户，
发现安全隐患１０８３９个，督促完成整改
１０２９７条，整改率９５％，获评宝山区消防
工作先进集体。调解各类纠纷２６３起，
制作调解协议共８１份，成功率９８５％。
全年上访总量１９７批４６７人次，比上年
批次下降１４％、人次下降３２％；市集访２
批１１人次，分别下降３３％、６５％；无区集
访；镇集访 ２５批 ２４７人次，分别下降
２４％、１５％。进京上访 ２批 ２人次。来
信和来电访２４件，下降４％。网上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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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件，下降２９％。全年累计报警类１１０
案件 ２２６４起，比上年 ２５３７起下降
１０７６％；共立各类刑案４２２起（其中工
业园区１０５起），比上年３１５起（其中工
业园区６６起）上升３４％。

表８ ２０１８年罗泾镇学校情况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地　址 电　话

罗泾中学 ２４ ９０１ ７１ 东朱路８号 ６６８７０１０５

罗泾中心校 ３１ １１７７ ８９ 陈功路２８号 ５６８７１８６４

罗泾中心幼儿园 １５ ４５８ ３３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号 ５６８７１９８１

罗泾第二幼儿园 ９ ２８０ ２２ 潘沪路３０１号 ３６５８１９２８

民办肖泾小学 １５ ６７０ ３７ 沪太路９１０１号 ６６８７８２０８

宝宝乐幼儿园 ９ ３５６ ９ 塘湾村 ５６８７４０４１

表９ ２０１８年罗泾镇村、居委会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　话

海红村 ４３５ １３０１ 袁家宅８号 ５６８７１０７０

川沙村 ４４８ １２２０ 萧月路１６６号 ６６８７９１２３

宝丰村 ４４４ １２６８ 陈东路８５号 ５６８７１５２５

牌楼村 ２６５ ８７８ 青三路二房宅５８号 ５６８７７５２８

合建村 ４１９ １３７４ 罗宁路１９９６号 ５６８７０２６１

潘桥村 ４８９ １６５３ 潘川路２５８５号 ５６８７１８５６

陈行村 ４３９ １３５０ 陈镇路２８５号 ５６８７００８７

海星村 ５４４ １８２７ 北?川路１６８８弄８号 ５６８７００２７

花红村 ３８３ １２４０ 北?川路２３９９弄２２１号 ５６８７０６８３

新陆村 ３６１ １０８５ 北?川路２５０１弄２６８号 ５６８７００１３

王家楼村 ２９８ １０１７ 罗北路１５５８号 ５６８６１４２２

新苗村 ４７５ １５１９ 沪太路９４０５号 ６６５９８７６６

塘湾村 ３７８ １２７６ 张汤路２号 ５６８７８０３１

洋桥村 ３６７ １１２５ 沪太路９８９８号 ６６５９９３６６

合众村 ２５３ ７５３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４４号３楼 ６６８７６８１８

高椿树村 ３８４ １１９４ 潘川路９９９号南首 ５６８７４１２０

三桥村 ３９８ １２０５ 金石路１８８号富长路交界 ５６８７１８７３

肖泾村 ４２８ １４５４ 沪太路８８７２弄２５号 ５６８７１６７８

民众村 ２５５ ７７６ 罗东路１２５０号 ６６８７６００７

解放村 ３２９ １０８６ 金勺路１６８８号５号楼５楼 ５６８６３５４５

和平村 ２９１ ８４６ 潘泾路山茶路口 ５６８６２５８９

第一居委会 ２４４ ５６２ 陈东路７９弄１５号 ５６８７８６５１

宝虹家园 ３７９ ７２５ 陈川路５５５弄１１号 ５１２８３０２５

宝通家园 ２０２ ３８１ 潘新路１１８弄 ６６８７９１２３

宝悦家苑 １９４ ３５０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４４号 ３６３８００２５

宝祥宝邸 １４１ ２２９ 潘沪路６９弄４０号 ５６１４３２７８

海上御景苑 ２０２ ４１１ 长虹路７７９弄 ５６１４３３５６

（施瑜超）

【社区建设】　罗泾镇完成陈行街１７弄
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宝虹家园活动室和

宝通家园路灯改造等民生工程，全年投

入社区配套设施建设资金１１８０万余元。
筹建罗宁苑、信达蓝庭居委会，完成村居

委会换届选举，做好罗宁欣苑等小区物

业接管工作。成立罗泾镇社区社会组织

联合会党支部，实现全镇社会组织党组

织全覆盖。“大调研”与民情日记工作

相结合，共解决和回访２４９个居民关心
的问题，安装 ５６８台非机动车充电桩，
“飞线充电”整治６００余起。开展“乡村
大舞台”活动，各居委会共举办１００余场
讲座。

【精神文明建设】　罗泾镇围绕全国卫
生镇复审、全国文明镇争创工作，加大美

丽乡村、乡村振兴和全国特色小镇宣传。

举办“十大名菜”评选活动、罗泾农民篮

球联赛、“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２０１８
年美丽乡村徒步挑战赛”等活动。开展

“优美庭院、花园单位、美亮村宅、特色楼

道”“四季行动”等群众性精神文明活

动，实现上海市文明镇“五连冠”，在全

市市容环境公众满意度测评中保持郊区

组前列。

【市领导到罗泾调研工作】　８月９日，
副市长彭沉雷到罗泾镇调研乡村振兴示

范村建设工作，市农委副主任黎而力、区

委副书记周志军，副区长陈云彬等陪同

调研。彭沉雷一行来到全国文明村、上

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塘湾村察看三仙

沟、顾家宅睦邻点、村民活动中心等新农

村建设亮点，了解塘湾村产业发展、生态

建设、村庄规划等方面情况。８月 ３１
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寅一行到罗

泾镇塘湾村调研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情

况，市农委副主任黎而力，区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杜松全，副区长陈云彬等陪同

调研。

【宝山区 ２０１８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２月８日，由
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主办，罗泾镇党

委、政府，区科委、卫计委、文广局、司法

局、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共同协

办的２０１８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启动

仪式在罗泾镇飞士会议中心举行，区委

常委、宣传部长赵懿，副区长陈筱洁出席

活动。宝山沪剧团为村民们献上文艺表

演，约２００余名村民观看演出。来自卫
计委的医务人员开展义诊服务，为村民

们提供医疗服务和计生政策、生殖保健、

优生优育等多方面的宣传咨询活动。来

自文广局的志愿者和艺术家们为村民们

送来戏剧演出、拍摄幸福照、赠送春联及

图书等志愿服务。区反邪教协会、司法

局、科委带来宣传品，并为村民们提供有

关法律法规、反邪教知识的专业咨询和

讲解。

【举办首届宝山湖龙虾节】　５月１２日，
罗泾镇首届宝山湖龙虾节于宝山湖生态

农业园开幕，活动吸引大批本地居民与

各地龙虾爱好者参与。宝山湖龙虾节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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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点位于宝山湖生态农业园“上海沪宝

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内，是按照高标准

现代渔业所建设的千亩水产基地，养殖

面积超过１３０亩。２０１４年通过农业部农
产品质量认证中心无公害认证，与连续

６年获“王宝和杯”金蟹奖的长江口大闸
蟹专业养殖基地师出同门。

【塘湾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５月，上
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通报第五届

全国文明村镇和全国文明单位名单，表

彰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文明城区、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文明社区、文
明镇、文明家庭、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及提名。其中，

罗泾镇被评为上海市文明镇，塘湾村被

评为全国文明村，合建村通过全国文明

村复查。

【举办“泾光闪闪”农民篮球联赛】　８月
８日，２０１８年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农民
篮球联赛暨篮球小镇命名揭牌仪式在全

国文明村、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塘湾村篮球场举行。市篮球协会专职副

会长陈德春，市篮协副会长、竞赛委员会

主任张静等领导以及各参赛队参加仪

式。罗泾镇具有篮球优良传统，曾连续

９届承办“区百村篮球赛”，镇篮球队多
次在市、区及苏浙沪联赛中获得桂冠。

全镇以推广篮球运动为契机，兴办农民

篮球联赛，形成群众基础牢固、内容形式

多样、篮球氛围浓厚的特色乡镇。

【“美丽乡村·丰收罗泾”第一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暨上海宝山湖长江蟹品鲜

节举行】　９月２３日，“美丽乡村·丰收
罗泾”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暨上海

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在罗泾举行。

【举办“泾彩同行·２０１８上海罗泾美丽
乡村徒步赛”】　１０月２１日，“泾彩同行
·２０１８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在罗
泾镇涵养林区域举行。该赛事由区体育

局、区总工会、罗泾镇政府、区农委、区旅

游局与百变跑加主办，区文明办、团区

委、区妇联、区方志办和区科协协办，上

海尊安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百变跑加）

及宝山公惠职工事务服务中心承办。区

委书记汪泓，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圣，区

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

懿，副区长陈筱洁、陈云彬等出席活动。

本次美丽乡村徒步赛，分为１８千米竞赛
组、１８千米休闲组及５千米亲子组３个

组别，集结３０００余位运动爱好者及家庭
参加。赛事融合体育、文化、旅游、美丽

乡村建设等资源，同时结合艺术主题，村

落与堤坝间的涂画墙、蟹塘里巨型稻草

螃蟹、折纸江南拱桥等艺术装置汇聚成

多“彩”多“艺”的罗泾徒步赛。

【举办“情系故土　不忘初心———罗泾
籍美术工作者严宗丰书画展”】　１０月
３０日，由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和罗泾
镇政府联合主办的“情系故土　不忘初
心———罗泾籍美术工作者严宗丰书画

展”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开幕，区

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副区长陈筱洁出

席。“书画展”精心挑选２６幅严宗丰在
不同时期的优秀作品。有绿水青山湖

光，也有小桥流水人家，还有严宗丰以家

乡罗泾特色为主题的新作。严宗丰，山

水画师从顾坤伯，人物画师从方增先，花

鸟画师从潘天寿、吴之，书法师从陆维

钊、沙孟海等当代名公。

【罗泾十字挑花参加首届长三角非遗文

化节】　１１月１５日，２０１８大世界长三角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暨大世界城市舞台中

国魅力榜（长三角非遗展演项目榜）发

布活动于上海大世界启动。罗泾十字挑

花参加展演，并在现场与上海市民、全国

游客进行互动，传授并展示罗泾十字挑

花这门传统手工技艺。此次活动为期６
天，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市文化广播影视

管理局指导，上海市非遗保护中心、江苏

省非遗保护中心、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

安徽省非遗保护中心、上海大世界、上海

文化创意产业资源联盟主办，宝山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南通市非遗保

护中心、宁波市非遗保护中心、宣城市非

遗保护中心协办。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

动暨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

地落成启用仪式举行】　１２月１３日，在
罗泾涵养林中的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

难同胞纪念地举行国家公祭仪式，区委

副书记周志军，副区长陈筱洁、陈云彬和

区委办局领导、罗泾镇党政班子成员及

各界代表约５００人出席仪式。“侵华日
军小川沙登陆地点”为１９８４年公布的上
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罗泾镇结合罗泾清

心园项目建设，对纪念碑进行保护修缮

和利用，与罗泾党校内的警世钟一并纳

入“侵华日军罗泾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广场”建设工程进行易地修缮。

【新陆村被评为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１２
月，上海市经过村申报、乡镇推荐、区审

核、市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议

通过，共评定２３个村为２０１８年度上海
市美丽乡村示范村，其中罗泾镇新陆村

被评为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新陆村

位于镇境东北部，西接塘湾、洋桥村，东

临长江，南靠花红村，北与江苏太仓浏河

镇交界。全村行政区域１５平方千米，
有村民小组７个，村民总户数３６１户，户
籍人口１０８５人（其中农业人口４６３人，
非农业人口６２２人）。 （施瑜超）

顾村镇
【概况】　顾村镇位于宝山区中西部，东
临杨行镇，南濒大场镇，西接嘉定区马陆

镇，北靠罗店镇，总面积 ４１６６平方千
米，耕地面积６７１３公顷。辖１６个行政
村，７１个居委会。至年末，全镇有户籍
４５３０６户、１１３２６７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１６９６户、４２４０人；列入管理外来人口
１２９１１０人，减少５０４人；户籍人口计划生
育率 ９９３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５７２％，户籍人口出生率８１５‰。镇党
委下辖９个党总支、１７１个党支部，在册
党员８３９４人。建有百姓健身步道等运
动场地２４个，居民健身点１３７个。辖区
内有学校３８所。年内，顾村镇获全国工
会系统先进集体、上海市文明镇、上海市

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上海市四星级

侨之家、上海市平安社区、上海市中小河

道整治先进集体、上海市重点工程城市

综合管理立功竞赛优秀团队、上海市“创

新创优”社区志愿服务示范中心等称号；

顾村敬老院、顾村镇社区文化中心、顾村

镇建筑实业公司等３３家单位被评为“上
海市平安示范单位”。镇政府地址：泰和

西路３４３１号。

【经济建设】　顾村镇全年完成区级财
政收入 ８６３亿元，增加 ０４８２亿元，比
上年增长５９％；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７２４
亿元，农业总产值０１５２亿元；实现增加
值７７５亿元，增长１７２％；完成合同外
资８０５８万美元；完成国家税金３１７８亿
元，减少 ９７％；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０６６亿元，其中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
４１亿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４４６亿元，增长 １０１％。粮食总产量
１３４吨。强化双轮驱动，加快推动上海
机器人产业园先进智能制造业和沿线沿

轴地区现代服务业集聚集群式发展。实

施上海机器人产业园提标转型三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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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推进园区控详、形态、产业三规合

一，编制覆盖。发那科三期、鑫燕隆二

期、赛赫智能、中航飞行模拟器等加快建

设，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宝山分中心

落户园区。提升服务业载体品质，保集

Ｅ智谷、智慧湾等７个载体平均入驻率
近７０％，金融科创园、智慧湾二、三期等
一批新项目完成竣工验收。闵虹新顾城

产业社区项目动迁和招商工作同步推

进。推进结构调整，制订产业结构调整

三年行动计划，突出点面结合，强化板块

整体调整，完成年度低效工业仓储用地

调整计划，盘活新联发、茂坤等 ９个地
块，共计４２９８公顷土地。优化营商环
境，以工博会、进博会为契机，落实５家
重点企业参展工博会，９０家企业参加进
博会。上海机器人产业园短驳公交线路

开通。健全落实“六个统筹”（统筹招商

机制、统筹规划布局、统筹资源要素、统

筹准入评估、统筹政策服务、统筹投促队

伍）机制，加强政策引导指导，发挥镇投

促中心、集资委作用。聚焦农村集体资

产保值增值和广大村民增收，深化集体

资产统筹规范管理，完成镇级、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表１０ ２０１８年顾村镇学校情况

序号 学校名称
班级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员工
（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１ 顾村中学 ３９ １３３７ １３６ 电台路９３号 ５６１８３５８０

２ 馨佳园学校 ２６ ９５８ ７９ 黄海路５９９号 ５６８７０２７１

３ 鹿鸣学校 ２３ ８２３ ６４ 菊联路２６０号 ３６５５３６１１

４ 宝虹小学 ２０ ８１７ ５５ 菊盛路１５０号 ６６０２２８３７

５ 扬波幼儿园 １２ ３６８ ２３ 菊太路４５６号 ６６０２６１８１

６ 小雨点幼儿园 ６ ２０３ １３ 教育路５６７号 ３６３０８８５８

７ 彩虹幼儿园 １５ ４８５ ２７ 宝菊路３７５号 ３３８５１７６１

８ 馨佳苑幼儿园 １１ ３４８ １８ 丹霞山路１９９号 ３６５１３３２１

９ 馨佳苑第二幼儿园 １０ ３０５ ２０ 沪联路４２５号 ５６４５０２７６

１０ 青秀城幼儿园 ４ １１３ ４ 苏家浜路３２８号 １８０１８５６４８７３

１１ 贝贝佳欧莱幼儿园 １７ ４４１ ２４ 宝菊路３７７号 ５６７８１９８０

１２ 保利叶都幼儿园 ２３ ７３７ ４６ 联杨路１００１号 ６６０３８８３２

１３ 刘行新华实验学校 ２９ １１０６ ８４ 菊太路１０５８号 ３３７９２５７２

１４ 共富实验学校 ５５ ２５００ １７５ 共富路５０１号 ３３７０２０３２

１５ 顾村实验学校 ２１ ８９３ ５３ 宝安公路１１２３号 ６６０２２０５０

１６ 顾村中心校 ３５ １５２０ １０６ 顾北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４２４２８

１７ 泰和新城小学 ２５ １０６１ ７７ 泰和西路３４９９弄１８８号 ６６０２２０５９

１８ 共富新村小学 ２０ ７５６ ５６ 共富路７５号 ３３７０６８７６

１９ 菊泉学校 ２５ １０５２ ７２ 菊太路３２１号 ５６０２２２９２

２０ 顾村中心幼儿园 １２ ３４６ ３４ 顾北东路９９号 ３３８５５６１５

２１ 刘行中心幼儿园 １６ ５６４ ３４ 菊太路１００号 ５６０２２８１４

２２ 泰和新城幼儿园 ９ ３００ １９ 泰和西路３４３６弄３５号 ６６０４１１２６

２３ 依云湾幼儿园 １２ ３２０ ２９ 顾荻路１５０号 ３６０７０８６２

２４ 荷露幼儿园 １３ ４０５ ３２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１９号 ６６０４８９２５

２５ 檀乡湾幼儿园 １０ ３２０ ２０ 水产西路７７８号 ５６６７６３３０

２６ 沙浦路幼儿园 １２ ３９１ ２３ 沙浦路３７７号 ３６５０９２０６

２７ 帕堤欧幼儿园 １４ ４１８ ３２ 顾北路５２９弄１号 ６６０２８３７６

２８ 贝贝佳幼儿园 １５ ５２９ ３０ 共富四村３２１号 ３３７０８９３５

２９ 菲贝儿幼儿园 １０ ３７０ ２０ 共富二村３０１号 ３３７０３２５６

３０ 海兰小学 ３ ３８５ ２１ 陈广路５５５号 ５６０２０１４８

３１ 顾教小学 ２９ １３４０ ７４ 刘行菊泉街５２８号 ５６０２２２４７

３２ 海蓝幼儿园 ７ ２５６ ７ 宝安公路２１８９号 ５６０２１１２２

３３ 陈行新竹幼儿园 ７ ２７４ ７ 陈富路１１６８号 １３１６７０５３８２５

３４ 喜羊羊幼儿园 １１ ４０５ １１ 沪太路４３２８号 ５６１８５７１８

３５ 学成幼儿园 ９ ３８６ ９ 佳尤路３６８号 ５６１８７９９２

３６ 娜荷芽幼儿园 １３ ５１８ １３ 宝安公路３３８号 １５８０１７５２３７５

３７ 盛宅幼儿园 ３ １１０ ３ 盛宅村中心宅６２号 ５６１８９０９９

３８ 菲儿幼儿园 ４ １５７ ４ 共富路９９号１０１室 ３３７０２５９５

【城镇建设与管理】　顾村镇推进动迁、
安置工作，聚焦市区级重大工程项目建

设，加快推进大居拓展区、潘泾社区、陆

翔路———祁连山路等动迁，完成轨道交

通１５号线、区精神卫生中心、泰和水厂
项目签约，共计完成７０９户民房、８１家企
业动迁工作。加快安置在外过渡群众，

新开工动迁安置房４０１８万平方米，主
体竣工４１７５万平方米，交付使用２８４
万平方米。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聚力开

展无违创建，累计拆除面积２２５万平方
米，创成９０个无违创建先进单元，完成
无违创建先进镇申报。强化环保治理，

开展固废、“两违”（违反国家法律或者

相关部门制定的具体事项相关规定）企

业整治，取缔违法排污３５０余处，关停淘
汰“两违”企业 ３１１家。深化水环境治
理，贯彻落实河长制，消除３２条河道劣
五类水质，完成６条河道轮疏，加快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实行农村

河道市场化专业养护。建成启用顾陈

路、潘广路污水二级管网，实现１５０个点
污染源纳管，在 ３５个老旧小区建成 ４７
个旱天截污井。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

平。推进“美丽街区”建设，加快打造共

富社区等示范区域和水产西路等样板路

段，路长制、片长制、市容第三方管理等

创新举措落地实施，开展店招店牌整治、

垃圾分类等专项行动。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建成老安村区级“美丽乡村”。

【社会事业】　顾村镇引进优质教育资
源，提升区域教育品质。世界外国语学

校奠基开工，民办华二宝山实验学校实

现招生，刘行新华实验学校小学部、青秀

城幼儿园等相继开办。顾村镇敬老院完

成改造，馨佳园养老院运转良好，民办康

泰养老院投入运营。新建２处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１处老年人助餐服务点、９
个老年人睦邻互助点以及４个居委老年
活动室。长护险实现全覆盖，先后为９９
万人次提供居家照护服务。提升“诗乡

顾村”文化品牌影响力，举办第十届上海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顾村诗歌文化节、

２０１８上海市民文化节顾村十二文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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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２０１８年顾村镇村委会

序号 村民委员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　话

１ 白杨村 ４９０ １４３５ 顾陈路１５１号 ５６０４３７９２

２ 顾村村 ４７５ １３４４ 电台路９１号 ５６０４３６３５

３ 朱家弄村 ４５９ １４３４ 佳龙路２００号 ５６０４２６２７

４ 羌家村 ７５０ ２１７６ 苏家浜路４９９号 ６６０４５０５８

５ 谭杨村 ６１１ １８６６ 潘泾路９１５号 ３６０４２８７２

６ 盛宅村 ７６１ ２２７０ 泰和西路３３５８号 ５６１８２５７３

７ 星星村 ５２９ １６３４ 湄星路１８１５号 ３６０４００６７

８ 杨木桥村 ２８９ ８９４ 潘泾路２３８弄６号 ５６０４２５０２

９ 胡庄村 ５１８ １４５４ 联谊路５００弄１０号 ３３７１１１５３

１０ 老安村 １２６８ ３３１７ 潘广路９９３号 ５６０２２６５１

１１ 沈宅村 ６３７ １９２７ 联杨路２２１１弄５号 ５６０２８８４６

１２ 归王村 ６９４ ３４９５ 陆陈路３３８号 ５６０２３２５０

１３ 广福村 ７０９ １９７５ 宝安公路２１８５号 ５６０２０７０４

１４ 陈家行村 ９３３ ２２６８ 陈广路５５６号 ５６０２９００３

１５ 正义村 ４９６ １２７９ 菊联路８９弄５６号 ３６３１２３２４

１６ 沈杨村 ６３７ １７２８ 顾陈路８０５号 ５６１８９０８１

表１２ ２０１８年顾村镇居委会

序号 居委名称
小区总户数
（户）

户籍人口
（人）

居委地址 单位电话

１ 泰和一居 １８７２ １７６７ 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４７号１０３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６

２ 泰和二居 １６９３ １７９６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６３号２０２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０

３ 泰和三居 ２２２０ ２１８０ 泰和西路３４９３弄４２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１９

４ 荻泾居委 １０５１ ９２８ 泰和西路３５２７弄３０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１

５ 大唐居委 １８３６ １８９７ 沪太路３７１７弄１３３号 ５６０４９５０４

６ 天极居委 １０７７ １０８４ 富联路２５弄４８号 ５６１８２７７４

７ 顾村居委 ７１４ １６４９ 顾新路３２号 ５６０４３３４９

８ 菊泉居委 １０４４ ９５６ 菊泉街６００弄１０２室 ５６０２０９７９

９ 共富一居 １５１６ １６８５ 共富路９９弄１８号 ３３７１０９４２

１０ 共富二居 １９５０ ２０９７ 共富一村８８９号 ３３７０２２７３

１１ 共富三居 １７６５ ３４１８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２室 ３３７１２５５３

１２ 共富四居 ２３２０ ２４４０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４室 ３３７１２３０５

１３ 共富五居 １２４１ １０６１ 联谊路５０１弄３７号３楼 ３３７０７３１６

１４ 共富六居 ２０２０ ２１１７ 共富二路１２０号 ３３７００３８７

１５ 共富七居 ２５０８ ２９２２ 共富路３５１弄８８号 ３３７０８３４２

１６ 新顾村大家园一居 １６１０ ３５３４ 顾北东路５０１弄１３１号 ３３７１９２２９

１７ 新顾村大家园二居 １４８８ １７９４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２９号甲 ３６０４１０３５

１８ 新顾村大家园三居 ２４００ １３５７ 顾北东路１５５弄１８３号 ３３７１９０３１

１９ 丰水宝邸 ３１８５ ６４１１ 教育路５５５弄５１２号２０２室 ５６１８６７０２

２０ 成亿宝盛 １７７８ １５３３ 水产西路８５８弄３５号 ３６０４４２９６

２１ 绿洲花园 １４２２ １１４８ 沙浦路１２８弄３９号 ３６３１３３６３

２２ 铂庭居委 ８８３ ５６０ 沙浦路５１８弄１号１楼 ３６３１３４００

２３ 盛宅一村 １２２０ ９７４ 富联路１２８弄１８号１０１室 ３３８５４５８６

２４ 菊泉新城一居 １４９３ １３２３ 菊泉街３９弄１６号 ６６０２９０８５

２５ 菊泉新城二居 １６０４ ２６６２ 菊盛路５０弄１０号底楼 ６６０２５０９２

２６ 菊泉新城三居 １４２３ １２４６ 陆翔路３５８弄９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０２９７６８

２７ 菊泉新城四居 ２０４５ １３０５ 陆翔路６９８弄１７号１０４ ６６０２９０８６

２８ 文宝苑 １９４８ １１２２ 菊联路１５７号５楼 ６６０２８２５６

２９ 采菊苑 １７２０ ２１７０ 菊联路６８弄３２号 ３６３１５０８１

等系列活动。完成４５个居村标准化综
合文化活动室服务功能创建，构建向居

村延伸的四级公共文化配送体系。北上

海艺术新地标———龙现代艺术馆开馆。

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被评为上海市级示

范中心。“群‘樱’荟萃”文化季项目被

评为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项目。加

强文化保护，完成谭杨村节孝坊搬移。

落实体育惠民实事，馨佳园体育中心投

入试运行，更新４条百姓健身步道，举办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顾村市民
体育赛事活动。

【就业与社会保障】　顾村镇推动创业
就业，建立三级就业服务网络（社区事务

受理中心、就业服务站、村居就业保障工

作委员）。办好“月月招聘会”，年内共

提供岗位 ６５２５个。实施青年起航创业
助力项目，帮助７２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
就业创业。帮扶引领成功创业５０人，带
动就业１７２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
在１８１１个（指标控制数１８５５个），就业
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 １００％安
置，完成公益性非正规劳动组织转制。

落实社会救助政策，发放各类救助资金

４５３９万元，惠及受助对象８５万余人次。
做实残疾人帮扶，持续推进阳光家园建

设。统筹推进征地保障工作，完成５个
项目，为３０８人落实保障。加大惠民便
民力度，完成顾村大家园菜场标准化改

造并投入运营，建成５７个智慧微菜场站
点。完成２０１８年村（居）委会换届选举。

【基层建设】　顾村镇深化落实市委“１
＋６”文件，强化多元共治，完善菊泉、共
泰基本管理单元“两委一中心”［社区

（居民区）党委、社区（居民区）委员会和

社区（居民区）中心］运行机制。发挥为

民服务中心、百姓自我服务家园、居民区

联系会议等自治平台作用。推进社区通

工作，绿洲花园被评为区级社区通示范

点。加快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启动１２个社区公益项目，新顾城物业指
导中心等在小区事务管理上发挥作用。

开展“创宜居宝山　建美好家园”活动，
落实新一轮住宅小区综合治理三年行动

计划各项任务目标，楼宇文化、美丽楼道

创建行动持续展开，完成新增住宅小区

电动车充电设施、装修垃圾临时堆放点、

物业管理标准化建设等目标。深化物业

考核奖惩机制，将物业服务等级概念引

入物业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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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居委名称
小区总户数
（户）

户籍人口
（人）

居委地址 单位电话

３０ 古北菊翔苑 ２３０９ １５２６ 菊联路２３３弄６８号 ３６３１５２８３

３１ 好日子大家园一居 １３９２ ６８１ 菊太路７７７弄１０９号２楼 ５６０２９７３６

３２ 好日子大家园二居 ２３５２ １０２１ 宝菊路６５５号２楼 ６６０２６００２

３３ 好日子大家园三居 １６２０ １２１５ 菊太路１２２１弄８２号 ３６３８３０２９

３４ 好日子大家园四居 １８２４ ５１２ 菊太路１３９９弄１９号 ６６０２８１９５

３５ 新天地荻泾居委 １３５６ １０９５ 顾荻路３０３号 ３６３１４０３８

３６ 世纪长江苑 １６７４ ５０２ 电台路５６８弄１７号 ３６３１０１３２

３７ 上投佳苑 １２００ ７９７ 水产西路７２９弄１１号１０２室 ３３８５５６４７

３８ 旭辉依云湾 １１７０ ６９５ 顾北路６６６弄４号２楼 ３６３１０５４９

３９ 东方帕堤欧 （筹） １１１６ １５３９ 顾北路７３９号 ３３７１５２２０

４０ 保利叶都一居 （筹） ２５０６ １４０２ 菊太路１１９８弄１０—１大会所２楼 ５６１８０２６５

４１ 保利叶都二居 （筹） ２４０６ １４００ 联杨路１０７８弄１６０２号４０１室 ５６０４０５１６

４２ 保利叶城一居 （筹） １２９０ ３９０ 宝菊路２２弄１号 ６６７８１５９５

４３ 保利叶城二居 （筹） １８９５ １３５６ 宝菊路１３３弄２９５号１层 ６６７８８７５０

４４ 自然居 （筹） ９２０ ３８０ 水产西路９９９弄７—１号（３１１室） ３６３８１５８０

４５ 新天地荻泾二 （筹） １０８９ ５１９ 沙浦路３１１弄２９８号 ５６１８３９３２

４６ 绿地宝里 （筹） ３９１ ２３７ 富长路１０８０弄２５２号 ５６１８３９０７

４７ 宝翔苑 ７９７ ２４７ 菊盛路４６８弄８—１号 ６６０３２３８６

４８ 中怡家园 １３４０ ５７６ 菊泉街５４７弄１２号２０７室 ６６０３８６７７

４９ 馨佳园一街坊 （筹） ９６７ ８７１ 韶山路４１９弄２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０２７５６８

５０ 馨佳园二街坊 （筹） ８６４ ６０４ 韶山路４１８弄３９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８１３６３

５１ 馨佳园三街坊 （筹） １１８２ ７４９ 菊泉街１５９６弄８号西侧 ５６１８３６６８

５２ 馨佳园四街坊 （筹） ５１６ ５５５ 菊泉街２８９９弄８号 ３３９１００５６

５３ 馨佳园五街坊 （筹） ５１７ １５５ 菊泉街１９６９弄５号２０１室 ５６５６６０６１

５４ 馨佳园六街坊 （筹） １７５５ １１３２ 菊泉街１３４６弄３０号１楼 ５６１８６６９０

５５ 馨佳园八街坊 （筹） ２０４４ １８４１ 丹霞山路２５７弄６１号１楼 ３３７０３７１１

５６ 馨佳园九街坊 （筹） ２２７７ ２８４９ 韶山路３４８弄６号—１ ５６１８５９３５

５７ 馨佳园十街坊 （筹） １４６８ ４１５ 韶山路２４５弄２０号办公楼１层 ３６５０８３５５

５８ 馨佳园十一街坊 （筹） ２１９９ １１００ 菊盛路８５１弄３０号１楼 ３６５１１５７９

５９ 馨佳园十二街坊 （筹） １２７７ ８４０ 菊泉街１２８０弄１９号１０５室 ３６０４６２９８

６０ 馨佳园十三街坊 （筹） ５９３ １８９ 菊泉街１２８１弄５号 ５６５６３６２９

６１ 新顾村大家园四居（筹） １２５８ ３０ 顾北东路１８８弄４２号 ５６８７８２０５

６２ 中铁建青秀苑一居（筹） １２０１ ５５６ 宝荻路５００弄５８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４５１０９

６３ 馨佳园七街坊（筹） ６１８ ２４３ 潘广路１７６５弄１０号楼１楼 ３６５８１７６９

６４ 宝沁苑居委会（筹） １５７６ １０５６ 菊泉街５７７弄１６号２楼 ５６５９０８０５

６５ 宝顾佳苑（筹） １００６ ４７ 苏家浜路４３５弄５６号—１ ５６８０８８０５

６６ 上坤公园华庭居委（筹） ２８２ １８１ 富联路６４６弄１７号２楼 ６６７８７５５７

６７ 融创玉兰园（筹） １０５８ ２８２ 联谊路６４９弄１５号２楼 ５６１１０９６１

６８ 金地云锦苑（筹） １５４０ １３６ 苏家浜路４２８弄１—３号 ６６０２０１０９

６９ 青秀苑二居（筹） １０６２ ２７２ 宝荻路５３５弄１号２楼 ６６０２０２１９

７０ 菊华苑（筹） ９７８ ０ 菊太路１７５５弄８—３号２楼 ６６０２６８５１

７１ 菊祥苑（筹） １３９８ ０ 菊太路１６０９弄３号—４号２楼 ６６０２６１１６

（黄云宏）

【平安建设】　顾村镇维护城市稳定运
行，推进“雪亮工程”，新增监控探头５４０
余个。开展扫黑除恶、打击黄赌毒、违法

违规经营整治、群租整治等专项行动，建

成顾村派出所综合指挥平台，安全感指

数测评位居全区第一位，争创“宝山区平

安示范社区”。加强外来人口精细化服

务和管理，完成外来人口调控任务。城

管执法日趋标准化、智能化。强化工博

会、进博会等重要时间节点维稳力度，保

持社会稳定局面。结合创全、水环境治

理等重点工作，做实做强网格化管理，提

升“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实际解决率、满意
率。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长效工作机

制，加强农村自建出租房、“三合一”（住

宿与生产、仓储、经营一种或一种以上使

用功能违章混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建

筑）场所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清退违规

住宿人员１２４９人。开展“互联网＋安全
监管”工作，６４８家企业纳入镇安全监管
信息化平台。加强消防实事项目建设，

新建１２个社区微型消防站，推进农村消
防水管网等建设改造。全年未发生较大

以上安全事故，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可控。

【龙现代艺术馆开馆】　１月７日，龙现
代艺术馆在顾村镇正式开馆。区委书记

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委副

书记周志军，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区总

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副区长陈筱

洁出席。龙现代艺术馆位于菊盛路７０９
号，建筑面积１２万平方米，整体为江南
水乡园林式，亭阁廊榭、白墙黛瓦，是一

座历史与艺术并重，集“收藏、展览、研

究、拍卖、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作品交

易、国际巡展”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文化

艺术馆。馆内汇聚百位国际国内知名艺

术大师作品，分为书法、绘画、油画、篆

刻、瓷器、玉雕、紫砂壶、雕塑与杂件等。

龙现代艺术馆主体建筑共四层，一层为

展厅，二、三、四层为文昌阁。文昌阁第

一层为文昌帝君文化展示厅，包括文昌

君的由来等神话故事介绍，第二、三层为

藏书阁，收集古今中外的艺术图录、典籍

等文献资料。

【顾村老集镇“城中村”改造暨罗青湾新

苑动迁安置房项目开工】　２月８日，顾
村老集镇“城中村”改造暨罗青湾新苑

动迁安置房项目奠基仪式举行。区委书

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市房

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须华威，副区长王益群，以及原老

镇地区村民代表、建设施工单位代表

１５０余人参加。顾村老集镇“城中村”位
于宝山新城顾村板块中部位置，东临上

坤乐城、南濒 Ａ２０外环线、西靠沪太路、
北至宝安公路，项目总占地约９０万平方
米，涉及３个村、１３个村民小组。罗青湾
新苑项目属老镇改造基地内配建动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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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２月８日，顾村老集镇“城中村”改造暨罗青湾新苑动迁安置房项目开工奠基仪式举行
顾村镇／提供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３日，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项目举行奠基仪式 顾村镇／提供

置房，项目总用地面积５８５万平方米，
综合容积率１４，总建筑面积约１０９４万
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７９万平方米。

【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奠基】　５月 １３
日，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奠基仪式在顾

村镇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萍，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区委副

书记周志军，副区长陈筱洁，均瑶集团王

均金董事长及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

加。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是一所集小

学、初中和高中为一体的十二年一贯制

外国语学校，性质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学校建筑规模约４万平方米，小学部每
届４个班（共２０个班），每班３０人，可容
纳６００名学生就读；初中部每届４个班
（共１６个班），每班３６人，可容纳５７６名
学生就读；高中部每届８个班（共２４个
班），每班 ２５人，可容纳 ６００名学生就
读。该校计划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底竣工，
２０２０年交付使用。

【国际 ３Ｄ打印嘉年华开幕】　５月 ３１
日，２０１８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在智慧湾
科创园启动。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成

员金书波，中国工程院院士、骨外科学和

骨科生物力学专家戴鮨戎，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主任徐卫国，区领导汪泓、苏平、

赵懿、吕鸣等出席启动仪式。先后举行

全球首款３Ｄ打印机（３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ＬＡ—
２５０）捐赠、全球最长 ３Ｄ打印混凝土桥
揭幕和《３Ｄ打印与工业制造》新书预发
布仪式。嘉年华从 ５月 ３１日—６月 ２
日，３天内举办各类展览、峰会论坛、音

乐会、互动工坊、创意市集等活动。

【举行“不忘初心·领航前行”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９７周年暨纪念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大合唱比赛】　６月２３日，顾村镇
举办“不忘初心·领航前行”———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７周年暨纪念改革开
放４０周年大合唱比赛。共１２支参赛队
伍、７５０余人参加比赛。参赛人员观看
短片《进取·前行》，全体党员干部重温

入党誓词，宣读《“三带头”争做“三先

锋”》和《党员带头、争当表率》倡议书，

发放志愿者服装和党员家庭户牌，先后

演唱《大中国》《不忘初心》《保卫黄河》

《共筑中国梦》等经典歌曲。

【保集控股集团总部乔迁上海机器人产

业园】　６月２３日，保集控股集团总部
以“新目标 新起点 新征程”为主题的

乔迁庆典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保集Ｅ智
谷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副区长吕鸣，保

集控股集团董事长裘东方等出席。保集

控股集团成立于１９９６年，以开发建设为
核心，以康养文旅和智能科技为两翼，集

房地产、智能科技、大健康、文化旅游、国

际贸易、金融投资和职业教育为一体的

多元化、全球化产业投资集团。

【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宝山服

务中心）揭牌】　８月１３日，由宝山区经
委、顾村镇政府、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

究院主办，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保集Ｅ智
谷承办的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

（宝山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宝山区机

器人产业发展交流会在保集 Ｅ智谷举
行。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副区长吕鸣，上电科集团总裁吴业

华、副总裁吴小东，保集控股集团董事长

总裁裘东方等出席。仪式上共揭牌４个
机构，分别是国家机器人检测评定中心

（总部）、上海市机器人研究与转化功能

型平台、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宝

山培训中心、上海市宝山区机器人产业

发展联盟。

【民办华二宝山实验学校开学】　９月，
华二宝山实验学校开学。学校为九年一

贯制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由华东师范大

学品牌授权、华东师大二附中管理。校

址位于顾村镇鄱阳湖路５９９号，办学规
模初定为４５个班级。

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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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顾村诗歌文化节活动举办 顾村镇／提供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短驳公交线路开

通】　１０月１８日，顾村镇在上海机器人
产业园举行园区交通专线开通仪式。专

线投放８辆４６座新能源大巴士，从１号
线宝安公路站和 ７号线刘行站双向对
开，全程１１千米，单程约４０分钟。

【举办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顾村诗歌文化节活动】　１０月３０日，第
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顾村诗歌

文化节“节中节”活动在诗乡广场举行。

国际民间艺术组织亚洲区执行秘书长、

国际民间艺术组织韩国创始人文亨硕先

生，宝山区委副书记周志军等出席，近千

名顾村市民参加。３支外国艺术团、５支
本土文艺团队、上海鼓鼓乐团等进行表

演。活动颁发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顾村镇
诗歌文化先进集体荣誉。活动分为外国

艺术团体验日、艺术进商圈、上海市民文

化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诗征文大

赛”顾村诗人作品专家点评交流会、节中

节活动、诗歌专场朗诵会、群文展演、文

化展览、诗歌大赛、民间艺术大课堂等９
个版块，有俄罗斯喀山“珍珠”青少年舞

蹈团走进诗乡顾村与市民互动体验、外

国艺术团欢乐联谊在校园、艺术进商圈

系列活动、诗歌朗诵、诗乡校园专场、新

伯新语之家风家训、诗韵艺术团专场、艺

术品展览、诗歌展览、诗歌大赛、越剧尹

派艺术赏析、微电影创作技巧、无伴奏合

唱等１５场活动，时间自１０月２９日至１１
月１５日，历时１８天。 （黄云宏）

大场镇
【概况】　大场镇位于宝山区西南部，东
与静安区彭浦镇和大场机场为邻，南与

普陀区甘泉路街道、万里街道、桃浦镇交

界，西与普陀区桃浦镇及宝山城市工业

园区接壤，北隔?藻浜与顾村镇相望，总

面积２７２２平方千米，辖 １０个行政村、
８５个居委会（包括１６个筹建居委会）。
至年末，有户籍 ６６１７３户，比上年增加
３６７１户；户籍人口１６７０９８人，增加５３６８
人；列入管理的外来流动人口 １４０６７４
人，减少１４５７人。辖区内学校５１所，其
中镇管学校２６所。镇党委下辖２个二
级党委，１个三级党委，１２个党总支，１９９
个党支部，１６８个二级党支部，登记党员
１３８８４人。镇政府地址：大华路１４６９号。

【增强经济综合实力】　大场镇全年完
成地方财政收入１００９亿元，比上年增
长８％；完成增加值 １４６８５亿元，增长

１２％；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１３０００亿
元，与上年持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９２５８亿元，下降 ２４％。加快经济转型
步伐，深化产业升级。坚持外出招商、以

商引商，重点引进百安居、中国能源、亚

振家居等知名企业，亚振家居上海总部

建成开业。引进中机节能、中机智慧、百

安居品牌系列企业，百安居未来智慧旗

舰店开业。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中

邮普泰物联网基地、永久１９４０文创园、
汇通能源癉 ＰＡＲＫ二期等转型项目建
设。重点推进老镇商业二期、紫荆谷 ＋
等１０１９万平方米、总投资７１８亿元的
现代服务业项目建设。对接“上海购

物”品牌发展战略，加快打造大华虎城、

北中环、上大地区三大成熟商圈品牌优

势。全镇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占比达９２％，其中商业、商务服务业占
４５％。增强创新活力，加大对高新技术
企业、文创企业的扶持力度，帮助５３家
企业申报市服务业发展引导基金、市高

新技术企业、市科技小巨人、市科技型中

小企业创新资金等专项资金，新增２家
高新技术企业，新增５家企业在新三板
和股交中心挂牌，云砺信息（票易通）获

南非“金砖五国创新创业大赛”全球第

三名。推进“环上大科技创新圈”建设，

形成资本助力、服务集群、知识聚能、国

际增效的服务发展模式，全年５个项目
入孵，２个项目完成公司注册。规范资
产管理，完善集体资产、资源租赁管理办

法，强化“租税联动”等激励措施，提高

载体楼宇“入驻率、注册率、产出率”，单

位面积税收产出率增长 １２８％。完善

农村集体“三资”（资源、资产、资金）监

管平台建设，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经营管

理、责任考核和风险控制等制度，全面开

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完成南大村、

东方红村村级产权制度改革。

【优化城市功能品质】　大场镇推进重
点功能区建设，按照南大生态智慧城建

设战略目标，提速集体土地上的征收补

偿工作，区域内集体企业动迁全部完成，

居农民征收补偿签约率 ９５％。汇丰路
东侧地块安置房交付入户，Ｄ２、Ｄ３地块
２１万平方米安置房结构封顶，新开工建
设０６—０４、０９—０４、１０—０４地块１７万平
方米安置房。完成南大九年一贯制学

校、幼儿园地块及南大首发地块的净地

腾地工作。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联

东村居农民及企业动迁全面完成，场中

村启动协议动迁转征收，整体签约率

９６％，责令交地实现全覆盖。两个“城中
村”２０个市政公建配套项目完成立项。
启动红光村锦秋地块４个村民小组动迁
工作，实现待开发地块居农民签约率

９８８％。开展重大公共基础项目，推进
重大工程建设。提前实现轨道交通 １５
号线陈太路停车场进场线腾地目标，配

合完成南大北和乾溪两个排水系统外部

支管建设，完成祁连山路—陆翔路、丰翔

路腾地并协调２条道路按期开工，配合
推进南大地区４条骨干道路８４千米架
空线入地，建成作为纪念性城市公共空

间构筑物的汶水路地标建筑“化育之

鼎———陶鼎”，经适房祁连基地 Ａ３—０４
地块安置房实现结构封顶，基地配套的

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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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祁路、祁华路、祁真路、丰宝路、瑞丰

路、锦秋路（瑞丰路—丰宝路）等６条道
路全部建成通车。深化“河长制”，坚持

“水岸同治”，探索镇村级河道养护管理

主体下沉至各属地村，９条督查名录内
河道全部消除黑臭，镇村级河道全部完

成“一河一策”编制，２４条河道消除劣 Ｖ
类水体。完成８个点污染源纳管改造，
在全区率先试点开展葑润华庭小区雨污

分流改造，提前启动５８７万平方米小区
雨污水分流改造。保持对违法违规建设

项目清理的高压态势，及时关停新增“两

违”（违法、违规）企业１２家。落实扬尘
污染防控“片长制”，关停上海建延混凝

土搅拌站，建立污染源企业常态巡查机

制。试点推行餐饮场所在线监控。全年

新建各类绿地１３９５公顷（其中公共绿
地４４公顷），全镇绿化覆盖率３４％，人
均绿地面积２９平方米。

表１３ ２０１８年大场镇学校情况

序号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１ 大华中学 １６ ４９１ ５０ 华灵路１３９１号 ６６３４０７０７

２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 ３９ １７４０ １２４ 丰宝路１３５号 ５６１３３３６０

３ 大华新城学校 ２３ ７０９ ６２ 环镇南路３２５号 ６６０５９８２７

４ 行知小学 ２４ ９４７ ７５ 行知路３８９弄１号 ６６３９８９９５

５ 大华小学 ２２ ８１９ ６３ 华灵路６２３号 ６６３７４４２７

６ 大华二小 ２０ ６２７ ５７ 大华路８６３号 ６６３５３３００

７ 大场中心小学 ２１ ６７８ ６６ 南大路１６弄６号 ５６５０４３２６

８ 上海大学附属小学 ２４ １０５９ ７２ 上大路１２６５号 ６６７４００２４

９ 祁连中心校 ２１ ８２０ ６６ 祁连二村１１８号 ５６１３２２１６

１０ 嘉华小学 １５ ４６１ ３６ 大华一路１５１号 ５６３５４６９６

１１ 中环实验小学 １６ ４６２ ５２ 华和路２５５弄１２号 ３６５２０１０３

１２ 行知实验幼儿园 １８ ５８８ ４２ 真金路１０３９弄４１号 ６６３７７１０２

１３ 真华幼儿园 １０ ３６７ ２４ 真华路１３９８号 ６６４０１３９８

１４ 山海幼儿园 １２ ４１６ ２５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４６号 ６６３５０１７１

１５ 大华一幼 ９ ２８５ １９ 大华路９９号 ５６３５８４５１

１６ 乾溪二幼 ９ ２８０ ２２ 环镇北路４００弄１９号 ６６５００２９２

１７ 联建幼儿园 ９ ２５４ １７ 南大路１３８弄５号 ６６５０７４５４

１８ 祁连中心幼儿园 １４ ４６８ ３３ 锦秋路１２８２号 ６６１６１３３９

１９ 经纬幼儿园 １２ ３８２ ２５ 纬地路８８弄１０５号 ６１０７３０１８

２０ 小精灵幼儿园 １１ ３６７ ２１ 瑞丰路８８号 ６６１２１０７０

２１ 青苹果幼儿园 ２８ ８６９ ６０ 真大路３３３弄３６号 ６５０８８９８０

２２ 慧华幼儿园 ９ ３１２ ２３ 南陈路２８０号 ６６６８０２８８

２３ 学府涵青幼儿园 １２ ４１５ ２６ 涵青路３９８弄８０号 ６１４８９３８１

２４ 锦秋幼儿园 １０ ３０５ ２１ 锦秋路６９９弄１１２号 ５６６９８１９６

２５ 上附实验幼儿园 １６ ５６５ ３２ 祁华路３００号 ５６６９７８６６

２６ 小天使幼儿园 ５ １６４ ８ 瑞丰路３５０号 ５６１２９９０８

镇管合计 ４２５ １４８５０ １１２１

【提升城市管理能力】　大场镇在全区
率先通过“无违建村居”（街镇）创建市

级验收，拆除１２２个创建单元内１５２１个
点位的违法建筑，总面积 ３４６万平方
米。创新网格监管模式，新建违法建筑

投诉比上年下降 ８２％，拆除率 １００％。
深化“美丽家园”建设，制定并推行大场

镇深化美丽家园实事项目实施办法，完

成９个标准化小区建设、１６个老旧小区
１２２８万平方米改造项目、４个老旧小区
３１台电梯更新等目标任务。开展８４个
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在经纬城市绿洲三

居、铂金华府试点打造智能生活垃圾分

类亮点小区。创建“美丽街区”，完成聚

丰园路及周边弘基广场、环镇北路、汶水

路沿街市容形象改造，通过城管执法与

市容第三方协管相结合方式，破解垃圾

桶“游街”、跨门经营、乱设摊等城市治

理顽症。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健全自治

共治机制，出台物业和业委会工作规范

指导手册，落实业委会换届和物业公司

选续聘工作，推动居委会和业委会交叉

任职。发挥“社区通”“大场社区”微信

公众号等平台作用，增强社区信息交流，

“社区通”实名注册人数近１０万人。做
实镇网格化平台“大联勤”和居村工作

站“小联勤”，完成“网格达标”创建，

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办理连续５个月排名全
区第一位。推进“雪亮工程”和治安薄

弱小区物防工作，启动１５个老旧小区视
频监控建设、３个试点小区（智华苑、文
华苑、观澜弘郡）智能安防建设。聚焦安

全生产、高空坠物、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

集中开展排查整治，完成市委专项督办

铁路桃浦车站老公房整治，完成灵石路

１５０１号公寓房、拉肯公寓房整治，开展
“三合一”（集生产、生活与仓库为一体）

攻坚行动，整治“三合一”场所７９９处，清
退违规居住人员 ２０００余人，消除全镇
６８４户违法违规经营户。全年未发生亡
人火灾和安全生产事故。落实社会面矛

盾滚动排查及化解，加强信访维稳，进博

会期间社会面平稳有序，全年报警类

１１０下降２５３％。

【完善社会民生保障】　大场镇针对性
开展就业指导，举办“春风送暖，职等你

来”和“秋风送爽，为你送岗”招聘会，首

次将招聘活动送到南秀雅苑动迁居民家

门口。开展“创响大场”创业帮扶，大场

动漫创业园被评为区优秀创业孵化基

地。全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始终控制在

３３９５人指标之内，扶持成功创业６８家，

启航对象成功就业１００人。推进和谐劳
动关系创建工作，建立镇劳动人事争议

联合调解中心，稳妥处置群体性劳资矛

盾纠纷，先行调解率达８５％以上。完善
养老体系，新建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这

一集长者照护之家、社区护理站、日间照

料服务中心等多种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

养老机构，并通过市、区两级验收。新增

２家老年助餐点，汇枫景苑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建成并投入试运行。全镇１４２０
名老人符合条件并享受长护险照护服

务，累计服务时间完成率２４３％。加强对
低收入、因病致贫等特殊困难对象的排

摸和优抚力度，全年发放各类救助金

３９５２２万元，受益 ４３６万人次。开展
“关爱工程”活动，完成镇“优抚之家”建

设。盘整教育资源，调整学额紧张的学

校学区划分，完成年度招生工作，共招收

符合要求的小学一年级新生２８０３名（其
中沪籍生１７４２名），幼儿园新生３０８０余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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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 ２０１８年大场镇村（居）委会基本情况

村（居）委会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办公地址 办公电话

东方红村 １０１６ ３３１２ 环镇南路８５８弄９号楼１１楼 ６６３６４１６９

场南村 ６５９ ２９８５ 龙珠苑２００号 ５６６８６５３３

场中村 ６０４ １９２１ 沪太路２００９号五楼 ５６６８１６９４

联东村 ３９９ １４８３ 沪太路２７５１号 ５６６８７６４０

联西村 ６１０ １８１３ 上大路６７８号４０６室 ６６１６２９６８

南大村 ９４７ ４４０６ 南大路３９５号 ６２５０１６１６

红光村 ７８９ ２３８９ 沪太路３６５１弄１８８号 ６６５０９２６０

丰明村 ３０１ ９１４ 祁连山路２０８８弄２号３楼 ５６１３８２２６

丰收村 ４０７ １２２２ 锦秋路１６８８号１２楼 ６６７４０１０６

葑村村 ６３５ １８８６ 丰宝路３８８号 ５６１３２４４６

大华一村一居 １３４６ ２８５０ 沪太路１５００弄２８号甲 ６６３４００５３

大华一村二居 ８２６ １２９５ 华灵路５９１弄１６号甲 ６６３４９３１３

大华一村三居 １９７０ ３０１６ 华灵路５１０弄１６号甲 ６６３４７６６５

大华一村四居 １４８８ ２１２９ 华灵路８６０号２楼 ６６３４７７４７

大华一村五居 １２０７ １２５０ 华灵路８２弄６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４８７３

大华一村六居 １４５３ １１８１ 新沪路１９８弄１２号２楼 ６６４０２００２

大华一村七居 １１５７ １２１８ 华灵路１３５１弄５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７９９３

新华居委 １１５１ ３２９６ 华灵路１２２５弄４１８号 ６６４０８８３２

大华二村一居 ２１１８ ３５４６ 大华路４５５弄３８号旁 ６６３４３４６８

大华二村二居 １２０２ ３０７７ 新沪路５５５号 ６６３４０５２４

大华二村四居 １７６２ ２５５８ 大华路７８１弄６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２０７５

大华二村五居 １７７４ ２１９３ 新沪路１０６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４９５０４

大华二村六居 ９９５ １１６１ 新沪路１０５９弄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９７８６０

大华二村七居 １８６４ ３８７８ 华灵路１１８０弄４５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１９０７

大华二村八居 １７１０ ２６８７ 新沪路１０９９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５５２５

嘉华苑 １２７８ １３４１ 新村路７８９弄４６号２０２室 ５６３５２３７１

滨江雅苑 １５７０ １５６７ 大华路９８８弄１２１号２０１室 ６６３４２５８３

铂金华府 １５９８ １３７６ 真华路１０３０弄４６号１楼 ６６３４５５１２

大华三村一居 ８１６ ８７２ 沪太路１７７１弄４０号１０２室 ５６５１５０５７

大华三村二居 １０５１ １１２５ 大华路１３７２号２楼 ６６３６２２５２

大华三村三居 １０２６ １５６８ 大华路１１９５号２楼 ６６３４２９５０

大华三村四居 １０５０ １２７２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３３号 ６６３５３２３７

大华三村五居 １５７９ １９７１ 大华路１３７６号２楼 ６６３６２２６２

大华三村六居 １１２８ １３７７ 行知路５７２弄８２号 ６６３４２２３２

大华三村七居 ６４０ １７３１ 行知路６３５弄１号 ６６３４９１３３

大华四村一居 １３９１ ２１６２ 华灵路１８８５弄２５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４９７１

大华四村二居 １９７３ ２４６０ 华灵路１８９５弄４２号２０１室 ６６３９１３４３

大华四村三居 １１７０ １６４８ 真金路１２５０弄３１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６８５９３

大华四村四居 １５１９ ８７６ 行知路６３８弄１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６０８７０

大华四村五居 ２５０３ ３７６４ 华灵路１７８１弄７２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９５６７

大华四村六居 １２６７ １３５２ 华灵路１７８８弄３７号１０１室 ６６４０８１２２

大华四村七居 １８７５ １６０１ 真华路９９９弄５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５９８０８

大华五村一居 １４３４ １１００ 真华路１９５８弄２号２楼 ５６５０２８２３

大华五村二居 １７９８ １１３７ 真华路１８０１弄５４号１０２室 ６６５０９５５６

大华五村三居 ２９６９ １７０２ 真北路４３３３弄５６号２楼 ３６３２４１０６

大华五村四居 ２００８ ６０２ 真大路３３３弄２７号３楼 ６６５１９８３３

名（其中公办生２１８０名）。新建成开办
小天使幼儿园，新建祁华路幼儿园实现

结构封顶，完成１５个暑期维修项目。加
强“行知”“上大”“经纬”教育品牌内涵

建设。大场中心小学被评为全国中小学

优秀文化艺术学校，大华小学获央视举

办的英语希望之星上海赛区一等奖，大

华二小连续三届获评上海市艺术教育

（剪纸）特色项目，申华小学 Ｕ１１足球队
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第一名。大场中心

小学、行知小学获评新一届上海市行为

规范示范校。整治非法办学，关停非法

办学点７个，妥善安置分流学生３００余
人。提升基层基础医疗服务水平，大场

医院实现由仁济医院托管，建成南大和

宝祁雅苑社区卫生服务站。传播弘扬红

十字精神，推进“三救三献”（指应急救

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和造血干细胞捐

献、遗体器官捐献、无偿献血）工作，造血

干细胞捐献入库２２１例，新增遗体捐献
和角膜捐献３９人。镇红十字会获２０１８
年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征募工作先

进集体称号。打造“潜溪文化”品牌，举

办“潜溪之约”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和

宝山区国际民间艺术节“节中节”活动。

弘扬陶行知教育理念，举办“行知读书

会”，打造大场文化新地标。引进“名家

工作室”（东方卫视艺术人文频道主持

人阎华、“力量之声”流行美声组合、上

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助力大场文

化事业发展。开展非遗“三进”（进学

校、进社区、进企业）活动，大华二小被评

为市“非遗进校园”十佳传习基地学校，

陈标成功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

格榫卯项目传承人，陈尧成功申报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场白切羊肉技

艺传承人。体育中心开展公益场活动，

惠及４６８万人次。山海艺术馆开展公
益文化培训、公益演出、公益电影等共计

１０００余场次。年内，大场镇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经市文广影视局评估定为市一级

社会文化活动中心，大场镇图书馆获年

度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工作先进集体。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调研宝山南大地

区】　４月２６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
实地查看、调研吴泾、高桥、南大、吴淞、桃

浦五个重点区域，要求加快整体转型升

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周波、

翁祖亮、时光辉参加相关调研和座谈。

【举办第四届“潜溪之约”文化艺术节】

　大场镇第四届“潜溪之约”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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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村（居）委会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办公地址 办公电话

大华五村五居 ２０９７ １０８１ 真大路４０６号２楼 ５６０５６８１０

大华五村六居 ３５０ ８７ 真朋路６９号物业公司２楼 ５６４２２２３２

乾溪一居 １９２２ ２９３７ 乾溪路１５０弄１３号 ５６６８９９４０

乾溪二居 １５９６ ２８２７ 乾溪路２５０弄２６号 ５６６８８９６２

乾溪四居 ２２２３ ３０５４ 环镇北路５００弄３８号 ５６５０４２８５

乾溪五居 １５６４ ２１０２ 环镇北路６００弄６１号 ５６５０１９５５

乾溪六居 １６４５ ２５５５ 环镇北路４１７弄３４号 ５６５０１８５６

乾溪七居 １７３８ １３２６ 环镇北路６９９弄１１７号 ５６５１４８２５

乾溪八居 １３３６ １５７５ 上大路１２８弄１２号２楼 ５６５１０６５４

乾宁苑 ９７２ ８１５ 上大路１７８弄３２号２楼 ５６６８４５１３

慧华苑 ２１５３ ８８６ 南陈路２７８弄９２号 ３６３８２４７０

乾皓苑 １０３５ ０ 丰皓路１３８弄２４号２楼 ５６５０５９６１

东街居委 １６０２ ２０３６ 场中路３６５８弄２８号２楼 ５６５０００２４

西街居委 １７０５ ３３５３ 南大路１８弄５号底楼 ５６６８０８０４

联建居委 １７５４ ３６７０ 南大路１２６弄８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８１０７１

联合居委 １５３０ ２０３８ 南大路１５８弄２９号２楼 ５６６８１０３７

联乾居委 １２６９ １５１３ 南大路１９０弄６号 ５６５０７２３８

南秀雅苑 １３５０ ０ 鄂尔多斯路９８弄３０号５楼 ６６２７２０１５

祁连一村一居 １２２４ ３１３４ 祁连山路２５００弄５号 ５６１３２３３５

祁连一村二居 １４３９ ２０２０ 聚丰园路３８８弄７５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３１４７７

祁连一村三居 １０８８ １１６５ 聚丰园路５００弄６３号２楼 ６６１６５１２２

祁连二村一居 １３３６ １８７７ 祁连山路２８２８弄２０号１楼 ５６１３３２５３

祁连二村二居 １６５８ １９８６ 锦秋路１４５６弄３３号２楼 ５６１３２６３４

祁连二村三居 ６７７ ５３１ 聚丰园路６６９弄６３号２楼 ６６１２７０２２

聚丰景都 ２７４４ ９６６ 聚丰园路６２８弄１６５号２楼 ６６１６７４６６

祁连三村一居 １５０６ １９３０ 上大路１３２９弄１７０号 ５６１３３７３４

祁连三村二居 １１２８ １２８３ 聚丰园路１８８弄４９号２０３室 ６６１２２７７２

祁连三村三居 １５３３ １７１３ 上大路１２８８弄１０２号１０２室 ６６１２２２１２

聚丰福邸 １０２９ ４０５ 环镇北路１３６６弄３４号１楼 ５６１４３２０５

丰宝苑 ２０００ ０ 锦秋路１５８８弄４８—２ ５６８７８９１８

丰皓苑 １２８２ ３５２ 丰皓路６７２号５楼 ５６４５１８１６

文景华庭 １１０３ ０ 丰皓路６３３弄６７号 无

保利熙悦 １５４６ ０ 走马塘路１２２８弄３４号３楼 无

祁连四村 １１２６ １６７３ 祁连山路２７７７弄２０号１０１室 ６６１２２５９８

当代高邸 １５１２ ３０４１ 聚丰园路１０５弄１５号２楼 ５６１３８５４６

锦秋一居 ２１８６ ３９３２ 锦秋路６９５弄６８号 ６６１２８２７８

锦秋二居 ３３１３ ２５０６ 锦秋路６９９弄八区２２６号 ６６１２８８５０

城市绿洲一居 １８８７ １６４２ 纬地路８８弄７１号２０１室 ６１０７３３１０

城市绿洲二居 ２３６８ ３８５０ 涵青路３９８弄３６２号２楼 ６１０７７７９８

城市绿洲三居 ２１７０ ３５４６ 纬地路３５８弄２３号１０１室 ３６３９３２１３

学士逸居 ２３１ ６４１ 纬地路９９弄６１号—５（２楼） ５６５１１００６

学府阳光 １７２６ ５７１ 涵青路１００弄１８号—４ ５６７７９１２２

和泰苑 １８９５ １８２５ 沪太路４０９９弄３１号２楼 ６１４７２９６６
６１０７３４６４

葑润华庭 １５５２ １０２６ 华秋路１８６号 ６６１２３０９８

天缘华城 １３５５ １６５０ 华秋路５８弄６５号 ３６２１６６０６

宝祁雅苑一居 １２４３ ８７４ 锦秋路１６０１弄１６号１楼 ３６３８３０５７

宝祁雅苑二居 ２１３９ ４９５ 祁华路６５５弄２５号２楼 ３６５０８７３５

汇枫景苑 １５８０ ４０２０ 祁华路３００弄４号 ５６１２７９３９

保利叶之林 ６４７ １４５６ 华秋路３４９弄１４号２楼 ５６８７８０３３

　注：带“”号的为筹建居委会 （许华明）

节系列活动于４月集中举行。４月８日，
开幕式暨首场主题晚会在上海大学伟长

楼剧院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副书记、区

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上海

大学副校长欧阳华出席开幕式。晚会以

时间为主线，以责任担当为隐线，用流水

光影串联三个篇章，体现大场“人心齐、

勇探索、敢担当、求卓越”的大场精神。４
月１４日，第二场专场演出活动为“香溢
潜溪”名家与大师的对话主题晚会，以墨

香、花香、果香和酒香串联大场丰富的文

化历史风情。４月 ２１日，第三场“大美
潜溪”专场演出以色彩为主线，“金色潜

溪”展现大场繁华文明的深厚根基，“红

色潜溪”展现大场抗战红色文化的精神

气质，“多彩潜溪”展现大场多彩的非遗

传承和文化创新。４月２８日，第四场专
场演出为“我们走在大路上”宝山区庆

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暨“潜溪

之约”文化艺术节闭幕式。通过改革扬

帆正当时、开拓创新建宝山、奋斗本身是

幸福三个篇章聚人气、定目标、振精神。

第四届“潜溪之约”文化艺术节后续活

动分别于６月２０日举行大场镇大华社
区服务中心庆祝建党９７周年团队汇报
演出、１１月１日举行第十届宝山国际民
间艺术节《相约　欢聚　传情》大场专
场演出。

【上海临港南大智慧城市开发建设签

约】　５月２１日，宝山区政府与临港集
团举行南大地区整体转型升级战略合作

签约仪式，共同开发建设上海临港南大

智慧城市。双方发挥各自优势，主动服

务国家战略，全力构建上海市科创中心

重要承载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

区、人工智能产业研发商用核心区、国家

级车联网产业集聚示范区。此次签约标

志着南大地区整体转型升级进入实质性

阶段———由全面整治转入开发建设。

【“行知读书会”启动】　１０月１８日，宝
山区大场镇以“大爱满天下，书香溢四

方”为主题的“行知读书会”启动仪式暨

首场读书会活动在沪太路２９９９弄２４号
举行。市文明办副主任宋慧、副区长陈

筱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委员、上海

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王为松等领

导，以及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

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中国陶行

知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陆

建非等专家学者出席。行知中学校长陈

振华介绍陶行知与上海的渊源，分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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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行知路”的感受。陶行知先生的曾外

孙陈超分享陶行知先生令人感动的故

事。流行美声组合“力量之声”发布为

陶行知专门创作的歌曲《爱满天下》

ＭＴＶ，山海民办小学的孩子们表演诗歌
作品《爱满天下》。现场嘉宾触动屏幕，

点亮行知读书会标识，标志着“行知读书

会”正式启动。仪式后，葛剑雄作读书会

第一场演讲《漫谈读书的行与知》。该

读书会由大场镇党委、镇政府打造，以陶

行知教育理念为基础，以“文教结合”为

核心，依托宝山悠久的文化传统、世纪出

版集团丰厚的出版资源、大场镇优秀的

文化场馆和陶行知先生珍贵的文化遗

产，形成大场又一新的文化新品牌，成为

北上海第一个特色读书会。年内举办陈

子善《漫谈海派文化》、李天纲《江源合

流：宝山与海派文化》、钱乃荣《民谣里

的上海》、汪涌豪《中国人为什么崇尚侠

义精神》、王唯铭《百年上海建筑：历史、

人性和审美》等讲座活动。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０日，大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中医药知识竞赛和健康技能传
播活动”总决赛中展示医拳操 摄影／杨成灏

２０１８年２月，大场中心小学被评为第二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大场镇／提供

【仁济医院托管大场医院】　５月２３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和宝

山区卫生计生委在宝山区政府签署《关

于托管上海市宝山区大场医院的合作协

议》。双方确立发挥仁济医院的医疗技

术优势，在专科建设、学科发展及人才培

养等方面对大场医院进行扶植。区委书

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李峻，仁济医院院长李卫平，仁

济医院党委书记郭莲以及双方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参加。１０月２５日，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宝山分院揭牌

仪式在宝山分院门诊大厅举行。副区长

陈筱洁主持揭牌仪式。区委书记汪泓、

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副区长王益群，仁济

医院院长李卫平、党委书记郭莲、党委副

书记牟姗等领导一同点亮揭牌仪式启动

球。同一天，周志军和郭莲共同为仁济

医院肾内科血透中心和消化科胃肠镜中

心等王牌学科落户宝山分院颁发证书、

为普外科及神内科主任颁发学科带头人

聘书。

【曹维渊获“全国侨联先进个人”称号】

　８月２９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十次全国
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大场镇曹维渊获

“全国侨联系统先进个人”称号。曹维

渊系大场镇党委委员、侨联秘书长，率先

在宝山区成立第一家镇级“新侨驿站”，

建立健全以镇侨联为核心、以侨之家为

工作阵地、以新侨驿站为工作创新平台

的“１＋２”基层侨联组织新架构。大场
镇侨联获２０１７年市级示范街镇侨联称
号，也是宝山区第一家市级示范街镇

侨联。

【大场中心小学入选教育部第二批全国

中小学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年初，
教育部发布第二批全国中小学优秀文化

艺术传承学校认定结果公示名单，大场

中心小学入选，传承项目为“书法”。书

法教育是大场中心小学最具特色的教育

名片。该校创办于 １９６４年，从 １９９０年
起，在学生中开展书法艺术教育，设有以

王羲之等书法家命名的六幢教学大楼和

书雅苑、百草阁等２１个别具特色的温馨
教室。学校先后组织开展外省市、区内

外“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参加各项

市、区中华优秀文化主题月书法展示活

动。学校于２００１年被评为“上海市书法
教育特色学校”。

【“花格榫卯制作技艺”入选第六批上

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统

技艺）名册】　１１月，大场花格榫卯技
艺入选第六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传统技艺）名册。花格榫

卯技艺是木工行业基本技术，曾普遍用

于建筑门窗、长廊。大场花格榫卯技艺

具有古典传统特色，运用传统木工各种

手法，能以手工锯出０１５厘米木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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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比针眼略大的“雌榫”，并在拼装时

达到严丝密缝。大场花格榫卯技艺被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委员会认定为“第

二批上海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其作品

《福禄寿花格瓶》在２０１２年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作品暨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上

获金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陈标于

２０１５年３月获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称
号，主要代表作品有《福禄寿花格瓶》

《五福拜寿瓶》《紫檀八开屏风》《百福

瓶》《梅瓶》。 （许华明）

庙行镇
【概况】　庙行镇位于宝山区南部，东以
共和新路为界，与张庙街道和高境镇毗

邻；南以共康路高压线走廊为界，与静安

区彭浦新村街道接壤；西以西弥浦河为

界，与大场镇相邻；北隔?藻浜，与顾村

镇、杨行镇相望，镇域面积５９６平方千
米。辖有野桥、场北、康家３个行政村，
共康经济发展区等 ４个镇级公司、３个
村级公司，２０个居委会、１个筹建居委
会。至年末，有户籍１６９３２户、４１７４５人，
分别比上年增加５２２户、７０４人；列入管
理来沪人员３２０２１人，减少５９２３人。户
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１％，常住人口计
划生育率 ９９６％，人口出生率 ６７１‰。
辖区内有法人单位１７１６个，学校１０所，
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５个，居民健身苑点
４０个。镇党委下辖２个分党委，５个直
属党总支，２２个直属党支部，党员人数
３９７９人。年内，先后获上海市文明镇、
第四届上海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

进单位、２０１８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日”活
动优秀组织单位等称号；镇社区党建服

务中心被评为上海市巾帼文明岗，镇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被评为市级“示范中

心”，骏利集团被评为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
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共康雅苑康

乃馨巾帼志愿者服务队被评为上海市志

愿服务先进集体；共康八村高美珍家庭、

共和家园陈忠贤家庭分别获评上海市文

明家庭、海上最美家庭，上海双力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维修电工王永跃获２０１８年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镇政府地址：长

江西路２６９９号。

表１５ ２０１８年庙行镇村（居）委会

村、居委会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康家村 ６５８ ２１０８ 共康路９９９号 ５６４０７７０８

野桥村 ３０８ ８０５ 长临路９１３号 ５６４０３６８９

场北村 ６６５ ２４１１ 场北路５５８号 ６６３８００１１

共康二村 ３８９ ８２１ 共康路４００弄２３号乙 ５６４１２０６９

共康五村 ２２００ ５４００ 共康路４２１号共康五村２３５号２楼 ５６４２０５２４

共康六村一居 ７１１ １７１１ 三泉路１３３８弄共康六村１０—１临号２楼 ５６４１６２８８

共康六村二居 １１５７ １８０４ 三泉路１６００弄共康六村１１０号２楼 ５６４１８１００

共康七村 １３３８ ３９７８ 长江西路２３２２号共康七村１６３号２楼 ５６４２８９３６

共康八村 １５１９ ４０９５ 长临路８８０弄５３号２楼 ５６４１３１３２

共康公寓 ８７１ １４１９ 三泉路１４９５弄共康公寓５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４０９３１１

屹立家园 ９４０ ２７０３ 长临路１１１８弄屹立家园５０号２楼 ５６４０７７２７

馨康苑 ３６８ ９０２ 共康路１６９弄２５号—２临２楼 ５６４７１５３８

共和家园 ８６９ １９６２ 三泉路１８５８弄共和家园２号 ３３８７３０１２

九英里 ７０７ １７４４ 长临路１３１８弄３０号１０１—１０２室 ３３８７３０２８

和欣国际 ９７６ ２１８２ 场北路３９弄３号 ３３８７３００６

新梅绿岛苑 ６９９ ２０９７ 场北路３９９弄２号２楼 ３３８７３４５４

怡景园 １０７８ ２４８９ 三泉路１８５９弄３１号２楼 ３６３５３００５

共康雅苑一居 ６５２ １８５１ 花园宅路５２弄２４号２楼 ３６０６０５４４

中环国际 ２５３ ６３４ 场北路５４７号２楼 ３６３３７６８１

共康雅苑二居 ７９５ ２０２５ 大康路８９１弄１０２号２楼 ６５８７５６６９

场北居委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 场北路７４０弄１３号４楼 ５６４７３３６２

中环三期 ３９０ ７６０ 大康路１０７９弄１—３号２楼 ６６６１００１８

丽都雅苑 １２７ ６２３ 长江西路２２３０弄１０号 ５６４１５２２０

表１６ ２０１８年庙行镇各园（校）情况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教职员工（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泗塘二中 ２２ ５５７ ８０ 爱辉路１９８号 ５６７４５９６９

庙行实验学校 ２０ ５９５ ７２ 场北路８０３号 ５６７７０８６６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南校） １７ ６８２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北校） ２７ １０１９
１３５

长临路１０００号 ５６４０４４５２

南?藻路２５９号 ５６５３１５５２

虎林路第三小学 １５ ５７６ ４９ 泗塘八村１号 ３６０９０４４１

陈伯吹实验小学 １５ ４８７ ４８ 通河八村１１３号 ６６２２３８６８

小鸽子幼稚园（南园） １０ ２９８

小鸽子幼稚园（北园） ９ ２８１
７９

共康五村９６号 ５６４１５９１１

大康路８３１号 ５６８８５１２６

陈伯吹幼儿园（南园） １５ ４５２

陈伯吹幼儿园（北园） １５ ４４８
１２３

长临路１２３６号 ３３８７４７３７

长临路１４６５号 ３６３６０７６９

康苑幼儿园 １０ ３０３ ４５ 共康公寓８１号 ５６４０９８８８

泗塘五村幼儿园 ７ ２１９ ３３ 泗塘五村１２９号 ５６７５３３８３

庙行实验幼儿园 １３ ３７７ ５３ 场北路７２７号 ６６２８１６０８

（傅颖
!

）

【经济建设】　庙行镇全年完成区级地
方财政收入 ３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３％；完成增加值 ６１亿元，增长
７５％；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３５亿元，增
长 １２５％；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６３５亿元。发挥上海智力产业园、骏利

财富大厦等招商载体功能，上蔬永辉、卜

蜂莲花、承煦集团、艺搭环保、绿岸网络、

汇焰智能科技、凌
!

体育文化等优质企

业总部和联合重燃、上体传媒等战略新

兴企业入驻庙行。上海智力产业园实现

全年税收２２亿元，其中骏利财富大厦、
绿地新都会（绿地风尚天地）、智力产业

园一期、智力产业园二期、智力产业园三

期（东方智源城）、新星楼宇、宝业商务

楼宇、共康创意设计园区、卓越时代广场

９号楼等９家重点楼宇载体入驻率、注
册率和税收贡献率有效提升。全年累计

新增注册型企业７７６户，新增注册资金
５３７亿元。推进工业园区转型，完成规
划工业区外、集中建设区内现状工业用

地约３３３公顷低效工业仓储用地盘活
任务。完成园区企业清退，野桥仓储区、

沪北工业园分别清退５２家、３０家企业。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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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业工业园调整引进天怡塑胶、宝高文

化等优质企业，园区税收提高５８％。骏
利财智中心开工建设，郑明集团总部大

厦项目方案完成公示，上海大众交通汽

服中心项目完成改建，庙行市政养护中

心完成招投标，庙行市容综合管控中心

立项报批，康宁路加油站进场施工。

【城乡建设和管理】　庙行镇开展河道
治理，落实“河长制”，成立“河长办”和

工作督查组，完善“一河一策”，推进中

小河道疏浚和整治，基本消除河道黑

臭，完成 ２８家点污染源纳管和 １５千
米污水二级管网建设，拆除河道６米红
线范围内违法建筑 ２１７９８平方米，完
成６个小区８０万平方米雨污混接改造
工程，实行２４小时手机终端实时监控。
改善环境质量，完成环保违法违规建设

项目清理整治，关闭淘汰类企业 ２７８
个、整顿规范类企业 ２６４个，制订扬尘
污染防控“片长制”工作方案，加强对镇

域内重点地区、裸露地面管控，加大固

废清运和处置力度。创建无违建居村

（街镇），镇域 ２０个居委会和３个村均
通过市级考核验收，创建完成率１００％，
全年累计拆除违法建筑点位３６６处，面
积近１２万平方米，其中排查梳理拆除
“六个必拆”（即涉及“五违”问题的违法

建筑必拆，影响城市安全的违法建筑必

拆，侵占公共空间的违法建筑必拆，影响

重大工程建设的违法建筑必拆，城镇地

区住宅小区内妨害相邻关系的、农村地

区明显违反农民建房规定的违法建筑必

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级政府督办

的、被媒体曝光的违法建筑必拆）点位

１３９个。推进康家村“城中村”改造，村
民签约６４９户，完成率９８６％；企业签约
９４户，完成率１００％。完成动迁安置房
二期地块和商品房一期地块土地出让，

并实现开工建设；动迁安置房一期实现

主体结构封顶。推进“美丽街区”建设，

实施“和康路”“三泉路”道路两侧整体

改造，完成外立面整治、围墙美化和人行

道板砖修复，更新店招店牌２０８块，新增
绿化街景４处。

【就业和社会保障】　庙行镇开展就业
创业各项帮扶工作，累计帮扶１１６人次。
公共招聘网发布岗位数２６８６个，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２２０４个的１２１８６％；公共招
聘网录用人数５５１人，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５１７人的１０６５％。推进老年宜居社
区建设，完成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和长者

照护之家建设，实现“银龄 Ｅ生活”为老
服务全覆盖，启动空巢老人智能家居看

护项目。创建上海市双拥模范镇，国防

教育主题公园及双拥（优抚）之家建成

使用。

【社会事业】　庙行镇深化与优质教育
品牌合作，华师大宝山实验学校纳入宝

山区政府和华师大基础教育合作项目，

通河四小更名为陈伯吹实验小学，陈伯

吹教育集团初具雏形，史依弘京剧课堂

落户庙行实验学校，虎林三小被评为“全

国网球特色学校”，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获第３９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全国第一
名、世界第七名的成绩。提升“名师＋骨
干教师”两翼引领与辐射作用，３５人次
获市、区名校长、名师、骨干教师、学科带

头人称号，“乐学宝山”社区教育课程更

加丰富，累计参与６５００余人次。提升公
共文化氛围，全年开展各类文化服务活

动２７５３场，增长２９％，吸引参与市民逾
１９５万人次。举办２０１８“魅力庙行”文
化节暨上海健身瑜伽公益大赛，推出“文

化评弹鉴赏会”“书香庙行”全民阅读活

动等一批有针对性文化供给。升级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功能，实现“人大代表之

家”和市民书屋、“民兵之家”和少儿科

普站资源整合。丰富科普活动内容，举

办“科学大富翁”科普日等主题活动。

镇档案室成功创建全区首家上海市“样

板档案室”。推进食品安全“双创”（全

国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和农产品质量

安全创建）工作，食品药品科普站建成开

放，完成无证照餐饮整治工作。镇域 ３
个标准化菜场实施垃圾肉有偿回收，并

入选宝山区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十

佳典型案例。培育中医骨科、中医内科

特色项目，打造社区卫生服务优质品牌。

推进爱国卫生工作，共康雅苑二居和真

旅国际被选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视察点。完成星级除害站评审，成功

创建上海市“博爱街镇”，完成镇红十字

会换届。

【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　庙行镇完善
社区治理机制，启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新址，加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引入３家
社会组织，鼓励居民自治共治，探索形成

居民区加装电梯“十步工作法”，馨康苑

８号成为全区首例规范推进成功加装电
梯案例。“社区通”工作成效显现，“警

民直通车”“家庭医生”“公共法律服务”

等版块开通运行，居民区家庭覆盖率

８４７％，宝宸怡景园和共康雅苑二居被
评为区级“社区通”创新实践基地。完

成２０１８年居村委会换届工作。推进“美
丽家园”建设，启动共康七村住宅修缮，

完成馨康苑等３个示范小区创建，完成
共康六村一居、二居居委会办公场所和

居民活动用房修缮，完成２６个住宅小区
物业管理处、门卫室的标准化建设。完

成１个小区业主大会组建，启动４个小
区业委会换届和业主大会组建。推进民

防规范化建设，镇民防办首次组织社区

民防干事集中培训。深化平安建设，全

镇报警类“１１０”下降３０５％。推进重点
场所清退或业态转变，５５家重点场所中
转变业态３６家、拆除８家、关停９家、规
范经营２家。配合完成“全国公共安全
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程示范城区”

检查验收，完成共康二村、共康老五村、

共康七村、共康八村４个老旧小区技防
物防设施升级改造。加强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全年信访总量２０６件，下降１４％。
完成司法所标准化建设，完成共康片区

“网格达标”创建和“星级管理网格”创

优工作，全年受理网格案件１０１万件，
结案率和处置及时率均为１００％。受理
“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２０５７件，实际解决率
５８６％，提 升 １３３％；市 民 满 意 率
５７７％，提升 １１％。抓好“创全”工作，
成立网格城管青年突击队、庙行创全督

查团等队伍，组建３７支“创全志愿者服
务队”，开展“清洁家园”“文明交通”等

多个主题月和行动周活动，区督查问题

整改反馈率１００％。开展城市运行安全
排查整治，共排查企业和经营场所１５６７
家，发现隐患２３２处，整改２２９处。

【召开市“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

现场会】　３月１４日，上海市委副书记
尹弘带领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区分管

副书记等到庙行镇共康雅苑二居调研创

新社会治理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区委副书记周志军等领导陪同调研，

并在庙行镇文化中心召开“创新社会治

理加强基层建设”现场会，尹弘主持会议

并讲话。

【馨康苑８号楼加装电梯项目完工】　全
市全面开展老旧公房加装电梯工作后，

该项目于２０１７年２月由区房管局立项
下达计划，２０１８年５月完成前期手续办
理，６月１５日正式开工，９月７日完工。
受该项目带动，共康五村、六村二居、共

康二村居民纷纷提出加装电梯申请，庙

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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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镇及时编制《居民区加装电梯十步工

作法》，指导各居民区开展电梯加装

工作。

【举办２０１８“魅力庙行”文化节暨上海健
身瑜伽公益大赛】　６月９日，２０１８年上
海城市业余联赛上海健身瑜伽公益大赛

暨魅力庙行文化节启动仪式在宝山庙行

实验学校开幕。来自庙行及上海其他各

区的近１３０名瑜伽达人齐聚宝山庙行，
来自宇竹瑜伽的魏巍获得冠军。该活动

首次将体育赛事和文化、公益、时尚、休

闲等多元素融合，探索以“文”化人、以

“体”强身的文体结合新模式。文化节

从诗、歌、戏、画等方面展现庙行一地一

品。我想为你念首诗、我想为你献首歌、

我想邀你看场戏、我想为你画幅画４个
主题活动也在文化节陆续展开。此次活

动吸引新闻综合、五星体育、星尚、新闻

晨报、腾讯网、东方网等１８家主流媒体
报道转发，媒体关注度超过１００万人次。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日，２０１８《创业英雄汇》项目选拔上海站启动仪式在庙行卓越时代广场举行
庙行镇／提供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７日，中国创新创业论坛·上海论坛在宝山举办 庙行镇／提供

【人大代表之家建成】　９月，庙行镇在
全区各镇首先建成人大代表之家并运

行，实现学习与培训、交流与沟通、调查

与研究、工作与接待、展示与宣传、联系

与谈心和服务与保障等７大功能。代表
之家日日开放，即每天向代表、选民开放

阅读；周周接待，每周二开展代表接待活

动；月月活动，每月以代表小组形式开展

活动。

【承办２０１８《创业英雄汇》项目选拔上海
站活动】　９月２０日，由庙行镇承办的
２０１８《创业英雄汇》项目选拔上海站启
动仪式在呼兰西路６０弄８号楼卓越时
代广场举行，市科委副主任骆大进，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委常委、副区长

苏平等出席。经过海选、初赛、复选，１０
月１７日，ＣＣＴＶ中国创新创业论坛·上
海论坛暨项目选拔上海站总决选在宝山

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副区长吕鸣、市科

创领导、中央电视台领导等为上海站２０
强项目颁奖，其中来自庙行镇的小顽家、

艺搭环保两个优质项目登上央视舞台，

与全国优秀创业者同台角逐，并获天使

基金资助。活动被多家主流媒体报道转

载，总阅读点击量突破８００万人次，关注
大赛人数超５００万人以上。

【打造陈伯吹教育品牌】　庙行镇打造
教育文化品牌镇，在２００８年开办陈伯吹
实验幼儿园基础上，经过十年磨砺，该幼

儿园成为上海市一级园、全国特色幼儿

园，成为区域内有影响力的优质园。１１
月１１日，上海市宝山区陈伯吹实验小学
举行更名揭牌仪式。经陈伯吹家人授

权、宝山区教育局同意，原“宝山区通河

第四小学”更名为“上海市宝山区陈伯

吹实验小学”。１１月，全市首家陈伯吹
少儿图书馆对外开放。

【骏利财智中心开工建设】　１０月８日，
骏利财智中心项目（原翠楠宾馆）开工

建设。骏利集团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协议各方利用各自资源优势，合

作共赢，拟将建成后的办公楼宇定位为

“亿元基金产业楼”。

【国防教育主题公园建成】　１２月，庙行
镇国防教育主题公园落成。主题公园位

于场北路共和公园内，占地面积 ４８８６１
平方米，公园内碉堡属于宝山４６处文物
保护点之一，同时设有氛围旗、长廊展

示、炮台雕塑介绍等。 （傅颖
!

）

淞南镇
【概况】　淞南镇位于宝山区东南部，东
与杨浦区接壤，西至泗塘河与张庙街道

相邻，南到一二八纪念路与高境镇毗连，

北至?藻浜与杨行镇相望。区域面积

１３６５平方千米，其中近 ７０％面积为宝
钢不锈钢、吴淞煤气厂等大型央企和市

属企业，可规划面积４２５平方千米。全
镇辖 ２４个居委会。至年末，有户籍
２９０６６户、６８４２９人，分别比上年增加１６

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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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减少 １８１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３１８６８人，减少５２４人；常住人口１２０５５５
人，减少５６８人，人口密度８８３１人／平方
千米。户籍人口出生３５６人，流动人口
出生３１９人，出生率５２‰，人口自然下
降率５３３‰。镇党委下辖２个党委、２１
个党总支、１１５个党支部和５１３８名党员。
辖区内有法人企业９８０１家（工商登记），
学校１７所（镇管９所），建有公共运动场
所２个，健身苑点 ５２个，健身器材 ６２０
件。年内，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全国

优质服务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称号。

镇政府地址：淞南路５００号。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８日，淞南镇机关党总支组织参观“勇立潮头———上海市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主题展览” 摄影／陆利峰

表１７ ２０１８年淞南镇学校情况

学校名称
班级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员工
（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备注

长江二中 ２３ ８４４ ８４ 通南路８８号 ３６１４０１６９ 镇管

淞南中心校 ２０ ７３９ ６０ 华浜新村１６８号 ５６４５０２５２ 镇管

淞南二小 ２０ ７２７ ５６ 新二路１１９９号 ５６１４９７３３ 镇管

淞南中心幼儿园 １２ ４１７ ４９ 宝山区淞南三村６２号 ５６１４４５７４ 镇管

淞南实验幼儿园 １２ ３９６ ７４ 淞塘路１３８号 ６０７１６２７８ 镇管

淞南星星幼儿园 ８ ２５４ ３５ 淞南十村１３１号 ６６１４２９９３ 镇管

大昌幼儿园 ９ ３１８ ４３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６１号 ３６１４００３７ 镇管

三湘海尚幼儿园 ９ ２６７ ３７ 淞肇路４０８号 ５６０２０１１８ 镇管

依乐新天地幼儿园 １５ ４８２ ９３ 华浜新村１４２号 ５６４４８７５６ 民办

东方剑桥幼儿园 １５ ５３６ ６０ 长逸路４１８号 ５６４６１８２０ 民办

好时光小拇指幼儿园 １２ ３６４ ６８ 新二路１０８８弄８３号 ６６１８８８１９ 民办

民办益钢小学 ９ ２４０ ２９ 长江南路淞南新村３１号 ５６８２１６２８ 民工子弟学校

民办天安幼儿园 １４ ４８５ ４２ 江杨南路１６４８号 １８０１７１６９９０８民办三级幼儿园

【经济发展】　淞南镇全年完成增加值
５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６％；完成区级地
方财政收入４０２亿元，增长２０％；完成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６８亿元；经营性固
定资产投资 ２１７亿元。全年累计新增
注册企业１８０８户，新增注册资金２０６亿
元（列全区各镇第５位），其中注册资金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 ７８户（列全区各镇
第４位），注册资金１２０亿元（列全区各
镇第４位）。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藏格、
侨福、和美商务广场建设等项目取得进

展，复旦科技园、五矿青创园一期、同济

创园二期开园。华滋国际海洋工程有限

公司在港股主板上市，成为淞南镇第一

家在境外上市的企业。宝武环科、鲁花

集团、唯一视觉等企业实现较好税收

产出。

【城市建设与管理】　淞南镇年内完成
沪北物流、沪东汽车地块收储和东亚、远

洋地块腾地工作。配合轨道交通１８号
线及军工路快速路开展前期腾地排摸工

作。完成星星幼儿园等７所学校暑期修
缮工程及 １０个小区旱流截污等工程。
加快侨福配套设施建设，配合推进上港

配套设施建设及国江路铁路道口辟通、

淞肇路绿地建设等项目。完成“美丽街

区”３条道路建设。完成向阳河水质生
态提升、丁陈河消除劣五类工程等河道

整治项目，向阳河列入“全国黑臭河道

整治光荣榜”，５条镇村级河道全面消
除黑臭。完成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企业清查工作，推进７家企业餐饮油烟
在线监控和第三方治理，配合区相关部

门处置市环保督察信访及案件 １７件。
落实扬尘污染防控“片长制”，配合关停

南?藻浜沿线码头４个，清理违法居住

１２０余人。开展建筑工地、码头及渣土
运输联合执法４００余次。开展“无违”创
建，全年累计拆违 ２４８处，拆违面积
１１５８万平方米，消除安全隐患 ２６０余
处。落实门前责任区管理，推行１２条道
路垃圾上门收集工作。开展户外广告、

店招店牌专项整治，拆除存在安全隐患

的大型广告牌２７处。围绕“更安全、更
有序、更干净”美好家园建设要求，推进

综合治理属地化、扁平化，夯实四项机制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制度、网格

化管理机制、物业管理考核实施办法、三

级考核建管模式），完成淞南十村、盛世

宝邸等５个小区创建“精彩社区美丽生
活”示范小区。

【就业与社会保障】　淞南镇促进失业、
无业人员就业，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

在指标数以内。组织各类招聘会１２场，
提供就业岗位２７２７个。帮助启航青年
实现就业５８人，完成指标的１１２％。工
资专项集体合同在有效期内共 ３２０家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期限，是指工资专

项集体合同的有效存续期间。工资专项

集体合同中，必须明确规定工资专项集

体合同的期限。根据《工资集体协商试

行办法》规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期限

一般为一年），完成区级指标１００％。完
善老龄服务体系，首家保基本养老机构

淞南镇养老院投入运营，４２名居家养老
平移对象过渡至长护险制度内，在淞南

一村等１４个社区安装楼道歇脚椅。落
实社会救助政策，逐步落实特困供养保

障制度，抓好医疗救助、扶贫帮困、支内

回沪帮扶等工作，精准救助特殊困难对

象１７５人次。加强残疾人服务工作，落

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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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残疾人各项政策。打造淞南双拥优抚

品牌，建成全区首个双拥文化广场，设立

双拥（优抚）之家和全区首批退役军人

事务顾问点。

表１８ ２０１８年淞南镇居委会

居委名称 居委地址 邮编 电 话
户籍

户数 人数

常住
人口

淞南一村居委 淞南二村５０号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８２５８９４ １４５９ ３０８３ ５４２３

淞南三村一居委 淞南三村１２８号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８２２２１７ ２４４２ ４００１ ６０７６

淞南四村一居委 淞南四村７６号甲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８２２２３０ １４５１ ３９２８ ６２１５

淞南五村一居委 淞肇路８８号２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１４３４９０ ３１１２ ４７２３ ７９２４

淞南五村二居委 新兴五村５００号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８２８５０３ ２００８ ４８３１ ５８３０

淞南六村居委 淞南六村８９号１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６６１８５９３９ ２１０２ ３０６５ ５６４５

淞南七村一居委 淞南七村８７号２楼 ２００４３９ ３６１４０３６４ ２９７０ ７９１０ ８６９７

淞南八村居委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６６１８６０２５ １９３９ ４２７９ ６０９３

淞南九村一居委 通南路５５弄３号２楼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６８２５８７９ １８８２ ３２４１ ５３２４

淞南九村二居委 淞南九村１９２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６６１５６３３８ １１７６ ２７１８ ４６８３

淞南十村居委 淞南十村１９５号西首 ２００４３９ ６６１４８９０９ １４１４ ４２４３ ８３５２

长江路一居委 长江路８４８弄４号１０３室 ２００９４０ ６６１４３８５５ ２２３３ ４９０８ ７２０３

长江路五居委 长江路４０６弄６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４４８３０２ １２５８ ２５６８ ３３９０

长宏新苑居委
淞南路１１１弄（逸居苑）
Ａ房２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４５０８２３ ８８２ ２０１０ ５０８０

张华浜居委 长江路２０弄５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４５１２３３ １３７８ ２２４７ ４２１８

华浜居委 华浜新村１９号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４４８３０３ １３２８ ３１２１ ５６１０

华浜二村居委 逸仙路３４５６弄２２号 ２００４３４ ５６４４５１２８ １４４５ ２７６６ ５８９８

嘉骏花苑居委
新二路 １０８８弄 ２５号
２楼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１０５０００２ ３８５ １１５３ ３０３８

盛达家园居委
一二八纪念路 ５５弄 ４５
号三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６６１５５５６５ ７５６ １６８７ ４７３５

新城尚景居委
淞肇 路 ３３３弄 １５号
１０１室 ２００４４１ ６６１８５８５６ ５８９ １３７１ ３１４０

新梅淞南苑居委 长逸路３０１弄２４号２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４５０３９５ １５１０ １２８６ ４１８８

嘉骏香山苑居委 通南路３２８弄８２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１６７６５０８ ４５０ ９９８ ２９３０

盛世宝邸居委 淞塘路７２号３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６０７１９６８１ ４００ １２４２ ５０７２

三湘海尚居委（筹） 长江西路２１０号５楼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１４３５３３ ２５６ ５８１ ２２７８

（杨　娟）

【社会事业】　淞南镇适应教育教学改
革和现代教育新需求，引导各校各园深

入挖掘校园文化，做好淞南中心校教育

督导和淞南实验幼儿园、三湘海尚幼儿

园等“市一级园”“区示范园”评级验收

工作。以“陈静工作室”为载体，以家

庭、家长为重点对象，打造淞南科学育儿

指导服务品牌。做好“上海科技节”“全

国科普日”主题活动，培育新梅淞南苑和

嘉骏香山苑居委创建一星区科普示范

区。开展“大手牵小手”关爱困境未成

年人项目，收到帮困助学金 ４万余元。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规范行业卫生管理，

完成国家卫生镇迎复审各项工作。加强

病媒生物防制，妥善防控登革热。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三甲医院专家带教工

作室６个，试点建成智慧家庭病床管理
平台，白癜风脱发特色专病门诊获新一

轮上海市中医优势病种培育项目及宝山

区医学特色社区项目建设。开展家庭计

划指导服务，落实各项计生奖励扶助政

策。红十字会工作有序开展。

【社会治理】　淞南镇建立“美好家园”
长效管理机制，开展“改陋习”活动，发

现问题 ５７７４个，解决问题 ５１５３个，解
决率８９２％。“社区通”平台上线人数
达４４万余人，党员亮身份 ３５２３人，
“物业之窗”板块覆盖率 １００％，“业委
连线”板块覆盖率 ７５％。开展楼道微
治理，在淞南五村一居、淞南十村等 ９
个楼道试点开展以“趣、雅、韵”（趣：五

村一居宠趣楼、织趣楼、拾趣楼；雅：淞

南十村砚雅楼、承雅楼、翠雅楼；韵：新

城尚景徽韵楼、墨韵楼、光韵楼）为主题

的系列温馨楼道建设项目。淞南十村

“淞·益空间”开放运营，打造居民公共

服务平台。成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规范、助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制定

“平安宝山智联网”三级平台运行管理

规定和考核办法，对居委书记和操作员

进行培训，形成“一周一下发，一月一总

结，一季一考核”工作模式，志愿者在岗

率９５％。推进“雪亮工程”二期建设，
为老旧小区安装人脸识别监控 ８８个，
高清监控 ２３９个。做好平安志愿者吸
纳、培训和考核，完善“大综治”考核评

分机制，突出关键指标考核比重。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张贴通告 ２００余
份，开展主题宣传活动５次。聚焦中非
论坛、进博会等重大会议和重要时间节

点，出动平安志愿者１万余人次进行驻
点守护，加强对特殊人群的服务和管

理，做好社会面防控。及时办理群众来

信来访，提高初信初访办结率，降低重

信重访率。加大对“三合一”（指住宿

与生产、仓储、经营一种或几种功能混

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场所）场所排查

整治力度，排查整改“三合一”场所

１０００余家。加强网格化管理，“１２３４５”
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工单２７８８件。健全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律师进社区提供法

律服务和法律咨询，受惠人数 ８９６人

次。深化大调解工作机制建设，打造

“魏刚人民调解工作室”品牌，规范“公

安司法联合调解工作室”建设。

【文化发展】　淞南镇组织“文明点亮淞
南”等各类主题月活动，开展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度文明小区、文明单位申报创建
工作，动员各小区、单位履行职责。实施

政府实事工程，打造“一村一居一舞台”

“众文空间”。培育体育“一地一品”项

目，承办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文创淞

南”２０１８年飞镖公开赛、“芝麻梦想 ＋创
游淞南”２０１８年淞南镇登高亲子迎新跑
等活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

护，淞南蛋雕非遗项目到中国台湾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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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编辑出版非遗教科书《蛋壳上

的精彩》，新增淞南六村非遗传习点。完

善“都市小镇·文创淞南”发展框架，举

办“文创淞南·汇影留念”全国年味摄

影大赛、第二届“寻找淞南符号—旅游摄

影周”系列摄影品牌活动等，挖掘淞南优

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徐克强烈士事

迹，推进淞南镇红色文化品牌建设。参

与“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活

动，推进上海玻璃博物馆、中国工业设计

博物馆、上海陶瓷科技艺术馆、中成智谷

文化创意产业园等加入“行走文创园修

身地图”。

２０１８年，淞南镇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摄影／陆利峰

【华滋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登陆香港

联交所】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８日，华滋国际
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成为宝山区２０１８年
度在香港上市的首家企业。华滋国际海

洋工程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港口、航

道及海洋工程民营企业，是中国仅有１２
家具有住建部出具可在中国进行港口、

航道及海洋工程业务总承包一级资格证

书的民营企业之一。

【向阳河列入“全国黑臭河道整治光荣

榜”】　２０１８年６月，国家生态环境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开展城市黑臭水

体整治第一批专项督查（共１０组）结束，
共对８省（自治区、直辖市）２０个地级城
市进行督查。上海市宝山区向阳河等

１０余条黑臭水体因其治理良好荣登“光
荣榜”。向 阳 河 治 理 总 投 资 约 为

５０６１６６万元，重点包括沿线拆违腾地、
截污纳管、河道养护、水质提升等项目。

其中，完成两岸拆违约１４万平方米，周
边１千米范围拆违１４５万平方米；封堵
企业排放口１６个雨污混接改造１５千
米，新建护岸２１３０米，布置绿化１９３６平
方米，疏浚土方４０８０立方米；布置爆气
装置５套，生态驳岸２０００平方米。镇域
以精细化管理为手段，通过持续摸索并

推行治水经验、市场化养护、环保宣传、

联勤联动等措施，固守河道治理成效。

【举办“文创淞南·汇影留念”全国年味

摄影大赛】　淞南镇自２０１８年开始，为
重振摄影之乡传统，举办“文创淞南·汇

影留年”故乡年味摄影赛，挖掘中国传统

节日文化内涵，展现全国各地春节期间

和乐融融的喜庆场景。１月１５日—３月
１５日赛事期间，全国５０００余名摄影爱好
者和摄影家们积极参与，共收到涉及人

物、风景、美食、名宿等方面近２万幅参

赛作品。经过综合评选，评出一、二、三

等奖数名，并选出４７幅优秀作品，同时
将得奖及优秀作品进行巡展。

【通南路火灾事故死亡５人】　８月２日
清晨５时３５分许，通南路３１０号一电动
自行车行发生火灾，６时０２分许，火势
被控制。着火地点为一小区，一楼为门

店，二楼以上为住宅区，大量浓烟从车行

冒出，蔓延至高层，火焰蹿入二楼，造成

车行业主刘某等５人死亡。

【淞南镇养老院投入运营】　９月１８日，
淞南镇养老院投入运营。养老院坐落于

长江路８６０弄５８号，毗临上海市第二康
复医院。全院总建筑面积 １１５５７３３平
方米，占地面积６２１４平方米，绿化面积
２１６９５平方米，核定床位３１２张。院内
设计新颖别致、布局合理、设施齐全、环

境优雅，为符合入住保基本养老机构（床

位）所需照护等级要求的低保、低收入家

庭、重点优抚对象淞南镇老年人提供

保障。

【举办“文创淞南”２０１８年飞镖公开赛】
　９月２２日—２４日，上海飞镖黄金联赛
总决赛在中成智谷内举办。该大赛是

２０１８第一届淞南文创艺术节的组成部
分，结合上海飞镖音乐节及“文化微旅·

乐游小镇”淞南微旅游节共同打造。大

赛共有上百名飞镖高手突围进入总决

赛，选手陈海龙夺取硬式飞镖个人赛桂

冠，邵裕轶获得软式飞镖Ａ组冠军，薛亮
获得软式飞镖 Ｂ／Ｃ组冠军。本次大赛

吸引数万名来自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

【非遗教科书《蛋壳上的精彩》出版】　
淞南镇政府与淞南中心校联合出版非遗

教科书《蛋壳上的精彩》，由宝山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淞南蛋雕技艺传承人袁

家钊作为指导，从历史和技艺两方面深

度解读蛋雕的起源发展和工艺特点。该

教材共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历史篇介

绍蛋雕的发展历史和蛋雕所具备的特

点；第二单元：工艺篇介绍蛋雕所需要的

材料工具、蛋雕技法与工艺流程；第三单

元：拓展篇介绍蛋雕的雕刻步骤，让学生

们亲自动手雕刻作品；第四单元：特色篇

介绍淞南中心校的蛋雕之旅，并让学生

们在课程中学会彩蛋创作和绘画。

【建成全区首个双拥文化广场】　２００７
年，淞南镇党委、政府决定将通南路打造

成地区双拥活动的阵地，通南路军警民

双拥一条街由此诞生。２０１４年再次对
通南路军警民双拥一条街进行建设改

造。２０１８年，按照“有空间依托、有项目
支撑、有人员运作、有机制保障、有统一

形象”要求，１０月在社区事务服务中心
内设立双拥（优抚）之家和全区首批退

役军人事务顾问点，正式命名双拥广场，

并开始运作。

【开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白癜风、脱发中

医药特色专病门诊】　淞南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成立于 １９５６年（其前身为淞
南镇地段医院），是一家集医疗、预防、

保健、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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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功能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心

白癜风、脱发中医药特色专病门诊至今

已有４１年历史。２０１８年获上海市巾帼
创新工作室及宝山区名中医传承工作

室称号，同时获２０１８至２０２０年度新一
轮上海市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治未病服务产品和技术项目、上海市

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提升项目、宝山区医

学特色专科社区项目和宝山区科委科

技创新专项基金项目等建设项目。

（杨　娟）

高境镇
【概况】　高境镇位于宝山区南部，南与
虹口、静安区接壤，东与杨浦区相邻，西

与宝山区庙行镇相伴，北与淞南镇、张

庙街道相接，镇域面积 ７１平方千米。
下辖４个镇级公司、８个村级实业公司、
３１个居委会（其中 ３个筹建居委会）。
至年末，镇域实有人口１４２３１６人，比上
年增加 ２１９２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
７１１９３人，列入管理的外来流动人口
３１９９８人。常 住 人 口 计 划 生 育 率
９９２９％，人口出生率 ６０２‰。辖区内
有法人单位 １８４６０个。镇域内共有学
校１８所，其中公办学校 １３所，民办学
校４所，市属学校１所。建有公共运动
场所３个，游泳馆１个，居民健身点４６
个。镇党委下辖２个二级党委、１９个党
总支、１３７个党支部，党员人数６４８４名。
年内，获“上海市平安社区”“上海市反

邪教优秀社区”等称号。镇政府地址：

殷高西路１１１号。

【经济建设】　高境镇全年实现地方财
政收入４５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６１％；
增加值４７亿元，增长１３３％；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８０９亿元，增长１３４％；引
进外资７９７２万美元，增长３３８％；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１４６亿元。围绕
“高境科创小镇”产业体系，发展软件信

息、物联网、能源科技、人工智能、智能

制造等重点产业，积成能源大数据产业

示范基地、林肯电气中国技术中心落

成。举办泰山论坛暨中国微能源网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年会、２０１８中国电
子竞技创新大赛决赛、２０１８中美创新链
接峰会、２０１８全球物联网峰会等重要活
动。全镇年内新增 １２家高新技术企
业、２３个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３１个
市级创新项目、８３个专利申请。尤安设
计、晶宇环境成功申报“上海市科技小

巨人”，长江软件园获评“２０１８年上海

市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和“上海市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至年末，全镇二、三产

业比重为１２：８８，服务业占财政收入比
重上升至 ５１％。“四纵一横”新地标
（以殷高西路为横轴，从东往西，打造国

权北路“中设广场”，逸仙路“新业坊·

源创”“北上海科技金融中心”，江杨南

路“三邻桥”“新杨湾科创产业园”，共

和新路“宝山万达广场”四个高境新地

标）建设有序推进，新业坊·源创一期

１１月正式开园，北上海科技金融中心、
中设上海广场、复客北翼创享中心、美

丽华德必易园建成投用，推进新杨湾科

创产业园、三邻桥体育文化园等项目建

设，科创小镇核心区域建设基本成型。

全年新增载体面积约 ３５万平方米，增
量创历年之最。加强建成载体运营管

理，１２个重点服务业载体单位面积税收
产出增长５０％。城市商圈更有活力，镇
域内出现更多“好玩、好吃、好看”的市

民喜闻乐见的新业态。新业坊·源创

引入上海第一家啤酒博物馆体验中心；

三邻桥体育文化园打造集体育、文化、

生活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区生活中心，入

驻２０多项体育文化项目；宝山万达广
场保持良好人气，上海绿地首家进口超

市旗舰店开业。招大引强成效显著，落

实“产业统筹”“租税联动”等政策，引

进龙头企业、独角兽企业，ＰＬＵ电子竞
技、晶宇环境、桑田智能等一批具有代

表性和影响力的项目先后落地。围绕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引进宝山打造中

国邮轮生态体系的核心企业———中船

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年累计引

入各类企业 ４６７５家。优化营商环境，
成立“高境科创小镇”知识产权服务社

区。加强园区共建，“白领午间一小

时”、园区定向赛、青年交友等活动进

园区。

【城镇建设与管理】　高境镇落实第七
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和清洁空气行动

计划，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

强水环境治理，落实“河长制”，拆除河

道沿岸违法建筑 ５３００余平方米，清理
河道岸边和河内杂物、淤泥４００余立方
米。镇域２条河道安装太阳能水质监
测仪、太阳能曝氧机，实施生化处理、雨

水旱流截污等措施，提升河道监测、拦

截、除污、自净能力。实施水生生态系

统工程，新增河道生态绿化 ３１３５平方
米。推进１４个小区１８６万平方米污水
截流工程。加强空气污染防治，深化扬

尘防控“片长制”，扬尘污染持续控制在

全区较低水平。推进高效油烟净化装

置项目，整治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９
个。加强生活垃圾治理，垃圾分类小区

实现全覆盖，“绿色账户”开卡率达

１００％。３０余个小区推广“小黄狗智能
垃圾分类回收机”，以有偿回收模式鼓

励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路网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治堵工程”得到

市、区政府和相关部门支持，高境地区

交通规划方案由市交通委牵头制定。

市重大项目轨道交通 １８号线站点、国
权北路改建工程动迁工作基本完成，殷

高西路可变车道工程竣工通车，南何线

高逸路下穿人行立交工程启动建设，一

二八纪念东路贯通下穿铁路立交工程

列入区重大项目计划。恒高路交通枢

纽建成启用，新引进１条公交线路。铁
路道口智慧交通管理系统取得技术成

果。以创建全国卫生城区、迎接国家卫

生镇复审为抓手，推进城市管理精细

化，制订《高境镇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

三年行动计划》。开展“美丽街区”建

设，完成殷高路、殷高西路、新二路３条
道路“美丽街区”改造工程，制订长江南

路、三门路“停偿”项目沿街立面美化方

案，启动河曲路街心花园建设。深化

“美丽家园”建设，完成４个小区“美好
家园”综合改造收尾工作，启动共和新

路４７１９弄小区综合改造。部分老旧小
区实施雨污水管道改造、铺设沥青路

面、平改坡、下水道改造等工程，恒盛豪

庭等１０个小区完成非机动车充电桩安
装。逸仙华庭等 ４个小区成功创建标
准化示范小区。加强小区环境治理，拆

除小区内违法建筑点位 １３８２个，整治
“居改非”２０９户、“群租”２１０４间次、破
墙开门１０８４户。开展“无违建”创建工
作，全年共拆除违法建筑 １５８万平方
米，消库 １６９万平方米。加强无证无
照经营动态管理，依法取缔、整治无证

无照经营户６４１户，全镇无证无照经营
基本消除。探索智慧管理，全区首个智

慧垃圾桶投入使用，引入无人机参与网

格巡逻。运用物联网技术为恒高路４０
余家沿街商铺安装人体红外感应探测

仪，试点安装智慧式安全用电隐患远程

监管服务系统，降低用电安全隐患。以

“智慧门禁”助力人口管理，加强外来人

口动态管控。

【就业和社会保障】　高境镇坚持就业
优先战略，全年帮扶引领创业人数５４人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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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青年大学生３６人），帮助５２名长
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安置就业困难人

员２６１人，安置率达１００％；城镇登记失
业人数 ２０７７人，控制在年度指标 ２１８３
人以内。保障劳动者权益，劳动争议案

件调解成功率 ８２１％。镇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全面推行“全年无休”工作

制，引入市民“打分”考评机制。发挥社

会救助作用，全年共帮扶低保及各类救

助、优待抚恤、综合帮扶人员 ３９万人
次，发放救助资金３６４０万元。加强双拥
共建，新建１个“双拥之家”，争创“上海
市双拥模范镇”九连冠。完成镇残联、红

十字会换届工作，镇残联“阳光之家”获

评上海市级标准园。推进老年宜居社区

建设，新建１个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１个长者照护之家、１个老年食堂、３个
日间照料中心，为１３个老年活动室添置
设备。完善“医养结合”服务，全面推行

“长护险”，以高境护理院、护理站为延

伸服务点，对接老年医疗护理服务需求，

打通健康养老的“最后一公里”。做好

各项居家养老服务，为７０岁以上行动不
便老人送餐 ２９万份。为 １６３名 ９０岁
以上困难、独居老人和孤老提供“居家养

老一线通———银龄居家宝项目”服务，

１３４名老伙伴计划志愿者与６７０名独居
高龄老人结对关爱。

表１９ ２０１８年高境镇学校情况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江湾中心校 ２６ ９９３ ７４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号 ５５０３５１１３

高境科创实验小学 ２１ ７６５ ５８ 高境一村８２号 ３６１４０１８７

高境镇第三小学 １５ ４４８ ４２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１６９号 ５６８１７３４４

高境镇第三中学 １６ ４６０ ５１ 国权北路４６８号 ３５０５３５０８

高境镇第四中学 １０ ２１４ ３５ 岭南路１２４９弄２８８号 ６６９８６６２６

同洲模范学校
公办 ５ ２００ ４１

民办 ３６ １３９５ １１９
岭南路１０５０弄１号 ３６１２０４５９

高境镇第二幼儿园 ９ ２８８ ２５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３支弄
５０号 ５５０３８６２８

高境镇第三幼儿园 ９ ２８５ ２４ 高境二村９８号 ５６１４１５８３

高境镇第六幼儿园 ６ １８９ １６ 国权北路８２８弄１４３号 ３３６２２０２５

高境镇第七幼儿园 ９ ２８４ ２１ 岭南路１１２７号 ５６８１４９９５

高境镇三花幼儿园

９ ２７８ ２５ 高跃路６６号

７ ２２９ ４ 新二路 ９９９弄 ２３号
（四季绿城部）

３６３３７８００

绿森林幼儿园 ７ ２２２ １８ 高境路４７７弄３—１号 ５６８８１０５２

徐悲鸿艺术幼儿园
（民办）

１４ ４０１ ６０ 高境一村１１２号 ６６１５６１２８

高境贝贝马艺术幼儿
园（民办）

１１ ３１１ ４８ 国权北路２９０弄３７号 ５５０３８３４９

七色花第二艺术幼儿
园（民办）

１０ ２９６ ４５ 阳曲路１３８８弄９９号 ５６８１６３９７

合　计 ２２０ ７２５８ ７０６

【社会事业】　高境镇以“打造区域内有
影响力的学校”为目标，提升办学质量。

高境三中获评“全国国防教育特色校”，

高境科创实验小学获评“全国学校体育

工作示范校”，高境三小获评“上海市安

全文明校园”，高境七幼成功创建“上海

市一级园”。深化名师培养项目，新成立

１个名师工作室，举办“杏坛攀高，臻于
善境”高境镇名师工作室八年巡礼教学

实践月活动，镇跨学段名师工作室培养

的学生再破“花样跳绳”吉尼斯世界记

录。推进特色教育，高境三中出版“ＩＰＡ
学生发展模式”学术专著，科创社团在第

３３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获
１２项一等奖，创历史最佳成绩；高境科
创实验小学、三花幼儿园成功创建“上海

市家庭教育示范校”。加大教育经费投

入，完成４所学校修缮项目，义务教育学
校生均公用经费高于全区平均水平。推

进学习型社区建设，镇教委获“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与促进终身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深化

科普工作，推出原创科普剧《吃货一家

乐》，新建２个科普宣传画廊。推进社区

卫生服务综合改革，“１＋１＋１”（居民在
自愿选择社区卫生中心家庭医生签约的

基础上，再选择一家区级医疗机构、一家

市级医疗机构签约）签约居民近４万人，
６０岁以上人群签约率８５５２％。开展上
海市试点项目“新家庭计划———家庭发

展能力建设”，深化人口和家庭发展服务

中心“５＋１”（“好孕俱乐部”“依水缘”
“宝贝小叮当”“午后阳光”“小燕子青春

健康俱乐部”五大品牌和“程利南家庭

幸福工作室”）服务项目。丰富文化体

育生活，引进全区第一家交响乐团“彩虹

室内交响乐团”，２个名家工作室落户，
镇美术馆举办展览７场。全年组织市民
参与２０１８上海市民文化节、第十届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节等各项文化体育活动

３０１２场，配送文化资源１６２场，参与人
数１３万人次。鼓励原创精品文化创
作，以中华创世神话为主题的原创舞蹈

《月华霓裳》在市、区舞台获好评，“境

美”艺术团获上海国际中老年艺术节１
项特等奖、１项金奖。传承布艺堆画、蔡
氏剪纸等优秀传统文化，研发“竹盘画”

“生肖挂件”等非遗文创产品。新建社

区健身苑点 ３个，完成 ２８个居委综合
文化活动室标准化建设。推进精神文

明建设，举办“市民修身”系列活动、

“幸福家园在高境”征文大赛、“美丽高

境，志愿齐心”社区公益骑行等活动。

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发挥志愿者队伍

在文明创建、河道巡查、社区服务、群防

群治等工作中作用。关心关爱未成年

人，镇教委获“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先

进工作集体”称号。

【平安建设】　高境镇加强社会面稳控，
完成“进博会”等重要活动安保任务。

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整治，以高压态势打

击和整治“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１１０”案件接警数、偷盗类“１１０”案件数
实现“双下降”。加强治安防控智能化

建设，完成“平安智联网”“雪亮工程”以

及３２个老旧小区安防监控系统改造更
新。推进法治建设，开展“宪法学习工

程”，举办第五届高境镇市民法治文化

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室）全覆盖。

高境司法所获评“上海市司法行政工作

标兵集体”，司法工作志愿者朱志仁获

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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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感动上

海人物（提名奖）”称号，朱志仁人民调

解工作室、常青藤人民调解工作室获评

“‘爱我中华’２０１８上海法治行风采系列
活动之社会治理‘智慧化 ＋法治化’优
秀组织”。重视市民来信来访，落实“案

清事明”工作要求，健全信访工作机制，

加强信访积案化解，信访按期受理、办

结、答复率均达１００％，初次信访平均办
结时间缩短四分之一，全年信访总量下

降２５％。办理“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高境
民声”“社区通”等平台反映的问题，市

民热线问题实际解决率４１１％，满意率
４２９％，分别提高５１％和５７％。巩固
城市安全，重点开展“三合一”（住宿与

生产、仓储、经营一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

能违章混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建筑）

场所、电动自行车等专项整治，全年未发

生重大安全事故。加大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力度，完成“放心餐厅”“放心学校食

堂”“放心超市”创建任务。启动“上海

市安全社区”创建工作。

表２０ ２０１８年高境镇居委会

居、村委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居委地址 电　话

逸仙一村第一居委会 １４７８ ２３２９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９３号 ５５０３０２３４

逸仙一村第二居委会 １６１２ ４１２６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３支弄２号 ５５０３１１２０

逸仙一村第三居委会 １０５０ １３４０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支弄４１号 ５５０４４２２８

逸仙一村第五居委会 １１３９ ２７０４ 逸仙路１５１１弄２２号 ６５４４５１７５

逸仙二村第一居委会 １５３５ ２５８７ 三门路４８９弄４号甲 ５５０３４４２９

逸仙二村第二居委会 １０２３ ２６３０ 国权北路２９０弄３９号 ５５０３２５７１

逸仙二村第三居委会 １９６２ ３８５４ 吉浦路６１５弄８９号甲 ５５０３５４８２

逸仙二村第五居委会 ７８４ １８８７ 三门路４８５弄８３号 ５５０４１７６４

逸仙三村第一居委会 １２７３ ２３２８ 殷高路２１弄５号 ５１０５７１６７

逸仙四村居委会 ８６６ ２４４０ 国权北路８２８弄１３９号 ３３６２２１９３

高境一村第一居委会 １８３５ ３４８６ 高境一村１４２号 ５６８２６５８１

高境一村第二居委会 １９６５ ２３９１ 高境一村１６０号 ５６１４０６００

高境二村第一居委会 ２０９４ ４７６４ 高境二村２０４号 ５６８２６５７９

高境三村居委会 １００９ ２３３６ 新二路９９９弄１５６号 ６６１８６６５７

高境四村居委会 ４１２ ８７９ 逸仙路１２３８弄１７号 ６５６０１６４２

高境五村居委会 ４５６ １１４０ 新二路１８３弄５７号２楼 ３６３８５２２１

三花现代城第二居委会 ７１８ ２００８ 云西路２１９弄１７号１０２室 ３６３５２４７３

三花现代城第三居委会 ３８６ ５１５ 高跃路１３３弄９号１０３室 ６３０７８９１５

高杨佳苑居委会 １０４３ １５２ 恒高路１２７弄高杨佳苑 ５６６３６８５２

逸景佳苑居委会 ０ ０ 逸仙路１５８８弄５０号 ５６０４３１９０

共和一二村居委会 ２０９８ ３２１９ 共和一村３５号 ６６９８５７０４

共和三村居委会 １２８４ ２０２７ 共和三村４４号１０１室 ６６８３７３９５

共和五村居委会 ２０５８ ２９３３ 共和五村１４号 ６６９８６３３０

共和六村居委会 １３０５ ３２６２ 岭南路１２８８弄１０号 ５６９１７６１０

共和八村居委会 １４３４ ２６４８ 共和八村７４号 ６６８３８０３５

共和九村居委会 ８０１ ９４１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２０２号 ５６８３６５４１

共和十村居委会 ５８７ １１６８ 共和新路４７０３弄９９号 ６６８３３４７２

共和十一村居委会 ２５７４ ３５７１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１６１号 ６６８３５７３２

逸仙一村第四居委会（筹） ６６０ １４５９ 三门路５５５弄１６幢２号 ５５０３３６９０

高境七村居委会（筹） ３５５２ ２９６０ 高境路４７７弄恒高家园 ５６４０２８６３

高境十一村居委会（筹） １８１ ３８８ 晨帆路１５８号 ５６７６２５９６

（周淑贤）

【社区治理】　高境镇贯彻市委“１＋６”
文件精神，健全“四治一体”（自治、共

治、德治、法治）社会治理体系。完成２８
个居委会换届选举，直选率达 １００％。
加强业委会指导，完成业委会换届 １３
家、组建１家，推行居委会成员兼任业委
会成员工作。以“社区通”为抓手增强

社区自治，平台服务覆盖 ３１个居委会
４２７万户居民。３个居民区创建成为
“社区通”区级示范点，逸景佳苑“老医

护工作室”案例被评为“社区通”创新实

践优秀案例。升级完善３１个社区自治
品牌项目，推进学习型社区、法治型社

区、文体型社区、共建型社区建设。优化

物业管理服务，建成“高境物业应急指挥

中心”，三花现代城等８个小区完成标准
化门卫和物业管理处建设，全镇所有小

区物业公司按规范公示服务合同、收费

标准、维修资金及公共收益账目。高境

欣苑等１０个商品房小区推行公共部位
收益第三方代理记账工作，２７个商品房
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众满意度分值比上

年提高４３６％。

【朱志仁获“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

人”称号】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高境镇人民
调解员朱志仁获“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

进个人”称号。担任过局级领导干部、年

近古稀之年的朱志仁于２０１０年加入高
境镇社区人民调解员队伍。２０１３年 ５

月，朱志仁人民调解工作室在高境镇逸

仙一村三居成立。从事调解工作 ８年
来，朱志仁共接待法律咨询１０００余批、
１５００余人次，成功调结矛盾纠纷２００余
件，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５０余份。２０１７
年３月起，朱志仁又担任所在居委法律
顾问工作，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４００余
人次，代拟法律文书３８件，为社区举办

法治讲座６场，受理矛盾纠纷近百件，制
作人民调解协议书１５份。

【彩虹室内乐团落户高境】　３月，“上海
彩虹室内乐团”落户高境镇。乐团每周

在镇文化活动中心开展演出排练。１０
月，在文化活动中心剧场举办“从巴赫到

巴托克”主题音乐会暨高境镇“庆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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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演出，吸引２３０多名观众参加。音
乐会用“导赏＋演出”的方式，现场片段
演奏、互动和讲解。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５日，彩虹室内乐团音乐会在高境镇演出 高境镇／提供

【市委书记李强到高境开展现场接访】

　４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
海市委书记李强在宝山区调研期间，专

程到高境镇政府信访室，现场接待来访

群众，听取群众反映问题，并看望慰问信

访干部。

【高境科创小镇知识产权服务社区揭

牌】　４月２５日，宝山区知识产权服务
联盟成立暨高境科创小镇知识产权服务

社区揭牌仪式在高境镇长江软件园举

行。市知识产权局局长陈亚娟，区领导

范少军、吕鸣出席揭牌仪式。高境科创

小镇知识产权服务社区分为知识产权综

合服务窗口、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中心和

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三个板块，其核心

是吸引、集聚、培育一批专业化机构服务

广大企业。

【新杨湾·国药上海健康产业园开园】

　５月２１日，宝山区政府与中国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暨新

杨湾·国药上海健康产业园开园仪式在

高境镇新杨湾科创产业园举行。中国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总裁李杨、上海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总工程师周群，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周志军、苏平、王益群、吕

鸣出席开园仪式。新杨湾·国药上海健

康产业园位于江杨南路８８０号，总建筑
面积为４７万平方米，是中国国药集团
在上海医药健康领域的重大项目，规划

为以国药医疗器械为龙头的健康产业集

聚区。

【举办第五届高境镇市民法治文化节】

　６月８日，历时两个月的第五届高境
镇市民法治文化节启动。法治文化节

以“崇法尚德守初心，法治理念同践行”

为主题，通过多元化活动形式，送法进

社区、进园区、进校区、进营区，引导社

区居民主动参与法治文化宣传、教育、

实践活动，增强市民法治理念和法治

素养。

【完成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７月 ３
日—９月９日，高境镇各社区依法依规、
有序完成全镇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

作。共有２８个居委会进行换届选举，
一次选举成功率达到１００％。各居委会
选举全部采取直选形式进行，参加选举

４５８４１人，共选出１４０名居委会成员。

【２０１８中美创新链接峰会举行】　８月
１日—２日，由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与中美创新协会（ＣＨＡＩＮ）
联合主办，临港新业坊海创中心、临港

新业坊共同协办的“２０１８中美创新峰
会”在高境镇新业坊·源创举行，３６名
中美两地专家学者、行业领袖，５００余名
科技发烧友齐聚高境，探讨人工智能、

机器人、自动驾驶及区块链等相关产业

发展大势。荷兰奇点大学创始人、哥本

哈根未来研究院学者、麻省理工数字货

币计划高级顾问、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齐悟、Ｒｏａｄ
ｓｔａｒａｉ、萝卜太辣、小马智行、博灵机器
人、ＡｕｔｏＸ、远望资本、大观资本等知名
企业出席峰会。

【林肯电气中国技术中心落成】　９月１９
日，林肯电气中国技术中心落成典礼在

高境镇高陆工业园举行。区领导汪泓、

李萍、苏平，林肯电气执行副总裁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ｌａｎｋｅｎｓｈｉｐ、林肯中国董事总经理程青
松出席典礼。林肯电气中国技术中心坐

落于沪太公路５００８弄１９５号，定位于国
际一流的焊接技术研发与应用平台，总

占地面积约５７００平方米，囊括林肯电气
中国的产品研发中心、焊接实验中心、机

器人焊接应用与焊接培训中心、机械加

工中心、质量控制与管理实验室、展示中

心等功能，代表未来焊接领先水平。

【新业坊·源创一期开园】　１１月 １８
日，新业坊·源创一期正式开园。新业

坊·源创是由宝山区、高境镇、临港集团

区区合作、增进资源整合和产业联动、合

力打造的城市更新项目，是宝山科技产

业创新升级的重要载体、产城融合的前

沿示范区，也是高境科创小镇重点项目。

新业坊·源创位于逸仙路１３２８号，园区
一期面积约为１４６万平方米，打造产、
学、研、展、商一体化园区模式，以“３ｉ５Ａ”
（３ｉ：创意设计、智能体验、科技投资；５Ａ：
知识能量、智慧分享、科创梦想、零压悦

享、智能办公）理念构建科技产业生态，

建设产业新高地。

【高境三中学生跳绳破“吉尼斯世界纪

录”】　１１月１８日，在上海国际交互绳
大奖赛中，来自高境三中的１３岁学生黄
俊凯在３０秒速度赛中单脚跳绳１３６次
（双脚约跳绳 ２７２次），打破由他本人
２０１７年创造的世界纪录以及吉尼斯
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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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９日，林肯电气中国技术中心落成典礼 高境镇／提供

表２１ ２０１８年友谊地区中小学情况

名　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宝山实验学校（小学部） 友谊支路２０号（东校区） ５６１２９５３５

宝山实验学校（初中部） 友谊路１２０号（总部校区） ５６６９４４３１

宝教院实验学校（小学部） 东林路１２５号（现搬迁至东林路２９号） ５６１０８９２７

宝教院实验学校（初中部） 东林路１２５号（现搬迁至行知二中） ５６１０８９２７

宝钢新世纪（小学部） 盘古路５２８号 ５６６９３１９１

宝钢新世纪（初中部） 盘古路５２８号 ５６６９３１９１

第一中心小学
宝山八村１１号（西校区） ３６０１１０８７

宝东路５８０号 ５６１２６８８０

实验小学
东林路５５５号（东校区） ５６６９２４４６

团结路２９号（西校区） ５６６９１７１９

广育小学
密山路３０号 ５６１０８９４８

宝林二村７６号 ５６１０８９４８

宝林三小 宝林五村４５号 ５６１２５３６８

淞谊中学 密山路１００号 ５６６９１７３０

宝教院附中 宝杨路４８０号 ５６１１５２１７

行知二中 海江一路１６号 ５６１０２２２７

行知中学 子青路９９号 ５６１０４５０４

宝山中学 盘古路２４７弄２０号 ５６６９２１４４

培智学校 子青路２８号 ５６６９２７４４

【２０１８中国电子竞技创新大赛总决赛在
高境举行】　１２月１５日，２０１８中国电子
竞技创新大赛总决赛在高境镇新业坊·

源创举行，区领导范少军、陈筱洁等出席

现场观摩。比赛项目为《英雄联盟》和

《炉石传说》，经过逾万人的选拔、１００个
城市的角逐，现场进行的是南北大赛区

决赛。经过激烈对抗，来自南方赛区的

ＫＮＧ战胜 ＫＩＮＧ获《英雄联盟》冠军。
《炉石传说》方面是来自南方赛区的白

皓月选手获胜。 （周淑贤）

友谊路街道
【概况】　友谊路街道位于宝山区东北
部，东临长江，西至泗塘河与杨行镇相

望，南至双城路与吴淞街道为邻，北至宝

钢护厂河，面积１０４５平方千米，下辖３７
个居委会、１个在建居委会、１个村委会。
至年末，街道户籍人口９４２７３人，流动人
口２７０２９人，常驻人口１２１１５６人。户籍
人口出生５６５人，出生率为６００‰，户籍
人口计划生育率为 ９８４％，人口密度
１１５９３人／平方千米。街道党工委下辖
党委１个，３４个党总支，１９１个党支部，
党员８７５４名。辖区内有法人单位２０６６
家，有小学５所，初中３所，高中２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３所，幼儿园１６所，医院３
所（社区卫生服务站８个），体育场２个，
图书馆２个，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１
个，市民分中心１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１个，建有社区公共运动场所３个，居民
健身点（苑）８２个，文艺团队１１４个。年
内，街道获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上海市

志愿者服务先进集体、上海市文明社区、

上海市禁毒工作示范社区、上海市“全国

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等称号。街

道办事处地址：牡丹江路１２９９弄１号。

【街道经济】　友谊路街道加快产业结
构调整，重点向安商稳商、服务经济转

型，推动区域转型发展、集体资产保值增

值经济工作。打造产业集聚新高地，坚

持“区港联动”，支持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打造为多元化国际邮轮母港。以宝莲城

为载体，支持航运经济发展区为钢铁行

业企业提供全流程服务。以友谊都市产

业服务中心为载体，打造房地产交易产

业链和价值链。创新引领结构转型，依

托宝龙城、临江商业商务中心、宝山时代

广场等项目。落实属地责任，配合推进

吴淞口工业区转型、上海长滩等项目建

设。加快盘古路地块、宝杨路２５８号地
块和长寿机械厂收储步伐。宝龙城项目

完成３幢办公楼结构封顶，临江商业商
务中心项目进行三次总体规划方案调

整，宝山时代国际广场项目进行总体方

案调整。青鲜市场综合改造项目完成前

期准备工作，上海长滩项目规划１、２、３、４
路进行施工，６号地块二期进行销售，５、
７地块主体结构施工，１、３号地块部分方
案调整（由办公转为公共租赁住宅），４
地块施工方案报批。金富门酒店改造项

目完成原有建筑拆除工作，越江隧道项

目完成地下隧道掘进工程，进入管道浇

筑及设备安装工程。

【民生服务】　友谊路街道推进民政各
类工作，建立“一网覆盖、一口上下、一口

统计”的救助联席会议机制，制订《友谊

路街道民生工作实施方案》。推进延伸

业务，实现“零距离”服务。宝城新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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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成功接入一口式受理网络平台，并

开展专职操作人员业务培训工作。根据

上海市“全市通办”业务实施要求，增派

前台咨询以及引导人员，加强各业务学

习，共受理年老一次性奖励收件５５笔，
生育金收件２６笔；年老一次性奖励受理
２笔，生育金受理３笔；医保１００６０笔，综
合７５８５笔。优化为老服务体系，建立馨
谊长者照护之家和日间照料站。完成居

家养老转制工作，完善长护险与居家养

老平台的对接。至年底，街道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２７９４３人，独居老人 １８０４
人，９０岁以上老人 ４３５人，百岁老人 ６
人。享受居家养老的老人共有１５１人，
其中暖人心对象１５人。居家上门服务
老人数１２１人，机构养老人数３０人。推
进友谊养老院改扩建项目，８月动工建
设，完成临时设施（围墙、沉淀池等）搭

设和所有围护桩、工程桩桩基施工。落

地实施社区公益服务项目４９个，入驻和
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４８家，其中孵化成
功１９家。

表２２ ２０１８年友谊地区幼儿园情况

名　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幼儿园 宝钢二村１８号 ５６６９３８８３２０６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幼儿园 宝钢八村４５号 ５６６９４９８５８０２

上海市宝山区临江幼儿园 宝城二村５５号 ５６６９１３５６７１０２

上海市宝山区密山幼儿园 宝钢十村１６号 ５６６９１９７２８００１

上海市宝山区盘古幼儿园 宝钢十一村４７号 ５６７８０３４８

宝山区宝钢九村幼儿园 宝钢九村１１号 ５６６９６０８５

上海市宝山区区直机关幼儿园 密山路４号、牡丹江路１２９９弄１号 ６６７９７９１０

上海市宝山区小海螺幼儿园 宝山十村４９号 ３６０１１６４３

上海市宝山区星辰科技幼儿园 永乐路１１５弄３２号 ５６１０１９９３

上海市宝山区七色花艺术幼儿园 宝林路３３６号 ５６１１６４９８

七色花总部 宝山八村７８号 ５６１１３８７７

上海市宝山区小蝌蚪幼儿园 宝山三村 ５６５６５０７６

上海宝山区实验幼稚园 宝钢三村７６号 ３６０７１９７６

上海市宝山博士娃幼儿园 宝林八村９９号 ５６１０９３８３

上海红黄蓝双语幼儿园 宝林路５５１号 ５６１０３７２８

上海宝山区行知幼稚园 宝林三村４６号 ５６１０８７３５８００８

上海宝山区新苗幼稚园 宝钢十一村９号 ５６６９３２４１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２日，友谊路街道开展绿化带清洁集中行动（上图）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５日，友谊路街道开展创建无违建村（街道）工作宣传暨谊
家志愿服务直通车活动（下图） 友谊路街道／提供

【城市网格化管理】　友谊路街道加强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手段，推动社区精

细化管控。明确划分网格化综合管理范

围、内容和责任，落实人员配置和各类资

源，健全网格化综合管理工作机制和责

任体系，加大网格区域巡查力度，结合

“城管通”信息平

台，推进网格化管

理工作在居民区

的有效运作。至

年底，网格平台共

受理案 件 ８６７１８
件，结案率１００％，
及时率９９２％。

【市容环境】　友
谊路街道结合“创

全”“幸福谊家”

建设等相关工作，

开展环境清洁整

治活动。全年出

动居委干部、爱国

卫生志愿者 ３０００
余人次，清理卫生

死角 ２０００多处。
严格履行“片长

制”，落实各项环

保措施，全面排摸

和管控片区内扬

尘污染问题，加大

扬尘问题巡查和

道路保洁维护力

度。全面清理辖

区河道各类垃圾，

对河道排污口全部监测到位，对违法排

污口全面实施封堵。通过“六个到位”

（即：认识到位，领导到位，宣传到位，引

领到位，沟通到位，协同到位），推动街道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至年底，实施

生活垃圾分类小区８２个，示范达标小区
２５个，湿垃圾每日分拣５９余桶。改善市
容环境风貌，推进“美丽街区”建设，重

点围绕街道主要道路沿线进行改造，统

一店招风格。结合“创全”工作，筹建成

立牡丹江路商业街区自治共治委员会，

全面推进门责管理制度。设立市场环境

点，从环境卫生、管理规范、经营合法性、

食品安全性、消防通道、公厕保洁情况等

多方位无死角的进行检查监督。查处街

道辖区内无序设摊夜排档、蔬菜瓜果卡

车流动设摊，全年共开展集中整治 ４１
次，取缔乱设摊７００余起，处罚９１起。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友谊路街道以
“零发案小区”“平安小区”和“平安示范

小区”创建工作为抓手，开展各类社区治

安防范宣传，发动群防群治志愿者参与

平安建设。在“居改非”专项工作中，依

照由外至内的工作步骤，组织协调市场

所，开展无照（异地）经营场所整治，落

实整治工作主体责任部门，发挥各职能

部门力量，整合资源，将违法违规经营综

合治理与“无违建”村居创建工作结合

起来，遏制违法违规经营。推进住宅小

区综合治理工作，开展“我爱我家，幸福

谊家”小区综合治理，推进宝林三村等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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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区设施改造项目，宝林一村西块、宝

山八村老旧住房改造项目，完成辖区内

各小区共３６台老旧电梯改造更新工作。
健全完善“三一两全一通”（即：一门接

待、一口受理、一网覆盖；服务全天候、素

质全能型；深化“社区通”）工作模式及

居委规范化建设，推进基层自治、共治、

法治、德治“四治一体”功能提升，推进

居委会标准化建设，完成宝山三村、宝林

四村等２２个居委会“一门办公”标准化
建设硬件设置。

表２３ ２０１８年友谊路街道居委会

居委会名称 居委会地址 办公电话

宝钢一村 宝钢一村１１４号 ５６１００４７３

宝钢二村 宝钢二村３２号乙 ５６１００４７６

宝钢三村 宝钢三村１０号甲１０１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３

宝钢四村 宝钢四村１３号 ３６０７１４７４

宝钢五村 宝钢五村１号 ３６０７１４７５

宝钢六村 宝钢六村１号 ３６０７１４７６

宝钢七村 宝钢七村４２号—１临 ３６０７１５２３

宝钢八村 宝钢八村６３号 ３６０７１４７７

宝钢九村 宝钢九村１２号１０３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８

宝钢十村 宝钢十村６号１０７室 ５６１００５２１

宝钢十一村 宝钢十一村２５号 ３６０７１４６４

宝林一村 宝林一村１２４号 ３６１００２９４

宝林二村 宝林二村９３号 ３６１００２９７

宝林三村 宝林三村２６号 ３６１００３５５

宝林四村 宝林四村６６号 ３６１００２０５

宝林五村 宝林五村４４号 ３６１００２９５

宝林六村 宝林六村８４号 ３６１００２４９

宝林七村 宝林七村５６号 ３６１００３０９

宝林八村 宝林八村５３号 ３６１００２９６

宝林九村 宝林九村２７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２４８

宝山一村 塘后路３００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２

宝山二村 宝山二村３３号 ５６１００４１２

宝山三村 宝山三村１２３号 ５６１００１６３

宝山五村 双庆路８５弄３２号 ５６６０８１０３

宝山六村 宝山六村６９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２００５７

宝山七村 宝山七村３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００４３５

宝山八村 宝山八村８１号 ３６１００４２５

宝山九村 宝山九村５５号 ３６０１０８３１

宝山十村 宝山十村９３号 ３６１００４２２

宝城新村 宝城一村４５号 ３６０７１４６９

白玉兰花园 海江路６６７弄４５号 ３６０１１２４２

华能城市花园 牡丹江路１２９８弄５５号２０８室 ５６１１０５２５

密山二村 密山二村５２号 ３６０７１５９９

临江公园 宝城三村１号乙 ５６６０２２５０

临江新村 临江三村２１号 ３６０７１４６８

住友宝莲花园 住友宝莲１０号东 ５６１００９７３

同济公寓 盘古路６８９弄２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６０１７８３

（朱晓婷）

【人口综合管理】　友谊路街道推进人
口调控，加强群租整治。年内排摸疑似

群租户３８家，确认群租２９家，通过上门
约谈告知，自行整改 ２９家，整治率
１００％。结合“五违四必”（违法用地、违
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

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必须

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须

取缔），开展“非改居”整治。会同派出

所对辖区 ９处（同济路 ９３６号、同济路
９３８号、同济路９４０号、同济路９９９号幸
福湾１３号楼底、盘古路６９６号、友谊支
路１７３弄１号和９号、宝杨路１１９７号地
块、宝杨路１１８３号）规模租赁房的经营
业主和负责人进行“清退”约谈，要求业

主与房客协商解除租赁合同。联合区消

防支队、街道安管所、城管中队进行集中

整治，共清理人口数１７５名，查封房间８０
余间。开展“三合一（住宿与生产、仓

储、经营一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能违章

混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建筑）”整治

２００家左右，清理人口数约４００人。

【平安建设】　友谊路街道推进平安实
事项目，推进“雪亮工程”建设，完成人

脸识别系统２６７套，楼栋防盗门智能门
磁感应系统３９６１套。试点“智慧社区”
建设，在白玉兰花园小区通过召开协调

会、征求居民意见、技术论证等，完成包

括治安防范类、公共安全类和民生服务

类三大类２４个子系统建设，形成“智慧
社区”建设经验做法。结合春节、两会、

进博会等重要敏感节点时期严密布控，

由各帮教小组成员组织多层次防控。召

开进博会期间社会面防控专题会议，制

订《进博会平安志愿者参与社会面防控

工作方案》等，发动全体群防群治队伍全

员上岗。对邪教、吸毒、重型精神病等重

点人员，建档立册，制订一人一方案、一

人一计划、一人一总结，落实管控措施。

保持依法严打“黄赌毒”违法犯罪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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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推进涉黄涉赌场所严管严治、巡查

固守和清退转变业态工作，实现“两个一

律”（房屋出租人为国有企业单位的所

有场所一律清退，一律转变业态）。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照十类重点打击

整治的黑恶势力开展实地排查工作。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４日，开展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叶城县江格勒斯乡对口帮扶协作活动
友谊路街道／提供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月，青年人才协会举办“阅读筑梦 书香友谊”征文比赛及读书交流活动
友谊路街道／提供

【开展“五违”整治】　友谊路街道推进
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制订创建

工作方案，建立工作机制，明确目标任

务，落实责任分工。对新增违建“零容

忍”，年内共接热线举报、网格、居委等其

他渠道举报及自行发现２６７起，拆除面
积５４８６０９平方米，拆除率１００％。全年
需完成经营性点位销库总量为９７７３５６６
平方米，实际拆除销库 ５９４４３６３平方
米，其余３８２９２０３平方米待审核调准转
性，完成率 １００％。各居民小区完成天
井破坏房屋外貌拟封窗封门恢复原样的

户数共计 ２３３２户，整治居改非 １７８家。
至年底，“先进居村（单元）”全部完成申

报，等待考核验收。

【社会治理】　友谊路街道结合“创全”
工作，推进牡丹江路商业街区自治共治

委员会成立。采取“疏、堵”结合方式，

对牡丹江路进行停车规范管理，清理规

范沿街乱停车行为，打造全新面貌的牡

丹江路商业街，并将治理经验推广至辖

区盘古路、友谊支路、永清路、双城路、永

乐路等路段。新建夏园、宝林一村通道

等５个规范管理停车场，新增车位 ２００
多个。依托社区通”平台，打开社区居民

与居委会互动参与的“治理通道”。

【党建工作】　友谊路街道启动居（村）
党组织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工作，经过制

订方案、宣传发动、公开推荐、资格审查、

组织考察和确定人选等６个阶段，完成
居（村）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推进社

区党建工作，拓展和延伸“九宫格（网格

化党建）”党建共同体内涵。做细党建

服务项目，加强对居民区党建服务群众

专项经费的指导与监督。强化党员领导

干部联络制度，加强社区资源整合，深化

党员教育管理。打造特色党建服务站

点，形成共建共享正能量。强化干部人

才管理，完善街道年度考核方案，深化街

道体制改革，制订街道机关、事业单位、

居民区人员“三定”方案，形成《友谊路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规定》。以“立方工作室”

“三堂一督”（老书记课堂、老书记坐堂、

老书记学堂，老书记督导）为平台，创新

“三带三学”（带思想、带作风、带能力，

学理念、学做人、学本领）模式，深入推进

“班长工程”。推动党员教育基层化、全

面化、常态化，在原有“１＋１＋５９＋８”
［即１个社区党校、１个社区党校分校
（设在红帆港党群指导站）、５９个居民区
教学点和 ８个“两新组织”］家门口的
“红色加油站”，教学点的基础上，增设

并打造“组织生活室”，梳理规范组织生

活流程，并上墙展示。

【牡丹江路商业街区自治共治委员会成

立】　１０月１１日，牡丹江路商业街区自
治共治委员会正式成立。经过对牡丹江

路重点单位集中走访和意见征询，先后

组织１００余家单位召开三次联席会议，
出台《牡丹江路商业街区门责管理制

度》《自治共治委员会章程》等区域自治

共治制度。贯彻“精细化”“绣花式”城

市管理工作要求，探索创新“以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模式，完善

街道管理体制，消除道路两侧“乱设摊、

乱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晾晒、乱堆

放”等现象。

【友谊养老院改扩建项目开工建设】　
项目拟在宝林八村２８号康乐敬老院原
址上重建上海宝山友谊养老院，项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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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面积２４９０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７２５７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５８７５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１３８２平方米，计划设
置养老床位２１５张。 （朱晓婷）

表２４ ２０１８年吴淞街道辖区学校

序号 学　校 地　址 电　话

１ 浪花幼儿园 海滨八村６号 ５６１６０２１５

２ 小主人幼儿园 海江二村１２３号 ５６５６８９３３

３ 海三幼儿园 牡丹江４５４弄８１号 ５６１７４２４８

４ 永清幼儿园 永清新村７５号 ５６１６３４４５

５ 永二幼儿园 永清二村７１号 ５６１６２５３１

６ 叮咚幼稚园 海滨二村７１号 ５７１７２６３９

７ 长征幼儿园 长征新村２１号 ５６８４６８１４

８ 泗东幼儿园 泗东新村３号 ５６６７４３４０

９ 海滨幼儿园 海滨新村１０１号 ６６６５０１８１

１０ 八棉幼儿园 淞滨路８０３弄２５号 ５６８４５７０５

１１ 和衷小学 海滨五村９号 ５６１６３５１３

１２ 永清小学 永清路２７８号 ５６１６１７８０

１３ 水产路小学 海滨四村２４号 ５６１７４５２９

１４ 同泰路小学 同泰北路２０９号 ５６５７５７０８

１５ 海滨小学 泰和路２９１号 ５６１７８０８５１０２０

１６ 淞滨路小学 松滨路１７３号 ５６６７３９３７

１７ 淞一小学 淞兴路３８号 ５６６７１０４８８１０２

１８ 泗东小学 淞兴西路金杨家宅１１号 ５６８４０７３９

１９ 海滨二中 海滨五村１０号 ５６１７８０５８

２０ 吴淞初级中学 同泰北路２２２号 ５６１７４８１８８０１９

２１ 吴淞实验学校（九年制） 松滨路７１１号 ５６６７２６２０

２２ 和衷中学 淞青路２０３号 ５６１６００１２

２３ 海滨中学 牡丹江路４５４弄１００号 ５６１７１０８６

２４ 吴淞中学 泰和路９９号 ５６５６１５１２

２５ 宝山成人进修学校 淞桥西路１８号 ６６６３０２１９

（赵　欣）

吴淞街道
【概况】　吴淞街道位于宝山区境东部，
东临长江、黄浦江，西沿泗塘河与杨行镇

毗连，南起长江路延伸至江南造船厂南

围墙与淞南镇接壤，北到双城路与友谊

路街道相邻，面积７５２平方千米，下辖
２７个居民委员会。至年末，有户籍人口
２８６８６户７１５７８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２６７６８人；计划生育率９８２％，人口出生
率５３８‰，人口密度９５１８人／平方千米。
街道党工委下辖行政党组、社区党委、２７
个党总支、１６１个党支部，在册党员５５７４
人。辖区内共有各类法人单位 １０００余
家、学校２６所，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１
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１个、城市网格化
综合管理中心１个，图书馆１座。年内
获评上海市文明社区、上海市平安（示

范）社区、上海市禁毒工作示范社区、上

海市四星级“侨之家”等称号。街道金

波浪艺术团获上海市社区广场舞系列总

决赛一等奖和全国总决赛三等奖。街道

办事处地址：淞滨路３８５号。

【旧区改造】　吴淞街道年内完成吴淞
西块９０号地块动迁，安置房建设１号楼
进行内装分割，２号楼建成３０层、年底
结构封顶，３号楼完成基础桩和围护桩
施工，启动地下基础开挖。推进成套改

造，桃园新村和海滨新村竣工４栋、开工
２栋。

【开展“无违”创建】　吴淞街道健全新
建（在建）违法建筑快速发现和处置机

制，确保及时拆除率１００％，新建（在建）
违法建筑零增长，完成 ２７个居民区、３
个公共区域共３０个“无违”创建单元创
建。推进“五违四必”（五违：违法用地、

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

住；四必：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

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

经营必须取缔）整治，全年累计拆除违法

建筑１１５６９８万平方米，完成６个区级点
位５４８８０平方米拆违任务，整治地块全
部纳入网格化管理，集中开展吴淞工业

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推进“美丽街区”建设】　吴淞街道按
照城市管理精细化要求，召开动员大会，

建立工作专班，制订实施方案，梳理形成

道路设施、城市家具、沿街绿化、建筑立

面、招牌广告、景观灯光、公共设施等 ７
个方面３８项任务清单。以“一带五区十
路”（“一带”即吴淞滨江景观带，由半岛

１９１９文化创意园区、淞浦路码头、淞沪
铁路火车头广场、吴淞开埠广场、老码头

影视基地、部队码头周边、吴淞古炮台遗

址等组成的黄浦江?藻浜沿线。“五

区”即五块重点升级改造区域，包括宝山

规划展示馆周边区域、花鸟市场区域、青

岗路同泰北路区域、淞兴路步行街区域、

江南造船厂周边区域。“十路”即十条

区域主要道路，分为“五纵五横”。“五

纵”由同济路、同泰（北）路、牡丹江路、

永清路、淞滨支路组成，“五横”由双城

路、水产路、泰和路、淞宝路、淞滨路组

成）为重点，推进“美丽街区”建设，开展

“天际线”“腰际线”“地平线”系列整治

行动，打造形成永清路樱花一条街、淞兴

西路吴淞风情一条街等特色街区。加强

道路门责管理，成立淞兴西路、永清路门

责自律组织，实施主要道路责任区生活

垃圾不落地方案。

【开展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吴淞街道
推动“美丽家园”升级版建设，因地制宜

增加机动车停车位，实施非机动车停车

棚改建和楼道进出口改造，通过改造街

心花园和建造凉亭等措施，为社区老年

人提供休闲空间。健全物业管理竞争考

核机制，完成５个优质小区创建试点任
务，全覆盖落实第三方管理进小区机制。

完成１０个小区主要出入口门岗标准化
建设，完善业委会重要信息公开制度，推

进５２个业委会党的工作小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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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开通绿色账户 ３１
万户。

【推进“创全”工作】　吴淞街道成立创
全国文明城区（简称“创全”）领导小组，

研究部署“五点”行动方案，即领导班子

成员“定点”督查行动、机关干部“蹲点”

指导行动、执法部门“拔点”治理行动、

督查团“巡点”检查行动、社区志愿者

“驻点”把守行动。通过宣传横幅、道

旗、电子屏、“社区通”等多种形式，发动

志愿者３万余人次参与到全国文明城区
创建工作。加大巡查力度，健全问题发

现和快速处置机制，建立“创全测评工

作”微信群，安排“百人督查团”成员督

导检查街道“创全”工作，并通过微信群

每日通报督查结果。

【环境保护和水环境治理】　吴淞街道
落实“河长制”，抓好?藻浜、北泗塘河、

南泗塘河日常巡查，推进?藻浜沿岸环

境综合治理，迎接市环保督察，整治企

业１５家。完成 ５０万平方米住宅小区
雨污混接改造、１６家部队和３家养老机
构截污纳管工作。落实防汛防台任务，

严格落实 ２４小时值守制度，实现安全
度汛。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０日，吴淞街道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在宝山区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主题情景剧比
赛中表演情景剧《拒绝二手烟的侵害》 摄影／杨成灏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吴淞街道第二党建网格中心参加宝山区职业人群“三减三健”徒步定向挑
战赛 摄影／杨成灏

【就业与社会保障】　吴淞街道落实“全
市通办”系统上线，启动“一网通办”试

点。完成劳动争议调解综合示范工作，

成立街道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中心。

实施“乐业吴淞”创业就业计划，失业人

数控制在 ２５４３人，创业带动就业 ５０
人。落实民政救助政策，发放低保金

６７９万元、医疗补助５４万元、重残无业
补助 ２７３万元、廉租房租金补贴 ２００
万元。

【创新基层治理】　吴淞街道完成居委
会换届选举，参选率达９５４％。打造吴
淞特色“社区通”平台，平台上线人数近

３４万人，新建３家区级示范点。在 １５

个居委会开通“物业之窗”，上线率覆盖

率５５５６％。开展优秀“粉丝”、十佳案
例和最佳创新居委会评选。完善政府购

买公益服务闭环式管理，加强对“老来

乐”等１０个社区公益项目的全过程监
管，召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第一

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开展主题公益日

活动。

【社区文体建设】　吴淞街道落实第十
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节中节”暨吴

淞街道“文化让生活更美好”中外文艺

专场演出活动任务，组织开展上海市民

文化节系列活动，实施“老来乐”公益性

项目。推进居委会标准化综合文化活动

室创建，开展非遗项目“吴淞面塑”进社

区、进学校活动。新增１个社区健身点，
更新改造１０个社区健身点。

【平安建设】　吴淞街道推进“平安吴
淞”智联网建设，实施５个居民小区“安
居卡”工程建设，增设２５个公共安防视
频监控探头，完成永清二村“智慧社区”

建设，挂牌成立各居民区综治中心。做

好全国“两会”、进博会等重要节点期间

社会面稳控工作，组建“平安吴淞”巡逻

小分队，完成吴淞码头区域、牡丹江路、

淞宝路非机动车及行人文明出行示范道

路创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做好

入室盗窃高发村居专项整治。落实“四

级五覆盖”［指“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三个必须”（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

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

全）、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安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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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安监部门向同级组织部门通报安全

生产情况五项工作要求在市、县、乡、村

四级全面覆盖］工作，与辖区２７个居委、
２９所学校和２７０余家重点监管单位签订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开展对 ４０
余处规模租赁住宿场所消防安全隐患的

整治，清退外来人员１０００余人，推进空
中坠物隐患专项治理。实施安全实事项

目，完成９个小区消防应急综合演练，为
１７万余户居民家庭开展燃气安全检
查，推进小区非机动车停车库消防综合

治理，实施高层售后公房消防设施的维

护保养。抓好重要节点期间信访稳控，

落实隐患排查、快速处置及“零报告”等

工作机制，实行重点人员专人稳控。完

成司法所标准化建设，实现居委会公共

法律服务工作室全覆盖。建成水产路

“法治文化长廊”，全面实施宪法学习

工程。

表２５ ２０１８年吴淞街道居委会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西朱新村 ７７６ １８８６ 西朱新村６４号 ５６６７８１４８

海滨新村⑴ ２０２０ ３６３４ 海滨新村６７号乙１楼 ５６５６２１８３

海滨新村⑵ １６３８ ２７４７ 海滨新村１２１号西侧 ５６５６０１２７

海滨二村⑴ １６０９ ３２９９ 同泰北路２２７弄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５６００５３

海滨二村⑵ １４２０ ２６６２ 海滨二村９５号西侧 ６６６５０７２２

海滨三村 １９３６ ３３７０ 海滨三村４５号１０１室 ５６５６０６４８

海滨四村 １３５２ ３００５ 海滨四村３５号 ５６５６０９５０

牡丹江路 ２６２２ ４６３６ 海滨六村１３号２楼 ５６５６９８７２

海滨八村⑴ １３９９ ２３７１ 海滨八村５０号 ５６１７２５６６

海滨八村⑵ １０４６ １２３０ 海滨八村５号１０１—１０３室 ５６１７２５６６

三 营 房 ２３６８ ３７４６ 前三营房８８号 ５６１７２３２８

永清新村 ２７０３ ４６２６ 永清新村１１８号 ５６５６７０１０

永清二村 １９９３ ３３７１ 永清二村１１６号 ５６５６５２４９

海江二村⑴ １３５８ ２９７３ 海江二村３６号 ５６５７８０３３

海江二村⑵ １５７２ ２４４４ 海江二村１５３号 ５６１６３０７７

海江新村 １２５７ ２２３９ 塘后路２０３弄２２号 ５６５６３９４８

吴淞新城 ８３２ １０５４ 班溪路５５弄８２号 ５６８４０２６５

吴淞三村 ８１０ ９９０ 吴淞三村３３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４４８０１

淞新 ８２５ ２０４４ 淞滨路１６５弄１号 ５６８４９７２４

和丰 １４０２ ３４２０ 淞滨路７０弄８号 ５６６７００５６

桃园新村 １７３４ ３１０４ 桃园新村２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４７０２３

长征新村 ７０２ １６４８ 长征新村８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４３２７０

一纺 ３８８ １３９５ 淞滨西路８１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５６１７

二纺 １０５３ ２４１１ 宝林雅园５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８４５１

李金 １２１０ ３１９８ 淞滨支路４０弄２号１０３室 ５６８４９３５８

泗东 ９３７ １７４９ 泗东新村２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７９２５６

淞西 ６５６ １２４５ 同济路６０弄４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３７１６

集体户 ６７ １７２０

【基层党建工作】　吴淞街道党工委指
导完成居民区党组织换届选举，采取“公

推直选”方式，选举产生２５个居民区党
总支及下属党支部领导班子。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抓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

“十星”住宅小区创建和“五色”党建品

牌项目，授予 １４个小区 ２０１７年度“十
星”示范小区称号。深化区域化党建，推

动网格化党建，创新推出“党建服务直通

车”项目，开展“点亮微心愿，助力微梦

想”公益圆梦行动。提升“两新”党建水

平，完成半岛１９１９创意园区党群服务站
示范点创建，成立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

党总支。制定下发《吴淞街道居民区党

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实施办

法（试行）》。

【街道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中心成

立】　根据《吴淞街道劳动争议调解综
合示范工作实施方案》，街道成立劳动争

议调解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６月１
日，成立吴淞街道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

解中心，配备１６平方米调解办公室和３０
平方米综合调解室各一间，配全办公设

施、录像录音设备。中心与街道工会联

合参与调解，工会律师每周四蹲点法律

咨询，为来访者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至

年末，共受理案件 １０３件（未处理 １１
件），调解成功７３件，成功率达７９％，涉
及金额约４３万元，其中包含群案２件，
涉及３１人８９６万元。

【水产路“法治文化长廊”建成】　６月
底，吴淞街道以建设“美丽街区”为载

体，建成水产路“法治文化长廊”，第一

期展示内容为新宪法修正案。

【举办上海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　吴
淞街道全面开展上海市民文化节系列活

动，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主要活动阵

地，策划社区文艺团队展示、指间艺术四

重奏民间传统艺术展、社区文化活动图

片展、声乐培训、舞蹈培训、排舞培训、时

装表演培训、沪剧沙龙、体育健身等专题

活动，为有文艺特长的市民搭建学习交

流和展示平台。街道金波浪艺术团获上

海市社区广场舞系列总决赛一等奖和全

国总决赛三等奖。

【开展非遗项目“吴淞面塑”进社区、进

学校活动】　“吴淞面塑制作技艺”项目
作为宝山区第六批“非遗”保护项目，于

２０１７年６月由区政府区文广局授牌，
２０１８年作为“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获区政府和区文广局资格认证。年

内，街道三营房居委和海滨四村居委作

为“社区传习点”，定期开设公益培训班

近百次，约 ２００课时，受益群众 １１００余
人次。同时，“吴淞面塑”走进校园，在

水产路小学、同达小学开设“非遗”传习

班，对少年儿童进行系统培训，全年共授

课１２０余次，近２４０课时，受益儿童１８００

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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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９日，埃及大学外籍学者考察团参访呼玛二村 张庙街道／提供

【永清路樱花一条街建成】　吴淞街道
永清路（淞宝路—双城路）路段长度约

１１００米，以满街的樱花树闻名。年内，
街道在“美丽街区”建设中，通过翻新店

牌店招、改造公共设施、安装统一雨棚、

墙面重新设计、增加主题性景观雕塑等

措施，提升吴淞文化内涵。

【开展主题公益日活动】　９月 ２０日，
吴淞街道在诺亚新天地商业广场举办

“不忘初心，为爱前行———让公益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主题公益日活动，１１家
从事社区公益服务的社会组织和企事

业单位现场展示风采，为居民提供免费

量血压、测量身高体重、义诊、家电维

修、修伞、配钥匙、耳穴保健、理发、家庭

保健、面塑制作、剪纸、青花瓷艺展示、

企鹅漫步游戏互动、老年人长护险介

绍、物业法律法规和就业政策宣传等公

益服务，参与居民３００余人次。

【淞兴西路吴淞风情一条街建成】　吴
淞街道淞兴西路（同济路—淞滨支路）

路段长度约６００米，是一条既有丰富历
史故事，又有浓浓市井气息的老街。街

区注重历史遗存保护和人文设计，在整

体规划上体现出历史情怀和优雅静谧。

在“美丽街区”建设中，结合“无违建”

创建、“旧改”等改造工程，通过墙面重

新修缮和设计、翻新店牌店招、改造公

共设施等措施，营造“生态、特色、优美、

静雅、和谐、宜居”的街区环境。

（赵　欣）

张庙街道
【概况】　张庙街道地处宝山区南部，东
起泗塘河与淞南镇为邻，西至共和新路

与庙行镇毗连，南迄一二八纪念路与高

境镇接壤，北临?藻浜与杨行镇相望，

辖区面积５１９平方千米。街道下设３３
个居民区，４０个居委会。至年末，有户
籍 ６７９８４户、１１８１８３人，常 住 人 口
１６０５９９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２２５０２
人，比上年户籍减少２００６户，户籍人口
减少３２８人，常住人口减少２５５３人，列
入管理的来沪人员减少 １０人；户籍人
口自然增长率 －５６７‰，计划生育率
９９１４％，人口出生率 ４９‰，户籍人口
密度２２７７１人／平方千米。辖区内有法
人单位１０１５个，中小学校及幼儿园３３
所，二甲医院１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２

个，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１个，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１个，城市网格化综合管
理中心１个，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１个，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１个，综治中心 １
个，物业服务指导中心 １个，图书馆 ２
个、分馆１０个。建有公共运动场３个，
居民健身苑（点）６５个。下辖党总支３２
个，基层党支部１６５个，在册党员 ８４３９
名。年内，街道获上海市文明社区、上

海市平安社区、上海市城市管理执法精

细化工作先进集体、上海市人民调解工

作先进集体、上海市残疾人工作先进单

位、上海市信访系统先进集体、上海市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上海市社区体育服务配送优秀组织奖、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等称号。街

道办事处地址：呼玛路８００号。

【开展“无违村居”创建】　张庙街道开
展违法建筑整治行动。锁定７家重点企
业单位，拆除存量违法建筑１８１４１平方
米。整治小区违法搭建，拆除通河八村

沿共江路、锦辉绿园沿一二八纪念路、虎

林路等“居改非”１９０户、泗塘一村占用
公共绿地违法搭建房屋８间，实现３３个
居民区占公占绿违法建筑、破墙开店等

类型违法建筑基本归零，完成库内经营

性点位５９５处、面积７１８８６８２平方米的
年度考核指标，街道３５个“无违村居”创
建单元全部通过验收。

【开展“美丽街区”创建】　张庙街道拆
除爱辉路花鸟市场、共江路集贸市场、虎

林路９０１号地块等一批“硬钉子”违法建

筑１１５０３平方米。开展无证无照专项治
理，辖区内５３０户无证无照经营户全部
消除。开展破墙开店专项治理，对通河

八村沿共江路、锦辉绿园沿一二八纪念

路、虎林路破墙开店开展集中整治，共封

门整治 １６９户。开展沿街立面专项治
理，拆除通河八村、泗塘六村、通河六村

等沿街商铺二楼平台违法搭建１５１户，
开展店招店牌和广告牌专项治理，重点

整治长江西路、呼兰路、共和新路无序广

告牌和“一店多招”等招牌设置不规范

现象。开展占道亭棚和无序设摊专项整

治，拆除辖区内各类占道经营亭棚 ３７
个，整改公安便民服务亭棚１个。城管、
市场监督、安全生产等部门联合行动，拆

除共江集贸市场违法建筑２４５０平方米，
取缔市场内非法废品回收站。规范“早

餐疏导点”管理，消除各类无序设摊聚集

点。统一更新爱辉路、一二八纪念路、虎

林路、共江路店招店牌，建成共江路、爱

辉路景观围墙。完成泗塘二、三村（西）

出口、呼玛二村进口、呼玛三村进口

（南）、通河八村（南）等门楼改造，完成

通河六村、通河八村高压绿地及景观围

墙施工和开放围栏改造。完成１家废品
回收站（爱辉路２１１号）清退、１家废旧
金属加工堆存点（上海星林物资利用有

限公司）清理，实现辖区内无废旧金属加

工堆存点。对辖区１７３９户门责开展一
店一招拍照、信息登记与录入工作，完成

每月一次以“我的门前我清洁、我的区域

我负责”为主题的城市清洁行动。组建

张庙街道门责管理工作微信群，协调处

置门责日常管理难点问题。改造辖区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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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间垃圾箱房，统一更换标签，张贴标
识２３００张，更换配置垃圾分类专用桶
５８３只。年内基本完成呼玛路、爱辉路、
通河路、一二八纪念路“美丽街区”

创建。

表２６ ２０１８年张庙街道学校情况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电话 备注

１ 红星小学 泗塘三村３９号 ３６０９０３１８

２ 泗塘新村小学 泗塘一村１００号甲 ５６７５１３８５

３ 虎林小学 呼玛一村７１号 ３６１１０３７１

４ 虎林三小 泗塘八村１号 ３６０９０４４１

５ 通河新村小学 通河一村１３号 ６６２１９５０１

６ 通河新村第二小学 通河二村２７号 ５６７４９５８７

７ 通河新村第三小学 通河路３４５号 ６６２０７７２３

８ 通河新村第四小学 通河八村１１３号 ５６７６９６４０

９ 呼玛路小学 呼玛二村１７９号 ６６２２３６１１

１０ 民办日日学校 通河六村１６６号 ５６７３６８６８

１１ 宝山第三中心小学 呼玛路７９２号 ５６７４７６３５

１２ 新闻出版教育中心 呼兰路７２１号 ５６７５５４１４

１３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呼兰路７６３号 ５６９９６２６９

１４ 成人培校 泗塘一村１４—１号 ５６９９２００２

１５ 通河中学 呼玛路７８８号 ５６７４１５１９

１６ 求真中学 通河一村５号 ５６９９５１２２

１７ 泗塘中学 长江西路７６８号 ３６０９０３１１

１８ 泗塘二中 共江路６６８号 ５６７４５９６９

１９ 虎林中学 虎林路５６５号 ３６１１０４４９

２０ 呼玛中学 爱辉路５８５号 ５６７３４４０１

２１ 红星幼儿园 呼玛三村３６６号 ３６１１０５１８

２２ 通河新村幼儿园 通河一村４９号 ５６９９５７１５

２３ 通河二村幼稚园 通河二村７６号 ５６９９３６８５

２４ 呼玛二村幼儿园 呼玛二村２５１号 ６６２０６２３２

２５ 小百花幼儿园 通河八村１１８号 ３６１１１１０１

２６ 星河幼儿园 通河一村１２号 ３６１１０５４０

２７ 博爱双语艺术幼儿园 通河三村６０号 ５６７５０４１３

２８ 虎林路幼儿园 泗塘二村２９号 ３６１１０８９７

２９ 育苗幼儿园 通河八村８８号 ５６９９５３８２ 原在泗塘三村，现在

建，暂借通八地区

３０ 革新幼儿园 泗塘一村４４号 ５６９９５３８２

３１ 博士娃幼儿园 泗塘四村４８号 ５６９９１３７３

３２ 苗苗幼稚园 呼玛一村７３号 ３６１１０５７９

３３ 泗塘五村幼儿园 泗塘五村１２９号 ５６７５３３８３

【开展“美丽家园”创建】　张庙街道安
排２６００万元资金，用于推动“美丽家园”
创建。在实现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全覆盖

基础上，推广小区自助洗车点、新能源充

电桩、可循环物资智能回收站、新型封闭

式建筑垃圾堆放点等实事项目。完成辖

区６台老旧电梯改造、１０个小区门岗标
准化建设。重点打造通河四村、泗塘六

村等一批示范小区。配合市环保督察工

作，抓清单交办，抓责任落实，抓整改到

位，解决交办单问题１０个，自查解决区
域内各类环境问题１６个。强化河道综
合治理，全面落实“河长制”，在西泗塘

河道有关区段，整治河道两侧新增乱搭

乱建７处，拆除违建６１０平方米，清理垃
圾３０余吨，打造景观围墙、建设景观绿
地。深化垃圾分类，完成辖区内１９４间
垃圾厢房改造和更换５８３只垃圾分类专
用桶，设置３个“小黄狗”智能垃圾分类
回收机。完成２个老小区住宅修缮，其
余１３个小区全面开工。造血干细胞工
作实现“零的突破”，成立造血干细胞志

愿者总队，共招募２４名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做好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复审工作，开展控烟、病媒生物防制、

爱国卫生月等工作，开展群众性急救自

救普及培训。开展“美丽张庙，清洁家

园”、登革热防控等各项群众自治活动。

全年居委干部、爱卫志愿者、社区群众共

１８５００多人次参与清洁家园行动。小区
业委会增至６７个，组建率超过９３％。完
成张庙地区１４家物业公司４７个售后房
小区物业服务工作考核。完成３个小区
维修资金补建工作，完成６台老旧电梯
改造和１０个住宅小区管理处门岗标准
化建设。

【城市网格化管理】　张庙街道提升网
格化中心平台功能，加强居民区网格化

巡查，逐步改善西泗塘河及?藻浜周边

环境面貌。深化居民区网格化管理工作

站标准建设，落实网格员及城管进小区、

居民区网格化巡查、网格工作站“日报

告”等制度。做好“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
线工作，解决“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热点
和难点问题。对通河路、呼玛路、虎林路

等重点道路开展大规模市容环境联合大

整治行动，解决沿街违法搭建、占道亭棚

以及居改非、乱设摊、黑广告等街面治理

“顽症”。捆扎凌乱电线缆２００余处，清
除折断电线缆６０余处，推进“网格达标”
创建，共梳理、解决“张庙街道达标网格

责任清单”问题２７项。

【加强区域环境保护】　张庙街道开展

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治，梳理出新

增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１１家，８家企
业实现“三清两断”（清厂房、清设备、清

人员、断水、断电）、彻底关停，３家企业
办理环境影响备案登记。加强辖区扬尘

污染管控，辖区内共有４个市级监测点
位（长江西路共和新路、呼兰路共和新

路、长江西路爱辉路、一二八纪念路通河

００４

镇·街道



路）和１个区级监测点位（呼兰路虎林
路），道路扬尘污染管控指标低于全区均

值０１３０ｍｇ／ｍ３，为全区最低。完成３家
单位截污纳管目标任务，推进住宅小区

雨污分流改造及阳台水分流改造。完成

整治无证照食品经营户１９６户，通过引
导办证和关停取缔，小餐饮备案整治率

达到１００％，辖区内食品无证照经营现
象全部消除。

表２７ ２０１８年张庙街道居委会

居　委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　话

虎 林 ２４５３ ４２３５ 泗塘一村１号１０６室 ６６２０１９２３

泗 塘 ２１３８ ３１２９ 泗塘一村６７号 ６６２０９１０１

新 桥 １９１４ ４０６３ 革新路２５号 ６６２０１５４０

虎 二 １７５３ ３８９９ 泗塘二村２８号—１ ５６９９８１５１

振 兴 １６９４ ４３０９ 泗塘二村１０２号１０２室 ５６７４３６１２

泗塘三村 ２３９８ ２６８４ 泗塘三村５号 ６６２２７１０３

泗塘四村一 １６４３ ３３０３ 泗塘四村１０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９３０３６

泗塘四村三 １９４２ ２２５５ 长江西路１１６０弄２０／１０４ ６６２０５８１８

泗塘五村一 １３５１ ２３１６ 泗塘五村３４号 ６６２０１９６０

泗塘五村二 １８９４ ２０８４ 泗塘五村１７１号 ６６２０５６１３

泗塘六村 １５０１ ３４０１ 泗塘六村５２号乙 ５６７４４４４１

泗塘七村 ２０５５ ３７１０ 泗塘七村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４７９４

泗塘七村三 １１２８ ３６９９ 虎林路９９弄７５号２楼 ６６２１５７２６

泗塘八村 ２０６８ ３４９８ 泗塘八村１３—１号 ６６２２００２４

呼玛一村二 １７０４ １５５２ 呼玛一村５６号１０１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１

呼玛一村三 ２０６１ １３０１ 呼玛一村１０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０

富 浩 １０３８ ４２０７ 虎林路８００弄１９号３楼 ３６１１０３４９

通河一村 ４１７２ ６９７３ 通河一村１０９号 ３６１１１１３２

通河二村 ４０５２ ５６９８ 通河二村６０号 ６６２０９９０８

通河三村一 ２０５３ ３５０１ 通河三村１５号甲 ５６７６５４３５

通河三村二 １３８９ ２４３２ 通河三村１０９号 ５６７６２８１３

通河四村一 １２０７ ２１７３ 通河四村３０号 ５６７６２８９９

通河四村二 １５０４ ３５４５ 通河四村５５号 ５６７４２４５４

通河六村一 １７９３ ２６１３ 通河六村１３９号 ５６７４３６８４

通河六村二 １５９３ ３０２６ 通河六村２４５号 ５６７６２４７０

通河七村一 １２４８ ２１５４ 共江路７５８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５

通河七村二 １３８０ １９３７ 爱辉路２８弄２２号 ５６７３２８０４

通河八村一 １０６２ １７６１ 通河八村７１号 ５６７６２７３７

通河八村二 １０８３ １８４４ 通河八村１５０号 ５６７６２９００

通河八村三 １０９８ ４３２９ 通河八村１９０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３

通河九村 ２４１８ ３１２２ 通河九村５８号 ５６７３０９７０

呼玛二村一 ２０２７ ３２１２ 呼玛二村１２５号 ６６２０１７９１

呼玛二村二 １９２６ ２４３２ 呼玛二村２１２号 ６６２１００１８

呼玛三村一 １９１１ ２０８９ 呼玛三村３７７号 ５６７５９７０６

呼玛三村二 １３５１ １３９１ 呼玛三村１９６号甲 ５６７５４８４９

呼玛三村三 １０４７ ３１２５ 呼玛三村４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３１９１

呼玛三村四 ５８２ ３５１２ 呼玛三村１１０号 ５６７６９６７８

呼玛四村 ２００７ １６４２ 呼玛四村７４号 ６６２１０３３６

呼玛五村 １５３９ ２６３０ 呼玛五村４号 ５６７４２４４５

三湘盛世家园 ８１３ ６１４ 一二八纪念路６８８弄１８号 ６６９８５０３９

（王哲辰）

【推进老公房成套改造】　张庙街道自
２０１５年年底启动泗塘一村革新路北块
老旧公房成套改造，相继实现旧改方案

落地、居民签约、开工改造三个重大突

破。革新路北块二号地块成套旧改（一

期）完成旧改３幢５个门牌号、开工在建
５幢６个门牌号、进行签约９幢１５个门
牌号，超额完成年初计划。

【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张庙街道完善
为老实事项目建设，打造集统筹、协调、

服务、保障职能于一体的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对街道养老院、长者照护之家、日

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室、助餐点等为老

服务机构、服务设施实施“一体化”指

挥。完成３个居民区“标准化老年活动
室”建设、５个居民区楼道扶手安装，率
先启动有家关爱为老服务一线通项目。

完成通河三村日间照料中心设计、装饰

和开办。推进“长护险”工作，完成服务

人数年度目标任务的２００％。强化属地
养老机构运营监管，把街道范围内３个
保基本养老机构（张庙养老院、通河新村

敬老院、新康安养院）纳入监督管理范

围，优先为属地居民提供住养服务。

【加强社区民生服务】　张庙街道加强
低保救助，规范救助流程，落实定期复

审、业务培训、每月例会、总结讲评等工

作制度，定期开展低保对象经济核对审

查。推行“五分离”（受理、审核、审批、

发放、建档）工作流程，严把审核、签批、

盖章工作环节，做到不代签、不超月、不

缺漏。开展精准帮扶，通过“阳光驿站”

等社会组织开展精准帮扶活动，突出１０
个不同类型困难家庭，制定“一家庭一方

案”帮扶措施，落实一对一精准帮扶。通

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组织开展沟通技巧

专题讲座、心理疏导减压拓展活动等，提

升民政干部职业素养和工作能力。加强

助残服务，完成泗塘阳光家园装修、设施

配套，推进通河阳光家园修缮工作。发

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２６９３０人次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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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０日，张庙６０周年主题活动———第八届张庙社区“老街·新居”市民文化节开幕式举办 张庙街道／提供

５５４４万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６９８２
人次 ２２０５万元、“残疾人交通补贴”
１１７３６人次１６２２万元。元旦、春节期间
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家庭，慰问残疾人

９５９人，发放慰问金４４４５万元。帮助４９
名残疾人成功就业，２６５名就业年龄段残
疾人参加“职场之道”、西式面点、聋人自

然手语等职业培训，完成１６名失业无业
残疾人“职业能力测评”。向１８７名残疾
人提供机构养护和居家养护，为１３名脊
髓损伤残疾人和３１名重度两便失禁残
疾人免费配送纸尿裤、纸尿片等护理用

品。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资源，向５０
名残疾人提供“送康复上门服务”。组

织８９１残疾人进行免费健康体检，完成
１７户肢体一、二级残疾人房门拓宽、地
面防滑、无障碍扶手、抓杆、淋浴房、低位

洗漱盆、低位灶台、低位碗橱、低位水斗、

低位开关等“提高型无障碍改造”。组

织２９６名视力残疾人观看“无障碍电
影”。组织２０名肢体残疾人、视力残疾
人、听力残疾人参加宝山区第二十八次

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爱的世界里没有

残疾”文艺汇演。开展“乐业上海”主题

参观、咨询、招聘会、讲座等系列活动，开

展职业指导１６０１人次，指导后就业２６８
人。就困人员认定４０１人，安置４０１人，
零就业家庭认定１２户，安置１２户，安置
率１００％。启航计划失业青年就业指标
数全年７３人，完成７３人。帮扶引领成
功创业指标数５５户，完成５６户，带动就
业２０９人，其中３５岁以下大学生创业３４
人，指标数３３人。城镇失业登记控制数
５０１３人，指标数５１３２人。劳动争议共受
理案件 ９８件，调解成功 ３２起，撤回 ４５
起，调解不成１９起，成功率８０％。开展

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达标街镇”

创建，完成档案室改造及“人社档案室”

建设。完成１２家公益性组织转制，做好
保障性住房咨询、受理、核查工作。深化

社区受理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全面实

行全市通办，推进网上政务大厅统一预

约平台建设。优化完善中心微信、微博、

ＱＱ等平台，设置预约窗口，推进特色预
约服务，实现微信预约线下对接、网上实

时查询预约、社区自助服务等，形成市、

区、街道三级一体化的线上线下联动预

约服务模式。全面实施１６１项业务“全
市通办”，包括民政、人社、计生、工会、公

安、住建、残联等１３５项“直接受理”业务
和２６项“收受分离”业务，共受理“全市
通办”业务 ２３２３６件，收受分离 ５５件。
推进辖区未参保人员数据库动态管理，

城乡居保续保率 ９７％。完成老农保预
折算信息确认指标数 ９３人，实际完成
２１４人，完成率２３０１１％。

【推进社区“公共客厅”建设】　张庙街
道深化“公共客厅”建设，完成泗塘三

村、泗塘四村、振兴公共客厅功能改造，

通河四村公共客厅建设进入尾声。居民

区“公共客厅”立牌、门头、导引牌等室

外建设和制度上墙实现全覆盖，共完成

门头３１个、导引牌１０３块、服务立牌３１
块、居委组织架构和一周工作安排上墙

各３３块、制度版面１３２块共７９２套。编
发社区居民“公共客厅”规范运作“一册

通”，落实居委错时上班、服务值班长等

长效管理制度。

【开展“社区通”建设】　张庙街道深化
“社区通”建设，推进３个区级示范点建

设。提升社区通平台功能，１７个居民区
开通“物业之窗”、８个居民区开通“业委
连线”版块。通过“社区通”发布 ２３０２５
条公告、３０８０条办事指南、６５０条居民议
事主题，解决平台提出问题９０７个，报送
“社区通”平台案例近４００篇。将“社区
通”相关规章制度、操作指南及方法和最

新创新实践内容和优秀案例汇编成册，

形成《张庙街道社区通工作汇编》。

【开展社区自治共治】　张庙街道推进
“异香家园自治金”工作，按照“项目运

作培训、项目书撰写、活动规范开展、自

治资金规范使用”流程，落实“异香家

园”自治金项目，落实街道分片负责制和

居民区板块专人负责制。开展“小小蒲

公英”公益配送进社区等活动，落实“小

小蒲公英”公益服务配送项目，推出线上

配送服务菜单超过６０项，居民点单配送
活动近２００场，参与居民近 ６５００人次，
实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全部采取直选

方式，完成４０个居委会换届选举，登记
选民８６６７２名，参加选举选民７８１５３名，
参选率９０２％，选出居委会主任４０名，
居委会副主任１名，居委会委员１５９名。
“社区达人”快速成长，举办张庙街道首

届“益起来”社区公益日暨张庙社区达

人成长计划启动活动。选拔培育社区达

人１７人，开展达人公益服务配送 ４０
余场。

【服务社区发展】　张庙街道推进第四
次经济普查工作，完成 ４６６４家普查单
位地名信息采集、实地清查和上门核对

等工作。加强小微企业和重点单位服

务，做好安商稳商扶商工作。开展以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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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有我，绿色共享”主题节能宣传周

专题活动，加强对重点用能单位监督管

理。开展“远离非法集资、共建和谐金

融”主题宣传活动，加强监督、监控“类

金融”企业。推进区域质量诚信建设，

举办消费者权益保护日“３·１５”维权周
等活动，完成张庙街道 ２０１８质量白皮
书编写。

【开展双拥优抚活动】　张庙街道制订
专项方案，建立志愿者服务队伍，开展电

话问候、上门走访、实物慰问、优抚政策

解读等“关爱功臣”系列活动。对符合

优抚政策的对象进行身份认定。定期发

放优抚金，共发放１６８８人次，发放金额
２６９９１万元。做好相关医疗、丧葬补助
工作。做好退役军人事务顾问工作，分

别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双拥（优

抚）之家开设顾问点，配备５名退役军人
事务顾问，每周二、周四上午定期开展接

待受理服务。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９日，张庙街道“生活体验进社区”活动，墨西哥团进社区体验 张庙街道／提供

【开展社区文化体育活动】　张庙街道
开展“张庙一条街”６０周年系列文化活
动。依托社区８个“异香大舞台”，完成
各类演出近２０场，实现舞台月月演。接
待市、区各类配送文艺演出类２２场，讲
座培训类１５场，活动参与万余人次。新
增面向居委的四级文化配送，每个居委

安排５场文化活动，累计开展小区文化
活动１６５场。承办上海市第四届广场舞
大赛（张庙赛区），参与市、区两级赛事

１０余项，居民区主办张庙社区赛事 ５０

余场。对１个市文物保护点（无名英雄
纪念墓遗址）和１个区文物保护点（庙行
纪念村牌坊）加强保护与传承。开展５０
余场市体育协会服务配送，更新１６家单
位健身苑点（共５８个健身苑），共计１２８
件器材。新建张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工

程１２月底完成地下室部分建设。

【加强安全社区建设】　张庙街道与辖
区内２２１６家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签
订安全生产责任书（承诺书）。强化居

民小区消防安全社区建设，为通河一村

（２栋）、通河二村（１栋）、通河三村（１
栋）、通河四村（１栋）５栋 ２０年以上房
龄高层住宅及泗塘一村、泗塘二村老旧

小区，实施老旧消防设施专项改造，完成

５个居民区增配消防灭火器材实事项
目。组织居民区消防逃生疏散演练，完

成２９家销售、维修电动自行车门店和无
人看管的非机动车车棚等安装智能烟感

报警器１５０个。推进７个居民区电动车
安全充电屋建设，打造居民小区消防安

全管理“张庙样板”。以呼玛二村为示

范点，开展小区楼道消防隐患专项整治，

规范电瓶车停放，清退违规充电，清理楼

道堆物，拆除私装铁门，共清理２７９个门
洞，拆除违建铁门３２３个，清除楼道堆物
４０余吨。加强典型安全隐患联合整治、
高风险点位管控、有限空间专项整治、粉

尘涉爆专项整治、钢铁企业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电气火灾综合整治、消防专项整

治、燃气专项联合整治、地下空间联合整

治等，全覆盖整治辖区９条道路沿街店

面，共检查门面房 １７０６家、集贸市场 ５
家、规模型租赁场所９处，排查、整治“三
合一”（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一种或

一种以上使用功能违章混合设置在同一

空间内的建筑）２４５家，共拆除 １３间隔
间，拆除阁楼１５４家，临时查封３３家，收
缴液化气钢瓶７４个，清理违规住宿人员
３０００余人。完成１１家安全生产风险分
级管控目标，完成４家典型安全生产隐
患整治。开展住宅小区电梯专项整治，

开展游乐场所、公园、学校、医院等特种

设备现场检查。落实安全教育培训，督

促特种作业，危化、一般工贸企业主要负

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班１００余
人次。开展全员安全培训共计２５余次，
受益２０００多人次。组织开展危化品泄
漏应急演练、防汛防台应急演练、处置道

路交通事故应急演练、大型群众性文体

活动或促销营销应急演练等不同领域或

类别安全疏散演练。

【开展平安社区创建】　张庙街道开展
规模型出租房、废品收购站等整治，共清

退呼兰路９０１号、阳光公寓、晶稻晶穗等
违法居住７８０余人，区域来沪人员总量
有效控制在２０１７年底数以内。推进平
安智联网建设，进博会期间，共动员组织

志愿者近 ７５００人参与平安志愿服务
２６０００余人次。基本实现小区高清摄像
头全覆盖，安装“雪亮工程”（二期）人脸

反向识别系统。在呼玛二村、泗塘六村

开展综治智能化管理、无人看管自行车

车库建设试点，基本完成居民区综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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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建设。完成１０次非法客运整治，开展
４次大型群租整治。强化信访维稳工
作，全年受理信访案件 ６８件，解决率
９５６％。开展普法教育活动，拓展法治
宣传教育阵地，打造全区首个法治公

园———泗塘篮球公园。加强街道公共法

律服务工作站（室）建设，基本建成覆盖

全街道线上、线中、线下“三位一体”的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街道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站为群众直接提供法律咨询 １５００
余次，参与各类矛盾纠纷调处２０余起，
引导告知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政策、

救助帮扶途径等４８人次。推进“一居一
法律顾问”项目，居民区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室提供法律咨询 ２８３３次，服务 ３２００
人次，参与各类矛盾纠纷调处６０余起，
为社区群众开展法律知识讲座９１场，服
务３６７０人次，提供法律宣传、法律援助
等其他法律服务１２５次。加强人民调解
工作，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受理排查

各类民间纠纷８１０件，有效化解８０６件，
调解成功率９９５１％。

【街道首届“益起来”社区公益日暨社

区达人成长计划启动活动举行】　４月
２８日，张庙街道在文化中心广场举行
“益起来”２０１８年张庙首届公益日活
动，标志着张庙“社区达人”成长计划正

式启动。仪式上，为张庙社区达人网络

评选大赛获奖者颁奖，为“小小蒲公英”

社区公益配送社会组织颁发授权证书，

为张庙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大学生

实习基地揭牌。１０家社会组织参与活
动，１７名张庙社区达人向居民群众展示
拿手绝活，吸引４００多名社区居民群众

参与。

【开展“节能有我，绿色共享”节能宣传

周专题活动】　６月１０日—１６日，张庙
街道集中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活

动期间，街道以“低碳社区、低碳办公”

为切入点，开展社区、园区节能降碳宣传

活动。在红太阳商业广场、通河一村、振

兴居民区开展绿色消费、节水节电、垃圾

分类宣传活动，在博济·智汇园开展低

碳办公、绿色出行宣传活动。通过制作

宣传海报、分发宣传材料、悬挂横幅、培

训讲座等多种形式普及节能低碳生产生

活方式，约２０００人参与各类活动。

【智航创新园投入使用】　张庙街道与
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共同出资，对受让

的原华怡宾馆房地产进行装修和改扩

建，将其打造成以总部经济、科技创新、

高端研发、移动互联、众创空间等智慧产

业为特色，配套金融、餐饮、会务等服务

功能的智航创新园。园区由１幢１５层
的主楼、２幢辅楼及市政广场组成，建筑
总面积约 ３００００平方米。园区于 ２０１６
年４月开工建设，２０１８年９月竣工投入
使用。

【全区首个法治公园泗塘篮球公园建

成】　张庙街道提升泗塘篮球公园功能，
将其升级为全区首个体现法治主题特色

的法治文化公园，１１月向群众开放。在
法治公园入口，摆放李悝、商鞅、韩非子、

包拯４名法治历史名人雕像，在公园健
身步道两侧布置普法宣传艺术展板，在

园内设立一批普法宣传栏，推出重点法

治节日、最新法律法规、法律热点等。

【开展“乐业上海”主题系列活动】　张
庙街道围绕“乐业上海”主题，开展职业

指导２５３６人次，开展“送岗位、送政策、
送技能、送服务”进社区系列活动。举办

专场、综合招聘会４场，提供６１０余个岗
位。为“启航计划”失业青年提供上门

服务７３人次，实现就业７３人。帮扶引
领创业人数５５人。完成新增就业岗位、
落实扶持政策、下岗失无业人员再就业、

困难群体帮扶等核心指标，多渠道促进

就业，鼓励创业。

【开展“张庙一条街”６０周年系列文化活
动】　张庙街道结合纪念“张庙一条街”
建成６０周年，开展系列文化活动。以
“老街一甲子　张庙新时代”第八届张
庙社区“老街·新居”市民文化节为载

体，组织开展第十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节节中节、异香百姓大舞台、“张庙心声

音”歌手大赛等系列社区文化活动 ２００
余场次。

【承办上海市第四届广场舞大赛（张庙

赛区）】　１２月 ８日，张庙街道承办的
２０１８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张庙杯”上
海市广场舞邀请赛在上海市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举行。上海市社区体育协会会长

张祥泰出席，来自全市１２个社区的代表
团队２００余名运动员参与比赛。青村镇
甜源健身队的《红船向未来》和漕河泾

街道排舞队《密林深处》获一等奖，其余

团队分获二等奖、三等奖。 （王哲辰）

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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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名录·荣誉榜
■编辑　吴嫣妮

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负责人名录

中共宝山区委

【中共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书　记　汪　泓（女）
副书记　范少军　周志军
常　委　汪　泓（女）　范少军　周志军　杜松全　沈伟民

苏　平　李　峻　袁　罡　赵　懿　高　飞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大恒　丁炯炯　王丽燕（女）　王国新　王益群
吕　鸣　孙　兰（女）　贡凤梅（女）　苏　平
杜松全　李　峻　李　萍（女）　李远锋
杨立红（女）　杨金娣（女）　汪　泓（女）　沈伟民
张惠彬　陆春萍（女）　陆继纲　陈云彬
邵　琦（女）　邵雷明　范少军　周志军　赵　平
赵　懿　赵荣根　赵婧含（女）　胡　广
修　燕（女）　贺　卫（２０１８．１调离）　袁　罡
顾　军　徐佳麟　高　飞　黄雅萍（女）（２０１８．７递补）
蒋伟民　瞿新昌

【区委工作机构】

办公室（归口管理信访办公室，区委政策研究室、区委督查室

与之合署，归口管理区国家保密局）

　　　　　　主　任　陈　巍
区委政策研究室

　　　　　　主　任　凌　岚（女，２０１８．４任）
区委督查室　主　任　陈一岚（女，２０１８．４任）
区国家保密局（由区委办公室归口管理）

　　　　　　局　长　刘正田
信访办公室　主　任　张学智
组织部（归口管理老干部局，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与之合署）

　　　　　　部　长　李　峻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张海宾（２０１８．４任）
　　　　　　副主任　张海宾（主持工作）
老干部局　　局　长　朱显武

社会工作党委（与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合署）

　　　　　　书　记　姜玮枫（女）
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

　　　　　　主　任　张丽英（女）
宣传部（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新闻办公室牌子）

　　　　　　部　长　赵　懿
文明办　　　主　任　李一红（女）
新闻办　　　主　任　孙　晋
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台湾工作办公室、台湾事务办

公室、侨务办公室与之合署）

　　　　　　部　长　沈伟民
　　　　　　副部长　刘发林（常务）
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

　　　　　　主　任　陈继渭
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　任　吴华朗
侨务办公室　主　任　吴华朗
政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与之合署）

　　　　　　书　记　杜松全
　　　　　　副书记　陈云彬　黄　辉　沈轶群

陈锡林（２０１８．２免）
陆　平（２０１８．４任）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沈轶群
６１０办公室　主　任　施　刚
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　刘志荣
档案局　　　局　长　奚　玲（女）
档案局党组　书　记　奚　玲（女）
党史研究室　主　任　陈　亮
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　陈　亮
党　校（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牌子）
　　　　　　校　长　李　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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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校长　朱少雯（女，常务）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所　长　朱少雯（女）
社会主义学院

　　　　　　院　长　沈伟民
　　　　　　副院长　陈晓峰（常务）（２０１８．１１免）
　　　　　　　　　　朱少雯（常务）（２０１８．１１任）
保密委员会　主　任　周志军
人民武装部　政　委　陈永献（２０１８．８任）
　　　　　　部　长　卢建兵（２０１８．１２退休）
区委接待办公室

　　　　　　主　任　范建军（２０１８．３免）
　　　　　　　　　　詹　军（女，２０１８．５任）
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２０１８．４设）
　　　　　　主　任　陈　健（２０１８．５任）
区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主　任　梅　勇（２０１８．８任）

【中共宝山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高　飞
副书记　商志高（２０１８．１免）　潘惠芳（女）

陈　健（２０１８．４任）
常　委　高　飞　商志高（２０１８．１免）　潘惠芳（女）

陈　健（２０１８．４任）　曹继洪　金明虎
范娟红（女）　林　青（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　珊（女）　王秀忠（女）　王炳东　王美丽（女）
朱锦忠　刘　萍（女）　刘一平　刘志荣
苏继文（女）　李一红（女）　邱大德　沈玉春（女）
沈艳兴　张学智　陈　健（２０１８．４任）
范娟红（女）　林　青（女）　金明虎　姜　炜
姜玮枫（女）　莫荣明　徐　磊　徐文忠　高　飞
曹继洪　崔海龙　商志高（２０１８．１免）　葛玉华　
董　果　窦恺芳　潘惠芳（女）　鞠　焰

【宝山区监察委员会】（２０１７．１２成立）
主　任　高　飞（２０１８．１当选）
副主任　潘惠芳（女，２０１８．１任）　陈　健（２０１８．４任）
委　员　金明虎（２０１８．４任）　林　青（女，２０１８．４任）

葛　荣（２０１８．４任）　张　洁（女，２０１８．４任）

【纪委、监察委员会工作机构】（２０１７．１２撤销监察局，成立监
察委员会，２０１８．１调整人员）
办公室　　　主　任　金明虎
组织部　　　部　长　曹继洪
宣传部　　　部　长　杨　燕（女）
党风政风监督室

　　　　　　主　任　
信访室　　　主　任　林　青（女）

案件监督管理室

　　　　　　主　任　翁癑（女）
第一纪检监察室

　　　　　　主　任　刘一平
第二纪检监察室

　　　　　　主　任　顾伟刚
第三纪检监察室

　　　　　　主　任　
第四纪检监察室

　　　　　　主　任　葛　荣
第五纪检监察室

　　　　　　主　任　张　洁（女）
第六纪检监察室

　　　　　　主　任　
案件审理室　主　任　范娟红（女）

【区人大常委会、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政协、法院、检察院、人民

团体和群众团体党组、党委】

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　记　李　萍（女）
人民政府党组

　　　　　　书　记　范少军
人民政协党组

　　　　　　书　记　丁大恒
人民武装部党委

　　　　　第一书记　汪　泓
　　　　　　书　记　陈永献（２０１８．９任）
　　　　　　副书记　卢建兵（２０１８．１２退休）
人民法院党组

　　　　　　书　记　王国新
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　记　贺　卫（２０１８．１免）
　　　　　　　　　　董学华（２０１８．１任）
总工会党组　书　记　王丽燕（女）
共青团宝山区委党组

　　　　　　书　记　郁梦娴（女）
妇女联合会党组

　　　　　　书　记　虞春红（女）
工商联合会党组

　　　　　　书　记　潘卫国
归国华侨联合会党组

　　　　　　书　记　曲国莉（女）
残疾人联合会党组

　　　　　　书　记　朱顺彪
红十字会党组

　　　　　　书　记　宋发清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书　记　陆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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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委员会党委

　　　　　　书　记　胡　广
商务委员会党委

　　　　　　书　记　叶　强（２０１８．６免）宝委〔２０１８〕１２６号
　　　　　　　　　　张　彬（２０１８．６任）宝委〔２０１８〕１３５号
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党委（２０１８．４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党委更名）

　　　　　　书　记　袁惠明
科委（科协）党组

　　　　　　书　记　王正平
农业委员会党委

　　　　　　书　记　梅　勇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

　　　　　　书　记　蒋伟民

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党委

　　　　　　书　记　黄　辉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党委

　　　　　　书　记　恽剑锋（２０１８．６免）
民政局党委　书　记　贡凤梅（女）

司法局党委　书　记　沈海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

　　　　　　书　记　黄雅萍（女）

财政局党组　书　记　宋国安
审计局党组　书　记　张晓宁（女）

统计局党组　书　记　俞　晟
教育局党委　书　记　王　岚（女）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委

　　　　　　书　记　胡　勇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党委

　　　　　　书　记　王一川（女）

体育局党组　书　记　丁连俊
环境保护局党组

　　　　　　书　记　石　纯（女）
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党委

　　　　　　书　记　王　静（女）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党委

　　　　　　书　记　徐　秡（女）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党委

　　　　　　书　记　徐荣森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

　　　　　　书　记　陈　健（２０１８．４免）
　　　　　　　　　　钱荣根（２０１８．５任）

水务局党委　书　记　李　强
民防办公室党组

　　　　　　书　记　赵志敏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

　　　　　　书　记　苏伟亮

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

　　　　　　书　记　顾　瑾（女）

人大常委会

【宝山区第八届人大常委会】

主　任　李　萍（女）
副主任　秦　冰（女）王丽燕（女）　陈士达（２０１８．１０辞）

须华威　 蔡永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新民　牛长海　方玉明（２０１８．１当选）
邓士萍（女）　白　洋（女）　朱永其　华建国
许金勇　李　娟（女）　张海宾（２０１８．１当选）
陆　军　陆进生　陈亚萍（女）　邵　琦（女）
郁梦娴（女，２０１８．１当选）　周远航　郑静德
姚　莉（女，２０１８．１当选）　徐　滨　郭有浩
诸骏生　黄　雷　黄忠华　黄雁芳（女）
曹文洁（女）　曹阳春　傅文荣
虞春红（女，２０１８．１当选）

【区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法制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与之合署）

　　　　　　主任委员　郭有浩
内务司法委员会

　　　　　　主任委员　郭有浩
财政经济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与之合署）

　　　　　　主任委员　华建国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主任委员　华建国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丽燕（女）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蔡永平
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傅文荣
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黄忠华
人事工作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与之合署）

　　　　　　主　任　张海宾（２０１８．４任）
代表工作委员会

　　　　　　主　任　牛长海
预算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黄雁芳（女）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　任　邓士萍（女）
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主　任　邓士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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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检察机关

【区人民法院】

院　长　王国新
副院长　蒋　浩（女）　羊焕发　徐子良　董　果　

【区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　贺　卫（２０１８．１免）　董学华（２０１８．１任）
副检察长　 江静良　王　强　方正杰

人民政府

【宝山区人民政府】

区　长　范少军
副区长　苏　平　袁　罡　陈尧水（２０１８．１１任）

陈筱洁（女）　陈云彬　王益群　黄　辉　吕　鸣

【区政府工作机构】

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外事办、区政府政策研究室与之合署）

　　　　　　主　任　李远锋
法制办　　　主　任　曹　骏
外事办公室　主　任　李远锋
区政府政策研究室

　　　　　　主　任　阳　晖（女）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　任　陆继纲
经济委员会（挂信息化委员会牌子）

　　　　　　主　任　夏永军
信息化委员会

　　　　　　主　任　夏永军
商务委员会（挂粮食局、旅游事业管理局牌子）

　　　　　　主　任　叶　强
粮食局　　　局　长　叶　强
旅游事业管理局

　　　　　　局　　长　 叶　强
建设和管理委员会（２０１８．１增挂交通委员会牌子，２０１８．４建
设和交通委员会更名）

　　　　　　主　任　袁惠明
交通委员会　主　任　袁惠明（２０１８．４任）
科学技术委员会（挂知识产权局、地震办公室牌子）

　　　　　　主　任　康　锐（女）
农业委员会　主　任　梅　勇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挂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牌子）

　　　　　　主　任　蒋伟民
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　任　蒋伟民
监察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与之合署）（２０１７．１２撤）
　　　　　　局　长　商志高（２０１８．１免）
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局　长　黄　辉

　　　　　　政　委　鞠　焰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

　　　　　　局　长　恽剑锋（２０１８．６免）
　　　　　　副局长　张　杰（主持工作，２０１８．６任）
民政局（挂社会团体管理局牌子）

　　　　　　局　长　贡凤梅（女）
司法局　　　局　长　沈海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挂公务员局、医保办牌子）

　　　　　　局　长　黄雅萍（女）
公务员局　　局　长　吕所良
财政局　　　局　长　李　岚（女）
审计局　　　局　长　张晓宁（女）
统计局　　　局　长　俞　晟
教育局　　　局　长　杨立红（女）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　任　李晓惠（女）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局　长　王一川（女）
体育局　　　局　长　孙　兰（女）
环境保护局　局　长　石　纯（女）
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局　长　王　静（女）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局　长　徐　秡（女）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局　长　徐荣森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局　长　陈　健（２０１８．４免）
　　　　　　　　　　钱荣根（２０１８．６任）
水务局（挂海洋局牌子）

　　　　　　局　长　李　强
海洋局　　　局　长　李　强
民防办公室（挂人民防空办公室牌子）

　　　　　　主　任　刘建宏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　长　仲　军
市场监督管理局（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质量发展局

牌子）

　　　　　　局　长　顾　瑾（女）
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顾　瑾（女）
质量发展局　局　长　顾　瑾（女）

【区政府其他工作机构】

信访办公室　主　任　张学智
合作交流办公室（与区政府办公室合署，挂区委、区政府接待

办公室牌子）

　　　　　　主　任　范建军（２０１８．７免）
　　　　　　　　　　詹　军（女，２０１８．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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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接待办公室

　　　　　　主　任　范建军（２０１８．７免）
　　　　　　　　　　詹　军（女，２０１８．７任）
机关事务管理局（与区政府办公室合署）

　　　　　　局　长　张　萍（２０１８．７免）
　　　　　　　　　　范建军（２０１８．７任）
行政学院　　院　长　袁　罡
　　　　　　副院长　朱少雯（女，常务）
宝山区国家保密局（由区委办公室归口管理）

　　　　　　局　长　刘正田
区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　任　杨立红（２０１８．１０任）
滨江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主　任　朱众伟
行政服务中心

　　　　　　主　任　陈百勤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主　任　马家伟

政　协

【政协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

主　席　丁大恒
副主席　张晓静（女）　沈天柱　罗文杰　蒋碧艳（女）
　　　　李　岚（女）
秘书长　李　明
常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菁雯（女）　王坚捍（２０１８．１１免）　王普祥
方玉明（２０１８．１１免）　方斐均　方麒林　世　良　
朱军红　朱录松　华　宜　华　雯（女，２０１８．１１免）
全先国　刘发林　刘祖辰　许宏伟　李　强
李中政　李道琪　杨兴华　吴永旭
吴蓓琪（女，２０１８．１１免）　沈伟民　张　蕾（女）　
张明华　陈　青（女）　邵东明　邵金如　林鹏耀
郁梦娴（女，２０１８．１１免）　周汉康　郑晓远
侯　艳（女）　徐文忠（２０１８．１１免）　唐佩英（女）
陶华强　黄传军　康　锐（女）　彭铁禄
蒋　浩（女，２０１８．１１免）　蒋勤芳（女）　
虞春红（女，２０１８．１１免）　廖敏蕾（女）

副秘书长　丁顺强　孙　升　陈雪明　宋田斌
王　薇（女）　顾险峰　崔　晋（女）
陆伟群（女）　俞　俊　陈志洪　汪智勇
陈文莉（女）　倪　袁

【区政协工作机构】

办公室　　　主　任　李　明
专门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丁顺强

政协委员联络办公室

　　　　　　主　任　孙　升
提案委员会　主　任　谭柏杉
第一经济委员会

　　　　　　主　任　侯　艳（女）
第二经济委员会

　　　　　　主　任　潘卫国
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　任　季宝红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主　任　魏廉虢
法制委员会　主　任　施　刚
社会事务委员会

　　　　　　主　任　郁梦娴（女，２０１８．１１免）
教育委员会　主　任　喻碧波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主　任　张建国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主　任　刘发林

民主党派

【民革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陆　军

【民盟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蔡永平

【民建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　岚（女）

【民进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康　锐（女，２０１８．２当选）

【农工党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罗文杰

【九三学社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方玉明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亚萍（女）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

【区总工会第七届委员会】

主　席　王丽燕（女）
副主席　李中政（常务）

【共青团宝山区第十届委员会】

书　记　郁梦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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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妇联第六届执委会】

主　席　虞春红（女）

【区妇联第七届执委会】（２０１８．９．２８选举产生）
主　席　虞春红（女）

【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八届执委会】

主　席　曹文洁

【区科协第六届委员会】

主　席　罗宏杰
副主席　蔡永平（常务）

【区侨联第六届委员会】

主　席　曲国莉（女）

【区青年联合会第九届委员会】

主　席　郁梦娴（女）

【区残疾人联合会第六届主席团】

主　席　周德勋（女）
理事长　朱顺彪

【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七届主席团】（２０１８．３．１选举产生）
名 誉 主 席　周志军
名誉副主席　秦　冰（女）　张晓静（女）
主　　　席　袁　罡
理　事　长　朱顺彪

【区红十字会第五届理事会】

名 誉 会 长　汪　泓（女）
名誉副会长　倪诗杰　罗文杰
会　　　长　陶夏芳（女）
副　会　长　刘　雁（女，常务）

【区红十字会第六届理事会】（２０１８．１２．１７选举产生）
名 誉 会 长　范少军
名誉副会长　王丽燕（女）　张晓静（女）
会　　　长　陈筱洁（女）
副　会　长　刘　雁（女，常务）

街道、镇、园区

【街道党工委、镇党委、园区党工委】

吴淞街道党工委

　　　　　　书　记　张未稢
张庙街道党工委

　　　　　　书　记　修　燕（女）
友谊路街道党工委

　　　　　　书　记　邵　琦（女）

杨行镇党委　书　记　邵雷明
罗店镇党委　书　记　瞿新昌
月浦镇党委　书　记　丁炯炯
顾村镇党委　书　记　赵　平
大场镇党委　书　记　杨金娣（女）
罗泾镇党委　书　记　顾　军
高境镇党委　书　记　张惠彬
庙行镇党委　书　记　徐佳麟
淞南镇党委　书　记　赵婧含（女）
城市工业园区党工委

　　　　　　书　记　周健德
宝山工业园区党工委

　　　　　　书　记　周坤明
航运经济发展区党工委

　　　　　　书　记　黄　琼（女）

【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园区管委会】

吴淞街道办事处

　　　　　　主　任　陆洪兴
张庙街道办事处

　　　　　　主　任　汤志浩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主　任　杨遇霖
杨行镇　　　镇　长　陈　江
罗店镇　　　镇　长　申向军
月浦镇　　　镇　长　王　建
顾村镇　　　镇　长　沈　强
大场镇　　　镇　长　刘建中
罗泾镇　　　镇　长　杨　辛
高境镇　　　镇　长　高虹军
庙行镇　　　镇　长　阎丽伦（女）
淞南镇　　　镇　长　徐洪发
城市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施永根
宝山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雷曙光
航运经济发展区管委会

　　　　　　主　任　丁建平

【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镇人大主席】

吴淞街道人大工委

　　　　　　主　任　张未稢
张庙街道人大工委

　　　　　　主　任　修　燕（女）
友谊路街道人大工委

　　　　　　主　任　邵　琦（女）
杨行镇　　人大主席　魏银发
罗店镇　　人大主席　曹阳春
月浦镇　　人大主席　顾　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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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村镇　　人大主席　李　娟（女）
大场镇　　人大主席　朱永其
罗泾镇　　人大主席　陈　忠
高境镇　　人大主席　顾云飞（２０１８．１１辞）
庙行镇　　人大主席　朱　琴（女）
淞南镇　　人大主席　周剑平

【上海市政府工作部门在宝山的分支机构】

宝山区国家税务局、税务局宝山分局党组（２０１８．６撤）
　　　　　　书　记　茅　禾
宝山区国家税务局、税务局宝山分局（２０１８．６撤）
　　　　　　局　长　茅　禾
宝钢工程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宝武设计院院长　王建跃
宝钢工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汪平刚
宝山海事局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寿建伟
　　　　　　　　　　　政委　李林杰

区域内部分单位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戴志浩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建跃
总经理　汪平刚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裁　蔡伟飞

【吴淞口国际邮轮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友农
总经理　顾绘权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华浜分公司】

总 经 理　顾云耀
党委书记　杨海丰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泾分公司】

总 经 理　任胜华
党委书记　董明德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总 经 理　阎　强
党委书记　李孝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宝山）海关】

关长、党委书记　曹　鸣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站　长　黄耀国
政　委　王秀峰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党组书记、局长　 周国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局　长　黄建伟
政　委　胡晓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局　长　寿建伟
政　委　李林杰

【长航公安分局上海分局】

局　长　彭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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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利用秩序、土地利用计划执行
好的市（盟）、县（市、区）

宝山区 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优良健康促进县（区）

完成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评审

宝山区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全国检察文化建设示范院

全国模范检察院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检察院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优秀组织单位 宝山区总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
理部

２０１８年“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专项行动先进单位 宝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单位
宝山区公路管理中心

上海国际邮轮旅游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２０１８年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取得
突出成绩单位

宝山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全国粮食流通执法督查创新示范单位 宝山区粮食局 国家粮食和物质储备局

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工业园区 上海宝山工业园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罗店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
物局

２０１８年全国工会系统先进集体 顾村镇总工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
全国总工会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罗店镇北金村 司法部、民政部

全国敬老文明号 罗店镇美兰金苑养老院 全国老龄委

国家一级图书馆 宝山区图书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与旅游部

第二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宝山区大场中心小学

宝山区罗店中心校

全国青少年篮球特色学校

吴淞中学

宝山区美罗家园第一小学

宝山区中环实验小学

国家教育部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先进集体 上海北翼（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度百强县级社第２３名 上海市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第十一届全国五好家庭

杨行镇许洁家庭

张庙街道王汉璋家庭

２０１８年度全国“最美家庭”
顾村镇夏云家庭

吴淞街道黄芳家庭

中华妇女全国联合会

全国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授予单位

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标兵 吴振祥 宝山区总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 杨　炀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 中国侨联、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全国侨联系统先进个人 曹维渊 大场镇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先进个人 范勇彪 顾村镇安全办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
察局

全国质检系统执法打假骨干人才库人员 欧干良 宝山区市场监管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执法监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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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记
■编辑　吴嫣妮

奋力建设“两区一体化”升级版的现代化滨江新城区

　　宝山，依江而生、面向东海，长江、黄
浦江、?藻浜三水交汇，万里长江由此奔

腾入海，解放上海在此打响首战，１９７８
年１２月２３日共和国在此开启新的现代
化建设的标志性一幕。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
之日，在宝山月浦打下建设宝钢第一桩。

伴随宝钢的建设和生活区发展，宝山县

从单一的农业传统经济向农副工协调发

展的商品经济转变，人民生活从温饱型

向小康型转变，宝山人民为丰富上海城

市市民的“米袋子”“菜篮子”作出了重

大贡献。进入２１世纪，宝山坚定推进老
工业区转型发展，提升环境质量与城市

宜居水平，探索走出一条从白、红、黑、

黄、灰各色废气“五龙飞舞”到邮轮产

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新材料、重大板

块、生态环境“五龙腾飞”的转型升级之

路。演绎出“钢花”纳新、“浪花”澎湃、

“樱花”如锦、“文艺之花”处处绽放的改

革开放史。

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１日，国务院决定撤销
吴淞区、宝山县，建立宝山区。这是中国

改革开放后上海创建的第一个城乡一体

改革试点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

为此题词“齐心协力，开拓前进，建设城

乡一体的新宝山”。建区后的宝山城乡

依靠宝钢做强做大冶金延伸产业，“一业

特强、多业并存”的产业发展格局形成，

加快了宝山城市化进程，宝山成为上海

北部具有钢城特色的现代化新城。中国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预言：“历史

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当时的宝

山则流传这样一句话———“宝钢因宝山

而得名，宝山因宝钢而扬名”。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改革开放初期，

上海港口基地、能源基地、重工业基地依

托宝山，大量的钢铁、化工、仓储、运输企

业在宝山汇聚，高速增长的地方经济背

后是严重的环境污染。进入新世纪，伴

随着上海的进步、时代的要求，宝山发扬

“壮士断腕”气概，大量关停污染企业、

迁离高投入低产出工厂，开展吴淞工业

区整治、南大地区整治，打造后工业时代

美好城市生活的最佳实践区。

宝山作为上海重要制造业基地，多

年来，坚持“深度融合、转型发展”主线，

走出了一条“由重转轻”的老工业区转

型之路。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４日，时任上海市
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赴宝山调研，提出

“宝山要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充分

发挥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空间优势，扬

长避短”，宝山由此掀开创新驱动、转型

发展的新篇章。

建区 ３０年、改革开放 ４０年，在市
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宝山历届区委、

区政府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带领

全区人民，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实

现全面发展。２０１７年全区 ＧＤＰ达到
１１４７４亿元，增长５０１倍；区级财政收入
达到１５１１亿元，增长２０１倍；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６６６７亿元，增长 ２２４倍。
全区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一、坚持抢抓机遇、应对挑战，持续

推动经济发展好

４０年前的宝山地区是上海重点的
钢铁、港口、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在上海

市级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

计划经济下的宝山区级工业基础薄弱，

１９７８年工业总产值仅１７亿元。随着宝
钢建成投产，集装箱吞吐量增加，宝山特

色的“一业特强、多业并存”经济迅速增

长，２００７年工业总产值 ８７６９亿元，是
１９７８年的５１６倍。“重”工业高速发展
的“二三一”产业结构给宝山环境带来

沉重负担。进入新时代，宝山把握机遇，

做好“深度融合、转型发展”，一手抓

“重”产业转型，一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先进制造业，积极打造邮轮旅游实

践区，做大科技含量高的“四新”经济，

集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企业。２０１７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１４２５９亿元，较
１９７８年增长 ８４２倍。产业结构转变为
“三二一”，第三产业区级税收占比超七

成。４０年来，宝山在风雨兼程的改革路
上砥砺前行，探索出了一条“从钢花，到

浪花，到樱花，再到文艺之花”的经济转

型发展新路。

１．邮轮经济异军突起　创立新产业
经过４０年的转型摸索，宝山在３００

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形成了“一带三线五

园”的产业布局。一带，即宝山滨江带。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港，
三年登顶亚洲，五年后问鼎全球前四，成

为宝山的一张世界级“名片”。宝山实

现了邮轮经济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跨

越式发展，打开了邮轮滨江带“创新驱

动，转型升级”的新局面。６年多来，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累计接靠邮轮１６００余
艘次，出入境旅客突破１０００万人次，在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形成了“南有

洋山港国际物流、北有邮轮港国际客流”

的发展新格局。

为了使邮轮经济不仅仅成为简单的

“过路”经济，宝山不断深化创新“区港

联动”机制，创设了首个中国邮轮旅游发

展实验区，在邮轮口岸监管机制方面形

成了一系列创新成果：积极参与邮轮修

造，着力引进邮轮总部型企业，打造“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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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淞口”邮轮服务品牌，并初步形成了上中

下游各有重点的邮轮产业链。上游加快

与中船集团共建国际邮轮产业园，中船

集艾、中船瓦锡兰等邮轮建造相关企业

成功落户，积极参与由中船集团领军的

本土豪华邮轮建造战略，并携手中投公

司、英国劳氏船级社、美国嘉年华集团、

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发布邮轮产业六

方合作共同宣言，组成全球邮轮产业顶

级团队，共同发展中国本土邮轮制造产

业，加快建设邮轮建造配套产业体系；中

游与地中海邮轮等公司加快打造邮轮总

部基地，歌诗达邮轮公司旗下船舶管理

公司、地中海邮轮公司旗下船舶管理公

司、携程旗下大昂邮轮旅游公司、精致钻

石邮轮管理有限公司（太湖邮轮）纷纷

落户宝山，共成功引进各类邮轮企业５０
余家，“邮轮总部经济”凸显；下游加快

创新拓展邮轮服务：诺唯真“喜悦号”、

盛世“公主号”成功首航，将邮轮旅游带

入“中国定制”的高品质时代。同时，宝

山还成功举办“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
“上海邮轮旅游节”等一系列大型活动，

连续发布《邮轮绿皮书》、邮轮经济专项

研究课题等学术成果，成为中国乃至亚

洲邮轮业界协同发展的倡导者、推动者。

宝山以邮轮港为核心，以陆上客运

中心、滨水活力中心、绿色商务中心为亮

点的布局逐渐形成。投资１５０亿的“上
海长滩”，未来将成为集商业商务、休闲

居住、邮轮产业综合配套服务为一体的

８５万平方米北上海新地标。从“邮轮码
头”到“国际邮轮港”再到“邮轮城”的设

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２．工业重镇成功转型　构建新高地
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钢铁、化工、

仓储企业汇聚宝山，宝山成为上海最大

的老工业基地。“十一五”前后，为适应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需要，宝山大量关

停中小钢铁厂、化工厂，提出了“整治、转

型、创新、升级”四大工程，通过对长江、

黄浦江交汇处沿线的老码头、老港区、老

堆场、老厂房等的功能和结构调整，上海

玻璃博物馆、半岛１９１９、中成智谷、吴淞
科技园等一批先行先试转型项目相继建

成运营，市区联动、区企合作转型机制有

效运行，转型示范作用逐渐显现。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的前身是有着近

２０年历史的老工业园区，转型后，该园
区发展以机器人产业为核心的智能制造

产业。２０１２年９月成为全市首家机器人
产业园。宝山智慧湾科创园通过老库房

改造，创新性地以集装箱为载体，建造了

一个开放式的滨水科技创业园区。园区

联合上海大学、中科高等研究院等高校

和科研院所，重点聚焦３Ｄ打印、智能制
造、ＶＲ／ＡＲ、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专业
化众创空间，吸引众多优秀创业团队和

文创企业入驻。上海移动互联网创新

园，聚焦移动商务、移动游戏、移动新媒

体、移动应用平台与软件开发等移动互

联网产业重点领域，打造了上海乃至全

国移动互联网企业办公、展示、交流的集

聚平台。同时，上海智力产业园、长江软

件园、上海国际钢铁服务业中心（钢领）

等一批“四新”经济载体也在宝山得到

了迅速发展。

与上海临港集团合作的新业坊项

目，通过对中外运原仓储基地的改造升

级，成功打造了殷高西路科创综合体；与

招商局集团、绿地集团合作开发的临江

商业商务中心是宝山邮轮城的核心商务

项目，被定位为亚洲邮轮母港城的国际

核心功能区。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转型案例，都昭

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宝山，目前已经在老

工业区成功转型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３．创新要素加快集聚　再铸新动能
近年来，宝山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初步形成以“先进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为主体的“１＋４＋４”产业体
系，即：１个邮轮经济特色产业，新材料、
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

４大先进制造业，互联网平台经济、软件
信息与大数据服务业、建筑科技服务业、

节能环保服务业等４大生产性服务业，
体现出“成规模、有集聚、发展快”的宝

山特色和特点。

着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制

造业规模化发展，重点打造“两大产业集

群”。一是上海唯一的机器人产业园坐

落在宝山，发展机器人及智能硬件产业

集群。２０１７年，该领域产值近３５０亿元，
增速近２０％，集聚了发那科、巨什、鑫燕
隆、克莱机电、赛赫智能等一批国内外知

名的相关企业。未来，宝山将形成以上

海机器人产业为主体的智能硬件产业基

地，预计产能可达千亿级。二是新材料

产业集群。宝山集聚了以宝武特钢为代

表的金属新材料企业，为国家科技攻关

项目提供有力支撑。同时，石墨烯材料、

超导材料、新型硅材料、纳米涂覆材料等

前沿新材料在宝山实现重大原创性突破

和产业化，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性平台

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四梁八柱”之

一。国缆检测、上创超导、富驰高科、光

驰科技、申和热磁、英佛曼等一批企业在

宝山集聚。接下来，宝山还将充分发挥

在前沿新材料领域的先发优势，推进优

势企业做大做强，推动宝山成为上海新

材料产业龙头。

服务业发展能级不断提升。科创中

心重要功能区建设加速推进，成功创建

张江高新区宝山园，获批“国家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基地”。围绕三条轨道交通

线打造的“１号创新带”“３号创业带”“７
号创意带”，集聚微盟、爱回收等一批准

“独角兽”和“隐形冠军”企业。

同时，宝山还积极推进金融资本与

产业资本对接，上海“双创”投资母基

金、遨问新材料基金等落户宝山。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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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武集团辐射带动，宝山形成了全国规

模最大、实力最强钢铁服务产业链，以

“互联网＋钢铁”为重点，打造钢铁行业
电子商务服务平台，２０１７年合计钢铁现
货交易量约３０００万吨，交易规模约占全
国总量的 １／３。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上海钢联
向世界输出首个中国钢铁价格指数；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上海钢联编制的铁矿石价
格指数，被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企业———

必和必拓公司在贸易中首次采用，中国

这个世界上进口铁矿石最多的国家，第

一次对矿石定价有了发言权，２０１８年１
月ｍｙｓｔｅｅｌ铁矿石指数被正式纳入国际
铁矿石定价机制。

吴淞大桥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宝山成功创

建为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中国

工业电子商务试点区、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上海市平台经济示范区。

４．率先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建设
美好新农村

１９８３年宝山农村改革起步，推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１９８４年下半年起，
宝山农村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推出“稳定

农业、发展副业、主攻工业、开拓第三产

业”思路，发展经济取得成效。１９８７年
全县农民人均年收入比 １９８３年增加
５０７元。

建区前，宝山共有副食品生产基地

场９２座，为丰富上海城市市民“米袋子”
“菜篮子”作出了卓越贡献。１９８８年，宝
山县、吴淞区“撤二建一”，宝山区在全

市范围内率先试点起了“城乡一体化”。

２００６年，宝山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建
成４０个集体农场、１０个规模化农民专
业合作社，规模经营面积３４万亩，在市
郊率先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城乡

一体化发展取得积极成效。２００９年，围
绕有效破除城乡新老二元结构，宝山提

出“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按照“三年加快
推进，五年形成格局，八年基本实现”的

节点目标，在统筹城乡规划布局、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社会

管理六个方面下功夫。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区第七次党代会提出
建设“两区一体化升级版”的目标任务。

围绕打造升级版的城乡一体化，制定

“６５８”指标体系，聚焦城乡空间布局、产
业发展、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社会治理“六个一体化”，推进落实５８项
具体指标，农村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宝山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农村承

包地确权登记颁证率达 ９９５％，１００个
村完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

革，罗泾、罗店镇完成镇集体经济组织产

权制度改革，罗泾镇“村经委托镇管”顺

利推进，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托底保

障机制进一步健全。

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区镇、村、队三级集
体经济组织总资产约５００亿元。农民生
活水平蒸蒸日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３２万元，高于市平均水平，征地
农民养老待遇处于市郊前列。

二、坚持创新治理、管建并举，持续

推动民生保障好

６０年前，随着吴淞工业区的建设，
宝山兴建了彭浦、张庙、海滨、长征等一

批工人新村，张庙一条街与闵行一条街

齐名上海。总体上，宝山城乡面貌变化

不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宝山

抓住宝钢落户的机遇，加快市政建设的

步伐，九个月建起宝山新城。１９８８年，
宝山县、吴淞区“撤二建一”，新成立的

宝山区委把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宝山

发展的战略任务，提出并实践了国家、地

方、集体共同出力市政的改革之路。昔

日的郊县呈现出城市化从南到北的梯度

挺进，居、村民区公共设施建设逐步到

位。２０１１年以来，宝山区创新社会治
理，加大对民生事业投入，着力解决好百

姓关心的就业、教育、卫生、养老、平安等

公共问题，宝山人民生活幸福安宁。

１．公共设施日益健全
宝山建区时，城区面积 ５０平方千

米，占全区面积的 １１８％，原吴淞区置
于宝山县域之中，相距４千米。因长期
缺乏总体规划，投入建设资金不足，公共

设施欠账甚多。１９８８年以前，宝山区域
内大型市政交通设施几乎为“零”。区

境道路多由郊县公路和农村道路构成，

道路密度为０５８千米／平方千米。许多
重要桥梁因年久失修已不堪重负，南北

交通咽喉吴淞大桥日通过机动车辆达

１７万辆，阻塞严重。
为解决“过桥难”问题，宝山区政府

采用贷款改建、车辆过桥收费还贷方法

建设吴淞大桥，开创了上海城市建设史

上采用地方集资筹措建设资金的先例。

大桥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全面竣工通车。
主桥９６８７米、载重４６０吨，居当时全市
之首；预应力混凝土的连续梁结构主孔

９０米，一跨过浜，为当时华东之冠。“过
桥难”问题解决后，有了集资建桥经验的

宝山政府不等不靠不要，独立引进外资，

建设逸仙高架道路，全长８９８千米，于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０日竣工通车，长期以来交
通拥挤困境终于消除。这一总投资２１
亿美元的工程被当时上海市政府高度评

价为“上海市建设重大工程的一个新的

创举”，荣获国家市政工程金杯奖。２００１
年，宝山第一条全封闭、全立交穿越黄浦

江的高速公路 Ｓ２０外环线（时名 Ａ２０公
路）开工建设，并于两年后完工。２００７
年以来，市政府加大对宝山基础设施投

资力度，道路交通取得快速发展，Ｓ６公
路、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Ｓ７公路、长江西路
隧道等道路相继建成。至２０１７年底，全
区道路达到５４４条，道路总长达８３６３４
千米，路网密度升至 ３１３千米／平方千
米，是建区时的５４倍。
２００６年起，宝山新改建农村公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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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千米，实现公交“村村通”。现有公
交车线路１４７条，公交车运营数量１８０９
辆。三条南北走向的轨道交通线连接起

宝山８个镇和３个街道。在摩拜、ｏｆｏ等
共享单车推出之前，宝山已率先投放政

府公共自行车，三年来设置公共自行车

站点６３３个，累计投放公共自行车 １５
万辆。宝山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问

题基本解决。

４０年前，宝山农民从河浜大缸水到
深井水，城市居民从给水站到自来水。

随着宝山罗泾东部长江江堤外侧陈行水

库建成，２００６年，宝山在全市率先完成
供水集约化改造，罗泾水厂、月浦水厂、

吴淞水厂和泰和水厂为宝山人民提供了

自来水。同时，宝山政府也不忘处理下

水问题，先后建成吴淞、石洞口、泰和等

污水处理厂。２００８年，全区全面铺开区
域点污染源纳管工程，经过三年建设，区

域城镇污水纳管率从“十五”期末的

４０％提高到８０％以上。至２００９年，实施
农村自然村宅改造惠及１４万户，实现
纯农地区３５个村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
置全覆盖，基本解决农宅“下水”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的宝山县，其社会事

业也和全国一样百废待兴。１９７８年，有
小学２０２所、中学５６所，大部分是村校；
３所医院、１７所卫生院，床位数不满千
张，１５４７名医务人员中仅有２名主任医
生，其余大多数是“赤脚医生”；文化设

施简陋，文化馆面积６００平方米，图书馆
面积３００平方米，用于文教卫生事业的
经费仅７５０余万元。４０年来，宝山历届
政府高度重视各项社会事业设施建设，

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２０１７年文教
卫体事业经费支出 ６７５亿元，是 １９７８
年的９００倍。

做好科普、科技和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２０１１年，全国首家以河口科技为主
题的专业展馆———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

正式投入运营。上海陶瓷科技艺术馆、

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木文化博览园等

一批由社会资本主导的科普场馆先后建

成，并创建为国家、市级科普教育基地。

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扩建

一大批中小学、幼儿园。２０１７年，宝山
区基础教育规模位列全市第三，有中学

６４所、小学６９所、幼儿园１６６所、工读和
特教各１所。

卫生设施长足进步。新建华山医院

北院，成功创建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

院———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至

２０１７年末，全区有卫生机构４０家（医院

１３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１８家、其
他９家），床位 ６１０３张，卫生技术人员
８７５２人。

推进体育设施建设和管理。２０１７
年，有体育场馆 ４７７个、社区健身设施
６７３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１９５平方米。
宝山在全市率先建设环区“城市绿道”

１０３千米，连续三年在“城市绿道”上开
展“幸福宝山路　文明修身行”活动。
２０１１年底，原地重建的宝山体育中心重
新开放，先后举办了 ＷＣＢＡ中国女子篮
球职业联赛、２０１７年黑池舞蹈节、腾讯ｃｆ
火线盛典、ＱＣＧ腾讯电竞冬季 赛、
２０１７ＮＣＡＡ常规赛暨 Ｐａｃ—１２篮球赛等
国内和国际体育赛事，并承办了《龙腾宝

山闹元宵》以及《东方卫视２０１７跨年晚
会》《声动亚洲》《舞出我人生》《中国好

声音》《中国梦之声》等大型文体活动。

２．人民生活幸福安宁
四十年来，宝山区践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改

革开放的发展中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１９７８年，宝山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
纯收入２８７元，２００８年增长到１４５９２元，
是１９７８年的５１倍。１９７８年宝山区职工
人均工资仅有５７３元，２０１７年职工年平
均工资 ９６９３９元，较 １９７８年增长 １６８
倍，年均增长 １４１％。２０１７年，宝山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５８２４９元、常住人
口人均储蓄额８３万元，宝山人民富起
来了。

１９７８年起，宝山区就业工作由统包
统配逐渐转向政府部门介绍就业、自愿

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１９８９
年１１月举办本区首届劳务市场招聘洽
谈会，１９９２年４月成立宝山区职业介绍
所，２００７年起实施“推进微型自主创业
三年行动计划”拉开宝山区鼓励创业序

幕。２０１３年以来，成功创建上海市首批
创业型城区，建成１个国家级示范创业
孵化基地、８个市级示范创业孵化基地
及１６个区级示范创业孵化基地。每年
帮助引领６００人成功创业，就业困难人
员、“零就业家庭”按时安置率 １００％。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低于考核指标。

教育水平迈上新台阶。２０１２年以
来，宝山教育财政年拨款从２００３亿增
长到２０１７年的４６２３亿，年增８％以上，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优质教

育资源先后落户宝山，成立５个教育集
团，建立４个学区化办学点，罗店中学、
宝山中学、行知实验中学等５所高中创

建市“特色高中”。成功创建“全国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

区”“全国特殊教育改革医教结合实验

区”。

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成立华山、市

一、曙光、市九、同济、肿瘤、儿科等七大

医疗联合体，推进１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综合改革，建立１９１个家庭医生工作
室，签约居民８０７万人。成功创建“国
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全国中医

药特色示范单位”，成功通过国家卫生区

复评审。宝山居民健康水平三大指标优

于全市平均水平，２０１７年宝山户籍人口
期望寿命８３６２岁（其中男性８１４８岁、
女性 ８５９５岁，较 １９７８年分别提高
１７４％、１５７％），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比１９８７年减少了１６倍多。

“老有所养”工作走在全市前列。

２０１１年以来，建成庙行、张庙、高境等９
个老年宜居社区，创新实施的“银龄居家

宝”智能居家养老服务实现全覆盖，惠及

３０万老年人。智能化终端的“一键呼
叫”功能为老年人提供专业服务。２０１７
年，全区共有养老机构４９家，床位１２２４７
张，覆盖全区各街镇，分别是２００６年的
１５倍和３４倍。

社会保障制度日臻完善。２０１１年
以来，宝山五年累计投入社会保障资金

８２９亿元。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平
稳并轨，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基本实现全

覆盖，新征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率达

１００％。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职工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城乡居保、医疗保险均达到全

覆盖，实现“应保尽保”。

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十八大以

来，先后形成“星星村村宅社区化管理模

式”“顾村智联城模式”和“平安宝山智

联网管理模式”等全国榜样模式。全区

报警类１１０接警数实现连续下降，近三
年命案破案率为１００％，公众安全感、满
意度指数在全市始终保持较好水平。

２０１５年，“平安宝山智联网”荣获 ２０１５
上海智慧城市“十大优秀应用奖”。２０１７
年建设“雪亮工程”，在全区 １２个街镇
（园区）、４０７个村居与区平安智联网“智
慧社区”联网运行，基本实现宝山社区治

安防控智能化管理。

３．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深
化创新

宝山区深入领会市委“１＋６”文件
核心要义，按照“基层有活力、管理出实

效、群众得实惠”的要求，构建了“１＋６
＋１＋Ｘ”社会治理体系，基层活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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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一些困扰多年的瓶颈开始突破。

为切实提升新时代党建引领下服务

群众的精准性、实效性，着力运用现代科

技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破解民生

工作“堵点”，宝山探索建立了以党建为

引领、以移动互联网为载体、居村党组织

为核心、以全体城乡居民为主体的一站

式互联网社区治理平台———“社区通”。

自２０１７年２月上线以来，全区４５３个居
委、１０４个村全部参与，５０万余名居村民
实名加入，覆盖４０万户家庭，解决问题４
万余个。宝山社区通的实践已形成了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并在上海奉贤区以

及山东东营市等地推广。

顾村公园（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城乡社区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作为人口导入大区，宝山社

区类型多样，人口结构和需求诉求多元。

宝山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指示，扎实推

进党建引领下的自治共治德治法治“四

位一体”社会治理。广大党员在“社区

通”网上亮身份、网下做公益，先锋模范

作用得到更好展示，居村民随拍随传、点

赞认可“双报到”“双报告”得到积?推

进和鲜活展示。“民警直通车”“物业之

窗”“家庭医生”板块启动试点，回应了

群众需求。在网上信息共享、邻里互助、

爱心传递，以创新思维拉近了基层党群

关系。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４日，建成宝山区基
层事务管理信息系统———村务自治云系

统，率先实现村委会电子台账全覆盖。

２０１７年，宝山开展“创宜居宝山　
建美好家园”创建活动，因地制宜推行

“一小区一方案”，完成８５４万平方米二
次供水设施改造、８６万平方米住宅修
缮、１５００户在外过渡动迁居民安置、１０
万平方米老旧住房安全隐患处置等一系

列政府实事工程，获得人民群众称赞。

三、坚持生态优先、综合治理，持续

推动生态改善好

宝山是全市乃至全国重要的钢铁、

能源、港口基地。曾经，宝山占全市面积

不足５％，固体废弃物、烟（粉）尘、氮氧
化物等污染物占比却都超过４０％，还有
大量与工业物流相关的流动源污染，生

态环境压力极大。进入二十一世纪，宝

山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传统低效产业做

“减法”，持之以恒在种绿补绿上做“加

法”，开展了各类生态环境整治和建设工

程。宝山的“宝”，从厚实的工业基础变

成了良好的人文自然环境；宝山的

“山”，从钢山铁山变成了绿水青山。

１．绿化建设成效显著
１９８９年，宝山城区公共绿地 ２１６９

公顷、人均公共绿地０７８平方米、绿化
覆盖率１５６％。至２０１７年底，林业绿化
总面积 ７７９４２４公顷（其中公共绿地
２４０４公顷），林木绿化率２８８％，人均公
共绿地 １１７平方米（按常住人口数统
计）、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４３％。生态绿
化建设进入了跨越式发展阶段，全区

３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大型公共绿地由建区
初的３幅发展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２０幅，公园
从４座增加到２２座，实现了“一镇一园”
的规划目标，成功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

区”。

从点上看，宝山区建设了一批大规

模、高等级的“城市绿肺”。外环生态林

串接南大绿地、外环绿带和外环林带等，

绵延数十千米，上海第一条１００余千米
的环区生态步道将全区的城镇、河流、民

宅、农田贯通一气，兼具生态效应和生活

美感。

顾村公园是上海最大的城市郊野公

园，集生态防护、景观观赏、休闲健身、文

化娱乐、旅游度假等功能于一体，也是宝

山第一家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至２０１７
年底，公园累计接待游客 １４１３万余人
次。仲春时节，百花争艳，公园里的千亩

樱花林已成为长三角规模最大的赏樱胜

地之一，单日最高客流达１８６万人次，
花期一个月，客流达１６８万人次，这个数
据还将被不断刷新。

钢渣堆场改建的国家级湿地公

园———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芦苇

森森，芳草萋萋，坐拥国家 ＡＡＡＡ级景
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五星级公

园、上海市优秀科普教育基地、上海专题

性科普场馆、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上海市建

设成果银奖、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２０１０
年ＩＦＬＡ亚太区第七届风景园林管理类
杰出奖等荣誉称号。

从面上看，宝山结合“美丽家园、美

丽街区、美丽乡村”创建，基本建成“一

环、五园、六脉、多点”的绿地框架。“一

环”即１００余千米的环区绿道，“五园”
即顾村公园、炮台湾公园、罗溪公园、共

和公园、友谊公园；“六脉”即“三纵三

横”６条生态廊道；“多点”即“一纵三横
多点”花卉景观工程。

此外，宝山还大力推进“五个一百”

工程，力争到 ２０２０年再新增各类绿地
５００公顷，累计建成１００座公园和休憩绿
地、１００座街心花园、１００千米绿色步道、
培育１００条区级林荫道、对１００棵古树
名木进行重点保护等等。未来，宝山将

真正成为人们向往的宜居之地。

２．环境治理狠抓落实
“宝山人民真辛苦，一天要吃三两

土，白天不够晚上补”的调侃，是对过去

宝山环境的真实写照。为了扭转这一局

面，宝山区在环境治理工作上下苦工，吴

淞老工业区“腾笼换鸟”，南大地区“脱

胎换骨”，黑臭的河道不见了，蓝天白云

重现宝山。

建区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宝

山全区烟（粉）尘排放量占上海市烟粉

尘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宝山依托

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结合吴淞工业

区环境综合整治，对一批重点污染源实

施关停并转。同时，对宝钢、石洞口电厂

等实施技术改造，全面开展清洁能源替

代工作，淘汰外环线内燃煤锅炉、窑、灶，

开展扬尘控制区创建工作。２０１７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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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７７个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实施“休
克式疗法”，其中淘汰关闭２２１２家。区
域降尘量、ＰＭ２５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９８％、１４６％，均创历年同期最优，大气
环境治理成效显著。

位于外环线两侧的吴淞工业区曾是

上海最大的冶金、化工、建材和有色金属

的老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全市重污染区

域之一。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５日，吴淞工业
区整治工作全面启动。整治后的吴淞工

业区，烟粉尘、二氧化硫、工业废水排放

量分别削减７８％、３９％、４４％，区域降尘
量下降３９％，大气质量达到国内同类工
业区先进水平。在完成吴淞工业区整治

任务的２００７年，宝山着手吴淞工业区综
合整体转型，老厂房、老厂库里换进了一

批高质量的“俊鸟”“新鸟”。目前，吴淞

口创业园、半岛１９１９、中成智谷等１１个
项目已先行建成，吴淞口科技城、上海大

学上海美术学院、上海国际能源创新中

心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一个全新的城

市副中心即将应运而生。

与吴淞工业区不同，南大地区着眼

于“兜底翻”“脱胎换骨”式转型。南大

地区曾经皮革工厂林立、违法建筑遍布、

废气污水不绝。２０１２年，南大地区综合
开发建设工作实质性启动，征收补偿优

先、生态环境优先、市政公建优先、土壤

修复优先战略全面实施。２０１３年至今，
关停高风险、高污染企业３０多家，调整
产业结构企业１４０家，关停租赁型企业
１６５０多家，拆除违法建筑５０万平方米。
目前，宝山规划用地面积５８４公顷的南
大地区已进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宝山

区将聚焦产业能级提升和城市功能完

善，扎实推进４０多个配套项目，同时加
快建设２５平方千米城市“绿肺”，构建
外环绿带和沪嘉生态廊道组成的生态保

护圈，实现从“藏污纳垢”向“中环绿洲”

蝶变。

宝山内河水系发达，河道密布，?藻

浜贯彻全区，干支流遍及城乡。２００３
年，宝山区围绕苏州河整治，启动水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共整治河道８１０千
米，新建河道护岸 １３２５千米。十一五
期间，先后开展中小城区黑臭河道专项

整治、创模１３６条段，组织实施练祁河等
２１项 ８１千米骨干河道整治工程，区域
骨干河道整治率达到６５％，基本形成了
城乡统筹、标本兼治的水环境保护体系。

２０１７年，围绕“水质提升、生态修复”的
目标，全区１０１３条河道落实“河长制”，
１０００万平方米雨污混接改造、２０千米污

水二级管网建设、７５千米骨干河道疏
浚正在全面推进，“５＋１”排水系统及外
环线外３个排水系统基本建成，１６个市
考断面中劣Ⅴ类占比同比下降２５个百
分点，２２１条河道水质达标率稳步提升，
公众满意度均在９０％以上。
３．重大工程扎实推进
近年来，宝山扎实推进“五违四

必”、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和“美丽乡村、

美丽家园、美丽街区”三美重大工程，始

终坚持城乡统筹，从群众感受最直接的

居住地做起，努力使城市更具品质、农村

更具风貌。

２０１５年６月，宝山踏上了一条名为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漫漫征途。三

年的时间里，月浦友谊村、大场南大一

期、大场南大二期、大场庙行地块（大场

机场周边）、顾村地块等５个市级重点地
块的整治任务逐一攻破，共拆除违法建

筑 ２１３７８万平方米、清理违法用地
５１５２１亩、整治违法排污企业１３３７家、
取缔违法经营户２９１６家、清退违法居住
人口６６０５０人、消除消防生产安全隐患
５８２５处，在 ２０１７年全市“五违四必”考
核中名列第二。

针对区域内驻军多、违建体量大的

难题，宝山通过“军地携手，同步推进”

的策略，将停偿与“五违四必”整治工作

有机结合，出重拳，使实招，积极开展整

治工作。三年间，共拆除涉及部队地块

上的违法建筑１０３６万平方米。
宝山高度重视老镇旧区和城中村改

造，近年来完成３０多万平方米不成套房
屋改造，安置在外过渡动迁居民１３５万
户，６个城中村基本完成动迁。
２０１４年，宝山开始美丽乡村示范村

建设试点，按照“美在生态、富在产业、根

在文化”的创建目标，至２０１７年底，经济
相对薄弱的村全部脱贫，基本实现纯农

地区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置

全覆盖，农村公路达２０４千米，自然村宅
改造惠及１４万户，成功创建洋桥村、塘
湾村等４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建成
花红村、联合村、聚源村等７个区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完成村庄改造１４２８０户，完
成率达９４５％。
２０１４年以来，宝山制定了《宝山区

“美丽街区”建设三年工作计划》，明确

了５大类１６项创建指标，推动“３４＋Ｘ”
个区级“美丽街区”创建，１８４千米景观
灯光工程开建。“十三五”以来，共拆除

违法建筑２５２９３万平方米，６２５个创建
单元通过验收，完成率达９８８％。

四、坚持以文化人、德润滨江，持续

推动文化建设好

以万里长江入海口为地理坐标的宝

山，江风海韵、文脉深厚，是中国近代自

主开埠的策源地，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和

现代教育的重要发祥地。小桥流水的娟

秀，海纳百川的雄浑，革命先烈的豪情孕

育出宝山独有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

色文化。宝山文化源远流长，在传承中

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宝山精心打造出国

际邮轮滨江文化带、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节和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三个国

际性文化品牌。同时，宝山还不忘将优

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百姓身边，积极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设施基础。宝

山以文兴业，以文润城，以文化人，争取

在未来上海“四大品牌”创建中，将区文

创产业增加值占全区 ＧＤＰ比重增至
１２％，挂牌上市企业再新增８—１０家。

１．文化传承全面推动
宝山积极寻根底蕴“源头”，深入挖

掘红色文化；努力搭建文化“码头”，积

极发展海派文化；全力满足百姓“盼

头”，大力传承江南文化。

宝山在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建成了
上海解放战争纪念馆，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
又组织承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开放仪

式暨本市主题纪念活动。上海市四套班

子主要领导在这两个重要时间点齐率队

到宝山参加活动。

宝山用活用好红色资源，打造党性

教育“新地标”，精心打造１３个教学点，
形成三条红色线路，展现宝山壮烈的革

命史与改革开放４０年、宝山建区３０年
的巨大成就；注重红色文化研究，先后公

开出版《红色足迹　不朽丰碑———宝山
党史资料汇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上海市
宝山区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

失》《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历史实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宝山激战》和《淞沪抗
战遗迹大观》《口述淞沪抗战》等历史书

籍，并推出纪念建党９０周年系列片《追
击峥嵘岁月　弘扬时代精神》。

宝山聚焦邮轮滨江文化带资源，吹

响创建海派文化世界级品牌的号角。以

国际邮轮码头为窗口，深入挖掘保护邮

轮滨江的宝山城市历史风貌、工业文明

遗存，并依托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半岛

１９１９、上海钢铁金融产业园等载体，聚焦
邮轮文化创意产业、文创资源产业化落

地、宝钢工业遗存更新等文创优势领域，

重点打造人文休闲、艺术品鉴等多元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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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现代邮轮滨江文化带。

宝山是江南文化的“民间艺术集聚

地”，拥有罗店龙船、大场江南丝竹、顾村

诗词诗歌、罗泾十字挑花、月浦锣鼓、杨

行吹塑版画、高境布艺堆画等“一地一

品”非遗文化特色品牌，其中，国家级非

遗项目１个，市级非遗项目７个、区级２５
个，命名非遗传承人３１名。近年来，宝
山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推动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商圈、进绿

地，开展“记忆中的宝山”非遗展示活

动，印发非遗书籍１２万余册，拍摄宣传
片３１部，将非遗融入百姓生活，传承延
续宝山文脉。此外，宝山与上海市戏剧

家协会、市戏曲艺术中心合作开展的“戏

曲进校园”活动，让江南文化走进校园，

后继有人。 １９９５年，第一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开幕

２．精品力作精彩纷呈
长江口岸，惊涛逐浪，一出又一出的

精彩好戏在这里上演。这其中，有童梦

的喃喃细语，有沪剧的铿锵顿挫，也有来

自五湖四海的民族联谊。独唱《塔里木

的胡杨》、三人舞《双面胶》、男女声二重

唱《永远在一起》等优秀群文作品在国

内崭露头角，先后获得第十四、十五届全

国群星奖；沪剧《挑山女人》、陈伯吹国

际儿童文学奖、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节等文化精品力作走向国际，用本土品

牌向世界彰显民族文化魅力。

沪剧在宝山的乡镇村居中有着深厚

的群众基础。宝山人引以为傲的宝山沪

剧团规模不大，但切合百姓需求，接连推

出《宝华春秋》《红叶魂》《挑山女人》等

原创大型沪剧，赢得了广泛热烈的社会

反响。其中，《挑山女人》以纪实手法展

现了人民群众的真善美，为观众奉上一

场精神盛宴，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文华奖“优秀剧目奖”等１８个重量级
奖项，登台国家大剧院并在全国巡演，累

计演出达到 ２６５场，观众超 ２６万人。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９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报道：《沪剧〈挑山女人〉“挑”出一方

天》，回答了“一台反映普通村妇的戏何

以唱火大上海”，同时配发评论《用百姓

故事传递正能量》。宝山沪剧凭借着执

拗的“挑山精神”，走出了一条新时期地

方剧团改革发展新路。

１９８１年，宝山享誉海内外、被誉为
“东方安徒生”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创

立了儿童文学奖励基金，这是迄今为止

我国持续时间最长、获奖人数最多的文

学奖项之一。２０１４年，宝山区委、区政
府决定，打造国际儿童文学创作研究和

对外文化交流的高地，在国内创立了首

个比肩“国际安徒生奖”的国际性儿童

文学奖项———“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迄今为止，颁奖典礼和系列活动已成功

举办四届，每年吸引来自５０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儿童文学作家。宝山正朝着成为

中国儿童文学国际交流的高地、中国儿

童文学创作的园地、中国儿童文学未来

人才培养的基地目标不懈努力。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被联合国

国际民间艺术组织副主席伊廷誉为“当

今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民间艺术节”，自

１９９５年开办以来便以独特的展示形式、
不同的文化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球５０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０００多名民间艺术家，
累计受众２５０余万。参演者走进商场、
社区和学校，让老百姓尽享“老百姓的艺

术盛会，家门口的五洲风情”。２０１４年，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交流平台建设”成

功入选第一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项目。

３．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宝山区积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设施基础，“人人共享、覆盖城乡、便

捷高效、功能完善”的四级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网络体系日趋完善。宝山拥有上海

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博览馆、宝山区图书馆、宝山区文化

馆、月浦文化馆等市、区级公共文化设

施；木文化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奇

石博物馆、３Ｄ打印博物馆等各具特色的
社会博物馆、陈列馆共３９家。文化设施
总面积达３６３万平方米，人均文化设施
面积达到０１８平方米。

作为上海北部的人口导入区与城市

功能转型承载区，宝山百姓的文化需求

十分旺盛。多年来，宝山文化发展坚持

需求导向，将政府“送菜”和群众“点菜”

供需有机对接，每年为基层配送市、区级

各类文化活动 ３０００余场，惠及近百万
市民。

宝山区打造老百姓身边的文化舞

台，进一步延伸公共文化服务触角，目前

已有“一村一居一舞台”１３４个，并打造
各具特色的“众文空间”，进一步改善基

层群众文化活动设施和环境，打通公共

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市、区、

街镇、居村的四级公共文化配送网络，一

批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了百姓身边，

在“家门口”的文化活动室就可以享受

高品质、合口味的文化服务，年均配送各

类文化服务活动３５００余场，受益人次达
６０万余人次。

创新推出的“宝山市民艺术修身导

赏计划”，按照音乐、美术、文学、建筑、舞

蹈、戏剧、电影七大艺术门类，建立起全

市首个拥有２００场导赏课程的导赏库，
供各居村活动室、文创园区、文化中心参

与“点单”，为百姓送上丰富的文化大

餐；升级打造的“宝山大剧荟”惠民项

目，围绕“月月有好戏”，集聚沪上和外

省市优秀剧团，４年来引进京剧《贞观盛
事》、芭蕾舞剧《天鹅湖》、昆剧《临川四

梦》等３０多部经典剧目，参与市民达 ４
万多人次。

同时，宝山还在各居村开展合唱、舞

蹈、手工等各类文化活动，打造“一居村

一品牌”，因地制宜引入文化资源，形成

各居村特色品牌活动。罗泾镇陈行村的

沪剧沙龙、淞南镇长宏新苑居委的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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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吴淞街道三营房居委的“军地共建双

拥”活动、高境镇共和十一村居委的“阿

婆学堂”、友谊路街道宝山五村居委绿缘

坊手工创意坊的手鞠球、丝网花制作等

居委活动室各具特色，既传播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展现

了上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

化”三大文化内容。

依托街镇地域文化与丰厚的民间文

化资源，宝山定向扶持以罗店龙船、大场

书画、杨行吹塑板画、友谊剪纸等街镇

“一地一品”特色文化品牌建设，开展品

牌非遗活动进乡村、进社区，让广大百姓

记取乡愁乡韵，提高文化自信与文化

认同。

长江软件园党员在“红帆港”服务站学习交流

宝山大力发展以文化品牌为主的创

意产业集群，成功创建“国家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建成１个国家级、６个市级文
化产业园区，引进获“金熊猫”奖《本草

中国》的创作者笃影文化、中国十大游戏

产业服务商触控科技、中国第一智能手

机广告平台多盟、获 ２项“设计界奥斯
卡”红点奖的溯洄设计等一批优质企业。

未来，宝山将走出文创产业内涵深化整

合、外延融合带动的发展新路。

五、坚持从严从紧、深化细化，持续

推动基层党建好

改革开放初期，宝山县委深刻感到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地方党委的基

本职责。宝山建区伊始，通过抓好党的

基层组织建设，来促进宝山经济社会的

发展。

“红帆港”的创立和升级，实现了

“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

就有党的有效工作”的目标。党的十八

大以来，宝山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引导党员

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基层党建工作不断创新，

“好党员、好支部”“初心工程”“红色旅

游专线”等特色工作陆续开展，党员队伍

素质显著提升。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厚

植党的执政根基的工程，关乎党心民心。

宝山区委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在沪

首创“三项清单”，领导干部“一岗双

职”，党风廉政建设永不停步。

１．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开展
１９８６年农村整党工作增强了宝山

县广大党员的党员意识，发挥了党员的

模范带头作用；在基层支部工作中，进一

步完善了“三会一课”制度。在干部队

伍建设方面，除了加强思想建设外，解决

了大部分农村干部文化程度不够的问

题。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前后与上海大学联办
两年制大专班（行政管理专业），使一批

干部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宝山建区后的第二年，当时的区委

书记带领区委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室的

同志下乡调研，一个星期跑一个乡或者

一个镇，吃住在那儿，跟乡镇、村两级干

部进行个别交心，制定出包括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党建

工作三年规划。通过抓好党的基层组织

建设，促进宝山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２００３年，宝山区委根据新形势下非
公经济组织党的建设的要求，创造性地

提出了在全区范围内建设“红帆港”的

重要举措，构建了一个覆盖全区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网络体系。

红帆，象征着各非公有制企业的党

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寓意他们在

改革开放的风浪中扬帆航行；港，是“红

帆”得以归靠的“港湾”，是在非公有制

经济领域开展党的工作的“大本营”。

据统计，宝山现有在册“两新”组织党组

织８１８家，近五年新组建党组织２７９家，
发展党员５２３名，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
率 ８１４％，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
７０１％。５０人以上的非公企业有 ３６３
家，全部有党员；１００人以上的企业有
２５２家，全部建立了党的组织；从业人员
３０人以上的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以及律
师、会计师、税务师事务所等实体性社会

组织有９３家，都建立了党的组织。２００６
年，宝山在全区１５家街镇、园区建立了
红帆港，做到党员教育基地、活动场地、

学习资料、网络设施等向区域内“两新”

组织免费开放，扩大了“两新”组织党的

组织和工作的覆盖面。２０１６年６月，为
贯彻中央、市委关于群团工作改革的有

关精神，落实《宝山区群团工作改革实施

方案》的工作要求，结合宝山区群团改革

工作实际，区委组织部、区社会工作党

委、区总工会、团区委和区妇联联合发文

《关于打造升级版“红帆港”深化党建带

群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打造覆盖更广、

功能更强、机制更全的党群服务一体化

阵地———升级版“红帆港”，将其覆盖范

围由“两新”组织向全区拓展、功能定位

由党建服务向党群服务一体化拓展、平

台性质由单一平台向多功能平台拓展。

努力将升级版“红帆港”打造成为立足

宝山实际，具有宝山特色的党群服务一

体化阵地，实现资源共享和联动共赢。

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区挂牌成立１５家指导
站、４１家服务站、１８７家活动站，成为加
强党群工作的主要阵地和服务党员群众

的重要平台。

品牌项目有声有色，各领域基层党

建全面开花。农村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

工作机制，深化农村“三级联创”；机关

开展“双在双争”，解决“灯下黑”；国有

企业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

体制；事业单位开展公立医院、中小学和

民办学校党建工作自查，形成“青年党员

教师培养工程”“三培养工程”“一支部

一特色”等工作经验；智慧湾科创园、北

郊未来产业园等一批园区内，园区党组

织组建工作有序开展。

２０１７年，宝山开展“喜迎十九大，相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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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在党旗下———培育选树宝山好党员、

好支部”主题活动，１１９２名好党员和５１５
个好支部的典型事迹通过区新闻媒体见

诸报端，微信等新媒体浏览总量达到了

１万余次，有效营造了良好的好党员学
习风气。同时，宝山还积极推进基层党

建“初心工程”，以“初心”为魂，强化初

心引领、初心为民、初心建功、初心强基，

把政治建设落到基层。

２．党员队伍素质不断提升
宝山区始终坚持选优配强处级领导

班子和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并重，按照“控

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

总要求，保证发展党员的总量和质量。

截止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区共有党员９３６５９
名，其中预备党员 ６３５名，占 ０７％；３５
岁以下的青年党员１１０７９名，占１１８％。

党员队伍质量的不断提升，既依赖

于干部的个人素质修养，也离不开全区

各类重大主题思想教育活动的熏陶。近

年来，宝山区开展“为民务实清廉”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三次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座

谈会和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务干

部专题培训班等各类思想教育活动，有

效把全区党员干部思想统一到建设升级

版“两区一体化”现代化滨江新城区的

目标上来。

党员队伍素质提升，能够更好地服

务人民群众。顾村镇针对人口综合管理

服务难题，探索总结出“四三五融六必

访”群众工作方法，“四三”———三问（坚

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三理

（坚持法理、道理、情理的有机统一）、三

公（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三最

（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五融”———组织融入、思想融

通、生活融合、文化融汇、感情融洽；“六

必访”———群众生活有困难必访，邻里家

庭有矛盾必访，群众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必访，居民家庭动迁必访，涉及群众重大

公共利益诉求必访，对社会作出重大贡

献必访。“四三五融六必访”为推进镇

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市化发展目标奠

定了和谐稳定的社会基础，日益成为做

好顾村各项工作的一把“金钥匙”，在全

区范围内得到推广。

宝山的党员干部，始终与群众心连

心。全区范围内开展的“我与群众心连

心”行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

按照“１个村居配置１名处级以上领导
干部进行定点联系”的要求，建立起领导

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直接沟通机制，着力

解决好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问题。

３．党风廉政建设深入推进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新

征程，宝山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认真落

实中央、市委和区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

各项决策部署，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主业，

全区党风政风持续向上向好，全面从严

治党取得了新成效。

近年来，宝山层层压紧压实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在作风建设上下重拳，出苦

工。完善风险抄告制度，定期将巡察、信

访、案件、党风政风监督中的问题抄告相

关区领导，督促落实“一岗双责”；严格

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严抓节点预防、监督

查处、制度建设。２０１３年以来区本级
“三公”经费决算年均下降１０％，获中纪
委充分肯定。探索监察、巡察、派驻“三

个全覆盖”，有序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区

监察委挂牌运作，留置场所改建工程开

工；组建区委巡察办，作为区委工作部

门，配备精干力量和巡察专员，积极启动

今年巡察工作；整合纪检监察和相关职

能部门资源，探索推进派驻纪检监察机

构改革试点。

全市首创的“三项清单”，即领导干

部责任风险清单、党委任务清单、纪委监

督清单。“三项清单”经过逐年推进深

化，已取得积极成效，成为宝山落实“两

个责任”的亮点和品牌。２０１７年，“三项
清单”实现三个“全覆盖”，即个人责任

风险清单实现全区局级、处级和科级领

导干部全覆盖；党委任务清单实现全区

７０余家处级单位全覆盖；纪委监督清单
从区纪委扩大至全区３８家基层纪委，实
现全区纪检监察组织的全覆盖。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进入新时代，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宝山落地生

根。在中央、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宝山发

扬只争朝夕、敢为人先、求真务实、开拓

创新、追求卓越的拼搏精神，牢牢把握纳

入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主城片区的机

遇，“全力以赴做好转型发展、产业升级

和生态宜居的大文章”，明确“３＋１２”的
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围绕建设上海“五

个中心”重要功能区、“四大品牌”重要

承载区和更高水平“城乡一体化”主要

示范区，扬长避短、科学发展，做大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产业，提升城市能级，

奋力建设体现上海国际大都市发展水平

的“两区一体化升级版”（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承载区、城

市功能转型的最佳实践区，迈向更高水

平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滨江新城区。

（中共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

此文照片均选自《上海区域发展四十年》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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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编辑　谭雪明

２０１８年区委、区委办、区政府、区府办主要文件目录

【区委】

宝委〔２０１８〕１号 关于成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大调研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６号 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在全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实践

活动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７号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７年工作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８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试行）》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２２号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
宝委〔２０１８〕２３号 关于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初心工程”加强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２４号 关于召开宝山区领导班子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方案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２５号 关于贯彻落实十一届市委三次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２６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的请示

宝委〔２０１８〕３４号 关于调整区委保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３５号 关于宝山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七届主席团主席、副主席、执行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人选提名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８〕４１号 关于建立中共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４２号 关于对２０１７年度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绩效考核中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实施表彰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８〕４４号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区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４５号 关于宝山区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召开区残疾人联合会等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请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８〕４６号 关于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第八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递补人选提名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８〕５９号 关于成立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６０号 关于表彰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城市建设管理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８〕６１号 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智慧公安建设推进会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６３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６４号 关于表彰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度经济工作优秀企业和个人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８〕７１号 关于中共宝山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更名及干部职务名称调整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７２号 关于宝山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干部职务名称调整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７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加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７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７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７９号 关于本区巡察机构设置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８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９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０６号 关于成立区委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０７号 关于调整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０８号 关于建设上海“四大品牌”重要承载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３２４



宝委〔２０１８〕１０９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审议制度》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１１号 关于宝山区黑臭水体整治专项督查整改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１１２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１３号 关于成立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１５号 关于宝山区北部能源基地环境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１２０号 关于印发《中共宝山区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２１号 关于宝山区近期河道治理工作推进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１２３号 关于宝山区全力打造营商环境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１３１号 关于产业用地盘或利用的情况汇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３２号 关于调整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３３号 关于打响“四大品牌”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１３４号 关于印发《关于落实基层民族宗教事务管理三级工作网络两级责任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３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扬尘污染防控“片长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４０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４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４３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南大地区开发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４４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变动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１４５号 关于成立迎接上海市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协调联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４６号 关于调整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４７号 关于贯彻《中共上海市委关于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８〕１４８号 关于七届区委六次全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１４９号 关于批转《关于召开区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的请示》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５０号 关于成立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５６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５７号 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５９号 关于商请协助开展宝山区淞南镇域华谊地块“五违四必”整治工作的函

宝委〔２０１８〕１６０号 关于宝山区妇联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主席、副主席候选人提名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８〕１６１号 关于成立吴淞工业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６２号 关于成立江杨市场区域综合整治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６３号 关于成立?藻浜沿线两岸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６４号 关于成立区农村房租租赁管理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６５号 关于印发《关于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７０号 关于批转《关于召开宝山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请示》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７１号 关于调整区质量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７２号 关于区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党组改设事宜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８〕１７６号 关于印发《关于本区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的实

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７７号 关于印发《改革开放再出发———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和宝山“撤二建一”３０周年主题活动方案》
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７９号 关于成立区推进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８１号 关于吴淞工业区转型升级进入快车道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１８２号 关于推动豪华邮轮中国建造打响邮轮领域“上海制造”品牌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１９２号 关于宝山区政府隐性债务统计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１９３号 关于推动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１９４号 宝山区关于加强教育统筹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８〕１９５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８年度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绩效考核工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９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助力对口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１９７号 关于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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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２０１８〕１９９号 关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宝山区组织保障工作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２００号 关于设立宝山区党政机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及其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２０５号 关于宝山区红十字会《关于召开红十字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８〕２０６号 关于宝山区红十字会《关于区红十字会设立监事会的请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８〕２１２号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宝山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８〕２１３号 关于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召开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的请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８〕２１４号 关于区政协党组《关于召开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的请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８〕２１５号 关于信访反映的有关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２１６号 关于开展信访工作专项督查的自查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２１７号 关于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２１８号 关于宝山区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的请示

宝委〔２０１８〕２１９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８〕２２０号 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２２７号 关于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河（湖）长工作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２２８号 关于宝山区产业特点和产业布局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２２９号 关于加快推进上海邮轮经济政策创新若干建议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８〕２３０号 关于上报《上海市宝山区机构改革方案》的请示

【区委办公室】

宝委办〔２０１８〕１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国家保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宝委办〔２０１８〕２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重大文体赛事活动组织管理办法》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３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开展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４号 关于调整区领导联系基层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５号 关于申请调整中央、市委文件发放数量的函

宝委办〔２０１８〕６号 关于启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委员会”印章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７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科学技术协会机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８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机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９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滨江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１０号 关于印发《上海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１１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８年区委、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和督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１２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责任分工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１３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２０１８年督促检查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１４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１５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委宣传部关于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１６号 关于认真做好２０１７年度中央、市委文件清退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１７号 关于印发《关于认真做好２０１８年居（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１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度区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措施》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１９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２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政协２０１８年度协商工作计划》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２１号 关于转发《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信访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２２号 关于转发区总工会、区委组织部、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国资委关于深化工会改革加强协调劳动关

系制度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２３号 关于成立区深化工会改革加强协调劳动关系制度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２４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关于建立健全巡察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２５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巡察工作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１）》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２６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８年度巡察工作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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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办〔２０１８〕２７号 关于转发区委统战部《关于委托各民主党派区委（总支）对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开展专项监督的方

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２８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２９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３０号 关于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的报告

宝委办〔２０１８〕３１号 关于成立区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３２号 关于成立上海机器人产业园提质增效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３６号 关于印发《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３７号 关于转发区纪委《关于对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若干规定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的实施细则》

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３８号 关于印发《中共宝山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３９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全力打响“上海服务”品牌三年专项行动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４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努力成为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制造基地“主战场”三年专项行

动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４１号 关于印发《聚焦打响“上海购物”品牌新要求打造北上海特色消费区—促进宝山消费三年专项行动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４２号 关于印发《在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中凸显宝山新动能—推动宝山文化强区建设三年行动方案（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４３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４４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居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４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决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倒计时行动计划》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４６号 关于科级干部平级交流工作有关事项的报告

宝委办〔２０１８〕４９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５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建设“美丽家园”（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５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建设“美丽家园”（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５３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法律顾问工作规则（试行）》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５４号 关于聘任区委法律顾问、法律专家库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５５号 关于命名本区第一批无违建创建先进居村（单元）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５７号 关于召开中共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５８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各级党组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５９号 关于印发《被巡察党组织配合区委巡察工作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６０号 关于命名宝山区第二批无违建创建先进居村（单元）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６１号 关于申请“宝山区大调研信息系统”项目实施的函

宝委办〔２０１８〕６３号 关于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公务网管理中心关于切实做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及会议期

间本市电子政务内网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６４号 关于调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山区分会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６５号 关于切实做好２０１８年国庆节前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６６号 关于转发《区委巡察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委巡察工作规范化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６７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同创全国文明城区、共建宝山美好家园”劳动竞赛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６８号 关于申请《中办通讯》《秘书工作》及新华社《内参选编》等内部刊物订阅专项经费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８〕６９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７０号 关于转发《关于本区美丽乡村达标村创建全覆盖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７１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区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７３号 关于加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值班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７４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干部在宝山现代化滨江新城区建设中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７５号 关于将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纳入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８〕７６号 关于印发《关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沪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开展区委重点课题调研的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７７号 关于命名本区第三批无违建创建吸纳进居村（单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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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办〔２０１８〕７９号 关于做好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８０号 关于印发《党内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规程》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８１号 关于开展２０１８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专项检查
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８２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９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８３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宝山区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８〕８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

【区政府】

宝府〔２０１８〕３号 关于同意建立罗店镇美罗家园佳翔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８〕４号 关于同意建立罗店镇美罗家园罗贤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８〕５号 关于同意建立罗店镇美罗家园美安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８〕６号 关于报送“上港滨江城盛东里”商办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７号 关于报送“宝悦华庭（三期）”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８号 关于报送“中铁北宸时代中心”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９号 关于报送“上海建筑设计产业基地（二期）”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０号 关于报送“淞南Ｎ１２—０１０２单元０３—０１地块”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１号 关于报送“淞南社区Ｎ１２０４０２单元Ｌ５—０３地块”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２号 关于报送“保利熙悦”商业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３号 关于报送“宝山龙湖天街商业中心（北块）”办公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４号 关于报送“大华美兰银都”商业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５号 关于报送“风尚天地广场”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６号 关于报送“景瑞站前大楼”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７号 关于报送“绿地北郊商业广场”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８号 关于报送“绿地宝里”商办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９号 关于报送“上坤雍景商馆”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２０号 关于报送“东智商务广场”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２１号 关于报送“上置美兰湖索浒大厦”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２２号 关于报送“上海宝山万达广场”商办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２３号 关于报送“三湘海尚城”商办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２４号 关于报送“绿地丰翔新城”商办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２５号 关于报送“金地艺境城”商办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３８号 关于报送“宝山龙湖天街商业中心（南块）”办公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４０号 关于雍景丽庭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４２号 关于报送“宝悦华庭（一期）”办公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４５号 关于上港滨江城冠东苑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５１号 关于报送“星月国际商务广场”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５４号 关于恳请支持上海宝山国资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设立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６２号 关于承诺长期保护宝山国家基本气象站探测环境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６３号 关于报送“宝山卓越商务中心”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６５号 关于中铁北宸名庭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６６号 关于云雅新苑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６９号 关于报送“美兰湖硅谷中心”项目清理整顿结案报告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７１号 关于同意申报第六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８０号 关于金地云锦苑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８２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８〕８５号 关于顾村老集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东陆地块（原宝安公路南侧Ａ、Ｂ、Ｃ地块项目）《征地房屋补偿方案》
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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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１８〕８９号 关于同意建立罗泾镇海上御景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８〕９０号 关于宝山区拟申请预（销）售商品住房上市进度计划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９１号 关于中铁建青秀苑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９２号 关于本区开展第四次经济普查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８〕９３号 关于批准宝山区大场镇场中村“城中村”改造４Ａ、４Ｂ—１、４Ｂ—２、５号地块及杨行镇老集镇“城中村”改
造杨泰路西侧地块《征地房屋补偿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８〕９６号 关于凯旋佳苑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９８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党组议事规则（试行）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８〕９９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等四项规定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８〕１１０号 关于宝山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干部职务名称调整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８〕１１３号 关于批准宝山区大场镇场中村“城中村”改造１Ｂ地块《征地房屋补偿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８〕１１４号 关于万科智云新苑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１５号 关于宝山区商业办公项目清理整顿工作结案报告

宝府〔２０１８〕１１６号 关于宝山区拟申请预（销）售商品住房上市进度计划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１７号 关于同意调整３１２套配建保障性住房用途及房地产权利人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８〕１１８号 关于调整３１２套配建保障性住房用途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２８号 关于邀请市领导参加２０１８年中国航海日主题活动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新客运大楼启用仪式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８〕１４０号 关于文悦华庭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４１号 关于嘉翠雅苑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４３号 关于宝山区拟申请预（销）售商品住房上市进度计划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５０号 关于深入推进本区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改革促进优质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

宝府〔２０１８〕１５３号 关于滨河华城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６１号 关于建立本区国有资产报告工作机制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８〕１６３号 关于２００５年生态专项建设———宝山区段绿化工程（第４块）项目《征地房屋补偿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８〕１７３号 关于同意调整３２６套商品房配建项目用途及房地产权利人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８〕１７４号 关于调整３２６套商品房配建项目用途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７５号 关于信达泰禾雅苑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７６号 关于雍景丽庭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７７号 关于润园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８０号 关于宝山区拟申请预（销）售商品住房上市进度计划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１８６号 关于旭辉依云湾小城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８〕２０３号 关于同意建立月浦镇昱翠家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８〕２０４号 关于同意建立月浦镇阳光锦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８〕２２８号 关于宝山区杨行镇老集镇“城中村”改造杨泰路西侧Ａ地块《征地房屋补偿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８〕２５０号 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本区公办初中强校工程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８〕２５４号 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我区３岁以下与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８〕２６５号 关于同意建立淞南镇三湘海尚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区府办】

宝府办〔２０１８〕１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８年区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４号 转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财政局《关于推进宝山区公益性劳动组织转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６号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全区政务公开工作评估考核结果的通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７号 转发区滨江委制订的《宝山邮轮滨江带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２０１８年重点工作》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８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９号 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评估考核结果的通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１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贯彻〈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办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１１号 转发区市场监管局制订的《宝山区无证无照食品经营治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１２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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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办〔２０１８〕１３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空气重污染专项应急预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１４号 关于印发修订后的宝山区处置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１５号 关于成立上海市宝山区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１７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１８号 关于转发区水务局制订的《宝山区深化灌溉设施长效管理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的

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１９号 转发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制订的《关于切实加强２０１８年防汛防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２１号 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关于开展宝山区“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２２号 关于转发区卫生计生委制订的《上海市宝山区国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推进与复审工作

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２３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架空线整治和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２５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应急管理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２６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服务企业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２７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２８号 关于转发区行政服务中心制订的《宝山区“单一窗口”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２９号 转发区科委制订的《关于举办２０１８年宝山科技节的通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３０号 关于启用上海市宝山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交通委员会印章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３１号 关于本区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３２号 转发区卫生计生委关于做好２０１８年本区无偿献血工作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３３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３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行政审批目录（２０１８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３６号 关于转发区民政局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３７号 关于转发区教育局等八部门制订的《宝山区特殊教育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３９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工作协调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３２号 转发区卫生计生委关于做好２０１８年本区无偿献血工作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４１号 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本区“十三五”期间养老机构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４３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标准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４４号 关于转发区食药安办修订的《宝山区突发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４７号 关于转发区河长办制订的《宝山区关于进一步深化完善河长制·落实湖泊湖长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５０号 转发区消防委办公室制订的《关于宝山区开展“三合一”等场所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工作方案》

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５２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暨政务公开与“互联网＋政务服务”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５４号 关于加强征收（拆迁）基地现场管理工作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５８号 关于区八届人大三次会议０２号代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落实情况的复函
宝府办〔２０１８〕６０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６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６３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６６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服务提升工作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６７号 关于转发区财政局制订的《宝山区优化营商环境规范财政扶持资金使用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６８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６９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审批服务事项目录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７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７３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７４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托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８〕７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加快推进电子证照应用工作方案》的通知

９２４

２０１８年区委、区委办、区政府、区府办主要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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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增长％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增长％

行政区划面积 平方千米 ２９９．１５ ２９９．１５ 平 农业总产值 亿元 ３．３５ ３．１６ ６．１

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２０４．２３ ２０３．０８ ０．６ 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２２５２．５８ ２３０１．３ －２．１

＃外来常住人口 万人 ８３．７１ ８３．４７ ０．３ 工业销售产值 亿元 ２２５３．０５ ２３０３．１４ －２．２

年末户籍人口 万人 ９９．３３ ９７．６４ １．７ 建筑业总产值 亿元 ７７１．７６ ６９２．５９ １１．４

出生人口 人 ６４２４ ７４０８ －１３．３ 商品销售总额 亿元 ５０１７．０６ ４３９０．７ １４．３

死亡人口 人 ８２４７ ８１４６ １．２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６８３．３ ６６６．６６ ２．５

自然增长率 ％。 －１．８５ －０．７６ 下降１．０９个
千分点

电子商务交易额 亿元 ２９０７．４ ２５６４．５ １３．４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１３９２．０６ １３１１．９６ ５．１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０４．８４ ２８７．９ －６３．６

第一产业 亿元 １．２５ １．１７ １４．１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３０５．３３ ４９３．７５ －３８．２

第二产业 亿元 ５５８．２６ ５４２．９７ －０．３ 邮轮靠泊次数 艘次 ３７５ ４６６ －１９．５

＃工业 亿元 ４４０．９５ ４３７．５８ －０．９ 邮轮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２７１．５６ ２９１．５７ －６．９

第三产业 亿元 ８３２．５５ ７６７．８２ ８．６ 进出口总额 亿元 ８６６．９８ ７２２．５９ ２０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４９６．０８ ４２２．１９ １７．５ 进口额 亿元 ５４３．７２ ４５８．０８ １８．７

第一产业 亿元 出口额 亿元 ３２３．２６ ２６４．５ ２２．２

第二产业 亿元 ７３．０９ ６８．２９ ７ 银行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３４６９．７７ ３２８４．０３ ５．７

＃工业 亿元 ７３．０９ ６８．２９ ７ 银行年末贷款余额 万元 １９４７．７ １９４３．０２ ０．２

第三产业 亿元 ４２２．９９ ３５３．９ １９．５ 专利申请量 件 ８５０６ ７０７８ ２０．２

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
增长率

％ －６．７ －６．５ 下降０．２个
百分点

专利授权量 件 ５０１３ ３８５１ ３０．２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４２１．１９ ４２７．０２ －１．４ 高新技术企业数 个 ３２０ ３２０ 平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亿元 １６０．４５ １５１．１１ ６．２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６３４９１ ５８２４９ ９

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亿元 ３０１．６１ ２７１．８３ １１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８２９．６６ １６８０．８９ ８．９

期末工商登记注册
户数

户 １５４６８０ １３７５５６ １２．４ 各类学校数 所 ３２７ ３２２ １．６

期末工商登记注册
资金

亿元 １１８９２．８５ １００２７．７ １８．６ 在校学生数 人 １７２６０４ １７０５９３ １．２

利用外资合同金额 万美元 １５８１０９ １２８８４１ ２２．７ 医疗机构数 个 ４１ ４０ ２．５

耕地面积 公顷 ４０１６ ４００３ ０．３ 卫生技术人员 人 ９１９１ ８７５２ ５

医院核定床位数 张 ６４１７ ６１０３ ５．１

道路长度 千米 １０８１ ８３８ ２９

公共绿地面积 公顷 ２４４７ ２４０４ １．８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１１．９ １１．７ １．７

绿化覆盖率 ％ ４３ ４３ 平

　注：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增幅按可比价计算。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ＡＱＩ） ％ ８４．１ ７３．４ 上升１０．７

个百分点

　注：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２０１５年起按常住人口计算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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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行　业 ２０１８年 可比增长（％） 行　业 ２０１８年 可比增长（％）

合计 １３９２．０６ ５．１ 　　比重（％） ４０．１

　第一产业 １．２５ １４．１ 　　＃工　业 ４４０．９５ －０．９

　　比重（％） ０．１ 　第三产业 ８３２．５５ ８．６

　第二产业 ５５８．２６ －０．３ 　　比重（％） ５９．８

表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税收及构成
单位：万元

行　业 税收总收入 ＃区级税收 行　业 税收总收入 ＃区级税收

税收总收入 ４５１６７５４ １３８６９７８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３４０７６ ４２５２０

一、税收总收入 ４４３１３４８ １３８６９７８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５４５３ ５２００

　第一产业 １５１０ ５３４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７７５０８ ２８３６０

　第二产业 １８０１４８６ ３７５５７６ 　　房地产业 １１３２０８７ ５５３４９０

　　工业 １５８４３２５ ３０３４９２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２５３３４ ８５５０８

　　建筑业 ２１７１５３ ７２０８１ 　　其他行业 ３４８９１１ １０２６６５

　第三产业 ２６２８３５２ １０１０８６９ 二、其他税费收入 ８５４０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８４９８３ １９３１２４

表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财政收入
单位：亿元

指　标 ２０１８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８年 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４２１．１９ －１．４ 　　　 房产税 ７．９７ －６

　中央级收入 １４８．２１ －１．８ 　　　 印花税 ４．４２ －７．７

　市级收入 １１２．５３ －９．９ 　　　 土地增值税 ２０．７４ ２１．５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６０．４５ ６．２ 　　　 契税 １６．８３ ８．７

　　税收收入 １４１．１７ ４．９ 　　非税收入 １９．２８ １６．２

　　　＃增值税 ５５．６９ －２．３ 　　　专项收入 １２．０５ ６８．６

　　　 企业所得税 １８．４６ １３．２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２．２１ －４３．６

　　　 个人所得税 ９．０３ ２６．４ 　　　其他收入 ５．０２ －９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５．４７ ４．７

表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财政支出
单位：亿元

指　标 ２０１８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８年 增长（％）

区地方财政支出 ３０１．６１ １１ 　 文化体育与传媒 ４．５２ ６．２

　＃区本级财政支出 ２２２．４３ １７．６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３４．９３ １３．６

　 镇级支出 ７９．１８ －４．２ 　 医疗卫生 １７．７９ ４．６

　＃一般公共服务 １２．０１ ６．６ 　 节能环保 ５．７８ －３９．２

　 公共安全 １２．３９ －５．７ 　 城乡社区事务 ３８．７３ －５．４

　 教育 ４９．６ ７．３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２７．０３ １８．１

　 科学技术 ９．７３ １６．１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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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单位：万元

类　别 ２０１８年 现价增长（％） 可比价增长（％） 类　别 ２０１８年 现价增长（％） 可比价增长（％）

合计 ３３４７７ ６．１ ４．９

一、种植业 ２４８４９ ３．０ １．８

　 ＃稻谷 ２０３９ ５．０ ５．５

　　小麦 １３７０８ －３．７ －１１．９

　　蔬菜 ６４７５ １７．７ ３４．８

　　水果 ３６４２ １．７倍 １．７倍

二、林业

　 ＃造林 １３

三、畜牧业 ５ －９９．７ －９９．７

　 ＃猪

　　禽 ５ －９９．７ －５１．７

　　奶

四、渔业 １１３１ －１８．１ －２０．１

五、农业服务业 ３８４９ ２１．４ ２１．４

表７ 各时期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
单位：％

指　标
平均每年增长

“八五”
时期

“九五”
时期

“十五”
时期

“十一五”
时期

“十二五”
时期

“十三五”
时期

指　标
平均每年增长

“八五”
时期

“九五”
时期

“十五”
时期

“十一五”
时期

“十二五”
时期

“十三五”
时期

一、年末常住人口 — — ３．６ ６．５ １．２ ０．３ 七、商业

　 ＃外来常住人口 — — ５．５ １２．７ ２．０ －０．３ 　 商品销售额 — — — — ９．８ １４．９

　 年末户籍人口 ２．５ ３．８ １．８ １．８ １．４ １．６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３１．５ １１．６ １５．３ １７．０ １２．５ ４．８

二、地区生产总值（可
比增长）

— １３．８ １８．７ １３．８ ３．３ ５．３ 八、房地产业

　 第一产业 — ３．０ －７．６ －２．９ －５．２ －１１．３ 　 商品房投资额 — — ３３．６ １１．１ ６．０ １４．４

　 第二产业 — １３．４ ２０．７ １３．８ －１．１ ０．２ 　 商品房竣工面积 — — ２０．０ －７．１ ５．２ －８．０

　　 ＃工业 — １４．３ ２０．９ １３．９ －１．９ －０．８ 　 商品房销售面积 －１６．３ １２１．４ ７．０ －６．７ ４．９ －２２．５

　 第三产业 — １５．１ １７．５ １３．９ ８．５ ８．７ 　 商品房销售额 １．３ １０９．９ ３１．４ １５．８ ８．３ －８．６

三、财政 九、金融

　 区级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１３．０ １４．８ ３１．５ ２．０ １２．６ ８．１ 　 １、银行存款余额 — １６．４ １８．７ １６．３ ７．８ ８．７

　 区级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２９．１ １７．５ ３２．２ １０．３ １３．９ １１．２ 　 ２、银行贷款余额 － １５．３ １５．２ １２．４ １０．４ １１．７

四、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

７３．９ ２．２ ３２．３ ７．６ －４．２ １２．６ 　 居 民 储 蓄 存 款
余额

４２．２ １７．４ ２０．０ １５．３ １０．５ ５．８

　 第一产业 ２１．６ －２３．８ 十、外经

　 第二产业 ５９．７ ２．８ ２３．４ －３．３ －１９．８ ８．４ 　 三资企业批准数 — －１０．５ １６．６ －５．０ １４．５ ６２．９

　　 ＃工业 ５３．２ ７．０ ２３．６ －３．４ －１９．８ ８．４ 　 合同外资额 — －２７．４ ４１．９ －９．６ ６．０ ８０．０

　 第三产业 ９０．６ ２．２ ３６．３ １０．３ ２．４ １３．４ 　 实际到位外资 — — — — ５．８ １０．３

五、农业 　 外贸出口 — — １９．３ ３．１

　 耕地面积 －４．７ －２．８ －５．４ －８．４ －３．０ －１．０ 十一、私营、个体经济

　 总产值 ２０．３ ０．１ －５．５ １．３ －４．０ －１１．８ 　 １、户数 ２０．７ １３．３ １３．７ ５．５ １４．６ １８．６

六、工业 　　 ＃私营 — ３６．９ ２０．２ ６．５ ２０．４ ２１．８

　 总产值 ３５．９ １３．１ ２２．５ １３．７ －３．６ ２．１ 　 ２、注册资金 １．４倍 ３９．６ ３９．３ １７．１ ３３．３ ３５．４

　 销售产值 ３５．４ １３．５ ２２．７ １３．４ －３．６ ２．４ 　　 ＃私营 — ４０．４ ３９．７ １７．１ ３３．５ 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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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商品销售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８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８年 增长（％）

商品销售额 ５０１７．０６ １４．３

　＃金属及金属矿批发 ３５５２．９８ １６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６８３．３ ２．５

一、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国有 ２１．６８ －０．３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３０．０３ －１４．７

　　私营及个体 ４９３．８２ ２．８

二、按行业分

　 １、批发和零售业 ６３０．３８ ２．２

　　＃汽车零售 １２４．０２ －１５

　　 互联网零售 ５４．８３ ３９．６

　 ２、住宿餐饮业 ５２．９２ ５．９

三、按限额分

　 限额以上 ４０８．７６ １

表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耕地面积
单位：公顷

镇 上年末耕地面积 当年增加耕地
当年减少耕地

小计 １国家征用 ２乡（镇）村基建
年末耕地

合计 ４００２．７ ９６．２ ８３．３ ８３．３ ４０１５．６

　罗店镇 １２４２．６ ２５．７ ２２．４ ２２．４ １２４５．８

　大场镇 －２３．４ －２３．４

　杨行镇 ４１７ ４．８ １９．６ １９．６ ４０２．２

　月浦镇 ７４４．２ １０．２ ７５４．３

　罗泾镇 １２０７．２ ２７．４ ２１．２ ２１．２ １２１３．３

　顾村镇 ３６１．４ ２８．３ １７．５ １７．５ ３７２．２

　高境镇 ２１．９ ０．３ ２１．６ ２１．６

　庙行镇 ２３．９ ２．４ ２１．５ ２１．５

　淞南镇 １．５ １．５

　城市工业园区

　其他 ６．５ ６．５

表１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邮政、电信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增长（％）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增长（％）

邮政支局 个 １３ １３ 平

邮政所 处 ２７ ２７ ０．０

邮政业务总量 万元 ４１５８４ ３５８２７ １６．１

函件 万件 ８８６ １０７７ －１７．７

报刊累计订销数 万份 ６４８９ ６８１４ －４．８

固定电话用户 万户 ４４．７ ４５．９ －２．６

宽带接入 万户 ５６ ５６．４ －０．７

平均带宽 兆 １５０ ７５ １００

公共场所开通 ｉ—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免费上网服务 个 ２０６ １０４ ９８．１

表１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共文化设施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８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８年

合计 个 ５４９

　区县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１

　区县级公共文化馆 个 ２

　街镇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２１

　街镇级公共文化站（中心） 个 １７

　文化活动广场 个 ５８

　名人故居、纪念馆 个 ９

　博物馆、美术馆 个 １９

　居（村）委文化活动室数 个 ４１９

　其他公共文化设施 个 ３

３３４

统计资料



表１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广播电视业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８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８年

全区广播电视机构 个 １

广播电视工作者 人 １０９

区电视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５９１２

　 ＃自办节目 小时 ２２５４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８８８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１１８５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１９

　 影视剧类节目 小时 ２８６１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９１７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４２

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３３６

区广播电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５１２３

　＃自办节目 小时 １５９７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５１９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６３５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３４０６

　 广播剧类节目 小时 １０７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４２６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３０

区广播电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２６８

有线电视分中心 个 ４

有线电视总用户数 万户 ３９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干线总长 千米 ２５３０

表１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共图书馆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８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８年

机构数 个 ２２

从业人员 人 １７８

总藏量 万册、件 １６５．０４

　＃图书 万册 １５９．８３

　 报刊 万册 ４．０８

本年新购藏量 册、件 １３．４９

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８．５６

　书库 万平方米 ６．１８

　阅览室 万平方米 ６．１

阅览室座席数 个 ４２７５

总流通人次 万人次 ３３８．５６

　＃外借 万人次 ５０．５

计算机 台 ６５２

　＃电子阅览室终端数 个 ４９８

书刊文献外借册次 万册次 ２１６．３５

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

　次数 次 １１８０

　参加人次 万人次 ２３．１４

表１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体育事业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８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８年

举办运动会和比赛次数 次 ２０ 　　国际级（健将） 人

　综合运动会 次 　　国家级（运动健将） 人 ３

　单项比赛 次 ２０ 　　一级（高级） 人 ６４

举办全民健身活动次数 次 １２３８ 　　二级（中级） 人 ７１

参加体育赛事 　　三级（初级） 人 １

　国家级赛事 项 ５７ 　专职教练员 人 ４４

　市级赛事 项 ３２１ 　裁判员 人 ３４

参赛运动成绩 公共体育场馆

　参加国家比赛 　体育场 个 １

　　冠军 项 ２８ 　体育馆 个 ３

　　亚军 项 １８ 　游泳馆 个 ４４

　　季军 项 １１ 　运动场 个 ４４９

　参加市级比赛 　训练房 个 ４

　　冠军 项 １３０．５ 社区健身设施

　　亚军 项 ９２．５ 　健身苑 个 ５

　　季军 项 ９８ 　健身点 个 ６９０

发展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社区公共运动场 处 ４２

　运动员 人 １３９ 　农民健身家园 个 ５４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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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火灾事故与消防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８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８年

一、火灾事故

　 发生次数 起 ２９５

　 死亡人数 人 ７

　 受伤人数 人 １

　 损失折款 万元 ２９０

二、消防情况

　 消防队 队 １０

　 消防车辆 辆 ４８

　 消防人员 人 ４０８

　 出动起数 起 ５５０８

　 出动人次 人次 ５２０２０

　 出车辆次 辆次 ８６７０

　 抢救人员 人 ７１２

　 抢救财产价值 万元 ３１７７

表１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社会治安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８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８年

一、刑事案件 　 受理数 起 ３６９１２

立案数 起 １８４４４ 　 查处数 起 ３６８５７

　 破案数 起 ３４３７ 　 查处违法人员数 人 ３３７０

二、治安案件

表１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作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８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８年

律师工作

　律师事务所 个 ４８

　律师人数 人 ３６４

　　专职律师 人 ３６２

　　兼职律师 人 ２

　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担任法律顾问 家 ６８７

　　刑事诉讼辩护及代理 件 ２８０４

　　民事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５５１３

　　行政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３０９

　　非诉讼法律事务 件 ４５３

　　解答法律询问 人次 ５０２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件 ２０２

法律服务

　基层法律服务所 个 １

　基层法律工作人员 人 １３

调解工作

　街镇建司法所 个 １２

　司法所工作人员 人 ４７

　人民调解委员会 个 ４９７

　调解人员 人 ５１９

　调解民间纠纷 件 ９７８３

　　＃调解成功 件 ９６５８

法律援助工作

　受理援助案件 件 ２３５４

　接听１２３４８咨询电话 个 １４０８６

　接待来访当事人 批 ３３３０

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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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及平均工资

类　别
单位数

（户）

期末人数（人） 平均人数（人） 工资总额（万元） 平均工资（元）

从业
人员

在岗
职工

从业
人员

在岗
职工

从业
人员

在岗
职工

从业
人员

在岗
职工

合计 １９３０ ２９３０５５ ２９５７７６ ２４９７８５ ２６５０３３２ ９９４０９ １９３０ ２９３０５５ ２９５７７６

一、按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１７７６ ２６３４７１ ２６５４１５ ２２２４１９ ２３３０３７３ ９７４７９ １７７６ ２６３４７１ ２６５４１５

　　国有企业 １８ ９３４６ ９００７ ７９４１ ９５７６２ １１２６３５ １８ ９３４６ ９００７

　　集体企业 ３８ ２７２０ ２７４８ １７７９ １２８６６ ６３０２２ ３８ ２７２０ ２７４８

　　股份合作企业 ７ ７２４ ６８８ １４７ １１６０ ７９５２３ ７ ７２４ ６８８

　　联营企业 １１ ４８１ ４９５ ４４３ １８０５ ４０８６９ １１ ４８１ ４９５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１ ８９８２６ ９１８８２ ７７３５７ ９３５８０４ １１２３８７ ５１１ ８９８２６ ９１８８２

　　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 ３３７３１ ３４６０１ ３１１４１ ５７９８４５ １７２９７３ ４３ ３３７３１ ３４６０１

　　私营企业 １１４６ １２５６４９ １２５００２ １０２９１０ ６９１１６７ ６５２０５ １１４６ １２５６４９ １２５００２

　　其他企业 ２ ９９４ ９９２ ７０１ １１９６５ １４８９４９ ２ ９９４ ９９２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５２ ８８７５ ９４２５ ８４５０ ８５１７０ １００１６４ ５２ ８８７５ ９４２５

　 外商投资企业 １０２ ２０７０９ ２０９３６ １８９１６ ２３４７８９ １２３５３４ １０２ ２０７０９ ２０９３６

二、按隶属关系分

　 中央 １０１ ５３８１７ ５４３６０ ４９７２６ ９９１２９１ １８９７２９ １０１ ５３８１７ ５４３６０

　 地方 １１２ ２７８２６ ２８８１３ ２４２４６ ２３４１２８ ８９２３９ １１２ ２７８２６ ２８８１３

　 其他 １７１７ ２１１４１２ ２１２６０３ １７５８１３ １４２４９１３ ７７６９４ １７１７ ２１１４１２ ２１２６０３

三、按行业门类分

　 制造业 ４２９ ８７３６９ ８９３５７ ８１９７１ １１０８９６３ １３１１３５ ４２９ ８７３６９ ８９３５７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６ １５３９ １５７６ １５７３ ３０９８８ １９６８１８ ６ １５３９ １５７６

　 建筑业 ２５４ ６８９２１ ６８１８８ ５１６２４ ４２３９９９ ７５３８７ ２５４ ６８９２１ ６８１８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９２ ２４５３３ ２４６５６ ２２３３５ １９９６０６ ８７６０５ ３９２ ２４５３３ ２４６５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８７ ２９８７６ ３１１９７ ２７４２１ ２０８６３３ ７５５７４ １８７ ２９８７６ ３１１９７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２９ ６１０７ ６２０７ ５００６ ２７８１０ ５３３８７ １２９ ６１０７ ６２０７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６ ８１９９ ８０１４ ７７６０ ９４３４１ １２２８６２ ４６ ８１９９ ８０１４

　 房地产业 ２１１ １４１４２ １４４１６ ９９５５ １０７５５８ ８８７７６ ２１１ １４１４２ １４４１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２１ ２５７１６ ２６０９７ １９３６５ １５６５３５ ７５０４３ １２１ ２５７１６ ２６０９７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７０ １３０２４ １２８６３ １１６２４ ２００３６８ １６４９８６ ７０ １３０２４ １２８６３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１ ２１６６ ２１４８ １８４２ ２４４７４ １２３２８８ ２１ ２１６６ ２１４８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４３ ８８７６ ８３７６ ７１７５ ４４８８０ ６０３０９ ４３ ８８７６ ８３７６

　 教育 ６ ４９１ ５３４ ５１７ ３４９１ ６６８４８ ６ ４９１ ５３４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２ １２１６ １２４１ ９３９ １４０６８ １３８３９５ ２ １２１６ １２４１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３ ８８０ ９０６ ６７８ ４６１７ ６９３８１ １３ ８８０ ９０６

　注：劳动工资统计口径为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
务业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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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资料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新经济发展
情况分析（节选）】

一、新经济发展概况

从产出情况看，１月—９月，区新经
济总体保持平稳的发展势头。信息传输

和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３６３９亿
元，同比增长５９％；现代商贸业实现零
售额３５３２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６％；生产
性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５５５３１８亿元，
同比增长 ７８％；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营
业收入１４５５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３％；
邮轮旅游业实现营业收入８９１７亿元，
同比增长 ４２％；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
产业（制造业部分）（以下简称“战略性

新兴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８１６１亿
元，可比下降２９％。

表１９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新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单位：亿元

产业名称 营业收入（产值／零售额） ±％ 区级税收

一、信息传输和技术服务业 ３６．３９ ５．９ ２．０９

二、现代商贸业 ３５３．２３ １．６ —

三、生产性服务业 ５５５３．１８ ７．８ ２７．７４

四、文化创意产业 １４５．５３ １７．３ ９．７２

五、邮轮旅游业 ８９．１７ ４．２ —

六、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 ３８１．６１ －２．９ ５．３０

　注：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数据为市返数据，增速为可比增长。

表２０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指标
单位：亿元

产业名称 营业收入 ±％

文化创意产业 １４５．５３ １７．３

＃建筑设计业 ４３．１０ ４１．９

工业设计业 ２０．３８ ３９．０

软件与计算机服务业 １７．８９ ３３．２

表２１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生产性服务业、信息传输和技术服务业、
邮轮旅游业主要指标

单位：亿元

产业名称 营业收入（零售额） ±％

生产性服务业 ５５５３．１８ ７．８

＃信息服务业 ５９．４９ ３３．７

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业 １６３．０６ ２４．０

信息传输和技术服务业 ３６．３９ ５．９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１．１６ ３９．０

邮轮旅游业 ８９．１７ ４．２

＃旅游运输业 ３．８９ ７．１

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 ６２．１４ ６．４

表２２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现代商贸业主要指标
单位：亿元

产业名称 营业收入 ±％

现代化商贸业 ３５３．２３ １．６

＃大型住餐和连锁住餐 ２８．７６ ２８．６

大型购物中心 １９．３４ １０．０

汽车零售 ９０．９７ －１２．３

从纳税情况看，区新经济税收实现

情况较好，有力拉动全区税收增长。其

中：信息传输和技术服务业实现区级税

收２０９亿元，占区级税收比重为１９％，
同比提高０４个百分点；生产性服务业
实现区级税收２７７４亿元，占区级税收
比重为２４８％，同比提高３２个百分点；
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区级税收９７２亿元，
占区级税收比重为８７％，同比提高１０
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区级税

收５３０亿元，占区级税收比重为４７％，
同比下降１０个百分点。

二、新经济领域发展特点

宝山区新经济领域发展呈现“一快

速、三回落、一趋缓、一提质”的特点。

（一）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１
月—９月，宝山区文化创意产业保持两
位数增长势头。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营业

收入１４５５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３％。其
中，建筑设计业增长 ４１９％，工业设计
业增长３９０％，软件与计算机服务业增
长３３２％。

（二）生产性服务业、信息传输和技

术服务业、邮轮旅游业增速回落。１
月—９月，宝山区生产性服务业、信息传
输和技术服务业、邮轮旅游业增速回落。

生产性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５５５３１８亿
元，同比增长７８％，其中信息服务业增
长３３７％，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业
增长２４０％；信息传输和技术服务业实
现营业收入 ３６３９亿元，同比增长
５９％，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３９０％；邮轮旅游业实现营业收入８９１７
亿元，同比增长４２％，其中旅游运输业

增长 ７１％，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增
长６４％。

（三）现代商贸业增速趋缓。１月—９
月，宝山区现代商贸业实现零售额

３５３２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６％，其中大型
住餐和连锁住餐增长２８６％，大型购物
中心增长１００％，汽车零售下降１２３％。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逐

渐提升。１月—９月，宝山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虽然可比增幅负增长，但是发展质

量在逐渐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工

业总产值３８１６１亿元，可比下降２９％；
战略新兴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占全区规

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２５０％，同比提高

７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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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区战略性新
兴企业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正在逐步

提升，其中新能源业增长 ４５０％，高端
装 备 业 增 长 ７２％，新 材 料 业 下
降５７％。

三、骨干企业对新经济的贡献明显

（一）信息传输和技术服务业中的４
家骨干企业贡献达到 ４０８％。１月—９
月，４家营业收入超过 ２亿元的骨干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１４８３亿元，占信息传
输和技术服务业总营业收入的４０８％，
主要集中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领域。

表２３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指标
单位：亿元

产业名称 工业总产值 ±％

战略性新兴产业 ３８１．６１ －２．９

＃新能源业 ３．５７ ４５．０

高端装备业 ８０．４６ ７．２

新材料业 ２５８．９２ －５．７

表２４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营业收入
超过２亿元的信息传输和技术服务业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所属街镇园区

１ 上海好屋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张庙街道

２ 上海微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淞南镇

３ 上海中
!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高境镇

４ 上海安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庙行镇

表２５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营业收入超过２０亿元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所属街镇园区

１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批发经纪代理服务业 城市工业园区

２ 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批发经纪代理服务业 杨行镇

３ 上海宝钢商贸有限公司 批发经纪代理服务业 友谊路街道

４ 上海上汽安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批发经纪代理服务业 顾村镇

５ 上海宝钢浦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批发经纪代理服务业 友谊路街道

６ 上海瑞冶联实业有限公司 批发经纪代理服务业 淞南镇

７ 上海鞍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批发经纪代理服务业 月浦镇

表２６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营业收入超过５亿元的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所属街镇园区

１ 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业 航运经济发展区

２ 上海华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业 大场镇

３ 上海靖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业 大场镇

４ 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 媒体业 大场镇

５ 上海唯一视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休闲娱乐服务业 淞南镇

表２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四类资质企业的建筑业总产值及占比情况
单位：个、亿元、％

资质等级 单位个数 ２０１６年同期个数 建筑业总产值 增减 所占比重 ２０１６年同期比重

合计 ２１８ ２２９ ６９２．５９ １２．３ — —

特级 ３ ２ ４２７．１９ ４４．９ ６１．７ ４７．８

一级 １９ １９ １３９．４２ －２８．５ ２０．１ ３１．６

二级 ６６ ６１ ８５．９８ －９．２ １２．４ １５．４

三级 １３０ １４４ ４０．００ ２５．０ ５．８ ５．２

（二）生产性服务业中的７家骨干企
业贡献达到２７１％。１月—９月，７家营
业收入超过５０亿元的骨干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１５０４００亿元，占生产性服务业
总营业收入的２７１％，主要集中在批发
经纪代理服务业领域。在营业收入超过

１５亿元的企业中，仅有２家研发设计与
其他技术服务业单位和１家商务服务业
单位。

（三）文化创意产业中的５家骨干企
业贡献达到３１０％。１月—９月，５家营
业收入超过５亿元的骨干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４５０９亿元，占文化创意产业总营
业收入的３１０％，主要集中在工业设计
业和建筑设计业领域。

（区统计局　吴　嵩）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建筑业情况简析（节
选）】

据统计，２０１７年全区有三级资质以
上建筑业单位２１８家，完成建筑业总产
值６９２５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３％。其
中：建筑工程产值 ５６７７４亿元，同比增
长１２５％；安装工程产值８７１３亿元，下
降 １２％；其他产值 ３７７１亿元，增长
５８０％。区建筑业企业在经历国家政策
调控、市场低迷、大型企业区域合并等因

素影响后，逐渐走出低谷，产值开始

回升。

一、建筑业企业行业特点分析

１．特级、一级资质企业仍占主导地
位。统计数据反映，以宝冶、中国二十

冶、五冶、上海二十冶为首的全区特、一

级建筑企业２２家，仅占建筑业企业总数
的１０１％，但完成建筑业产值５６６６１亿
元，占建筑业总产值的８１８％；二、三级
企业 １９６家，占建筑业企业总数的
８９９％，实现产值 １２５９８亿元，占建筑
业总产值的１８２％。尽管二、三级企业
数较多，但实现的总产值所占比重较小，

可见资质等级较高的企业仍是宝山建筑

行业的“领头羊”，是总产值波动的“航

向标”。

２．在外省市实现的总产值占七成。

建筑业企业在外省市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４８５６８亿元，同比增长 １７９％，占建筑
业总产值的７０１％，比上年提高３１个
百分点。从统计数据来看，区特、大型建

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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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业企业在外省市完成产值的比重较

大，故对区增加值贡献较小。

建筑业受季节影响比较显著，产值

波动比较大，春节前后１月—２月、夏季
６月—７月有个产值低谷期（１月数据免
报，所以２月数据中包含了２个月的产
值），每年年末１１月—１２月有一波产值
高峰期，尤其是１２月涉及年终数据整体
汇总和企业本身的一个大盘点等要求，

年底都会出现产值猛增现象。

表２８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服务业载体税收规模情况

规模
载体个数
（个）

载体面积
（平方米）

企业户数
（户）

税收总收入
（亿元）

落地型企业

企业个数
（户）

税收总收入
（亿元）

单位面积税收
（元／平方米）

２０１７年 １２０ ５２５．５ ２０９５４ ４１．２５ ７８５２ ２８．４４ ５４１．３

税收收入１亿元以上 １２ ７９．１ ８０９０ ２１．９１ １２８５ １２．５８ １５９０．８

税收收入５０００万元—１亿元 １４ ８４．２ ４８９０ １０．１３ １４８８ ７．５７ ８９９．０

税收收入１０００万元—５０００万元 ２８ １１６．４ ４４３７ ７．０３ １９７５ ６．３３ ５４４．１

税收收入１０００万元以下 ６６ ２４５．８ ３５３７ ２．１８ ３１０４ １．９６ ７９．６

２０１６年 １０５ ４６６．６ １２３６０ ２５．０３ ７０６５ １８．７９ ４０２．７

税收收入１亿元以上 ３ ２８．９ ３３３１ ９．６３ ５３８ ４．４８ １５５１．３

税收收入５０００万元—１亿元 １１ ９１．４ ２１５８ ７．４８ １３８６ ７．１２ ７７８．７

税收收入１０００万元—５０００万元 ２７ １２１．７ ３７９７ ６．５７ ２２０９ ５．８９ ４８４．２

税收收入１０００万元以下 ６４ ２２４．７ ３０７４ １．３５ ２９３２ １．３０ ５７．９

３．四大冶金企业当年新签合同额同
比下降。至１２月底，区建筑业企业直接
同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额 ２５８７４０亿
元，同比增长３３５％，但受住房、土地等
政策调控影响，区建筑企业在建筑市场

的中标额相应减少，年度新签合同额

１３９７９６亿元，同比下降 １１％。其中，
四大冶金企业年度新签合同额１２２３８０
亿元，占合同额的 ８７５％，说明建筑资
质等级高的企业承接工程优势明显，虽

然当年新签合同额下降，但上年结转合

同额有１１８９４５亿元，因此，后续施工生
产能力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４．房屋施工面积、竣工面积同步增
长。在国家“去库存”政策背景下，一线

城市房价、地价均出现回落势头，区建筑

业企业施工面积、竣工面积均实现同步

增长势头。区建筑企业房屋全年施工面

积５８３４万平方米，同比增长７５６％，其
中新开工面积１８１５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５５１％。房屋建筑竣工面积９１６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 ３６１％。其中：住宅房屋
１６８万平方米，同比下降２５１％；商业及
服务用房屋 ５０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５９３％；科研、教育、医疗用房屋２９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 ３８倍；厂房及建筑物
３４１万平方米，同比增长１８４％。

综上所述，宝山区建筑业总产值逐

渐回暖并出现增长势头，但面临的形势

还是十分严峻，仍有部分工程出现停工

现象，１１家企业无工作量，１９家企业未
达到建筑业资质等级新标准被取消资质

从而退出建筑领域。

（区统计局　王敏捷）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服务业载体发展情况分
析（节选）】

一、载体运行的总体情况

（一）载体运行态势向好。至 ２０１７
年末，全区有服务业载体１２０个，与上年
末相比增长１４３％；建筑面积５２５５万
平方米，增长１２６％；入驻单位数２０９５４
户，增长６９５％；实现税收总收入４１２５
亿元，增长 ６４８％；区级税收 １４８８亿
元，增长 ６９７％；单位面积总税收为
７８５０元／平方米，增长４６３％。

（二）载体规模持续扩大。至 ２０１７
年末，实现税收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载体有
２６个，与上年末相比增加１２个，所占比
重从 １３３％提高到 ２１７％，也就是说
２１７％的载体贡献了７７７％的服务业载
体税收。

（三）载体效益继续提升。目前，跟

踪监测体的综合性指标有３个，分别是
入驻率、注册率和单位面积税收。入驻

率反映的是载体的使用情况吗，注册率

反映的是载体的税收贡献情况，单位面

积税收反映的是载体的产业能级情况。

下面分别将以上３个指标与２０１６年进
行对比，以反映区２０１７年以来载体效益
提升的程度。

从入驻率看，１２０个载体的平均入
驻率（指实际已经使用面积占可使用面

积的比例）为 ７９０％，与上年末相比提

高６４个百分点。入驻率超过８０％的有
７５个，比上年末增加１３个，其中３５个载
体的入驻率达到９５％以上。

从注册率看，２０９５４户入驻企业中，
能匹配税收的企业１３８２９户，占比达到
６６０％，与上年末相比提高 ６０个百分
点。其中，２５８％的企业在载体中生产
经营，所占比重比上年末下降１１５个百
分点。

从单位面积税收看，至２０１７年末，
１２０个现有载体的单位面积总税收
７８５０元／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４８６元／平方米。其中，在载体中经营
的企业单位面积税收５４１３元／平方米，
比上年同期增加１３８６元／平方米。

（四）滨江带和轨交三线的载体运

行优于“五园”。从载体面积看，１号线
沿线的服务业载体面积体量最大，占区

全部载体面积的三成；从入驻单位数看，

３号线沿线的服务业载体入驻企业最
多，占全区载体入驻单位数的４１６％；从
发展速度看，７号线整体的发展最为迅
速，剔除大场动漫园的拆分因素，比上年

末增加６个载体；从税收看，３号线和１
号线税收规模均超１０亿元；从单位面积
总税收看，滨江带的单位面积产出最高，

单位面积税收为１０６８６元／平方米。而
五园不论从载体数、面积、入驻企业、实

现税收和单位面积税收均逊于“一带三

线”。

（五）南部地区载体发展优于中北

部地区，但单位面积税收小于中部地区。

从载体数、载体面积和入驻企业数看，大

场镇载体数达到２１个，载体面积７９万
平方米，分别位居第１位；淞南镇入驻企
业４４３１户，位居第 １位。从实现税收
看，实现税收总收入过５亿元的有友谊

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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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街道（８２９亿元）、大场镇（６９２亿
元）、庙行镇（６３６亿元）和杨行镇（５１１
亿元）；从单位面积总税收看，每平方米

实现税收超 １０００元的有友谊路街道
（１６００４元／平方米）、庙行镇（１４１６５
元／平方米）、城市工业园区（１１０００元／
平方米）以及罗店镇（１０５４５元／平方
米）。

表２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一带三线五园”服务业载体基本情况

名称
载体数
（个）

载体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企业数
（户）

税收总收入
（亿元）

区级税收
（亿元）

单位面积税收
（元／平方米）

落地型企业

企业数
（个）

税收总收入
（亿元）

单位面积税收
（元／平方米）

合计 １２０ ５２５．５ ２０９５４ ４１．２５ １４．８９ ７８５．０ ７８５２ ２８．４４ ５４１．３

滨江带 ２１ ７９．１ ２６７１ ８．４５ ２．９４ １０６８．６ １４４４ ６．７３ ８５１．５

１号线 ３４ １５０．６ ４０２３ １０．６１ ３．９７ ７０４．４ ２１６５ ７．３８ ４８９．７

３号线 ２７ １２４．０ ８７２２ １１．５８ ４．３３ ９３４．５ ２８０４ ７．９７ ６４３．２

７号线 ３２ １０６．６ ５０８３ ９．２８ ３．１９ ８６９．５ １００８ ５．１４ ４８２．３

五园 ６ ５０．７ ４０６ １．３３ ０．４５ ２６２．８ ３８２ １．２２ ２３９．５

表３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街镇、园区服务业载体基本情况

名称
载体数
（个）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企业数
（户）

税收总收入
（亿元）

区级税收
（亿元）

单位面积总税收
（元／平方米）

＃落地型企业

企业数
（户）

单位面积税收
（元／平方米）

合计 １２０ ５２５．５ ２０９５４ ４１．２５ １４．８８ ７８５．０ ７８５２ ５４１．３

北部地区 ８ ５２．２ ２８８２ １．９ ０．９１ ３６４．０ ２０１ １３６

罗店镇 ６ １６．５ ２８５９ １．７４ ０．８５ １０５４．５ １８０ ３７５．２

月浦镇 １ ２４．７ １１ ０．０８ ０．０４ ３２．４ １１ ３０．９

宝山工业园区 １ １１．０ １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７２．７ １０ １３．３

中部地区 ４３ １９４．２ ６４５３ １６．０１ ５．６６ ８２４．４ ３０１３ ６３９．５

杨行镇 １３ ７６．７ ２９００ ５．１１ １．９１ ６６６．２ ９１４ ４４７．３

顾村镇 ７ ２３．３ ６３８ ０．８５ ０．２９ ３６４．８ ４３２ ２８０．５

友谊路街道 １２ ５１．８ ２０４０ ８．２９ ２．８５ １６００．４ ８２３ １２７４

吴淞街道 １１ ４２．４ ８７５ １．７６ ０．６１ ４１５．１ ８４４ ４０９．４

南部地区 ６９ ２７９．１ １１６１９ ２３．３４ ８．３ ８３６．３ ４６３８ ５４８．７

大场镇 ２１ ７９．０ １７１２ ６．９２ ２．１４ ８７５．９ ４８５ ５１７．８

高境镇 １９ ７１．７ ３１２１ ３．８２ １．２９ ５３２．８ １９１９ ２７２．７

庙行镇 １２ ４４．９ １６５６ ６．３６ ２．５３ １４１６．５ ６２２ １１５１．６

淞南镇 １１ ６２．５ ４４３１ ４．５２ １．７６ ７２３．２ １２３０ ４３２．２

张庙街道 ５ １６．０ ６８１ １．１７ ０．３５ ７３１．３ ３６４ ５３０．８

城市工业园区 １ ５．０ １８ ０．５５ ０．２３ １１００．０ １８ １０９４．４

（六）载体的行业分布仍以传统行

业为主。从纳税企业的行业分布看，批

发零售业、租赁商务业以及科学研究技

术服务业单位数分别为５８３５户、３０４７户
和１４９６户，占全部纳税企业的比例为
７５０％。从纳税规模看，贡献最大的批
发零售业（９０２亿元）、房地产业（６７８
亿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５８７亿
元）。从单位平均税收看，超过 １００万
元／户的行业是房地产业（３２１４万元／

户）、制造业（１６０２万元／户）和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１０８８万元／户），
以新经济为代表的信息传输软件业、金

融业和科学技术服务业的规模还不大，

有待于加快发展。

（七）“亿元税收楼”单位面积税收

优于其他楼宇载体。２０１７年，全区的
“亿元税收楼”共１２个。从区域分布看，
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地区，友谊路街道（４
个）、庙行镇（３个）、大场镇（２个）、杨行
镇（１个）、罗店镇（１个）和淞南镇（１
个）。从带线园分布看，“一带三线”各

有３个载体实现“亿元楼”。从单位面积
税收看，单位面积总税收超万元的载体

有３个，分别是海纳大楼（２４６万元／平
方米）、宝山航运大厦（２２９万元／平方
米）和吴淞口创业园（１４４万元／平方
米），其中落地型单位面积税收超亿元的

仅吴淞口创业园，尽管从载体的体量规

模看并不大，但在个别大型企业拉动下，

稳居落地型单位面积税收的榜首。

（八）６４个重点跟踪监测商务楼宇
的单位面积税收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统

计数据显示：全区重点监测的商务楼宇

６４个，建筑面积２５４２万平方米，入驻率
达到７６９％。入驻企业１３７６７户，实现
税收 ２９３２亿元，实现单位面积税收
１１５３２元／平方米。２０１７年，６４个商务
楼宇的平均入驻率为７６９％，其中入驻
率达到８０％及以上的载体有３９个。但
是６４个重点商务楼宇的平均入驻率低
于全部载体入驻率 ２１％，主要是有多
个面积较大的载体入住率偏低造成的。

１３７６７户入驻企业中，能匹配到税
收的企业 ９９１４户，实现税收总收入
２９３２亿元，占全区全部载体税收的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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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税收属地化企业行业分布基本情况

行业门类 单位数（个） 税收总收入（万元） 单位平均税收（万元／户）

合计 １３８２９ ４１２４９３ ２９．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８３５ ９０１６７ １５．５

房地产业 ２１１ ６７８１２ ３２１．４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４９６ ５８６６３ ３９．２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０４７ ５５９３８ １８．４

制造业 ２９１ ４６６０５ １６０．２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８２３ ３６５１４ ４４．４

建筑业 ６７６ ２６９９６ ３９．９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５３０ １８８４９ ３５．６

金融业 ４５ ３８１４ ８４．８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２６３ ２２１２ ８．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３０５ ２０１４ ６．６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５６ １１４８ ４．５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９ ９７９ １０８．８

农、林、牧、渔业 ５ ３８５ ７７．１

教育 ２４ ２６１ １０．９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８ １１２ １４．０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５ ２３ ４．７

表３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亿元税收楼情况

街镇 带线园 载体名称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单位数
（户）

合计 落地型

税收收入
（万元）

单位面积税收（元／平方米）

合计 落地型

杨行镇 ３号线 上海宝山钢铁物流商务区 ２１．８ ２２３９ ４００ ３４８９３ １６００．６ ９００．５

大场镇 ７号线 海纳大楼 １．２ １２３５ １８ ２８７０２ ２４６０５．６ ４４４．０

友谊路街道 滨江带 上海钢铁金融产业园（宝莲城） １５．２ ２７４ ２７０ ２２９１９ １５０５．４ １５０５．４

庙行镇 １号线 上海智力产业园（一期） ５．０ ５２３ ８８ ２０７９７ ４１５９．４ ３４６１．１

友谊路街道 滨江带 宝山航运大厦 ０．８ １２００ １１ １７３４６ ２２９０２．７ ８８０．３

淞南镇 ３号线 上海移动互联网创新园 １０．２ ９９６ ２０１ １７１３２ １６７９．６ ４１５．８

罗店镇 ７号线 罗店市民服务中心 １．８ １２８７ ４ １５７０６ ８７２５．８ ３０９５．５

友谊路街道 ３号线 吴淞口创业园 １．０ ４８ ２７ １４８８９ １４３８０．９ １４３７１．５

庙行镇 １号线 绿地新都会（绿地风尚天地） １２．４ １５７ １５３ １３０８７ １０５２．２ １０４６．２

友谊路街道 滨江带 创邑幸福湾 ２．９ ４９ ４９ １１８９６ ４０９２．９ ４０９２．９

大场镇 ７号线 大华虎城嘉年华商务楼（一期） １．８ ４８ ４８ １１６４４ ６４４８．５ ６４４８．５

庙行镇 １号线 上海智力产业园（二期） ５．０ ３４ １６ １０１０８ ２０３２．１ ７１５．１

７１１％。６４个载体实现单位面积总税
收１１５３２元／平方米，高出全区 ３６８２
元／平方米；其中落地型企业实现单位面
积税收 ７９０２元／平方米，高出全区
２４８９元／平方米。

二、服务业载体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载体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统计数据反映：区１２０个现有建成载体，
５５％的载体拥有４６８％的载体面积，入
驻１６９％的单位，仅贡献 ５３％税收。

由此可见，这部分载体有待于今后招商

统筹中进一步挖潜增效。

（二）载体中企业税收贡献有待进

一步提升。至２０１７年末，１２０个载体中
入驻单位２０９５４户，其中能匹配税收的
单位１３８２９户，占比为６６０％，１３８２９户
中 ５０７％的企业对我区有税收贡献，
４９３％的企业全年零税收。因此，对于
入驻我区载体但不产生税收的企业有待

于进行调研。

（三）载体中以新经济为引领的企

业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大。以新经济为代

表的信息传输软件业、金融业和科学技

术服务业的单位数分别为８２３户、４５户
和１４９６户，占全部纳税单位的比重分别
为 ０６％，０３％和 １０８％，实现税收
３６５亿元、０３８亿元和５８７亿元，占比
分别为 ８８％、０９％和 １４２％。因此，
对新经济企业的招商力度有待进一步

加大。 （区统计局　夏　燕）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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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索引采取主题分析索引方法，索引名称（标引词）按主题词首字汉语拼音音

序排列。

二、表格、图片在页码后注有（表）、（图）字样。

三、索引名称后的数字标示页码，数字后的字母（ａ、ｂ、ｃ）表示该页码片面从左至右
的栏别。

四、为便于检索，部分名称以简称、全称方式在本索引中重复出现。

五、索引名称一般采用主题词、中心词或简称。党政机关名称不冠以“宝山区”或

“区”，如“人大”“政府”“税务分局”等，请在检索时注意。

六、表格索引、随文图片索引按页码顺序排列。

条 目 索 引

Ａ

Ａ级旅行社　１８５ａ
ＡＱＩ优良率　２４７ａ
艾滋病　２９６ａ
“爱宝山·爱在宝山”大型户外结婚登

记颁证仪式　３５０ｂ
爱国卫生　３０８ａ
爱粮节粮系列活动　１７７ｂ
“爱心一日捐”募捐暨春节送温暖系列

活动　１３５ａ
安全管理　１４７ｃ
安全管理机制　１７０ｃ
安全社区建设　４０３ｂ
安全生产　２２８ａ
安全生产工作大会　３９ｃ
安全生产基层基础　２２８ｃ
安全生产监管措施　２２８ｂ
安全生产监管效率　２２８ｂ
安全生产紧急会议　４８ｂ
“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２２８ｃ
安全生产责任　２２８ａ
安全死亡事故　２２８ａ
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　４１ｃ
案件　３３１ｂ

Ｂ

Ｂ２Ｂ交易额　１６６ａ
Ｂ２Ｂ企业　１６６（表）
Ｂ２Ｃ交易额　１６６ａ
Ｂ２Ｃ企业　１６６（表）
“８·１６”依法治市日系列活动　３３６ｃ
ＢＩＭ技术发展　２３７ａ
八届人大四次会议　８，８（图）
“八类”案件　３２５ｂ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８１周年活动　
３１３ｃ
百名诗人荷花诗会　３１３ａ
“百企千岗进社区，真情援助你我他”春

季大型招聘会　１３５（图）
百岁老人关爱政策　３５２ｃ
《百姓连线———社区讲堂》　２７２ｃ
“百姓连线———社区讲堂”开播仪式　
４７ｂ
《拜年》主题封　２５９ｃ
帮困　１４０ｃ
帮困粮油　１７７ｂ
帮困送温暖活动　３５１ａ
包钢冷轧区域　１９７（图）
宝钢存量资产盘活　１５１ｂ
宝钢发展人力资源中心组织机构　１５０ｂ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０ａ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机构　１５２（图）
宝钢发展制造服务事业部　１５１ａ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８ａ

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　１４９（表）
宝钢工程智慧制造创管中心　１４８ｂ
宝钢股份　１４５ａ
宝钢股份多制造基地管理运行模式　
１４５ｂ
宝钢股份发展规划　１４５ｃ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轧钢工程　
１９５（图）
宝钢一村住宅修缮项目　２０３（图）
宝钢指挥中心广场　１４６（图）
“宝护你”宝山工会关爱医务职工系列

活动　１３６ａ
宝山报　２７３ｂ
《宝山报》好新闻评选作品　２７３（表）
《宝山报》微信号　２７４ａ
宝山“撤二建一”３０周年文艺演出　２２
（图）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６８ｃ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便民交通短驳车开通

　１６９（图）
宝山城市规划展馆　２３１ｂ
宝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１５７ｃ
宝山春季旅游宣传日　１８６（图）
宝山大数据实战应用室　３４４ｃ
宝山党性教育共同体　６５ｃ
宝山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红色线路　５８ｂ
宝山电信局营业厅　２７５（表）
宝山东方有线　２７３ａ
宝山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１４０ａ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５ａ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　１４７
（图）

宝山工会“爱心一日捐”募捐活动　４５ｂ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６８ａ
宝山规划展示馆　２３１（图）
宝山海事局　１５９ｃ
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１６９ｂ
宝山湖龙虾节　３７１ｃ
宝山沪剧团成立７０周年沪剧音乐会　
５２ｂ，３１６ａ

３４４



宝山检验检疫局　１５７ｃ
宝山科技节　２６５ｃ
《宝山民革志》　１２５ｂ，１２６（图），３２２ａ
《宝山年鉴（２０１８）》　３２２ａ
宝山贫血防治联盟　３０６ｂ
《宝山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审议制度》

　３８ｂ
宝山区表演团体　３１６（表）
宝山区参加首届进博会工作成果　８５
（表）

《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三

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３８ｃ
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杨行镇专场文

艺演出　３６０ｃ，３６０（图）
宝山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３１６（表）
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　３２１ｂ
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３１８（表）
宝山区公安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名录　
３２９（表）
《宝山区关于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的实施

意见》　３８ｂ
《宝山区关于贯彻〈中共上海市委关于

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３８ｃ
《宝山区关于加强教育统筹工作的实施

意见》　３９ａ
《宝山区关于建设上海“四大品牌”重要

承载区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　３８ｂ
《宝山区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

方案》　３８ａ
《宝山区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

方案》　３８ａ
《宝山区关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工作方案》　３８ａ
宝山区广播电视台　２７１ｃ
宝山区国防双拥知识竞赛活动　３３９ｂ
宝山区机器人主题活动　２６６ａ
《宝山区加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三年

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３８ａ
《宝山区建设健康城区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行
动计划》　３０８ａ

《宝山区教育科研三年行动计划》　
２７７ｃ
宝山区科普教育基地　２６７（表）
宝山区启动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　２４３ｃ
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撤二建
一”３０周年文艺演出　３１６ｂ

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主题图片
展　５２ａ

宝山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

会　２８７（图）
宝山区区块链产业联盟　２６７ａ
《宝山区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３８ｃ
宝山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汇报会　５０ｂ
宝山区特色文化展示活动　３１２ａ
《宝山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２０１８年工作
要点》　２６８ｃ

《宝山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　３９ｂ
《宝山区新型智慧城市三年行动计划》

　２６８ｃ
《宝山区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　２６８ｃ
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　３７６ａ，３７６（图）
宝山陶行知教育创新实践区　２７７ａ
宝山消防救援队伍授衔和换装仪式　
５２ｂ
宝山新一轮总体规划　２２９ａ
宝山烟草学习活动　１７７（图）
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　
１３８ｃ
宝山艺术名家工作室　４７ｃ，３１１ｂ
宝山影剧院公厕　２５１ｃ
“宝山缘·笔墨情”———传奇画家富华

先生花鸟作品展　６３ｃ
宝山云域电竞中心　１７０（图）
宝山招商推介会　５１ｃ
宝山职工健身十大赛事开赛　１３５ｂ
宝武集团整合　１４６ａ
宝武视频新闻　２７５ａ
“宝烟文化在线”微信公众号　１７８ｃ
保集控股集团总部迁址　３７６ｃ
保密　７２ｃ
保密工作交接制度　７３ａ
保密局　７２ｃ
保密联络员培训班　７３（图）
保密宣传教育　７２ｃ
保密自查自评　７３ａ
保险　２２１ｃ
保障性住房配套建设　２０３ｃ
暴雨　２３ｂ
北郊未来产业园　１６８ａ
北金村　３６８ｃ，３６８（图）
备灾救灾活动　３５６ａ
本级对镇转移支付　２０７ａ
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２０７ｃ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２０７ａ
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２０７ｂ
标准化建设　２２７ａ
滨江带建设　９４ａ
滨江治安派出所　３２７ｃ
殡仪馆　３５０ａ
殡葬单位　３５０（表）

殡葬管理　３５０ａ
兵役登记　３４０ａ
病虫预测预报　１９３ａ
博洛尼亚童书展　３１１ｃ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１０１（表）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　１００ｃ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１０１（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排头

兵、先行者”大调研动员部署会议　
３９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排头

兵、先行者”大调研活动　６９ｃ
“不忘初心·领航前行”纪念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大合唱比赛　３７６ｂ
“２０１８—１６０”部贩毒目标专案　３２８ａ
部门决算集中调研　７８ｃ
部门预算专题调研　７９ｂ

Ｃ

ＣＣＴＶ中国创新创业论坛上海论坛　
２６７ａ，２６７（图）
ＣＧＭＡ全球管理会计中国大奖财届先锋
　１９６（图）

ＣＲＰＳ规范诊疗新进展学习班　３０７ｂ
财产行为税管理　２１１ａ
财税　２０７
审计　２０７
财政　２０７ａ
财政扶持政策　２０９ｂ
财政绩效评价　２０９ａ
财政监督管理　２０９ａ
财政审计　２１２ｃ
财政收入　４３１（表）
财政预算信息公开　２０９ａ
财政支出　４３１（表）
彩虹室内乐团　３９０ｃ
彩虹室内乐团音乐会　３９１（图）
“彩云计划”爱心助学义卖　３０７ｃ
蔡运隆　３０８ｃ
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３０９ｃ
残疾人健康体检　３５０（图）
残疾人事业　３５０ｃ
残疾人文艺展演　３５１（图）
残疾人需求动态数据　３５０ｃ
残联第七次代表大会　３５０ｃ
仓储　２８ｂ
曹维渊　３８１ｂ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２２６ｂ
产学研合作项目　２６５ｂ
产业发展工作体系　１６３ａ
产业发展区域统筹管理平台　２６９ｂ
产业结构调整　１６８ｃ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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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投资　２２５ａ
产业转型升级　８３ｂ
长护险试点工作　３４８ｂ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所　
１６０ｃ
长江口深水航道“超宽交会”常态化运

行　９４ｂ
长江口水域渔船监管　１５９（图）
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　１８４ｂ
长江原水厂　２６２ｃ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２０８ｃ
长三角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一体化协

作会议　２９１（图）
长三角区域合作　１７７ｂ
长三角一体化行动计划　２２４ｂ
长三角职业篮球俱乐部挑战赛开幕式　
４８ｂ
长者照护之家　３４９ｂ，３５１ｃ
常德市武陵区考察团　１１７ａ
常住人口　２９６ａ，３５７ａ
超限运输查处　２４６ｃ
车客渡船　２５９ａ
车行道养护　２４４ｃ
“撤二建一”３０周年大会　４２ｂ
“撤二建一”３０周年文艺演出　５２ａ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式　５１ｂ，
３１５ｂ，３１５（图）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　
３１１ｃ，３１５ａ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经典作品诵读展演

　４８ｃ，３１４ａ
陈伯吹教育品牌　３８４ｂ
陈行水库　２６２（图）
成人教育　２９３ｃ
“３６５诚信服务品牌”　１７０ａ
城管行政执法　２５４ａ
城管执法监督　２５５ｃ
城管执法系统法制审核　２５５ｂ
城管执法宣传　２５５ｃ
城建档案　２３２ｃ
城市安全　３１ｃ
城市钢厂建设　１４７ａ
城市公共安全及风险防范调研　７８ｂ
城市功能　３７７ｃ
城市管理　３７８ａ，３８５ａ
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布置会　４０ａ
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　３６３ｃ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２５４ａ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网上办案系统项目

　２７０ｂ
城市基层党建　５８ｃ
城市基础设施　２９ａ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２０２ａ

城市建设　３８５ａ
城市建设管理重点工作表彰会　４０ａ
城市精细化管理　３５ｂ，８４ｃ，２３７ｃ
“城市精细化管理与治理技术创新”高

端研讨会　４９ｂ，１０２ｃ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２５５ｃ，３９３ａ，４００ａ
城乡管理　２２９，２３４ａ，３８３ａ
城乡规划　２２９ａ
城乡建设　２２９，２３４ａ，３５７ｂ，３６１ａ，３８３ａ
城乡居保　３４８ｂ
城乡融合发展　８４ａ
城乡社区建设管理支出　２０８ｂ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８３ａ，３４７ａ
城镇管理　３７３ａ，３８８ｂ
城镇集体企业　２２５ｂ
城镇建设　３７３ａ，３８８ｂ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３６５ｃ
城中村改造　２０４ｃ
城中村综合改造土地供应　２３０ｃ
持高危证游泳场所开放　３２３（表）
持证残疾人　３５０ｃ
出访团组　１０３ａ
出国（境）管理　１０３ａ
出口　１７４ｃ
出口国家（地区）　１７５（表）
出口商品　１７４ｂ，１７５（表）
出口总额　１７４ｂ
出让（含已公告）地块　２０１（表）
出入境（港）船舶　１５７ｂ
出入境（港）人员　１５７ｂ
出入境人员检疫　１５７ｃ
出入境邮轮检疫检验　１５７ｃ
出生人口　２４ｃ
初次信访　９７ａ
初霜日　２３ｂ
“传统文化直通车”　１３６ｂ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动员大会　１８（图），
６１ｂ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

（扩大）会议　４９ｃ
创建无违建村（街道）工作宣传　３９３
（图）

创全爱国卫生专项行动　３０９ａ
“创全”工作　３９７ａ
创全工作调研　７８ｃ
《创世神话漫游记》首演　３１３ｂ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专题大调研　
４６ａ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推进大

会　４１ａ，１０２ａ，３８３ｃ
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模式　７１ａ
《创业英雄汇》项目选拔上海站　５０ｂ，
２６７ａ，３８４ａ，３８４（图）

“春风行动”全市首场大型公益招聘会

　１６（图）
春季大型招聘会　１３５ｂ
春季义务植树活动　４５ｃ
春节团拜会　４５ｃ
“春之樱”主题系列活动　１８６ｃ
慈善捐款　３４９ｃ
从严治党　３６ｃ
促进生态发展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提案　
１２１ｃ
村级产权制度改革　１９１ａ
村级民主监督　３４９ｂ
村（居）委会　３６０（表），３６６（表），３７１
（表），３７９（表），３８２（表）

村民小组　２４ｃ，１９１ａ
村委会　３７４（表），３５８（表）
村委会换届选举　３４９ｂ
存款 　２１３ａ，２１６ａ，２１７ａ，２１７ｃ，２１８ａ，
２１８ｂ，２１９ａ，２１９ｂ，２１９ｃ，２２０ａ，２２０ｂ

Ｄ

搭靠外轮许可证　１５７ｂ
大场医院　３８１ａ
大场医院托管协议　１８（图）
大场镇　３７７ａ
大场中心小学　３８１ｃ，３８１（图）
“大江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

道”大型主题采访（上海段）活动　
４８ｃ
大气环境保护　２４８ｂ
大企业税收　２１２ａ
大事记　１５
大型社区为老服务活动　１３５ｃ
带副春联回家乡文化惠民活动　１３４
（图），１３５ａ

贷款 　２１６ａ，２１７ａ，２１７ｃ，２１８ａ，２１８ｂ，
２１９ａ，２１９ｂ，２２０ａ，２２０ｂ
逮捕　３２９ａ
担保公司　２１４（表）
“单一窗口”建设　１６７ａ
《蛋壳上的精彩》　３８７ｃ
党的建设　３６８ａ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三项清单”　５５ｃ
党建　３６３ｂ
党建服务中心建设　５９ｂ
党建工作　３９５ｂ
“党建社建群建”融合发展　５９ｂ
党建述职评议会　４５ｂ
党史宣传教育　３２１ａ
党史研究　３２１ａ
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６４ａ
党委书记工作例会　４２ａ

５４４

索　引



党校办班　６６（表）
党校“撤二建一”３０周年座谈会　６６ａ
党性党风党纪教育　５６ｂ
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红色路线启动仪式　
４７ａ
党员　５６ｃ，６９ｂ
党员活动　６４（图）
党员教育培训　７０ａ
党政负责干部大会　３９ｃ，４０ｃ
党政机关负责人　４０５
党组织　５６ｃ
档案　２０３ａ，３１９ａ
档案安全保护　３２０ｂ
档案工作会议　３１９ｂ
“档案馆公众开放日”座谈会　４７ａ
档案接收进馆　３２０ａ
档案局（馆）　３１９ａ
档案利用服务　３２０ｂ
档案全宗　３１９ａ
档案史志进军营活动　３１９（图），３２１ｃ
档案文化宣传　３２０ｃ
档案信息化建设　３２０ｂ
档案征集　３１９ｂ
道路　２３４ｂ
道路保洁　２５１ａ
道路管理　２３５ｂ
道路规划储备　２３５ｂ
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２５７ａ
道路交通噪声　２４８ａ，２４８（表）
道路交通智能化建设　３２７ａ
道路设施管理养护　２４５ｃ
道路停车场泊位　２３６ａ
道路养护　２３５ｂ
道路养护维修资金　２４４ｂ
道路运输管理　２５７ａ
道路运输经营行政许可　２５７ａ
道路执法　２５５ｂ
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 Ａ类供应商　
１４８ｂ
登革热疫情　３０９ｂ
地方粮食储备　１７６ｂ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３ａ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支　２０７ｃ
地理产品标志申报　１９４ｃ
地理位置　２３ａ
地名管理　２３３ｂ
地名命名登记　２３４（表）
地名普查　２３３ａ
地区生产总值　３３ａ，８３ａ，２２３ｃ，４３１（表）
地下工程　３４１ａ
地下空间安全使用　３４２ａ
地形地貌　２３ａ
第二产业增加值　２２３ｃ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３２６ａ
第二届“宝山好人”颁奖典礼　１５（图）
第二届体育资源配置上海峰会　３２４ｂ
第二届中瑞（国际）石墨烯创新高峰论

坛　２６６ｃ，２６６（图）
第二经济委员会　１２２ａ
第二轮创业型城区终期评估　３４７ａ
第二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

承学校　３８１（图）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１６５ｃ
第二十四届“蓝天下的至爱”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　５２ｂ
第３０个爱国卫生月主题活动　３０９ａ，
３０９（图）
第２５届上海市医苑新星大型义诊　１６
（图）

第４５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志愿
服务　２９２（图）

第六届节能公益论坛　１０７ａ
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　１３９ｃ
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４８ａ
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３６８ｂ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２２３ｃ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２３２ｃ
第三季“彩云计划”爱心义卖活动　３０８
（图）

第三届全国新钢笔画学术展　６４ａ
第三届全国新钢笔画学术展开幕式　
１２５（图）
第三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　３２４ａ
第三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暨“５·１５”国
际家庭日主题系列活动　２９７（图）

第三届“上水杯”活力跑、健康走活动　
２６２（图）
第三十八届全国最佳邮票评选颁奖活动

　２６０ａ
第三十九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赛亚军　
３６９ａ
第三十四个教师节主题活动　２７８ｃ
第十二届上海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　
４７ａ，３１３ａ
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２１
（图），５１ａ，８５（图），３１４ｃ，３１４（图）

第十四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　
５１ｃ，２６７ｂ
第十四届月浦锣鼓年会　３６４ｃ，３６４（图）
第十四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

班　１３８ｂ
“第十四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

书班”参观　６９（图）
第四次经济普查　２２３ａ，４０２ｃ
第四届广场舞大赛（张庙赛区）　４０４ｃ

第四期“双名工程”攻关计划后备人员

　２８０（表）
第四期“双名工程”种子计划基地　２８１
（表）

第四期“双名工程”种子计划人选　２８１
（表）

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

念活动　５２ａ
第五届高境镇市民法治文化节　３９１ｂ
第五届上海木文化节　１８７ａ
第五届上海市航空服务礼仪大赛　２９１
（图）

第五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　
１６５ｃ，２６７ａ，２７０ｂ
第一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４１９（图）
第一经济委员会　１２２ａ
电力　２６１，２６１ａ
电视台　２７１ｃ
电视转播车　２７２ｃ
电台栏目设置　２７１ｃ
电信　２７５ａ，４３３（表）
电影放映单位　３１３（表）
电子竞技创新大赛总决赛　３９２ａ
电子商务　１６６ａ
电子商务产业　１６６ａ
电子商务交易额　３３ｂ，１６６ａ
电子商务平台　１６６ａ
电子政务数据中心项目　２７０ｂ
调查资料　４３７ａ
调解　４３５（表）
东盟　１７４ｃ
动拆迁管理　２０２ｃ
动人事争议　３４９ａ
动物免疫　１９３ｂ
动物疫病监测　１９４ｂ
“２０１８—２４”毒品案件　３４５ｃ
对口帮扶地区商品展销会　１０８ａ
对口帮扶协作活动　３９５（图）
对口曲靖产业协作帮扶座谈会　１１７ｂ
对口医疗支援　３０６ｂ
对口支援　１０７ａ，１０７ｃ，３０７ｃ，３５６ｃ
对口支援新疆叶城县社会帮扶　１０９
（表）

对口支援资金　１０７ａ
对台工作　１０５ａ
对外经济　２９ａ
对外经贸　１７６ａ
对外贸易　１７４ａ
对外投资　１７５ａ
对外投资主体　１７５ｂ
对外投资主体国别　１７５ｂ

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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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２０１８感动宝山人物”评选活动　６０ｃ
恶性肿瘤死亡原因及构成前十位　２９９
（表）

二级管网建设　２４８ｂ

Ｆ

发电量　２６１ａ，２６１ｂ，２６１ｃ
法律服务　４３５（表）
法律服务所　３３７（表）
法律监督　３３０ｂ
法律咨询　４０４ａ
法院开庭　３３２（图）
法院执行行动　３３３（图）
法制队伍建设　９６ｃ
法制委员会　１２２ｂ
法治　３２５
法治服务环境　３４４ａ
反恐防暴　１６１ｂ
犯罪嫌疑人　３２５ａ
饭店经营指标排名　１８５（表）
范少军　８，４３ａ，４３ｃ，４７ｃ，５０ａ，５１ａ，５１ｃ，
５２ｂ，５２ｃ，６４ａ，９１ｂ，１０３ａ，１０３ｂ，１０３ｃ，
１０５ｃ，１０７ａ，１０７ｂ，１１７ａ，１１７ｂ，１１７ｃ，
１２０ａ，１３５ａ，１３７ｃ，１８７ａ，２４３ｃ，２５５
（图），２６６ｃ，２６７ｃ，２７０ｃ，２７９ｂ，３１４ａ，
３１４ｂ，３１４ｃ，３１５ｃ，３４３ａ
贩毒案件　３２５ｃ
防范电信诈骗宣传资料发放　３２５（图）
防范和处置非法金融宣传活动　２１３ｃ
防汛防台　２４２ｂ
防汛防台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４８ｂ
防汛防台工作检查　７９ａ
房产测绘　２０２ｃ
房产管理　２０２ｂ
房产交易　２０４ｃ
房地产　２９ａ
房地产档案　２０３ａ
房地产交易登记　２０４ｃ
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情况调研　
７８ｃ
房地产企业备案　２０３ａ
房地产企业年检　２０３ａ
房地产市场　２０５（表）
房地产业　１９５
房地产预售许可证　２０６（表）
房管局　２０２ａ，２０２ｂ
房屋应急维修　２０４ｃ
“放管服”改革　２２９ｃ，２３７ｂ
“放管服”改革工作进展　８６（表）

放射科介入团队　３０６ａ
飞镖公开赛　３８７ｂ
非法客运整治　２３６ｂ
非法客运专项行动　２５８ａ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３３４ｂ
非法烟花爆竹　３４３ｂ
“非改居”项目专项整治　２３２ａ
非公企业工会改革　１３４ｃ
非实弹战术演练　３３９ａ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　３１３ａ
非遗项目“吴淞面塑”活动　３９８ｃ
非洲猪瘟　１９２ｃ，１９４ｃ
废弃食品“互联网 ＋退市”闭环式监管
　２２８ａ

芬坎蒂尼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
（图）

“奋进新时代·红色滨江情”微电影大

赛　６１ａ
佛教场所　６２ｂ
夫妻分居解困　１００ｃ
扶贫协作　４８ａ
服务保障　２２７ｂ
服务业　１７２ｂ
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１６６ｂ
服务业载体税收规模　４３９（表）
服务业增加值　１７２ｂ
妇代会代表　１４０ａ
妇联　１３９ｂ
妇联组织建设　１４１ａ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１４０ｂ
妇女儿童“十三五”规划　１４１ａ
附录　４２３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３０６ｃ
副食品价格补贴　１７７ａ

Ｇ

“改革开放４０年宝山巨变”档案捐赠仪
式　４７ａ

“改革开放４０年全媒大调研”上海行启
动仪式　５１ｃ

改革开放四十年全国百佳县级广播电视

台　２７１ｃ
“改革开放再出发·勇立潮头创辉煌主

题图片展　３２０（图）
改（扩）建标准化菜市场　１７１（表）
改善和保障民生提案　１２１ｃ
概貌　２３
干部队伍建设　５６ｃ
干部监督管理　５７ａ
干部讲坛　１００（图）
干部教育培训　５７ａ，６５ｂ
干部人才培养　１７０ｂ

钢铁工业　２４ｃ
钢铁业　１４５
港澳地区投资　１７３ｃ
港口　２５ａ，１５３
物流　２５ａ
港务　１５３ａ
高境科创小镇　２６６ａ
高境科创小镇知识产权服务社区　３９１ａ
高境镇　３８８ａ
高炉控制中心　１４７ａ
高速船　２５９ａ
高新技术企业　８６ａ，２２４ｃ
“歌剧的魅力”讲座　１０４ｃ
葛国仙　２５０ｂ
个体工商户　２２６ｃ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２３１ａ
耕地面积　４３３（表）
工程招投标　２３６ｃ
工会　１３４ａ
工会干部培训班　１３６ｃ
工会会员　１３４ａ
工伤保险服务　３４８ｂ
工伤保险集中宣传日活动　３４８（图）
工商联　１２５ａ，１３３ａ
工商银行宝山支行　２１６ａ
工商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６（表）
工业　２７ｃ，１６３ａ
工业节能降耗综合能耗　１６３ａ
工业污染防治　２４９ａ
工业园区危险废物收集中转平台　２４９ａ
工业园区转型发展　１６４ｃ
公安部“２０１８—５２９”毒品专案　３４５ｃ
公安行政管理　３２５ｃ
公共安全信息化　２７５ｂ
公共安全罪案件　３３２ａ
公共厕所　２５１ａ
公共充电桩　２４８ｃ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３３６（图）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３３５ａ
公共服务供给　８５ａ
公共管理信息化建设　２７５ｃ
公共机构节能管理　１０６ｃ
公共交通　２３５ｃ
公共就业　３４７ａ
公共停车场　２５７ｃ
公共停车场泊位　２３６ａ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２５７ｃ
公共停车场（库）　２５７ａ
公共停车交通管理　２３６ａ
公共图书馆　４３４（表）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９６ａ
公共文化服务　３１１ａ
公共文化设施　３１１ａ，４３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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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建设工作情况调研　７９ａ
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二期）项目　
２６９ｂ
公共自行车　２３５ｃ
公共租赁住房　２０３ｂ
公交车辆　２５７ａ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２５７ｂ
公交线路　２３４ｃ，２３５ｃ，２４８ｃ，２５７ａ
公交线路行政许可　２５７ｃ
公交线网密度　２３５ｃ，２４８ｃ
公立医院　２９９（表）
公立医院改革　２９７ｂ
公路　２４５ｂ，２４５（表）
公路大中修工程建设　２４６ａ
公路管理　２４５ｂ
公路管理中心　２４５ｂ，２４６（图）
公路养护经费　２４５ｂ
公路重大项目建设　２４６ａ
公诉　３２９ａ
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执行率　２０８ｃ
公务用车北斗监控管理平台项目　２６９ｂ
公务用车改革　１０６ｂ
公务员　９８ａ
公务员管理　９８ａ
公务员考核　９８ａ
公务员培训　９８ａ
公务员招录　９８ａ
“公益荟，惠巾帼”项目化服务　１４０ｃ
公益诉讼　３３０ｂ
公益性劳动组织转制　３４７ｂ
公有住房代售　２０３ａ
公园　２５４（表）
公证律师服务　３３５ｃ
公众开放日活动　３３４ｃ
供销合作总社全资、控参股公司　１８３
（表）

供销社　１８３ａ
共和新路长江西路口　２５１（图）
共青团　１３７ａ
共青团干部和青年干部（青联委员）党

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１３９ａ
共青团“面对面”活动　１３７ｂ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２０３ｂ
古树　２５２（表）
固定电话用户　２６８ｃ，２７５ａ
固定资产投资　３３ａ，８３ａ，１７２ｂ，２２３ｃ
固体有害垃圾污染防治　２４９ａ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２０４ａ
顾村公园　４１７（图）
顾村老集镇“城中村”改造项目　３７５ｃ，
３７６（图）
顾村诗歌文化节　３７７ａ，３７７（图）
顾村样板派出所　３２６ｃ

顾村镇　３７２ｃ
顾村镇片区专场招聘会　１３６ｂ
关爱环卫职工系列活动　１３６ｃ
关爱民警辅警系列活动　１３６ｃ，１３６（图）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查工作动

员会议　４８ｂ
《关于宝山区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

案》　３８ａ
《关于本区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

级人大报告的实施意见》　３９ａ
《关于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加强党内法

规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的实施方

案》　３９ｂ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宝山的实施

意见》　３９ｂ
《关于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

制的实施意见》　３９ａ
《关于组织开展“初心工程”加强新时代

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３７ａ
广播电视　２７１ｃ
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２７２（表）
广播电视业　４３４（表）
归国华侨联合会　１４１ｃ
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调研　７８ａ，１０４ｃ
规范定密管理　７３ｂ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９６ｂ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９６ｂ
规划批复　２３３（表）
规模化畜牧场　１９３ｂ
规土局调研　２３２（图）
贵州三荔高速公路　１９８（图）
国防教育　３３９ｂ
国防教育主题公园　３８４ｃ
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　２６５ｃ，２６６（图），
３１２ａ
国际 ３Ｄ打印嘉年华活动启动仪式　
４６ｃ
“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３２０ｃ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上海奖学金中心”

合作协议　３０４ｃ
国际民间艺术与设计邀请展　３１５ａ
国际内燃机学会主席　２８８ｃ
国际税收管理　２１２ａ
国际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　２１（图），
９５ｃ，１７６ａ
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宝山服务

中心）　２６６ｂ，３７６ｃ
国家Ａ级旅游景区　１８９（表）
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评审　
２９７ｃ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转隶大会　

３９ｃ
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３０８ｃ
国家卫生镇　３０８ｃ
国家优质工程奖　１９５（图）
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试点　２０８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２７ａ
国药上海健康产业园　２６５ｃ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２２５ｂ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２２５ｂ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２３０ｃ
国有粮仓　１７７ａ
国有企业出口额　１７４ｂ
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２２５ｂ
国有土地出让金收支　２０７ｂ
国资国企改革　１８４ｂ，２２５ｂ
国资监管体系　２２５ｃ
国资系统车改　２２６ｃ

Ｈ

“海上花开”宝山首批艺术名家工作室

　４５ｂ
“海上新力量·宝山宝”品牌建设　６３ｂ
海事检查　１５８ａ，１６０ａ
海事执法船　１５８ｃ，１５９ｃ
“海峡杯”篮球邀请赛　１０５ｃ
海洋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２４３ａ
海洋管理　２４３ａ
海葬　２５９ａ
罕见肾脏疾病Ｆａｂｒｙ病　３０５ａ
航海文化进社区活动　３１４ｂ
合同外资　１７４（表）
合作交流　１１７ａ
合作交流办　１１７ａ
河长制　１６９ａ，２４２ａ，２４２ｃ，２４８ａ
河道　２４２ａ
黑池舞蹈节　３１１ａ，３１４ａ
黑池舞蹈节（中国）开幕式　４８ｃ
“弘扬上海精神，促进文旅发展”上合高

层论坛　５１ａ
“红帆港”党群服务站　７１ｃ，４２０（图）
“红帆港”党群活动———寻找宝山亮点

定向赛　７１（图）
红色线路　３２１ａ
红十字服务进军营启动仪式　３５６（图）
红十字会　３５６ａ
红十字会工作调研　８０ａ
红十字宣传活动　３５６ｃ
红十字医疗队　３０５ｂ
后勤服务保障　１０６ｃ
户籍人口　２４ｃ，２９６ａ，３２５ａ，３５７ａ，３６１ａ，
３６４ｃ，３７２ｃ，３７７ａ，３８２ａ，３８５ａ，３８８ａ，
３９２ａ，３９６ａ，３９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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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　２５１ｂ
户外广告招牌　２５１ｂ
户外团队拓展训练活动　１６７（图）
花车宝山巡游　１８７ａ
“花开四季　幸福宝山”广场舞展演　
３１４ｃ
华东师大—宝山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２６６ｃ
华东师大国家大学科技园宝山分园　
２６６ｃ
华东师大教育品牌　２７９ａ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２６１ｃ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２６１ａ，２６１
（图）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２６１ａ
华山医院北院科研获奖情况　３０７（表）
华滋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３８７ａ
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　３４２（表）
化救专家队伍　３４２（表）
“环保督查”整治　１７０ｃ
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４７ａ
环保宣传系列活动　２５０ａ
环保资金　２４７ａ
环境　２４７
环境保护　３１ｂ，２４７ａ，３９７ａ，
环境建设　２６ａ
环境空气质量　２４７ａ
环境污染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３３６ｃ
环卫设施设备　２５０ｂ
黄俊凯　３９１ｃ
会员卡注册　１３４ｂ
惠老助老　３５２ｂ
婚姻登记　３５０ａ
“活力楼组”　１０２ｂ
火灾　３４２ａ
火灾扑救　３４３ｃ
火灾事故　３２６ｃ，４３５（表）
货物吞吐量　１５４ａ，１５５ａ

Ｉ

ＩＰＴＶ用户　２７５ａ
ＩＰＴＶ用户　２６８ｃ

Ｊ

“９６２１２１”物业服务呼叫中心　２０４ｃ，
２０５ａ
机构编制规范管理　５８ａ
机关办公用房管理　１０６ｃ
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７０ｂ
机关党委　６９ｂ
机关党组织建设　７０ａ

机关美食节活动　１０６（图），１０７ａ
机关“凝聚力工程”建设　７０ｂ
机关事务管理　１０６ａ
机关事业单位健康体检　９９ａ
机管局　１０６ａ
机器人主题活动　１６５ｂ
积成能源大数据产业示范基地　２６６ａ
基本管理单元　１０２ａ
基层党建　３９８ａ
基层党建责任　５９ｃ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５７ｂ
基层队伍综合能力　１０２ｃ
基层工会　１３４ａ
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室）　３３６ａ
基层建设　３４９ｂ，３７４ａ
基层人才服务工作站远程受理点　９７
（图）

基层税务所　２０９ｃ
基层团组织　１３７ａ
基层治理　３９７ｂ
基础教育　２７７ａ
吉志勇　１４８ｃ
急避难场所　３４１ｃ
疾病死亡原因前十位及构成　２９８（表）
集体土地征地补偿　２３１ａ
集中旁听行政诉讼案件庭审　３３４ｃ
计划生育管理　２９７ａ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　２９７ａ
纪检　５５ａ
纪检队伍自身建设　５６ｂ
纪检体制改革　５５ａ
纪律审查　５６ａ
纪念上海监狱“红烛”精神凝练传承３０
周年活动　５１ｂ

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８６周年系列
活动　３１１ｂ

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
系列活动　６３ｂ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７周年座谈会　
４７ｂ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９７周年系列活动
　３１３ａ

纪委揭牌　４７ｂ
纪委七届四次全会　５５ａ
纪委　５５（图）
家庭文明建设　１４１ａ
驾校业户　２３５（表）
监察体制工作座谈会　４８ｂ
监察委员会　５５ｂ
监察委员会挂牌仪式　４５ｂ
监护权转移案　３３４ｂ
《监狱法》贯彻执行情况调研　７８ｂ
检察　３２９ａ

检察系统“追求卓越新征程　不忘初心
再出发”推进会　５２ａ

建管委　２３４ａ
建区兴区路活动　１３４ｃ，１３６ｃ
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２３４ａ
建设领域大气污染防治　２４８ｃ
建设“四大品牌”重要承载区推进大会

　４１ａ
建设银行宝钢宝山支行　２１７ｂ，２１７
（表）

建置　２４ｂ
建筑工地管理　２３６ｂ
“建筑可阅读”活动　１８６ｃ
建筑垃圾处置　２５１ａ
建筑垃圾整治　２５５ａ
建筑业　２７ｃ，１９５，１９５ａ
建筑业增加值　１９５ａ
“健康宝山”公众微信号　３０８ａ
健康促进　３０８ａ
“健康皮肤　美丽人生”专题活动　
３０４ｂ
江苏省滨海县党政代表团　１１７ｂ
江杨北路桥　２４５ｂ
江杨北路桥大修工程　２４５ｂ
江杨北路装修垃圾永久性分拣中心　
２５２ｃ
江杨路农产品批发市场物联网项目　
２７５ｃ
降水　２３ｂ
交通　２５７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２５７（图）
交通“放管服”便民服务措施　３２７ｂ
交通领域大气污染防治　２４８ｃ
交通体系　２５ｂ
交通违法　３２７ｂ
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　３２６ａ，３２７ａ
交通委员会执法大队　２５８ａ
交通文明共建共治　３２７ａ
交通行业管理　２３５ｃ
交通行政执法　２５８ａ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　２１８ａ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８（表）
交通运输　２８ｂ
交通运输管理　２５７ａ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　２５７ｃ
交通运输支出　２０８ｂ
交通肇事罪案件　３３２ａ
交通执法安全检查　２３７ａ
矫正安帮　３３５ａ
教练　３２２ｂ
教师　２７７ａ
教学与学科建设总结会　２７８ａ
教育　３０ａ，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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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联合调研　７８ａ
教育机构　２７７（表）
教育委员会　１２２ｃ
教育系统“青春艺华”迎新活动———“乐

响宝山”新年音乐会教育学会换届大

会　２７９ａ
教育学院６０周年院庆　２７９ｂ
教育支出　２０８ａ
街道　３５７
街道经济　３９２ｂ
街道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中心　３９８ａ
街道企业出口　１７５（表）
街道区块招商公司整合重组　１６９ｃ
街面环境治理　２５５ｂ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７６ｃ
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３１１ａ，３１２（表）
街镇、园区服务业载体　４４０（表）
节能环保支出　２０８ｂ
节能降耗　２２５ａ
“节能有我，绿色共享”节能宣传周专题

活动　４０４ｂ
节庆主题营销活动　１７１ｂ
节水型社会　２４３ｃ
结对帮扶　１０９（表），１１０（表），１１５（表）
结对友好地区　１１７（表）
结婚　２４ｃ，３５０ａ
界别协商　１２１ａ
金东寒　２８８ｃ
金富门酒店改造项目拆房工地项目　
２０３ｃ
金融　２１３
金融服务活动　２１３ｃ
金融业　２９ａ
金融业增加值　２１３ａ
金融政策　２１３ｂ
金天使奖·年度最佳戏曲电影　３１５ａ
进博会志愿服务任务　３０５ｂ
进博会专项检查核查　１５９（图）
进出口报关单　１５６ｃ
进出口情况　１７４（表）
进出口商品　１７４ｃ
进出口总额　１７４ａ
进口博览会安保　１６１（图），１６１ａ
进口博览会交易组织　１７６ａ
进口国家（地区）　１７５（表）
进口货物检验检疫　１５７ｃ
进口商品　１７５（表）
进口总额　１７４ｂ
禁毒犯罪活动　３４５ａ
“泾彩同行·２０１８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
步赛”　３２４ｃ

“泾光闪闪”农民篮球联赛　３７２ａ
经济发展　３８５ａ

经济工作会议　４０ａ
经济建设　３５７ａ，３６１ａ，３６５ａ，３７０ａ，３７２ｃ，
３８２ａ，３８８ａ
经济形势研究　２２３ｂ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１２ｃ
经营性公墓　３５０ａ
经营性骨灰堂　３５０ａ
精神卫生中心迁建工作推进情况专题调

研　７７ｃ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５９ａ，３６７ｃ，３７１ａ
景观灯光　２５０ｃ
景观绿化　２５０（图），２５２（图）
警务　３２５ａ
境内外游客　１８４ｃ
九年一贯制学校　１６９ａ
九三社区委专委会学习活动　１３１（图）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１３０ｂ
酒类行业监管　１７１ｃ
旧区改造　２０４ｂ，３９６ａ
救护培训　３５６ｂ
救灾　３４１ａ
救助关爱　３５６ａ
就业 　３４７ａ，３５９ａ，３６２ｃ，３６７ａ，３７０ｂ，
３７４ａ，３８３ａ，３８５ｃ，３８８ｃ，３９７ａ
就业保障　３６ａ
就业促进网上业务办理与监管系统（三

期）项目　２７０ｃ
就业困难人员　３４７ａ
就业培训　３５１ａ
就业援滇　１０８ｃ
就业援助月　３５１ａ
居（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换届　５８ｂ
居（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动员

部署会　４０ｂ
居村换届选举工作调研　７９ａ
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化管理　３５２ａ
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　３０８ｂ
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主题情景剧《拒

绝二手烟的侵害》　３９７（图）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３ａ，２２４ａ
居民住房改造　２０４ｂ
居委会　２４ｃ，３６２（表），３７４（表），３８６
（表），３９０（表），３９４（表），３９８（表），
４０１（表）
居委会换届选举　３９１ｂ
居转户　１００ｃ
局级离退休干部座谈会　４５ｂ
举办“曹燕华·杨行杯”乒乓球比赛　
３５９ｂ
捐帮困送温暖活动　３５６ａ
卷烟经营　１７７ｃ
决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２００天全区动
员大会　４０ｃ

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站　３３６ａ
军事　３３９
军休干部　３４９ｃ
军转干部　３４９ｃ
军转干部安置　９９ａ
骏利财智中心　３８４ｃ
竣工住宅面积　２０２ａ

Ｋ

开发企业名单（一、二、三级）　２０５（表）
开放型经济能级　８６ａ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１６４ｃ
开学第一课　２７８ｃ
开展工作调研　５２
康复服务　３５１ａ
科创中心　２２４ｃ
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　８６ａ
科技　２６５，２６５ａ
科技创新　１４６ｃ
科技小巨人企业　２６５ａ
科普示范创建　２６５ｂ
科学技术　３０ａ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１２２ｂ
科学技术支出　２０８ａ
空气质量改善　２４９ｃ
控烟宣传活动　３０８（图）
口岸安全管控　１５７ｂ
口岸查验货物　１５６ｃ
口岸管理　１５３，１５６ｃ
《口述宝山　改革开放（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３２１ａ

跨国公司地区研发中心　１７４ａ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１７４ａ
宽带用户　２６８ｃ，２７５ａ

Ｌ

０—３岁婴幼儿托育情况调研　７９ｃ
“６·１６”安全生产大型宣传咨询活动日
　２２６（图）

垃圾分类　２５０ｃ
垃圾分类管理　１０６（图）
垃圾分类宣传　３８７（图）
来访团组　１１７ａ
来沪人员　３２６ａ
“蓝盾”打非专项行动　２９８ｂ
“蓝天保卫战”　２４５ｃ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３４ｃ
劳动保障监察　３４９ａ
劳动关系　３４８ｃ
劳务派遣企业　３４８ｃ
老干部工作　６７ａ

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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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房成套改造　４０１ａ
“老街·新居”市民文化节开幕式　４０２
（图）

老龄事业　１５１ｃ，３５１ｂ
老年活动室　３４９ｂ，３５１ｃ
老年人　３５１ｂ
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　３４９ｂ，３５１ｃ
老年人助餐服务点　３５１ｃ
老年宜居社区　４０１ａ
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３５２ｂ
“乐业上海”主题系列活动　４０４ｃ
乐游宝山—午间一小时运动巡回赛　
１８６ｃ
离婚　２４ｃ，３５０ａ
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６８ａ
离休干部　６７ａ
李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３２８ｂ
李萍　８１ｃ，８１（图）
李强　４２ｃ，９５ａ，２６２（图），２８８ａ，３９１ａ
李移峰　１９６（图）
历史文化　２６ｂ
历史沿革　２４ｂ
联防联治安全网　３４４ｂ
廉租房管理　２０３ｂ
廉租在保家庭　２０３ｂ
廉租租金配租家庭　２０３ｂ
粮库维修　１７７ａ
粮情监测　１７６ｃ
粮食　１９３ａ
粮食采购　１７６ａ
粮食产后服务　１７７ａ
粮食管理　１７６ａ
粮食库存监管　１７６ｃ
粮食流通市场　１７６ｂ
粮食市场　１７６ｃ
粮食应急网络　１７６ｂ
粮油收购　１７６ａ
两孩政策　２９７ａ
两化融合深度行系列宝山站活动　１６５ｂ
“两集中两到位”　１６７ａ
“两新”团建联盟　１３８ｃ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保障　７２ｂ
“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队伍建设　７２ａ
“两新”组织党群阵地　７１ｃ
“两新”组织党组织　７０ｃ
“两新”组织经营管理者研修班　７２
（图）

“两新”组织专题培训　７２ａ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５８ａ，６９ｃ
烈士纪念日活动　３５０ｂ
林肯电气中国技术中心　２６６ｃ，３９１ｃ，
３９２（图）

林业执法　１９２ｂ
临时入境许可　１５７ｂ
零就业家庭　３４７ａ
零售业　２８ａ
领导班子建设　５６ｃ
领导调研　４２ｂ，５２ｂ，９５ａ，１０４ｃ，１２０ａ，
１３６ｃ，１８４ａ，２０４（图）２２５（图），２６２
（图），２７８ｃ，２８６（图），２８７ｃ，２８８ａ，
３０７ａ，３１９ａ，３７１ａ，３７９ａ
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　７３ａ
领导高温慰问　１３６ａ
领导视察　６８（图）
领导慰问　３０７ａ
领导走访　６７（图）
刘行“８·１５”系列撬盗保险箱案　３２７ｃ
留学生林十周年纪念活动　１０５ａ
流转税管理　２１１ａ
“六统一”计量监管模式　２２７ｃ
龙现代艺术馆　４５ｂ，３７５ｃ
路政巡查　２４６ｃ
旅行社　１８５ａ，１８５（表），１８８（表）
旅游　１７１，１８４ｃ
旅游安全管理　１８４ｃ
旅游标准化建设　１８５ａ
旅游厕所标准化　１８６ａ
旅游教育培训　１８６ａ
旅游景区等级复核　１８５ａ
旅游景区等级评定　１８５ａ
旅游局　１８４ｃ
旅游企业经营　１８５（表）
旅游设施　２８（表）
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１８６ｂ
旅游业　２８ａ
旅游住宿企业等级复核　１８４ｃ
旅游住宿企业等级评定　１８４ｃ
旅游专业展会　１８６ａ
旅游总收入　１８４ｃ
律师　４３５（表）
律师事务所　３３７（表）
绿地　２５０ａ
绿化带清洁集中行动　３９３（图）
绿化覆盖率　２５０ａ
绿化管理　２５１ｂ
绿化市容　２５０ａ
绿化市容局　２５０ａ
绿色生活　２４９ｂ
绿色转型　２４９ａ
罗店“兵营式”危房改造　３４ｃ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２０３ｃ
罗店花神庙会　３６８ｃ
罗店教育集团交响乐团成立　５２ｂ
罗店龙船文化节　３６９ａ
罗店镇　３６４ｃ，３６８ｂ

罗店镇花神节　３６９（图）
罗店中心校　３６９ａ
罗泾分公司　１５４ａ
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位　１５５
（表）

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备装卸　
１５５（表）
罗泾码头　１５５（图）
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开赛仪式　５０ｂ
罗泾十字挑花　３７２ｂ
罗泾镇　３６９ｃ
罗泾镇塘湾村　９１ａ
《罗泾镇志》　３２１ｃ
罗青湾新苑动迁安置房项目　３７５ｃ，３７６
（图）

落实上海人才政策情况专项民主监督工

作反馈会　４９ｂ

Ｍ

贸易型企业出口额　１７４ｂ
梅雨量　２４ａ
美兰金苑养老院　３６５（图）
美丽宝山系列读本《人文韵》出版　
２７９ｃ
“美丽家园”创建　３９９ｂ，４００ａ
“美丽街区”建设　３９６ａ
美丽乡村建设　９２ａ
“美丽乡村、美丽家园、美丽街区”工作

推进会　４１ｂ
“魅力庙行”文化节　３８４ａ
门户网站全新改版　２７１ｂ
门急诊　２９６ａ，３０４ａ，３０５ｂ，３０６ｃ
庙行镇　３８２ａ
庙行镇人大代表之家　８１ｃ
民办非企业单位　３５４ａ
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３５４ａ
民办华二宝山实验学校　３７６ｃ
民办学校学费成本审核　２２５ａ
民兵整组　３４０ａ
民防　３４１ａ
民防办化救器材　３４２（表）
民防工程　３４１ａ，３４１ｃ
民防应急救援　３４１ａ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　３４１ｂ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　３４１ｂ
民防组织指挥训练　３４１ａ
民革区委　１２５ａ
民革市委人才工作专项监督工作汇报会

　４７ｂ
民工党区委　１２９ａ
民建区委　１２７ｃ
民进区委　１２８ｂ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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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百名律师义务法律咨询活动宝山会

场　１２７（图）
民盟区委　１２６ｃ
民盟区委新春团拜会　１２６（图）
民生　３６３ａ
民生保障　３７８ｂ
民生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９（表）
民生银行宝山支行　２１９ｂ
民事案件　３３２ｂ
民事审判　３３２ｂ
民营门诊部　３００（表）
民营企业出口额　１７４ｂ
民营企业发展情况调研　８０ａ
民营医疗机构管理　２９７ｂ
民营医院　３００（表）
民政　３４９ａ
民政局　３４９ａ
民主党派　１２５，１２５ａ，４０９ａ
民主党派负责人　４０５
民族　３５４ａ
民族宗教法规政策宣传　３５４ａ
民族宗教法制宣传月启动仪式　３５４
（图）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１２３ｂ
民族宗教事务管理　６２ａ
民族宗教团体建设　３５４ｃ
名家冠名艺术特色学校战略合作协议　
２７８ｂ
名录　４０５
“名师讲坛”　３３１ｂ
《名医话健康》　２７２ｃ
“明星教练进社区”系列活动　３２２ｂ
“母婴健康”宝山行科普项目　３０６ａ
牡丹江路商业街区自治共治委员会　
３９５ｃ

Ｎ

纳税服务　２１１ａ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

　３１５ｃ
内河港航专项整治　２３６ａ
内河航道分布　２３７（表）
能源　２７ａ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
与责任分工》　９６ａ

年度基层党建重点任务　５９ｂ
年末集中视察　７７ｂ
年轻干部工作会议　４１ｃ
年轻干部培养　５８ｃ
“您好，宪法”系列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３３６ｃ
农产品绿色认证　１９３ｂ

农场医院移交　４５ｃ
农村地籍更新调查　２３０ｃ
农村公路管养机制改革　２４６ａ
农村环境保护　２４９ｂ
农村集体经济　９２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９２ｂ，
１９１ａ
农村集体清产核资单位　１９１ｂ
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　１９１ｃ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１９１ｂ
农村集体总资产　１９１ｃ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９２ａ
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９（表）
农村土地承包　１９１ｃ
农村土地承包确权　９２ａ
农副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２７（表）
农工党宝山区委成立３０周年图片展　
５１ｂ
农户　１９１ａ
农林水支出　２０８ｂ
农民工工资信访投诉　２３７ｃ
农民工工资支付　３４９ａ
农民集中居住改造项目　３６９ａ
农民人均收入　１９１ａ
农民专业合作社　２２６ｃ
农业　２７ｂ，１９１
农业发展银行宝山区支行网点　２１９
（表）

农业耕地面积　１９１ａ
农业规模经营单位　９３（表）
农业环境保护　２４９ｂ
农业科技示范　１９３ａ
农业科技推广　１９３ａ
农业龙头企业　９２（表）
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２０８ｃ
农业信息化建设　１９３ｃ
农业银行宝山支行营业网点　２１７（表）
农业总产值　４３２（表）
农用地　１９１ａ
农宅盗窃案　３２７ｃ
农转用审批　２２９ｂ
女工专项检查　１３５ａ

Ｏ

欧美同学会新会员见面会　１０５ａ

Ｐ

ＰＭ２５浓度　２４７ａ
排水改造项目　１６９ｂ
排水系统重大工程建设　２４３ａ
潘光旦先生纪念图片展　３６８ｃ

培智学校　２９５ａ
批发业　２８ａ
品牌卷烟营销活动　１７７ｃ
平安建设 　３６７ｂ，３７０ｃ，３７５ａ，３８３ｂ，
３８９ｃ，３９４ａ，３９７ｃ
平安建设大会　４０ａ
平安建设信息化体系　３４４ｃ
平安社区创建　４０３ｃ
平安志愿者　３２６ｃ
平均气温　２３ｂ
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２１８ａ
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８（表）
普法宣传　３３５ｂ
普通地下室　３４１ａ

Ｑ

“７·１”特大跨省制售注水伪劣牛肉案
　３２８ａ

“七五”普法中期督查　３３６ｂ
其他民营医疗机构　３０２（表）
其他团体　１４１ｂ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支　２０７ｃ
气候　２３ｂ
气象　２６８ａ
气象服务保障　２６８ａ
气象服务信息　２６８ａ
气象局　２６８ａ
气象科普教育活动　２６８ｂ
气象现代化建设　２６８ａ
气象灾害防御机制　２６８ａ
企业　３３ａ，２２６ｃ
企业办社区职能剥离　１５１ｃ
企业改革　１４５ｃ
企业环保监管　１６９ａ
企业破产税务债权申报制度　２１０ｃ
企业上市　２１４ａ，２１４（表）
企业危废规范化管理检查考核　２４９ｃ
企业注册登记　２２６ｃ
汽车维修管理　２５７ａ
汽车维修企业　２３５ｃ
起诉案件　３２９ａ
“潜溪之约”文化艺术节　２８７（图），
３７９ａ
“潜溪之约”文化艺术节闭幕式　４６ｂ
强校工程　２７７ｂ
侨办　１０４ｂ
侨法宣传落实情况调研　７７ｂ
“侨法宣传月”活动　１０４ｂ，１４２（图）
侨界人士中秋祈福活动　１０５ａ
侨务　１０４ｂ
侨务工作会议　１０４ｂ
桥梁管理　２４６ｂ

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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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检测普查　２４４ａ
桥梁桥孔整治　２４６ｃ
《侵华日军暴行实行罪证展》　３１３ｃ
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地　
３７２ｂ
“亲情中华”台湾青年学生代表团　
１４２ｃ，１４２（图）
秦皇岛市考察团　１１７ａ
“青春颂祖国·弘扬新时代”纪念一

二·九运动 ８３周年主题活动　２９２
（图）

青岛市政府考察团　１１７ａ
青联　１４３ａ
青年联合会　１４３ａ
“青年人才成长计划”系列活动　１３８ａ
青浦国家会展中心　３２７（图）
青企协十三组走进宝山活动　１４３（图）
青少年科学研究院工作推进大会　２６６ａ
青少年体育发展　３２２ｂ
清理规范性文件　９６ｂ
清真供应网点　３５５（表）
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文艺演出　２２
（图）

庆祝教师节党性教育团建活动　６５
（图）

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集会　
１３７ｃ，１３８（图）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　
１３５ｃ
庆祝中国首个医师节系列活动　３０６ｂ
区八届人大代表　７５ａ
区不动产登记　２３３ｃ
区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　４０ｂ
区府办文件目录　４２８
区划　２４ｂ
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６１（表）
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９２ａ
区级税收　２１０ａ
区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办法　２０９ｃ
区级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计划　２４０（表）
区委　３３
区委办文件目录　４２５
区委常委会专题民主生活会　４５ｃ
区委党校　６４ｃ
区委调研　８０ｃ
区委法律顾问聘任仪式　４７ｃ
区委工作报告　１
区委季度工作会议　４０ｂ
区委七届六次全会　３７ｃ
区委七届五次全会　３７ｂ
区委七届七次全会　１，１（图）
区委全会　３７ｂ
区委四季度工作会议　４２ａ

区委文件目录　４２３
区委学习讨论会　４２ａ
区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５１ａ
区委中心组学习会　４１ａ
区委重大决策　３７ｃ
区委重要会议　３９ｃ
区委重要活动　４２ｂ
区校合作办学暨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２６６ｃ
区域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６３ａ
区域工业总产值　１６３ａ
区域环境保护　４００ｂ
区域环境噪声　２４８ａ，２４８（表）
区域降尘量变化趋势　２４７（图）
区域面积　２３ａ
区域特点　２４ｃ
区域总体规划编制　２３０ａ
区域总体规划解读会　７７ａ
区镇财政体制调研　７９ａ
区政府文件目录　４２７
区政府综合督政　２７９ａ
区重点工作建档指导　３２０ａ
区属工业总产值　１６３ａ
区属征收安置房　２０３ｃ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６１（表）
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接待活动　
２９５ｂ
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舞蹈专场　
２８８ａ
全国法院“百场优秀庭审”　３３４ｂ
全国法院司法宣传先进单位称号　３３４ｂ
全国供销合作社百强县级社　１８３ａ
全国供销合作社先进集体　１８３ａ
“全国黑臭河道整治光荣榜”　３８７ａ
全国技术能手　１４８ｃ
全国检察文化建设示范院　３３１ａ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单位　９４ａ，
２３４ｃ，２４５ｃ，２４６（图）
全国敬老文明号　３６５（图）
全国科普日场馆开放日活动　２６８（图）
全国科普日主题活动　３０６ｃ
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单位　１８５ａ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３６８ｃ，３６８（图）
全国模范检察院　３３１ａ
全国侨联先进个人　３８１ｂ
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　３９０ａ
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推进大会　
４８ａ
全国特教国家课程校本化岳麓高峰论坛

　２９５ｃ
全国文明城区动员大会　４１ｂ
全国文明村　３７２ａ
全国先进个人　４１１（表）

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　３３１ａ
全国先进集体　４１１（表）
全国血防卫士　３０８ｃ
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一等奖　３０７ｃ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２９０
（图）

全国中小学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３８１ｃ
“全国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

（市、区）”实地核查　２７９ｂ
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　３５１ｂ
全国最大钢铁电商交易中心　１７２ａ
全季酒店　１８４ａ
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　５５ｃ
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建设推

进电视电话会议　４２ａ
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３４０ｂ
“全市通办”　２６９ａ
群体性劳资纠纷　３４９ａ
群众来信来访　３２５ａ
群众体育大会　３２２ｂ
群众团体　１２５
群众团体负责人　４０５
群众信访　９７ａ
“群租”集中整治　２０５ｃ

Ｒ

燃气　２３７ｃ，２６１，２６２ａ
燃气企业　２３７ｃ
燃气用户　２３７ｃ
“热血丰碑”红色文化品牌　３５０ｂ
人才队伍　５７ｂ，１４９ｃ
人才发展平台建设　１００ａ
人才服务活动　１００ａ
人才服务政策环境　１００ａ
人才培养　１４７ｂ
人才引进　１００ｃ
人大　７５
人大八届三次会议　７５ｃ
人大常委会　４０７ａ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十次会议　７５ｃ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十一次会议　７５ｃ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十二次会议　７５ｃ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十三次会议　７６ａ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十四次会议　７６ａ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十五次（扩大）会议

　７６ａ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十六次会议　７６ｂ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十七次会议　７６ｂ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十八次会议　７６ｂ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十九次会议　７６ｃ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二十次会议　７６ｃ

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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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会会议　７５ｃ
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　８２（表）
人大常委会学习讨论会　７６ｃ
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联席会议　
７６ｃ
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会　７６ｃ
人大代表补选　８１ｂ
人大代表工作　８１ｂ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　８１ｂ
人大代表联系社区活动　８１ｃ
人大代表履职学习培训　８１ｂ
人大代表视察　８２（图）
人大代表之家　３８４ａ
人大代表之家专题调研　７９ａ
人大代表主体作用　７５ｂ
人大代表座谈　８２ｂ
人大调研　８１ａ，１０５ａ
人大工作研究会第四次会员大会　８０ｃ
人大关于预决算的审议和决定　７７ａ
人大０２号代表议案办理调研　７７ｃ
人大监督　７５ａ
人大来信　７５ａ
人大年中集中视察　７７ｂ
人大研究会调研　８１ａ
人大依法监督　７７ｂ
《人大直通车》　２７２ｃ
人大重大决定　７７ａ
人大重要会议　７６ｃ
人大重要活动　８０ｂ
人户分离　３２６ａ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２５０ａ
人口　２４ｃ，３０ｃ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１２２ｂ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２４ｃ
人口综合管理　３９４ａ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单　９８（表）
人力资源培训　１０７ｃ
人民调解　３３５ａ
人民检察院　３２９ａ
人民建议征集　９７ｃ
“人民满意窗口”标准化创建活动　９７ｂ
人民生活　３０ｃ
人民政府　４０７ｂ
人事人才　９７ｃ
人武部　３３９ａ
人物　４０５
人行道养护　２４４ｃ
仁济医院　３８１ａ
认知症照护床位　３４９ｂ
日照　２３ｃ
荣誉榜　４０５
融资担保公司　２１３ａ
入境边防检查　１５７ａ

入梅　２３ｂ

Ｓ

“３·２５”文化服务日活动　４５ｃ
３Ａ级旅行社　１８５ａ
“３·２５”上海市民文化节文化服务日　
３１１ｃ

３Ｄ打印嘉年华　３７６ａ
４Ａ级旅行社　１８５ａ
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　９５ｂ
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国际邮轮研究
联盟峰会　５０ｃ

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开幕式　５０ｃ
“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１４０ａ
“三大园区”建设　１６８ａ
三地台联会友好共建签约　１０５ｂ
“三个机制”平台调处矛盾　９７ａ
“三亮、三比、三评”活动　１６７ｃ
“三支一扶”工作　１００ｃ
“三支一扶”红色之旅　１００（图）
“三纵三横”公共法律服务网络　３３５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３４４ｂ
沙海林　８０（图）
陕西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３０６ａ
陕西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授牌　３０８
（图）

“善行滨江 大爱至简”慈善义拍义卖活

动　６３（图）
商贸　１７１
商品房成交金额　２０４ｃ
商品房维修基金　２０３ａ
商品房销售方案备案证明　２０２ｃ
商品房销售面积　２０４ｃ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２０２ｂ
商品交易市场　１７８ｃ，１７８（表）
商品销售额　３３ａ，１７１ａ，４３３（表）
商务载体　１７２ｃ
商业　１７１ａ
上海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吴淞站发

车时刻　２５９（表）
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２５８ｂ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８８ｃ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２１ａ
上海宝山大华女篮俱乐部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赛季总结座谈会　４６ｂ

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２７３ａ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２１ａ
上海宝山规划展示馆　４６ａ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４１７
（图）

上海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　３７２ａ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１７０ｃ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１ｂ
“上海宝山”微信公众号　２７０ａ
上海宝冶　１９５ａ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５ａ
上海宝冶省部级以上荣誉工程　１９６
（表）

上海北翼（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３ａ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泰和水厂　２６３ｃ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吴淞水厂　２６２ｃ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月浦水厂　２６３ｂ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２６２ｃ
上海大学　２８５ａ，２８８（图）
上海大学东京学院　２８８ｂ
上海大学附属宝山外国语学校冠名签约

仪式　１７（图），４３ｂ，３５９ｂ，３５９（图）
上海大学人工智能理论、技术、平台与应

用交流合作论坛　２８７ｂ
《秩序的重构———人工智能与人类社

会》新书发布　２８７ｂ
“上海大学”微信公众号　２８７ｂ
上海大学校友值年返校活动　２８８ａ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２８８ｂ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　６３ａ
上海二十冶获奖工程科技成果　２００
（表）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２００ａ
上海飞镖音乐节　１８６ｃ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　２５８ｃ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

　２５９（表）
“上海购物”品牌　１７１ａ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１５４ａ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１５３ａ
上海国际婚礼时尚周　１７３ａ
上海河口科技馆　２６６ｃ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短驳公交线路　３７７ａ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８９ｂ
上海健身瑜伽公益大赛　３８４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北部）　３０４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宝山

分院揭牌仪式　２９８（图）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９１ｃ
上海科普公园　２６７ｃ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２９３ｃ
上海临港南大智慧城市　３８０ｃ

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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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临港南大智慧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２２６ｂ
上海旅游节花车宝山巡游活动　２０
（图），４９ｃ

上海罗村实业公司　３６９ｂ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５５ｂ
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　３７２ａ
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开赛仪式　
３２１（图）
上海民办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基地　２９１
（图）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２１９ｃ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６２ａ
上海市宝山区烟草专卖局　１７７ｂ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志

（１９３７—２０１７）》　３２１ｂ，３２１ｃ
《上海市宝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送审稿）》审议
　７７ａ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９３ｂ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山区分会换届大会

　５０ａ
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３２２ｃ
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第二期专业裁

判员培训班　１７０（图）
上海市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培训会议（宝山站）　２６９ｃ
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病人满意度调查　
３０７ｂ
《上海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贯彻落实

情况调研　７９ｂ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员

会　１４１ｂ
上海市“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

市”先进集体　３６４ａ
《上海市居住证》　３２６ａ
上海市居住证积分　１００ｃ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５９ａ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计划船期　
２５９（表）
上海市课改３０年系列活动　２９５ｂ
上海市民文化节“新诗创作大赛”　
２７２ｃ
上海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　３９８ｂ
上海市民文化节“新诗创作大赛”颁奖

仪式　３１５（图），３１５ｃ
《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

　１９１ａ
上海市“平安城区”　３４３ｃ
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服务达标单位　
１８７（表）
上海市社会旅馆优质服务达标单位　
１８７（表）

上海市示范街镇侨联”揭牌　１４１（图）
《上海市市民体育健身条例》执法检查

　７７ｃ
《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执法检

查　７７ｃ
上海市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领导小组第

一次会议　４９ａ
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　９１ｃ
上海市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实施框架

协议　２６５ａ
上海市样板档案室　３２０ａ
《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落实情况调研

　７８ｃ
上海市最美公厕　２５１ｃ
上海书展宝山主宾日活动　３１４ａ
上海吴淞（宝山）海关　１５６ｃ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２５８ｃ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５ｂ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新客运大楼启用

　１９（图），４７ｃ
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６ｂ，２５８ｃ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６２ａ
上海五冶　１９７ａ
上海行知学院　２９４ａ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２２０ｂ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２１（表）
上海樱花节宝山商旅惠民护照　１８６
（图）

上海樱花节女子 １０公里路跑　１４０
（图），３２４ａ

上海樱花节系列文化活动　３１２ａ
上海邮轮供应协会　１５６ｃ
上海邮轮旅游节　１８７ａ，３１４ｂ
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　２０（图）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２９０ｃ
“上海智慧城市进万家”系列宣传活动

　１６５ｂ，２６６ａ，２６９ｂ
上海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联席会议

第五次会议　４８ａ
上海最佳保险单公厕奖　２５０ｂ
上合高层论坛　３１４ｃ
上市挂牌企业　３３ａ，２１４ｂ，２２４ａ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３５６ｃ
少数民族　２４ｃ，３５４ａ
少先队上海市宝山区第十次代表大会　
１３９ｂ，１３９（图）
舌根部血管瘤患儿　３０４ｂ
社会安全　３４１
社会保障　３０ｃ，３４７ｃ，３５９ａ，３６２ｃ，３６７ａ，
３７０ａ，３７４ａ，３８３ａ，３８５ｃ，３８８ｃ，３９７ａ
社会保障待遇标准　３４８ａ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２０８ａ
社会保障配套政策　３４８ａ
社会工作党委　７０ｃ
社会管理　３６３ａ
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４３０（表）
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　４３２
（表）

社会救助　３４９ｃ
社会生活　３４７
社会事务委员会　１２２ｃ
社会事业 　３５９ａ，３６７ａ，３７０ｂ，３７３ｂ，
３８３ｂ，３８６ａ，３８９ａ
社会团体　３５４ａ
社会团体管理局　３５４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７１ａ，４３３（表）
社会治安　４３５（表）
社会治安管理　３２５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３４３ｃ
社会治理　１０２ｂ，３６７ｃ，３８３ｂ，３８６ａ，３９５ａ
社会治理提案　１２１ｃ
社会主义学院　６６ｃ
社会主义学院办班　６７（表）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３５０ａ
社会组织管理　３５４ａ
社企可持续发展共建文艺汇演　４７ａ
社企与住宅小区共建联建综合治理　
３６３ｃ
社区残疾人工作助理员转制工作　３５０ｃ
社区达人成长计划活动　４０４ａ
社区“公共客厅”建设　４０２ｂ
社区管理　１０２ａ，３７１ａ
社区民生服务　４０１ａ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系统优化升级项目　
２６９ａ
“社区通”　４０２ｂ
“２０１７社区通创新实践案例评选大会”
　１０２ｃ

“社区通”平台　３８６ａ
“社区通”系统　１０２ａ，２６８ｃ
社区图书馆　３１２（表）
社区卫生　２９６ｃ
社区委　１３０ｂ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３１１ａ
社区文化体育活动　４０３ａ
社区治理　３９０ａ
社区自治共治　４０２ｃ
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３５１ｃ
社团年度检查　３５４ａ
涉案财物价格认定　２２５ｂ
涉密人员管理　７３ｃ
涉农人员业务培训　１９１ａ
深化工会改革加强协调劳动关系制度建

设大会　４０ｃ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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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审计结果运用　２１２ｃ
深水泊位　１５３ａ，１５４ａ
审计　２１２ｂ
审计工作会议　４０ｂ
审计金额　２１２ｂ
审计局　２１２ｂ
审判　３３１ｂ
审批路政许可　２４６ｃ
肾脏病日主题活动　３０４ｂ
生产性服务业　１６５ｂ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４３８（表）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指标　４３７（表）
生活待遇　６９ａ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工作调研　７９ｂ
生活垃圾分类执法　２５５ａ
“生活体验进社区”活动　４０３（图）
生态环境　３６５ａ
生态环境保护　２４９ｂ
生态环境投入资金　２０８ｃ
生态文明建设　８４ｂ
生育保险待遇计划生育审核　２９７ａ
湿度　２３ｃ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期评估工作会　
４１ｃ
“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监督

　７８ｂ
“十三五”中期评估　２２４ａ
实到外资　１７３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会议　４０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　９１ｂ
实有人口基础数据库共享应用改造项目

　２６９ａ
食品安全　３１ｃ，２５５ｂ
食品安全监管　２２７ｂ
食品安全检查　２２７（图）
食品药品科普宣传　２２８ａ
“世界肝炎日”义诊活动　３０４ｃ
世界气象日宣传活动　２６８（图）
世界头脑奥林匹克中国区决赛　２７８ｃ，
３６４ａ
“世界镇痛日”“上海镇痛月”义诊活动

　３０５ａ
市场　１６６ｃ，１７８ｃ
市场价格管理　２２５ａ
市场监督管理　２２６ｃ
市场监管局　２２６ｃ
市场监管执法　２２７ｃ
市场营销　１４６ｃ
市场主体　２２６ｃ
市场准入改革　２２６ｃ
市环保督察　２４９ｃ
市级工业园区单位土地产值　２７（表）
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９２ａ，３７２ｃ

市级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计划　２３８（表）
市健康促进示范场所　３０９ａ
市教委“双名工程”　２７９ｃ
“市民修身行动”现场推进会　６１ｂ
市人大调研　８０ｂ，８０（图）
市容环境　３９３ｂ
市容应急保障任务　２５１ｃ
市十四届人大宝山代表团履职总结活动

　８０ｂ
市十五届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８２ｃ
市十五届人大代表　７５ａ
市台协第十六届“元祖杯”高尔夫球联

谊赛　１０５ｂ
市台协领导走访　１０５ｃ
市卫计委“品牌项目”　３０７（图）
市委督查组督查宝山工作　４９ａ
市医苑新星大型义诊志愿服务活动　
１３７ｂ
市政大中修及整治工程　２４４ｂ
市政道路　２４３ｃ
市政道路技术状况　２４４ａ
市政道路交通信息化　２４５ｂ
市政道路日常养护　２４４ｃ
市政道路设施量　２４４（表）
市政道路“四类设施”管理　２４５ｂ
市政府实事工程　２４６ｃ
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　２４４ｃ
市政工程管理　２４３ｃ
市政工程重点项目　２４４ｂ
市政桥梁　２４３ｃ，２４４ａ
市属保障房　２０３ｃ
市属保障房基地　２０４ａ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９９ａ
事业单位人员考核　９８ａ
事业单位招聘　９９ａ
事中事后监管机制　２２７ａ
收割季节　１９１（图）
首创公益诉讼观察员制度　３３１ｂ
首个“中国医师节”义诊　３０９（图）
首家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　３３１ｂ
首家全面试点邮轮船票制度　９４ｂ
首届百姓宣讲员“微宣讲”展演活动　
５２ａ，６０（图），６１ｃ
首届名校长培养研修基地小学专场展示

活动　２７９（图）
首届特殊教育高端论坛　２９５ｃ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际邮轮

服务贸易高峰论坛　５１ｂ
首届中国进博会安保任务　３２６ｃ
首届中国进博会重大涉外活动　１０４ａ
首例腹腔镜下腹透管大网膜包裹粘连松

解术　３０７ａ
首批艺术名家工作室　２７８ｂ，２７８（图）

首期艺术化装专业能力评价考评员培训

班暨江浙沪研讨座谈会　２８９（图）
蔬菜　１９３ａ
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３０５ｂ
束里桥粮食中心库　１７７ａ
数字电视用户　２６８ｃ
双报到、双报告　５９ａ
双拥工作　３４９ｃ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　
４１ｂ
双拥共建　３４０ｃ
双拥模范创建考评　３４９ｃ
双拥文化广场　３８７ｃ
双拥优抚活动　４０３ａ
双拥（优抚）之家　３３９ｃ
“双在双争”活动　６９ｃ
水产路“法治文化长廊”　３９８ｂ
水产养殖厂　９４（表）
水产养殖场　１９４ｃ
水果　１９３ａ
水环境保护　２４８ａ
水环境质量　２４７ｃ
水环境治理　３９７ａ
水环境综合治理　１６９ａ，２４２ｃ
水陆客运　２５８ｂ
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社区志愿活动　
１６０（图）
水文测报　２４３ｂ
水文测站　２４３ｃ
水污染源专项执法　２４９ｃ
水务（海洋）管理　２４２ａ
水务（海洋）建设　２４２ａ
水务局　２４２ａ
水务行政审批　２４３ａ
水务执法　２４３ｂ
水务综合保障能力　２４３ｂ
水资源　２７ａ，２４２ａ
税收　４３１（表）
税收普法宣传　２１０ｃ
税收收入　２１０ａ
税收特点　２１０ｂ
税收宣传　２１０（图）
税收征管　２１１ｃ
税收属地化企业行业分布　４４１（表）
税收总收入　３３ａ
税务　２０９ｃ
税务风险　２１２ａ
税务机构改革　２１０ｃ
税务局　２０９ｃ
税务新机构　２１１（图）
税种管理　２１１ａ
司法服务　３２９ｃ，３３３ｂ
司法服务窗口　３３７（表）

６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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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　３３３ｃ
司法救助案件　３３４ａ
司法体制改革　３３０ｃ
司法为民　３３０ａ
司法行政　３３４ｃ
司法行政改革　３３４ｃ
司法行政工作会议　３３６ａ
私房落实政策　２０３ａ
“思想的光芒———纪念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主题展　６５（图）

死亡率　２４ｃ
死亡人口　２４ｃ
“四好”农村道路专题调研　７９ｃ
“四好农村路”建设　２４６ｂ
“四类投放 ”管养　２４５ｃ
四类资质企业建筑业总产值　４３８（表）
泗塘篮球公园　４０４ｂ
淞南镇　３８４ｃ
淞南镇机关党总支学习活动　３８５（图）
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８７ｃ
淞南镇养老院　３８７ｂ
淞兴西路吴淞风情一条街　３９９ａ
所得税管理　２１１ａ

Ｔ

台北市大同小学交流学习团　１０５ｂ
台风　２４ｂ
台湾居民居住证申领　１０５ｃ
台湾事务　１０５ａ
台资企业代表座谈会　１０５ｂ
“太平洋保险杯”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

会乒乓比赛（青少年组）颁奖仪式　
５０ｃ
泰和水厂　２６３ｃ
泰和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６３（表）
泰山论坛　５１ｃ
塘湾村　３７２ａ
特大网络“百家乐”赌博团伙　３２８ｃ
特殊教育　２９５ａ
特载　１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２２７ａ
提案委员会　１２１ｃ
体育　３０ａ，３１１ａ，３２２ｂ
体育彩票　３２２ｂ
体育产业发展　３２２ｃ
体育事业　４３４（表）
天海邮轮感恩航次活动　４９ｂ
《挑山女人》　３１４ｃ，３１５ａ
《挑山女人》首映式　５０ａ
跳绳　３９１ｃ
通南路火灾事故　３８７ｂ
通信管线　２６８ｃ

同舟颂歌咏比赛　６６（图）
统计　２２３ａ
统计法治建设　２２３ｃ
统计局　２２３ａ
统计年定报　２２３ｃ
统计信息服务　２２３ｂ
统计学会　２２３ｃ
统计预警　２２３ａ
统计专项调查　２２３ｃ
统计资料　４３０
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舟颂”合唱比赛

　６３ｃ，６４（图）
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新联欢会　６２
（图）

统一战线摄影作品展　６４ａ
统战　６２ａ
统战工作会议　４０ｂ
统战系统文化活动　６７ｃ
图书馆（站）　３１１ａ
土地测绘调查　２３２ｃ
土地出让金　２２９ｂ
土地储备　２０１ａ，２２９ｂ
土地供应　２０１ａ
土地管理　２２９ａ
土地减量化任务立项　２３１（表）
土地减量化任务验收　２３１ａ，２３１（表）
土地例行督察问题整改　２３２ｂ
土地执法　２３２ｃ
土耳其海峡大学　２８８ｂ，２８８（图）
团干部　１３７ａ
团员数　１３７ａ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重点地区功能提升

提案　１２１ｂ
退休人员管理　９９ａ
退役士兵　３４９ｃ

Ｖ

ＶＯＣ治理工程　２４８ｂ

Ｗ

ＷＩＦＩ免费上网　２６８ｃ
“５·２１”组织网络淫秽表演案　３２８ａ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９８ａ
外籍学者考察团　３９９（图）
外贸出口额　３３ａ
外贸出口主要商品　２９（表）
外贸出口主要市场　２９（表）
外贸转型　１７６ａ
外商投资　１７３ａ
外商投资项目　１７３ａ
外事　１０２ｃ

外事办　１０２ｃ
外事出访　１０２ｃ，１０３ａ
外事到访　１０３ｂ，１０３ｃ
外资第二产业　１７３ｂ
外资第三产业　１７３ｂ
外资企业　１７４ａ
外资企业出口额　１７４ｂ
外资项目数　１７４（表）
外资项目主要投资来源地　１７４（表）
汪泓　１，４２ｂ，４２ｃ，４３ａ，４３ｂ，４７ｃ，５０ａ，
５０ｂ，５１ａ，５１ｃ，５２ｂ，５２ｃ，６４ａ，６７（图），
８１ｃ，８１（图），９１ｂ，１０３ｂ，１０４ａ，１０５ｃ，
１０３ｃ，１０７ａ，１０７ｂ，１１７ｂ，１１７ｃ，１３５ａ，
１３７ｃ，１８７ａ，２６６ｃ，２６７ｃ，２７０ｃ，２７１
（图），２７９ｂ，３０７ａ，３１４ａ，３１４ｂ，３１４ｃ，
３１５ｃ，３１６ａ，３１９ａ，３２０ｃ，３２４ｃ，３４３ａ
王逑　１０４ｃ
王侠　２２５（图）
网格化巡查　２５５（图）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４１ｃ
网络保密管理　７３ｂ
网络购物消费平台　１６６ｂ
网络化巡视　２４５ｃ
网络基础设施　２７５ｂ
网上立案　３３４ａ
网上政务大厅（二期）项目　２７０ａ
网上政务大厅智能化硬件系统　２６９ｃ
“网上追逃”对象　３２５ｂ
网信办理　９７ａ
危险品货动车辆检查　２５８（图）
危运企业检查　２５８ｂ
微循环道路　２４４ｂ
微循环道路建设　２３５ｃ
违法户外广告　２５５ａ
违法建筑拆除　２０５ｂ
违法卷烟　１７８ａ
违法嫌疑人　３２５ａ
违法用地综合整治　２３２ｂ
违禁药物检测　１９４ｃ
卫生　３０ａ，２７７
卫生计生　２９５ｃ
卫生计生机构　２９５ｃ
卫生技术人员　２９５ｃ
卫生监督　２９６ｂ
卫生信息化工程建设　２９７ｃ
卫生应急保障　２９６ｂ
慰问侨领眷属　１０４ｂ
文创产业产值　３３ｃ
“文创淞南·汇影留念”全国年味摄影

大赛　３８７ａ
文化　３０ａ，３１１ａ
文化宝山微信公众号　３１１ｂ
文化创意产业企业　４３８（表）

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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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指标　４３７（表）
文化发展　３８６ｃ
“文化服务日”系列活动　３５９ａ
文化馆　３１１ａ
文化馆（站）　３１１ａ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３７１ａ
文化强区战略　３６ｂ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２０８ａ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１２２ｃ
文化艺术　３１１ａ
“文明在身边·岗位立新功”“创全”系

列主题活动　３０６ｃ
文体建设　３９７ｃ
文物保护单位　３１１ａ
文物保护点　３１１ａ
“文香罗店·灯耀古镇”元宵灯彩年会

　３６８ｃ
“文香罗店·美丽乡约”中外文艺交流

展演　３６９ａ
翁铁慧　３１５ｃ
《我是传承人》罗店鱼圆制作大赛　
３６８ｃ
“我为‘魅力滨江，活力宝山’献一计”论

坛活动　１３８（图）
“我与宝山共成长”主题征文活动　６３ｃ
污染源环境监测　２４７ａ
“无违”创建　１６９ａ，１７０ｃ，３９６ａ
无违建居村（创建）工作推进会　４７ｃ
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　２５４ｃ，３９９ｂ
“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动员会

　３９ｃ
“无违街镇”验收　１６８ｃ
无违居村　１６９ａ
“无违居村”创建工作调研　７８ａ
无线电管理培训　２７１ａ
无线覆盖热点　２６８ｃ
无线ＡＰ数　２６８ｃ
无证犬　３２６ａ
无证无照经营整治　１６９ａ，２２７ｂ
吴淞边检站　１５７ａ
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１５７ａ
吴淞大桥　４１５（图）
吴淞工业区生态环境治理　２５５ａ
吴淞工业区展示馆　２２４（图）
吴淞海关查验工作　１５６（图）
吴淞海关　１５６ｃ
吴淞海关物料查验　１５７（图）
吴淞海事局　１５８ｃ
吴淞街道　３９６ａ
吴淞旧里改造　２０４ｂ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８３ａ，９４ａ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旅游综合型服务中心

揭牌　１８７ａ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８４（图），４１４（图）
吴淞码头治安派出所　３２７ｃ
吴淞水厂　２６２ｃ
吴淞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６３（表）
吴淞所　１６０ｃ
吴轶群　３０４（图）
“五个一百”绿色生态建设　２５０ｃ
“五类车”违法　３２６ｂ
五四表彰暨青年风采巡礼大会　３０７ｂ
“五违”整治　３９５ａ
“五心养老”特色服务品牌　３５１ｂ
五冶集团获全国及省市级奖项　１９８
（表）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１９７ａ
武装　３３９ａ
《戊戌年》主题封　２５９ｃ
物联网智慧社区项目　２７３ａ
物流货运行业工会联合会揭牌仪式　
４６ａ
物业管理　２０４ｃ
物业小区　２０４ｃ

Ｘ

吸收合同外资　１７３ａ
吸收外资　１７３ａ，１７３（表）
“夏日决胜”执行大会战　３３４ｃ
现代化滨江新城区　４１３
现代化农业　１９３（图）
现代商贸业主要指标　４３７（表）
线上村务公开　３５０ａ
“宪法进万家”活动　３３５（图）
“宪法进万家”宪法宣誓活动　３３６（图）
乡村振兴工作进展　８６（表）
乡村振兴建设资金　９１ａ
乡村振兴战略　８７ａ，２２４ｃ，３６６ａ
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支撑体系　９１ａ
乡土文化　２６ｂ
相对温度　２４ａ
香港道慈佛社杨日霖纪念学校　２９５ｃ
《想说就说———人大直通车》开播　８１ａ
向阳河　３８７ａ
消防　３４２ａ
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活动　３４３ａ
消防安全监督　３２６ｂ
消防安全宣传　３４３ｃ
《消防安全责任书》　３４３ａ
消防安全政府实事项目　３４３ｂ
消防　４３５（表）
消防车　３４２ａ
消防改革转隶　３４３ａ
消防工作调研　８０ｂ
消防用品发放　３２６（图）

消防站　３４２ａ
消费扶贫　１０８ｂ
消费维权　２２７ｃ
消火栓　３４２ａ
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案　２２８ａ
小额贷款　２２１ａ
小额贷款公司　２１３ａ，２１４（表）
“小喇叭”户户通民生工程　２７２ｃ
小学生爱心暑托班总结会　１３９ａ
校际合作协议　２８８ｂ，２８８（图）
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证　２０２ｃ
新教师职业规范化培训班　２７９ａ
新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４３７（表）
新开工住宅面积　２０２ａ
新陆村　３７２ｃ
新农村建设　９１ａ，３７０ｂ
“新侨驿站”揭牌　１４１（图）
新闻报道　２７３ｃ，２７４ｂ
新闻获奖作品　２７４ｃ
新兴产业　１６３
新型农民培训　１９３ｂ
新杨湾·国药上海健康产业园　３９１ａ
新业坊·源创一期　３９１ｃ
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２３０ｂ
新增旅行社　１８５（表）
馨康苑８号楼加装电梯项目　３８３ｃ
信访　９７ａ
信访基础业务工作　９７ｂ
信访举报　５６ａ
信访理论研究　９７ｃ
信访事项复查复核　９７ｂ
信访宣传　９７ｃ
信息　２６５
信息传输和技术服务业企业　４３８（表）
信息传输和技术服务业主要指标　４３７
（表）

信息化　２９ｂ，２６８ｃ
星级旅游饭店　１８４ｃ，１８５（表）
“星心工程”计划　３５２ａ
刑事案件　３２５ａ，３３１ｃ
刑事审判　３３１ｃ
行政案件　３３２ｃ
行政村　１９１ａ
行政服务中心　１６６ｃ
行政服务中心统一受办理系统　２７０ｃ
行政服务中心信息系统（二期）项目　
２６９ｃ
行政复议案件　９６ｃ
行政管理　２２３
行政拘留　３２５ｃ
行政区划　２４ｃ
行政审判　３３２ｃ
行政审批　２４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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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改革　５７ｃ
行政审批许可　２３１ｃ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３３ｃ
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出租出借动态管理　
２０９ｃ
行政诉讼案件　９６ｃ
行政（治安）案件　３２５ｂ
“行知读书会”　３８０ｃ
“幸福宝山路　文明修身行”主题健步
走活动　１３６ｃ

“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

走活动颁奖仪式　３２１（图），５０ｂ
畜牧执法　１９２ｃ
宣传　５９ｃ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４２ａ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４１ａ
学科人才建设　２９７ａ
学联　１４３ｃ
学生　２７７ａ
学生联合会　１４３ｃ
学校　２７７ａ，３５８（表），３６１（表），３６５
（表），３７１（表），３７３（表），３７８（表），
３８２（表），３８５（表），３８９（表），３９２
（表），３９６（表），４００（表）

学校学生　３０（表）
“雪亮工程”　３４４ｃ
“雪亮工程”建设　２６８ｃ
血管瘤大出血孕妇　３０５ａ
巡察　５５ｂ
巡察工作动员部署大会　４１ａ
循环经济　２４９ｂ
汛期　２３ｂ

Ｙ

“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　４９ａ，８１ｃ
“１２３１６”三农服务热线　１９３ｃ
“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　１９２ｃ，２３７ｃ，２４３ｃ，
２５６ａ
“１２３４５”工单办理　３４９ａ
“１２３６６”纳税服务热线　２１１ａ
１０号“安比”台风　２６８ａ
１２号“云雀”台风　２６８ａ
１４号“摩羯”台风　２６８ａ
１８号“温比亚”台风　２６８ａ
亚太邮轮经济５０人高峰论坛　５０ｃ，９５ｂ
烟草专卖　１７７ｂ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１７８ｂ
烟花爆竹安全管控　３２７ｂ，３４３ｂ
延安市友好城市产业发展座谈会　１１７ｂ
延长校区建设改造工程　２８７ｃ
严隽琪　２８６（图），２８７ｃ
严宗丰书画展　３７２ｂ

扬尘污染防控“片长制”　２４９ｂ
扬尘污染防治　２３７ａ
扬尘治理工作调研　７９ｂ
杨鑫社区配套商品房项目协议书　３５９ｃ
杨行“７·１６”故意杀人案　３２８ｂ
杨行邮政支局　２６０ｂ
杨行镇　３５７ａ
杨行镇创建国家卫生镇启动仪式　
３０９ａ，３０９（图）
杨行镇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３５９ｃ
杨行镇河道整治　３５７（图）
杨行镇老集镇“城中村”改造动迁安置

房　３５９ｃ
杨行镇人大“代表之家”　８１ｃ，８１（图）
杨行镇重大项目集中启动仪式　３５９ｂ
养老床位　８５ａ，３４９ｂ
养老服务　３５１ｃ
养老服务质量　３５１ｃ
养老机构　３４９ｂ，３５１ｃ，３５２（表）
养殖业　１９３ｂ
业主共有产认定证明　２０４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８３ａ，２０７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０７ａ
一般贸易方式出口额　１７４ｂ
“一窗通”网上平台　１６６ｃ
“一带三线五园”服务业载体　４４０（表）
一带一路　１７４ｃ，１７５ｂ
一号高炉大修纪念广场　１４７（图）
“一区一网”集约整合　２７１ｂ
“一网通办”　３４９ｂ
“一网通办”宝山频道　２７１ａ
“一网通办”改革　１６７ｂ
医保服务“宝山样板”　３４８ｃ
医保监管体系　３４８ｂ
医联体建设　２９７ｃ
医疗床位　２９５ｃ，３０５ｃ
医疗对外援助　２９８ｂ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２０８ａ
医疗学术交流　３０５ａ
医疗质量　２９６ｃ
医院　２９５ｃ
医院党风行风建设大会　３０７ａ
依法治档　３２０ａ
依弘剧场　３１４ｂ
依弘剧场开幕仪式　４９ｃ
移动电话用户　２６８ｃ，２７５ａ
遗体捐献　３５６ｃ
亿元税收楼　４４１（表）
亿元载体　１７２（表）
义务教育学校无线网络　２７５ｂ
“益起来”社区公益日活动　４０４ａ
谊家志愿服务直通车　３９３（图）

“翼生活·轧花记忆园”　１８３（图），
１８４ａ，３６９ｂ
“银龄ｅ生活”服务套餐试点　３５２ａ
银企对接　２１３ｂ
银行　２１３ａ，２１３（表），２１６ａ
银行存贷款余额　２８（表）
“印象·新时代检察官”ＴＥＤ演讲比赛
　３３１ｂ

应急保障措施　２４５ｂ
应急处置　１５９ａ
应勇　３７９ａ
营商环境　２２４ａ
《影像·宝山———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图

册》　３２０ｃ
拥军优属活动　３４０ｂ
拥政爱民活动　３４０ｃ
永清路樱花一条街　３９９ａ
“永远跟党走”系列宣讲活动　１３５ａ
优抚安置　３４９ｃ
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大会　４０ａ
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８７ａ
优秀创业项目颁奖仪式　３４７（图）
优秀高中生暑期挂职锻炼　１４３（图）
优秀历史建筑　３１１ａ
邮轮　３４ａ，９４ａ，８７ａ
邮轮滨江港城融合发展　９５ｃ
邮轮产业发展　９４ａ
邮轮港标准化试点项目　９５ａ
邮轮港服务能级　９５ａ
邮轮港公司　１５５ｂ
邮轮港后续工程试运营　９５ａ
邮轮港货柜转运　９５ｃ
邮轮经济　２２４ｃ
邮轮经济发展情况　８６（表）
邮轮经济营商环境　９４ｃ
邮轮靠泊量　１５５ｂ，２５８ｃ
邮轮旅游节安保　１６１ａ
邮轮旅游业主要指标　４３７（表）
邮轮游客　３４ａ，８３ａ，８７ａ，９４ａ，１５５ｃ，
２５８ｃ，
邮轮游客授牌赠花仪式　４６ｃ
邮政　２５７，２５９ｂ，４３３（表）
邮政储蓄银行宝山区支行　２２０ａ
邮政储蓄银行宝山区支行营业网点　
２２０（表）
邮政所　２５９ｂ
邮政投递线路　２５９ｂ
邮政业　２８ｂ
邮政支局　２５９ｂ
游泳场所　３２３ｃ
“友爱的宝武”官方微信　２７５ａ
友谊路街道　３９２ａ
友谊路街道网格区域　２５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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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路街道志》　３２２ａ
友谊养老院改扩建项目　３９５ｃ
有线电视用户　２７３ａ
幼儿园　３８２（表），３９３（表）
鱼　１９４ｃ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１９４ｃ
渔业执法　１９２ｃ
舆论宣传　２７１ｃ
育龄妇女　２９６ａ
预备党员　６９ｂ
域外医院移交　２９８ｂ
园区　１６３
园区企业出口　１７５（表）
援滇社会帮扶捐赠　１０８（表）
“远程医疗＋养老院”模式　３５２ｂ
月罗公路交通安全改善工程　２４６ｃ
月浦花艺节　３６４ｃ，３６４（图）
月浦水厂　２６３ｂ
月浦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６３（表）
月浦镇　３６１ａ
月浦镇总体规划调研　８０ａ
“阅读筑梦 书香友谊”征文比赛　３９５
（图）

云南扶贫协作　１０７ａ
云南省迪庆州党政代表团　１１７ｂ
云南省曲靖市党政代表团　１１７ｃ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代表团　１１７ｃ
云南省宣威市代表团　１１７ｂ
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代表团　１１７ｃ
运动员　３２２ｂ

Ｚ

杂货吞吐量　１５３ａ
灾害性天气　２４ａ，２４４ｃ
造血干细胞捐献　３５６ｃ
噪声　２４８ａ
詹某某虚开发票案　３２８ｃ
战略合作备忘录　８７（图）
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　２７
（表）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指标　４３８（表）
湛江钢铁　１４５ａ
张华浜分公司　１５３ａ
张庙街道　３９９ａ
“张庙一条街”６０周年系列文化活动　
４０４ｃ
张庙６０周年主题活动４０２（图）
招商服务　１６６ｃ
招商引资　１０７ｃ，１６４ａ
浙江桐乡考察团考察　２７８（图）
真烟非法流通　１７８ｂ
镇　３５７

镇村　３６２（表）
镇村规划编制管理　２３０ｂ
镇村建设　３７０ｂ
镇（居）委会　３７９（表），３８２（表）
镇企业出口　１７５（表）
镇人大代表　７５ａ
征兵工作　３４０ａ
征地保障　３４８ｂ
征地房屋补偿　２３１ａ
征地养老人员　３４８ａ
征地养老人员月生活费　３４８ａ
证券　２２２ｃ
证券分支机构　２２２ｃ
证券经营机构　２２２（表）
证券营业网点　２２２（表）
政策跟踪审计　２１２ｃ
政法工作信息化水平　３４４ｃ
政法系统知识竞赛　３４５ａ
政府　８３
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８８（表）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实体运转　９６ａ
政府法制　９５ｃ
政府工作报告　８
政府机关大院　１０６（图）
政府门户网站　２７１ａ
政府实事项目　８７ｂ，１７１ｃ
政府投资项目系列监督调研　７９ｃ
政府网站群平台升级项目　２７０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２０７ｂ
政府治理效能　８５ｂ
政府重要决策　８６ａ
政府重要政事　８６ａ
政府资产投资审计　２１２ｃ
政务信息　２７１ｂ
政协　１１９，４０８ｂ
政协八届常委会会议　１１９ｃ
政协八届二次会议　１１９ｂ
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１２３
（表）

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书

面）　１２４（表）
政协“大调研”　１１９ｂ
政协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　１２０ｃ
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　１２０ｂ
政协联络指导组调研　１２０ｂ
政协论坛　１２１ａ
政协年末视察　１２１ａ，１２１（图）
政协年中视察　１２１ａ，１２０（图）
政协提案　１１９ａ，１２１ｂ
政协提案办理　１２１ｂ
政协优秀提案　１２３（表）
政协职能　１１９ｂ
政协重点课题调研　１２０ｃ

政协重要活动　１２０ａ
政协主席会议　１１９ｂ，１２３（表）
政协专委会工作　１２１ｃ
政银合作　２１３ｂ
政治待遇　６８ａ
知识产权服务联盟　２６５ｃ
执法检查　２３７ａ，２４３ｂ，２４９ｃ，２５４ｂ
执法人员检查　２３４ｃ
执法人员培训考核　９６ｃ
执行案件　３３３ａ
直升机航空医疗救援合作　３０５ａ
直属工会　１３４ａ
职工工资总额　４３６（表）
职工互助保障参保　７０ｂ
职工篮球比赛　１３６ｃ
职工乒乓球比赛　１３５ｂ
职工平均工资　４３６（表）
职工人数　４３６（表）
职工援助服务中心　１３４ｃ
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３４７ｂ
职业技能培训　３４７ｂ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８８ｃ
职业健康执法年活动　２２８ｃ
职业人群“三减三健”徒步定向挑战赛

　３０９ａ，３９７（图）
植物检疫　１９３ａ
植物检疫宣传月活动　９２ｃ
植物疫情　１９２ｂ
指挥通信设备和器材　３４１（表）
志愿服务组织　３５６ａ
志愿捐献　３５６ｃ
志愿者参加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活动　６０
（图）

制售假烟案件　１７８ｂ
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专题讲座　
１６５ｃ
制造业实体经济发展　１６３ｃ
质量工作会议　４０ｃ
质量强区建设　２２７ａ
质量兴农主题日活动　９２ｂ
治安管控　１６０（图）
致公党上海市委爱心义卖活动　１３３
（图）

智航创新园　４０４ｂ
智慧城管执法　２５５ｃ
智慧城市建设　１６４ｃ
智慧湾科普特色展示区　２６５ｃ
“智能城市”示范区　２６６ｂ
智能视频监控和图像识别系统建设　
３２６ｃ
《中共宝山党史大事记（１９９６—２０１８）》
　３２１ａ

中共宝山区委　４０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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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　３２１ａ
《中共宝山区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

督促检查工作的实施办法》　３８ｃ
中国宝武ＡＰＰ　２７５ａ
中国宝武报　２７４ｂ
《中国宝武报》数字报　２７４ｃ
中国宝武集团　４６ｃ
中国宝武设计院　１４８ａ
中国宝武资讯平台　２７５ａ
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　１６５ｂ
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　５０ｂ
中国创新产业发展论坛　５０ｂ
中国创新创业论坛·上海论坛　３８４
（图）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电信局

　２７５ａ
《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首发　３１３ａ
中国航海日主题活动　１９（图）
中国农民丰收节　３７２ａ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宝山区支行　２１９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宝山支行　２１７ａ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宝山支公司　２２１ｃ
中国人寿保险宝山支公司　２２１ｃ
中国（上海）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案例　
２６８ｃ
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建造　９５ｃ
中国统一战线宣传先进单位　６３ａ
中国网络理政十大创新案例　２６８ｃ
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　４６ｃ
中国银行宝山支行　２１６ａ
中国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６（表）
中国邮轮婚典服务基地　１７３ａ，１７３（图）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

　２５９ｂ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

各支局、所　２６０（表）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会

　１３２ａ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换

届选举　３０４（图）
中华职业教育社　６４ｂ
中美创新链接峰会　３９１ｂ

中瑞石墨烯创新中心　２６６ｃ
中小河道整治　２４２ｂ
中小河道整治工作推进会　４８ａ
中小企业在上股交Ｅ板挂牌　２１５（表）
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和科创板挂牌　２１４
（表）

中小微融资服务平台　２１３ａ
中小型船舶专项治理　１５９ａ
中小学生动手做气象小实验活动　２６８
（图）

中医工作　２９６ｃ
“中医药知识竞赛和健康技能传播活

动”总决赛　３８１（图）
终霜日　２３ｂ
种植业　１９３ａ
种植业执法　１９１ａ
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１６８（图）
重大工程建设　２３５ａ
重大活动交通保障　２５８ｂ
重大涉外活动　１０４ａ
重大项目推进　４３ｂ
重点地区调整转型　８７ｂ
重点地区工作进展　８６（表）
重点地区规划编制　２３０ａ
重点互联网平台　１７２（表）
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综合整治推进大会

　４１ｃ
重点商业项目　１７１（表）
重点信访案件　３２５ａ
重要专项规划　２３０ｂ
周慧琳　３１５ｃ
朱志仁　３９０ａ
猪口蹄疫疫苗　１９３ｂ
主题公益日活动　３９９ａ
主题团课　１３７ｃ
助残惠残项目　３５１ａ
助学　１４０ｃ
住房保障　２０３ａ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２０２ａ
住房保障支出　２０８ｂ
住房制度改革　２０３ａ
住宅建设管理　２０２ａ

住宅全装修管理　２０２ｂ
住宅小区环境整治　２５５ｂ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２０２ａ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３９３ｃ，３９６ｃ
住宅修缮　２０４ｂ
注册企业　１６９ｂ
注册志愿服务者　３５６ａ
驻区部队“停偿”工作推进会　４１ｂ
专场招聘会　１３５ｃ
专记　４１３
专题片《潮涌吴淞口》　２７２（图），２７２ｂ
专项民主监督　１２１ｂ
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调研　７８ｃ
装配式建筑　２３７ａ
装配式住宅建设　２０２ｂ
资产管理制度　２０９ａ
自来水　２６１，２６２ｃ
自然环境　２３ａ
宗国美　２５０ｂ
宗教　３５４ａ
宗教活动场所 　３５５（表）
宗教事务管理　３５４ｃ
总工会　１３４ａ
总工会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　
１３５ａ
综合交通补短板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

调研　７９ｃ
综合经济　２７ａ
综合经济管理　２２３ｃ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３４９ｂ
综合治理　３７０ｃ
综治网雪亮工程　２７３ａ
“租税联动”资金　１７３ａ
组织　５６ｃ
组织工作会议　４０ａ
最低气温　２３ｂ
最高气温　２３ｂ
最美公厕保洁员　２５０ｂ
“尊师重教，工会在行动”关爱教职工系

列专场活动　１３６ｂ
作风建设　５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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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格 索 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２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　２７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市级工业园区单位土地产值情况　

２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旅游设施情况　２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银行存贷款余额　２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和主要市场　２９

宝山区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学年各类学校学生情况　３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６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６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６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委党校办班情况　６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办班情况　６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情况　８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参加首届进博会工作成果　８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邮轮经济发展情况　８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进展　８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乡村振兴工作进展　８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点地区工作进展　８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８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农业龙头企业名单　９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农业规模经营单位名单　９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水产养殖厂名单　９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单　９８

宝山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情况　１０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情况　１０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援滇社会帮扶捐赠情况　１０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对口支援新疆叶城县社会帮扶情况　１０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属企业、镇与云南迪庆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贫困乡镇、村结对帮扶情况　１０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属企业、街镇、园区与云南曲靖市四县贫困乡

镇结对帮扶情况　１１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企业与新疆叶城县深度贫困村结对帮扶情况　

１１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　１２３

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１２３

宝山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１２３

宝山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书面）　１２４

２０１８年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含托管单位）　１４９

２０１８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位情况　１５５

２０１８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备装卸情况　１５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点Ｂ２Ｂ企业 　１６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点Ｂ２Ｃ企业 　１６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点商业项目　１７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改（扩）建标准化菜市场名单　１７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重点互联网平台　１７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亿元载体　１７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吸收外资情况　１７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外资项目数和合同外资情况　１７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进出口综合情况　１７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各镇、街道、园区企业出口情况　１７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　１７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　１７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国家（地区）　１７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国家（地区）　１７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商品交易市场　１７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全资、控参股公司　１８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旅游企业经营情况　１８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新增旅行社　１８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旅行社经营指标排名　１８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饭店经营指标排名　１８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星级旅游饭店　１８５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社会旅馆优质服务达标单位　１８７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服务达标单位　１８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旅行社　１８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国家Ａ级旅游景区　１８９

２０１８年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获省部级以上荣誉工程　１９６

２０１８年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获全国及省市级奖项　１９８

２０１８年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获奖工程及科技成果　２０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出让（含已公告）地块情况　２０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情况　２０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开发企业名单（一、二、三级）　２０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预售许可证发放情况　２０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银行名单　２１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小额贷款公司名单　２１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担保公司名单　２１４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企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情况

　２１４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和科创板挂牌情

况　２１４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中小企业在上股交 Ｅ板挂牌情况　

２１５

２０１８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６

２０１８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６

２０１８年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营业网点　

２１７

２０１８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７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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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８

２０１８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８

２０１８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网点　２１９

２０１８年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９

２０１８年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９

２０１８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营业网点　２２０

２０１８年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网点　２２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域内证券经营机构及营业网点　２２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任务立项工作情况　２３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任务验收工作情况　２３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量　２４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２４５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２４８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２４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古树情况　２５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园情况　２５４

２０１８年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　２５９

２０１８年上海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吴淞站发车时刻　２５９

２０１８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各支局、所情

况　２６０

２０１８年吴淞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６３

２０１８年月浦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６３

２０１８年泰和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６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科普教育基地　２６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２７２

《宝山报》２０１８年好新闻评选作品　２７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电信局营业厅情况　２７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教育机构　２７７

宝山区第四期“双名工程”攻关计划后备人员　２８０

宝山区第四期“双名工程”种子计划基地　２８１

宝山区第四期“双名工程”种子计划人选　２８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前十位疾病死亡原因及构成　２９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前十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及构成　２９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立医院　２９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民营医院　３０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民营门诊部　３０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其他民营医疗机构　３０２

２０１８年华山医院北院科研获奖情况　３０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３１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社区图书馆　３１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电影放映单位　３１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表演团体　３１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３１６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３１８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持高危证游泳场所开放情况　３２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安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名录　３２９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各司法服务窗口　３３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法律服务所　３３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律师事务所　３３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指挥通信设备和器材　３４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化救专家队伍组成　３４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　３４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材　３４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殡葬单位　３５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养老机构情况　３５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清真供应网点　３５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 　３５５

２０１８年杨行镇学校　３５８

２０１８年杨行镇村委会　３５８

２０１８年杨行镇居委会　３６０

２０１８年月浦学校情况　３６１

２０１８年月浦镇村、居委会　３６２

２０１８年罗店镇学校情况　３６５

２０１８年罗店镇村（居）委会　３６６

２０１８年罗泾镇学校情况　３７１

２０１８年罗泾镇村、居委会　３７１

２０１８年顾村镇学校情况　３７３

２０１８年顾村镇村委会　３７４

２０１８年顾村镇居委会　３７４

２０１８年大场镇学校情况　３７８

２０１８年大场镇村（居）委会基本情况　３７９

２０１８年庙行镇村（居）委会　３８２

２０１８年庙行镇各园（校）情况　３８２

２０１８年淞南镇学校情况　３８５

２０１８年淞南镇居委会　３８６

２０１８年高境镇学校情况　３８９

２０１８年高境镇居委会　３９０

２０１８年友谊地区中小学情况　３９２

２０１８年友谊地区幼儿园情况　３９３

２０１８年友谊路街道居委会　３９４

２０１８年吴淞街道辖区学校　３９６

２０１８年吴淞街道居委会　３９８

２０１８年张庙街道学校情况　４００

２０１８年张庙街道居委会　４０１

全国先进集体　４１２

全国先进个人　４１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４３０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地区生产总值　４３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税收及构成　４３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财政收入　４３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财政支出　４３１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４３２

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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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期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　４３２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商品销售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４３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耕地面积　４３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邮政、电信　４３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共文化设施　４３３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广播电视业　４３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公共图书馆　４３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体育事业　４３４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火灾事故与消防　４３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社会治安　４３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作　４３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及平均工资　４３６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新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４３７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指标　４３７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生产性服务业、信息传输和技术服

务业、邮轮旅游业主要指标　４３７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现代商贸业主要指标 　４３７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指标　４３８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营业收入超过２亿元的信息传输和

技术服务业企业名单　４３８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营业收入超过２０亿元的生产性服

务业企业名单　４３８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月宝山区营业收入超过５亿元的文化创意产

业企业名单　４３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四类资质企业的建筑业总产值及占比情况　

４３８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服务业载体税收规模情况　４３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一带三线五园”服务业载体基本情况　４４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街镇、园区服务业载体基本情况　４４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税收属地化企业行业分布基本情况　４４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亿元税收楼情况　４４１

随文图片索引

２０１９年１月９日，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七次全

体会议召开　１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５日，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召开　８

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第二届“宝山好人”颁奖典礼举行　１５

２０１８年３月３日，“同沐阳光 共享健康”———第２５届上海市

医苑新星大型义诊暨宝山区“３·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在宝山体育中心举行 　１６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６日，宝山区举办２０１８年“春风行动”全市首场

大型公益招聘会 　１６

２０１８年４月９日，宝山区举行上海大学附属宝山外国语学校

冠名签约仪式 　１７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３日，仁济医院与宝山区卫计委签署大场医院托

管协议 　１８

２０１８年６月５日，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８年精神文明建设暨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动员大会 　１８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３日，中国航海日主题活动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新客运大楼启用仪式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 　１９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宝山区与芬坎蒂尼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３日，２０１８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暨上海旅游

节花车宝山巡游活动在零点广场举行 　２０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８日，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开幕 　

２１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配套活动———国际

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２１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宝山“撤二

建一”３０周年文艺演出在宝山体育馆举行 　２２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日，在友谊路９６９号举行区纪委、区监委、区检

察院揭牌仪式　５５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２日，“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首届宝山区

百姓宣讲员“微宣讲”展演活动在宝山广播电视台举办 　

６０

志愿者参加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活动 　６０

２０１８年２月６日，区委统战部在上影国际影城举办“不忘初心

　同心同行”宝山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新联欢会 　６２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７日，区委统战部在宝山区图书馆举行“善行滨

江 大爱至简”慈善义拍义卖活动　６３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６日，区委统战部在宝山电视台举办２０１８年宝

山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同舟颂”合唱比赛 　６４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区委党校全体教职工赴嘉兴南湖参观瞻仰

革命纪念馆和红船 　６４

２０１８年６月 ２０日，区委党校、区行政学院举行“思想的光

芒———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主题展揭幕式 　６５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０日，区委党校（行政学院）全体教职工在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炮台湾湿地公园开展庆祝教师节党性

教育团建活动 　６５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６日，区社院代表队参加“同舟颂”歌咏比赛 　

６６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日，区委书记汪泓走访慰问离休干部郝恩，并为

他佩戴党徽 　６７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宝山区举办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暨建区

３０周年老领导视察活动 　６８

２０１８年７月５日，“第十四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

班”４５名学员赴嘉兴南湖红船参观学习 　６９

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宝山区社会工作党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红帆港”党群活动———寻找宝山亮点定向赛 　７１

２０１８年６月，区社会工作党委联合区工商联举办第一期宝山

区“两新”组织经营管理者研修班 　７２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４日，保密联络员培训班举办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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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８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海林来宝山调研

　８０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７日，区领导汪泓、李萍等为杨行镇人大“代表

之家”揭牌 　８１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日，市十五届人大宝山组代表视察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 　８２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４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首次迎来真正意义

上的“三船同靠”　８４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８日，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举行 　

８５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宝山区与百度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８７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日，宝山区基层人才服务工作站远程受理点　９７

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宝山区开展三支一扶红色之旅 　１００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宝山区举办２０１８年干部讲坛 　１００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区政府机关大院实行垃圾分类管理 　１０６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区机管局举办机关美食节活动 　１０６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４日，区政协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开展年中

视察 　１２０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区政协围绕上海“四大品牌”建设开展年

末视察活动 　１２１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第三届全国新钢笔

画学术展开幕式举办 　１２５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宝山民革志》首发仪式 　１２６

２０１８年２月５日，民盟宝山区委２０１７年度总结暨２０１８新春

团拜会在木文化博物馆举行 　１２６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０日，民盟上海市委２０１８年百名律师义务法律

咨询活动宝山会场　１２７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日，九三社区委专委会组织去王淦昌故居学习

　１３１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日，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情暖侨心”医疗服务

队参加“３·５”学雷锋志愿服务集中行动 　１３２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１日，致公党宝山区委承办致公党上海市委爱心

义卖活动 　１３３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１日，区总工会开展“带副春联回家乡”文化惠

民活动 　１３４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４日，区总工会举办“百企千岗进社区，真情援助

你我他”春季大型招聘会　１３５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７日，区总工会关爱民警辅警系列活动启动 　

１３６

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３１日，宝山区举办“拥抱新时代，争做好少

年”———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

集会 　１３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宝山区青年人才成长计划系列活动之“我

为‘魅力滨江，活力宝山’献一计”论坛活动在新业坊·源

创举行 　１３８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宝山区举行少先队上海市宝山区第十次

代表大会 　１３９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１日，区妇联参加“樱你而来”２０１８上海樱花节

女子１０公里路跑活动 　１４０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上海市示范街镇侨联”、宝山区“新侨驿

站”揭牌仪式启动 　１４１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４日，区侨联在罗店镇开展侨法宣传月活动 　

１４２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４日，区侨联接待台湾学生 　１４２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０日，市青企协十三组走进宝山活动 　１４３

２０１８年７月５日，宝山区开展优秀高中生暑期挂职锻炼 　

１４３

宝钢指挥中心广场 　１４６

一号高炉大修纪念广场 　１４７

罗泾码头 　１５５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吴淞海关克服雨雪恶劣天气，确保查验工

作正常运行 　１５６

２０１８年９月６日，吴淞海关对邮轮国际整柜直供物料开展查

验，严格防控非洲猪瘟口岸流入风险 　１５７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４日，吴淞海事局加强进博会专项检查核查工作

　１５９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９日，吴淞海事局青锋班组持续加强长江口水域

渔船监管 　１５９

２０１８年３月９日，宝山海事局开展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社区

志愿活动 　１６０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７日，确保十九届三中全会治安稳定，加强辖区

社会面治安管控 　１６０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４日，吴淞派出所全面进入一级加强勤务状态，

打赢进博会安保攻坚战　１６１

行政服务中心组织开展户外团队拓展训练活动 　１６７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宝山区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

　１６８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５日，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便民交通短驳车开通仪

式举行 　１６９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５日，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第二期专业裁判

员培训班在宝山云域电竞中心开班 　１７０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７日，中国邮轮婚典服务基地揭牌仪式举行 　

１７３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０日，宝山烟草参观一大会址 　１７７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翼生活·轧花记忆园”开业 　１８３

２０１８年３月，上海樱花节宝山商旅惠民护照在顾村公园首发

　１８６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７日，宝山春季旅游宣传日在江苏省太仓市万达

广场举行 　１８６

收割季节　１９１

现代化农业　１９３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轧钢工程获

国家优质工程奖 　１９５

５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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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公司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李移峰获 ＣＧ

ＭＡ全球管理会计２０１８年度中国大奖财届先锋 　１９６

包钢冷轧区域全景　１９７

贵州三荔高速公路工程 　１９８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８日，市房管局现场检查宝钢一村住宅修缮项目

和金富门酒店改造项目拆房工地项目 　２０３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区领导到杨行镇富锦路１６５９弄和友谊路

街道临江一、二村小区开展“美丽家园”建设实地调研 　

２０４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８日，在宝山邮轮港开展税收宣传活动 　２１０

２０１８年７月５日，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宝山区税务局挂牌　

２１１

吴淞工业区展示馆外观 　２２４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７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

主任王侠一行到宝山调研　２２５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６日，宝山区“６·１６”安全生产大型宣传咨询活

动日举办　２２６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宝山区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２２７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上海宝山规划展示馆开馆 　２３１

２０１８年３月８日，区规土局调研罗店富锦公司 　２３２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区公路管理中心获评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单

位 　２４６

宝山区景点“上海欢迎您”　２５０

共和新路长江西路口　２５１

宝山区景点“礼赞”　２５２

２０１８年２月３日，区长范少军作为“一日监督员”巡查友谊路

街道网格区域　２５６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３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２５７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７日，检查危险品货运车辆　２５８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厂区　２６１

２０１８年３月，第三届“上水杯”活力跑、健康走活动在陈行水

库举行　２６２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３日，市委书记李强赴原水公司陈行水库调研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　２６２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在智慧湾科创园

启动　２６６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７日，第二届中瑞（国际）石墨烯创新高峰论坛

举行　２６６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７日，ＣＣＴＶ．中国创新创业论坛开幕　２６７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３日，开展世界气象日宣传活动———中小学生动

手做气象小实验活动 　２６８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５日，开展２０１８年“全国科普日”场馆开放日活

动　２６８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２日，区委书记汪泓前往区广播电视台高清演播

室录制新春贺词　２７１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１月，区广播电视台拍摄制作５集大型系列专

题片《潮涌吴淞口》　２７２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宝山区首批艺术名家工作室成立仪式在龙

现代艺术馆举行　２７８

２０１８年５月４日，浙江桐乡考察团到宝山考察　２７８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７日，宝山区举行首届名校长培养研修基地小学

专场展示活动　２７９

２０１８年４月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进中央原主

席严隽琪一行到上海大学调研　２８６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８日，“我们走在大路上”———２０１８宝山区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暨“潜溪之约”文化艺术节闭

幕式在上海大学伟长楼举行　２８７

２０１８年６月８日，上海大学与土耳其海峡大学签署第二轮两

校校际合作协议　２８８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９日，首期艺术化装专业能力评价考评员培训班

暨江浙沪研讨座谈会在邦德学院举行　２８９

２０１８年５月，经管系酒店专业学子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一等奖和二等奖　２９０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８日，上海民办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基地揭牌仪

式暨长三角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一体化协作会议在上

海震旦职业学院美兰湖校区举行　２９１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３日，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承办第五届上海市航

空服务礼仪大赛，选手获团体一等奖　２９１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学院参加第４５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

赛志愿服务　２９２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学院举办“青春颂祖国·弘扬新时代”纪

念一二·九运动８３周年暨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主题活动　

２９２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３日，区卫计委与区体育局联合开展第三届上海

市家庭马拉松暨“５·１５”国际家庭日主题系列活动　２９７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宝山

分院揭牌仪式在分院门诊大厅举行　２９８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２日，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举行

换届选举，医院吴轶群主任当选副主任委员　３０４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４日，医院与陕西中医药大学举行教学医院授牌

仪式　３０５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０日，医院在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举办首个“中国

医师节”义诊　３０６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３日，医院“晓康之路”“家门口的心连心诊室”

获市卫计委“品牌项目”　３０７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７日，医院团委举办第三季“彩云计划”爱心义

卖活动资助云南省丘北县　３０８

２０１８年３月６日，区爱卫办在宝山区《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

烟条例》修正案实施一周年主题宣传活动中发放控烟宣传

品 　３０８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２日，宝山区开展第３０个爱国卫生月主题活动

暨杨行镇创建国家卫生镇启动仪式　３０９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８日，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开幕　

３１４

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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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８日，２０１８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式举

行　３１５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５日，上海市民文化节“新诗创作大赛”颁奖仪

式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举行 　３１５

２０１８年５月 ２２日，宝山区开展“改革开放 ４０年的宝山巨

变”———档案进军营活动　３１９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与区委宣传部联合承办“改革开放再出发

·勇立潮头创辉煌———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撤

二建一’３０周年”主题图片展　３２０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区方志办协办的２０１８上海·罗泾美丽乡

村徒步赛开赛仪式暨“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

步走活动颁奖活动在罗泾镇举行 　３２１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６日，祁连所民警在沃尔玛广场向群众发放防范

电信诈骗宣传资料 　３２５

２０１８年８月９日，顾村所民警在辖区社区发放消防用品　３２６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宝山分局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增援青浦国

家会展中心周边道路指挥交通　３２７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１日，宝山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国新担任审判

长开庭审理一起涉军停偿案件 　３３２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宝山法院开展集中执行行动　３３３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５日，举办“宪法进万家”活动，群众阅读手中的

《宪法》读本　３３５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７日，成立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法律顾问进社

区　３３６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２日，在顾村镇举办“宪法进万家”宪法宣誓活

动　３３６

２０１８年９月６日，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优秀创业项目颁奖仪式举

办　３４７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２日，开展宝山区工伤保险集中宣传日活动　

３４８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０日，区政府实事项目组织５０２８名残疾人参加

健康体检　３５０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６日，全国助残日举办残疾人文艺展演　３５１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０日，宝山区民族宗教法制宣传月启动仪式举办

　３５４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６日，宝山区红十字服务进军营启动仪式　３５６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５日，开展杨行镇河道整治　３５７

２０１８年４月９日，上海大学附属宝山外国语学校冠名签约仪

式在杨行镇政府举行　３５９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８日，２０１８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杨行镇专

场文艺演出举行　３６０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日，２０１８首届上海月浦花艺节开幕　３６４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第十四届月浦锣鼓年会举办　３６４

２０１８年，美兰金苑养老院获评全国敬老文明号　３６５

２０１８年，罗店镇北金村获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３６８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罗店镇举行第二届花神节　３６９

２０１８年２月８日，顾村老集镇“城中村”改造暨罗青湾新苑动

迁安置房项目开工奠基仪式举行　３７６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３日，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项目举行奠基仪式　

３７６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顾村诗

歌文化节活动举办　３７７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０日，大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２０１８年宝山

区“中医药知识竞赛和健康技能传播活动”总决赛中展示

医拳操 　３８１

２０１８年２月，大场中心小学被评为第二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

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３８１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日，２０１８《创业英雄汇》项目选拔上海站启动仪

式在庙行卓越时代广场举行 　３８４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７日，中国创新创业论坛·上海论坛在宝山举

办　３８４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１８日，淞南镇机关党总支组织参观“勇立潮

头———上海市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展览”　３８５

２０１８年，淞南镇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３８７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５日，彩虹室内乐团音乐会在高境镇演出 　３９１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９日，林肯电气中国技术中心落成典礼　３９２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２日，友谊路街道开展绿化带清洁集中行动　

３９３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５日，友谊路街道开展创建无违建村（街道）工

作宣传暨谊家志愿服务直通车活动　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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