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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                         299.15平方千米

镇：                                                   9个

街道：                                               3个

居民委员会：                                 390个

村民委员会：                                 104个

常住人口：                          204.43万人

外来常住人口：                       83.78万人

户籍人口：                            100.98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              1551.51亿元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1.00亿元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8.81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555.17亿元

利用合同外资：                           17.68亿美元

耕地面积：                                   4003.9公顷

农业总产值：                                   3.11亿元

工业总产值：                             2202.62亿元

银行年末存款余额：                   4012.10亿元

银行年末贷款余额：                   2129.72亿元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2115.47亿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8721元

年末内资企业户数：                           3994户

年末私营企业户数：                       146019户

年末外资企业户数：                     2190户

内资企业工商注册资本：        2467.45亿元

私营企业工商注册资本：        9286.0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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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山



外资企业工商注册资本：        101.70亿美元

外贸出口总额：                      287.50亿美元

外贸进口总额：                     659.10亿美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39.66亿元

邮轮靠泊次数：                             240艘次

邮轮旅客吞吐量：                 187.14万人次

医疗机构数：                                      42个

卫生技术人员：                               9648人

医院核定床位数：                           6246张

各类学校数：                                    334所

在校学生数：                             17.55万人

专利申请量：                            8738件

专利授权量：                            5324件

公共文化设施：                          648个

文化活动广场：                            58个

居（村）委文化活动室 ：           524个

公共图书馆：                               22个

道路长度：                              1223.22千米

公共绿地面积：                     5536.43公顷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2.1平方米

绿化覆盖率：                              40.5%

  

 

户籍人口期望寿命：               83.73岁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AQI）：     87.1

（区统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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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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是连续出版的第三十一卷，系统记载宝山区 2019 年度自然、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活和生态建设等各方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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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篇目、类目、分目和条目四个层次编撰。《宝

山年鉴（2020）》 设 9 个篇目、43 个类目、189 个分目、1519 个条目。条目

标题用“ 【】 ”标明。

三、本年鉴记述时间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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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篇目一层，共 9 篇，并

对类目设置进行调整。

“ 宝山概览 ”下设“ 特载 ”“ 区情概要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大

事记 ”下设“ 大事记（2019 年）”。“ 政治篇 ”下设“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

员会 ”“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 政协

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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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 群众团体 ”“ 司法机关 ”。“ 经济

篇 ”下设“ 农业 ”“ 工业 ”“ 商贸业 ”“ 建筑业 · 房地产业 ”“ 交通 · 港

务 · 邮政 ”“ 滨江带与邮轮经济 ”“ 园区经济 ”“ 开放型经济 ”“ 经济管理 ”

“ 财政 · 税务 · 审计 ”“ 金融服务 ”。“ 文化篇 ”下设“ 文化 · 旅游 ”“ 教

育 ”“ 体育 ”“ 科技 · 信息 ”。“ 社会篇 ”下设“ 社会生活 ”“ 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 ”“ 社会管理 ”“ 社会安全 ”“ 卫生健康 ”。“ 生态篇 ”下设“ 乡

村振兴 ”“ 城乡规划与建设 ”“ 环境保护 ”“ 绿化市容 ”。“ 镇 · 街道 ”下

设“ 镇 ”“ 街道 ”。“ 附录 ”下设“ 人物 · 名录 · 光荣榜 ”“ 主要文件目录 ”

“ 统计数据 ”“ 调查资料 ”“ 索引 ”。

原 33 个类目调整为 43 个。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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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江带与邮轮经济 ”“ 乡村振兴 ”“ 社会管

理 ”“ 绿化市容 ”。“ 财税 · 审计 ”改为“ 财政 · 税务 · 审计 ”。“ 金融 ”

改为“ 金融服务 ”。“ 环境 ”改为“ 环境保护 ”。“ 交通 · 邮政 ”改为“ 交

通 · 港务 · 邮政 ”。“ 概貌 ”改设为“ 区情概要 ”“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改设为“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 群众团体 ”。“ 新兴

产业 · 园区 ”改设为“ 工业 ”“ 园区经济 ”。“ 商贸 · 旅游 ”改设为“ 商贸业 ”

“ 开放型经济 ”。“ 教育 · 卫生 ”改设为“ 教育 ”“ 卫生健康 ”。“ 文化 · 体育 ”

改设为“ 文化 · 旅游 ”“ 体育 ”。“ 社会生活 ”改设为“ 社会生活 ”“ 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 ”。 “ 行政管理 ”“ 电力 · 燃气 · 自来水 ”合并为“ 经济管理 ”。  

撤销“ 港口与口岸管理 ”并入“ 经济管理 ”“ 交通 · 港务 · 邮政 ”。撤销“ 钢

铁业 ”并入“ 工业 ”。撤销“ 军事 ”并入“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

五、本年鉴所收条目由各撰稿单位确定专人撰稿，并经撰稿单位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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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 统计资料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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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鉴由区域内 160 余家撰稿单位及其撰稿员供稿。如有疏漏之

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宝山年鉴》 编辑部

202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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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70周年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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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上海解放70周年系列活动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上海解放70周年。5月22日，宝山区举行上海解放70周年系列纪念活

动，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单位向上海解放纪念馆赠送粟裕将军塑像。“战上海——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图片文

物展”揭幕，展览分为“渡长江进军江南”“战上海军政全胜”“新上海屹立东方”三部分，展出150余幅图片资料，

55套70余件革命文物和历史档案。9月26日，宝山区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汇演。

      （本栏目照片由区文旅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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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打造上海科创中心
核心承载区

环上大科技创新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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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重点发展邮轮经济、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积极推进

南大智慧城和吴淞创新城两个市级重点转型板块建设，积极提升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上海超能新材料科创园、北上海生

物医药产业园三个市级特色产业园区，加速打造上海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

      （本栏目照片由区发改委、区经委提供）

发那科超级智能工厂

南大智慧城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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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通过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
先进单位复核评审



7

宝山年鉴

2

      （本栏目照片由区卫健委提供）

2019年，宝山区发挥中医药在基层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防治中的特色与优势，加强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

设、中医类别（全科）医生培养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方面工作，推动全区基层中医药工作发展、推进中医药融入社区

卫生服务，通过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复核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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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获评2017—2019年度
全国卫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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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年鉴

9

罗店镇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创建市容环境干净整洁、环卫设施完好完备、城市绿化覆盖率高、集贸市场管理规

范、建筑工地组织健全、公共管理井然有序的生活环境，创建人文内涵丰富、一镇两貌秀美、产城融合发展、社会和谐

稳定、百姓幸福安康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区。年内，罗店镇通过2017—2019年度国家卫生镇复审。

      （本栏目照片由罗店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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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浦镇聚源桥村获评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11

宝山年鉴

11

聚源桥村地处月浦镇西北部，是全镇唯一的整建制自然村，规划格局清晰，乡村基底优美，产业特色鲜明，以海派

乡村风貌为基底、以“农旅+文旅”融合为产业发展方向、以“123”乡村善治模式为手段，打造“醉美聚源桥，沪北

花园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上海市平安小区、上海市村务公开民

主管理示范村、上海市美好家园示范村等称号。
      （本栏目照片由月浦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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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获评2018—2020年度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12



13

宝山年鉴

罗店镇围绕“传承七百年花神故里，打造长江口上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总目标，以“文香罗店”建设为抓手，

以民间艺术为引领，打造“春有花神秋有画，夏有龙船冬有灯”文化四季主题。2月，罗店镇被评为2018—2020年

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13

      （本栏目照片由罗店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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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举行樱花节专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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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年鉴

15

3月15日—4月15日，宝山区举办“樱满枝头花争艳”2019年上海樱花节，开展高定时装秀、樱花下午茶、传

统文化导赏、第三届上海樱花节女子10公里精英赛、冠军面对面乒乓专场活动、邮轮文化中国行6项11场文化活动，

吸引中外游客1655516人次。
      （本栏目照片由区文旅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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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黑池舞蹈节（中国）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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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9黑池舞蹈节（中国） 举行
8月18日，2019黑池舞蹈节（中国）在宝山体育中心开幕。活动持续3天，来自15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8500组

次舞者参赛，参赛人数创黑池舞蹈节百年新纪录。

      （本栏目照片由区文旅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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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举办
2019 Seatrade 亚太邮轮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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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宝山区举办
2019 Seatrade 亚太邮轮大会

10月9日—11日，宝山区举办“邮轮之城、魅力之都”2019 Seatrade 亚太邮轮大会，来自全球各地的1200

余位嘉宾出席大会。市委书记李强为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揭牌。

      （本栏目照片由区文旅局提供）



2019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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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项目一：持续深化“美丽家园”建设，完成200万平方米综合性住宅修缮工程。

【完成情况】 已完成221万平方米综合性住宅修缮工程。1



2019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1

  实事项目二：为10个老旧小区实施消防设施改造；完成大场、杨行地区2万户老旧

公房燃气内管改造；为淞南、顾村地区“三合一”隐患场所安装1000套“三合一安全感

知应用系统”。

【完成情况】已完成月浦镇及张庙街道共10个老旧小区的消防设施改造任务；已完

成大场、杨行地区老旧公房燃气内管改造2.1万户；已完成淞南、顾村地区“三合一”隐

患场所安装1000套“三合一安全感知应用系统”。

2



2019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2

实事项目三：开设40个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办班点；完成10所中小幼学校无障碍

厕所示范点建设。

【完成情况】 已完成40个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办班点开设；已完成10所中小幼学

校无障碍厕所示范点建设任务。3



2019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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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项目四：升级打造15个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一村一居一舞台”设施。

【完成情况】 已完成15个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一村一居一舞台”设施的升级打造

任务。4



2019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4

实事项目五：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26500人以内；为10万名职工送专享基本保

障计划。

【完成情况】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23209人，控制在目标范围内；已为13.9万名职

工送专享基本保障。5



2019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5

  实事项目六：为1.8万名退休和生活困难妇女免费安排妇科病、乳腺病筛查；完成

65周岁—75周岁老年人肺部肿瘤免费筛查10万人；为5000名有体检需求的持证残疾人

提供健康体检。

【完成情况】 已为2.02万名退休和生活困难妇女免费安排妇科病、乳腺病筛查；已

完成65周岁—75周岁老年人肺部肿瘤免费筛查10.58万人；已为5020名有体检需求的持

证残疾人提供健康体检。

6



2019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6

  实事项目七：新（改）建5家标准化菜市场；新建50个社区微菜场；建设公共法律

服务远程视频服务系统。

【完成情况】 已完成新（改）建5家标准化菜市场；已完成新建50个社区微菜场；

已完成12个点位公共法律服务远程视频服务系统建设，实现全覆盖。7



2019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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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项目八：新增养老床位274张；新增认知症床位135张；新增长者照护之家2

家；完成薄弱养老机构改造9家；新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12家；新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6家；70周岁及以上老人“银龄e生活”服务全覆盖。

【完成情况】 已完成新增养老床位449张；已完成新增认知症床位198张；已完成

新增长者照护之家4家；已完成薄弱养老机构改造9家；已完成新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12

家；已完成新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6家；70周岁及以上老人“银龄e生活”服务达11万

余人次，实现街镇、园区全覆盖。

8



2019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8

  实事项目九：新建5片市民足球场；新建及更新5条市民健身步道、20个健身苑

点；实施庙行公园改造工程；新建罗店大型居住社区西北街区花园绿化工程。

【完成情况】 已完成新建5片市民足球场；已完成新建及更新6条市民健身步道、

20个健身苑点；庙行公园改造工程已竣工；罗店大型居住社区西北街区花园绿化工程已

竣工。9



2019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9

（本栏目照片由区政府办公室提供）

  实事项目十：新建公交候车亭60个；新增1000个公共停车泊位；实施陈广路

路灯安装工程；持续改善综合交通，实施月罗公路（罗迎路/罗溪路—罗东路）重点

交叉路口和路段交通安全改善工程，实施共和新路共江路路口和友谊路方正路路口

排堵保畅工程。

【完成情况】 已完成新建公交候车亭60个；已完成新增公共停车泊位2554

个；已完成陈广路路灯安装工程；月罗公路（罗迎路/罗溪路—罗东路）重点交叉路

口和路段交通安全改善工程已竣工；共和新路共江路路口和友谊路方正路路口排堵

保畅工程已竣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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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民建宝山休闲旅游论坛举办　
（５２）

联合国人居署人工智能城市研讨会举办

　（５２）
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颁奖典礼举
行　（５２）

贯彻垃圾分类新时尚“七个一”揭牌　
（５３）

宝山劳模工匠风采馆开馆　（５３）
海归医务专家大型义诊活动开幕　（５３）
粟裕将军塑像揭幕赠送仪式举行　
（５３）

“人工智能为数字经济赋能”主题论坛

举办　（５３）
第二届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开幕　（５３）
第四届运动会开幕　（５３）
第十三届罗店龙船文化节活动开幕　
（５３）

区精神卫生中心迁建开工　（５３）
大华虎城商圈“红帆港”党群服务站启

动　（５３）
接待云南省委常委、曲靖市委书记李文

荣等一行　（５３）
区党建服务中心新址启用　（５３）
淞南镇纪念建党９８周年主题党日暨区
域化党建红色联盟成立　（５３）

大型原创沪剧《苔花》试演　（５３）
《岁月印痕———民盟历史人物与宝山》

赠书仪式举行　（５３）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举办　
（５４）

第十九届Ｒｏｂｏｔｅｘ世界机器人大会首届
亚洲赛举行　（５４）

２０１９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典作品
诵读展演举行　（５４）

２０１９黑池舞蹈节（中国）开幕　（５４）
张庙街道首届“社区邻聚节”暨通河四

村公共客厅、通河阳光家园、社区卫生

服务站启动仪式举办　（５４）
与上海国盛集团签约　（５４）
区融媒体中心成立　（５４）
人民防空行动综合演练　（５４）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开幕　（５４）
第六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开幕　
（５４）

经济形势“前瞻·前行·前沿 宝山峰

会”召开　（５４）
吴淞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新系统启用　
（５４）

与安信农业保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合作

协议签约　（５４）
玛琳娜青少年女子篮球训练学院揭牌　
（５４）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进境免税店揭牌　
（５４）

２０１９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　（５４）
上海交运智慧湾科创园开园　（５５）
与厚朴投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　
（５５）

第二十六届“蓝天下的至爱”慈善活动

（宝山区）启动　（５５）
开展扫黑除恶工作　（５５）
开展工作调研　（５５）
组织工作　（５７）
概况　（５７）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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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机构编制规范管理　（５７）
完成机构改革　（５８）
抓好年轻干部培养　（５８）
牵头开展全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　（５８）
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５８）
加强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５８）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５８）
推进“党建社建群建”融合发展　（５８）
区党建服务中心新址启用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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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招录、培训　（５９）
公务员考核和表彰　（５９）
职务职级并行工作　（５９）
妥善安置营以下军转干部　（５９）
区社会工作党委　（５９）
巩固“两个覆盖”工作　（５９）
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　（５９）
推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６０）
拓展“红帆港”党群阵地建设　（６０）
开展“红帆港”党群系列活动　（６０）
发挥“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队伍作用

　（６０）
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者队伍建设

　（６０）
落实“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保障　（６１）
宣传思想　（６１）
概况　（６１）
做好“上海樱花节”品牌对外宣传推介

　（６２）
举办宝山区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年系列
纪念活动　（６２）

举办“中秋韵·家国情·少年美”专场

活动　（６２）
区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　（６２）
举办宝山区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主
题展　（６２）

宝山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６３）
承办市民修身嘉年华主题活动　（６３）
统一战线　（６３）
概况　（６３）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建设　
（６４）

“海上新力量·宝山宝”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工作品牌建设　（６４）
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６４）
区中华职业教育社　（６４）
举办“致敬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陶瓷艺术原创作品巡展”　
（６４）

举办“感悟统战情 携手筑未来”主题征

文活动　（６５）
举办第二届宝山区统战成员运动会　
（６５）

区社会主义学院　（６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班　
（６５）

人民武装　（６５）
概况　（６５）
党管武装　（６６）

民兵整组　（６６）
征兵工作　（６７）
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６７）
驻区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　
（６７）

拥军优属　（６７）
驻军　（６７）
概况　（６７）
拥政爱民　（６７）
机关党建　（６８）
概况　（６８）
“双在双争”活动　（６８）
机关党组织建设　（６８）
党员教育培训　（６８）
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６８）
机关“凝聚力工程”建设　（６８）
机关群团工作　（６８）
老干部工作　（６９）
概况　（６９）
加强和创新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６９）

落实政治待遇　（６９）
开展“赞成就、助发展、当先进、作表率”

主题活动　（７０）
落实生活待遇　（７０）
区委党校　（７１）
概况　（７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委党校办班情况　（７２）
干教培训主体班地位突出　（７２）
举办长三角沿江滨海城市协同创新发展

论坛　（７２）
档案工作　（７３）
概况　（７３）
区重点工作建档　（７３）
民生档案利用服务　（７３）
档案信息化建设　（７３）
档案安全保护和管理　（７３）
档案征集　（７３）
样板档案室培育　（７４）
村居档案规范化建设　（７４）
“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７４）
党史工作　（７５）
概况　（７５）
完成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年系列工作　
（７５）

做好新中国成立和上海解放７０周年工
作　（７５）

开展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党百年

党史工作　（７５）

开展宝山地方党史研究和宣传　（７５）
保密工作　（７５）
概况　（７５）
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　（７６）
保密自查自评工作　（７６）
定密管理　（７６）
信息系统和信息设备保密管理　（７６）
涉密人员管理　（７６）
基层减负　（７６）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综述　（７７）
概况　（７７）
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７７）
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７７）
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　（７７）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７７）
区八届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　（７７）
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　（７７）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７７）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７７）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７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７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７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７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扩大）

会议　（７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７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７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７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７８）

重大决定　（７８）
关于预决算的审议和决定　（７８）
听取政府机构改革方案　（７８）
审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报告　
（７９）

监督工作　（７９）
年中集中视察　（７９）

３

目　录



年末集中视察　（７９）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执法检查

　（７９）
《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执法检

查　（７９）
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调研

　（７９）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调研　（７９）
侨法宣传落实情况调研　（７９）
“美丽家园”建设项目资金情况调研　
（７９）

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情况调研　（８０）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调研　（８０）
“关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代表建议督

办工作调研　（８０）
《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实施情况调研

　（８０）
涉诉信访工作调研　（８０）
部门决算集中调研　（８０）
《上海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落实

情况调研　（８０）
老镇旧区改造工作情况调研　（８０）
防汛防台工作检查　（８０）
养老服务工作情况调研　（８０）
残疾人工作情况调研　（８０）
民营经济、实体经济发展情况调研

　（８０）
政府采购情况调研　（８０）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调研　（８０）
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调研　（８０）
城市管理精细化推进情况调研　（８０）
部分政府投资项目调研　（８１）
区精神卫生中心迁建推进情况跟踪调研

　（８１）
部门预算系列调研　（８１）
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系列调研　（８１）
人事任免　（８１）
概况　（８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情
况　（８１）

代表工作　（８２）
市十五届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８２）
代表建议办理　（８２）
代表履职学习　（８２）
代表补选　（８２）
开展代表座谈　（８２）
代表联系社区　（８２）
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建设　（８２）

重要会议　（８２）
区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联席会　
（８２）

信访工作联席会　（８３）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８３）
计划、预算草案解读会　（８３）
重要活动　（８３）
汪泓调研人大工作　（８３）
区第一届人大工作研究会第五次会员大

会　（８３）
市人大常委会到宝山调研　（８３）
人大青年干部座谈　（８３）
吉林、内蒙古人大到宝山学习交流　
（８３）

《想说就说———人大直通车》播出第三、

四期　（８３）
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８３）
市区人大侨民宗委、外事委工作座谈会

召开　（８３）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综述　（８４）
概况　（８４）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８４）
落实“四大品牌”战略　（８５）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８５）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８５）
优化人居环境品质　（８６）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８６）
重要政事和决策　（８７）
邮轮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８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邮轮经济发展情况　
（８７）

对接长三角一体化　（８７）
对接科创版注册制　（８７）
对接进博会　（８７）
区域经济发展显韧性　（８７）
逐步显现优势产业集聚效应　（８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完成情况　（８７）

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８８）
２０１９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　
（８８）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８８）
完成宝山区第四次经济普查　（９０）
政务服务　（９１）
概况　（９１）

提升服务效能　（９１）
做好世行营商环境测评迎检　（９１）
建成线下综合窗口服务模式　（９１）
提升在线服务效能　（９２）
创新服务企业工作机制　（９２）
落实“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好差评”制

度　（９３）
信访　（９３）
概况　（９３）
化解信访突出矛盾　（９３）
推进“人民满意窗口”标准化创建　（９３）
紧扣重点工作调处矛盾　（９３）
征集人民建议　（９３）
加强信访宣传和理论研究　（９３）
外事工作　（９３）
概况　（９３）
加强出国（境）管理　（９３）
主要出访团组　（９３）
接待邮轮经济发展发展来访团组　（９４）
接待产业项目合作来访团组　（９４）
文化体育对外交流　（９４）
组织保障第二届中国进博会重大涉外活

动　（９４）
民族与宗教　（９４）
概况　（９４）
民族工作　（９４）
宗教事务管理　（９４）
民族宗教团体建设　（９５）
完善监督体系　（９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清真供应网点　（９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　（９５）
侨务　（９６）
概况　（９６）
接待肯尼亚上海商会会长　（９６）
走访侨领眷属　（９６）
开展“侨法宣传月”活动　（９６）
举办“幸福宝山，健康相伴”义诊活动　
（９６）

接待第一期澳中国际青少年研学团考察

宝山活动　（９６）
台湾事务　（９６）
概况　（９６）
三地台联会举办工作交流会　（９６）
市台联领导到宝山交流指导工作　
（９６）

台湾桃园市龙元宫暨龙潭义勇消防队参

访团到访宝山　（９６）
台湾桃园市议长邱奕胜到访宝山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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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学生乒乓球运动员到曹燕华乒乓

球学校交流　（９６）
走访慰问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　
（９６）

机关管理事务　（９６）
概况　（９６）
深化公务用车改革　（９６）
规范办公用房管理　（９７）
强化公共机构节能管理　（９７）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９７）
优化机关后勤服务保障　（９７）
举办第七届节能公益论坛　（９７）
举办机关美食节活动　（９７）
对口支援　（９７）
概况　（９７）
区主要领导率队到云南开展扶贫协作　
（９７）

区主要领导率队到新疆叶城县开展对口

支援　（９７）
人才对口支援　（９８）
产业援滇　（９８）
举办对口帮扶地区商品展销会　（９８）
开展消费扶贫　（９８）
开展携手奔小康帮扶行动　（９８）
开展就业援滇　（９８）
推进对口交流交往　（９８）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扶贫协作云南 ６个县社
会帮扶捐资捐物　（９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对口支援新疆叶城县社
会帮扶　（９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云南省
迪庆州维西县贫困村结对帮扶情况　
（１００）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云南省
曲靖市会泽县贫困村结对帮扶情况　
（１０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云南省
曲靖市宣威市贫困村结对帮扶情况　
（１０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云南省
曲靖市富源县贫困村结对帮扶情况　
（１０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云南省
曲靖市师宗县贫困村结对帮扶情况　
（１０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新疆叶
城县贫困村结对帮扶情况　（１０４）

合作交流　（１０５）
概况　（１０５）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０５）

新疆叶城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０５）
北京市密云区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０５）
云南迪庆州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０５）
云南罗平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０５）
宝山区代表团赴新疆克拉玛依考察调研

　（１０５）
云南曲靖市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０６）

江苏盐城市滨海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０６）

浙江丽水市庆元县考察团到访宝山　
（１０６）

浙江省龙泉市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０６）

云南曲靖市考察团到访宝山　（１０６）
宝山区友好结对地区　（１０６）
地方史志　（１０７）
概况　（１０７）
开展档案史志进军营活动　（１０７）
《岁月印痕———民盟历史人物与宝山》

出版　（１０７）
《宝山年鉴（２０１９）》出版发行　（１０７）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综述　（１０８）
概况　（１０８）
筑牢共同思想政治根基　（１０８）
履行政协职能　（１０８）
夯实干事创业基础　（１０８）
主要会议　（１０８）
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　（１０８）
区政协八届常委会会议　（１０９）
重要活动　（１０９）
市政协到宝山调研　（１０９）
区领导调研政协工作　（１０９）
召开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座谈会
　（１０９）
开展“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的对策研究”重点课题调研　（１０９）
开展“加快机器人产业建设，推动宝山

智能制造发展的对策研究”重点课题

调研　（１０９）
与区政府召开工作协商会　（１０９）
召开委员联系社区工作协调指导小组会

议　（１０９）
召开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　（１０９）

召开２０１９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会议　（１０９）

开展界别协商　（１１０）
开展２０１９年度年中视察　（１１０）
举办“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协

论坛　（１１０）
开展２０１９年度年末视察　（１１０）
开展专项民主监督　（１１０）
提案办理　（１１０）
概况　（１１０）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案　（１１１）
改善和保障民生提案　（１１１）
推动社会治理提案　（１１１）
促进生态发展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提案　
（１１１）

专委会工作　（１１１）
提案委员会　（１１１）
第一经济委员会　（１１１）
第二经济委员会　（１１１）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１１１）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１１１）
法制委员会　（１１１）
社会事务委员会　（１１２）
教育委员会　（１１２）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１１２）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１１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　（１１２）
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１１２）
宝山区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１１３）
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政协论坛论文题目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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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检监察　（１１４）
概况　（１１４）
召开七届区纪委四次全会　（１１４）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１１４）
协助区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１１４）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１１４）
推动纪法贯通、法法衔接　（１１４）
推进常规巡察与村、社区巡察　（１１５）
项目化开展日常监督　（１１５）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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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队伍自身建设　（１１５）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民主党派　（１１６）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委

员会　（１１６）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１７）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１８）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１９）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２０）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会

　（１２１）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１２２）
工商联　（１２３）
宝山区工商联　（１２３）

群众团体

工会　（１２４）
概况　（１２４）
深化工会改革　（１２４）
深化先进职工文化建设　（１２５）
增强工会维权服务　（１２５）
带副春联回家乡活动举办　（１２５）
区总工会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召

开　（１２５）
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启动　（１２５）
就业服务月“五个一”活动举行　（１２５）
宝山劳模工匠风采馆开馆　（１２５）
货车司机交通安全宣传系列活动举行　
（１２５）

宝山区第四届运动会职工比赛举办　
（１２６）

首场“劳模工匠展示日”举行　（１２６）
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技能比武活动举办　
（１２６）

联合团区委、区妇联举行音乐党课　（１２６）
开展高温慰问活动　（１２６）
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首场公益电影

试映会　（１２６）
区总工会七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召

开　（１２６）
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重阳制糕活动开展

　（１２６）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纪
念章颁发　（１２６）

第五季“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

健步走活动举行　（１２６）
庆祝“环卫工人日”暨环卫行业工会联

合会揭牌　（１２６）
“美好宝山·健康餐饮”２０１９年宝山区
职业技能竞赛举行　（１２６）

“星级职工书屋”展评活动开展　（１２７）
“以爱之名，为心勇敢”单身青年联谊活

动举办　（１２７）
区物流货运行业工会交通安全系列活动

举办　（１２７）
共青团　（１２７）
概况　（１２７）
宝山区少先队党团队三旗传递仪式宝山

专场———暨“国旗下成长”主题活动

举行　（１２７）
结对帮扶捐赠活动　（１２７）
举办“临港杯”２０１９年“创青春”上海青
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１２７）

举办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１２７）
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

活动举行　（１２７）
妇联　（１２８）
概况　（１２８）
开展“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１２８）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１２８）
帮困助学　（１２８）
组织建设　（１２９）
实施妇女儿童“十三五”规划　（１２９）
红十字会　（１２９）
概况　（１２９）
救助关爱和备灾救灾活动　（１２９）
救护培训　（１２９）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１２９）
志愿捐献　（１３０）
博爱家园　（１３０）
宣传红十字工作　（１３０）
对口支援工作　（１３０）
其他团体　（１３０）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员

会　（１３０）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１３０）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１３１）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１３２）
上海市宝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１３２）

宝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１３３）

司法机关

警务　（１３４）
概况　（１３４）
刑事案件侦破　（１３４）
社会治安管理　（１３４）
公安行政管理　（１３４）
公安队伍建设　（１３５）
交通安全管理　（１３５）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１３５）
完成第二届进博会安保　（１３５）
开展“三降一升”交通管理属地化改革

　（１３５）
打造非警务信息分流处置工作闭环　
（１３５）

实施“扁平精准”指挥调度模式　（１３６）
完成“一网通办”综合窗口建设　（１３６）
试点“民警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　
（１３６）

试点一线综合执法民警“智能化考核模

型”　（１３６）
全域推进智能感知端建设　（１３６）
开展数据上云上图工作　（１３６）
试点大场镇区域城市联动运行中心　
（１３６）

侦破盛桥“９·１５”故意杀人案　（１３７）
侦破“１０·１７”特大网络传播淫秽视频
案　（１３７）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区公安分局
及部分所属机构　（１３７）

检察　（１３８）
概况　（１３８）
服务保障大局工作　（１３８）
司法为民工作　（１３８）
开展法律监督　（１３８）
推进公益诉讼　（１３９）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１３９）
检察队伍建设　（１３９）
审判　（１３９）
概况　（１３９）
刑事审判　（１４０）
民事审判　（１４０）
执行工作　（１４１）
服务大局　（１４１）
司法改革　（１４１）
司法为民　（１４２）
司法行政和政府法治　（１４２）
概况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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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全面依法治区工作体制机制　
（１４２）

落实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任务　
（１４２）

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行政复议、行政

应诉工作　（１４３）
推动普法全覆盖　（１４３）
深化“三纵三横”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　（１４３）
优化律师、公证、司法鉴定行业管理　
（１４３）

打造人民调解升级版　（１４３）
形成“人防、技防、心防”三位一体的矫

正安帮工作格局　（１４３）
与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签约共建　
（１４３）

成立区律师行业党委　（１４４）
设立上海市第一家驻检察院法律援助工

作站　（１４４）
设立驻上海市强制医疗所法律援助工作

室　（１４４）
开展第三十一届宪法宣传周活动　（１４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律师事务所　（１４４）

经 济 篇

农　业
种植业　（１４８）
概况　（１４８）
粮食科技示范与推广　（１４８）
病虫预测预报和植物检疫　（１４８）
种植业执法管理　（１４８）
植物疫情监测防控　（１４９）
畜牧业　（１４９）
概况　（１４９）
动物免疫　（１４９）
人畜共患疫病监测　（１４９）
畜牧执法管理　（１４９）
渔业　（１４９）
概况　（１４９）
渔业养殖服务指导　（１４９）
地理产品标志保护与申报　（１４９）
渔业执法管理　（１４９）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１５０）
农产品绿色认证　（１５０）
新型农民培训　（１５０）

农业信息化建设　（１５０）

工　业
综述　（１５１）
概况　（１５１）
完善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　（１５１）
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１５１）
推动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１５２）
强化服务机制　（１５２）
推进民营经济发展　（１５２）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２）
概况　（１５２）
深化改革　（１５３）
成本变革　（１５４）
智慧制造　（１５４）
科技创新　（１５４）
市场营销　（１５４）
提升制造能力　（１５４）
城市钢厂建设　（１５４）
生态圈建设　（１５５）
优化产能布局　（１５５）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宝武

设计院）　（１５５）
概况　（１５５）
履行设计院职能　（１５５）
钢铁生态圈建设　（１５５）
智慧制造引领　（１５６）
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含托管单位）　
（１５６）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７）
概况　（１５７）
经营管理　（１５７）
规划投资　（１５７）
规划项目　（１５７）
非规划业务转型调整　（１５７）
基础管理　（１５７）
无效资产处置　（１５８）
生产性服务业　（１５８）
概况　（１５８）
推进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　
（１５８）

举办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专家研讨会　
（１５８）

举办２０１９（第六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
峰论坛　（１５８）

举办２０１９工业互联网及两化融合政策
宣贯培训会　（１５８）

智能制造　（１５８）
概况　（１５８）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１５８）
持续拓展产业空间　（１５８）

商贸业

商业　（１５９）
概况　（１５９）
持续打响“上海购物”品牌　（１５９）
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　（１５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推进重点商业项目　（１５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改（扩）建标准化菜市场
　（１５９）
为平台企业赋能　（１６０）
服务业　（１６０）
概况　（１６０）
商务载体产出效益提升　（１６０）
发挥政策引导效应　（１６０）
举办２０１９上海国际婚礼时尚周　（１６０）
粮食管理　（１６０）
落实粮食安全区长责任制　（１６０）
粮油收购　（１６０）
粮食应急网络保障　（１６０）
加强地方粮食储备　（１６０）
保障粮食市场稳定　（１６０）
完善区粮食中心化验室功能　（１６０）
束里桥粮食储备中心库改建完工　（１６０）
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　（１６０）
帮困粮油供应　（１６０）
加强物资储备管理　（１６０）
开展粮食安全系列宣传活动　（１６０）
烟草专卖　（１６１）
概况　（１６１）
推进现代商业体系落地　（１６１）
破获上海宝山“３·５”运销假、私烟网络
案　（１６１）

行政处罚案卷评查　（１６１）
市场　（１６１）
概况　（１６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商品交易市场　（１６１）
供销合作　（１６７）
概况　（１６７）
供销综合改革　（１６７）
产业转型升级　（１６７）
管理品质提高　（１６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全资、控参
股公司　（１６７）

电子商务　（１６８）
概况　（１６８）
Ｂ２Ｂ电子商务交易额占主导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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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类别　（１６８）
发挥电子商务平台示范作用　（１６８）
建设钢铁领域产业平台　（１６８）
培育互联网个人消费平台　（１６８）
推动互联网专业服务平台发展　（１６８）
推进互联网供应链平台建设　（１６８）

建筑业·房地产业

建筑业　（１６９）
概况　（１６９）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９）
２０１９年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获国家
级奖项　（１７０）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１７１）
２０１９年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获全国
及省市级奖项　（１７１）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７３）
２０１９年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获奖
工程及科技成果　（１７３）

土地储备与供应　（１７３）
概况　（１７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出让地块情况（含已公告
未成交地块）　（１７４）

住宅建设管理　（１７５）
概况　（１７５）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１７５）
住宅全装修管理　（１７５）
装配式住宅落地　（１７５）
房产管理　（１７５）
概况　（１７５）
征收（拆迁）管理　（１７５）
房产测绘　（１７６）
房地产档案管理　（１７６）
住房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售）　（１７６）
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１７６）
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企业备案、年检情

况　（１７６）
住房保障　（１７６）
概况　（１７６）
廉租房管理　（１７６）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管理　（１７６）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１７６）
保障性住房配套建设管理　（１７６）
区属动迁安置用房供应管理　（１７６）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１７６）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１７６）
共有产权房　（１７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　（１７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房地产开发企业　（１７７）
老镇旧区改造障　（１７７）
概况　（１７７）
住宅修缮　（１７７）
旧里改造　（１７７）
城中村改造　（１７７）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１７７）
物业管理　（１７７）
概况　（１７７）
房屋应急维修　（１７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　（１７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房地产开发企业　（１７７）
违法建筑拆除整治　（１７８）
“群租”整治　（１７８）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发放
情况　（１７８）

交通·港务·邮政

交通运输管理　（１７９）
概况　（１７９）
道路运输管理　（１７９）
汽车维修管理　（１７９）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１７９）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１７９）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　（１７９）
交通行政执法　（１７９）
概况　（１７９）
整治非法客运　（１７９）
加强行业监管　（１８０）
安全保障　（１８０）
水陆客运　（１８０）
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１８０）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１８１）
港务　（１８１）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１８１）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１８２）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８２）
２０１９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
位　（１８３）

２０１９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
备　（１８３）

邮政　（１８３）
概况　（１８３）
完成“邮速”投递网点整合　（１８３）
开展集邮文化宣传营销活动　（１８３）
深化仓配一体化模式　（１８３）

开拓国际“逆向海淘”业务　（１８３）
２０１９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
区分公司局所　（１８３）

滨江带与邮轮经济

滨江带建设与邮轮产业发展　（１８５）
概况　（１８５）
获批中国首个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　（１８５）
４艘大型邮轮成功首航　（１８５）
完善邮轮港基础设施　（１８５）
优化邮轮营商环境　（１８５）
启动国产大型邮轮建造　（１８５）
参加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世界邮轮大会并首次
设展　（１８６）

举行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　（１８６）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进境免税店开业

　（１８６）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８６）

园区经济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８８）
概况　（１８８）
优化营商环境　（１８８）
加快推进重点项目　（１８８）
加快转型升级　（１８８）
整治异地经营活动　（１８８）
推进民生保障工程　（１８８）
加快配套设施建设　（１８８）
开展各类整治任务　（１８８）
推进园区环境综合治理　（１８９）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８９）
概况　（１８９）
推进平台建设　（１８９）
推进“四个产业园”建设　（１８９）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１８９）
加强产业结构调整　（１８９）
优化营商环境　（１９０）
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１９０）
概况　（１９０）
优化营商环境　（１９０）
提升重点楼宇载体税收　（１９０）

开放型经济

吸收外资　（１９１）
概况　（１９１）
大项目、增资项目增长明显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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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占据利用外资主导地位　
（１９１）

新增两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

　（１９１）
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　（１９１）
对外经贸　（１９１）
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交易组织超预期　
（１９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吸引外资分段情况　
（１９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吸引外资分产业情况　
（１９１）

举办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国际邮轮服务贸

易高峰论坛　（１９２）
技术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创新高　
（１９２）

对外贸易　（１９２）
概况　（１９２）
集装箱拉低全区出口　（１９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进出口情况　（１９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　（１９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　（１９２）
２０１９年主要出口国家（地区）　（１９３）
２０１９年主要进口国家（地区）　（１９３）
铁矿石带动全区进口增长　（１９３）
商品结构持续优化　（１９３）
主要出口市场除美国外均表现平稳　
（１９３）

民营经济　（１９３）
推进“区民营经济 ２５条”政策落地　
（１９３）

建立区领导定点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工作

机制　（１９３）
配合完成民主党派对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专项监督　（１９３）

经济管理

统计　（１９４）
概况　（１９４）
监测经济社会运行　（１９４）
拓展“四大产业”研究领域　（１９４）
开展重点课题研究　（１９４）
提升统计服务能力　（１９４）
开展应统尽统　（１９４）
推进专项调查　（１９４）
加强统计执法监督　（１９４）
持续推进依法行政　（１９４）
抓好统计宣传　（１９４）

综合经济管理　（１９５）
概况　（１９５）
开展“十四五”前期调查研究　（１９５）
优化营商环境　（１９５）
全面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１９５）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１９５）
推进邮轮经济建设　（１９５）
聚焦５个千亿级和 ５个百亿级产业　
（１９６）

推进产业投资　（１９６）
做好中小微企业服务　（１９６）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１９６）
国有资产管理　（１９６）
概况　（１９６）
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１９７）
国资监管体系建设　（１９７）
区域重点项目推进落实　（１９７）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１９８）
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　（１９８）
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８）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

　（１９９）
上海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吴淞站运

行时刻　（１９９）
市场监督管理　（１９９）
概况　（１９９）
优化市场准入环境　（１９９）
推动质量水平提升　（１９９）
加大风险防控力度　（１９９）
提升智慧监管水平　（２００）
形成社会共治合力　（２００）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２００）
推进包容审慎监管　（２００）
参与社会治理　（２００）
知识产权管理　（２００）
概况　（２００）
完善知识产权机构　（２００）
审核办理专利工作　（２０１）
推进知识产权执法　（２０１）
口岸管理　（２０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关　（２０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　（２０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２０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浦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２０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２０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２０５）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所　
（２０６）

电力、燃气与自来水　（２０７）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２０７）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２０７）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２０７）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０８）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０８）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２０８）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吴淞水厂　（２０８）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月浦水厂　（２０８）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泰和水厂　（２０９）
２０１９年吴淞水厂水质主要指标统计　
（２０９）

２０１９年月浦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０９）
２０１９年泰和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０９）

财政·税务·审计

财政　（２１０）
概况　（２１０）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２１０）
教育支出　（２１０）
科学技术支出　（２１０）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２１０）
卫生健康支出　（２１０）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２１０）
公共安全支出　（２１０）
节能环保支出　（２１１）
城乡社区支出　（２１１）
农林水支出　（２１１）
住房保障支出　（２１１）
交通运输支出　（２１１）
区本级对镇转移支付执行　（２１１）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２１１）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２１１）
政府债务余额　（２１１）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２１２）
推进国库会计制度改革　（２１２）
推进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执行　（２１２）
组织财政收入　（２１２）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２１２）
推进部门预算管理改革　（２１２）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改革　（２１２）
深化政府采购管理改革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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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预算调整　（２１２）
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２１３）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２１３）
税务　（２１３）
概况　（２１３）
税收收入　（２１３）
税收特点　（２１３）
减税降费　（２１３）
税收法治　（２１４）
税种管理　（２１４）
纳税服务　（２１４）
税收征管　（２１４）
大企业税收管理　（２１５）
国际税收管理　（２１５）
税收风险管理　（２１５）
审计　（２１５）
概况　（２１５）
政策跟踪审计　（２１５）
财政审计　（２１５）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１５）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２１５）
推动形成审计闭环管理　（２１５）

金融服务

综述　（２１６）
概况　（２１６）
完善企业上市挂牌服务体系　（２１６）
支持优质投资类企业落地发展　（２１６）
优化融资服务水平　（２１６）
举办各类金融服务活动　（２１６）
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金融宣传活动　
（２１６）

企业上市　（２１７）
概况　（２１７）
上海微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１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主板、中小板、创业
板新增上市情况　（２１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及上
股交新增挂牌情况　（２１７）

银行　（２１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

　（２１７）
２０１９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

支行　（２１８）
２０１９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

行　（２１９）
２０１９年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支行营业网点　（２１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宝

山支行　（２１９）
２０１９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宝钢宝山支行营业网点　（２２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２２０）

２０１９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支行网点　（２２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２２０）
２０１９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
点　（２２０）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２２１）

２０１９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
区支行网点　（２２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

行　（２２１）
２０１９年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宝山支行网点　（２２１）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　（２２１）
２０１９年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２２）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区支行　（２２２）
２０１９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宝山区支行网点　（２２２）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２２３）
２０１９年上海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２３）
保险　（２２３）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

支公司　（２２３）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宝山支公司　（２２３）
证券　（２２３）
概况　（２２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
及营业网点　（２２３）

文 化 篇

文化·旅游

文化艺术　（２２６）
概况　（２２６）

领导调研　（２２６）
宝山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
年文艺汇演举行　（２２６）

上海解放纪念馆重新开馆　（２２６）
宝山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年系列活动举
行　（２２６）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式举行　
（２２６）

陈伯吹童书屋亮相 ２０１９上海书展　
（２２７）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典作品诵读展

举行　（２２７）
２０１９年第四届黑池舞蹈节（中国）举行
　（２２７）
《挑山女人》获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　
（２２７）

大型原创沪剧《苔花》试演　（２２７）
“众文空间”项目启用　（２２７）
宝山市民“美育大课堂”开启　（２２７）
第三届“宝山星舞台”总决赛举行　（２２８）
２０１９年上海樱花节活动　（２２８）
２０１９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活动　
（２２８）

“水 ＋墨：回望书法传统”展览举办　
（２２８）

纪念全民族抗战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

８２周年活动举行　（２２８）
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暨亚太邮轮
大会主题文艺晚会举行　（２２８）

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

动举行　（２２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　（２２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社区图书馆　（２２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不可移动文物　（２３０）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２３１）

旅游事业　（２３２）
概况　（２３２）
升级举办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　（２３２）
培育上海旅游节宝山系列精品活动　
（２３３）

整合推出宝山特色文化旅游主题线路　
（２３３）

扩大上海樱花节名片效应　（２３３）
开发乡村旅游功能　（２３３）
指导乡村民宿新业态健康发展　（２３３）
开展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２３３）
旅游景区等级评定与复核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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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住宿企业等级评定与复核　（２３４）
旅行社行业发展　（２３４）
旅游相关企业等级评定与复核　（２３４）
优化旅游公共服务　（２３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旅游企业经营情况　
（２３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新增旅行社　（２３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旅行社经营指标排名　
（２３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饭店经营指标排名　
（２３４）

旅游资源品质提升　（２３５）
旅游行业监管　（２３５）
完成进博会住宿保障任务　（２３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星级旅游饭店　（２３５）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社会旅馆优质服务达标
单位（宝山区）　（２３５）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服务达标
单位（宝山区）　（２３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国家 Ａ级旅游景区　
（２３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旅行社　（２３６）

教　育
基础教育　（２３８）
概况　（２３８）
吴淞中学微电影获奖　（２３９）
陈伯吹教育集团成立　（２３９）
特教指导中心获“全国助残先进集体”

称号　（２３９）
打破交互跳绳世界纪录　（２３９）
市检察院检察官兼职法治副校长　
（２３９）

重走行知路教育考察团　（２４０）
孙奥获“金爱心学生”称号　（２４０）
行知中学８０周年校庆　（２４０）
青少年智能机器人挑战赛举行　（２４０）
徐雅芳思辨性历史教学劳模创新工作室

入选市劳模创新工作室　（２４０）
边楚月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

　（２４０）
青春艺华活动举行　（２４０）
高等教育　（２４０）
上海大学　（２４０）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４２）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４３）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２４４）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４４）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４４）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４６）
成人教育　（２４６）
上海行知学院（上海市宝山区业余大

学、上海开放大学宝山分校、上海市宝

山区老年大学）　（２４６）
特殊教育　（２４７）
上海市宝山区培智学校　（２４７）

体　育
综述　（２４８）
概况　（２４８）
宝山区第四届运动会　（２４８）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２４８）
体育技能培训指导　（２４８）
竞技体育　（２４８）
品牌赛事　（２４８）
全民健身品牌赛事　（２４９）
“大美滨江”定向越野公开赛　（２４９）
２０１９上海樱花节“樱你而来”体育主题
系列活动　（２４９）

军民半程马拉松赛　（２４９）
第四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　（２４９）
泾彩同行·２０１９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
步赛　（２４９）

青少年体育　（２４９）
中国小篮球女孩训练营　（２４９）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少儿体育开放

日宝山分会场　（２４９）
乒乓球一条龙办训协议续签　（２５０）
玛琳娜女子篮球学院启动　（２５０）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
　（２５０）
体育竞演赛事　（２５０）
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　（２５０）
ＯＮＥ冠军格斗赛　（２５０）
２０１９ＣＢＡ夏季联赛　（２５０）
２０１９ＣＢＡ选秀大会　（２５０）
ＫＯＫ万王之王篮球赛　（２５０）
人民电竞超级联赛上海大师赛　（２５０）
第三届中国电子竞技创新大赛总决赛　
（２５０）

２０１９ＮＣＡＡＰＡＣ—１２中国赛　（２５０）

科技·信息

科技　（２５１）
概况　（２５１）
３Ｄ打印混凝土步行桥落成　（２５２）

２０１９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智能硬件
专题赛　（２５２）

发那科“超级智能工厂”登陆宝山　
（２５２）

联合国人居署人工智能城市研讨会召开

　（２５２）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专家研讨会召开　
（２５２）

“京东第二研发中心”落户宝山　（２５２）
宝山区科技节开幕　（２５２）
第二届国际 ３Ｄ打印嘉年华开幕　
（２５２）

赛赫智能全球总部落户宝山　（２５２）
５Ｇ智慧长者照护之家启用　（２５２）
宝山氢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　
（２５２）

第十九届Ｒｏｂｏｔｅｘ世界机器人大会首届
亚洲赛在宝山启动　（２５２）

上海科技论坛———上海遗传与分子诊断

产学研大会召开　（２５２）
华域汽车新能源汽车项目发展　（２５３）
２０１９中欧长三角石墨烯创新高峰论坛
举行　（２５３）

２０１９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暨建筑指数
论坛召开　（２５３）

首届长三角创意设计联展举办　（２５３）
创新挑战赛举办　（２５３）
首家上海市科技金融服务站宝山站揭牌

　（２５３）
宝山科技大市场及法国华人科技项目上

海转化器揭牌　（２５３）
２０１９上海大学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落
幕　（２５３）

气象　（２５３）
概况　（２５３）
气象服务保障到位　（２５３）
气象观测基地逐步建成　（２５４）
信息化　（２５４）
概况　（２５４）
“四大板块”５Ｇ规划建设工作　（２５４）
上海智慧城市应用开放日活动　（２５５）
“２０１９上海智慧城市进万家”系列宣传
活动启动　（２５５）

２０１９上海市智慧城市大讲坛智慧政务
论坛举办　（２５５）

融媒体中心　（２５５）
宝山报　（２５５）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２５５）
上海市宝山区广播电视台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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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２５５）

宝山区融媒体中心　（２５６）
“宝山汇”ＡＰＰ上线　（２５７）
电视节目短视频化　（２５７）
广播节目可视化　（２５７）
宝山东方有线　（２５７）
概况　（２５７）
“美丽乡村”架空线路改造　（２５７）
雪亮工程　（２５７）
物联网智慧社区　（２５７）
电信　（２５７）
概况　（２５７）
５Ｇ网络建设　（２５７）
区党建服务中心信息化建设　（２５７）
２０１９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　（２５７）
塘湾村乡村振兴建设示范村　（２５７）
社区智能安防建设　（２５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电信局营业网点　（２５８）

社 会 篇

社会生活

青少年事业　（２６０）
概况　（２６０）
宝山区各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
座谈会举行　（２６０）

区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

集会举行　（２６０）
区第十五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

书班举行　（２６０）
宝叶少年手拉手活动举行　（２６０）
小学生爱心暑托班总结会召开　（２６０）
做好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　（２６１）
老龄事业　（２６１）
概况　（２６１）
提升老年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２６１）
推进老年人政府实事项目　（２６１）
推进老年人长护险试点工作　（２６１）
完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２６１）
完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　（２６１）
推进综合养老服务工作　（２６２）
完善老年人文体服务网络　（２６２）
“银龄ｅ生活”服务项目　（２６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养老机构　（２６２）
残疾人事业　（２６４）
概况　（２６４）

落实助残惠残项目　（２６４）
开展康复服务　（２６４）
推进就业培训工作　（２６４）
举办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　（２６４）
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汇演
活动　（２６４）

参加全国技能大赛　（２６４）
缩短残疾人证核发时间　（２６４）
调整残疾人保险理赔　（２６４）
婚姻家庭　（２６４）
概况　（２６４）
特色婚姻登记服务　（２６５）
主题特色颁证活动　（２６５）
宝山青年婚恋课题研究　（２６５）
创全“家庭行动日”系列活动　（２６５）
家庭文明建设　（２６６）
殡葬管理　（２６６）
概况　（２６６）
实施惠民殡葬政策　（２６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殡葬单位　（２６６）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就业创业　（２６７）
概况　（２６７）
就业服务　（２６７）
创业推介　（２６７）
精准扶贫　（２６７）
资金安全监管　（２６７）
职业技能培训　（２６７）
劳动关系　（２６８）
概况　（２６８）
加强和谐劳动关系建设　（２６８）
提升行政许可效能　（２６８）
加强劳动保障监察　（２６８）
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综合示范工作通过验

收　（２６８）
推进“一站式”劳动争议处置工作　（２６８）
提升信访服务水平　（２６８）
做好“１２３４５”工单承办工作　（２６９）
人才人事　（２６９）
概况　（２６９）
推进人才申报工作　（２６９）
打造樱花品牌　（２６９）
基层人才服务工作站　（２６９）
搭建引才平台　（２６９）
社会保障　（２６９）
概况　（２６９）
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　（２７０）

推进征地保障工作　（２７０）
推进征地养老保障工作　（２７０）
推进城乡居保工作　（２７０）
推进工伤事务工作　（２７０）
加强社会保障业务经办风险防控　（２７０）
社会救助　（２７０）
概况　（２７０）
加强核对工作培训与交流　（２７０）
社会优抚　（２７０）
概况　（２７０）
优待抚恤　（２７０）
接收安置　（２７０）
烈士褒扬　（２７０）
双拥工作　（２７１）
军休管理服务　（２７１）
思想权益维护　（２７１）
推进最美退役军人评选工作　（２７１）
开展发放纪念章、悬挂光荣牌工作　（２７１）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山代表机构　（２７１）
概况　（２７１）
主要活动　（２７１）
助困项目　（２７１）
扶幼助学活动　（２７２）
助医助老项目　（２７２）
精准扶贫项目　（２７２）

社会管理

城管行政执法　（２７３）
概况　（２７３）
违法建筑治理　（２７３）
吴淞工业区整治　（２７３）
街面环境治理　（２７３）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２７３）
食品安全执法整治　（２７３）
生活垃圾分类治理　（２７３）
环境质量综合治理　（２７３）
户外广告治理　（２７３）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２７４）
办理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协办件　
（２７４）

城管执法办案　（２７４）
“智慧城管”建设　（２７４）
城管诉件处置　（２７４）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２７４）
概况　（２７４）
深化拓展网格化重点巡查领域　（２７４）
提升网格化综合管理处置实效　（２７４）
完善热线工单办理机制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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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工单协调督办力度　（２７５）
社会组织管理　（２７５）
概况　（２７５）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２７５）
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２７５）
社区建设　（２７６）
概况　（２７６）
基层建设　（２７６）
社区治理　（２７６）
宝山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

大会召开　（２７６）
深化“社区通”系统　（２７６）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２７７）
培育“活力楼组”　（２７７）
打造社区服务综合体　（２７７）
提升基层队伍综合能力　（２７７）
推进基层减负增能提效　（２７７）

社会安全

人民防空　（２７８）
概况　（２７８）
民防组织指挥训练和演练　（２７８）
民防应急救援　（２７８）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建设　（２７８）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和培训　（２７８）
避难场所建设　（２７８）
民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２７８）
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管　（２７９）
消防安全　（２７９）
概况　（２７９）
深化消防执法改革　（２７９）
履行消防安全责任　（２７９）
完成重点消防安保任务　（２７９）
推进消防风险整治　（２７９）
严控烟花爆竹　（２７９）
完成政府消防实事项目　（２８０）
打牢区域联勤防火基础　（２８０）
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２８０）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　（２８０）
处置“４·１”火灾事故　（２８１）
处置“１１·９”火灾事故　（２８１）
平安建设　（２８１）
概况　（２８１）
扫黑除恶斗争　（２８１）
社会风险防控　（２８１）
服务区域保障　（２８１）
社会治理转型　（２８２）
禁毒预防工作　（２８２）

司法执法监督　（２８２）
应急管理　（２８２）
概况　（２８２）
编制体制调整　（２８３）
强化责任落实　（２８３）
落实执法检查　（２８３）
开展专项治理　（２８３）
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２８３）
落实消防重点任务　（２８３）
提高应急管理意识　（２８３）

卫生健康

卫生事业　（２８４）
概况　（２８４）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８４）
开展卫生监督　（２８４）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２８５）
推进社区卫生综合改革　（２８５）
提升医疗质量　（２８５）
深化医联体建设　（２８５）
推动中医药工作发展　（２８５）
学科人才建设　（２８６）
加强卫生应急保障　（２８６）
推进“健康宝山”建设　（２８６）
加大计划生育家庭帮扶力度　（２８６）
推进家庭发展能力建设　（２８６）
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　（２８６）
民营医疗机构管理　（２８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前十位疾病死亡原因及
构成　（２８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前十位恶性肿瘤死亡原
因及构成　（２８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公立医院　（２８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民营医院　（２８８）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民营门诊部　（２８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其他民营医疗机构　
（２９１）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工作　（２９３）
概况　（２９３）
国家卫生镇新创（复审）任务取得阶段

性成果　（２９３）
健康自管小组建设列入“健康上海在行

动”优秀案例　（２９３）
农村爱国卫生运动助力乡村振兴　（２９３）
编制《健康宝山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
（送审稿）　（２９４）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２９４）
医疗保障　（２９４）
概况　（２９４）

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２９４）
强化医保基金监管　（２９５）
提升医疗保障工作　（２９５）
优化医保经办服务　（２９５）
医疗机构　（２９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北部）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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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６）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２９７）

生 态 篇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　（３００）
概况　（３００）
建设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３００）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３０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３００）
农村集体经济　（３００）
概况　（３００）
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３００）

贯彻落实《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

理条例》　（３０１）
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３０１）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管理　
（３０１）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　（３０１）
涉农人员业务培训　（３０１）
完善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保障　（３０１）

城乡规划与建设

城乡规划　（３０２）
概况　（３０２）
组建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３０２）
落实新一轮区域总体规划　（３０２）
重点地区规划编制　（３０２）
镇村规划编制管理　（３０２）
重要专项规划　（３０３）
推进农民集中居住项目　（３０３）
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执行率９９％　（３０３）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３０３）
推进产业用地标准化出让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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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３０３）
土地减量化验收１００公顷　（３０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情
况　（３０３）

集体土地征地补偿　（３０３）
征地房屋补偿　（３０３）
外商投资土地使用费征收　（３０３）
建立区房屋征收信息化管理平台　
（３０３）

宝山城市规划展馆运营　（３０３）
推进规划行政审批许可　（３０４）
土地执法监察　（３０４）
推进“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　
（３０４）

开展土地测绘调查服务　（３０４）
城建档案管理　（３０４）
阶段性完成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任务　
（３０４）

地名管理　（３０４）
组建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　
（３０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规划编制批复情况　
（３０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地名命名登记情况　
（３０５）

建设交通管理　（３０６）
概况　（３０６）
重大工程建设　（３０６）
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重大工程（市级项目）
建设计划　（３０７）

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重大工程（区级项目）
建设计划　（３０９）

道路规划储备　（３１１）
道路管理与养护　（３１１）
推进微循环道路　（３１２）
加强交通行业管理　（３１２）
完善公共交通　（３１２）
内河港航　（３１２）
整治非法客运　（３１２）
加强建设工地管理　（３１２）
规范工程招投标管理　（３１２）
加强执法安全检查　（３１２）
扬尘污染防治　（３１２）
装配式建筑和ＢＩＭ技术发展　（３１２）
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３１２）
燃气管理　（３１３）
水务（海洋）建设　（３１３）
概况　（３１３）
水务海洋规划编制　（３１３）

防汛防台和安全监管　（３１３）
河道工程建设　（３１３）
河长制　（３１３）
水利设施管理　（３１３）
供水管理和排水管理　（３１３）
水文监测　（３１４）
滩涂海塘管理　（３１４）
海洋管理　（３１４）
水务行政执法　（３１４）
水务行政审批　（３１４）
水务信息化工作　（３１４）
市政工程管理　（３１４）
概况　（３１４）
市政道路技术状况　（３１４）
桥梁检测普查结果　（３１４）
市政养护资金及项目安排　（３１４）
重点市政工程项目建设　（３１４）
市政大中修及整治工程　（３１５）
市政道路日常养护管理　（３１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量　（３１５）
井盖专项治理　（３１５）
创建精品示范路　（３１５）
缓解交通拥堵和慢行交通　（３１５）
推进养护四新技术应用　（３１５）
市政专业网格化管理　（３１５）
道路信息化管理　（３１５）
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　（３１５）
应急保障措施　（３１５）
市政工程行政审批管理　（３１６）
进口博览会交通设施保障专项整治　
（３１６）

公　路　（３１６）
概况　（３１６）
公路日常养护管理　（３１６）
道路设施管理养护　（３１６）
公路大中修工程建设　（３１６）
公路重大项目建设　（３１６）
深化农村公路管养机制改革　（３１６）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３１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３１６）
桥梁管理　（３１７）
路政执法　（３１７）
路政许可　（３１７）
开展桥梁桥孔整治　（３１７）
交通综合补短板　（３１７）

环境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　（３１８）
概况　（３１８）

环境空气质量　（３１８）
水环境质量　（３１９）
区域环境噪声　（３１９）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区域环境噪声
监测结果　（３１９）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道路交通噪声
监测结果　（３１９）

道路交通噪声　（３２０）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３２０）
配合中央第二轮生态环境督察　（３２０）
开展“春晓”系列专项行动　（３２０）
持续推进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３２０）
持续推进清洁空气行动计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　（３２０）
推出扬尘防控“片长制”２０版　（３２０）
保障进博会空气质量　（３２０）
先行先试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３２０）

超额完成重点行业重金属减排　（３２１）
共建全市首个法制教育基地　（３２１）
开展环境宣传　（３２１）

绿化市容

绿化市容　（３２２）
概况　（３２２）
全面开展垃圾分类　（３２２）
形成垃圾分类工作体系　（３２２）
推进市容景观建设　（３２２）
推进绿色生态建设　（３２２）
推进绿化市容重大项目建设　（３２３）
建筑垃圾处置管理　（３２３）
加强市容环境整治　（３２３）
加强道路“四清”作业　（３２３）
绿化养护管理　（３２３）
社会绿化管理　（３２３）

镇 · 街 道

镇

杨行镇　（３２６）
概况　（３２６）
经济建设　（３２６）
城乡建设　（３２６）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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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建设　（３２７）
社会事业　（３２７）
生态文明建设　（３２７）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２７）
美丽乡村创建　（３２７）
党风廉政建设　（３２７）
垃圾分类　（３２７）
招商花园城商业综合体开业　（３２８）
举办“曹燕华·杨行杯”乒乓球比赛　
（３２８）

红林路综合为民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３２８）

２０１９年杨行镇辖区学校　（３２８）
２０１９年杨行镇村委会　（３２８）
２０１９年杨行镇居委会　（３２９）
月浦镇　（３３０）
概况　（３３０）
经济建设　（３３０）
城乡建设　（３３０）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３１）
社会管理　（３３１）
民生事业　（３３１）
党建工作　（３３１）
聚源桥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３３２）
第二届月浦花艺展　（３３２）
举行“致敬英烈———宝山区庆祝上海解

放７０周年纪念活动”　（３３２）
月浦镇组团赴北京举办产业招商推介会

暨项目签约仪式　（３３２）
区域化党建联盟启动　（３３２）
启动农商用地招商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

式　（３３３）
２０１９年月浦镇辖区学校　（３３３）
２０１９年月浦镇村、居委会　（３３４）
罗店镇　（３３５）
概况　（３３５）
经济建设　（３３５）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３３５）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３３５）
乡村振兴　（３３５）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３５）
社会事业　（３３５）
社会治理　（３３６）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３６）
加强政务服务建设　（３３６）
党的建设　（３３６）
举办第三届上海宝山罗店花神庙会　
（３３６）

举办第十三届罗店龙船文化节　（３３７）
“我爱我罗”大型动迁安置基地暨重大

项目开工　（３３７）
举办２０１９社会治理与协同创新中国镇
长论坛　（３３７）

２０１９年罗店镇辖区学校　（３３８）
２０１９年罗店镇村、居委会　（３３８）
罗泾镇　（３４０）
概况　（３４０）
经济建设　（３４０）
社会事业　（３４０）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４０）
镇村建设与管理　（３４０）
乡村振兴　（３４１）
平安建设与综合治理　（３４１）
社区建设　（３４１）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４１）
陈行—宝钢水库被评为上海市第一批市

级重要湿地　（３４１）
市领导到罗泾调研　（３４２）
第二届宝山湖小龙虾节　（３４２）
“泾光闪闪”农民篮球联赛　（３４２）
“八·二三”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

同胞悼念活动　（３４２）
宝山区第四届运动会“罗泾杯”篮球联

赛举办　（３４２）
２０１９年上海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　
（３４２）

泾彩同行·２０１９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
步赛　（３４２）

宝山长江口大闸蟹连续第八次斩获“王

宝和杯”全国河蟹大赛金蟹奖　
（３４３）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３４３）
２０１９年罗泾镇辖区学校　（３４３）
２０１９年罗泾镇村、居委会　（３４３）
顾村镇　（３４４）
概况　（３４４）
经济建设　（３４４）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３４４）
社会事业　（３４４）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３４５）
基层建设　（３４５）
平安建设　（３４５）
举行馨佳园体育中心开放揭牌仪式　
（３４５）

世界最大规模３Ｄ打印混凝土步行桥落
成　（３４５）

食品药品科普站正式启用　（３４５）

顾村镇举办第三届运动会　（３４５）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专家研讨会召开　
（３４６）

第二届国际 ３Ｄ打印嘉年华开幕　
（３４６）

上海市决策咨询委调研　（３４６）
赛赫智能全球总部落户上海机器人产业

园　（３４６）
上海市妇联调研居村妇女之家工作　
（３４６）

伏能士（中国）有限公司新址开业　
（３４６）

第十九届Ｒｏｂｏｔｅｘ世界机器人大会首届
亚洲赛启动　（３４６）

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举行开学典礼　
（３４６）

２０１９年“我和我的祖国”第十一届诗乡
顾村年会举行　（３４６）

龙湖椿山万树首个公建民营项目落地　
（３４７）

２０１９年顾村镇辖区学校　（３４７）
２０１９年顾村镇村委会　（３４８）
２０１９年顾村镇居委会　（３４８）
大场镇　（３５０）
概况　（３５０）
积聚经济发展动能　（３５０）
改善镇域环境面貌　（３５０）
加强社会治理能力　（３５１）
均衡社会事业发展　（３５１）
获首批上海市垃圾分类工作示范镇称号

　（３５１）
举行红十字服务中心启用仪式　（３５１）
举行“世外中环、世外大华”冠名揭牌仪

式　（３５１）
南大首发项目临港南大智慧城正式开工

建设　（３５１）
颜敏杰入选预备役部队方阵参加国庆阅

兵　（３５１）
“行知读书会周年荟”活动举行　（３５２）
大场镇经济联合社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社

员代表大会召开　（３５２）
行知纪念广场建成开放　（３５２）
获评上海市首批智慧社区建设示范点　
（３５２）

２０１９年大场镇辖区学校　（３５３）
大场镇各村、居委会　（３５３）
庙行镇　（３５６）
概况　（３５６）
经济建设　（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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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和管理　（３５６）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５６）
社会事业　（３５６）
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　（３５７）
养老硬件设施建设　（３５７）
推进康家“城中村”改造　（３５７）
垃圾分类　（３５７）
创建信访“标准化”窗口　（３５７）
宝山区陈伯吹教育集团成立　（３５７）
“京东第二研发中心”落户宝山　（３５７）
庙行镇商会登记注册成立　（３５８）
上海市科技金融服务站宝山站揭牌仪式

举行　（３５８）
庙行经济联合社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召

开　（３５８）
２０１９年庙行镇辖区学校　（３５８）
２０１９年庙行镇村（居）委会　（３５８）
淞南镇　（３５９）
概况　（３５９）
经济发展　（３５９）
城市建设与管理　（３５９）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３５９）
社会事业　（３６０）
社会治理　（３６０）
文化发展　（３６０）
打造登高跑体育品牌活动　（３６０）
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政府质量创

新奖　（３６０）
淞南镇人大代表之家建成　（３６１）
淞南镇“两新”组织创建区“红帆港”党

群服务站示范点　（３６１）
“都市小镇文创淞南”系列创新特色活

动　（３６１）
解决国帆路出行难问题　（３６１）
魏刚入围全国“四个１００”最美志愿者上
海推选名单　（３６１）

２０１９年淞南镇辖区学校　（３６２）
２０１９年淞南镇居委会　（３６２）
高境镇　（３６３）
概况　（３６３）
经济建设　（３６３）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３６３）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６４）
社会事业　（３６４）
平安建设　（３６４）
社区治理　（３６５）
高境镇与复旦大学无线通信团队合作推

进高境智慧城市建设　（３６５）
上海首个体育文化主题园区三邻桥体育

文化园开园　（３６５）
高境“５Ｇ小镇”建设正式启动暨首家５Ｇ
智慧长者照护之家开业　（３６５）

６Ｇ智能通信研讨会在新业坊·源创举
办　（３６５）

２０１９上海科技论坛———上海遗传与分
子诊断产学研大会举行　（３６６）

第三届中国电子竞技创新大赛总决赛在

高境举行　（３６６）
交大附中、同济存志学校助力高境“教

育强镇”建设　（３６６）
同济·高境“智能社区”实践教学基地

签约仪式举行　（３６６）
２０１９年高境镇辖区学校　（３６６）
２０１９年高境镇村、居委会　（３６７）

街　道
友谊路街道　（３６８）
概况　（３６８）
街道经济　（３６８）
民生服务　（３６８）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３６９）
市容环境　（３６９）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３６９）
平安建设　（３６９）
“五违”整治　（３６９）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３６９）
党建工作　（３７０）
浙江省平湖市人大代表来访　（３７０）
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海解

放７０周年活动　（３７０）
２０１９年友谊街道辖区学校　（３７１）
２０１９年友谊路街道居委会　（３７１）
吴淞街道　（３７２）
概况　（３７２）
创成上海市２０１９年度第一批垃圾分类
示范街镇　（３７２）

旧区改造　（３７２）
吴淞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　（３７２）
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　（３７２）
推动“美丽家园”升级版建设　（３７２）
环境保护和水环境治理　（３７２）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３７２）
创新基层治理　（３７２）
社区文体建设　（３７２）
平安建设　（３７２）
基层党建工作　（３７３）
上海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　（３７３）

非遗项目“吴淞面塑”进社区、进学校活

动　（３７３）
首届“吴淞工匠”培养选树活动　（３７３）
纪念五四运动 １００周年文艺汇演　

（３７３）
吴淞“慈善超市”开业运营　（３７４）
启动“青春印记·点亮吴淞”吴淞街道

青年干部“满天星”实训计划　（３７４）

２０１９年吴淞街道辖区学校　（３７４）
２０１９年吴淞街道居委会　（３７４）

张庙街道　（３７５）
概况　（３７５）

老旧住房成套改造　（３７５）
生活垃圾分类　（３７５）
“创全”工作　（３７６）

“美丽街区和家园”创建　（３７６）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３７６）
城市执法管理　（３７６）

区域环境保护　（３７６）
住房保障管理　（３７６）
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３７７）
社区民生服务　（３７７）

社区创业就业　（３７７）
社区受理服务　（３７７）
双拥优抚工作　（３７７）
社区居民“公共客厅”建设　（３７７）

“社区通”建设　（３７７）
社区自治共治　（３７７）
社区文化体育　（３７７）

社区发展服务　（３７７）
基层党建　（３７８）
基层队伍建设　（３７８）
社区安全实事项目　（３７８）

安全社区建设　（３７８）
平安社区创建　（３７８）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３７８）

信访维稳工作　（３７８）
“初心·追梦·前行”———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８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３７８）
首届“社区邻聚节”暨通河四村公共客

厅、通河阳光家园、社区卫生服务站启

动仪式　（３７９）
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演出暨第

九届张庙社区“老街·新居”市民文

化节系列活动　（３７９）
２０１９年张庙街道辖区学校　（３７９）
２０１９年张庙街道居委会　（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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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人物·名录·光荣榜

宝山区新任领导人　（３８２）
陈杰　（３８２）
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负责人

　名录　（３８２）
中共宝山区委　（３８２）
中共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３８２）
区委工作机构　（３８２）
中共宝山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３８３）
宝山区监察委员会　（３８３）
纪委、监委内设机构及派驻机构　（３８４）
区人大常委会、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政

协、人武部、法院、检察院、人民团体和

群众团体党组、党委　（３８４）
人大常委会　（３８５）
宝山区第八届人大常委会　（３８５）
区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３８５）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　（３８５）
审判、检察机关　（３８６）
区人民法院　（３８６）
区人民检察院　（３８６）
人民政府　（３８６）
宝山区人民政府　（３８６）
区政府工作机构　（３８６）
区政府其他工作机构　（３８７）
政协　（３８７）
政协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　（３８７）
区政协工作机构　（３８７）
民主党派　（３８７）
民革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３８７）
民盟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３８７）
民建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　（３８７）
民进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３８７）
农工党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　（３８８）
九三学社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３８８）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委员会　（３８８）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　（３８８）
区总工会第七届委员会　（３８８）

共青团宝山区第十届委员会　（３８８）
区妇联第七届执委会　（３８８）
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八届执委会　（３８８）
区科协第六届委员会　（３８８）
区侨联第六届委员会　（３８８）
区青年联合会第九届委员会　（３８８）
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七届主席团　（３８８）
区红十字会第六届理事会　（３８８）
街道、镇、园区　（３８８）
街道党工委、镇党委、园区党工委　（３８８）
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园区管委会　（３８８）
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镇人大主席　（３８９）
区域内部分单位　（３８９）
宝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９）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３８９）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３８９）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３８９）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３８９）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３８９）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３８９）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３８９）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３８９）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３８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关　（３８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　（３８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３８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浦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３８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３８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３８９）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所　
（３８９）

光荣榜　（３９０）
全国先进集体　（３９０）
全国先进个人　（３９２）

主要文件目录

区委　（３９３）

区委办　（３９４）
区政府　（３９７）
区府办　（３９８）

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　（３９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３９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地区生产总值　（４００）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税收及构成　（４００）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财政收入　（４００）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财政支出　（４０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４０１）

各时期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

长率　（４０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商品销售额和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４０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耕地面积　（４０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邮政、电信　（４０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公共文化设施　（４０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广播电视业　（４０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公共图书馆　（４０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体育事业　（４０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火灾事故与消防　（４０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社会治安　（４０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
作　（４０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及平
均工资　（４０５）

调查资料

调查资料　（４０６）
提升宝山区域经济密度的对策研究（节

选）　（４０６）
宝山区主导产业发展情况分析———以

“四大产业”为例（节选）　（４１１）

索　引
条目索引　（４２０）
表格索引　（４３７）
随文图片索引　（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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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概览
Overview 

特载

区情概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特　载
◎ 编辑　戴建美

区委工作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共宝山区委七届九次全会

中共宝山区委书记　汪　泓

　　２０１９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区委常委会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对标中央交付上海的三项新的

重大任务和五方面工作要求，坚持稳中

求进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

高质量发展，团结和带领全区党员干部

群众，以实干实效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
年，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任务，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市委李强书记先

后５次来宝山视察工作，给予肯定和
勉励。

今年大事要事多，区委常委会坚决

贯彻中央、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坚定信

心、保持定力，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强

化担当作为、敢于攻坚克难，重点抓了四

件大事：

一年来，我们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筑牢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的坚实根基。全区上下按照

中央和市委的部署要求，聚焦主题主线，

不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推动主题教育

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相互促进。在学

深悟透中磨砺初心使命，按照学习教育

“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的要

求，建立健全以集中学习研讨为主，辅导

报告、专题讲座、瞻仰参观、现场教学等

为辅的系统学习架构，引导３１２８个各级
党组织、近１０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在听、看、读中进一

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认知认同。坚持以上率下，主

题教育期间组织开展中心组集中学习研

讨２０次、带头上党课１０余次，引领带动
处级单位开展集中学习研讨１３００余场，
处级领导干部和基层党支部书记共上专

题党课３５００余次。创新开展网络视频
远程教育直播７次，党员足不出户实现
在线学习。“学习强国”“宝山汇”“红帆

课堂”“基层宣讲团”等线上线下平台搭

建起立体化、多层次的学习宣传渠道，有

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有效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进一步增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整改落实

中践行初心使命，切实抓好８个方面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细化为４５个重点整治
项目逐条逐项推进落实。以问题为导

向，以调研为抓手，全区各级领导干部以

“切口小、挖掘深、分析透、效果好”为标

准，对５３０个居村委进行全覆盖调研走
访，列出调研课题近１０００项。严格按照
“六对照、一结合”要求，重点查找“五个

方面差距”，共查摆、检视问题 ５０００余
条。各单位、各部门坚持边学边查边改，

全力抓早抓实抓好，主题教育期间查找

问题整改完成率达到 ８３％。在为民服
务中升华初心使命，聚焦发展、民生等领

域１７７个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列出清单、
挂图作战、对账销号，一批群众反映强烈

的急难愁盼问题有效解决，白沙公园成

为市民休闲亲子好去处，张庙街道居民

将更快在成套改造好的新楼内享受舒适

生活，老旧小区１０２部加装电梯立项落
地，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提

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一年来，我们精心策划开展庆祝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系列活动，汇聚起砥砺
奋进新时代的同心合力。围绕“庆祝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暨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
年”主题主线，举办宣传庆祝活动，盛世

盛典聚同心，重整行装再出发。持续掀

起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热潮，唱响主
旋律、弘扬正能量，１００多万干部群众共
同参与“我和我的祖国”快闪等系列庆

祝活动，充分激发全区人民爱国热情。

组织全区基层党组织集中收看庆典及阅

兵式，形成了共庆祖国华诞、共享伟大荣

光的浓厚氛围。精心举办庆祝新中国成

立７０周年主题展，吸引近１５万人次观
展，生动展示宝山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传

递了一代代宝山人甘于奉献、敢为人先

的精神风貌，吹响了鼓舞宝山人民续写

２



创新发展新辉煌的时代号角。隆重为

１９位劳模先进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７０周年”纪念章，大力弘扬爱国
奉献精神，鼓励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创新、

建功立业。积极传承上海城市革命传统

和红色基因，以纪念上海解放７０周年为
契机，高质量完成上海解放纪念馆升级

改造，日均参观者近１０００人次，成为上
海重要的红色文化地标。李强书记专程

前往解放纪念馆重温历史、致敬先烈。

精心举办致敬英烈纪念、战上海图片文

物展及望道讲读会等系列庆祝上海解放

７０周年主题活动，在重温上海解放的历
史岁月中汲取精神力量，坚定前行方向。

保护利用区域红色资源，新增上海大学

溯园、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２家市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总量达到２０家，红色资源在党性教育
中的独特作用充分彰显。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召开

区融媒体中心／提供一年来，我们努力在新的时代坐标

中找准发展方位，凝聚起再创新时代新

奇迹宝山篇章的广泛共识。深刻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发展总体要求的领

航指向，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

期间视察宝山时的重要指示，结合市委

李强书记对宝山在上海发展全局中的要

求，聚焦高质量发展，发挥港口腹地兼而

有之、二三产业联动布局的独特优势，研

究提出奋力迈向“国际邮轮之城、智能智

造之城”的新一轮发展战略定位。面向

全球，从港口物流基地迈向国际邮轮之

城。依托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优势，推动邮轮经济全产业

链发展，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邮轮母

港城市。成功获批首个“中国邮轮旅游

发展示范区”，李强书记亲自揭牌。邮轮

港单日游客数接连创造亚洲新纪录，全

国面积最大邮轮进境免税店建成开业，

邮轮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愈发明显。成

功举办第四届 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
嘉年华、皇家加勒比、地中海、云顶等全

球四大主要邮轮公司总裁首次悉数参会

并发表演讲，国际邮轮之城实至名归。

面向未来，从钢铁产业基地迈向智能智

造之城。推动钢铁为主的“硬制造”向

科技创新为主的“软智造”转型升级，加

快南大未来智慧城、吴淞创新城、上海机

器人产业园、宝山工业园、城市工业园等

“一区两城三园”重大板块转型升级，新

增１２００万平方米产业空间，打造城市建
设新标杆、产业发展新高地、产城融合新

示范。加快培育邮轮经济、机器人及智

能制造、新材料、建筑科技、平台经济等

５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以及人工智能和
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健康及生物制药、文

化创意、节能环保、现代物流等５大百亿
级产业，着力打造引领上海北部经济发

展的强劲活跃增长极。

一年来，我们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发

展稳定重大专项任务，保持了真抓实干

促落实的浓厚氛围。引导全区党员干部

把初心使命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

力，有力推动了一批重大任务、重点工作

落地落实。平稳有序完成机构改革，着

眼“优化、协同、高效”，完成３４个党政部
门３８项职责划转及４９８名人员转隶，组
建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机构，成立３个
党的工作委员会和１１个单位党组。组
建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财经工作委员会、审计委员

会等９个区委议事协调机构，从机构职
能上把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到各领域各环

节，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完善

人大、政协、纪检监察机构设置，有序推

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通过改革，党的

全面领导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有力，符合

宝山治理特点的机构职能体系更加系统

完备，机构职能配置和职责关系更加优

化明晰，机构编制管理利用更加科学规

范，基层服务管理力量更加充实强化。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按照“有黑扫

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总体要求，落实

党委政府主体责任、政法机关直接责任、

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行业部门监管

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始终保

持对“套路贷”、黄赌毒等重点行业和领

域的高压整治态势，累计办结涉黑涉恶

线索１１０８条、办结率９３３％，破获涉恶
犯罪集团７个、涉恶犯罪团伙５３个，为
群众挽回经济损失１５亿元。坚持问题
导向，对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回头看”提

出的２条市级共性问题和２２条区级个
性问题照单全收、立行立改。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面对复杂

严峻的宏观形势和自身转型的双重压

力，区委常委会主要抓了六方面工作：

　　一、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把
稳增长放在突出位置，努力以稳增长的

硬任务实现促发展的硬道理，以自身发

展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

性，全区经济发展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的发展态势。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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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坚持“四

个论英雄”导向，经济发展更有质量、更

有效益。预计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可

比增长６１％；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在为全社会新增减税降费８５亿元、影响
增幅１０个百分点以上的情况下实现正
增长，完成１６１亿元，增长０３％；税收总
收入４００２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５４０亿元，增长８９％；实现产业投
资１１０亿元；商品销售额 ６１３８亿元，增
长８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２６亿
元，增长６２％；合同外资１７５５亿美元，
增长 １１％。经济密度持续提升。宝杨
宝龙广场、招商花园城等一批商业商务

载体开业，新增载体面积１００万平方米。
８６个商务载体总税收收入 ５２亿元、单
位面积税收收入１５００元／平方米，均增
长１０％，亿元载体达１５个。坚持招大引
强，新增缴税企业２３８５家、落地税收４２
亿元。打造智慧湾、新业坊、三邻桥３家
市级夜上海特色消费区。引进盒马鲜生

等新零售新业态网点６０家。新增一批
标准化菜场、社区微菜场，在２０个标准
化菜场设立“平价菜专柜”和“平价肉专

柜”。精准盘活存量土地１５００亩。单位
增加值能耗下降６５％。投资强度持续
加大。总投资７６０亿元的６５个重大产
业项目有序推进，泰迪小镇等一批项目

开工建设，华域电机、临港新业坊二期等

一批项目竣工投产。科勒工业 ４０工
厂、富驰高科三期、克来机电智能生产线

等项目顺利开工。京东第二研发中心、

伏能士、快仓机器人等一批优质项目投

产经营，商汤、厚友金融、中科钢研、亚系

集团等一批项目签约落地。创新浓度持

续提高。加快建设科创中心重要功能

区，二十冶集团、海隆石油等１９个项目
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微盟集团在港

交所上市，上市挂牌企业达１３２家。新
增８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６家科技小
巨人（培育）企业，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超

过６００家，林肯电气、光驰科技分获外资
研发中心、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认证。推

动“环上大科技创新圈”、高境“科创小

镇”等载体建设，创新创业聚合裂变效应

凸显。开放力度持续扩大。承接第二届

进博会溢出效应，意向成交规模、活动数

量和影响力、采购商到会数、引进企业

数、参展企业数远超首届，意向成交额

１４９３亿元，增长 ５３３倍。对接“一带
一路”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沿线累计投资２４个项目、近
４亿美元，联动江浙城市组建长三角产
业互联网联盟、高端装备创新协同基地、

石墨烯联合创新中心。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完善国资平台运作机制，增强资本运

营功能，加大国资国企资源整合力度。

二是产业升级步伐加快。集中优势

资源，打造规模体量大、延伸配套性好、

支撑带动力强的优势产业集群。培育机

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集群。以上海机器

人产业园为引领，集聚３２５家优质企业，
推动发那科机器人超级工厂项目落地，

安川机器人项目投产。做大做强新材料

产业集群。石墨烯功能型平台累计孵化

培育企业１２家，为５０余家企业、科研团
队提供１５００余次场景服务。国内首条
公里级超导电缆示范工程竣工。与上海

交大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建金属基复合材

料工程中心。构筑平台经济新高地。

“互联网＋钢铁”集聚钢银电商、欧冶云
商等千亿级电商平台，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９０亿元。率先开展国家级钢铁领域
平台经济发展试点，形成钢铁平台交易

和配套服务的“国家级价格”和“国家级

标准”。“互联网 ＋生活服务”平台蓬勃
发展。打造建筑业产业集群。集聚宝

冶、五冶、二十冶等２２９家建筑企业，实
现总产值７７２亿元，建成同济创园等载
体，培育尤安设计等一批优质企业，全区

特级、一级资质建筑业企业达２６家。人
工智能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健康及生

物医药、文化创意、节能环保、现代物流

等５个百亿级产业加速崛起，合计年产
值超５００亿元。

三是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瞄准最高

标准、最好水平，实施“优化营商环境

２０版”。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双减
半”要求，审批承诺时间比法定时间平均

减７０％，“减材料”工作有序开展。率先
成立社会投资项目审批审查中心并完成

费用减免，在世行营商环境测评中交出

优秀答卷。全面推进“一网通办”。高

频电子证照实现政务服务事项１００％覆
盖，电子证照调用 １５１８万次。行政许
可事项“即办件”比例提升１３４个百分
点。全市率先全域建成派出所“综合窗

口”一网通办。再造线下服务流程。３１

个部门４６０余项审批及服务事项分类纳
入５类“单一窗口”，累计收件６７２８５件，
发放结果性文件３６６３２件。提升“一窗
通”服务能级，开办企业营业执照、数字

证书、税务发票、公章当场办结，实现最

多跑一次。联动长三角，增设长三角地

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综合服务专窗。

完善帮办服务机制。推出“服务管家 ＋
管家小宝＋全程帮办＋人才樱花卡”，组
建首批１３９人帮办队伍，实现从行政审
批到公共事务办理全覆盖服务。加强政

策供给。完善“１＋９”产业扶持政策，修
订出台机器人及智能硬件、生物医药产

业专项政策，设立每年１０亿元产业发展
资金池和２０亿元产业用地储备专项资
金。推出高层次人才引荐等新政，向４５０
余名人才兑现资助和激励，打造拴心留

人环境。

　　二、坚持产城融合发展，重点板块
转型进一步加快

　　围绕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将重点板块作为“国际邮轮之城、智能智

造之城”的核心承载地，全力打造上海北

部转型发展的“高原”，奋力构筑引领高

质量发展的新标杆。

一是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正式

获批。历经７年努力，成功实现中国邮
轮旅游发展“实验区”到“示范区”的重

大跨越，打造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国

样板。提升“邮轮服务”品质。邮轮船

票制度全国推广，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获

“上海品牌”认证，成为全国首家国际邮

轮港游客服务认证单位。推动海事部门

实施“五优先”政策，邮轮准点率和安全

率达到“双１００％”，“智慧邮轮港”启动
建设。“海洋光谱号”“威尼斯号”“探索

梦号”等豪华邮轮开启亚洲首航，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累计接待邮轮２２５５艘次、国
内外游客 １３４８万人次。壮大“邮轮制
造”实力。推动总造价 ５４亿元的首艘
１３５万吨国产大型邮轮开工建设，实现
邮轮制造“从０到１”突破。世天邮轮与
招商集团签署“１＋１＋２”艘邮轮新造船
合同。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园建

设，中船邮轮科技、中船嘉年华（上海）

等９家邮轮相关企业落户，总数近 ２００
家。首次代表中国在美国２０１９世界邮
轮大会设立国家展示区，在意大利与芬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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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蒂尼合作举办“邮轮供应商日———邮

轮建造论坛”，吸引１２３家核心供应商参
展，提升上海邮轮经济的国际影响力。

做优“邮轮购物”体验。近２０００平方米
全国最大邮轮进境免税店开业，成为“上

海购物”新亮点。邮轮服务贸易快速发

展，进博会国际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

达成交易意向 １２亿元。丰富“邮轮文
化”内涵。参加２０１９中国国际旅游交易
会，开展“邮轮文化中国行”活动，获国

家文旅部“点赞”。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港国
际帆船赛推动“三游经济”扬帆起航。

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吸引８０余万人次
市民参与，“水岸联动”让邮轮文化与岸

上文化水乳交融。

二是吴淞创新城建设实质启动。深

入推进与宝武、上实、临港的战略合作，

紧锣密鼓推进吴淞工业区转型升级。坚

持规划引领。空间布局规划、产业发展

规划基本形成，《吴淞创新城建设规划》

以及特钢区域、不锈钢区域控详规划加

快报批。启动先行项目。总投资 ５０亿
元的智慧制造研发总部等７个项目开工
建设。完善开发机制。确立“１＋２＋Ｎ”
转型开发机制，宝地上实、宝地临港实质

运作。调整成立吴淞新城开发建设指挥

部，形成转型发展平台公司组建方案。

明确主导产业。着眼于突破“卡脖子”

技术，着力构筑“两新双创两高”产业体

系，即以新材料和新硬件“两新”产业为

引领、科创 ＋文创“双创”产业为支撑、
高端商务商业和高品质特色旅游业为配

套的产业发展格局。

三是南大未来智慧城步入快车道。

围绕打造全球领先、国内典范的 ＡＩ＋未
来城市和生态智慧城，与临港集团合作

推进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土地征收补

偿基本完成，收储土地８０００亩，临港首
发地块开工建设，建成区域市政公建配

套项目建设全部启动。控规修编进入上

报阶段，区域产业空间增加至２３０万平
方米，“９＋１５”专项规划不断深化。加
快产业导入。对接项目３２２个，其中４３
个工商注册落地，１０个进入核名注册阶
段。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项目落地，探索文旅公司
完成工商注册，打造“数字媒体＋文化旅
游”双总部基地和体验中心。影谱科技、

商汤科技、京东方、中福会、诺奖联盟（脑

机工程）等１６个项目加快推进。

四是产业空间载体集聚新动能。以

园区为载体，构筑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生

态圈，为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蓄足动

能。上海机器人产业园提标升级，推进

控详规划调整和产业规划编制，启动区

域功能提升和基础设施配套改造，建立

机器人产业园专项发展资金，总投资

４３１亿元的中铁总部、赛赫智能等１０大
项目加快推进。推动智慧湾等１５个载
体提标提质，全面培育发展新动力。

五是乡村振兴呈现新亮点。积极探

索符合宝山实际的都市型、特色化、精品

化乡村振兴发展道路，被国家六部委评

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区。

打造示范引领标杆。积极创建国家农业

绿色发展先行区，绿色认证率达 １５％。
塘湾村成功创建全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

村，建成全国首个母婴康养村和萱草文

化园，入选上海首批智慧村庄建设试点。

推进第二批示范村创建，聚源桥村、海星

村、天平村建设项目完成率 ９０％，花红
村扎实开展前期工作，天平村获评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擦亮乡村美丽基底。

推进６０个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启动
７２２户农民集中居住，完成１８８座农村公
厕改造，制定《四好农村路五年行动计

划》，完成改造１００公里。全区累计创建
市、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２５个，占保留
保护村总数的７４％，美丽创建形成整体
效应。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全区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总资产为６０３２亿，同比增
长１３％。全面完成农村集体经济产权
制度改革，组建３个镇级投资管理平台。
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区级财政托底保

障新机制覆盖４８个村，村均补贴同比增
长１１４％。举办“品长江蟹”“钓小龙虾”
“月浦花卉”等农旅品牌活动，越来越多

的市民走进宝山体验乡村魅力。

　　三、坚持深化社会治理创新，城市
环境品质进一步改善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制度，积极构建城市治理“绣花功夫”

常态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区

（提名区）创建工作，提高城市治理科学

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一是基层治理不断深化。持续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理，“红帆港”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体系、非公企业“职工之家”组织

建设、活力楼组创新社区微治理项目分

获中国（上海）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提名、

十佳、优秀案例。突出街镇社区重心地

位。落实街道“五项权力”，完善街道“１
＋２”党建领导体制。强化镇域治理，７
个基本管理单元“两委一中心”和“３＋３
资源”有效运转。推进居民区党组织领

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三驾

马车”高效协同治理，２７６个符合条件的
业委会成立党的工作小组。启动１００家
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基地建设，形成张庙

街道“公共客厅”、罗店镇睦邻共享中心

等特色服务载体。累计培育星级“活力

楼组”２００个、特色楼组近３０００个，村干
部开放式办公基本实现全覆盖。引导社

会组织深耕社区，放大２０００万元扶持资
金效应，优选扶持８３个社区公益服务项
目，服务近５０万人次。落实中央基层减
负年要求，居村电子台账表单从１１７项
减至６８项。深化“社区通”工作系统。
拓展完善“治慧中心”，做深做实“议事

厅”“村务公开”“垃圾分类”等功能版

块。深度开发应用场景，实现与网格化

系统、１１０接处警系统的智能对接。“社
区通”入选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最佳

案例、首批 ２０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
例，获评上海打响“四大品牌”２０１８年基
层实践最佳案例，被人民日报头版报道。

复制推广“社区通”模式，３３８家企业上
线“园区通”，“商圈通”系统试运行。完

善智慧治理基础设施。初步形成智慧城

市建设总体方案。基本建成“城市大

脑”数据池、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完成４０多个政府职能部门政务信息数
据汇聚，累计为“一网通办”应用共享公

共数据１３６８０次、３７０５９万条。提升信
息基础设施能级，加速推进 ５Ｇ网络部
署，累计建成１０９２个５Ｇ基站。大场镇
入选市首批智慧社区建设示范点。

二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配

合做好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全国第二

次污染源普查等重点工作，加强生态环

境治理，宝山的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

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

扬尘污染防治，“片长制”实现全覆盖，

“路长制”首批覆盖１５０条道路，加大产
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调整和污染

治理 升 级 力 度。全 区 ＡＱＩ优 良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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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３％，比全市总体水平高３个百分点，
居全市首位；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为 ３４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８１％。加强水环
境治理，９５７条河道深化落实“河长制”，
“１＋１６”考核断面水质动态达标，南老
?藻浜等１７３个水体成功消除劣Ⅴ类，
劣Ⅴ类比例下降为０４％。推进月浦城
区、张华浜东２个排水系统和１８公里二
级污水管网建设，完成 ３１６个小区
２４１７２３万平方米雨污混接改造。落实
土壤污染防治计划，开展建设用地全生

命周期管理和农用地分类管理，南大地

区土壤治理修复试点效果显著。践行垃

圾分类新时尚。聚焦前端分类减量、中

端规范收运、末端处置利用，全力推进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宝山再生能

源利用中心启动建设，江杨北路永久性

装修垃圾分拣中心投入运行。改造垃圾

箱房２４９０间，创建达标居住区 ８１１个，
绿色账户开卡７１４万户，建成两网融合
分拣中转站１３个，配备３５６辆干湿垃圾
运输车。各街镇园区积极探索实践，形

成大场“环保小先生”、庙行“爱回收”等

创新模式，吴淞街道、友谊路街道、大场

镇、高境镇、庙行镇、罗店镇入选全市垃

圾分类示范街镇。持续推进“五个１００”
绿化工程。新建各类绿地６５公顷、立体
绿化３万余平方米，全区绿色生态步道
达１３８公里，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三
期、庙行公园等改造工程完工，２０１９上
海樱花节吸引客流１６５５万人次，生态
建设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群众。

三是城乡环境更加宜居。以绣花般

的细心、耐心和卓越心，实现精细化管理

的全覆盖、全过程、全天候，推动城市更

有序、更安全、更干净。推动创全工作落

细落实。２０１９年第一阶段市文明进步
指数测评继续保持一般城区第１名，高
于郊区和全市平均分。紧密结合“创全

提高年”主题，常态化推进３０项专项行
动，开展“五清”“十美”“三五”等专项整

治，打造美丽系列创全示范点；深化点位

责任人制度，建立各单位领导担任点位

长的承包制。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专

项测评成绩优秀。整体打造“绣美宝

山”。深化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新增１００
个“美丽家园”示范小区。建成同济路、

牡丹江路２个市级“美丽街区”和５０个
区级“美丽街区”，黄浦江（宝山段）景观

灯光一期按期亮灯。城中村和旧区改造

稳步推进。６个“城中村”项目动迁基本
完成，居农民及企业签约率超 ９９％，８７
个公建配套项目集中启动。“留改拆”

并举，八棉二纺完成加固修缮，里弄房屋

修缮新增设卫生设施完成６２６户。住宅
修缮竣工２２１万平方米，成套改造开、竣
工１０幢房屋，吴淞西块旧里改造９０号
基地完成拆迁，加快推进回搬安置房建

设。罗店兵营式危房改造新开工３５户，
在建１３０户，竣工入住７５户。新开工区
属动迁安置房９６９万平方米，解决在外
过渡动迁居民安置 １０１６户。削减存量
违建２７２万平方米，１１个街镇成功创建
“无违建”先进街镇，人居环境质量和群

众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四是重大工程稳步推进。把重大

工程作为提升城市能级的“钢筋铁骨”

和高质量发展重要支撑，全力推进 ４７
项市、区重大工程建设。加快完善区域

骨干路网。Ｓ７沪崇高速（Ｓ２０—月罗公
路）一期通车，为上海北部地区增添一

条进入市区的快速通道。江杨北路

（Ｇ１５０３—Ｓ２０）、潘广路、国权北路（殷
高路以南）、陆翔路南段等一批道路建

成通车，沿江通道Ｇ１５０３越江段隧道年
底通车。“南桥北隧”陆翔路—祁连山

路贯通工程矩形顶管启动，跨?藻浜大

桥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轨交 １５号线、
１８号线、沿江通道 Ｇ１５０３Ａ等项目前期
动迁腾地基本完成，Ｓ７二期、沪通铁路
等项目动迁腾地有序推进。加快完善

公共交通网络。新辟、调整、优化宝山

３１路等１３条公交线路，乡村巴士线路
运营间隔逐步缩减至 ３０分钟以内，建
成永顺路等８条微循环道路，新增２５５４
个公共停车泊位，进一步缓解出行难、

停车难。建成６０个公交候车亭和１２７０
余根公交电子站牌，形成“智慧公交出

行”服务体系。

五是城市运行安全有序。坚持“防

风险、保安全、迎大庆、护进博”，落实防

范措施，城市运行安全有序平稳，全区报

警类１１０接报数、信访总量、群体性矛盾
同比分别下降 ２０９％、１５３％、２９１％。
深入推进智能安防建设。全域布局“平

安宝山智联网”，“雪亮工程”三期全面

启动，８５０个封闭式小区实现人脸识别、
车牌识别、“ＷＩＦＩ嗅探”系统全覆盖，实

现政法委与公安的数据对接。３４个村
完成智能安防基本版建设，２５６栋商务
楼宇完成“微卡口”建设。稳步推进“智

慧公安”建设，启动综合服务平台等 ２２
个重点项目，打造集数据应用中心、网格

管理中心、应急联动中心为一体的地区

社会综合治理平台，顾村派出所入选全

国首批１００个“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区
法院推出“智慧诉讼服务”，网上立案成

功率９６３６％。区检察院打造线上线下
并行的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促进信息
科技与检察工作深度融合。区司法局

“智慧矫正”增加初次面询暨心理评估

系统，打造“人防、技防、心防”三位一体

的矫正安帮工作格局。加强重点领域安

全监管。落实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和黑名

单管理制度，推进“风险分级管控、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强化生产、消

防、交通、特种设备等领域安全监管。加

大国资系统出租出借房屋及经营场所监

管力度。全力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常

态化开展重点企业、行业、领域食品安全

隐患排查，巩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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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民生
服务进一步加强

　　不断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体制
机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８２％左右。抓好底线民生、管好基本民
生、打造质量民生，建立健全破解“老小

旧远”等突出民生难题的可持续运行机

制，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

一是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立足

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强化就

业和社会保障，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２２２４５
人，较市下达指标数低 １６％。成立顾
村、罗店大居就业服务分中心，组织各类

就业帮扶，提供就业岗位７７万个，帮助
７８５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扶持６６７
人成功创业，完成职业技能培训７２万
人次，“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安

置率１００％。加强欠薪治理，妥善处置劳
动争议，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达

５９６家，列全市第 ２。夯实民生保障底
线，９１６名被征地人员１００％落实社会保
障，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城乡居民月基

础养老金分别增长７４％、７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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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实效，累计救助６１１万人次，发放
救助资金 ３１亿元。做实医疗保障工
作。城乡居民医保应保尽保，提前实现

区域内定点医院长三角门诊异地结算全

覆盖。

二是养老服务更加均衡优质。推动

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深度融合，提供更

多优质养老服务，努力让生活在宝山的

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加快完善养老设施

布局。新增１家养老机构、４４９张养老床
位，建成６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４家
长者照护之家、４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１２个助餐点等实事项目。实施养
老机构标准化试点建设，完成９家农村
薄弱养老机构改造。推动智慧养老和医

养结合。全市首推的“银龄居家宝”实

现全覆盖，“银龄 ｅ生活”提供紧急呼叫
等５２项生活代叫服务。养老机构与医
疗机构服务签约率达 １００％，规模养老
机构１００％设置医疗机构。“长护险”累
计为２７５万名老年人提供２００７３万人
次的照护服务，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三是教育现代化建设全面启动。

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召开区教育大

会及教师座谈会，实施“区教育现代化

行动方案”，稳步推进教育统筹改革，

“陶行知教育创新发展区”建设形成阶

段成果。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深化“生

活德育”品牌内涵建设，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高境学生跳绳队屡破世界

纪录、登上央视开学第一课舞台，宝山

学子在世界头脑奥林匹克等国际国内

赛事斩获奖项 ４４２件。打造特色教育
品牌。新成立陈伯吹、世外宝山教育集

团，世外宝山校、上外宝山双语学校开

学招生，与上师大合作建设罗店中学交

响乐团，公办高中高考连续三年本科达

线率 ９０％以上。规模内涵量质齐升。
新建、改扩建７所学校，加快１０所初中
强校工程实验校建设，罗店中学积极创

建特色普通高中，建立“宝山区托育服

务指导中心”，社会托育机构达 １９家，
开设托班幼儿园达４３家。培智学校获
全国教育系统、全国助残系统两项先

进。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年投入 ５０００
万元的教育优秀人才激励办法作用不

断显现。

四是“健康宝山”战略全面推进。

以全民健康助力全面小康，卫生健康事

业蓬勃发展。推动医疗机构高质量发

展。以党建为引领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市一宝山分院“宝山互联网医院”获评

市“创新医疗服务品牌”项目，完成区中

西医结合医院创建市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专家预评审，推动二康院创建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淞南社区卫生中

心创建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社区卫生

中心。区精神卫生中心迁建项目实现

开工。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深化 ８
大医联体建设，９５名专家下沉社区
１９１１人次，开展专病门诊 ３１３９８人次，
医联体内双向转诊近１１万人次。“１＋
１＋１”签约６２４５万人、全市第３，重点
人群签约３２５６万人、全市第 １。家庭
医生工作室覆盖全部居村委。推进“互

联网＋医疗健康”，升级健康云区级平
台，新建５个智慧健康小屋，健康小屋
累计自助测量３３１６万人次、异常提醒
１５２３万人次，进一步促进市民群众健
康的自我意识觉醒，帮助居民实现自我

健康管理。

五是对口支援工作不断深化。坚

持真情实感、真抓实干，实施“规定动

作”项目 １０６个、“自选动作”项目 ２９
个，市、区两级财政投入 ９７５亿元，惠
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３２５６万人。区
党政代表团分赴新疆、云南考察部分扶

贫协作项目，走访慰问深度贫困家庭。

推进产业和消费扶贫。２２６０万元产业
帮扶资金推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制

定鼓励消费扶贫实施方案，对口地区农

特产品来沪设立专柜给予财政补贴。

举办６场农特产品在沪展销会，４３家企
业百余类商品销售额达 ２０９万元。新
设维西、叶城等 ４家特色商品专营店，
支持农特产品上食行生鲜、农行等网站

扶贫专区销售。强化人才支援。选派

２４名援疆干部和１０名援滇干部对口支
援。选派６名医生、４６名教师、２名医
疗志愿者支教支医。安排对口地区人

力资源培训 ８０批次 ５４０８人。赴云南
举办１１场招聘会，１５００名求职者达成
转移就业意向，曲靖市、迪庆州在区新

设劳务工作站。全面推进携手奔小康

行动。与对口帮扶地区乡镇园区签订

“携手奔小康”结对帮扶协议２４个，“三
区三州”深度贫困乡镇实现全覆盖；对

口帮扶 ７个县（市）５８２个深度贫困村
实现结对全覆盖。

　　五、坚持立根塑魂，文化惠民水平
进一步提升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用文化铸
就城市发展的灵魂，打造城市形象的“精

气神”，“文化珍珠”润泽“国际邮轮之

城、智能智造之城”的每一个角落。

一是打造文化品牌的国际“最强

音”。国际邮轮滨江文化带、陈伯吹国际

儿童文学奖等３个国际文化品牌以及淞
沪抗战、百年吴淞等８个国家级文化品
牌声名远播。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节、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入选上海文

化品牌工作创新案例。全力创建儿童文

学阅读特色区，２０１９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参赛作品增幅达３５％，逐步成为亚
洲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儿童文学奖项；原

创插画展作品同比翻一番，“陈伯吹童书

屋”吸引１１万人次参观，“诵读经典点亮
童心”长三角阅读联盟成功组建。２０１９
黑池舞蹈节吸引 １５０个国家和地区近
８５００组次舞者参与，创下黑池舞蹈节百
年新纪录。宝山沪剧勇攀高峰。中国第

一部彩色沪剧电影《挑山女人》获第３２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实现

了上海地方戏在金鸡奖“零的突破”；创

排大型原创沪剧《苔花》。

二是探索文旅融合发展的最靓“同

心圆”。提高居民文化生活品质。稳步

推进宝山率先建成现代化服务体系建设

工作，打造“精准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平

台。启用４个“众文空间”，升级打造１５
个“一村一居一舞台”实事项目，成为百

姓家门口的“文化客厅”。文艺之花璀

璨绽放。举办各类文化旅游服务活动

４１万场，参与人数达５５６万人次，分别
同比增长 ２９％与 ６５％。１６个（组）艺
术名家工作室参与各类文化活动近百

场，秦文君、庞婕蕾等组织开展５０余场
阅读活动，近５０００人次参与。探索文旅
融合深度发展之道。上海樱花节期间，

精心策划樱花时装秀等６项１０场精彩
纷呈的重点文化活动，吸引上百万人次

的市民参与其中。邮轮文化旅游节先后

举办邮轮体验周、文旅诗会等活动，努力

彰显“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着力提升

市民艺术素养。专项活动扎实推进。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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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完成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服务保障及

创作活动。完成《我和我的祖国》《航拍

宝山》等快闪片拍摄制作，吸引数千市民

群众参与，振奋人心、备受好评。文化地

标精心铸造。上海长滩音乐厅完成主体

结构、淞沪抗战纪念馆二期年内基本建

成。区图书馆和区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

全面完成，杨行体育中心建设有序推进。

文创产业蓬勃发展。２１个项目通过市
级文创资金申报审核，通过率全市第一。

新增文创企业１７９８家，新创建３家市级
文创产业园区、１家市级示范楼宇，形成
“１＋８＋Ｎ”文创产业园区格局。推进体
育产业园区落地，全市首家体育文化主

题创意园区三邻桥建成开园。

三是多彩文体活动增进城市软实

力。举办各类文体活动４万余场，参与
人数达６００余万人次。做实群众体育。
办赛主体最丰富、赛事种类最广、项目数

量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区第四届运动

会圆满落幕，１５４０场赛事活动吸引近６８
万人次市民参赛。围绕打造“家门口的

体育盛会、宝山人的健身节日”，开展市

第四届家庭马拉松、“樱你而来”“泾彩

同行”等体育主题活动，吸引１０多万群
众踊跃参与。宝山体育中心接待市民群

众６００多万人次。做强竞演赛事。成功
举办ＯＮＥ冠军赛、人民电竞上海大师赛
等赛事，宝山籍运动员许昕获得国际乒

联世界巡回赛多地赛事冠军。宝山学生

在挪威 ＷＪＲ跳绳世界杯中荣获 ８金 ８
银３铜，４次打破世界纪录。打响“篮球
城”品牌。引进塞尔维亚国家女篮主教

练玛琳娜，塞尔维亚总理为玛琳娜女子

篮球学院揭牌。引进 ＣＢＡ夏季联赛、
ＫＯＫ篮球争霸赛等赛事，完成 ＷＣＢＡ主
场赛事承办，大华女篮获得第七名。蓬

勃发展的文体事业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

富的精神食粮，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六、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党的
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

改革发展各方面，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

领导水平，为现代化滨江新城区建设提

供坚强政治保证。

一是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区委常

委会坚持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

实，认真落实区委工作规则、常委会议

事规则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等制度，

切实加强对全区各项工作的领导和统

筹，区委书记会、专题会、常委会研究重

要议题５１０个，区委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充分体现。支

持人大依法履职和行使权力。充分发

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能作用，围绕乡

村振兴、垃圾分类、“老小旧远”、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等重点工作开展监督，听取

和审议政府机构改革、财政预决算等专

项报告２８项，依法作出决议决定６项。
依法开展人事任免和代表补选，尊重代

表主体地位，深入推进街镇“人大代表

之家”“代表联络站”建设。落实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建立沪苏浙皖及周

边地区人大协作机制，在联合调研、联

动监督等方面积极探索。支持政协围

绕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贯彻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举办庆祝人民

政协成立 ７０周年座谈会，充分发挥政
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围绕乡村振兴、旧区改造、人

才发展等开展 ２０余次专题协商、界别
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率进一

步提升，聚焦城市精细化管理开展专项

监督，举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协

论坛，推进“委员进社区”活动，政协

“智囊团”“直通车”和“连心桥”作用进

一步显现。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

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坚持完善多党

合作和政党协商制度，支持各民主党派

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委托民主党派对城

市精细化管理、创全、垃圾分类等重点工

作开展专项监督。深化统战品牌建设，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迎来第

十一批挂职干部，“海上新力量·宝山

宝”新阶层工作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工

商联、民宗台侨工作齐头并进。深化群

团改革。升级工会改革“顾村经验”，加

强“小二级”工会建设，深入推进“货运

司机集中入会”全国试点，全市首家区级

劳模工匠风采馆开馆。加强青少年思想

引领，推进团青骨干参与基层治理，整合

区域化团建资源，引领青年岗位建功。

深入推进妇联组织“织网工程”，通过

“建家”凝聚巾帼力量，深化创全“家庭

行动日”活动品牌，新增一批全国最美家

庭、上海文明家庭、海上最美家庭。做好

党领导下的各项工作。坚持党管武装，

深化民兵调整改革，扎实推进“全国双拥

模范城”八连冠创建。全力推进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为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家

庭悬挂光荣牌，完成１个区级、１４个街镇
园区、４５３个村居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建设，基本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覆盖全员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

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

判权、检察权。党校、社会主义学院、档

案和史志、机要保密、老干部等工作取得

新成效。

二是主旋律更加响亮。牢牢把握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筑牢团

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理论武装走深

走实。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推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不断深入。抓好“关键少数”，区委

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３０次，重点专题向
基层视频直播，处级干部专题培训实现

全覆盖。引领“绝大多数”，深入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基

层党支部组织开展党员专题学习 ４２７９
次，群众性宣讲覆盖９８万人次。媒体
融合落地见效。成立区融媒体中心，报

台网从“单兵作战”转向“集群出击”。

推出“新闻 ＋政务 ＋服务 ＋互动”的首
款融媒产品“宝山汇”ＡＰＰ，与东方网、阿
基米德、抖音等知名网络平台加强对接

合作，凸显“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

台、社区信息枢纽”功能。大力推广“学

习强国”平台，近５万名党员比学赶超、
氛围浓厚。做实区委网信管理部门，提

高用网治网水平。正向引领凝心聚力。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命名１０
个区级道德模范工作室，举办 ２０１８“感
动宝山人物”颁奖典礼和事迹巡展，网络

点击量超２０万人次。聚焦重要节点、重
大主题，协调做好央媒“看长江之变”和

“长江龙·舞起来”等大型主题采访，在

市级以上媒体刊发报道３０８２篇，讲好宝
山故事，传播宝山精彩。

三是基层党建持续深化。全面落实

市委城市基层党建２０条等文件精神，以
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推进基层党建高质

量创新发展。深化“红帆港”品牌战略。

扎实推进“３＋３”体系建设，启用区党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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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新址，新建“红帆港”站点 ３７
个，推进阵地全覆盖、领域全统筹、功能

全整合。开展“初心工程”４０项行动，提
高基层党建整体效应。整合区内外红色

资源，新增３条本区和２４条外区党性教
育红色线路、８０个教学点，开展活动４５０
余场，１８万余名党员参与。做实区域
化党建。优化区、街镇、居民区三级体

系，区级平台新增乡村振兴、邮轮经济两

个专业委员会。联动驻区单位共建共

享，排摸资源清单３７２条、需求清单２４７
条，推出工作项目１９９项。积极探索“毗
邻党建”，与南通对接形成首批１０个共
建项目。扩大新兴领域党建覆盖。推进

重点园区、商圈、楼宇“４＋３＋３”党建工
作创新基地建设，实现小微企业党的工

作全覆盖。聚焦重点行业，成立区律师

行业党委。非公企业党组织、社会组织

党组织覆盖率分别达 ８５２％、７０９％。
开展“党支部建设规范年”。制定“１＋１
＋６”文件，分类规范农村、居民区等六大
领域党支部建设标准，明确２２项考评指
标和７７项具体要求，系统构建党支部建
设制度体系。坚持“抓两头、带中间”，

评选一批党支部建设示范点，完成极个

别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并指导做好

转化提升工作。深入开展大调研，全区

８１个调研主体累计参与调研４８５万人
次，收集各类问题 ８２６０个、建议 ４６５９
个，累计解决各类问题 ８１０７个，解决
率９８０％。

四是选人用人导向鲜明。坚持 ２０
字好干部标准，强化实干实绩实效导向，

选拔干部注重向改革发展主战场、基层

一线、艰苦岗位倾斜，把一心扑在工作

上、重实干出实效的优秀干部用起来。

选优配强处级领导班子。用好“六必

研”综合分析研判机制，统筹使用各年

龄段干部，出台干部调整方案２７批，涉
及５３１人次。优化条块干部配置，推动
干部跨部门、跨领域、跨系统流动，条块

交流近７０人，选拔任用７０后正处级干
部１０名，８０后副处级干部１９名。紧扣
区中心工作举办６期“２＋Ｘ”专题培训
班，提升干部能力素质。深化年轻干部

“砥砺工程”。坚持日常了解和集中调

研相结合，对 ７１家单位 ７１６名年轻干
部开展全覆盖调研，形成教育培训一

批、轮岗交流一批、实践锻炼一批“三个

一批”培养使用建议。连续第三年开展

年轻干部实践锻炼工作，选派 ４０人到
重点部门经受锤炼。加大科级干部轮

岗交流力度，统筹选派 １０名年轻干部
到新岗位任职，打通干部交流“玻璃

门”。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深化

“班长工程”，落实居村党组织书记区级

备案管理和调整联审制度，实施基层党

组织带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通过集

中轮训、新老结对等方式提升工作能

力，评选第四批居村书记、主任排头兵，

基层党的基础进一步夯实。落实职务

职级并行，完成 １８８９名原非领导职务
公务员职级套转。

五是政治生态风清气正。坚持无

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

高压、长震慑，坚定不移做好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一体推进“三项改

革”。持续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

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纪检监察机构

改革。成立８个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
覆盖区“两院”及５８家处级单位，实现
区级机关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全覆盖。

１５家街镇园区派出监察办与纪（工）委
合署办公，实现对街镇园区监察对象全

覆盖。深化“四责协同”机制。做实

“４３６”党风廉政责任落实体系，拧紧管
党治党责任链条。落实“三项清单”，全

区处级单位党组织和科以上干部制定

１２７８项任务清单、１９１项重点监督清
单、７１００余条个人责任风险清单，对２１
家单位开展实地督查。修订实施《关于

进一步完善本区处级单位“三重一大”

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实施意见》《宝山

区全面从严治党履责约谈实施办法》等

配套制度，推进压力传导和廉政风险分

级分层防控。提高政治巡察监督质效。

完成对６家镇党委的巡察，延伸巡察２０
个村、社区党组织，结合发现问题进行

“政治生态画像”，做好巡察“后半篇文

章”。推进巡察任务、人才、信访、问题

线索“四库”建设，提高科学化、规范化、

制度化水平。深入推进“三不机制”建

设。综合运用“四种形态”，让“红脸出

汗”成为监督常态，发挥轻惩戒教育挽救

功能。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受理信访举报

件８８５件（次），处置问题线索５５７件，立
案１９６件，结案１６５件，留置１３人，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１４７人，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９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区反
腐倡廉教育基地改造升级，接待参观

３２５批１１万余人次。
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上海市

委坚强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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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起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干

事创业的磅礴力量，奋力创造现代化滨

江新城区建设的新奇迹！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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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月７日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宝山区区长　范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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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１月７日，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 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一、２０１９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

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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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牢牢

把握“四个放在”１的工作基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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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以实干实效庆祝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全区经济社会延续了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固稳的发展态

势。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可比增长

６１％；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大规模
减税降费减收８５亿元、影响增幅１０个
百分点以上的情况下实现正增长，完成

１６１亿元，同比增长０３４％；完成税收总
收入４００３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５４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８９％；商品销售额、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８５％、６２％；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
增长８２％左右；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
制在２６５万人以内。

一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全力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攻坚，

发展活力有效激发。切实服务国家发展

战略，着力抢抓改革红利，提升创新水

平，进一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

引领邮轮领域改革创新，打造国际

邮轮之城。成功获批首个“中国邮轮旅

游发展示范区”，实现从“实验区”到“示

范区”的重大跨越。邮轮服务品质进一

步提升。邮轮船票试点经验得到全国推

广，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获“上海品牌”认

证。推动海事部门实施“邮轮五优先”２，

邮轮准点率和安全率实现“双 １００％”。
“威尼斯号”“海洋光谱号”等４艘豪华
邮轮成功开启首航，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累计接待邮轮 ２２５５艘次、国内外旅客
１３４８万人次。邮轮产业链拓展取得突
破。中船嘉年华、世天邮轮等９家邮轮
相关企业相继落户，实现邮轮建造从

“零”到“１”的突破３，邮轮企业总数近

２００家。积极与中船集团合作打造上海
国际邮轮产业园，着力建设世界级邮轮

总部基地。全国面积最大的邮轮港进境

免税店正式开业。邮轮品牌效应更具

“国际范”。参加世界邮轮大会并首次

设展，成功举办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
大会、进博会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上

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等活动，“三游”４

经济开启新的篇章。

加快重点地区转型突破，打造未来

增长极。坚持产城融合、以产建城的思

路，推动重点板块“脱胎换骨式”转型。

南大未来智慧城建设步入快车道。围绕

打造全球领先、国内典范的“ＡＩ＋”未来
城市，完成控详规划成果修编，深化 ２４
个专项规划研究。基本完成土地征收，

累计腾地８０００亩。临港南大智慧城首
发地块开工建设，影谱科技、商汤科技、

华科人工智能研究院等１６个项目加快
推进，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成功落地。８个市政公
建配套项目开工建设。吴淞创新城建设

实质性启动。编制完成产业发展规划，

宝武特钢、不锈钢首发转型区域完成控

规成果，总投资５０亿元的智慧制造研发
总部等 ７个项目启动建设，总投资 １００
亿元的厚友金融等１８个项目加快推进。
不锈钢厂区“三纵三横”贯通项目顺利

竣工。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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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更大力度的开放，构建合作发

展新格局。经济外向度持续提升，外贸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７３％，新增外资
企业３４７家，合同外资同比增长１１％，首
家外资投资性公司希亚思成功落户。积

极承接第二届进博会溢出效应，组织

８６２家企业参团，成功实现“五超”目
标５，意向成交额达１４９亿元、超首届进
博会５３倍。深入落实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一带一路”

沿线累计投资２４个项目、近４亿美元，
成立长三角高端装备创新协同基地、长

三角产业互联网联盟，优势产业“场效

应”进一步增强。提前实现长三角异地

门诊实时结算全覆盖。加大对口扶贫投

入力度６，助力新疆、云南等地区打赢脱

贫攻坚战。

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一流的营

商环境。深入推进行政审批事项调整，

由５５８项精简至５４０项。“一网通办”取
得突破，落实“双减半”要求，全区审批

承诺时间比法定时间平均压减 ７０％。
成功开展“单窗通办”试点，在全市率先

成立社会投资项目审批审查中心并完成

费用减免，在世行营商环境测评中交出

优秀答卷。设立开办企业“一窗通”专

区，实施政务服务“好差评”，“一网通

办”高频电子证照实现全覆盖，３１个部
门４６０余项审批及服务事项纳入 ５类
“单一窗口”。高质量完成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

（二）全力应挑战、促转型、稳增长，

发展动力显著增强。坚持发展第一要

务，落实“四大品牌”战略，以自身发展

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

性，为未来增长蓄势增能。

产业能级稳步提升。用好中心城区

和郊区两个战略空间，坚持走二三产融

合发展道路。主导产业持续壮大。申和

热磁、东方泵业、一冷开利、衡道病理等

一批优质企业逆势上扬，形成８００亿元
产值新材料产业集群和５００亿元产值机
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新能源、新一

代信息技术、建筑科技、生物医药产业均

保持两位数增长。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６５％，降幅居全市前列。服务经济持续
向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收超５００
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８％。４０家平台经济
重点企业税收同比增长 ４６８％，“互联

网＋钢铁”形成钢铁交易、配套服务的
“国家级价格”和“国家级标准”，集聚钢

银电商、欧冶云商等千亿级交易平台，交

易额超２０００亿元。８６个重点商务载体
单位面积税收同比增长１０％，亿元载体
总数达１５个。投资强度持续加大。全
力落实重大产业项目清单，科勒４０工
厂、富驰高科三期、克来机电等一批项目

顺利开工，华域电动、临港新业坊二期等

一批项目竣工投产，华域汽车、赛赫智

能、鑫燕隆等一批先进制造业企业加大

逆周期投资。

发展后劲不断夯实。面向未来构建

产业发展新格局，积蓄增长动能。招大

引强取得明显成效。着力深化央地合

作，成功引进宝武集团４家重点企业、总
注册资金达７０亿元。深入推进区企合
作，与国盛、碧水源、亚系集团等一流产

业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安川、伏能士、快

仓机器人产业园、京东第二研发中心等

优质项目落地。载体空间加大有效供

给。新增宝龙城、经纬汇、三邻桥、招商

花园城等商业商务载体１００万平方米，
新建联东国际企业港、国际研发总部基

地三期等厂房空间１０万平方米。推动
２３个优质项目“零增地”改扩建，精准盘
活１５００亩产业新空间。政策支撑更加
精准有力。聚焦产业热点和企业痛点，

完善“１＋９”产业扶持政策，修订出台机
器人及智能硬件、生物医药产业专项政

策，支持夜间经济和特色小店发展。同

时，区属国资国企改革深入推进，国资系

统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１０％。
创新浓度持续提高。以科创中心重

要功能区建设为引领，构筑发展的核心

竞争力。科创平台建设提速。加快“环

上大科技创新圈”建设，做强石墨烯、超

导、人工智能等功能型平台，石墨烯平台

累计孵化培育企业１２家、集聚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３０余家，石墨烯晶圆项目成功
启动。国内首条公里级高温超导电缆示

范工程顺利开工，中国能源氢能研究院、

创新奇智长三角总部相继落地。创新活

力不断激发。二十冶集团、海隆石油等

１９个项目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超高导
电复合材料等一批原创性成果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积极对接科创板试点注册

制，微盟在港交所成功上市，新增挂牌上

市企业１５家、总数达１３２家。全区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２５１家、增幅列全市第二，
技术合同交易额同比增长７２８％，新增
２家外资总部和研发中心、８家市级企业
技术中心。

（三）全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城市

能级逐步提升。坚持高标准定位、高品

质建设，全面启动“十四五”规划编制，

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持续提升城

市功能和形象。

城乡规划体系更加完善。聚焦新一

轮城市总规实施，推进主城区单元规划、

北部新市镇总体规划、控详规划、专项规

划有序编制，形成２０余项规划成果，构
建城乡统筹、衔接合理、实施有效的规划

体系。聚焦高质量发展要求，着力推进

滨江、吴淞、南大、新顾城等重点区域规

划完善和实施，吴淞工业区建设规划形

成稳定成果，滨江地区、南大地区规划实

现提标。聚焦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前实

现郊野单元规划全覆盖，形成全区村庄

布局规划，引领乡村绿色和谐发展。

路网交通体系更加通达。加快完善

区域骨干路网，Ｓ７公路一期、沿江通道
越江段、江杨北路、国权北路殷高路以南

段、陆翔路南段等一批道路建成通车，极

大地提高了区域南北交通的畅达度。轨

交１５号、１８号线等项目完成前期动迁腾
地，Ｓ７公路二期、沪通铁路、丰翔路、江
杨南路北段等项目完成节点目标，陆翔

路—祁连山路工程实现主桥贯通。加快

完善公共交通网络，新辟优化１６条公交
线路，新建６０个公交候车亭，实现公交
站电子站牌全覆盖。建成８条微循环道
路，新增２５５４个公共停车泊位，全面开
工建设１００公里“四好”农村公路，打通
方便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均衡。稳步实施

教育统筹，深入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

学，成立陈伯吹教育集团。世外宝山校、

上外宝山双语学校成功开办，新建、改扩

建７所学校。全面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
社区综改，第二康复医院创建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精神卫生中心迁建项目开

工建设，“１＋１＋１”签约６２５万人、排名
全市第三。协助承办“十二艺节”，成功

举办第四届区运会、２０１９年上海樱花
节、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ＣＢＡ夏季联
赛、黑池舞蹈节等重大活动，参与人次超

６００万。上海解放纪念馆成功开馆，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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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抗战纪念馆二期等一批场馆建设扎实

推进。《挑山女人》荣获金鸡电影节“最

佳戏曲片奖”，实现上海地方戏“零的突

破”。妇女儿童、红十字、残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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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全力提高民生服务品质，群众

生活稳步向好。聚焦“老小旧远”等突

出民生问题，将高质量发展更多体现在

增进民生福祉上，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

就业和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启动新

一轮上海市创业型城区创建，成立顾村、

罗店大居就业服务分中心，完成职业技

能培训７２万人次，帮助７８５名长期失
业青年实现就业，扶持６６７人成功创业，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城乡居民养老待遇

不断提升，城乡居保月养老金标准、征地

养老人员月生活费分别同比增长

７４％、７６％。“长护险”试点累计投入
２３亿元、２８万人受益。新增养老床位
４４９张，改造提升农村薄弱养老机构 ９
家，新建４家长者照护之家、６家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１２个老年人助餐服务
点，实现“银龄 ｅ生活”服务全覆盖。建
立托育服务指导中心，新增托育服务机

构４６家。新改建５家标准化菜市场、５０
个社区智慧微菜场。扎实推进“全国双

拥模范城”八连冠创建，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体系初步形成。

住房保障工作成效显著。全面推进

旧区改造工作，八棉二纺加固修缮工程

实现完工，住宅修缮工程竣工２２１万平
方米。完成旧里无卫生设施改造２５万
平方米，惠及６２６户居民。泗塘一村北
块、桃园新村、向阳新村等项目集中开工

７幢、竣工 ６幢。新增和转化租赁住房
９２２１套（间），开工区属动迁安置房９６９
万平方米、竣工交付４６万平方米、惠及
居农民１０１６户。６个“城中村”改造实
现１５个地块出让，启动建设８７个公建
配套项目。聚焦乡村振兴示范村和“三

高两区”７，全力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

提前完成７００户农民签约工作。
乡村振兴战略落实有力。市下达重

点任务推进进度在全市名列前茅。创建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绿色农产品

认证率达１５％。高标准推进“１＋４”乡
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塘湾村建成全国首

个母婴康养村和萱草文化园，第二批示

范村创建项目完成率达 ９０％。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完成１８８座农村
公厕改造、４４个村架空线规整，新增 ３
个市级、１０个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全
面完成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组

建３个镇级投资管理平台，集体经济组
织总资产达６０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３％。
成功创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

范区，“社区通”入选２０个首批全国乡村
治理典型案例。

城市运行总体安全有序。推进智慧

城市建设，依托“智慧公安”打造社会面

智能安防体系，建成 ７８４个智慧社区、
２７３栋智能楼宇。构建应急管理工作新
格局，持续开展危化品、在建工地、物流

仓储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和隐患

排查，加大国资系统出租出借房屋及经

营场所监管力度，全力防范重特大安全

事故。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

持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始终

保持对“套路贷”、黄赌毒、非法集资等

犯罪的高压整治态势。切实做好金融风

险防范、信访维稳、防汛防台等工作，全

区报警类１１０接报数、信访总量分别同
比下降２０９％、１５３％，顾村派出所被公
安部评为百家“枫桥式派出所”。

（五）全力优化城市综合管理，人居

环境更具品质。以中央第二轮环保督察

为契机，突出生态优先和精细化管理，努

力打造干净、安全、有序、和谐、美丽的

城区。

区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高质量完

成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积极参与长

江经济带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保护，全

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加

强大气污染防治。加大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运输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扬

尘污染防控２０版“片长制”由８３个片
区拓展到全区，首批１５０条道路试点实
施“路长制”，市区道路纳管率达７８％，
ＡＱＩ优良率达８８３％、列全市第一。强
化水环境综合治理。推进１８公里二级
污水管网建设、２４１７万平方米雨污混接
改造，开工建设月浦城区、张华浜东２个
排水系统，完成１７３条段河湖消劣任务，
基本消除劣 Ｖ类水体，“１＋１６”水质考
核断面实现动态达标，“河湖长制”综合

评分列郊区第二。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计

划。实施建设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推

进南大地区土壤污染治理修复试点，完

成１９８地块减量化１００公顷。
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拓展。以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为契机，围绕美丽街区建

设，落实“一街区一方案”，以开展户外

招牌整治、落实沿街商铺“门责制”为重

点，全面提升市容环境面貌和道路养护

水平，市容环境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列

郊区第一。培育特色楼组近３０００个，获
评中国（上海）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优秀

案例。扎实推进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成

功创建１００个美丽家园示范小区，完成
１０２台加装电梯立项、５０９万平方米老
旧住房安全隐患处置，实施燃气内管改

造２１万户。网格化管理水平持续提
升，“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办理综合评价在全
市名列前茅。以吴淞工业区、?藻浜沿

线和江杨市场三大重点区域综合整治为

契机，拆除违法建筑２７２１万平方米，完
成２６个大棚房项目整治，关停１５家低
端内河码头，新建各类绿地６５公顷，白
沙公园成功开园。

生活垃圾分类扎实推进。聚焦源头

减量、过程管控和末端处置，建成“两网

融合”再生资源回收点 ９１１个、中转站
１３个，绿色账户累计覆盖７１４万户，创
建达标居住区８１１个、达标率超９５％，大
场、吴淞、友谊等６个街镇成功创建“上
海市垃圾分类示范街镇”。坚持“垃圾

不落地、不混装”，升级改造垃圾箱房

２４９０间，配备干湿垃圾运输车３５６辆，加
快构建全过程收运处置系统。宝山再生

能源利用中心开工建设，江杨北路永久

性装修垃圾分拣中心顺利运行。

（六）全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行政

效能不断优化。坚持刀刃向内，以更坚

决的态度、更大的力度提升服务管理水

平，不断提高政府效能。

认真开展主题教育。围绕“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要求和“理

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

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

表率”总目标，坚持“四个贯穿始终”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思

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围绕“６＋
１”问题检视清单，完成８项专题调研和
旧区改造、北部交通等问题整改，着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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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一批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强化

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上海市３０条实施办法，制定并落
实“一要点两清单”９，营造风清气正的良

好政治生态。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入开展“大

调研”活动，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累计开

展调研４９万人次，收集问题和建议１３
万条，问题解决率达９８４％。贯彻落实
“过紧日子”要求，严控部门一般性支

出，压减比例不低于５％，集中财力保障
重点领域支出。研究出台“１＋１０＋Ｘ”１０

管理办法，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

期管理。深入转变工作作风，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

不断加强依法行政。制订“１＋５”
文件１１，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完善

依法决策程序。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区

政府常务会议主动邀请利益相关方参与

议题审议，政务信息主动公开率列全市

第一。行政复议纠错率和行政诉讼败诉

率均保持为“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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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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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７３％、表示理解的
占２７％。

各位代表，一年来，我们主动应对各

种风险挑战，全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

生，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这是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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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还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产业基础能力

和产业链水平亟需提升，新支柱产业培

育、新旧动能转换等还要加快步伐；综合

交通体系、人居环境质量、公共服务、安

全生产等领域仍存在短板，与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期盼仍有一定差距；部分政府

部门改革创新的意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服务群众的水平还有待提升。我们将坚

持问题导向、发扬斗争精神，只争朝夕、

敢为人先，在增强城市吸引力、创造力、

竞争力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在增强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不断取得新

成效。

二、２０２０年主要工作

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
胜之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也是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全面施工的

第一个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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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难啃的骨

头，全力以赴促进宝山经济社会持续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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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

话精神，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

实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决策部署，坚决

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

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圆满完成好“十

三五”发展目标，精心谋划好“十四五”

发展规划，着力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

争力，不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奋力迈向“国际邮轮之城、智能智造

之城”。

根据七届区委九次全会总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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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左右，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保持平稳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５００亿元以上，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经济
增长幅度，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

２５２万人以内，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
降１５％。

今年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对接三项新的重大任务，着力

激发改革创新活力。主动谋划、主动融

入、主动跨前，更好将谋求自身发展与服

务国家战略相结合，把握历史机遇，彰显

宝山特色。

深化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

设。着力打造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国

样板，加快迈向更富魅力的国际邮轮之

城。构筑更高层次开放度。积极争取邮

轮“多点挂靠”政策常态化实施，促进多

母港邮轮航线发展。加快口岸监管创新

突破，力争邮轮监管区挂牌成立。建设

更高品质邮轮港。对标世界一流，完成

“东方之睛”改造和智慧邮轮港建设，建

成海事交管中心，宝杨路东延伸段实现

通车。积极推进滨江地区规划修编，加

快上海长滩、临江商业商务中心等载体

建设，打造国际邮轮港滨江会客厅。拓

展更高能级产业链。落实新修订的“邮

轮经济３５条”，深化与中船、嘉年华等产
业集团战略合作，聚焦邮轮运营、研发设

计和邮轮船供等全产业链，全面推动上

海国际邮轮产业园建设，全力集聚一批

邮轮龙头企业，争做中国邮轮经济发展

的先行者。

加快打造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强

化开放创新和协同创新，开展更高层次、

更大规模、更具想象的创新实践。提升

创新策源动力。积极落实新一轮张江政

策，精准扶持重大科创项目。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６０家、科技小巨人企业８家、
院士专家工作站２个，建成市级众创孵
化基地２个。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进一
步发挥石墨烯、超导、氢能等功能型平台

作用，加快实现创新链、产业链、投资链

“三链”融合。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建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

机制，加快机器人、新材料等前沿科技成

果转化。强化科创要素集聚。加强与上

海大学、微系统所等大院大所合作，优化

“环上大科技创新圈”空间布局和政策

配套，推动上大科技园载体落地，加快引

进索灵、模具钢等高端项目。加大“千人

计划”等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加强科

技金融对接。深化与上交所战略合作，

优化科创板后备企业服务，新增挂牌上

市企业１５家。探索利用欧冶金服区块
链技术，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

充分发挥宝山作为长三角地区和长江经

济带重要节点的功能，大力拓展滨江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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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区位优势，推进与长三角兄弟城市战

略合作，加快实现产业发展联动、基础设

施联通、公共服务联用。搭建长三角沿

江产业园区发展联盟，积极配合推进北

沿江铁路、沪通铁路建设，提升域外农场

学校、医疗机构服务质量。持续放大进

博会溢出效应，创新吸引外资方式，新增

外资总部和研发中心２家，完成合同外
资４５亿美元。全力做好扶贫协作和对
口支援工作。

（二）聚焦产业升级，着力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坚持高端高效高附加值发

展方向，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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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坚持科学投

资、高效投资，全力拓展稳增长发力空

间。强化政府投资导向。加快动迁和审

批速度，推进区级投资额超１２０亿元的
３０个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深化 １１个储
备项目方案研究，确保早落地、早开工、

早投产。提升产业投资强度。坚持先进

制造业和特色服务业、新引进企业和存

量企业投资并重，全力落实重大产业项

目清单，加快产业用地供地节奏，推动发

那科三期、申和热磁二期等４０个重点产
业项目开工，完成工业投资１００亿元。

集聚产业发展动能。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做大核心产

业集群。聚焦“双城”战略，深化完善产

业地图，加快培育邮轮经济、机器人及智

能制造、新材料、建筑科技、平台经济五

个千亿级产业。大力培育人工智能及新

一代信息技术、大健康及生物医药、文化

创意、节能环保、现代物流五个百亿级产

业，不断增强产业链发展韧性。落实政

策精准供给。加大产业发展投入力度，

提标“１＋９”产业扶持政策，研究制定新
材料、平台经济等专项政策。持续放大

“租税联动”政策效应，稳步提高商务载

体“三率”１２，重点商务载体单位面积税

收同比增长 ６％，建成亿元载体 １６个。
加大招大引强力度。深化与宝武、临港

等产业集团合作，推动华域汽车和上药

集团旗下一批先进制造业项目落地。加

大安商稳商力度，完善投资促进机制，建

立产业投资基金“招投联动”平台，深化

区属国资参与园区开发，引入更多符合

产业定位和城市功能的优质项目，实现

新增工商注册企业数稳步增长。促进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加大民营企业总部和

研发中心引进力度。

提升城市经济密度。按照“四论英

雄”导向，推动产业向园区集中、在园区

集聚。壮大重点园区实力。强化园区规

划配套与产业定位精准匹配，整体提升

园区环境、服务和招商能级。宝山工业

园区立足市级先进制造业基地定位，加

快导入战略性制造业项目，做强华域创

新园等特色园中园。城市工业园区聚焦

新材料和精准医疗，保持创新实力领先，

不断提升产业化能力。上海机器人产业

园全面推进规划和设施提标，加快发那

科三期智能工厂和快仓全球研发中心建

设。罗店工业园区围绕北上海生物医药

产业园核心区建设，加快提升产业集聚

度。月杨工业园区强化资源盘整，力争

承载重大产业项目。激活存量空间潜

力。推进落后产能淘汰和低效用地盘

活，设立产业用地储备专项资金，加强

“退二进二”项目区级统筹，精准盘活土

地１０００亩以上。全力支持“零增地”改
扩建项目，落实提高容积率上限、“产业

上楼”等开发强度激励措施。优化“南

总部＋北制造”产业布局，发挥南北联动
效应。

（三）加快城乡融合，着力提升城市

核心竞争力。坚持形态优化和功能提升

并重，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

联动发展，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推进重大板块功能提升。聚焦转型

发展、产业升级和生态宜居，加速推动南

大、吴淞地区高质量发展。南大未来智

慧城围绕人工智能等主导产业，深化智

慧城市顶层设计，完成新一轮控详规划

批复。放大首发地块辐射效应，在 Ｄｉｓ
ｃｏｖｅｒｙ、商汤、影谱等一批重点项目落地
的基础上，再全力导入一批总部型企业。

启动核心区景观等一批功能性设施建

设，完成丰翔路、南大路等３条骨干道路
建设，促进城市快出形象、产业早见成

效。吴淞创新城围绕“两新双创两高”１３

产业导向，推动结构规划报批和宝武特

钢、不锈钢区域控详规划落地，启动道路

交通、给排水、电力通信等专项规划编

制。全力推动特钢宝杨路首发地块等一

批功能性项目建设，积极导入厚友金融、

中科创智等一批优质项目，构建面向未

来、品质卓越的产城融合创新区。

持续完善区域交通体系。加快构建

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路网体系，积极配

合推进Ｇ１５０３、Ｓ７公路二期、军工路快速
路等市级重大工程，加快富长路、陆翔

路—祁连山路贯通工程、国权北路等骨

干道路竣工收尾，区域道路密度达到

３３７公里／平方公里，超额完成“十三
五”目标。聚焦群众出行“最后一公

里”，建成６条微循环道路，新辟优化１０
条公交线路，公交线网密度提升至 １７
公里／平方公里。新建 ６０个公交候车
亭，新增１０００个公共停车泊位，进一步
缓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完成南大

等重点地区架空线整治３４公里。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把乡

村作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深入实施“三园”工程１４，推

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好示范工程。完成海星、花红、天平、聚

源桥４个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统
筹推进罗泾“五村联动”乡村振兴示范

镇建设，创建１０个美丽乡村示范村、５个
美丽乡村达标村。优化人居环境。推动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新改建“四好”农村

公路９７公里，全面完成农村公厕改造。
加强农村房屋租赁管理，实现农村智能

安防系统全覆盖。坚持“平移上楼”两

条腿走路，确保启动新一轮农民相对集

中居住７００户以上。促进农民增收。聚
焦“一镇一品”，加快发展都市绿色精品

农业。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造血机

制，鼓励镇村以股权方式参与园区开发，

力争农村集体资产增长６％以上。
（四）强化生态治理，着力构筑美丽

宜居环境。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让城市更生态、更绿色、更美丽、更

宜居。

全力打赢蓝天保卫战。完善扬尘污

染防控“片长制”，严控在建工地、沿河

码头和混凝土搅拌站等易扬尘点位，强

化锅炉提标改造等工业点源治理，实现

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圆满收官。推

广“路长制”，提升道路管理养护标准，

确保区管市政道路设施完好率不低于

９０％、区管公路优良率不低于９２％。强
化流动源监管，优化调整交通通行路线，

加大重污染车辆管控力度，确保 ＰＭ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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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ＡＱＩ继续保持全市较好水平。
系统推进水环境治理。坚持源头管

控、水岸联动，提升水环境承载能力。强

化截污控源。加快实施“苏四期”环境

综合整治工程，建成顾村、月浦、杨行１６
公里污水二级管网，完成３００个小区雨
污混接改造。推进泰和污水厂顺利运

营，稳步提升区域污水处理能力。补齐

设施短板。加快月浦城区、张华浜东排

水系统建设，完成杨盛东、长临排水系统

项目储备。完成南?藻路、铁力路、阳泉

路３条积水路段改造。深化“河湖长
制”。落实９５７条段河湖管理责任，全面
消除劣Ⅴ类水体，巩固提升“１＋１６”考
核断面水质，加快构建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城市生态水系。

巩固垃圾分类成效。完善工作机

制，实现交付点的容器规范、分类投放和

及时清运，创建一批达标小区、达标单

位、示范街镇，力争实现１００％街镇垃圾
分类实效达标。加快推进宝山再生能源

利用中心建设。注重防控结合、安全保

障，强化建设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农

用地分类管理，完成南大地区土壤污染

治理修复试点，促进土壤资源持续利用。

推行工业固废、危险废物全程化信息化

管理，推进“区级中小企业危险废物收集

平台”延伸服务，全力防范环境风险。

（五）突出精准民生，着力提高群众

幸福指数。用心用情把握群众期盼，着

力解决一批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提升就业和养老服务质量。围绕均

衡优质目标，提供更高质量的社会公共

服务。强化就业保障工作。按照新一轮

创业型城区创建要求，推动各项帮扶举

措和惠民政策落地，努力扩大创业带动

就业。深入实施援企稳岗政策，大力推

进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困难人员”“零

就业家庭”按时安置率达 １００％。加大
欠薪治理和劳动人事争议处置力度。完

善养老服务体系。做强“五心”养老品

牌，加快健全社区嵌入式养老设施网络，

促进医养康养相结合，新增３２８张养老
床位，建成２家养老机构、５家长者照护
之家、３０个老年人助餐服务场所，提供
及时、高效、优质的养老服务。全力争创

“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

加快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坚持“留

改拆”并举，围绕不成套改造“３４５”目
标１５，完成住宅修缮竣工３００万平方米，
推动吴淞西块 ９１号地块建设，实现 ９０
号地块回搬安置房竣工。全面完成

１３９９户旧里无卫生设施改造。持续推
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年内完工

１００台。加快安置长期在外过渡动迁居
农民，开工区属动迁安置房１０２万平方
米，惠及居农民４２０９户。稳步推进“城
中村”改造，启动顾村杨邢宅项目。完善

住房租赁体系，新增和转化租赁房源

９０００套（间）。
促进社会事业提质增效。持续深化

教育统筹，加快实施教育综合改革，做优

做强陶行知、陈伯吹等本土特色教育品

牌，与华师大、上师大、复旦附中等名校

进一步深化合作办学。启动吴淞中学、

上大附中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和区少年宫

提标工程，新建、改扩建１０所学校，新增
托育点５个。加快打造“健康宝山”，进
一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进首批３家
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持续提升基层卫

生服务能力，确保“１＋１＋１”签约７０万
人。加强心理卫生健康教育，推进儿童

青少年学生近视防控工作。积极迎接国

家卫生区复评。深入推进“长护险”试

点，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持续推进“文化

强区”战略，办好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节、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上海邮轮文

化旅游节等重大文化品牌活动，推动淞

沪抗战纪念馆二期对外开放、长滩音乐

厅主体工程竣工。开工建设杨行体育中

心，新建改建６条健身步道、８片智慧化
球场、３０个健身苑点。同时，加大民族、
宗教、侨务、对台、粮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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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层基础，着力提升城市

治理水平。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不断提高科学化、精细化、

智能化水平，走出一条具有宝山特质的

城市治理现代化路子。

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持续深耕“绣美宝

山”品牌，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

城区。深化“三个美丽”建设。促进基

础设施、街面环境和长效养护水平整体

提升，建成宝杨路（同济路—?川公路

段）、宝安公路（?川公路—区界段）２个

市级美丽街区和 ３０个区级美丽街区。
深化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创建１００个美
丽家园示范小区。强化区域综合整治。

纵深推进违法建筑治理，实现新增违建

零增长，力争全面完成三大重点区域三

年整治目标。优化城市环境面貌。完成

黄浦江宝山段景观灯光二期建设，打造

美丽滨江夜景。新建各类绿地５３公顷、
城市绿色步道１０公里、立体绿化３万平
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１２４平
方米。

深化社会治理创新。围绕城市运

行“一网统管”，积极推进城市联动运行

中心建设，加强智慧公安、社区通、网格

化综合管理等智能化系统的数据共享

和应用对接，打造一批智慧楼宇、智慧

园区、智慧商圈和智慧公园。加快提升

基层治理智能化水平，切实做好“社区

云”试点工作，全面铺开居村委电子台

账４０版，深化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基
地、活力楼组等基层治理载体建设，不

断提升治理效能。全力做好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

守牢城市安全底线。完善安全生

产责任事故审议制度，层层压实部门监

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深入推进有限空间

作业、粉尘防爆和危险化学品等专项治

理，持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确保不发

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加大第三方

监管力度，夯实安全生产工作基础。加

强“互联网＋”科技智慧监管，保持对无
证照经营的高压整治态势，守护人民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坚决打赢扫黑除

恶攻坚战，着力做好风险防范、信访维

稳、防汛防台等工作，争创上海市平安

示范城区。

　　三、全面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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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切实巩固和

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果，认真落实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要求，进一步

提升政府作风建设成效。

（一）加快建设服务政府。推动审

批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打造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深化审

批制度改革。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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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制度，深化落实“证照分离”改革，出

台２０２０版行政审批目录。做精“一网通
办”优化市场环境，深入实施政务服务

“好差评”，全力推进业务流程革命性再

造，进一步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跑

动。打造“单一窗口”升级版，做优“一

窗受理、分类审批、一口发证”的政务服

务模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健

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

段、重点监管为补充、信用监管为基础的

新型监管机制。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探索主动发现、智能预

警、自动派单、管理闭环的“互联网 ＋监
管”模式。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加大人

才工作力度，提升“樱花卡”服务能级。

发扬“店小二”精神，完善贴心帮办制

度，用好定点联系企业制度，深入落实减

税降费政策，助力企业“轻装前行”。

（二）加快建设创新政府。落实区

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完善

国资投融资平台运作机制。强化公共财

政体制改革，加强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比例提

高到３０％。深化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
化改革，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新体系。深入推进政

务公开，严格执行重大行政目录公开、决

策草案预公开制度，推动区政府常务会

议“开门办会”制度化，不断增强政府决

策透明度。

（三）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坚持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持续提升依法行政

水平。强化依法决策。严格落实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管理规定，着力促进政府决

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探索建立行

政复议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等机制，不断

提高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水平。畅

通监督渠道。主动接受区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主动接受区

政协的民主监督，全力做好人大代表建

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不断强化审计

监督，高度重视司法、舆论和社会监督。

（四）加快建设廉洁政府。落实落

细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深入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上海市３０条
实施办法，持之以恒纠正“四风”。牢固

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从严安排“三公”

经费预算，部门公用经费定额压减

１０％，推动更多的资金向民生领域倾斜。
建立健全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融合机

制，加强审批监管、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

制度建设，不断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从严管理公务员队伍，切实增强公务员

奉献精神和担当意识。

各位代表，奋斗成就梦想，实干铸就

辉煌。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区委的坚强领

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真抓实干、善作善

成，奋力创造新时代新奇迹的宝山篇章，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

贡献！

注释：

１　即将上海发展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放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三
角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思考谋划。

２　即在特殊天气情况下，为邮轮提供优先安排进口、优先给与编队时间、优先安排锚地、优先安排巡逻艇护航、优先疏港服务。
３　中船邮轮科技、中船嘉年华负责总造价达７９亿美金的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研发设计总承包及运营。
４　即邮轮、游船、游艇。
５　即意向成交规模、活动数量和影响力、采购商到会数量、引进企业数量、参展企业数量远超首届的目标。
６　市区两级财政投入９８亿元，实现对口帮扶７个县（市）、２４个深度贫困乡镇、５８２个深度贫困村结对全覆盖。
７　即高压线、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生态敏感区、环境综合整治区。
８　即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
９　即２０１９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和责任清单、责任风险清单。
１０　“１”即总则：《宝山区区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１０”即项目储备、第三方服务机构库、代理建设、项目总承包、财务
（投资）监理、集中收付和审计监督等１０个领域管理要求，“Ｘ”即针对不同行业类型项目，由各个行业部门制定相应的
规范要求。

１１　“１”即总则：《上海市宝山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管理规定（试行）》，“５”即公众参与程序规定、专家论证程序规定、风险
评估程序规定、合法性审查程序规定、集体讨论决定程序规定等５个附则。

１２　即企业入驻率、落地型企业注册率、单位面积税收产出率。
１３　即新材料和新硬件、科创＋文创、高端新兴商务商业和高品质特色旅游业。
１４　即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
１５　即３年全面启动、４年全面开工、５年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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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情概要
◎ 编辑　李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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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境区域

总面积３６５３平方千米，其中陆域总面
积３０２３平方千米。

【地形地貌】　宝山区境为长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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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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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千米。全区共有河道９５３条
（段），总长 ８０６５５千米，面积 ２１３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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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３５
千米，面积５３６７４平方千米；区管河道
１７条，长１６５５９千米，面积４０７６９平方
千米；镇管河道１２１条，长２１１３３千米，
面积 ３６１９９平方千米；村管河道 ７２５
条，长３１２９１千米，面积 ３７５５平方千
米；其他河湖８０条，长３７３６千米，面积

４５０８２平方千米。至年末，全区农用地
总面积４２０８３３公顷，其中农业耕地面
积３６９９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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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半部黏性增加，均适

宜粮、棉、油、蔬菜、瓜果等多种作物栽培。

（李宝利）

【气象气候】　
（一）宝山区 ２０１９年气候：气温偏

高，降水比常年偏多，日照偏少。

１气温：年平均气温 １７４℃，比常
年（１６６℃）偏高０８℃，为连续２６年气
温偏高。３５℃或以上高温天数１０天，和
常年（１００天）持平。极端最高气温
３７７℃（７月３０日），极端最低气温零下
２８℃（１月 ２７日）。上年度初霜日为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终霜日为２０１９年１
月２４日，本年度初霜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４日。上年度初冰日为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９
日，终冰日为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４日，本年度
初冰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４日。
２降水：全年总降水量 １４０９１毫

米，比常年（１１６８１毫米）偏多２４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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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３日降水量
５９９毫米，８月４日降水量７０１毫米，８
月１０日降水量９５６毫米，９月１日降水
量 ９０１毫 米，１０月 ２日 降 水 量
５９６毫米）。

汛期（６月—９月）：全年汛期总降
水量８０２４毫米、降水日数 ５３天，较常
年（６２６５毫米）（４６７天）偏多１７６９毫
米和多６３天，有４天暴雨。入梅６月
１７日，和常年（６月１７日）相同；出梅７
月２０日，比常年（７月 １０日）偏晚 １０
天。梅雨量为 ２４９８毫米，比 常 年

（１８５２毫米）偏多 ６４６毫米，梅雨日
３３天。

３日照：全年日照时数 １６２６０小
时，比常年（１８５２７小时）偏少 ２２６７
小时。

４湿度：年相对湿度７５％，比常年
（７６％）偏低１个百分点。

（二）宝山区 ２０１９年各季节气候
特点

１冬季前期（１月—２月）气温偏
高，降水偏多，日照偏少。平均气温

６０℃，比常年（５３℃）偏高０７℃，各月
平均气温分别为１月５８℃、２月６１℃，
比常年（４５℃）偏高 １３℃、（６０℃）偏
高０１℃。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 ２８℃
（１月２７日）。降水量２１３２毫米，比常
年（１２１１毫米）偏多 ９２１毫米。降水
日数 ３０天，和常年（１９０天）偏多 １１
天；日照时数为 １１８８小时，比常年
（２３９８小时）偏少 １２１０小时；平均相
对湿度 ７８５％，比常年（７４０％）高 ４５
个百分点。１、２月多雨、雪和雾霾日。

冬季后期（１２月）气温比常年偏高，
降水偏多，日照略多。平均气温８８℃，
比常年（７１℃）偏高 １７℃。极端最低
气温零下０８℃（１２月２８日）。入冬日
（５日平均气温 ＜１０℃）为１２月１日，和
常年（１２月３日）早２天。降水量９７４
毫米，比常年（３８２毫米）偏多 ５９２毫
米。降水日数１１天，比常年（７１天）多
３９天；日照时数为１４０２小时，比常年
（１３８４小时）偏多 １８小时；平均相对
湿度 ７７％，比常年（７１％）高 ６个百分
点。多雨、雾霾天气，大气状况差。

２春季（３月—５月）：气温偏高，降
水偏少，日照偏少。平均气温１６２℃，比
常年（１４９℃）偏高 １３℃，各月平均气
温分别为 ３月 １１３℃、４月 １６４℃和 ５
月２０８℃，比常年（９４℃）偏高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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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偏高 １５℃和（２０３℃）偏高
０５℃。稳定入春日为３月１５日（５天平
均温度≥１００℃），比常年（３月１７日）
提早２天；入夏日为５月２１日（５天平均
温度≥２２０℃），比常年（５月２９日）提
早 ８天。降水量 １６２９毫米，比常年
（２６８９毫米）偏少 １０６０毫米；降水日
数２７天，比常年（３４８天）少７８天；日
照时数 ４５４７小时，比常年（４６４４小
时）偏少９７小时；平均相对湿度７０％，
比常年（７５％）低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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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偏低，降
水偏多，日照偏少。平均气温２６６℃，比
常年（２６８℃）偏低 ０２℃，月平均气温
分别为６月２３９℃、７月２７５℃和８月
２８５℃，比 常 年 （２４０℃）偏 低 ０１、
（２８３℃）偏高 ０８℃和（２８０℃）偏低
０５℃。≥３５℃最高气温的天数 １００
天，和常年（１００天）持平，极端最高气
温３７７℃（７月 ３０日）。降水量 ５７２３
毫米，比常年（５２２６毫米）偏多４９７毫
米。梅雨量为８９８毫米，比常年（１８５２
毫米）偏少９５４毫米。有四次暴雨过程
（７月１３日降水量５９９毫米，８月４日
降水量 ７０１毫米，８月 １０日降水量
９５６毫米，９月１日降水量９０１毫米）。
入梅６月１７日，和常年（６月１７日）相
同，出梅７月２０日，比常年（７月１０日）
偏晚１０天。梅雨量为２４９８毫米，比常
年（１８５２毫米）偏多６４６毫米，梅雨日
３３天。降水日数 ４２天，比常年（３６７
天）多５３天；日照４６６４小时，比常年
（５４３５小时）偏少７７１小时；平均相对
湿度８０％，和常年（８０％）相同。多持续
晴热高温天气。

４秋季（９月—１１月）气温偏高，降
水偏多，日照偏少。平均气温１９７℃，比
常年（１９０℃）偏高 ０７℃，月平均气温
分别为 ９月 ２４５℃、１０月 １９８℃和 １１
月１４９℃，比常年（２４４℃）偏高０１℃、
（１９３℃）偏高 ０５和（１３４℃）偏高
１５℃。入秋日（５日平均气温≤２２℃）
为１０月１４日，比常年（１０月２日）偏晚
１２天。降水量 ３６３３毫米，比常年
（２１７３毫米）偏多 １４６０毫米，有一次
暴雨天气（１０月 ２日降水量 ５９６毫
米）；降水日数２４天，比常年（２５４天）
少 １４天；日照 ４４５９小时，比常年
（４６６６小时）偏少（２０７小时）；平均相
对湿度７４％，和常年（７４％）相同。

（三）宝山区２０１９年灾害性天气及
影响

２０１９年气温比常年偏高。年度影
响台风３个，其中，第９号台风“利奇马”
（超强台风）是年内登陆我国最强的台

风，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本区的台

风中登陆强度排名第二的台风。

年内第９号台风“利奇马”（超强台
风）于８月１０日０１时４５分在浙江省温
岭市城南镇登陆，登录时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１６级（５２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
９３０百帕。受其影响，全区普降大暴雨，
９日 ０８时—１１日 ０８时累计降水量
１３８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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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气候特点。 （高建芳）

建置区划

【历史沿革】　宝山因山而得名。１４１２
年（明永乐十年），曾用人工堆筑一座土

山（今浦东新区高桥海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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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崇明区）。

【行政区划】　至年末，宝山区辖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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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村、７３１个村民小组；
共有４００个居委会，其中新建 １８个居
委会。

【户籍人口】　至２０１９年末，宝山区户籍
人口总户数４０６２４４户，比上年增加７１１５
户，增 长 １８％；户 籍 人 口 总 人 数
１００９７６３人，增加１６４１５人，增加１８％。
全年出生人口６３０９人，出生率６３‰；死
亡人口８７８９人，死亡率８７８‰；人口自
然增长率－２４８‰。年内共计依法办理
结婚登记５９１０对，比上年下降６５％；协
议离婚登记３６６１对，上升１３８％。全区
户籍人口以汉族为主，常住少数民族人

口总数 ３３８１６人，有 ５３个少数民族成
分，其中户籍少数民族人口１６１７３人，有
４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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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宝利）

区域特点

【港口航运畅达】　宝山位于长江入海
口西南侧，长江、黄浦江的汇合处，拥有

优良港口岸线资源，是上海北部的水路

枢纽，也是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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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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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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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市政府批准吴淞国
际物流园区总体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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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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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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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淞口国际邮轮港正式开港。２０１２年 ９
月２８日，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项
目———上港滨江城正式开工建设。２０１４
年４月１日，张华浜、军工路两个杂货码
头实施资源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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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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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７月１３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新客运
大楼投入运营，实现“三船同靠”。全年

出入境旅客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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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７年，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自中国邮
轮旅游发展“实验区”升级为“示范区”，

“智慧邮轮港”已启动建设。至２０１９年，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累计接待邮轮 ２２５５
艘次、国内外游客１３４８万人次。宝山区
立足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邮轮产业，

推动邮轮领域创新。聚焦服务能级提

升，打造邮轮母港中国标准体系。通过

完善配套，提升邮轮服务对象感受度；通

过创新监管，提升邮轮服务水平领先度；

通过打造标准，提升邮轮服务品牌美誉

度；通过依托平台，提升邮轮服务功能辐

射度，并努力将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打造

成为接待游客量世界前三位的国际一流

邮轮母港。

【多种产业并存】　宝山是上海重点规
划建设的钢铁、港口、能源基地和农副产

品生产基地。改革开放后，宝山区成为

上海城乡一体化率先试点的区域，经济

格局由过去主要以第一产业为基础，依

靠第二产业推动，逐步转为以现代服务

业、先进制造业、港口物流为主体的第三

产业、第二产业共同推动的新格局。宝

山是上海现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曾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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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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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 ２
月，由上海宝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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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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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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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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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
９月，宝钢投资上海宝山基地２４亿元，
优化“工艺品”无取向硅钢。同月，中科

钢研碳化硅项目总部基地落户上海宝

山。宝山依托钢铁、港口、能源基地各

方面优势，发挥宝钢的辐射功能，发展

特色经济，形成仓储运输服务业、生活

旅游服务业、房地产业、现代农业这四

个特色产业“多业并存”。近年来，宝山

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人口及产业的大

量导入，改革不断深入，宝山第三产业

发展较快，宝山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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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多种产业平稳

拉动需求，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宝

山从钢铁产业基地迈向智能智造之城。

推动钢铁为主的“硬制造”向科技创新

为主的“软智造”转型升级，加快南大未

来智慧城、吴淞创新城、上海机器人产业

园、宝山工业园、城市工业园等“一区两

城三园”重大板块转型升级，新增 １２００
万平方米产业空间，打造城市建设新标

杆、产业发展新高地、产城融合新示范。

加快培育邮轮经济、机器人及智能制造、

新材料、建筑科技、平台经济等５大千亿
级产业集群，以及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信

息技术、大健康及生物制药、文化创意、

节能环保、现代物流等５大百亿级产业，
着力打造引领上海北部经济发展的强劲

活跃增长极。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形成 ８００
亿元产值新材料产业集群和５００亿元产
值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新能源、

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筑科技、生物医药产

业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机器人及高端装

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及新一代

信息技术四大产业工业总产值１０８８７７
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５４．８％。据区
统计局测算，宝山区２０１９年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ＧＤＰ）１５５１５１亿元，比上年增
长５７％。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１１５
亿元，下降 １２１％；第二产业增加值
５７５５１亿元，增长０１％；第三产业增加
值９７４８５亿元，增长 ９５％。第一、第
二、第三产业结构比为０１∶３７１∶６２８。

【交通体系完备】　宝山区域内海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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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２３２２千米，道路面积
２６７５万平方米，区域线网密度达到１６８
千米／平方千米。其中：市管道路 １１
条，长 １２５７千米，道路面积 ４４９４万
平方米；区管道路 ３３０条，长 ４９８２千
米，道路面积１３７６４万平方米；镇管道
路 ３４６条，长 ２８９２千米，道路面积
５１４８万平方米；村庄道路 ４２０条，长
３１０千米，道路面积１１７万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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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７座，桥孔 ３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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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条，区域性公交线路 ６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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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改善】　宝山曾经是传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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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工业区内曾经集中了全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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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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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林、海塘江堤防护林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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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正式对外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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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示范园项目获国家住建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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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全区新建各类绿地 ７７０７公
顷、城市绿色步道 １３４７千米、立体绿
化３万平方米。至年末，宝山绿地面积
５５３６公顷，公园数３２个，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达 １２１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到４０５％，绿地率３９０％，环境空
气质量指数（ＡＱＩ）８７１％，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３１８天。

【文化底蕴深厚】　宝山区内有文化馆
（站）１９家，其中区属文化馆２家，宝山
区文化馆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文化

馆”，并与月浦文化馆被评为国家一级文

化馆。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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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６２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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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罗店划龙
船习俗）、市级１０项（月浦锣鼓、罗店彩
灯、杨行吹塑版画、罗泾十字挑花技艺、

大场江南丝竹、萧泾寺传说、沪剧、花格

榫卯制作技艺、宝山寺木结构营造技艺、

宝山
!

鱼烹饪技艺）、区级２２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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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被公示为第七批“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区域内现有２０处列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国家级１处、
市级９处、区级１０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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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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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馆，新西

兰世博展品“独木舟”落户博览馆。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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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罗店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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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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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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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揭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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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总场次数达２６６场，
总观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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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到全国２００余名艺术家深
入宝山各街镇开展艺术导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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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举办各类文化旅
游服务活动４１万场，参与人数５５６万
人次。

【能源基地稳固】　宝山是上海市重要
的电力、煤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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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７月，中国能源上海氢能研
究院暨宝山氢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

宝山正式揭牌成立，中国能源工程集团

和上海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

成立中国能源工程集团上海氢能研究

院，有利于加快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

企业技术创新、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发挥宝山氢能源资源和先发优势，

以老工业区转型为突破口，将氢能产业

列为重点培育产业，宝山新增以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产研协作的氢能源基地。

（李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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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编辑　李宝利

表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地区生产总值

现价（亿元） 可比增长（％）

ＧＤＰ １５５１．５１ ５．７

农林牧渔业 １．２９ －１３．２

工业 ５２４．３７ －０．４

建筑业 ６３．２８ ５．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５５．６６ ６．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５４．９ －１．６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４．１３ １１．２

金融业 ９２．７６ １１．６

房地产业 ２３３．１７ ５．９

其他服务业 ４１１．９５ １４．３

第一产业 １．１５ －１２．１

第二产业 ５７５．５１ ０．１

第三产业 ９７４．８５ ９．５

表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财政收支

２０１９年（亿元） 可比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４０３．１５ －４．３

　中央级收入 １４６．３３ －１．３

　市级收入 ９５．８２ －１４．９

　区级地方收入 １６１．００ ０．３

　　＃非税收入 １９．７４ ２．４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８８．８１ －４．２

＃一般公共服务 ８．１２ ３．０

　公共安全 １３．５０ ９．６

　教育 ３７．５３ １．５

　科学技术 ６．３８ ７．３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３．９８ １８．７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２７．１４ ４．７

　卫生健康 １６．４０ ２６．８

　节能环保 ０．９７ －７９．８

　城乡社区 ２３．６１ ２３．８

　农林水 １６．１５ －１．４

　交通运输 ４．５０ －７９．９

　资源勘探信息等 １６．８４ ２９．７

　住房保障 ５．９８ －４０．３

宝山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综合经济】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ＧＤＰ）１５５１５１亿元，可比增长
５７％。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１５亿元，
下降１２１％；第二产业增加值５７５５１亿
元，增长０１％；第三产业增加值９７４８５亿
元，增长９５％。三次产业结构比为０１∶
３７１∶６２８。

全年工商登记新设立（含迁入单位）

的法人企业２４８８６户，比上年下降１４５％。
其中，内资企业（不含私营企业）２７７户，下
降 １４０％；私 营 企 业 ２４１９４户，下 降
１４６％；外商投资企业４１５户，下降８２％。

全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６１００
亿元，比上年增长０３％。其中税收收入
１４１２６亿元，增长０１％；非税收入１９７４
亿元，增长２４％。

全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８８８１
亿元，比上年下降４２％。其中区本级支出
２１０８２亿元，下降５２％；镇级支出７８００
亿元，下降１５％。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５５５１７
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９％。其中第二产业投
资总额７８５３亿元，增长０１％；第三产业
投资总额４７６６４亿元，增长１２７％。固定
资产投资构成中，工业投资比重为１４１％，
服务业比重为２３％。全年在建项目数
５２０个，同比增长１７４％，其中新开工项目
数２１０个，增长２７３％。投资类型看，民间
投资额２４４８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０％。

【农业】　全区２０１９年实现农业总产值
３１１亿元，比上年下降７２％。其中，种植
业２２７亿元，下降８５％；林业０４０亿元，
增长９０％；渔业０１１亿元，下降０６％。

２２



图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表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增长（％）

谷物 吨 ６５５２．９ －５．０

蔬菜 吨 ４３３２１．３ －９．８

园林水果 吨 ４００１．８ －１３．３

肉禽 吨 ０．３２ －８８．４

水产品 吨 １６６ ３．１

表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总产值

总产值（亿元） 增长（％）

合计 ５０６．３６ －０．４

　新能源 １７．３９ ５５．３

　高端装备 １００．４２ －１．２

　生物 １７．５０ １２．４

　新一代信息技术 ６．３６ １３．８

　新材料 ３３７．５８ －１．０

　新能源汽车 １．７８ －０．３

　节能环保 ４１．８５ －５．８

　　全年谷物产量６５５２９吨，比上年下
降５０％；蔬菜产量 ４３３２１３吨，下降
９８％；园林水果产量 ４００１８吨，下降
１３３％；肉禽产量０３２吨，下降８８４％；
水产品产量１６６吨，增长３１％。

至年末，建成标准化水产养殖场 ２
家，面积６０７３公顷；建成设施粮田面积
７５０４公顷；部级蔬菜标准园１家，面积
１７３４公顷，市级蔬菜标准园９家，面积
约１８５１３公顷；区级蔬菜标准园 ４家，
面积６２４７公顷。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７家，农民专业合作社５７家，经农业
主管部门认定的粮食家庭农场１个。４２
家企业 ３０８个产品（含平行生产）获得
“三品一标”认证，其中无公害农产品生

产企业３９家，无公害农产品２９５个；绿
色食品生产企业１２家，绿色食品１３个。

【工业和建筑业】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实现
工业增加值 ５２４３７亿元，比上年下降
０４％；实现工业总产值 ２２０２６２亿元，
同比下降 ２２％，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１９８７３９亿元，下降３５％；实现工
业销售产值２２１４０４亿元，下降１７％，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１９９８８４亿
元，下降２９％。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１３６８５亿元，比上年下降３８７％；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５１％，下降３３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为

８６户，增长１１７％，亏损面为１９１％，与
上年同期持平。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完成产值５０６３６亿元，可比下降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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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５％，与上年同
期相比，比重提高０２个百分点。

全年“２＋４”工业园区实现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为５６８４９亿元，比上年下
降２６％，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的比重为２８６％。从“２＋４”工业园区
的单位土地产出看，工业园区工业企业

单位土地产值为４６３９亿元／平方千米，
增长１７％；单位土地营收１０７１０亿元／
平方公里，增长 １４７％；单位土地税收
３６３亿元／平方千米，下降５８％。

宝山区全年建筑业增加值６３２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５０％。区域内三级资质
及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９００４７亿元，增长 １６７％，其中在外省
市完成产值６５２２５亿元，增长１７３％；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６４１７万平方米，增长
４４％；竣工面积 １１５９万平方米，增
长２７２％。

【批发、零售和旅游业】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１５５６６亿元，比上
年增长 ６３％。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６１３６４２亿元，增长８５％。完成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７３９６６亿元，增长８２％，
其中，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６７９１９亿
元，增长 ７７％；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６０４６亿元，增长 １４３％。限额以上互
联网零售实现零售额１２６６０亿元，增长
１３倍；限额以上汽车零售业实现零售
额１１５８６亿元，下降１９６％。

全年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 ２３５３６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６３％，其中 Ｂ２Ｂ交
易额２２５７７亿元，增长３４４％；Ｂ２Ｃ交
易额９５９亿元，上升１倍。

全年纳入统计监测范围的８６个商
务载体总税收收入实现５８１０亿元，比
上年增长１３６６％，总税收单位面积产出
为１６７４８２元／平方米，增长１３６６％，总
体入驻率７８７１％，落地型企业注册率为
６８９３％，税收收入 １亿元以上的载体
１６个。

全年 全 区 游 客 接 待 人 次 合 计

１１１８２０万人次，其中７４家旅行社接待
游客４０２１万人次；４４家主要旅游饭店
接待游客１２６１３万人次；２２家旅游景区
（点）接待游客９５１８７万人。全区纳入
统计的旅行社、旅游饭店和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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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营业总收入７５７５亿元，其中旅行
社营业收入６８２２亿元；主要旅游饭店
营业收入５４１亿元，下降８７％；旅游景
区（点）营业收入 ２１２亿元，增长
９９％。年内举办“２０１９上海樱花节”
“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等旅游节
庆活动，做好本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住宿服务保障工作，组织参加２０１９年上
海市文化旅游行业系统处置突发事件应

急演练，获“优秀组织奖”；组织参加第

四届“乐游上海”市民旅游知识大赛，获

“最佳参与奖”。

表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旅游设施

指标 单位 数量

星级宾馆 家 ６

　＃四星级 家 ４

　 三星级 家 ２

旅行社 家 ７４

　＃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家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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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表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年末银行存贷款余额

１２月末余额（亿元） 比年初增长（％）

银行存款余额 ４０１２．１０ １５．６

　＃单位存款 １８２９．４９ １５．７

　 居民储蓄存款 ２１１５．４７ １５．６

银行贷款余额 ２１２９．７２ ９．３

　＃短期贷款 ３７６．９８ －１８．４

　 中长期贷款 １７２０．８６ １５．８

　＃单位贷款 １２１５．０７ ９．１

　 个人贷款 ９０９．７２ １０．３

　 　＃住房按揭贷款 ７２６．６９ ８．２

公积金贷款余额 ３２４．４０ １１．６

表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和主要市场

类别 绝对值 （亿元） 增长（％）

外贸出口商品总额 ２８７．４６ －１１．０７

　按贸易方式分

　　＃一般贸易 ２５８．６１ －７．９６

　　 加工贸易 ８．２２ －６２．０８

　按主要商品分

　＃钢材 ９６．５０ －１．３１

　 集装箱 １２．８２ －６０．５３

　 钢铁或铝制结构体及部件 ７．５０ －２９．３７

　按主要市场分

　＃东盟 ６２．０２ －２．８５

　 美国 ３９．００ １．９４

　 欧盟 ３４．２５ －３５．７９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宝山区
２０１９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５４９亿元，比上年下降 １６％。全年规
模以上交通运输、仓储业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０６３亿元，其中交通运输业实现营业
收入１２０２６亿元。２０１９年共调整优化
１６条公交线路，区域线网密度达到１６８
千米／平方千米。建成 ６０个公交候车
亭，新建１３００余根公交电子站牌，实时
预报公交车辆到站信息，在全市各郊区

率先实现公交电子站牌全覆盖。持续开

展码头整治，全年整治关闭１５个内河码
头（?藻浜沿线９家），５个码头进行设
施改造提标，全区内河码头缩减至 ５２
家。协调建成邮轮枢纽、邮轮港区等１７
处公共停车场增加泊位２５５４个，完成１２
个项目５８０个泊位的停车资源共享。至
年末，宝山区域内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共

有３条，分别为轨道交通１、３、７号线，运
营线路长度４６４７千米。共有地面公交
线路１４８条，其中跨区域线路８５条，区
域内线路６３条。区域出租企业２家，运
营车辆６７０辆。宝山区公共自行车共有
６１２个租赁网点，设置１８９６６个锁柱，投
放１５０００辆自行车。至年末，全区有邮
政支局１３个，邮政所２７个。全年邮政
业务总量 ５３１亿元，发送函件 ６２３２９
万件，发送国内特快专递７３２万件，发
送国际特快专递０１５万件，报刊累计订
销６３９２７５万份。

【金融业】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金融业增加
值９２７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６％。至
年末，全区有银行２６家，本外币存款余
额４０１２１０亿元，比年初新增５４２３３亿
元，增长 １５６％；贷款余额 ２１２９７２亿
元，比年初新增 １８２０２亿元，增长
９３％；公积金贷款余额３２４４０亿元，比
年初新增 ３３７７亿元，增长 １１６％。
２０１９年针对全区企业召开１５场投融资

对接会或各类沟通培训会议，共实现１５
家企业上市挂牌，全区上市挂牌企业数

达１３２家（其中上市企业９家，新三板挂
牌企业５０家，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科
创板挂牌企业 ３１家，Ｅ板挂牌企业 ４２
家）。

【对外经济】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批准外资
项目４６６个，其中新批 ３９１个，增资 ７５

个，实现合同外资 １７６８亿美元。１０００
万以上项目有 ２９个，实现合同外资
１４０３亿美元；第二产业项目数３６个，合
同外 资 １３９亿 美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４３％，其中工业实现合同外资１２４亿
美元，增长２５９％；第三产业项目数４２９
个，合 同 外 资 １６２５亿 美 元，增 长
１１４％。全年实际到位外资 ４０５亿美
元，增长４５４％。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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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９４６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２％。其
中出口总额２８７５亿元，下降１１１％；进
口总额６５９１亿元，增长２１２％。商品
结构持续优化，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

１７２５亿元，增长 １４１％。民营企业进
出口额为２５３７６亿元，增长２８２％，占
全区进出口总额的２６８％，外资企业进
出口额为１３４５２亿元，降低１４０５％，占
全区进出口总额的１４２１％。出口以一
般贸易方式为主，实现出口额２５８６１亿
元，降低 ７９６％，占出口总额的 ９０％。
受中美贸易摩擦因素影响，２０１９年全区
对美出口额３４２５亿元，下降３５７９％，
其他主要出口市场出口表现均较为平

稳，对欧盟、日本、韩国出口额分别增长

１９４％、９４１％和１４６２％。

【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宝山区至
２０１９年末实有道路长度１２２３２２千米，
比上年末增加１４１９６千米；排水管道长
度４５３２千米，增加３７６４千米；全年完
成３２个 ３４７４２千米道路大中修和整
治，市政道路完好率达到９５０５％，公路
优良路率９２４７９％。截至２０１９年末，完
成南大、祁连等老旧小区老公房燃气内

管改造 ２１４０４户，换出腐烂锈蚀管 ５９６
根。完成管道燃气入户安检 ２５４５万
户，严重隐患整改５５３９户；完成液化气
入户安检４１４万户，严重隐患整改１２６８
户。查处非法液化气钢瓶９１１只，创新
试点燃气网格化巡查管理，“液化气打非

治违”“燃气管道设施安全运行”处置清

单在全区试行推广。全年房地产业增加

值２３３１７亿元，增长５９％。完成房地产
开发投资４２３６０亿元，增长１８１％，其中
住宅投资２９２５６亿元，增长１３７％；办公
楼投资２１１８亿元，增长８２％；商业营业
用房投资２５７８亿元，增长７１％。完成
商品房施工面积１３１２８１万平方米，增长
１３６％；竣工面积２３９２７万平方米，增长
４４％。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１２５０７万
平方米，增长 １９３％；商品房销售额
３５１１９亿元，增长１５０％。全年完成存
量房交易面积 ２０４２６万平方米，增长
５７５％；存量房交易金额５９６０５亿元，增
长５９２％。

【重点地区】　国际邮轮之城形象初现。
宝山区年内获批首个“中国邮轮旅游发

展示范区”，实现从“实验区”到“示范

区”的重大跨越。全年吴淞口邮轮港接

靠国际邮轮２４０艘次，约占全国邮轮市

场２９９％份额（其中，访问港邮轮１５艘
次，比上年增长约５０％），接待出入境旅
客１８７１４万人次，约占全国邮轮市场
４５４％份额（其中，访问港旅客６０６万
人次，增长约４０％）。接待４８批次１０００
余人次各界人士参观考察邮轮及邮轮

港。中船嘉年华、吴淞口深免免税店等

９家邮轮相关企业相继落户，邮轮企业
总数近２００家。

南大未来智慧城建设。宝山南大地

区基本完成土地征收，累计腾地约

５３３３３公顷；完成控详规划成果修编，
继续２０余个专项规划研究，８个市政公
建配套项目开工建设；临港南大智慧城

首发地块开工建设，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项目签约
落地。

吴淞创新城建设启动。宝山区编制

形成《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建设规划》，

突出产业为先和生态特色，产业用地面

积达８３平方千米，占比３６％；生态绿地
面积达６平方千米，占比２６％。编制形
成《吴淞地区产业发展规划》，将吴淞地

区总体定位为吴淞创新城，以新材料和

新硬件“两新”产业为引领、科创 ＋文创
“双创”产业为驱动、高端新兴商务商业

和高品质特色旅游业为配套的“两新、双

创、两高”产业发展格局。宝武特钢、不

锈钢首发转型区域编制形成控规成果。

总投资５０亿元的智慧制造研发总部等７
个项目加快推进建设，总投资１００亿元
的厚友金融产业园等１８个项目加快启
动建设。不锈钢厂区“三纵三横”贯通

项目竣工。

【城市信息化】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新建通
信管线１６７沟千米，新建和共建共享５Ｇ
移动通信基站 １２８８个、４Ｇ移动通信基
站６１６个。至年末，累计可用通信管线
共４１３１沟千米；累计公用移动通信基站
４１７１个，其中５Ｇ基站１２８８个、４Ｇ基站
３３０９个；累计接入宽带用户约 ７９７万
户，平均接入带宽达到２００Ｍ；无线覆盖
热点６４９个，无线 ＡＰ数６３３０个。移动
通信应用更加普及，移动电话用户约

３０５５万户；固定电话用户约３７２万户。
ＩＰＴＶ用户数达 ３３４万户，增加 ５４万
户；数字电视线路覆盖全区７４万户，增
加１万户，全区覆盖率达１００％。

深化智慧城市建设。推进宝山区党

建引领社会治理网上平台“社区通”应

用，全区５６７个居村委全部上线，近 ５２
万户家庭、７３万余名居村民实名加入，

互动交流超过１２亿人次，解决群众关
心关切的各类问题１１万余个。是新建
５０个智慧社区微菜场，全区已累积建设
了３６４个智慧微菜场。完成全区３３０台
小区老旧加装电梯远程监测系统。在全

市１６个区中率先实现区域公交电子站
牌全覆盖，完成外环内 ４６６个、外环外
８４２个（共１３０８个）公交站点公交电子
站牌建设。推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
应用，移动家庭医生 ＡＰＰ签约居民数达
到７３９万人，线上签约总数列全市第三
移动家庭医生 ＡＰＰ签约居民数达到
６２２万人。智慧教育方面，完成教师移
动办公设备配置５９２９台，完成移动教学
实验室设备配置１４１套（５０台／套）。推
进智慧公安建设，新增高清监控点位

６８７８路，全区高清监控点位总量达
２３１９９路。全区累计编制形成区级公共
数据资源目录２８９１条，数据４９６万项，
累计汇聚各类公共数据资源（数据库表、

数据接口、文档）３２７个，公共数据资源
３５亿条记录，累计治理区人口、法人、
空间地理等基础公共数据 １０４３８９万
条，通过数据推送、接口调用、数据服务

等模式实现区公共数据的共享与应用，

累计共享公共数据１３６８０次，共享公共
数据３７０５９万条。

继续推进“一网通办”。区行政服

务中心进驻事项 １００％开通网上预约，
已实现网上预约４０５６６次；网上办理量
为８１５６１次。实现四类高频表格智能填
表１１０６５次，电子证照调用 １５９４９０次，
“单一窗口”收件凭证系统自动盖章

１８１６３次。已完成１４类２５３４张区级证
照批文统一制证归集。推进“随申办”

区级平台建设，已接入区各部门将各类

移动端政务服务８７项。

【教育和科学技术】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共
有各级各类教育单位３３４家，在校学生
１７５万余人（见附表）。全年共新开办
３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其中２所公办、１
所民办）、６所幼儿园（其中２所公办、４
所民办），撤销１所公办小学、１所公办
幼儿园，１所民办初中变更为九年一贯
制学校。与 ２０１８年相比，全区中学在
校学生数增长４％，学校数也相应增加，
基本维持平稳；小学在校学生数增长

３８％，全区部分区域教育资源紧缺矛
盾依然明显；幼儿园数量增加，幼儿数

量减少１９％，幼教资源紧缺矛盾有所
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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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各类学校学生情况

类别

全部学校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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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４ １７５５４０ ２４１ １３８９３８ ９３ ３６６０２

　中学 ７１ ４５２８９ ６１ ３９７９１ １０ ５４９８

　　其中：高中 ８ ７０２４ ７ ６６００ １ ４２４

　　　　 初中 ２６ １６１９２ ２４ １４２３３ ２ １９５９

　　　　 完全中学 ５ ５２６４ ４ ４７１１ １ ５５３

　　　　 九年制学校 ３１ １６１４４ ２６ １４２４７ ５ １８９７

　　　　 十二年制学校 １ ６６５ — — １ ６６５

　小学 ６７ ７０２６６ ５７ ６２４２８ １０ ７８３８

　幼儿园 １７２ ５６６６７ １０１ ３５０６９ ７１ ２１５９８

　工读 １ ４９ １ ４９ — —　

　特教 １ ２６６ １ ２６６ — —　

　中等职业学校 ４ ３００３ ２ １３３５ ２ １６６８

　　其中：职校 ３ ３００３ １ １３３５ ２ １６６８

　成人教育 １ — １ — — —　

　其他教育 １７ — １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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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职校有学生数４３５１人。

　　２０１９年科技奖项获得新突破。１９
个项目获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科技创新奖，
比上年增长７２％。其中，作为第一完成
单位获奖项目１１项，增长１７５％；宝钢钢
构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上海中心大厦

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获市科技进步奖特

等奖。８６个项目获市级创新资金，增长
２２９％，扶 持 资 金 ８６０万 元，增 长
２２９％。３３４家企业进入拟认定高新技
术企业名单，目标率完成率 １３９１７％。
共有市级以上众创孵化载体达２１家，其
中国家级众创孵化载体数５家。新增科
技小巨人（培育）企业６家，院士专家工
作站２家，市级科技孵化基地２个；完成
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 ２８项，完成率达
１４０％；新增区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６
家，完成率达 ２００％；申报国家、市各类
创新项目３７０余项，完成率超６００％。认
定技术合同６２３项，技术合同交易额达
１４０５亿元。全年区专利申请总量８７３８
件，其中发明专利３７５４件；区专利授权
总量５３２４件，其中发明专利１３１３件；区
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４１５９件。

【文化、卫生和体育】　宝山区至２０１９年
末共有文化馆（站）１９家，其中区属文化
馆２家，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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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６２万

册；社会文化娱乐场所（含棋牌室）２３１
家，网吧 １１８家，电影院 ３３家；印刷类
１７０家，出版物零售（以前叫音像制品、
图书报刊零售）９８家，表演团体 １５个，
剧场３个，艺术品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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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举办各类文化旅游服务活动４１万
场，参与人数达５５６万人次，比上年分别
增长２９％和６５％。完成公共文化服务
配送４５５０场，全区４４０个居村（包含在
筹居委）都做到每个居村５场配送活动
的要求；区图书馆流通人次１９８３万，举
办讲座、读者培训、展览和各类读书活动

共计２３３场；区各级文化馆开展文艺活
动、赛事、展览、培训逾３６２５场（次）。

全年广播电台公共制作各类新闻宣

传报道７３４０余条，选送上海电视台、上
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４１９条。市场所共
受理行政审批项目共２４３个；巡查文化
经营场所３９８８家次，出动巡查员、志愿
者２１７７人次；执法大队共开展市场检查
１１７７次，检查场所２９８４家次，出动人员
４６１８人次。

至年末，全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４２
家，卫生技术人员９６４８人，医疗卫生机
构编制床位数 ６２４６张，比上年下降
２６６％；开设家庭总病床数 ３６６３张，增
长２８％。全年门急诊 １４６２５２７５人次，

上升 ４２２％；入院 ２１５２９２人次，上升
９４７％；住院手术 １２０２８６人次，上升
１２０４％；健康检查 ５４９３２１人次，下降
４７１％；上门诊疗总次数３１７７８人次，上
升１２４２％。

至年末，全区业余训练体校４个，各
类公共体育场馆 ６９３个，其中体育场 １
个、体育馆 ３个、游泳池 ４８个、运动场
６３７个、训练房４个。全区参加全国及市
级比赛获得运动员等级人数１０７人，女
性运动员３８人，其中国际级１人，国家
级５人，一级３２人、二级６９人。在各项
全国比赛中获得２６金、２６银、１５铜，其
中女性３２人。代表宝山参加上海市锦
标赛和十项系列赛共获得７７金、７０银、
８１铜，其中女性１１９人。全年新增９条
市民健身步道、３处６片市民球场、２０个
市民益智苑点。全区体育场地总面积约

４３１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面积２１１平
方米。已建成１１个区级及社区级市民
健身活动中心，４５处９０片市民球场，６１
条百姓健身步道，１２８千米生态步道。
成功举办宝山区第四届运动会，共举办

各类赛事 １５４０场，参赛人数 ６８５８６３人
次，创下 ４个历史之最，办赛主体最丰
富、赛事种类最广、组织发动最广、参赛

人数最多。体育场馆持续开放，全年共

接待市民５７０３万余人次，其中健身市
民３９３７万余人次。全年体育彩票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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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３４亿元，募集公益金１６１５８９万元。

【人口和就业】　至年末，宝山区常住人
口总数为２０４４３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
口８３７８万人。全区户籍人口 １００９７６３
人，比上年增加１６４１５人。户籍人口按
性别分，男性占５０５％，女性占４９５％；
按年龄段分，０—１７岁占１２５％，比重比
上年提高 ０２个百分点；１８—３４岁占
１５２％，下降０８个百分点；３５—５９岁占
３６４％，下降０６个百分点；６０岁以上占
３５９％，提高 １１个百分点。全年出生
人口 ６３０９人，出生率 ６３‰；死亡人口
８７８９人，死亡率 ８７８‰；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２４８‰。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
８３７３岁。其中男性 ８１３３岁，女性
８６３４岁。至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２３１２６人，比上年下降 ２２％，其中男性
失业人数为 １５０７６人，占比为 ６５２％。
１６—２５岁失业人数为９７８人，２６—３５岁
失业人数为５６６６人，３６—４５岁失业人数
为９８３８人，４６岁及以上失业人数为
６６４４人。全年帮扶引领创业人数 ６７９
人，其中青年大学生３７５人；推动该区就
业困难人员市场就业率提高至９０８８％；
开展各类创业活动１６７场，累计７７２８人
参与。组织各类招聘会１７４场，提供就
业岗位 ８５５２５个，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７２００１人次，其中等级工及以上技能培
训１２１８１人次、农民工培训３１８２５人次。

【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据抽样调查，
全年宝山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６８７２１
元，比上年增长８２％；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４７９８３元，增长６８％。全年住房保障
工作持续推进，居民居住条件不断改善，

共完成旧住房综合改造２２１万平方米。
区属动迁安置房新开工９７万平方米，建
成６１万平方米，供应６５５４套，安置在外
过渡动迁居民１０１６户。至年末，廉租住
房在保家庭１８６９户，其中年内新增租金
配租家庭２９７户。年底顾村大居拓展基
地累计开工建设６８万平方米市属保障
房，顾村原选址基地１７万平方米市属保
障房交付使用。全年投入社会救助资金

３３９亿元。有９０８７人享受城镇最低生
活保障；３８１万人享受支内回沪帮困补
助；２１７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至
年末，有养老机构６１家，床位１２６０９张。
其中社会投资开办２７家，床位５７４３张，
有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４３家，助餐

服务场所５１个，为老服务中心１２家，为
４５４７６名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坚
持对残疾人精准帮扶、精准服务。组织

５０２０名残疾人参加市级、区级健康体
检。完成贫困残疾人家庭提高型无障碍

改造工程，普通型家庭无障碍改造 ６００
户、提高型家庭无障碍改造１３１户和示
范型家庭无障碍改造３户。投入５９５１６
万元，为２９万人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残疾人交通

补贴；投入６３９６７万元，为３７３１人发放
助残实物帮困卡；投入 ８０６６万元，为
１５６名残疾人大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
发放一次性入学奖励及助学补贴；投入

１６２２９万元，为６５４人实施医疗救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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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７５９万元，为５０８人发放居家养护补
贴；投入３３６万元，为４５５人发放机构养
护补贴；投入９２３万元，为８２例残疾人
发放骨关节手术补贴。区残联走访区内

有关企业，挖掘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岗位，

全年共推荐１８５名残疾人顺利就业。组
织艺术插花、创业能力、农村残疾人实用

技术培训等各类培训 １５期，参训 １０５６
人次。

【环境保护】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环保投入
资金８６０３亿元，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项目１９６项、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项目１４１
项。对各类污染源环境监测５３４厂次，现
场执法１７２１批次，执法检查３２６７户次。
区废气减排项目５个，主要 ＮＯＸ减排量
６７６吨。全年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
优良率为 ８７１％，其中主要污染物
ＰＭ２５年均浓度为３６微克／立方米，比
上年下降 ２７％。全年完成新建绿地
７７０７公顷，其中公园绿地３３０２公顷。
至年末，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１２１平方
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４０５％，绿
地率 ３９０％。完成 １３４７公里绿道建
设，新增立体绿化３万平方米。全年清
运生活垃圾６５８７万吨，“绿色账户”激
励机制覆盖７０万户。稳步推进区域水
生态环境质量，完成潘泾（苗圃路—月罗

公路）、练祁河（塘西街—潘泾）３７千米
骨干河道综合治理，区域骨干河道整治

率达到 ８２５％。全面加快推进劣 Ｖ类
河湖治理三年行动，年内完成１７３条河
湖消劣，区域劣Ｖ类河湖比例明显下降。
完成沪太路北段、吴淞街道等２０千米污

水二级管网建设，督促各镇、园区完成污

水二级管网建设２７千米，推进点污染源
整治 ４３个，城 镇 污 水 处 理 率 达
到９４５％。

【城市安全和食品安全】　宝山区２０１９
年刑事案件立案数１２１７２起，比上年下
降３４％；破案数 ５９７９起，增长 ４９１％；
治安案件受理数３３８４１起，下降８３％；
治安案件查处数３３８００起，下降８３％。
全年共发生交通事故５３起，比上年下降
３７６％；处理交通违法１２１万人次，上升
３８％。全年火灾事故发生 ２３４起，比上
年下降２３１％。开展“防风险保平安、
迎大庆护进博”等专项行动，全年累计检

查单位７８２８家，督促整改火患９６３４处，
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２６５份，下发临时
查封决定书８６份，责令“三停”８８家，罚
款４４３９万元。

宝山区全年受监工地 ５５４个，建筑
面积 １２７２９４万平方米，工程造价
６２３０７亿元。安全在监工地３１０个，其
中土建类１８１个，装饰类５０个，其他类
７９个（市政道路６１个）。仍在施工工地
２６５个，其中土建类 １５６个，装饰类 ４２
个，其他类６７个（市政道路５２个）。未
开工 １８个，停工 ２７个。共检查工地
１１７０个次，监管２６７４人次，开具各类行
政措施单４３７份，其中开具整改指令单
３４８份，局部暂缓施工指令单６５份，停工
指令单２４份，共开具２１２１条整改事项。
项目经理动态考核记分３５起４８人次，
监理动态考核记分１１起１１人次。投诉
处理扬尘、噪音、施工扰民４２９起。推荐
区文明工地１６个。全年行政处罚安全
立案１１件，罚款２１３５万元。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不断强化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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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项，共出动执法
人员１１１６００人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５５８万户次，立案查处 ８８３件，消除
食品无证照经营户２７９家。共监督抽检
食品６２０２件，合格率为９８２％；抽检药
品４３０件，合格率９９３％。全年检查特
种设备企业 ３２３９家（次），抽查设备
４９４２台（套），与上年度基本持平，查处
特种设备违法案件７８起。

注：摘自《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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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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２０１９年）
◎ 编辑　戴建美

１月
１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等，走访

调研智慧湾科创园等地。

２日　市委书记李强率市有关部门
领导，实地调研石洞口污水排放干线。

同日　区四套班子及区有关部门领
导，分多路实地调研基层亮点工作。

７日　宝山区召开“花开四季·幸
福宝山”２０１８年度宝山文化品牌建设工
作总结表彰大会。

８日　宝山区举行２０１８年度区政府
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

９日　中共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
七次全体会议在区委党校召开，区委书

记汪泓作《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奋力

谱写新时代宝山改革发展新篇章的实施

意见》的说明。

同日　宝山区召开“一报告两评
议”工作会议。

１０日　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８年度街镇、
园区、委办局党委（党组、党工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

１１日　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９年安全生
产工作会议暨区安委会全体（扩大）

会议。

１４日　政协宝山区八届三次会议
在区委党校开幕，１７日上午闭幕。
１５日　宝山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

在区委党校开幕，１７日下午闭幕。
１８日　“不忘初心勇担当、砥砺前

行谋新篇”———宝山区红色线路党性教

育主题党日活动在区广播电视台举行。

２１日　区委召开中心组（扩大）学
习会，

同日　召开区委常委会民主生

活会。

２３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中共
宝山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

２４日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绍
良走访慰问宝山区老党员。

２５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
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总工会主席莫

负春等，走访慰问宝山一线工作人员和

困难群众。

同日　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９年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２９日　宝山区政府与上海外国语
大学合作办学签约。

２月
１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沙海林，副市长吴清，市

政协副主席赵雯率市有关部门，走访慰

问海军航空兵第十团，汪泓陪同。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郑钢淼走访慰问陆军

预备役高射炮兵师，范少军陪同。

同日　宝山区举行２０１９年春节团
拜会。

２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等走访
慰问上海警备区、武警上海总队、海军上

海基地和一线执勤民警。区四套班子领

导分多路走访慰问一线加班职工，并检

查城市安全、节日市场供应、养老机构和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等工作。

１２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实地走访
调研基层工作。

同日　区委召开大调研总结和推
进会。

１４日　区委召开２０１８年度第二轮
巡察情况汇报会。

同日　区政府与区政协领导班子举

行２０１９年工作协商会。
１５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为首批

光荣之家挂牌。

１９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会见比
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商用车事业

群 ＣＥＯ一行，会见上海援疆前指总指
挥、喀什地委副书记一行。

２１日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到宝山
城市工业园区参加中国首条“公里级高

温超导电缆示范工程”启动大会。

同日　宝山区召开 ２０１９年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

会议。

２２日　市政府副秘书长顾金山到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席“玛丽女王２号”
邮轮入境旅客欢迎活动。

２６日　宝山区召开机构改革动员
部署会。

同日　宝山区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签
约创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二

康复医院。

２７日　宝山区召开政法暨信访工
作会议。

２８日　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政委
凌希赴宝山实地调研。

同日　召开２０１８年城乡建设管理
表彰会暨２０１９年工作部署会。

同日　区委中心组（扩大）学习暨
“２０１８感动宝山人物”揭晓活动。

３月
１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等专题

研究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工作，会见商汤

科技总裁一行。

８日　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９年邮轮经济
工作会议。

９日　宝山区举行２０１９年“和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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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体面就业”服务月启动仪式暨 ２０１９
年宝山春季大型招聘会。

１２日　宝山区开展２０１９年春季义
务植树活动。

１３日　宝山区举行２０１９年重大产
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同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赴宝山调研
《工会法》实施情况，中华全国总工会书

记处书记、党组成员许山松等出席座

谈会。

１９日　副市长彭沉雷到宝山调研
乡村振兴工作，实地视察罗泾镇塘湾村

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

２０日　宝山区召开统战工作会议。
２１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率区有关

部门，赴金山、奉贤区调研乡村振兴

工作。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３日，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 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２３日　“２０１９上海樱花节”系列文
化活动在顾村公园举行。

２５日　新疆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
叶城县委书记李国平一行到宝山考察。

２６日　宝山区政府与交通银行上
海市分行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２７日　宝山区政府与北京中信投
资中心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同日　宝山区召开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会议。

２８日　市委副书记尹弘到宝山调
研机构改革工作。

２９日　宝山区召开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建设工作推进大会。

３０日　“十城联动·为你加邮”邮
轮文化中国行启动仪式暨“樱邮尽有”

樱花节专场活动在顾村公园举行。

４月
１日　宝山区召开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动员会。

同日　宝山区召开河长制湖长制工
作暨生态环境工作大会。

３日　宝山区召开深化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工作会议暨２０１９年度巡察工作
动员部署会。

１１日　市委副书记尹弘到上海大
学调研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

同日　区领导范少军、李萍、丁大恒
等出席宝山区与迪庆州对口支援高层联

席会议。

１８日　首届民建宝山休闲旅游论
坛举行，民建中央副主席、民建市委主

委、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出席活动并做

主旨演讲。

同日　联合国人居署人工智能城市
研讨会在宝山举行。联合国人居署高级

顾问ＪｏｅｌＳｉｅｇｅｌ、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
并讲话。

２５日　市委副书记尹弘率市有关
部门，实地调研宝山区大场镇乾溪三村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美丽家园建设工作。

２６日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专家
研讨会在智慧湾科创园举行。区委书记

汪泓、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袁国华等出席活动并致辞。

３０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分组到生
产企业、在建工地、超市卖场等地，检查

节前安全及市场供应。

同日　“奋斗·追梦新时代”———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
会举行。

同日　宝山区与探索集团亚太电视
网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

５月
６日　宝山区召开党政负责干部

大会。

同日　区领导汪泓、李萍、丁大恒
等，在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暨建团９７
周年会上接见优秀青年代表。

７日　副市长宗明和市政府副秘书
长顾金山实地走访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并到区委党校大礼堂检查第十二

届中国艺术节演出剧场准备工作。

８日—１１日，区领导汪泓、李萍、丁

大恒等率团到新疆开展对口支援合作交

流工作。

１２日　区领导范少军等参加“５·
１２”全国防灾减灾宣传日暨百人百场应
急科普宣教活动启动仪式。

同日　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
赛颁奖典礼举行。

１３日　京东集团与宝山区在京东
集团总部签订战略框架协议。

同日　宝山区举行贯彻垃圾分类新
时尚“七个一”揭牌仪式暨《条例》宣传

文艺首演活动。

１７日　全市首个区级劳模工匠风
采馆开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总工

会主席莫负春和区委书记汪泓启动宝

山劳模工匠风采馆，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少军为新一批“工匠创新工作室”

授牌。

１８日　宝山举行“歌诗达·威尼斯
号”邮轮首航庆典仪式。

　　２１日　宝山区与云南省富源县召
开对口支援座谈会。

２２日　“战上海———庆祝上海解放
七十周年图片文物展”揭幕，粟裕将军塑

像赠送仪式举行。

同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萍、
丁大恒等出席宝山区庆祝上海解放 ７０
周年文艺演出。

２４日　区委召开中心组（扩大）学
习会暨配合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

工作部署会议。

２８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海
林率队，到宝山开展《上海市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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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宝山劳模工匠风采馆开馆 区总工会／提供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日，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邮轮首航庆典仪式举行 区府办／提供

工作条例》执法检查。

２９日　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９年对口支
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

３０日　第二届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
开幕式在智慧湾科创园举行。

同日　宝山区第四届运动会开幕式
在宝山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

３１日　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９年精神文
明建设大会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推

进会。

６月
３日　宝山区召开贯彻落实中央扫

黑除恶第１６督导组督导上海市工作动
员会精神会议。

同日　宝山举行皇家加勒比“海洋
光谱号”邮轮首航庆典仪式，副市长宗明

出席活动并致辞。汪泓、范少军、李萍、

丁大恒等区领导出席活动。

４日　宝山区贯彻落实市“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精神工

作会议召开。

６日　范少军等到宝山考试中心巡
察高考首日情况。

７日　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１６
督导组下沉督导宝山区工作汇报会召

开，中央督导组第１６督导组第５小组组
长李京出席会议并讲话。

１２日　赛赫智能项目开工仪式在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举行。区领导汪泓、

范少军、赛赫智能设备（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等出席。

１８日　宝山区召开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督导整改动员会。

１９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
琳调研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区领导汪泓、

范少军等参加调研。

２０日　汪泓、范少军等与西德科东
昌汽车座椅技术有限公司高管座谈，并

出席公司１５周年庆典活动。
２２日　市政府副秘书长黄融现场

检查宝山区落实中央环保督查整改情

况，范少军等陪同。

同日　汪泓、李萍、丁大恒等出席罗
店镇“我爱我罗”大型动迁安置基地暨

重大项目开工仪式。

２４日　汪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
等出席宝山—曲靖扶贫协作高层联席

会议。

２６日　区长范少军、区委副书记周
志军参加宝山区党建服务中心新址启动

仪式。

２８日　宝山区召开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８周年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
和区长范少军等出席会议。

７月
１日　宝山区召开党政负责干部大

会。汪泓主持会议并传达第十一届市委

七次全会精神。

同日　范少军参加高境“５Ｇ小镇”
启动仪式———５Ｇ连线活动并拨通宝山
区首个５Ｇ电话。
３日　宝山区召开塘湾村乡村振兴

示范村区级验收会。汪泓主持会议并

讲话。

同日　范少军到北京参加 ２０１９年
百度开发者大会。

４日　市政协副主席徐逸波率市政
协文史委赴宝山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调研，瞻仰宝山烈士陵园、参

观上海解放纪念馆，区领导汪泓、丁大恒

等陪同。

５日　中国能源上海氢能研究院暨
宝山氢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仪式在

衡山北郊宾馆举行。

８日　汪泓等出席杨行镇杨鑫社区
动迁安置房开工仪式。

２３

大事记（２０１９年）



同日　范少军接受２０１９夏令热线
“区长一诺”现场采访。

同日　大型原创沪剧《苔花》试演
活动在区委党校大礼堂举行。

９日　汪泓、范少军考察华科智谷
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

１０日　宝山区召开经济工作推进会。
同日　云南宣威市代表团到宝山区

考察调研。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上海市重点地区—吴淞创新城转型发展工作专题会暨中国宝武宝山转型区

域首发项目启动仪式举行 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１５日　人社部调解仲裁管理司到
宝山调研，汪泓、范少军等参加。

同日　市农委调研罗泾镇塘湾村乡
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范少军等陪同。

１６日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
第七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区委党

校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中共宝山区委关

于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奋力担当新

时代新使命的若干意见》，表决通过第七

届区委八次全会决议。

１７日　汪泓、范少军等会见２０１９紫
荆谷沪港澳台青年创业团。

同日　范少军参加 ２０１９“夏令热
线”———区长访谈（宝山专场）活动。

２０日　《岁月印痕———民盟历史人
物与宝山》赠书仪式，“盟员之家”和“行

知纪念馆”揭牌仪式在行知中学举行。

民盟中央副主席、副市长、民盟市委主委

陈群，区领导汪泓等出席活动。

２３日　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三次会议（扩大）宝山组分组评议会

召开，汪泓、范少军、李萍等出席会议。

２４日　宝山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七次（扩大）会议在区委党校召开，

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萍主持会议。区四套班子

领导、局级领导出席会议。

２５日　宝山区与上海大学召开恳
谈会。区委书记汪泓和上海大学党委书

记成旦红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介绍区情。

２６日　“中国·上海科创板企业总
部服务园”专场推介会在世博源举行，区

领导汪泓、范少军等出席。

３０日　宝山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９２周年军政座谈会在宝山区广
播电视台举行。

３１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
主持召开吴淞创新城转型发展推进专

题会，宝武集团董事长陈德荣及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等领导参加，同时举行中

国宝武宝山转型区域首发项目启动

仪式。

同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等在建
军节前夕走访慰问驻区部队。

８月
１日　市委书记李强率市有关部

门，到杨行镇大黄村、泰和污水处理厂实

地视察宝山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

改工作。市领导陈寅、诸葛宇杰，中央第

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有关成员参加调

研，汪泓、范少军等陪同。

２日　市长应勇到宝山区现场查看
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二期情况，

区领导范少军等陪同。

６日　宝山区召开七届区委第八轮
巡察情况汇报会。

７日　副市长彭沉雷到罗泾镇塘湾
村调研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工作，区长

范少军陪同调研。

同日　罗店镇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
１２０周年座谈研讨会开幕式举行，民盟
中央副主席、副市长、民盟市委主委陈群

出席活动并讲话。

８日　ＫＯＫ万王之王篮球争霸赛开
幕式在宝山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

９日　宝山区防御第９号台风“利
奇马”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区防汛指挥

部会议室召开。

同日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建设“美丽家
园”推进会召开。

１３日　安徽省太湖县人民政府与

宝山工业园区管委会签署合作框架协

议，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

１５日　汪泓、范少军等与宝武集团
董事长陈德荣一行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吴淞工业区规划事宜。

同日　宝山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论坛举行。汪泓、范少军、丁大恒等

出席。

１６日　第 １９届 Ｒｏｂｏｔｅｘ世界机器
人大会首届亚洲赛在智慧湾科创园举

行，区委书记汪泓、市机器人行业协会会

长戴柳、爱沙尼亚驻华大使温康德、区长

范少军等出席。

１７日　“诵读经典·点亮童心”
２０１９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典作品
诵读展演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１８日　２０１９黑池舞蹈节（中国）开
幕式在宝山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市文

旅局局长、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萍等

出席活动。

２１日—２４日　宝山区党政代表团
赴云南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２２日　范少军等出席首届中国国
际邮轮（配套）产业发展论坛开幕式。

２６日　汪泓、范少军等，实地检查
青年征兵复检工作。

２８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
率市人大有关部门领导，实地调研罗泾

镇塘湾村乡村振兴工作。汪泓、范少军、

李萍等陪同调研。

同日　汪泓、范少军等参加“邻共
享、聚客厅”———张庙街道首届“社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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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节”。

２９日　２０１９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
幕式在世博中心举行。汪泓、范少军等

参加会议。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宝山区融媒体中心成立大会举行 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６日，“壮阔７０载·逐梦新时代”宝山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汇

演举行 区文旅局／提供

３０日　汪泓、范少军等现场检查上
海解放纪念馆改造工程和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在建项目。

同日　范少军等参加宝武水务科技
有限公司和宝武物流资产有限公司揭牌

仪式。

９月
２日　汪泓、范少军等实地调研新

学期开学情况。

同日　宝山区教师座谈会召开。
３日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宝山双

语学校和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开学典礼

分别举行，汪泓、范少军等区领导和上外

宝山双语学校校长、世外教育集团总裁

等出席活动。

同日　汪泓、范少军等出席正大天
晴康方签约仪式。

５日　２０１９上海科技论坛———上海
遗传与分子诊断产学研大会暨高境“健

康小镇”建设启动新杨湾生物医药总部

园揭牌仪式举行，中科院院士贺林、杨焕

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和汪泓、

范少军等区领导出席。

同日　宝山区教育大会暨庆祝第
３５个教师节主题活动举行。

同日　范少军参加“构筑新时代战
略优势 更好服务改革发展大局”———

国务院国资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深化合

作推进落实国家战略签约仪式，并代表

宝山区政府与宝武集团等 ４家央企
签约。

６日　宝山区与上海国盛集团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仪式。

同日　宝山区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上
海长滩音乐厅共建及营运合作事宜。

８日　人民电竞超级联赛上海大师
赛开幕式在新业坊·源创科创示范区举

行，人民日报体育部、上海分社和人民网

等领导，汪泓、范少军等区领导出席

活动。

同日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
研究所所长戴小枫等实地调研智慧湾科

创园。

１０日　汪泓、范少军等与浙江省丽
水市庆元县党政代表团座谈。

１１日　宝山区召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市委第六巡

回指导组组长吴福康出席会议并讲话，

汪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等出席会议。

１２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局级领导
分别出席处级单位“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

１７日　宝山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烈士祭扫仪式在龙华烈士陵园举行。

同日　宝山区召开庆祝人民政协成
立７０周年座谈会。

同日　汪泓、范少军等与浙江省龙
泉市党政代表团座谈，宝山区政府与龙

泉市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１８日　宝山区融媒体中心成立，汪
泓、李萍、丁大恒等出席成立大会。

同日　召开宝山区创全工作推进会
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

２０日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
办主任和市有关部门实地调研上海解放

纪念馆。

２１日　上海市宝山区与江苏省南
通市人民防空行动综合演练在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广场举行。上海市民防办、南

通市人防办领导和汪泓、范少军等区领

导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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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日　宝山区“两新”组织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上海解放７０
周年主题党日活动在区融媒体中心举

行，汪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等出席。

２５日　宝山区“致敬新时代———庆
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陶瓷艺术原创作
品巡展”开幕式在区政府举行。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开幕 区文旅局／提供

２６日　“壮阔７０载·逐梦新时代”
宝山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
年文艺汇演在宝山体育中心举行。

２７日　宝山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７０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我
和我的祖国·在一起”宝山工会庆国庆

文艺演出举行。汪泓、范少军等区领导

和区内全国劳模、全国道德模范、市劳

模、先进工作者代表参加。

２９日　上海市重点整体转型区
域———南大首发项目临港南大智慧城开

工仪式举行，市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和

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临港集团等领导

出席活动。

同日　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创建上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预评审工作会议

召开，上海中医药大学、市卫健委、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等领导，汪泓、范少军等区

领导出席会议。

３０日　宝山区各界人士向人民英
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宝山烈士陵园举行，

区四套班子领导、局级领导出席活动。

同日　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白
沙公园开园仪式暨健步走活动，在杨行

镇白沙公园举行，汪泓、范少军等参加

活动。

同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分５组到
生产企业、在建工地、超市卖场开展国庆

前安全检查、节日市场供应，慰问百岁老

人和养老机构等。

１０月
１日　“国旗下成长”———宝山区青

少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升旗仪式在上海解放纪念馆举行。

同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等参加“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收

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阅
兵仪式。

８日　宝山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在区委党校举行。

市委主题教育第六巡回指导组组长吴福

康出席，汪泓为全区居村党组织书记上

党课。

同日　范少军参加上海期货交易
所———中国宝武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

９日　２０１９亚太邮轮经济 ５０人高
峰论坛在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市

交通委主任、海贸集团总裁和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等出席论坛。

１０日　市委书记李强在德尔塔酒
店会见来沪出席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
大会嘉宾代表，并为中国邮轮旅游发展

示范区揭牌。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
会外方主席、英富曼集团海事总裁安德

鲁·威廉姆斯，嘉年华集团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阿诺德·唐纳德，地中海邮轮公

司执行主席瓦戈，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

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贝勒，云

顶香港集团总裁区福耀出席。文化和旅

游部党组成员王晓峰、副市长宗明参加

会见并在揭牌活动上致辞，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诸葛宇杰出席活动。

同日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
开幕式在德尔塔酒店举行，２０１９上海邮
轮文化旅游节暨亚太邮轮大会主题文艺

晚会在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举行。市政

协主席董云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

慧琳，副市长宗明等市领导，区四套班子

领导参加活动。

同日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
会———国际邮轮联盟研究峰会和邮轮海

事论坛，分别在德尔塔酒店举行。区领

导汪泓、范少军等会见云顶集团、嘉年华

集团和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等高管。

１１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参加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市长会
见邮轮企业高管活动。汪泓、范少军等

与中国长江航运集团领导座谈。

１３日　“奔跑吧，安全君”２０１９上海
市青少年应急安全主题城市定向赛暨应

急安全体验营活动举行。团市委、市应

急管理局、市红十字会和宝山区领导等

参加活动。

１４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运输
部党组书记杨传堂到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调研。

同日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钢
淼一行到宝山调研，汪泓、范少军等

陪同。

１５日　区委常委会举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

会，市委主题教育第六巡回指导组组长

吴福康，汪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等区

领导参加会议。

同日　开展区委中心组（扩大）学
习会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学习研讨交流活动。

１７日　２０１９中欧长三角石墨烯创
新高峰论坛举行，市科技工作党委、市经

信委和中国石墨烯联盟等领导出席，汪

泓、范少军参加并与企业家代表座谈。

１８日　汪泓出席 Ｓ７公路一期建成
通车仪式。

同日　陆翔路—祁连山路“宝山先
锋号”盾构启动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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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范少军等参加中国大型邮轮
首制船建造钢板切割仪式。

同日　宝山区与上汽集团战略合作
区域统筹重大项目之一“电驱动系统”

投产仪式举行，上汽集团领导、麦格纳中

国区总裁，汪泓、范少军等出席活动。

２１日　宝山区与北京碧水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座谈会，双方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２２日　宝山区召开重大工程建设
推进会和区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

委巡视组组长王永伟作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活》

专题报告。

２３日　２０１９年第六届中国产业互
联网高峰论坛举行，市经信委、中国互联

网协会等单位领导和汪泓、李萍、丁大恒

等区领导参加。

２３日—２５日　范少军等到新疆参
加克拉玛依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展对口

支援工作并慰问援疆干部。

２５日　２０１９年上海全球智库论坛
“经济形势‘前瞻·前行·前沿’宝山峰

会”举行，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万里智

库和上海国际邮轮经济发展研究院等智

库领导，汪泓、李萍等区领导出席。

同日　宝山区和杨浦区召开区区对
接国帆路跨铁路公共通道工作座谈会，

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

三巡回指导组组长孙建平，宝山区委书

记汪泓和杨浦区委书记李跃旗出席

会议。

２８日　农民日报社社长和市农委
领导调研罗泾塘湾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

设工作。

２９日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一行赴
宝山调研申和热磁、上海超碳石墨烯产

业技术公司，市政协、市科技工作党委和

宝山区领导参加座谈会。

同日　汪泓、范少军等与意大利索
灵公司、上海大学高管举行三方会谈，区

领导参加吴清副市长会见索灵公司高管

活动。吴淞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新系统

启用。

３０日　宝山区召开双拥工作领导
小组全体（扩大）会议。

同日　宝山区政府与安信农业保险
公司签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

３１日　２０１９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理事会在宝山区召开，市委宣传部、

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市作

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等机构领导，汪

泓、范少军等区领导出席会议。

同日　市委主题教育第六巡回指导
组到宝山调研指导工作，会商宝山、杨浦

区区对接道路推进工作和中央督导组赴

宝山调研督导事宜。

１１月
２日　宝山区举行党政负责干部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汪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等区领

导出席。

２日—３日　范少军率队，到云南曲
靖市和罗平县开展对口支援工作。

５日　宝山区召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中央督导组赴宝山督察

情况汇报会，汪泓汇报宝山区主题教育

工作，范少军等区领导参加会议。中央

督导组实地督察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区

廉政教育基地、罗泾镇塘湾村、杨行镇大

黄村、大场镇党建服务中心，汪泓、范少

军等陪同。

７日　玛琳娜青少年女子篮球训练
学院在宝山体育中心篮球馆揭牌，塞尔

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中国驻塞尔维亚

大使陈波和上海市副市长陈群等出席揭

牌仪式。会前，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丁

大恒等接待塞尔维亚总理一行参观吴淞

国际邮轮港。

同日　汪泓、范少军等出席习近平
总书记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

训词一周年纪念活动。

８日　宝山召开全区领导干部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和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精神，传达学

习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精神。汪泓、范少

军、李萍、丁大恒等参加。

９日　第二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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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宗明出席活动并为全国首批

邮轮港进境免税店———上海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进境免税店揭牌。

同日　汪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
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观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１１日　宝山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工
作部署会召开。

同日　汪泓、范少军等慰问第二届

“进博会”安保行动任务部队。

１４日　２０１９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颁奖仪式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

行。副市长宗明，陈伯吹之子、中科院院

士、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分别颁发年

度特殊贡献奖。汪泓、范少军、李萍、丁

大恒等出席活动。

１６日　上海市行知中学庆祝建校
８０周年主题活动举行，汪泓、范少军、李
萍、丁大恒等出席活动。

１７日　新疆克拉玛依市市长王刚
率团到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考察，克拉玛

依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总

指挥袁罡，汪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等

区领导参加。

１８日　副市长许昆林到宝山调研
欧冶云商、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免税店，汪

泓、范少军等陪同。

同日　汪泓、范少军等与中共中央
党校中青班学员座谈。

１９日　宝山区政府与亚系集团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日　宝山区双拥工作汇报会在
区委党校召开。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兼全国双拥办主任、退役军人事

务部副部长钱峰，全国双拥办副主任肖

安水、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周夕根、上海市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黄冲，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等出席会议。

２５日　上海交运智慧湾科创园在
纪?路１５１号开园。
２７日　宝山区举行沪剧电影《挑山

女人》荣获第３２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
戏曲片交流会。

２８日　汪泓接受上海人民广播电
台主播秦畅专访。

３０日　汪泓为海南省领导干部“提
升综合素质，推进自贸区建设”专题培训

班做辅导报告。

１２月
４日　宝山区召开创建上海市双拥

模范区实地检查汇报会，市双拥模范区

考评组组长包尔基主持会议并讲话，汪

泓、范少军等参加会议。

同日　宝山区政府与厚朴投资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汪泓、范少军等

参加会议。

５日　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９年度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工作汇报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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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７日—２８日，长三角沿江滨海城市协同创新发展论坛举办 区委党校／提供

委书记汪泓汇报宝山区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情况。

１２日　宝山区举行第三届政府质
量奖颁奖仪式暨“三个一”创新服务发

布仪式。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导，

汪泓、范少军等区领导参加活动。

１４日　“曹燕华杨行杯”上海市中
小学生冠军赛暨第二届上海市小苑乒乓

球积分巡回赛总决赛在宝山举行。

１６日　宝山区举行２０１９年区委学
习讨论会，重温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０７年
调研宝山重要讲话精神，传达 ２０１９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学习讨

论会精神，区四套班子领导先后发言和

讲话。

１８日　第二十六届“蓝天下的至
爱”慈善活动（宝山区）启动仪式举行，

汪泓、范少军等为第九届上海市“慈善

之星”获得者及提名者颁发证书。

２２日　汪泓、李萍、丁大恒等调研

宝龙集团，并出席宝杨宝龙广场开业

仪式。

２３日　区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中
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关于高水平推进城

市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

稿）》和《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关于深

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迈向国际邮轮之

城智能智造之城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

稿）》。

２４日　宝山区召开区委有关领导
调整宣布会，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郑

健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布市委决

定：陈杰同志任中共宝山区委委员、常

委、副书记；范少军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宝

山区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

用。汪泓、李萍、丁大恒等参加会议。

２６日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
第七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区委党

校召开。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传达

市委书记李强在十一届市委八次全会上

的讲话精神，作《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关

于高水平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

见》《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关于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 奋力迈向国际邮轮之城、智

能制造之城的若干意见》的说明。区委

副书记陈杰传达市长应勇在十一届市委

八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通过《中

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关于高水平推进城市

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中共上海市

宝山区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迈

向国际邮轮之城 智能智造之城的若

干意见》。

２７日　第十届中国物流投融资大
会在宝山开幕，大会以“新金融、新物流、

新机遇”为主题，围绕行业政策、ＡＩ和区
块链等新技术应用，以及网络货运、医药

物流等专题展开深入探讨。中国交通运

输协会副会长赵果情，汪泓、陈杰等区领

导出席活动。

２９日　宝山区举行再生能源利用
中心开工仪式，上海市副市长汤志平，区

领导汪泓、陈杰等出席活动。

３０日　宝山区举行八届人大常委
会第３１次会议，李萍主持会议，会议
决定接受范少军同志辞去宝山区人民

政府区长职务的请求，并任命陈杰同

志为宝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代理

区长。

同日　宝山区中小学素质教育成果
展示暨２０１９“青春艺华”宝山区教育系
统迎新活动举行。汪泓、陈杰、李萍、丁

大恒等出席活动。

３１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率区有关
部门，分５路开展元旦前安全检查、节日
市场供应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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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 编辑　李宝利

综　述

【概况】　２０１９年，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
员会（以下简称“宝山区委”）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

要讲话精神，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推

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果、高品质生活

增添新亮点、高水平治理实现新进展，在

奋进中书写精彩答卷。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宝山区委聚焦主题主线，不断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引向深入，推动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

同频共振、相互促进。在学深悟透中磨

砺初心使命，按照学习教育“往深里走、

往心里走、往实里走”的要求，建立健全

以集中学习研讨为主，辅导报告、专题讲

座、瞻仰参观、现场教学等为辅的系统学

习架构，引导３１２８个各级党组织、近１０
万名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在听、看、读中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认同。

坚持以上率下，主题教育期间组织开展

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２０次、带头上党课
１０余次，引领带动处级单位开展集中学
习研讨１３００余场，处级领导干部和基层
党支部书记共上专题党课 ３５００余次。
创新开展网络视频远程教育直播７次，
党员足不出户实现在线学习。“学习强

国”“宝山汇”“红帆课堂”“基层宣讲

团”等线上线下平台搭建起立体化、多层

次的学习宣传渠道。在整改落实中践行

初心使命，抓好８个方面突出问题（一是
整治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

违的问题；二是整治不担当不作为的问

题；三是整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

突出问题；四是整治层层加重基层负担

的问题；五是整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违规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六是整

治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七是整治基层

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八是整治对黄

赌毒和黑恶势力听之任之甚至充当保护

伞的问题）。专项整治细化为４５个重点
整治项目逐条逐项推进落实。以问题为

导向，以调研为抓手，全区各级领导干部

以“切口小、挖掘深、分析透、效果好”为

标准，对５３０个居村委进行全覆盖调研
走访，列出调研课题约 １０００项。按照
“六对照、一结合”要求，重点查找“五个

方面差距”，共查摆、检视问题 ５０００余
条。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全力抓早抓实

抓好，主题教育期间查找问题整改完成

率达到 ８３％。在为民服务中升华初心
使命，聚焦发展、民生等领域 １７７个痛
点、难点、堵点问题，列出清单、挂图作

战、对账销号，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

急难愁盼问题，白沙公园成为市民休闲

亲子好去处，张庙街道居民在成套改造

好的新楼内享受舒适生活，老旧小区

１０２部加装电梯立项落地，为民谋利、为
民尽责，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

意度。

９月１１日，宝山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在区委党校大

礼堂召开。市委第六巡回指导组组长吴

福康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书记、区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组长汪泓主持会议并部署工作。市委

第六巡回指导组副组长马列坚出席会

议。吴福康提工作要求，汪泓介绍宝山

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准备工作情况。马列坚和区领导范少

军、周志军、李峻出席会议。１２日，区四

套班子领导、局级领导分别出席处级单

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

部署会。１７日，宝山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烈士祭扫仪式在龙华烈士陵园广

场举行。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汪泓、范

少军、李萍、丁大恒向纪念碑敬献花篮，

举行重温入党誓词仪式，汪泓领誓。与

会领导瞻仰参观烈士纪念馆，在英雄讲

习所开展主题党课，汪泓主持会议并讲

话，杜松全、赵懿作交流发言。

１０月８日，宝山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在区委党校大

礼堂召开。市委主题教育第六巡回指导

组组长吴福康，副组长马列坚出席会议。

汪泓为全区居村党组织书记上党课。１２
日，宝山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专题党课在区教育学院学术报告厅

举行，汪泓作主题党课。１５日，七届区
委常委会第１２１次（扩大）会议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

会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市

委主题教育第六巡回指导组组长吴福

康、副组长马列坚参加会议。区四套班

子领导、局级领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

院检察长，区人武部政委、部长出席会

议。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冯绍雷作题为《大国关系与当代

中国外交》专题辅导。２２日，区委中心
组（扩大）学习会在区委党校报告厅举

行。市委巡视组组长、正局级巡视专员

王永伟作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活》专题报告。会

前，与会领导实地参观区廉政教育基地。

２５日，宝山杨浦区区对接国帆路跨铁路
公共通道有关工作座谈会在国权北路

１６８８弄湾谷科技园会议室召开。市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三巡

回指导组组长孙建平，宝山区委书记汪

泓、杨浦区委书记李跃旗出席会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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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与会领导现场踏勘湾谷科技园区国

帆路现有人行通道。区领导李峻、王益

群出席会议。３１日，市委“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第六巡回指导组调研

宝山区座谈会在区级机关大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会商国帆路等道路区区对接工

作、中央督导组赴宝山调研督导事宜。

市委主题教育第六巡回指导组组长吴福

康、副组长马列坚，区领导汪泓、周志军、

李峻、王益群出席会议。

１１月５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央督导组赴宝山督察情况汇

报会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汪泓汇报宝山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中央督导组实地督察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区廉政教育基地、罗泾

镇塘湾村、杨行镇大黄村、大场镇党建服

务中心。

【组织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系列活动】　
宝山区委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
暨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年”主题主线，举
办宣传庆祝活动。持续掀起庆祝新中国

成立７０周年热潮，唱响主旋律，１００余万
名干部群众共同参与“我和我的祖国”

快闪等系列庆祝活动。组织全区基层党

组织集中收看庆典及阅兵式，精心举办

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主题展，展示宝
山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吸引约１５万人次
观展。为１９位劳模先进颁发“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纪念章。传承
上海城市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以纪念

上海解放７０周年为契机，高质量完成上
海解放纪念馆升级改造，日均参观约

１０００人次，成为上海重要的红色文化地
标。举办致敬英烈活动、纪念战上海图

片文物展及望道讲读会等系列庆祝上海

解放７０周年主题活动，市委书记李强专
程到解放纪念馆重温历史、致敬先烈。

保护利用区域红色资源，新增上海大学

溯园、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等２家市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区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总量达到２０家，彰显红色资源在党
性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９月１０日、２３日，宝山区“两新”组
织“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上海解放７０周年
主题党日活动在区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

举行。汪泓出席活动并致辞。２５日，宝
山区“致敬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陶瓷艺术原创作品巡展”开幕式
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举行。市经济和信

息化工作党委原巡视员张锡平，中国陶

瓷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景德镇陶瓷大

学名誉校长秦锡麟出席活动。汪泓代表

宝山接受捐赠作品《邮轮港瓷板画》。

沈伟民向艺术家代表颁发荣誉证书，赵

懿向艺术家代表赠送作品集。２６日，
“壮阔７０载·逐梦新时代”宝山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汇演
在宝山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汪泓出席

活动并致辞。２７日，宝山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纪念章颁发仪
式暨“我和我的祖国·在一起”宝山工

会庆国庆文艺演出在区工人文化活动中

心举行。３０日，宝山区各界人士向人民
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宝山烈士陵园举

行。区四套班子领导、局级领导，区法院

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区人武部政委、

部长出席活动。同日，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白沙公园开园仪式暨健步走活
动在杨行镇白沙公园足球场举行。汪泓

出席活动并宣布活动开始，范少军致辞。

１０月１日，“国旗下成长”———宝山区青
少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升旗仪式在上海解放纪念馆举行。汪

泓、范少军为升旗手、护旗手和宣讲员颁

发活动纪念证书，周志军、王丽燕、倪前

龙为少先队员颁发活动纪念证书，市红

领巾理事会理事、市十佳少先队员庞加

椅贝、市红领巾理事会理事于书涵作国

旗下演讲《我与祖国共成长》。周志军

主持活动并讲话。同日，举行区委中心

组（扩大）学习会议，集中收看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大会、阅兵式和
群众游行直播。

【推动高质量发展】　宝山区委重温习
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期间视察宝山时

的重要指示，结合市委书记李强对宝山

在上海发展全局中的要求，研究提出奋

力迈向“国际邮轮之城、智能智造之城”

的新一轮发展战略定位。依托亚洲第

一、世界第四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优势，

推动邮轮经济全产业链发展，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邮轮母港城市。成功获批

首个“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市委

书记李强揭牌。邮轮港单日游客数接连

创造亚洲新纪录，全国面积最大邮轮进

境免税店建成开业。举办第四届 Ｓｅａｔ
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嘉年华、皇家加勒
比、地中海、云顶全球四大主要邮轮公司

总裁首次悉数参会并发表演讲。推动钢

铁为主的“硬制造”向科技创新为主的

“软智造”转型升级，加快南大智慧城、

吴淞创新城、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宝山工

业园、城市工业园等“一区两城三园”重

大板块转型升级，新增１２００万平方米产
业空间，打造城市建设新标杆、产业发展

新高地、产城融合新示范。加快培育邮

轮经济、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新材料、建

筑科技、平台经济５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以及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健

康及生物制药、文化创意、节能环保、现

代物流５大百亿级产业，着力打造引领
上海北部经济发展的强劲活跃增长极。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可比增长

５７％；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为全社
会新增减税降费 ８５亿元、影响增幅 １０
个百分点以上的情况下实现正增长，完

成１６１亿元，增长 ０３％；税收总收入
４００２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５５５亿元，增长 １１９％；实现产业投资
１１０亿元；商品销售额 ６１３６亿元，增长
８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４０亿元，
增长８２％；合同外资１７６８亿美元，增
长１１８％。宝杨宝龙广场、招商花园城
等一批商业商务载体开业，新增载体面

积１００万平方米。８６个商务载体总税收
收入 ５２亿元、单位面积税收收入 １５００
元／平方米，均增长１０％，亿元载体达１５
个。坚持招大引强，新增缴税企业２３８５
家、落地税收４２亿元。打造智慧湾、新
业坊、三邻桥３家市级夜上海特色消费
区。引进盒马鲜生等新零售新业态网点

６０家。新增一批标准化菜场、社区微菜
场，在２０个标准化菜场设立“平价菜专
柜”和“平价肉专柜”。精准盘活存量土

地 １５００亩。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６５％。持续加大投资强度，有序推进总
投资７６０亿元的６５个重大产业项目，泰
迪小镇等一批项目开工建设，华域电机、

临港新业坊二期等一批项目竣工投产，

科勒工业４０工厂、富驰高科三期、克来
机电智能生产线等项目顺利开工，京东

第二研发中心、伏能士、快仓机器人等一

批优质项目投产经营，商汤、厚友金融、

中科钢研、亚系集团等一批项目签约落

地。加快建设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二

十冶集团、海隆石油等１９个项目获上海
市科学技术奖。微盟集团在港交所上

市，全区上市挂牌企业达１３２家。新增８
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６家科技小巨人
（培育）企业，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６００家，林肯电气、光驰科技分获外资研
发中心、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认证。推动

“环上大科技创新圈”、高境“科创小镇”

等载体建设，凸显创新创业聚合裂变效

应。承接第二届进博会溢出效应，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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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规模、活动数量和影响力、采购商到

会数、引进企业数、参展企业数远超首

届，意向成交额 １４９３亿元，增长 ５３３
倍。对接“一带一路”和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沿线累计投

资２４个项目、近４亿美元，联动江浙城
市组建长三角产业互联网联盟、高端装

备创新协同基地、石墨烯联合创新中心。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国资平台运作

机制，增强资本运营功能，加大国资国企

资源整合力度。加快产业升级步伐，打

造规模体量大、延伸配套性好、支撑带动

力强的优势产业集群。培育机器人及智

能制造产业集群，以上海机器人产业园

为引领，集聚３２５家优质企业，推动发那
科机器人超级工厂项目落地，安川机器

人项目投产。做大做强新材料产业集

群，石墨烯功能型平台累计孵化培育企

业１２家，为５０余家企业、科研团队提供
１５００余次场景服务。国内首条公里级
超导电缆示范工程竣工。与上海交大国

家重点实验室共建金属基复合材料工程

中心。构筑平台经济新高地，“互联网＋
钢铁”集聚钢银电商、欧冶云商等千亿级

电商平台，实现营业收入１０９０亿元。率
先开展国家级钢铁领域平台经济发展试

点，形成钢铁平台交易和配套服务的“国

家级价格”和“国家级标准”。“互联网

＋生活服务”平台蓬勃发展。打造建筑
业产业集群，宝冶、五冶、二十冶等 ２２９
家建筑企业实现总产值７７２亿元，建成
同济创园等载体，培育尤安设计等一批

优质企业，全区特级、一级资质建筑业企

业达２６家。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信息技
术、大健康及生物医药、文化创意、节能

环保、现代物流等５个百亿级产业加速
崛起，合计年产值超５００亿元。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双

减半”（行政审批事项办理时限减少一

半，提交材料减少一半）要求，审批承诺

时间比法定时间平均减７０％，“减材料”
工作有序开展。率先成立社会投资项目

审批审查中心并完成费用减免，在世行

营商环境测评中交出优秀答卷。全面推

进“一网通办”，高频电子证照实现政务

服务事项 １００％覆盖，电子证照调用
１５１８万次。行政许可事项“即办件”比
例提升１３４个百分点。全市率先全域
建成派出所“综合窗口”一网通办。３１
个部门４６０余项审批及服务事项分类纳
入５类“单一窗口”，累计收件６７２８５件，
发放结果性文件３６６３２件。提升“一窗
通”服务能级，开办企业营业执照、数字

证书、税务发票、公章当场办结，实现最

多跑一次。联动长三角，增设长三角地

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综合服务专窗。

推出“服务管家 ＋管家小宝 ＋全程帮办
＋人才樱花卡”，组建首批１３９人帮办队
伍，实现从行政审批到公共事务办理全

覆盖服务。完善“１＋９”产业扶持政策，
修订出台机器人及智能硬件、生物医药

产业专项政策，设立每年１０亿元产业发
展资金池和２０亿元产业用地储备专项
资金。推出高层次人才引荐等新政，向

４５０余名人才兑现资助和激励。

【加快重点板块转型】　宝山区委围绕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将重点板

块作为“国际邮轮之城、智能智造之城”

的核心承载地。历经７年努力，实现中
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到“示范区”

的重大跨越，打造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国样板。着力提升“邮轮服务”品质，

邮轮船票制度全国推广，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获“上海品牌”认证，成为全国首家

国际邮轮港游客服务认证单位。推动海

事部门实施“五优先”政策，邮轮准点率

和安全率达到“双 １００％”，“智慧邮轮
港”启动建设。“海洋光谱号”“威尼斯

号”“探索梦号”等豪华邮轮开启亚洲首

航，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累计接待邮轮

２２５５艘次、国内外游客１３４８万人次。壮
大“邮轮制造”实力，推动总造价５４亿元
的首艘１３５万吨国产大型邮轮开工建
设，实现邮轮制造“从０到１”突破。加
快推进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园建设，中船

邮轮科技、中船嘉年华（上海）等９家邮
轮相关企业落户，总数２００余家。首次
代表中国在２０１９世界邮轮大会设立国
家展示区，在意大利与芬坎蒂尼合作举

办“邮轮供应商日———邮轮建造论坛”，

吸引１２３家核心供应商参展。做优“邮
轮购物”体验，近２０００平方米全国最大
邮轮进境免税店开业，成为“上海购物”

新亮点。邮轮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进博

会国际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达成交易

意向１２亿元。丰富“邮轮文化”内涵，参
加２０１９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开展“邮
轮文化中国行”活动，获文旅部“点赞”。

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推动“三游
经济”扬帆起航。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

吸引市民８０余万人次参与，“水岸联动”
让邮轮文化与岸上文化水乳交融。吴淞

创新城建设实质启动，深入推进与宝武

集团、上实集团、临港集团的战略合作，

紧锣密鼓推进吴淞工业区转型升级。坚

持规划引领，《吴淞创新城建设规划》以

及特钢区域、不锈钢区域控详规划加快

报批。总投资５０亿元的智慧制造研发
总部等７个项目开工建设，确立“１＋２＋
Ｎ”转型开发机制，宝地上实、宝地临港
实质运作。调整成立吴淞新城开发建设

指挥部，形成转型发展平台公司组建方

案。着力构筑“两新双创两高”产业体

系，即以新材料和新硬件“两新”产业为

引领、科创 ＋文创“双创”产业为支撑、
高端商务商业和高品质特色旅游业为配

套的产业发展格局。南大智慧城步入快

车道，围绕打造全球领先、国内典范的

ＡＩ＋未来城市和生态智慧城，与临港集
团合作推进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土地

征收补偿基本完成，收储土地５３３３３公
顷，临港首发地块开工建设，建成区域市

政公建配套项目建设全部启动。控规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进入上报阶段，

区域产业空间增加至２３０万平方米，“９
＋１５”专项规划不断深化。对接项目
３２２个，其中４３个工商注册落地，１０个
进入核名注册阶段。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项目落
地，探索文旅公司完成工商注册，打造

“数字媒体 ＋文化旅游”双总部基地和
体验中心。上海机器人产业园提标升

级，推进控详规划调整和产业规划编制，

启动区域功能提升和基础设施配套改

造，建立机器人产业园专项发展资金，总

投资４３１亿元的中铁总部、赛赫智能等
１０大项目加快推进。推动智慧湾等１５
个载体提标提质，全面培育发展新动力。

探索符合宝山实际的都市型、特色化、精

品化乡村振兴发展道路，被国家六部委

评为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

范区。创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绿色认证率达 １５％。塘湾村成功创建
全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建成全国首

个母婴康养村和萱草文化园，入选上海

首批智慧村庄建设试点。推进第二批示

范村创建，聚源桥村、海星村、天平村建

设项目完成率９０％，花红村扎实开展前
期工作，天平村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推进６０个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启动７２２户农民集中居住，完成１８８座
农村公厕改造，制定“四好农村路五年行

动计划”，完成改造１００千米。全区累计
创建市、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２５个，占
保留保护村总数的７４％，美丽创建形成
整体效应。全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总资

产为６０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３％。全面
完成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组建

３个镇级投资管理平台。村级组织基本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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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个村，村均补贴同比增长 １１４％。举
办“品长江蟹”“钓小龙虾”“月浦花卉”

等农旅品牌活动，使市民走进宝山体验

乡村魅力。

【改善城市环境品质】　宝山区委持续
推进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创建工作，

持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红帆港”两

新组织党建工作体系、非公企业“职工之

家”组织建设、活力楼组创新社区微治理

项目分获中国（上海）社会治理创新实

践提名、十佳、优秀案例。突出街镇社区

重心地位，落实街道“五项权力”（人事

考核权、征得同意权、建议权、规划参与

权、综合管理权），完善街道“１＋２”（街
道党工委、街道行政党组、街道社区党

委）党建领导体制。强化镇域治理，７个
基本管理单元“两委一中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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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公安警力３个管理功能）
有效运转。推进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的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三驾马车”

高效协同治理，２７６个符合条件的业委
会成立党的工作小组。启动１００家社区
治理创新实践基地建设，形成张庙街道

“公共客厅”、罗店镇睦邻共享中心等特

色服务载体。累计培育星级“活力楼

组”２００个、特色楼组近３０００个，村干部
开放式办公基本实现全覆盖。引导社会

组织深耕社区，放大２０００万元扶持资金
效应，优选扶持 ８３个社区公益服务项
目，服务近５０万人次。落实中央基层减
负年要求，居村电子台账表单从１１７项
减至６８项。深化“社区通”工作系统，拓
展完善“治慧中心”，做深做实“议事厅”

“村务公开”“垃圾分类”等功能版块。

深度开发应用场景，实现与网格化系统、

１１０接处警系统的智能对接。“社区通”
入选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

首批２０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获评
上海打响“四大品牌”２０１８年基层实践
最佳案例，被《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复

制推广“社区通”模式，３３８家企业上线
“园区通”“商圈通”系统试运行。完善

智慧治理基础设施，初步形成智慧城市

建设总体方案。基本建成“城市大脑”

数据池、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完成

４０多个政府职能部门政务信息数据汇
聚，累计为“一网通办”应用共享公共数

据１３６８０次、３７０５９万条。提升信息基
础设施能级，加速推进５Ｇ网络部署，累

计建成１０９２个５Ｇ基站。配合做好第二
轮中央环保督察、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

查等重点工作，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推

进扬尘污染防治，“片长制”实现全覆

盖，“路长制”首批覆盖１５０条道路，加大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调整和污

染治理升级力度。全区空气质量指数优

良率８８３％，比全市总体水平高３个百
分点，居全市首位；ＰＭ２５平均浓度为
３４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８１％。加强
水环境治理，９５７条河道深化落实“河长
制”，“１＋１６”考核断面水质动态达标，
南老?藻浜等１７３个水体成功消除劣Ⅴ
类，劣Ⅴ类比例下降至 ０４％。推进月
浦城区、张华浜东２个排水系统和１８千
米二级污水管网建设，完成３１６个小区
２４１７２３万平方米雨污混接改造。落实
土壤污染防治计划，开展建设用地全生

命周期管理和农用地分类管理，开展南

大地区土壤治理修复试点。聚焦前端分

类减量、中端规范收运、末端处置利用，

全力推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宝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启动建设，江杨

北路永久性装修垃圾分拣中心投入运

行。改造垃圾箱房２４９０间，创建达标居
住区８１１个，绿色账户开卡 ７１４万户，
建成两网融合分拣中转站 １３个，配备
３５６辆干湿垃圾运输车。各街镇园区积
极探索实践，吴淞街道、友谊路街道、大

场镇、高境镇、庙行镇、罗店镇入选全市

垃圾分类示范街镇。新建各类绿地 ６５
公顷、立体绿化３万余平方米，全区绿色
生态步道达１３８千米，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公园三期、庙行公园等改造工程完工，

２０１９上海樱花节吸引客流 １６５５万人
次。２０１９年第一阶段市文明进步指数
测评继续保持一般城区第一名，高于郊

区和全市平均分。紧密结合“创全提高

年”主题，常态化推进３０项专项行动，开
展“五清”“十美”“三五”等专项整治，打

造美丽系列创全示范点；深化点位责任

人制度，建立各单位领导担任点位长的

承包制。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专项测

评成绩优秀。深化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新增１００个“美丽家园”示范小区。建成
同济路、牡丹江路２个市级“美丽街区”
和５０个区级“美丽街区”，黄浦江（宝山
段）景观灯光一期按期亮灯。城中村和

旧区改造稳步推进，６个“城中村”项目
动迁基本完成，居农民及企业签约率超

９９％，８７个公建配套项目集中启动。
“留改拆”并举，八棉二纺完成加固修

缮，里弄房屋修缮新增设卫生设施完成

６２６户。住宅修缮竣工２２１万平方米，成
套改造开、竣工１０幢房屋，吴淞西块旧
里改造９０号基地完成拆迁，加快推进回
搬安置房建设。罗店兵营式危房改造新

开工 ３５户，在建 １３０户，竣工入住 ７５
户。新开工区属动迁安置房９６９万平
方米，解决在外过渡动迁居民安置１０１６
户。削减存量违建２７２万平方米，１１个
街镇成功创建“无违建”先进街镇，提升

人居环境质量和群众生活品质。全力推

进４７项市、区重大工程建设，加快完善
区域骨干路网，Ｓ７沪崇高速（Ｓ２０—月罗
公路）一期通车，为上海北部地区增添一

条进入市区的快速通道。江杨北路

（Ｇ１５０３—Ｓ２０）、潘广路、国权北路（殷高
路以南）、陆翔路南段等一批道路建成通

车，沿江通道 Ｇ１５０３越江段隧道通车。
“南桥北隧”陆翔路—祁连山路贯通工

程矩形顶管启动，跨?藻浜大桥完成主

体结构施工。轨交１５号线、１８号线、沿
江通道Ｇ１５０３Ａ等项目前期动迁腾地基
本完成，Ｓ７二期、沪通铁路等项目动迁
腾地有序推进。加快完善公共交通网

络，新辟、调整、优化宝山３１路等１３条
公交线路，乡村巴士线路运营间隔逐步

缩减至３０分钟以内，建成永顺路等８条
微循环道路，新增 ２５５４个公共停车泊
位。建成６０个公交候车亭和１２７０余根
公交电子站牌，形成“智慧公交出行”服

务体系。坚持“防风险、保安全、迎大庆、

护进博”，落实防范措施，城市运行安全

有序平稳，全区报警类１１０接报数、信访
总量、群体性矛盾同比分别下降２０９％、
１５３％、２９１％。全域布局“平安宝山智
联网”“雪亮工程”三期全面启动，８５０个
封闭式小区实现人脸识别、车牌识别、

“ＷＩＦＩ嗅探”系统全覆盖，实现政法委与
公安的数据对接。３４个村完成智能安
防基本版建设，２５６栋商务楼宇完成“微
卡口”建设。稳步推进“智慧公安”建

设，启动综合服务平台等 ２２个重点项
目，打造集数据应用中心、网格管理中

心、应急联动中心为一体的地区社会综

合治理平台，顾村派出所入选全国首批

１００个“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区法院推
出“智慧诉讼服务”，网上立案成功率

９６３６％。区检察院打造线上线下并行
的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促进信息科技
与检察工作深度融合。区司法局“智慧

矫正”增加初次面询暨心理评估系统，打

造“人防、技防、心防”三位一体的矫正

安帮工作格局。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

管，落实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和黑名单管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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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推进“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

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强化生产、消防、交

通、特种设备等领域安全监管。加大国

资系统出租出借房屋及经营场所监管力

度。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开展重点企

业、行业、领域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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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加强社会民生服务】　宝山区委不断
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体制机制，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８２％。健
全社会保障体系，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２２２４５人，较市下达指标数低 １６％。成
立顾村、罗店大居就业服务分中心，组织

各类就业帮扶，提供就业岗位７７万个，
帮助７８５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扶
持６６７人成功创业，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７２万人次，“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
庭”安置率１００％。加强欠薪治理，妥善
处置劳动争议，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

业达５９６家，列全市第二。夯实民生保
障底线，９１６名被征地人员１００％落实社
会保障，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城乡居民

月基础养老金分别增长 ７４％、７６％。
提升救助实效，累计救助６１１万人次，
发放救助资金３１亿元。做实医疗保障
工作，城乡居民医保应保尽保，提前实现

区域内定点医院长三角门诊异地结算全

覆盖。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深度

融合，加快完善养老设施布局，新增１家
养老机构、４４９张养老床位，建成６家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４家长者照护之家、
４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１２个助餐
点等实事项目。实施养老机构标准化试

点建设，完成９家农村薄弱养老机构改
造。推动智慧养老和医养结合，全市首

推的“银龄居家宝”实现全覆盖，“银龄ｅ
生活”提供紧急呼叫等５２项生活代叫服
务。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服务签约率达

１００％，规模养老机构１００％设置医疗机
构。“长护险”累计为２７５万名老年人
提供２００７３万人次的照护服务。全面
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召开区教育大会及

教师座谈会，实施“区教育现代化行动方

案”，稳步推进教育统筹改革，“陶行知

教育创新发展区”建设形成阶段成果。

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深化“生活德育”品

牌内涵建设，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高境学生跳绳队屡破世界纪录，登上央

视开学第一课舞台，宝山学子在世界头

脑奥林匹克等国际国内赛事斩获奖项

４４２件。打造特色教育品牌，新成立陈

伯吹、世外宝山教育集团，世外宝山校、

上外宝山双语学校开学招生，与上师大

合作建设罗店中学交响乐团，公办高中

高考连续三年本科达线率 ９０％以上。
新建、改扩建７所学校，加快１０所初中
强校工程实验校建设，罗店中学积极创

建特色普通高中，建立“宝山区托育服务

指导中心”，社会托育机构达１９家，开设
托班幼儿园达４３家。培智学校获全国
教育系统、全国助残系统两项先进。人

才队伍不断壮大，年投入５０００万元的教
育优秀人才激励办法作用不断显现。全

面推进“健康宝山”战略，推动医疗机构

高质量发展，以党建为引领深化公立医

院改革，市一宝山分院“宝山互联网医

院”获评市“创新医疗服务品牌”项目，

完成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创建市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专家预评审，推动上海市第

二康复医院创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淞南社区卫生中心创建同济大学医

学院附属社区卫生中心。区精神卫生中

心迁建项目开工。提高医疗服务可及

性，深化８大医联体建设，９５名专家下
沉社区１９１１人次，开展专病门诊３１３９８
人次，医联体内双向转诊近１１万人次。
“１＋１＋１”签约６２４５万人、全市第三，
重点人群签约 ３２５６万人、全市第一。
家庭医生工作室覆盖全部居村委。推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升级健康云区级
平台，新建５个智慧健康小屋，健康小屋
累计自助测量３３１６万人次、异常提醒
１５２３万人次，帮助居民实现自我健康
管理。不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实施“规

定动作”项目１０６个、“自选动作”项目
２９个，市、区两级财政投入９７５亿元，惠
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３２５６万人。区党
政代表团分赴新疆、云南考察部分扶贫

协作项目，走访慰问深度贫困家庭。推

进产业和消费扶贫，２２６０万元产业帮扶
资金推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制定鼓励

消费扶贫实施方案，对口地区农特产品

来沪设立专柜给予财政补贴。举办６场
农特产品在沪展销会，４３家企业百余类
商品销售额达２０９万元。新设维西、叶
城等４家特色商品专营店，支持农特产
品上食行生鲜、农行等网站扶贫专区销

售。强化人才支援，选派２４名援疆干部
和１０名援滇干部对口支援。选派６名
医生、４６名教师、２名医疗志愿者支教支
医。安排对口地区人力资源培训８０批
次５４０８人。赴云南举办 １１场招聘会，
１５００名求职者达成转移就业意向，曲靖
市、迪庆州在区新设劳务工作站。全面

推进携手奔小康行动，与对口帮扶地区

乡镇园区签订“携手奔小康”结对帮扶

协议２４个，“三区三州”深度贫困乡镇实
现全覆盖；对口帮扶７个县（市）５８２个
深度贫困村实现结对全覆盖。

【提升文化惠民水平】　宝山区委着力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做强国际邮轮

滨江文化带、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

３个国际级文化品牌以及淞沪抗战、百
年吴淞等８个国家级文化品牌。上海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节、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入选上海文化品牌工作创新案例。

创建儿童文学阅读特色区，２０１９陈伯吹
国际儿童文学奖参赛作品增幅达３５％；
原创插画展作品同比翻一番，“陈伯吹

童书屋”吸引 １１万人次参观，“诵读经
典 点亮童心”长三角阅读联盟组建。

２０１９黑池舞蹈节吸引１５０个国家和地
区近８５００组次舞者参与，创下黑池舞
蹈节百年新纪录。中国第一部彩色沪剧

电影《挑山女人》获第３２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最佳戏曲片奖，实现上海地方戏在

金鸡奖“零的突破”；创排大型原创沪剧

《苔花》。稳步推进宝山率先建成现代

化服务体系，打造精准化的公共文化服

务平台。启用４个“众文空间”，升级打
造１５个“一村一居一舞台”实事项目，成
为百姓家门口的“文化客厅”。举办各

类文化旅游服务活动４１万场，参与人
数达５５６万人次，分别比上年增长２９％
与６５％。１６个（组）艺术名家工作室参
与各类文化活动近百场，秦文君、庞婕蕾

等组织开展 ５０余场阅读活动，近 ５０００
人次参与。探索文旅融合深度发展之

道，上海樱花节期间，策划樱花时装秀等

６项１０场重点文化活动。邮轮文化旅游
节先后举办邮轮体验周、文旅诗会等活

动，完成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服务保障

及创作活动。完成《我和我的祖国》《航

拍宝山》等快闪片拍摄制作。铸造文化

地标，上海长滩音乐厅完成主体结构、淞

沪抗战纪念馆二期基本建成。区图书馆

和区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全面完成，杨

行体育中心建设有序推进。文创产业蓬

勃发展，２１个项目通过市级文创资金申
报审核，通过率全市第一。新增文创企

业１７９８家，新创建３家市级文创产业园
区、１家市级示范楼宇，形成“１＋８＋Ｎ”
文创产业园区格局。推进体育产业园区

落地，全市首家体育文化主题创意园区

三邻桥建成开园。举办各类文体活动４
万余场，６００余万人次参与。做实群众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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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举办赛事种类最广、项目数量最

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区第四届运动会，

１５４０场赛事活动吸引近６８万人次市民
参赛。围绕打造“家门口的体育盛会、宝

山人的健身节日”，开展市第四届家庭马

拉松、“樱你而来”“泾彩同行”等体育主

题活动，吸引１０多万群众踊跃参与。宝
山体育中心接待市民群众 ６００多万人
次。举办ＯＮＥ冠军赛、人民电竞上海大
师赛等竞演赛事，宝山籍运动员许昕获

得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多地赛事冠军。

宝山学生在挪威 ＷＪＲ跳绳世界杯中荣
获８金８银３铜，４次打破世界纪录。打
响“篮球城”品牌，引进塞尔维亚国家女

篮主教练玛琳娜，塞尔维亚总理为玛琳

娜女子篮球学院揭牌。引进 ＣＢＡ夏季
联赛、ＫＯＫ篮球争霸赛等赛事，完成
ＷＣＢＡ主场赛事承办，大华女篮获得第
七名。

【夯实党的基层基础】　宝山区委坚持
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

改革发展各方面，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支持人大依法履职和行使权力，发挥人

大及其常委会职能作用，围绕乡村振兴、

垃圾分类、“老小旧远”、经济平稳健康

发展等重点工作开展监督，听取和审议

政府机构改革、财政预决算等专项报告

２８项，依法作出决议决定６项。依法开
展人事任免和代表补选，推进街镇“人大

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建设。落实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建立沪苏浙皖及

周边地区人大协作机制。支持政协举办

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座谈会，发挥
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围绕乡村振兴、旧区改造、人才发展

等开展２０余次专题协商、界别协商、对
口协商，聚焦城市精细化管理开展专项

监督，举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协

论坛，推进“委员进社区”活动。巩固发

展爱国统一战线，支持各民主党派参政

议政、建言献策，委托民主党派对城市精

细化管理、创全、垃圾分类等重点工作开

展专项监督。深化统战品牌建设，上海

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迎来第十一

批挂职干部，“海上新力量·宝山宝”新

阶层工作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深化群

团改革，升级工会改革“顾村经验”，加

强“小二级”工会建设，深入推进“货运

司机集中入会”全国试点，全市首家区级

劳模工匠风采馆开馆。加强青少年思想

引领，推进团青骨干参与基层治理，整合

区域化团建资源。深入推进妇联组织

“织网工程”，通过“建家”凝聚巾帼力

量，深化创全“家庭行动日”活动品牌，

新增一批全国最美家庭、上海文明家庭、

海上最美家庭。坚持党管武装，深化民

兵调整改革，扎实推进“全国双拥模范

城”八连冠创建。全力推进退役军人服

务保障，为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家庭悬

挂光荣牌，完成１个区级、１４个街镇园
区、４５３个村居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
建设。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基层党支部组织开展党

员专题学习 ４２７９次，群众性宣讲覆盖
９８万人次。成立区融媒体中心，报台
网从“单兵作战”转向“集群出击”。推

出“新闻 ＋政务 ＋服务 ＋互动”的首款
融媒产品“宝山汇”ＡＰＰ，与东方网、阿基
米德、抖音等知名网络平台加强对接合

作。做实区委网信管理部门，提高用网

治网水平。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命名１０个区级道德模范工作室，举
办２０１８“感动宝山人物”颁奖典礼和事
迹巡展，网络点击量超２０万人次。聚焦
重要节点、重大主题，协调做好央媒“看

长江之变”和“长江龙·舞起来”等大型

主题采访，在市级以上媒体刊发报道

３０８２篇。平稳有序完成机构改革，完成
３４个党政部门３８项职责划转及４９８名
人员转隶，组建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机

构，成立３个党的工作委员会和１１个单
位党组。组建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

会、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财经工作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等９个区委议事协调机
构。完善人大、政协、纪检监察机构设

置，有序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全面

落实市委城市基层党建２０条等文件精
神，深化“红帆港”品牌战略，扎实推进

“３＋３”体系建设，启用区党建服务中心
新址，新建“红帆港”站点 ３７个。开展
“初心工程”４０项行动，整合区内外红色
资源，新增３条全区和２４条外区党性教
育红色线路、８０个教学点，开展活动４５０
余场，１８万余名党员参与。做实区域
化党建，优化区、街镇、居民区三级体系，

区级平台新增乡村振兴、邮轮经济两个

专业委员会。联动驻区单位共建共享，

排摸资源清单３７２条、需求清单２４７条，
推出工作项目 １９９项。探索“毗邻党
建”，与南通对接形成首批１０个共建项
目。扩大新兴领域党建覆盖，推进重点

园区、商圈、楼宇“４＋３＋３”党建工作创
新基地建设，实现小微企业党的工作全

覆盖。聚焦重点行业，成立区律师行业

党委。非公企业党组织、社会组织党组

织覆盖率分别达８５２％、７０９％。开展
“党支部建设规范年”，制定“１＋１＋６”
文件，分类规范农村、居民区等六大领域

党支部建设标准，明确２２项考评指标和
７７项具体要求，系统构建党支部建设制
度体系。评选一批党支部建设示范点，

完成极个别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并

指导做好转化提升工作。深入开展大调

研，全区 ８１个调研主体累计参与调研
４８５万人次，收集各类问题８２６０个、建
议４６５９个，累计解决各类问题８１０７个，
解决率９８０％。坚持２０字好干部标准，
选优配强处级领导班子，统筹使用各年

龄段干部，出台干部调整方案２７批，涉
及５３１人次。优化条块干部配置，推动
干部跨部门、跨领域、跨系统流动，条块

交流近７０人，选拔任用７０后正处级干
部１０名，８０后副处级干部１９名。紧扣
区中心工作举办６期“２＋Ｘ”专题培训
班，深化年轻干部“砥砺工程”，对７１家
单位７１６名年轻干部开展全覆盖调研，
形成教育培训一批、轮岗交流一批、实践

锻炼一批“三个一批”培养使用方案。

连续第三年开展年轻干部实践锻炼工

作，选派４０人到重点部门经受锤炼。加
大科级干部轮岗交流力度，统筹选派１０
名年轻干部到新岗位任职。加强基层干

部队伍建设，落实居村党组织书记区级

备案管理和调整联审制度，实施基层党

组织带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评选第

四批居村书记、主任排头兵。落实职务

职级并行，完成１８８９名原非领导职务公
务员职级套转。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落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政法机关直

接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行业部

门监管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始终保持对“套路贷”、黄赌毒等重点行

业和领域的高压整治态势，累计办结涉

黑涉恶线索１１０８条、办结率９３３％，破
获涉恶犯罪集团７个、涉恶犯罪团伙５３
个，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１５亿元。坚
持问题导向，对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回头

看”提出的２条市级共性问题和２２条区
级个性问题照单全收、立行立改。一体

推进“三项改革”，持续深化党的纪律检

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纪检监

察机构改革。成立 ８个派驻纪检监察
组，监督覆盖区“两院”及 ５８家处级单
位，实现区级机关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全

覆盖。１５家街镇园区派出监察办与纪
（工）委合署办公，实现对街镇园区监察

对象全覆盖。深化“四责协同”机制，做

实“４３６”党风廉政责任落实体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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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清单”，全区处级单位党组织和科

以上干部制定１２７８项任务清单、１９１项
重点监督清单、７１００余条个人责任风险
清单，对２１家单位开展实地督查。修订
实施《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区处级单位

“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实施

意见》《宝山区全面从严治党履责约谈

实施办法》等配套制度。提高政治巡察

监督质效，完成对６家镇党委的巡察，延
伸巡察２０个村、社区党组织，推进巡察
任务、人才、信访、问题线索“四库”建

设。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受理信访举报件

８８５件（次），处置问题线索５５７件，立案
１９６件，结案１６５件，留置１３人，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１４７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９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区反腐
倡廉教育基地改造升级，接待参观 ３２５
批１１万余人次。 （陈若谷）

区委全会

【七届区委七次全会】　１月９日，全会
在区委党校召开。上午，召开第一次大

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作《关于深

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新时代宝山改

革发展新篇章的实施意见》的说明。区

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讲话。随后召开

宝山区“一报告两评议”工作会议，汪泓

主持会议并代表区委报告２０１８年度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情况。其间，分组审议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新时

代宝山改革发展新篇章的实施意见》、区

委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报告、区委常委会
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下午，在区委党校大
礼堂召开全会第二次大会。汪泓主持会

议并作总结讲话。全会表决通过《关于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新时代宝山

改革发展新篇章的实施意见》《中共上

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

议决议》。

【七届区委八次全会】　７月１６日，全会
在区委党校大礼堂召开。上午，召开第

一次大会，汪泓主持会议，作《中共宝山

区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奋

力担当新时代新使命的若干意见》的说

明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讲

话。随后分组讨论《若干意见》、区委常

委会工作报告等文件讲话。下午，在区

委党校大礼堂召开第二次大会。汪泓主

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会议表决通过

《中共宝山区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队

伍建设 奋力担当新时代新使命的若干

意见》，表决通过《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

七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

【七届区委九次全会】　１２月２６日，全会
在区委党校大礼堂召开。上午，召开第一

次大会，汪泓主持会议并传达李强在十一

届市委八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作《中共

上海市宝山区委关于高水平推进城市治

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中共上海市宝山

区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迈向国

际邮轮之城 智能智造之城的若干意

见》的说明。区委副书记陈杰传达应勇

在十一届市委八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

随后分组讨论《实施意见》《若干意见》、

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９年工作报告、区委常委
会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和全会决议（草案）。
下午，在区委党校大礼堂举行全会第二

次大会，汪泓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会议表决通过《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关

于高水平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

见》《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关于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 奋力迈向国际邮轮之城 智

能智造之城的若干意见》，表决通过七届

区委九次全会决议。 （陈若谷）

重大决策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新时

代宝山改革发展新篇章的实施意见】　
宝山区委研究出台《关于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奋力谱写新时代宝山改革发展新篇

章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于１月１１日印发各单位。《实施
意见》共有８项内容：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讲话精神统一全

区上下思想行动；切实担负重大历史使

命，更好为全国和上海改革发展大局服

务；聚焦“四大战略支撑”，在落实中央

和市委决策部署中抢占发展先机；聚焦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聚焦“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

发展”，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高地；聚焦

“深化社会治理创新”，更好地保障人民

群众安居乐业；聚焦“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和水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各项任务举

措落地实施。

【关于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改进干部作

风 建立健全大调研常态长效机制的实

施意见】　宝山区委根据市委《“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勇担新时代排头兵、先行

者”大调研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要求，

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改

进干部作风 建立健全大调研常态长效

机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于１月２２日印发各单位。《实施
意见》共有４项内容：坚持把开展大调研
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进一步

改进面向群众“问需问计”的方法和渠

道；不断探索完善边调研边解决问题的

工作机制；有效加强组织保障切实把实

事办实好事办好。

【关于实施“红帆港”党建品牌战略 推进

新时代基层党建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意

见】　宝山区委根据市委《关于以组织
体系建设为重点，推进新时代基层党建

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意见》精神，推出《关

于实施“红帆港”党建品牌战略 推进新

时代基层党建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于３月１４日印发
各单位。《意见》共有 ４项内容：实施
“红帆港”党建品牌战略的重要意义；总

体要求和路径；主要措施；组织保障。

【宝山区关于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全力做

好服务全面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实

施意见】　宝山区委根据市委、市政府
《关于全面提升民营经济活力大力促进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研

究出台《宝山区关于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全力做好服务 全面促进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于３月２５日印发各单位。《实施
意见》共有８项内容：促进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经营成本；营

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提升民营企业核心

竞争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

法权益；加强政策执行。

【宝山区试点推行路长制实施方案】　
宝山区委大力推进全区“美丽街区”“美

丽家园”“美丽乡村”建设，研究出台《宝

山区试点推行路长制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实施方案》），于４月２５日印发各
单位。《实施方案》共有９项内容：指导
思想；总体目标；管控标准；基本原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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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设置；职责分工；主要任务；运行机制；

保障措施。

【关于推进新时期宝山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宝山区委根据市
委、市政府《关于推进新时期上海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研究

出台《关于推进新时期宝山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于５月６日印发各单位。《实
施意见》共有９项内容：总体思路；提升
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构建产业工人技

能形成体系；完善产业工人评价、培养和

使用机制；优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资

金保障机制；加强产业工人公共服务工

作；确保产业工人队伍和劳动关系和谐

稳定；营造尊重劳动和尊重产业工人的

社会氛围；抓好组织实施。

【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奋力担

当新时代新使命的若干意见】　宝山区
委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

干部队伍建设奋力担当新时代新使命的

若干意见》要求，研究出台《关于进一步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奋力担当新时代新使

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

见》），于７月２２日下发各单位。《若干
意见》共有６项内容：总体要求；坚持事
业为上，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激励干部；

坚持知事识人，以担当作为的实绩评价

检验干部；坚持前瞻布局，以时代发展需

要选育年轻干部；坚持精准科学，以系统

培养提升干部素质能力；坚持关怀激励，

以组织担当激发干部精气神。

【关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宝山区委为应对
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研究出台《关于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于１０月９日印发各单位。《实施意见》
共有５项内容：总体要求；围绕优化营商
环境，树立服务新标杆；围绕年度任务目

标，打造产业新高地；围绕重大发展机

遇，培育发展新动能；完善有关保障机

制，确保工作有实效。

【宝山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邮轮滨江

新城区工作方案】　宝山区委深入贯彻
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相

关精神，研究出台《宝山区推动高质量发

展打造邮轮滨江新城区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工作方案》），于１０月２１日印发

各单位。《工作方案》共有７项内容：总
体要求；建立指标体系；完善政策体系；

改革统计体系；创新开展绩效评价；改进

政绩考核；加强组织保障。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区处级单位“三重

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实施意见】

　宝山区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实行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共上海

市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党委（党组）实
施“三重一大”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

＞的通知》和《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
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三重一大”事项议

事规则、决策程序的规定》等相关要求，

研究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区处级单

位“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于１１
月２０日印发各单位。《实施意见》共有
８项内容：基本要求；事项范围；决策主
体；决策流程；主要程序；监督检查；责任

追究；附则。

【关于高水平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

施意见】　宝山区委全面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上

海市委关于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 ＜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意见》
精神，研究制定《关于高水平推进城市治

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

意见》），于１２月３０日下发各单位。《实
施意见》共有１２项内容：坚持以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高水平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落实和完

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自觉贯彻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落实和完善

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为建设“国际邮

轮之城、智能智造之城”凝聚智慧力量；

落实和完善全面推进依法治区制度体

系，使法治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标志；落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

政体制，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落

实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落实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推进文化强区建

设；落实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

度，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落实和完善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高城市治

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落实和完

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美丽宝山；落

实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

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加强组织领导，确保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各项目标

任务全面落实到位。 （陈若谷）

重要会议

【文化品牌建设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１
月７日，会议在区委党校大礼堂召开。
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颁发

２０１８宝山文化品牌建设“杰出贡献奖”。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区政协主席丁

大恒颁发２０１８宝山文化品牌建设“年度
荣誉奖”，区委副书记周志军颁发 ２０１８
宝山文化品牌“鼎力建设奖”，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赵懿为上海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授牌，副区长陈筱洁为上海市示

范级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授牌。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区安委会全体

（扩大）会议】　１月１１日，会议在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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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安委会主任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副区长陈云彬通报２０１８年度安全生产
工作情况、部署２０１９年度安全生产主要
工作，副区长王益群部署相关工作。会

上，区生态环境局、庙行镇作述安发言。

【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度民主生活会】　
１月２１日，会议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
议室召开。会议主题是强化创新理论武

装，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勇于担当作为，以求真务实作风坚决把

党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会议

书面通报２０１７年度区委常委会民主生
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２０１８年度区
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情况。汪

泓主持会议并代表区委常委会作对照检

查，通报《关于２０１８年区委常委会贯彻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的报告》，作

总结讲话。范少军、周志军、杜松全、沈

伟民、苏平、李峻、赵懿、高飞对区委常委

会对照检查材料提出意见，区委常委逐

一对照检查，开展相互批评，市委督导组

点评。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萍、区

政协党组书记丁大恒列席会议。

【２０１９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　１月２５日，会议在区级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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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汪泓

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农业农

村委）总结２０１８年工作，提出２０１９年工
作设想，区发展改革委汇报推动规划落

地和政策聚焦方面工作，区规划资源局

汇报加强规划土地管理方面工作，杨行

镇、月浦镇、罗泾镇、罗店镇、顾村镇作交

流发言。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工作会议】　２月２１日，会议在区
委党校大礼堂召开。汪泓出席会议并讲

话，范少军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周志军

宣读表彰决定。区委常委、副区长苏平

解读《宝山区２０１９年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实施计划（２０版）》，副区长吕鸣解读
《宝山区关于全力优化环境全心做好服

务全面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

见》，交通银行宝山支行行长施立群宣读

《金融资本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支持的

倡议书》。区领导为获奖企业、单位代表

和个人颁奖，为优秀人才颁发樱花卡。

会上，高境镇、区建设管理委、临港集团、

微盟、发那科公司作交流发言，各镇、园

区签订联动联考责任书。会前，观看电

视片《奋斗之路》。

【党政负责干部会议】　２月２２日，会议
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汪

泓主持会议。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地

区干部处处长夏明林讲话。与会人员

填写推荐表。区四套班子领导、局级领

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出席

会议。

【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　２月２６日，会
议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汪

泓出席会议并讲话，范少军主持会议。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峻就区级党政

机关转隶组建和“三定”工作作说明。

【政法暨信访工作会议】　２月２７日，会
议在区委党校大礼堂召开。汪泓出席会

议并讲话，范少军主持会议。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杜松全作区政法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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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街道、月浦镇、区人保局

作交流发言，各责任单位签订《信访工作

目标责任书》。会前，观看专题片《聚焦

平安建设 共创法治宝山》。

【邮轮经济工作会议】　３月８日，会议
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汪泓

出席会议并讲话，范少军主持会议。区

委常委、副区长苏平部署２０１９年宝山邮
轮滨江带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重点工

作。会上，中船邮轮科技公司、嘉年华集

团、区规划资源局、区滨江委作交流

发言。

【统战工作会议】　３月２０日，会议在区
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汪泓出席

会议并讲话。周志军主持会议并通报宝

山区统战工作领域２０１８年度获全国、全
市和全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传

达全国、全市统战部长会议精神。区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沈伟民总结２０１８年统
战工作并部署 ２０１９年工作。副区长吕
鸣出席会议。会上，民盟区委、区卫生健

康委、顾村镇作交流发言。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３月２７日，
会议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范少军主持会议

并宣读《关于表彰“奋进新时代 红色滨

江情”微电影大赛获奖作品和优秀组织

奖的决定》。周志军传达全国宣传部长

会议、上海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

神，赵懿总结部署全区宣传思想工作，陈

筱洁总结部署全区文化工作。会上，与

会区领导为获市、区微电影大赛获奖单

位代表颁奖。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推进

大会】　３月２９日，会议在区委党校大
礼堂召开。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范少

军主持会议，周志军部署２０１９年宝山区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会

上，区委组织部、区绿化市容局、大场镇、

罗泾镇、张庙街道作交流发言。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暨

２０１９年度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　４月３
日，会议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纪

委书记、监察委主任高飞主持会议并宣布

派驻纪检监察组机构设置及分工方案、区

委巡察组组长、副组长名单及巡察职责任

务，总结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巡察工作并部署工作。会上，区卫生健康

工作党委、月浦镇党委作交流发言。

【区委财经工作委员会会议暨一季度经

济运行分析会】　４月１８日，会议在区

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汪泓主持

会议并讲话，范少军讲话。区领导苏平、

王益群、吕鸣部署有关工作。会上，区发

展改革委、区经委、区税务局、区商务委、

区规划资源局汇报有关工作，大场镇、顾

村镇、高境镇、月浦镇、航运发展区汇报

主要指标、重大项目、“双过半”等经济

发展情况。

【民革市委专项监督促进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工作汇报会】　５月２９日，会议在
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全国政

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市委主

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常委兼

副秘书长高小玫出席会议并讲话。民革

中央常委、徐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

成钢主持会议。区委书记汪泓作表态发

言，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汇报有关

工作。

【精神文明建设大会暨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工作推进会】　５月３１日，会议在区
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汪泓出席

会议并讲话，范少军主持会议并通报

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情
况，周志军总结部署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工作，赵懿总结部署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会上，区市场监管局、杨行镇、吴淞街道、

月浦镇长春村作交流发言。

【迎接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专题推进

会】　６月１８日，会议在区级机关办公
大楼会议室召开。汪泓主持会议并讲

话，范少军讲话。副区长王益群部署第

二轮中央环保督察迎检工作。会上，区

生态环境局、区水务局、区市场监管局、

顾村镇作交流发言。

【“红帆论坛”暨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

　６月２６日，会议在区党建服务中心会
议室召开。会议回顾总结区域化党建工

作一年来的主要成果，共同谋划推进

２０１９年的重点任务。周志军出席会议
并讲话，李峻主持会议。市党建服务中

心主任薛巍，南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封春晴，南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

“两新”工委书记张辉出席会议。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８周年座谈会】
　６月２８日，会议在区委党校大礼堂召
开。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范少军主持

会议。周志军宣读“命名表彰决定”，李

峻部署宝山区开展基层党组织新老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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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对工作。会上，大场镇党委、罗店镇党

委、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区文化旅游局党

组、杨行镇大黄村党支部、张庙街道呼玛

二村居民区党总支作交流发言。会前，

观看《不忘初心　展望未来》宝山区党
建专题片。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９２周年军政
座谈会】　７月３０日，会议在区广播电视
台演播厅召开。区委书记、区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汪泓出席活动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周

志军主持活动并宣读《关于驻区部队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科技成果表彰奖励的通
报》《关于宝山区最美退役军人的表彰决

定》。驻区部队代表吕界栋讲话，与会领

导向宝山区最美退役军人颁奖。

【吴淞创新城转型发展工作专题会】　７
月３１日，会议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讲

话，市政府副秘书长黄融主持会议。宝

武集团董事长陈德荣讲话。会上，宝山

区、宝武集团、临港集团、上实集团汇报

有关工作。

【创全工作推进会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会议】　９月１８日，会议在区
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汪泓出席

会议并讲话，周志军主持会议。赵懿部

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王丽燕部

署创全劳动竞赛活动。会上，罗店镇、区

建设管理委、区教育局作交流发言。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

　１０月 ３０日，会议在区级机关大楼会
议室召开。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范少

军主持会议，周志军传达上海市双拥工

作领导小组第十六次全体（扩大）会议

精神。

【传达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１１月 ２
日，党政负责干部会议在区级机关办公

大楼会议室召开。汪泓主持会议并传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李强书记在市

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范少

军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部署会】　１１月
１１日，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范少军主持

会议。王益群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副区

长黄辉部署消防、交通安全工作。

【双拥工作汇报会】　１１月２０日，会议
在区委党校召开。会上，区领导汇报了

５年来区双拥工作总体情况和主要特
点，与会领导对宝山区双拥工作取得的

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对区主要领导高度

重视双拥工作表示感谢，并就下一步工

作提出要求。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兼全国双拥办主任、退役军人事务

部副部长钱峰，全国双拥办副主任、军委

政治工作部群工局局长肖安水，上海警

备区副政委周夕根，市双拥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局长黄冲，区领导汪泓、范少军、陈

永献出席会议。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工作汇

报会】　１２月５日，会议在区级机关办
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主持会议。

汪泓汇报宝山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情况。

【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９年度民主生活会】　
１２月６日，会议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
议室召开。会议书面通报 ２０１８年度区
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和２０１９年度区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征
求意见情况。汪泓主持会议并代表区委

常委会作对照检查，通报《关于２０１９年
区委常委会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情况的报告》，作总结讲话。范少军、周

志军、杜松全、沈伟民、苏平、李峻、赵懿、

高飞、王益群对区委常委会对照检查材

料提出意见，区委常委逐一对照检查，开

展相互批评，市委督导组负责点评。

【区委学习讨论会】　１２月１６日，会议
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汪泓

主持会议并重温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０７年
调研宝山重要讲话精神，传达２０１９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学习讨论会

精神。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汪泓、范少

军、李萍、丁大恒先后讲话，区领导周志

军、苏平、王益群发言。会议分“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迈向国际邮轮之城、智能

智造之城”“全力创造高品质生活，推进

解决老小旧远民生问题”“高水平推进

治理现代化，努力构筑党的建设新高地”

３个主题讨论。 （陈若谷）

重要活动

【中央部委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３
月１３日，全国总工会赴宝山调研《工会
法》实施情况调研座谈会在区级机关办

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全国总工会书记处

书记、党组成员许山松，法律工作部部长

江南，法律工作部法规处处长李进东，市

总工会副主席张得志、刘言浩，区领导周

志军、王丽燕出席座谈会。３月１５日，区
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在

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见中央军委纪委原

书记、总政治部原副主任、上将童世平一

行。海军舟山基地原政委、上海市新四

军历史研究会会长、少将刘苏闽，童世平

上将秘书、中央军委办公厅大校傅增明，

黄浦区双拥办原常务副主任、上海市国

防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詹广泉，李峻出席

活动。９月 ８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加工研究所所长戴小枫实地调研智慧

湾科创园。戴小枫一行先后调研３Ｄ打
印混凝土桥、依弘剧场、智慧湾会展中

心、ＶＲ展馆、３Ｄ打印博物馆、巧良三维
企业馆。

【市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１月 ２
日，市委书记李强实地调研石洞口污水

排放干线宝山５号泵站应急排放口。城
投集团董事长蒋曙杰，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王益群陪同。１月２４日，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于绍良走访慰问通河四村解

放前入党老党员周振英、宝钢九村困难

老党员吕贵元。

１月２５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
慧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总工会主席

莫负春走访宝山区通河二村视察社区事

务受理下沉示范点、慰问窗口工作人员

及重症困难妇女白燕华。

２月１４日，市公安局实地调研宝山
区智慧公安工作。市公安局领导一行先

后赴区公安分局大数据警务中台观摩视

频图像侦查工作情况，听取大数据警务

中台工作情况演示汇报，赴区公安分局

九楼指挥中心大厅听取指挥中心工作情

况演示汇报，在区公安分局十楼第二指

挥室召开座谈会，汪泓汇报有关工作、黄

辉汇报智慧公安助推城市治理现代化工

作情况。区领导范少军、杜松全参加活

动。２月２０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蔡忠
调研中共宝山区委统战工作。沈伟民出

席会议并汇报民主党派工作、党外干部

工作。会前，汪泓会见蔡忠。２月２１日，

９４

重要活动



中国首条“公里级高温超导电缆示范工

程”启动大会在城市工业园区举行。市

政协主席董云虎出席活动并宣布启动

“公里级高温超导电缆示范工程”。市

经信委党委书记陆晓春与汪泓揭牌，中

国工程院院士黄崇祺和范少军先后致

辞。市经信委副主任张建明主持活动。

会上，城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布高温超

导产业基地规划，城市工业园区与上海

超导产业联盟，上海电缆所与上海电力、

上海超导、上创超导签署合作协议。会

前，与会领导实地调研上海电缆所宝山

基地超导电缆研制和生产情况。２月２２
日，传统文化表演、非遗项目展示活动在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东方之睛”客运楼

大厅举行。市政府副秘书长顾金山，市

文旅局局长于秀芬，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苏平，上海邮轮经研究中心主任、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史健勇出席

活动，实地参观“玛丽女王２号”邮轮。２
月２８日，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政委凌
希赴宝山实地调研。警备区领导一行先

后调研长江软件园（鉴真防务、复控华

龙）、中成智谷文创产业园（轶德医疗、

赋拓物联网、蔚来汽车）。

３月６日，市委副秘书长燕爽到宝
山区调研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平台建设

工作。先后调研淞南镇淞南十村（“社

区通”平台、淞益空间功能应用和覆盖延

伸情况）、顾村镇派出所（综合指挥室、

１１０非警务类警情分流处置情况）及雪
亮工程推进工作。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吴

坚勇，区领导汪泓、周志军、杜松全、陈尧

水出席活动。３月 １０日，市委副秘书
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赵奇到宝山区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市领导一行先后调研罗泾镇塘湾村（重

点项目建设现场、规划农民集中点、垃圾

分类点）、海星村（产业基地、规划重点

项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罗店镇天平

村（超大食用菌有限公司、农民集中居住

点、明心讲堂、农产品展示中心），在罗店

镇政府会议室召开座谈会。汪泓主持会

议，周志军汇报有关工作，罗店镇、罗泾

镇、塘湾村、海星村、天平村汇报有关工

作。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陈臻，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陈超，市公安

局党委委员、指挥部主任吕耀东，区领导

范少军、杜松全、黄辉出席活动。３月１９
日，副市长彭沉雷、市政府副秘书长赵祝

平实地调研罗泾镇塘湾村乡村振兴示范

村试点村建设工作，在罗泾镇飞士大厦

会议中心召开座谈会。彭沉雷讲话，赵

祝平主持会议。汪泓汇报有关工作，区

领导范少军、周志军、陈云彬陪同调研并

出席会议。３月２８日，宝山区区级机构
改革进展情况调研会议在区级机关办公

大楼会议室召开。市委副书记尹弘主持

会议并讲话。汪泓汇报宝山区有关情

况。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编办主任

冷伟青，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向义海，区领

导范少军、周志军、李峻出席会议。

４月５日，区委中心组（扩大）学习
会在区委党校报告厅举行。汪泓主持会

议并作总结讲话。区四套班子领导、局

级领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

区人武部政委出席会议。４月２５日，市
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尹弘实地调

研宝山区大场镇乾溪三村深化创新社会

治理加强美丽家园建设工作。市领导一

行先后调研社区环境整治工作、居民健

身点（居民活动广场）、居委会党建之家

（居委会二楼）。

５月７日，副市长宗明、市政府副秘
书长顾金山到宝山区调研。市领导一行

先后调研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

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视察第十二

届中国艺术节演出剧场工作情况（区委

党校大礼堂），在区委党校会议室召开座

谈会。宗明主持会议并讲话，汪泓汇报

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有关工

作。区领导范少军、李萍、杨立红陪同。

５月１４日，市委深化创新社会治理加强
基层建设工作调研个别访谈会在区级机

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市民政局副局

长王桢出席访谈会。区领导汪泓、陈尧

水参加访谈。５月２７日，市决策咨询委
员会在宝山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调研座谈会。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

区领导范少军、苏平、吕鸣出席会议。５
月２８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海林到
宝山区开展《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

例》执法检查。市领导一行先后考察张

庙街道呼玛二村、月浦镇月浦八村。市

人大常委会社会委员会委员应雪云、监

察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顾伟强，区领导

汪泓、李萍、秦冰、须华威、陈尧水陪同。

市人大常委会《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

条例》执法检查组在宝山区区级机关办

公大楼会议室召开调研座谈会。沙海林

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委

员会主任委员应雪云、副主任委员毛放，

区领导汪泓、李萍、秦冰、须华威出席

会议。

６月 １９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慧琳到宝山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大调研。市领导一行调研

大场镇社区志愿服务中心、智慧湾科创

园、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上海解放纪念

馆、“战上海———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年
图片文物展”，向先烈敬献花篮。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周志军、赵懿陪同。６月
２０日，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冯志勇实地
调研罗店镇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情况。市

农业农村委领导一行先后调研天平村、

上海广万蔬果食用菌合作社、超大秸秆

综合利用基地、一站式服务、睦邻点、民

心讲堂。

７月４日，市政协副主席徐逸波到
宝山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调研。市领导一行先后瞻仰宝山烈士陵

园，参观上海解放纪念馆。

８月１日，李强实地视察宝山区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市领导

一行实地调研杨行镇大黄村，乘车察看

生态环境整治后的村容村貌，途经足球

场、羽毛球馆，听取大黄村基本情况以及

村“两违”企业整治、中小河道综合治

理、“五违四必”区域环境整治、垃圾分

类等情况汇报。随后，市领导一行实地

调研泰和污水处理厂，听取全地下式、生

态型污水处理厂建设情况汇报、设备安

装进展以及污泥污水处理工艺情况汇

报。市领导陈寅、诸葛宇杰，中央第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有关成员参加调

研。８月１０日，李强在宝山区德尔塔酒
店二楼贵宾室和主会场会见来沪出席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嘉宾代表，
并为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揭牌。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外方主席、
英富曼集团海事总裁安德鲁·威廉姆

斯，嘉年华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诺

德·唐纳德，地中海邮轮公司执行主席

瓦戈，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全球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迈克·贝勒，云顶香港集团

总裁区福耀出席活动。文化和旅游部党

组成员王晓峰、副市长宗明参加会见并

在揭牌活动上致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

长诸葛宇杰出席活动。区领导李萍、丁

大恒、杜松全、苏平、李峻、赵懿出席揭牌

仪式。８月１９日，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朱咏雷到宝山区调研融媒体

中心建设、“扫黄打非”和文化市场管理

工作，召开座谈会，朱咏雷主持会议并讲

话。汪泓、赵懿先后汇报区融媒体中心

筹建情况，李峻汇报做好区融媒体中心

建设有关机构编制保障情况，陈筱洁汇

报区“扫黄打非”和文化市场管理工作。

与会领导还参观区融媒体中心指挥大厅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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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中）、８００人演播厅、演播室等场
所。８月２８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
璀实地调研罗泾镇塘湾村乡村振兴工

作。市领导一行先后调研罗泾镇塘湾村

母婴专护师培训中心、睦邻点、党群服务

点、公共服务中心（村卫生服务站、村综

治信息中心）、民俗馆（十字挑花工坊、

婉娥沪剧社、农家风情馆）、萱草文化馆。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萍、周志军、王丽

燕、须华威陪同调研。

１０月１４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郑钢淼到宝山考察调研。市领导一行先

后调研上海木文化博物馆、宝山寺、上海

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解放纪

念馆和“致敬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

立７０周年”陶瓷艺术原创作品巡展。区
领导汪泓、范少军、沈伟民陪同。１０月
２９日，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到宝山区调
研。市领导一行先后调研上海申和热磁

电子有限公司、上海超碳石墨烯产业技

术公司。随后，在上海超碳石墨烯产业

技术公司召开座谈会。市政协经济委员

会主任徐建民主持会议。市经信委、市

科委、宝山区汇报有关情况，上海烯望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齐治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鑫烯复合材料工程技术中

心有限公司分别汇报有关工作。市政协

副主席金兴明、市政协秘书长贝晓曦、市

科技工作党委书记刘岩、区委书记汪泓、

区政协主席丁大恒陪同调研并参加座谈

会，区领导范少军、陈尧水陪同调研。

【重大项目推进工作】　２月２２日，宝山
区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京东华东地区总部

项目。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

区领导范少军、苏平、王益群、吕鸣出席

会议。区经委汇报相关工作。２月 ２２
日，宝山区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博泰总部

项目。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范

少军、苏平、王益群、吕鸣出席会议。区

经委、临港南大智慧公司汇报相关工作。

３月１３日，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重大产业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中集美兰湖产城融

合项目现场举行。汪泓出席活动并宣布

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市发改委副主

任阮青、汪泓为“长三角高端装备创新协

同基地”揭牌范少军和市经信委副主任

吴金城讲话。陈尧水介绍社会投资项目

全程帮办服务办法，吕鸣介绍２０１９年宝
山区重大产业项目情况。苏平主持仪

式。重大产业项目代表中集集团发言，

区规划资源局作表态发言，入驻“长三角

高端装备创新协同基地”企业签约。３

月２０日，宝山区与宝武集团在宝武大厦
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宝武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陈德荣，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胡望明，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

长范少军出席会议并先后讲话。会上，

区发改委汇报２０１９年关于推进吴淞地
区高质量发展的情况，区规划资源局汇

报吴淞新城建设规划，区经委汇报吴淞

工业区产业发展规划，宝武集团城市新

产业发展中心汇报中国宝武转型发展相

关工作，宝钢发展汇报罗泾中厚板区域

产业转型工作。

４月３０日，宝山区与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集团
签约仪式在德尔塔酒店举行。汪泓出席

仪式并讲话，范少军与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集团高
管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集团
全球首席财务官兼亚太区总裁西蒙·罗

宾逊（Ｓｉｍｏｎ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大中华区总经理
邱煌、大中华区节目总监毕凌晨（Ａｂｒａｍ
Ｓｉｔｚｅｒ）、大中华区战略总监徐若飘，区领
导苏平、吕鸣出席仪式。王益群主持

会议。

５月１３日，宝山区与京东集团签订
战略框架协议仪式在京东集团总部会议

室举行。区委书记汪泓、京东集团执行

副总裁冷煜分别致辞，副区长吕鸣与京

东物产集团总裁胡伟代表双方签约。会

后，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刘强东会见区领导汪泓、吕鸣一行。京

东集团副总裁纪岳巍、京东集团投资副

总裁张以林、京东集团华东区域投资发

展总经理钮苏学出席仪式。

６月１２日，赛赫智能项目开工仪式
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举行。汪泓出席活

动并宣布项目启动，范少军、赛赫智能设

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泽晨

先后致辞。苏平为宝山区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揭牌，吕鸣为宝山区企业技术中心

揭牌。顾村镇为赛赫智能全球研发中心

揭牌，并与赛赫智能３家子公司签约。６
月２２日，罗店镇“我爱我罗”大型动迁安
置基地暨重大项目开工仪式在罗贤路杨

南路路口举行。汪泓出席活动并宣布项

目开工，区领导汪泓、李萍、丁大恒、苏

平、陈尧水、陈云彬、黄辉共同启动项目。

７月５日，中国能源上海氢能研究
院暨宝山氢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仪

式在衡山北郊宾馆二楼凯旋宫举行。区

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中国能源工

程集团总经理段玉林，市科委副主任干

频，上海大学副校长吴明红，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副秘书长王菊出席活动。７月８

日，杨行镇杨鑫社区动迁安置房开工仪

式在松兰路近杨鑫路路口举行。汪泓出

席仪式并宣布项目开工，宝冶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白小虎致辞，王益群致辞。

宝冶集团投融资事业部总经理唐文革作

项目介绍。７月３１日，吴淞创新城转型
发展工作专题会暨中国宝武宝山转型区

域首发项目启动仪式在区级机关办公大

楼会议室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陈寅讲话，市政府副秘书长黄融主持会

议。宝武集团董事长陈德荣讲话。会

上，宝山区、宝武集团、临港集团、上实集

团汇报有关工作。

９月５日，２０１９上海科技论坛———
上海遗传与分子诊断产学研大会暨高境

“健康小镇”建设启动新杨湾生物医药

总部园揭牌仪式在新杨湾健康产业园举

行。中科院院士贺林、杨焕明，市药品监

督管理局副局长张清，区委书记汪泓先

后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颁发

“宝山区生物医药产业战略顾问”聘书。

区领导陈尧水、陈筱洁、陈云彬出席活

动。９月２９日，上海市重点整体转型区
域———南大首发项目临港南大智慧城开

工仪式在祁连山路南大路建设项目现场

举行。市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出席仪式

并致辞。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区委书

记汪泓，临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家

平先后致辞。

１０月１８日，Ｓ７公路一期建成通车
仪式在Ｓ７主线收费站举行。汪泓宣布
Ｓ７沪崇高速（Ｓ２０—月罗公路）开通。城
投公路集团董事长黄国斌，王益群分别

致辞。城投公路集团副总经理易滨华主

持仪式。区领导李萍、丁大恒出席活动。

１０月１８日，陆翔路—祁连山路“宝山先
锋号”盾构启动仪式在陆翔路镜泊湖路

口举行。汪泓出席活动并宣布启动仪

式，王益群主持仪式。公路桥梁集团总

工程师朱卫杰表态发言。１０月１８日，宝
山区与上汽集团战略合作区域统筹重大

项目之一“电驱动系统”投产仪式在华

域麦格纳电驱动系统有限公司举行。上

汽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陈虹，麦格纳中

国区总裁马克·董，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苏平、王益群出席活动。

１２月２２日，宝杨宝龙广场开业仪式
举行。汪泓出席活动并宣布开业。区领

导汪泓、李萍、丁大恒、苏平启动仪式。

区领导周志军、王益群、陈尧水为首店商

户授牌。１２月２９日，宝山再生能源利用
中心开工仪式在宝钢股份罗泾厚板厂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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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党日活动】　１月１８日，“不忘初
心勇担当、砥砺前行谋新篇”———宝山区

红色线路党性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在区广

播电视台举行。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

组织一处处长杨小菁，区领导汪泓、李

萍、丁大恒、周志军、李峻、赵懿共同启动

２０１９年“红色线路党性教育”项目。

【与上海外国语大学签署合作办学框架

协议】　１月２８日，宝山区政府与上海
外国语大学签署合作办学仪式在区级机

关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上海外国语大

学党委书记姜锋，党委副书记、校长李岩

松，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出席仪式并讲话，区领导周志军、陈

筱洁出席仪式。区政府与上海外国语大

学签署合作办学框架协议，区教育局、宝

山工业园区与上海外国语大学签署合作

办学协议，宝山工业园区与上海宝琛置

业有限公司、上海万锴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中建八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

作办学出资协议。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春节团拜会】　２月 １
日，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春节团拜会在智慧湾
科创园·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汪泓致新

年贺辞，范少军主持活动。区部市属企

事业单位代表讲话，驻沪部队首长讲话。

【悬挂光荣牌仪式举行】　２月１５日，宝
山区退役军人悬挂光荣牌仪式在吴淞街

道双拥小苑内广场（前三营房居委会院

内）举行。汪泓出席活动，范少军致辞。

随后，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人武部政委

陈永献率区有关部门，走访慰问军休干

部周永余和残疾军人李忠孝并悬挂光

荣牌。

【区领导会见上海援疆指挥部成员】　２
月１９日，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
长范少军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

会见上海援疆前指总指挥、喀什地委副

书记史家明一行。上海援疆前指副总指

挥、市政府驻疆办主任倪前龙，上海援疆

前指副总指挥、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胡

章萍，上海援疆前指副总指挥王从春，上

海援疆前指纪委副书记、喀什地区纪委

副书记、干部人才组组长权良余，上海援

疆前指党委委员、叶城分指挥部指挥长、

叶城县委副书记胡广，上海援疆前指纪

委委员、叶城分指挥部副指挥长、叶城县

委常委、副县长张彬，区领导李峻、陈尧

水出席会议。

【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合作签约】　２月２６
日，宝山区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关于创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二康复医

院合作签约仪式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

议室举行。区委书记汪泓、上海中医药

大学党委书记曹锡康出席活动并讲话，

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与上海市中医

药大学校长徐建光签署合作协议。上海

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胡鸿毅、王拥军出席

活动，副区长陈筱洁主持仪式。

【“２０１８感动宝山人物”揭晓】　２月２８
日，宝山区委中心组（扩大）学习暨

“２０１８感动宝山人物”揭晓活动在区广
播电视台举行。汪泓致辞，范少军为１０
家道德模范工作室授牌。区领导李峻、

王丽燕、杜松全、张晓静、陈尧水、陈筱

洁、陈云彬宣读“２０１８感动宝山人物”颁
奖词并颁发纪念品和证书。

【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１０９周年主题活
动举行】　３月８日，宝山区庆祝三八国
际妇女节１０９周年主题活动在区委党校
大礼堂举行。市妇联主席徐枫出席活动

并讲话，汪泓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

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巾帼文明岗”获

得者颁奖。

【市民“美育大课堂”启动】　３月２３日，
宝山市民“美育大课堂”在顾村公园举

行启动仪式。汪泓、范少军和市文化旅

游局副局长程梅红、市文创办副主任强

荧共同启动宝山市民“美育大课堂”，李

萍、丁大恒为宝山市民“美育大课堂”美

育导师颁发聘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

委副书记史健勇、市群艺馆馆长萧烨璎，

区领导周志军、苏平、赵懿、王丽燕、吕鸣

出席活动。

【与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签约】　３月２６日，宝山区政府与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在区级机关大楼会

议室举行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区委书记汪泓，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徐斌出席仪式并讲话。区

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和交通银行上海

市分行徐斌分别介绍双方出席人员。区

委常委、副区长苏平，交通银行上海市分

行副行长陈伟芳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办公室主任应

敏、业务部总经理唐捷、交通银行上海宝

山支行行长施立群、副行长鲍建良出席

仪式。

【与北京中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

约】　３月２７日，宝山区政府与北京中
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在区级机关大

楼会议室举行签约仪式。其间，双方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信产业基金总

裁田宇、中信产业基金投资副总裁宋鹏

飞、刘潇，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首

席运营官朱晓平、副总经理李海燕，中环

洁环境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黎媛、副总经

理孙鑫、垃圾分类及厕所革命事业部总

经理马拥军，上海软通动力实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高元锐，区领导汪泓、范少军、

苏平、王益群出席会议。副区长吕鸣主

持仪式。

【邮轮文化中国行启动】　３月 ３０日，
“十城联动·为你加邮”邮轮文化中国

行启动仪式暨“樱邮尽有”樱花节专场

活动在顾村公园举行。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苏平、高飞、黄辉，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党委副书记史健勇，歌诗达邮轮集团

中国区总经理黄瑞玲出席活动。

【首届民建宝山休闲旅游论坛举办】　４
月１８日，首届民建宝山休闲旅游论坛在
区委党校大礼堂举行。民建中央副主

席、民建市委主委、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

出席活动并做主旨演讲。会前，市领导

一行与区委书记汪泓、副区长吕鸣座谈

交流。

【联合国人居署人工智能城市研讨会举

办】　４月１８日，联合国人居署人工智
能城市研讨会在宝山举办。联合国人

居署高级顾问 ＪｏｅｌＳｉｅｇｅｌ、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汪科、上海临港

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徐斌

致开场辞。联合国人居署创新项目主

管郭蕾介绍《人工智能城市与可持续发

展社区研究计划》，中规院·阿里巴巴

未来城市实验室执行副主任陈怡星分

享未来城市实验室研究成果展示及人

工智能城市经验，英国驻华大使馆中国

未来城市项目主管 ＡｉｄａｎＤａｒｋｅｒ、亚投
行投资业务局副局长、世界银行原首席

交通专家方可、丹麦王国驻上海总领事

馆领事、丹麦科技创业中心主任 Ｓｏｒｅｎ
Ｂｏｕｔｒｕｐ研讨人工智能城市及可持续
社区。

【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颁奖典礼举
行】　５月１２日，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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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颁奖典礼在零点广场举行。汪泓出

席活动并致辞，范少军为帆船赛冠军赛

队颁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水上

旅游促进中心名誉理事长许培星为帆船

赛亚军赛队颁奖，区委常委、副区长苏

平，长航集团副总经理龚道平为帆船赛

季军赛队颁奖。

【贯彻垃圾分类新时尚“七个一”揭牌】

　５月１５日，宝山区贯彻垃圾分类新时
尚“七个一”揭牌仪式暨《条例》宣传文

艺首演活动在区委党校大礼堂召开。汪

泓出席讲话，范少军致辞，市绿化市容局

副局长唐家富讲话。

【宝山劳模工匠风采馆开馆】　５月 １７
日，宝山劳模工匠风采馆开馆仪式在区

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总工会主席莫负春，区委书记汪

泓启动宝山劳模工匠风采馆，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为新一批“工匠创新工作

室”授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区政

协主席丁大恒为工匠代表颁发区五一劳

动奖章。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赵懿向劳模协会基层工作

站、劳模之家、星级职工书屋代表赠送

《致敬时代楷模———宝山劳模风采录》，

副区长陈尧水、黄辉向入展劳模工匠代

表赠送入展典藏证书。

【海归医务专家大型义诊活动开幕】　５
月１９日，“幸福宝山　健康相伴”———海
归医务专家大型义诊活动开幕式在宝山

体育中心广场举行。市欧美同学会医疗

卫生分会会长、上海市中医药大学校长

徐建光，区委书记汪泓出席活动并致辞。

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沈伟民主持

活动。与会领导共同启动大型义诊活动

开启仪式。

【粟裕将军塑像揭幕赠送仪式举行】　５
月２２日，粟裕将军塑像揭幕赠送仪式在
宝山烈士陵园广场举行。汪泓出席活动

并讲话，范少军和粟戎生将军为“战上

海———庆祝上海解放七十周年图片文物

展”揭幕。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刘

苏闽少将代表赠送单位讲话。其间，与会

领导参观“战上海———庆祝上海解放七

十周年图片文物展”，并赴月浦文化馆剧

场观看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年文艺演出。

【“人工智能为数字经济赋能”主题论坛

举办】　５月２４日，“人工智能为数字经

济赋能”主题论坛举办。工信部电子工

业标准化研究院党委书记林宁、中国智

能交通产业联盟理事长王笑京、市经信

委副主任阮力、中科院院士何积丰、中科

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同济大学校长

陈杰、中科院院士褚君浩、华东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童世骏、临港集团董事长刘家

平，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苏平、吕鸣出席

论坛。

【第二届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开幕】　５
月３０日，第二届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在
智慧湾科创园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开幕

式。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

长朱宏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叶

叔华、沈文庆，中国工程院院士庄松林，

市文创办副主任强荧，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周志军、赵懿、陈筱洁出席开幕活动。

上海科房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剑致欢迎词。

【第四届运动会开幕】　５月３０日，宝山
区第四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宝山体育中心

篮球馆举行。国际乒联终身名誉主席徐

寅生，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彬，市

民防办主任钟杰，区领导汪泓、范少军、

丁大恒、周志军、苏平、赵懿、高飞出席

活动。

【第十三届罗店龙船文化节活动开幕】

　６月 ５日，魅力龙船·诗颂端午———
第十三届上海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活动

开幕仪式在罗店镇美兰湖举行。区领导

汪泓、丁大恒、须华威、陈筱洁、张晓静出

席活动。

【区精神卫生中心迁建开工】　６月 ６
日，区精神卫生中心迁建开工仪式在富

长路友谊西路交界处举行。区委书记汪

泓宣布开工。区领导周志军、王益群、陈

筱洁出席仪式，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

公司总裁俞建强作表态发言。

【大华虎城商圈“红帆港”党群服务站启

动】　６月２０日，大场镇庆祝建党９８周
年、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暨大华虎城商圈
“红帆港”党群服务站启动仪式在大华

虎城中心会场举行。汪泓出席致辞，区

领导范少军、李峻、赵懿出席活动。活动

前，与会领导参观大华虎城商圈“红帆

港”党群服务站参观大华虎城商圈党群

服务点。

【接待云南省委常委、曲靖市委书记李文

荣等一行】　６月２４日全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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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代

表团一行先后参观罗平小黄姜全产业链

精品生活馆、食行生鲜、中冶宝钢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呼玛二村“公共客厅”、上

海中心大厦。随后，在区级机关办公大

楼召开宝山—曲靖扶贫协作高层联

席会。

【区党建服务中心新址启用】　６月 ２６
日，区党建服务中心新址启用仪式在区

党建服务中心广场举行。区领导汪泓、

范少军、丁大恒、周志军、杜松全、沈伟

民、李峻、赵懿、高飞推杆启动仪式。

【淞南镇纪念建党９８周年主题党日暨区
域化党建红色联盟成立】　７月４日，淞
南镇纪念建党９８周年主题党日暨区域
化党建红色联盟成立仪式在华滋奔腾大

厦举行。汪泓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

词。区领导周志军、王丽燕出席活动。

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淞南镇区域化党建红

色联盟启动仪式。红色联盟成员单位代

表华滋奔腾大厦党总支书记周萌宣读党

建联盟倡议书。

【大型原创沪剧《苔花》试演】　７月 ８
日，大型原创沪剧《苔花》试演活动在区

委党校大礼堂举行。区领导汪泓、李萍、

丁大恒、赵懿、陈筱洁，市艺术教育委员

会主任陈克宏、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市

教委职成教处处长陈华、市文旅局艺术

处副处长沈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

长陈东京，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上海剧

协顾问马博敏，上海戏剧学院原党委书

记、教授戴平出席活动。

【《岁月印痕———民盟历史人物与宝山》

赠书仪式举行】　７月 ２０日，《岁月印
痕———民盟历史人物与宝山》赠书仪式

在上海市行知中学会议室举行。其间，

举行“盟员之家”揭牌、“行知纪念馆”

揭牌仪式。民盟中央副主席、副市长、

民盟市委主委陈群、民盟市委专职副主

委沈志刚，民盟市委秘书长费俭，区委

书记汪泓，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伟

民，民盟市委常委、区人大副主任、民盟

区委主委蔡永平，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王岚，副总裁

王为松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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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举办】

　８月１５日，宝山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论坛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

举办。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少军出席论坛并讲话，区政协主席丁

大恒主持论坛。

【第十九届 Ｒｏｂｏｔｅｘ世界机器人大会首
届亚洲赛举行】　８月１６日，第十九届
Ｒｏｂｏｔｅｘ世界机器人大会首届亚洲赛在
智慧湾科创园依弘剧场举行。区委书记

汪泓出席活动并宣布大会启动，市机器

人行业协会会长戴柳，爱沙尼亚驻华大

使温康德，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先后

致辞。

【２０１９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典作品
诵读展演举行】　８月１７日，“诵读经典
点亮童心”２０１９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经典作品诵读展演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

大厅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

版局局长徐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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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协会朗诵演唱专业委员会会

长、著名表演艺术家瞿弦和，中央戏剧学

院教授、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筠英共同为

“诵读经典 点亮童心”长三角阅读联盟

成立剪彩。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懿宣

布２０２０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典作品
诵读征集启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

裁彭卫国、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副区长

陈筱洁颁发优秀组织奖。

【２０１９黑池舞蹈节（中国）开幕】　８月
１８日，２０１９黑池舞蹈节（中国）开幕式在
宝山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市文旅局局

长于秀芬、区委书记汪泓共同启动２０１９
黑池舞蹈节（中国）开幕式。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致欢迎词。

【张庙街道首届“社区邻聚节”暨通河四

村公共客厅、通河阳光家园、社区卫生服

务站启动仪式举办】　８月２６日，在通河
四村７１号，举行张庙街道首届“社区邻聚
节”暨通河四村公共客厅、通河阳光家

园、社区卫生服务站启动仪式。区委书记

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少军、市残联副理事长刘骏、区委副书

记周志军、副区长倪前龙、人民网上海公

司总经理金煜纯为“未来人民之家”揭

牌，并向通河四村共治理事会成员单位颁

发聘书、向社区达人代表颁发证书。

【与上海国盛集团签约】　９月６日，宝
山区与上海国盛集团签约仪式在区级机

关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区委书记汪

泓、上海国盛集团董事长寿伟光出席会

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上

海国盛集团总裁毛辰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副区长陈尧水主持会议。

【区融媒体中心成立】　９月１８日，宝山
区融媒体中心成立大会在区融媒体中心

一楼演播大厅举行。汪泓出席会议并为

宝山区融媒体中心揭牌。周志军主持仪

式。会前，区领导一行查看区融媒体中

心文化走廊、融媒体指挥中心及六大分

中心。

【人民防空行动综合演练】　９月２１日，
上海市宝山区与江苏省南通市在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广场联合举行人民防空行动

综合演练。市民防办主任钟杰、区委书

记汪泓出席活动并先后讲话。区领导范

少军、王益群、陈永献、黄辉，区法院院长

王国新、区检察院检察长董学华，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史健勇，江苏省

南通市人防办主任朱桂华出席活动。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开幕】　
１０月１０日，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
开幕式在德尔塔酒店召开。副市长宗

明、区委书记汪泓共同为英富曼集团海

事总裁安德鲁·威廉姆斯、嘉年华集团

首席执行官阿诺德·唐纳德、皇家加勒

比全球总裁迈克·贝勒、地中海邮轮执

行主席瓦格、云顶集团总裁区福耀颁发

２０１９年度亚太邮轮经济杰出贡献奖。
汪泓和邮轮企业高管共同发布《邮轮绿

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９）》。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王晓峰，海关总

署总检验师孙文康，国家移民管理局副

局长赵昌华，市政府副秘书长顾洪辉，区

领导范少军、李萍、丁大恒、杜松全、苏

平、李峻、赵懿出席开幕式。当晚，在吴

淞炮台湾湿地公园贝壳剧场举行 ２０１９
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暨亚太邮轮大会主

题文艺晚会。

【第六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开

幕】　１０月２３日，第六届中国产业互联
网高峰论坛开幕式在德尔塔酒店宴会厅

举行。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宋茂恩

主持会议。区委书记汪泓、市经济信息

化委副主任戎之勤、中国互联网协会副

理事长高新民先后致辞。汪泓、高新民

为长三角产业互联网联盟揭牌。李萍、

丁大恒、戎之勤、周志军、陈尧水为中国

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重点组成园区

授牌。

【经济形势“前瞻·前行·前沿 宝山峰会”

召开】　１０月２５日，经济形势“前瞻·前
行·前沿 宝山峰会”在德尔塔酒店二楼

宴会厅召开。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王战，区委书记、上海国际邮轮经济发展

研究院研究员汪泓，区委常委、副区长苏

平先后讲话。万里智库秘书长、市决策

委员会委员赵悦主持会议。

【吴淞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新系统启用】

　１０月２９日，吴淞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新
系统启用仪式在吴淞海事局船舶交通管

理中心举行。上海海事局党组书记、局

长肖跃华宣布上海海事局吴淞船舶交通

管理中心启用，汪泓和上海海事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吴红兵先后讲话。

【与安信农业保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合

作协议签约】　１０月３０日，宝山区政府
与安信农业保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合作

协议签约仪式在区级机关大楼会议室举

行。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范少军主持

会议。安信农保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

石践介绍合作协议内容。安信农保公司

副总裁黄雄飞、副区长陈云彬签署合作

协议。

【玛琳娜青少年女子篮球训练学院揭

牌】　１１月８日，玛琳娜青少年女子篮
球训练学院揭牌仪式在宝山体育中心篮

球馆举行。塞尔维亚政府总理布尔纳比

奇、副市长陈群出席活动并为玛琳娜青

少年女子篮球训练学院揭牌。中国驻塞

尔维亚大使陈波，市政府副秘书长虞丽

娟，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丁大恒出席仪

式。活动前，与会领导实地参观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Ｔ１航站楼。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进境免税店揭牌】

　１１月９日，副市长宗明为全国首批邮
轮港进境免税店———上海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进境免税店揭牌。汪泓作主旨演

讲，苏平发布关于宝山邮轮经济“３５条”
新版扶持政策。，陈尧水主持论坛。

【２０１９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　１１
月１４日，２０１９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
仪式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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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宗明，陈伯吹之子、中科院院士、

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分别为获得者任

溶年、伦纳德·马库斯颁发年度特殊贡

献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理事会主

席、区委书记汪泓，中宣部进口管理局副

局长张泽辉先后致辞。

【上海交运智慧湾科创园开园】　１１月
２５日，上海交运智慧湾科创园在纪?路
１５１号举行开园仪式。汪泓出席活动并
宣布交运智慧湾科创园项目正式启动，

范少军为交运智慧湾科创园揭牌。交运

集团董事长张仁良讲话，交运集团总裁

朱戟敏向交运置业授牌。

【与厚朴投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

　１２月４日，宝山区政府与厚朴投资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区级机关办

公大楼会议室举行。汪泓出席仪式并讲

话，范少军介绍区经济发展情况和投资

环境。

【第二十六届“蓝天下的至爱”慈善活动

（宝山区）启动】　１２月１８日，第二十六
届“蓝天下的至爱”慈善活动（宝山区）

启动仪式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举行。汪

泓、范少军为第九届上海市“慈善之星”

获得者及提名者颁发证书。

【开展扫黑除恶工作】　５月２４日，区委
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配合中央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部署会议在区级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汪泓主持会

议并讲话，范少军传达市委扫黑除恶领

导小组会议精神，杜松全总结全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配合做好中央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市委政法

委综治督导处处长阮山峰作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专题辅导，区纪委监委、区委

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公安分局部署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６月３日，贯彻落实中央扫黑除恶
第１６督导组督导上海市工作动员会精
神会议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区委书记、区配合中央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督导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汪泓出席

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区配合

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领导小

组第一副组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区配合

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周志军、杜松全、李峻、赵懿、高

飞、陈云彬、黄辉、王国新、董学华出席会

议。６月 ７日，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第１６督导组下沉督导宝山区工作汇报
会在衡山北郊宾馆凯旋宫召开。中央督

导组第１６督导组第５小组组长李京出
席会议并讲话。汪泓汇报宝山区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情况，范少军主持

会议，李峻、高飞、黄辉和区建管委、区规

划资源局汇报有关工作。中央扫黑除恶

第１６督导组第５小组全体成员，区领导
丁大恒、周志军、杜松全、沈伟民、苏平、

赵懿、陈尧水、陈筱洁、陈云彬、王益群、

黄辉出席汇报会。６月 ８日，汪泓实地
督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下沉督导准备工

作。区领导一行先后暗访友谊路街道宝

钢八村、宝钢九村，杨行镇江杨农产品批

发市场、江杨水产品批发市场、小江阳市

场、大黄村、东街西街城中村，顾村镇陈

家行村，吴淞街道、张庙街道相关道路沿

线等。６月１３日，中央扫黑除恶第１６督
导组第５下沉小组实地调研“海洋光谱
号”邮轮、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河口科

技馆、宝山规划展示馆。６月 １７日，中
央扫黑除恶第１６督导组下沉督导宝山
区情况通报对接会在衡山北郊宾馆召

开。中央扫黑除恶第１６督导组第５下
沉小组组长李京同志通报区层面督导发

现的问题、线索等情况，并就落实整改提

工作要求。汪泓作表态发言，范少军主

持会议。区领导李萍、丁大恒、周志军、

杜松全、沈伟民、苏平、李峻、赵懿、高飞、

陈尧水、陈筱洁、陈云彬、王益群、黄辉，

区法院院长王国新、区检察院检察长董

学华，区人武部政委陈永献出席会议。６
月１８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整改动
员会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汪泓传达中央扫黑除恶第１６督导组下
沉督导宝山区情况通报对接会精神并讲

话，范少军主持会议，杜松全部署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整改工作。

【开展工作调研】　１月１日，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王益群实地调研?川路沿线

（?藻浜—石洞口污水处理厂）市容市

貌、道路、环境等情况。１月 ２日，区四
套班子领导分５路实地调研基层亮点工
作。区领导汪泓、张静、李峻、陈尧水、张

晓静率区有关部门先后调研城市工业园

区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优先生

命健康产业园、庙行镇上海绿岸网络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和

康路文化墙、月浦镇上海未来已来产业

园、富长路月浦段。

２月１２日，区四套班子领导分４路
实地调研基层。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苏

平、李峻、王益群、吕鸣率区有关部门先

后调研观澜泓郡家园（创全小区）、泓汇

地标（垃圾分类特色小区）、南大首发地

块、集中腾地管理情况、祁连山路沿线腾

地情况、泰和污水处理厂项目、临港新业

坊，并在临港新业坊二楼会议室召开科

创企业座谈会，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２
月１７日，区领导汪泓、周志军、杜松全、
李峻专题调研区法院工作。汪泓主持会

议并讲话。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国

新汇报工作。２月１７日，区领导汪泓、周
志军、杜松全、李峻专题调研区检察院工

作。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检察院党

组书记、院长董学华汇报工作。２月１８
日，区领导汪泓、周志军、李峻专题调研

区纪委、监察委工作。汪泓主持会议并

讲话。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

高飞汇报工作。２月１８日，区领导汪泓、
周志军专题调研区委组织部工作。汪泓

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李峻汇报工作。２月１８日，在区住房
保障房屋管理局会议室，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周志军、王益群调研区住房保障房

屋管理局工作。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

２月１８日，在区建设管理委会议室，区领
导汪泓、范少军、周志军、王益群调研区

建设管理委工作。汪泓主持会议并讲

话。２月２４日，在区委政法委机关会议
室，区领导汪泓、李峻专题调研区委政法

委工作。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副区长、区公安

分局局长黄辉出席会议，区委政法委汇

报有关工作。２月２４日，在区级机关办
公大楼会议室，区领导汪泓、杜松全、黄

辉调研区信访工作。汪泓主持会议并讲

话。区信访办汇报有关工作。２月 ２７
日，在区人武部会议室，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陈尧水专题调研区人武部工作。

区人武部政委陈永献汇报有关工作，区

人武部原部长卢建兵出席会议。２月２７
日，在区级机关大楼会议室，区领导汪

泓、周志军、李峻专题调研区委宣传部工

作。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赵懿汇报有关工作。２月２７
日，在区级机关大楼会议室，区领导汪

泓、周志军、李峻专题调研区委统战部工

作。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沈伟民汇报有关工作。

３月１８日，在区绿化市容局会议室，
区领导汪泓、王益群专题调研区绿化市

容局工作。３月２１日，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李萍、丁大恒、周志军、李峻、陈云彬、

王益群率区有关部门，赴金山区、奉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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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区领导一行先后调

研金山区长三角路演中心、枫泾镇新义

村创客空间、朱泾镇待泾村花开海上生

态园、上海联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并在

廊下镇政府召开座谈会，金山区领导赵

卫星、杜治中、程鹏出席会议。区领导一

行先后调研奉贤区重大项目规划、青村

镇吴房村、东方美谷展示服务中心，并在

奉贤会议中心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奉贤

区领导庄木弟、华源、袁晓林等出席会

议。３月１９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王
益群率区有关部门，赴申通地铁集团调

研。区领导一行先后调研地铁博物馆、

吴中路上盖开发项目。随后，在地铁博

物馆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区委书记汪

泓，申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俞光耀，

总裁、党委副书记顾伟华出席会议并讲

话。申通地铁集团副总裁叶彤、副区长

王益群出席活动。申通资产经营公司董

事长施俊明介绍吴中路上盖项目情况，

区规划资源局汇报宝山区轨交站点、停

车场综合利用和中运量规划情况。３月
３１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王益群、黄
辉率区有关部门，实地调研湄浦村整治

区域、闻道园、东方假日田园违法用地整

治工作。

４月６日，区领导汪泓、黄辉率区有
关部门，实地调研大场镇社会治理协同、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区领导一行先

后调研大场镇智华苑小区、上海国际研

发总部基地、区公安分局大场派出所、桃

浦河道，赴顾村公园警务站慰问一线值

守民警、武警、志愿者等工作人员，在警

务站会议室召开推进社会治理工作现场

专题会。４月 ２２日，区领导汪泓、陈筱
洁率区有关部门，实地调研淞南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４月２２日，在区卫生健
康委会议室，区领导汪泓、陈筱洁专题调

研区卫生健康工作。汪泓主持会议并讲

话。４月 ２２日，在区文化旅游局会议
室，区领导汪泓、苏平、赵懿、陈筱洁专题

调研区文化旅游工作。汪泓主持会议并

讲话。４月２６日，区领导汪泓、王丽燕、
陈云彬、王益群、杨立红率区有关部门，

实地调研垃圾分类、水环境治理工作。

区领导一行先后调研顾村镇潘泾河、庙

行镇机场围场河、共康路道观地块、馨康

苑（垃圾分类）、张庙街道西泗塘、淞南

镇向阳河、高境镇殷高路２１弄小区（垃
圾分类）、吴淞街道怡心园居委（垃圾分

类）、友谊路街道随塘河、宝林五村（垃

圾分类）。４月３０日，区领导四套班子
领导率区有关部门，分４路开展“五一”

前检查安全、市场供应工作。

５月１日，区领导汪泓、王丽燕率区
有关部门，走访慰问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值班班组和工人。５月 ５日，区领导汪
泓、李萍、丁大恒、须华威、陈云彬、王益

群、黄辉率区有关部门，实地调研乡村振

兴示范点工作。区领导一行先后调研罗

泾镇塘湾村、月浦镇聚源桥村。

６月６日，在保集国际会议中心会
议室，召开区领导调研顾村镇工作座谈

会。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周志

军、陈筱洁、王益群出席会议。顾村镇汇

报近期重点工作。会前，区领导一行实

地调研沈杨村乡村振兴、垃圾分类工作。

６月２２日，区领导汪泓、苏平率区有关
部门，实地调研罗店镇产转型发展、农村

人居环境、居村生活垃圾分类、小区加装

电梯等工作。区领导一行先后调研罗店

镇北金村、罗店朱家店减量化地块、祁南

二村、潘泾。随后，在罗店镇政府会议室

召开座谈会，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６
月２３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王益群、
黄辉率区有关部门，实地调研环保整治

工作。区领导一行先后调研南大路６５５
号垃圾临时堆点、宝罗奶牛场、“两违”

项目、宅心沟、池浜、无名废品回收站、江

杨南路非改居等综合问题、水产路新增

“两违”项目。

７月１日，汪泓赴杨行镇东方丽都
居民区，走访慰问高龄老党员张学敏。

７月６日，汪泓率区有关部门，实地调研
环保整治工作。区领导一行先后调研

杨行镇湄浦村、北宗村、富长路动迁地

块、大场镇桃浦河道、丰翔路桥新槎浦

河、罗店镇富锦路桥潘泾河点位。７月
９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王益群、黄
辉率区有关部门，赴淞南镇、大场镇调

研工作。区领导一行先后调研环保督

察点位、大场机场及周边环境整治工作

（车巡场中路沿线、视察场中路 ３７９９
弄）、华科智谷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究

院。７月１５日，区委书记汪泓率区有关
部门，实地调研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

公司。上海发那科机器人公司总经理

钱晖汇报有关工作。７月１５日，汪泓率
区有关部门，实地调研地中海邮轮公

司。地中海邮轮公司大中华区总裁黄

瑞玲汇报有关工作。７月２６日，在经纬
集团会议室，召开调研经纬集团座谈

会。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

８月１日，区四套班子领导率区有
关部门，分４路检查创全工作并高温慰
问一线职工。区领导汪泓、王益群、王丽

燕、黄辉、沈天柱一行先后走访慰问区消

防支队宝三中队、同济路宝杨路路口公

安执勤人员、吴淞医院医务工作人员、慰

?藻浜河道保洁养护队、区重大办工作

人员、杨行镇万业紫辰苑小区社区志愿

者、区广播电视台工作人员、检查临江商

业商务中心工地。８月 ２日，区四套班
子领导率区有关部门，分５路走访慰问
驻区部队。８月 ９日，区委书记汪泓率
区有关部门，实地视察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台风“利安奇”防汛防台工作。

８月９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须
华威、黄辉率区有关部门，实地视察上

港十四区０１街坊、宝林八村、炮台湾湿
地公园、和丰动迁区域台风“利安奇”防

汛防台工作。８月１２日，区领导汪泓、
王益群、黄辉率区有关部门，实地调研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８月２６日，在吴淞
医院门诊大厅，区领导汪泓、范少军、陈

永献、倪前龙率区有关部门，实地检查

青年征兵复检工作。８月２９日，全区局
级领导干部下基层走访村“两委”班子。

９月４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周
志军、陈筱洁、杨立红率区有关部门，实

地调研学校幼儿园工作。区领导一行

先后调研区机关幼儿园长滩分园、宝山

中学、区教育学院、上海民办华二宝山

实验学校、罗店中学。９月２３日，区领
导汪泓、周志军调研区委党校、区社会

主义学院工作。

１０月１６日，汪泓率区有关部门，赴
杨行镇调研摸底居民区党组织，先后调

研远洋悦庭居民区、海德花园居民区、

飘鹰锦和居民区。１０月２０日，区领导
汪泓、王益群率区有关部门，实地调研

湄浦路、铁峰路口踏勘北沿江高铁

站址。

１１月４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周
志军、李峻、赵懿、高飞、王益群、王丽燕

率区有关部门，实地调研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区廉政教育基地、罗泾镇塘湾村、

杨行镇大黄村、大场镇党建服务中心。

１１月１１日，区领导汪泓、陈永献、王丽
燕、陈尧水率区有关部门，走访慰问第二

届进博会安保行动任务部队。１１月１７
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刚

率新疆克拉玛依市党政代表团，实地调

研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和歌诗达威尼斯号

邮轮。克拉玛依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克前

方指挥部总指挥袁罡，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李萍、丁大恒、陈尧水、陈云彬陪同。

（陈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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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９年末，宝山区共有党员
９９３２８名，年内新发展党员７１０名；共有
基层党组织３８１６个，其中党委７７个，党
总支４５６个，党支部３２８３个。２０１９年，
区委组织部认真履行组织部门主责主

业，牵头推进机构改革、“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职务职级并行等重要任

务，抓好基层党建、干部队伍建设、人才、

机构编制管理等工作，为建设“魅力滨

江、活力宝山”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区
委组织部全方位多角度近距离考察识别

干部，结合组织部门联络员制度、换届后

班子调研、年轻干部专题调研等工作，把

干部考察触角拓展到基层一线，全面了

解干部精神状态和作风状况。坚持经常

性分析研判，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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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干部综合管

理系统信息整合优势，历史全面辩证地

评价干部。强化实干实绩实效导向，选

拔干部注重向改革发展主战场、基层一

线、艰苦岗位倾斜，选优配强领导班子、

科学选用干部。成立建设交通、教育等

３个工作党委和经委等１１个单位党组，
并安排政治坚定、担当作为的同志担任

班子成员，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作用。结合优化班子结构、提升班子

综合能力，全年出台干部调整方案 ２８
批，涉及干部５４５人次，街镇７５后、８０后
正职实现“零”的突破。优化干部资源

配置，推动干部跨部门、跨领域、跨系统

流动，条块交流近７０人。

【开展干部教育培训】　区委组织部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

神纳入处级干部进修班、中青班等重点

班次，设置专门模块或课程，开设网络特

色专题班，实现全区处级干部培训全覆

盖；推出“一班一测”，在各类主体班次

中设置测试环节，实现“以考促学”；开

展专项督查，印发《宝山区党员干部进一

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实施方案》，并形成３类
１１项督查清单。聚焦区委、区政府重要
任务、重点工作针对性开设课程，首次举

办“文化创新”“河长制”“基层党建”等

６期“２＋Ｘ”专题培训班；聚焦干部领导
能力建设，首次举办“处级干部领导能力

专题培训班”。依托各级党校资源，开展

经济、政治、文化等基础知识培训，安排

近６０名局处级干部参加上级部门调训
选学。加大案例式等教学方式的运用，

组织赴红旗渠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赴

Ｇ６０松江科创走廊规划展示馆等开展现
场教学。

【加强干部监督管理】　区委组织部严
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制

度，组织全区１１００余名领导干部和年轻
干部进行集中填报，分类开展重点抽查

与随机抽查。聚焦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

“一把手”，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

资源富集的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干部的

监督，掌握“一把手”在执行民主集中

制、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程序等方

面的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醒纠正，

制定《宝山区党政机关科级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规范（试行）》，加强选人用

人全程监督。加大对基层单位党组织选

拔任用干部的指导和监督，改进优化基

层单位“一报告两评议”工作，将其延伸

到所有有用人权的单位。牵头制订《区

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奋力担

当新时代新使命的若干意见》，激发干部

干事创业内生动力。

【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　落实区委《实
施“红帆港”党建品牌战略，推进新时代

基层党建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意见》，进一

步完善基层党建工作框架体系，扎实推

进“３＋３”（构建党建共同体、构建治理
共同体、构建智联共同体，推进新兴领域

党建扩面提质、推进传统领域党建规范

提升、推进基层骨干队伍增能提效）体系

建设。牵头制订《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初心
工程”行动计划》，形成阵地全覆盖、领

域全统筹、功能全整合的基层党建新格

局。开展党支部建设规范年活动，分类

规范农村、居民区、机关、事业、国企、“两

新”组织六大领域党支部建设。开展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集中整顿，建强每个

支部。深化“班长工程”，实施基层党组

织带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开展 １００
名新老书记结对工作，帮助年轻书记提

升工作能力。按照１∶２要求建立居村党
组织书记队伍“蓄水池”。开展“上海先

锋行动”“进博先锋”评选表彰、“岗位建

新功、党员见行动”等活动。严格把好党

员进出口关，分层分类举办党务实务专

题培训。下发《关于召开基层党组织组

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几个问题

的通知》，全覆盖抽查指导基层党支部工

作开展情况。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加强各领域党

建，做好机构改革中机关党组织规范化

设置，推进国企党建３５项重点任务，出
台《关于本区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

作的实施方案》，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

负责制，探索建立党组织领导的中小学

校校长负责制。实施“六联”（组建联

动、队伍联育、阵地联建、项目联办、宣传

联推和成效联考）工作机制，延伸党在新

兴领域的覆盖面，非公企业党组织组织

覆盖率达到８５２％，社会组织党组织覆
盖率为７０９％。加大重点行业党组织组
建力度，成立区律师行业党委。推进“４
＋３＋３”（大华虎城商圈、牡丹江路商
圈、宝山万达商圈、龙湖天街商圈，新业

坊、保集Ｅ智谷、未来已来园区，宝莲城、
骏利财富、华滋奔腾楼宇）党建工作创新

基地建设，完善“１＋１２＋Ｘ”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责任体系，新建党组织５９家，发
展党员９１名。探索在园区等建立“园区
通”“商圈通”平台，实现小微企业党的

工作全覆盖。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坚持党管人才，
定期组织召开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完善党委联系专家制度。坚持精准

施策，研究起草《宝山区人才公寓管理办

法》，积极释放安居资助等政策红利，资

助人才４５４人次、兑现资助金额１３００余
万元，安商稳商效果显著。坚持精细服

务，向２４名高层次企业人才发放樱花钻
石卡、白金卡；持续开展樱花讲堂活动，

为９００余家企业１４００余人提供政策宣
讲和问诊答疑等服务。坚持广纳英才，

推荐７４人次参与各类市级高层次人才
培养计划的选拔；聚焦区域重点产业布

局，开展创新创业优秀人才团队、领军人

才、拔尖人才以及青年尖子等选拔工作；

招录第二批青年储备人才１８名，优化招
聘、培养、管理模式，增强青年人才队伍

活力。

【加强机构编制规范管理】　研究制定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

工作规则》等制度，严格编制职数使用管

理，完成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调整，为

相关街镇核定居民区书记专用编制 ２９
名，规范政府购买服务人员额度审核，根

据实际情况从严把握。完成８家非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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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三定”修订工作，指导区市场监管

局、区司法局理清机关与派出机构的职

责边界，制定派出机构“三定”规定。开

展实名制信息核查，梳理机构编制问题

台账，督促相关责任部门限期整改。结

合机构改革，推动涉改单位换证工作。

开展事业单位法人公示信息抽查，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

【完成机构改革】　在区委领导下，区委
组织部（区委编办）研究形成区机构改

革方案与配套文件，牵头完成３４个党政
部门、３８项职责划转以及４３名公务员、
４５５名事业人员转隶，指导涉改部门制
定实施“三定”规定。对应设立区委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区委财经工作委员

会等９个区委议事协调机构，进一步调
整优化党组织设置，成立建设交通、教

育、卫生健康３个党的工作委员会，成立
经委等１１个单位党组。推进重点领域
改革工作，完成派驻纪检监察机构调整，

实现区级机关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全覆

盖，为６个派驻纪检监察机构核定行政
编制２４名；完善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
会、政协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设置，增

设区人大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调整设

置区政协９个专门委员会；加大民生机
构调整优化力度，组建区退役军人局、区

融媒体中心等一批新机构。进一步理顺

政事关系，推动２２家承担行政职能事业
单位的１５１项行政职能全部划归机关。
指导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市

场、农业、市场监管五大领域基本完成职

责整合和机构组建工作。

【抓好年轻干部培养】　区委组织部完
善选调生招录工作相关办法，吸引更多

优秀高校毕业生加入宝山公务员队伍。

对全区７１家单位７１６名年轻干部开展
全覆盖调研，首次深入区教育、卫生、国

资系统，第一手掌握企事业单位年轻干

部情况，形成处级后备干部、优秀青年干

部后备梯队等名单，并提出“三个一批”

（教育培训一批、轮岗交流一批、实践锻

炼一批）培养使用建议。连续第三年在

全区范围开展年轻干部实践锻炼工作，

选派４０人到重点部门经受锤炼。探索
形成“六个围绕”（围绕重点工作建基

地、围绕关键岗位配导师、围绕能力短板

定岗位、围绕培养目标做计划、围绕中心

工作搭平台、围绕全程管理建档案）工作

法，推动教育等系统建立２５个系统内部
实践锻炼基地，形成上下联动机制。对

列入调研对象的年轻干部，开展跟踪管

理，加强培养效果研判。

【牵头开展全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按照区委要求，区委组织部
组建工作专班，分级分类指导全区所有

处级单位对表对标推进主题教育。紧紧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按照“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坚持把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四项重点措施一体推进。坚持把解决

实际问题、推动实际工作作为衡量主题

教育成效的标准，引导３１２８个各级党组
织、近１０万党员干部在听、看、读中进一
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认知认同。全区处级单位围绕

八个专题分别组织集中学习研讨 １３３３
场，处级领导干部和基层党支部书记共

上专题党课３５００余次。严格按照“六对
照、一结合”要求，重点查找“五个方面

差距”，共查摆、检视问题５０００余条。按
照中央关于开展８个方面的专项整治要
求，聚焦建设邮轮发展示范区、旧住房成

套改造、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等，扎实

推进问题解决。其中，区委组织部牵头

的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集中整顿、年轻

干部缺乏基层经验、经历单一等问题已

基本整改完毕。

【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区委组织
部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四治一体

化”（自治、共治、德治、法治）发展，健全

居民区党建联席会议等制度，在２７６个
符合条件的业委会中１００％成立党的工
作小组，探索建立物业行业工作党委，完

善物业企业党建工作考核评价体系。丰

富“社区通”平台“党建园地”版块建设，

引导党员线上线下提供服务，建立“自动

收集、分层处置、全程记录、结果反馈”的

问题跟踪系统，及时回应解决群众问题

８２万余个，其中９０％在居村有效解决。
优化区域化党建三级平台建设，成立乡

村振兴和邮轮经济专业委员会，召开区

域化党建联席会第一次理事会，排摸资

源清单３７２条、需求清单２４７条，工作项
目１９９项，实现需求和资源有效对接。
探索“毗邻党建”，与南通市委组织部形

成首批１０个共建项目。出台《关于本区
深化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意见》，实现 ９个镇、１０３个
村结对帮扶全覆盖。加大关怀帮扶力

度，开展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走访慰问工

作，走访为国作贡献的党员干部１１７名。

【加强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将２０１９年
作为宝山区党支部建设规范年，出台“１
＋１＋６”文件（１个实施方案、１个标准指
南，６个领域考评标准），围绕农村、居民
区、机关、事业、国企、“两新”组织六大

领域，细化２２项考评指标和７７项具体
工作要求，规范支部建设。深化“分类定

级、晋位升级”，区领导带队对１０４个村、
４２６个居委会开展全覆盖调研走访，共
排查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４个；通过制
定“一组织一策”整顿方案，落实区领导

联村、党（工）委书记包干、街镇党建骨

干任驻村干部、机关部门结对等整顿措

施，并以“一述一评一看”方式，完成对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的验收。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区委组织
部坚持把扫黑除恶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紧密结合，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

况纳入基层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重

要内容。做好迎接中央督导组下沉督导

及回头看工作，梳理形成相关工作台账，

从严从实做好中央督导组反馈的４方面
问题的整改落实，核查处理并及时回复

督导组下发的督办线索，推动软弱涣散

基层党组织专项整治；联合区纪委、区政

法委等开展“一案三查”，做好涉案人员

政治身份核查。

【推进“党建社建群建”融合发展】　开
展“红帆论坛”“红帆沙龙”等“红帆 ＋”
系列活动，增强党建品牌的引导、辐射和

示范作用。围绕庆祝建党９８周年、新中
国成立７０周年，创新“红帆讲堂”音乐党
课、读书党课等学习载体，推动广大党员

学思践悟新思想。丰富党性教育内容，

建设打造“锤炼、绽放、逐浪、激扬、奋进、

薪火”６条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红色线路，
累计开展专场活动３６０余场、１８０００余名
党员参与。开展“共庆七十载，红帆再启

航”系列党群活动２６场，进一步形成“三
建融合”良性互动。深化罗店镇“四三

五融六必访”、顾村镇“连心桥”、吴淞街

道“五色党建”等党建子品牌，共开展各

类党群服务９３６４６次，为身边群众做实
事好事９４３９８件。新建“红帆港”党群服
务站８个、“红帆港”党群活动站２４个，
打造党群一体化阵地。推动示范型党建

服务站点建设工作，打造张庙街道“公共

客厅”、友谊路街道“聚谊家”等党群服

务站示范点５６个，大华虎城商圈、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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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路商圈、新业坊、骏利财富、华滋奔腾

楼宇的“４＋３＋３”（即加强大华虎城、牡
丹江路、万达、龙湖天街４个重点商圈、
宝莲城、华滋奔腾、骏利财富３个重点楼
宇、高境新业坊、顾村保集 Ｅ智谷、月浦
未来已来３个重点园区的党组织覆盖和
工作覆盖）党建工作创新基地等党群阵

地示范窗口６０个。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０日，宝山区举办“红帆港”党群活动启动仪式暨主题党日活动
区社会工作党委／提供

【区党建服务中心新址启用】　６月 ２６
日，区党建服务中心新址启用仪式在淞

滨路２８号举行，区委书记汪泓致辞。新
址使用面积共２３４５平方米，功能区域涵
盖窗口服务、多功能展示、群团活动、宣

誓教育多功能厅、区域化党建、社区党

校、优秀书记工作室等十多个功能区，成

为服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开放

式、多功能、专业化的党建工作新地标。

全年累计共接待参观 ６７批次，２２６８人
次，其中外区县１批、外省市２批。

【公务员招录、培训】　年内区委组织部
完成５０名新录用公务员公开招录工作。
其中，公务员３７名，参公人员１３名，涉
及综合管理类４１名，行政执法类９名。
１２月２５日，以“不忘初心，筑梦宝山新
时代”为主题举办宝山区干部讲坛（第

五期），区领导汪泓、李峻、赵懿、倪前龙，

及市委组织部相关领导出席，来自全区

各单位的２５名干部分享工作经验、畅谈
工作体会。９月５日—１１日，以全封闭、
准军事化形式举办２０１９年新录用公务
员“入区培训”，设置队列训练、专题讲

座、演讲比赛、才艺展示等环节，帮助新

录用公务员尽快转换角色、了解区情、适

应岗位。１０月１７日，１０３名新任科级领
导干部参加新提拔科级领导干部任职培

训。全年组织全区２９３５名公务员、参公
事业单位人员全员参加公务员线上

培训。

【公务员考核和表彰】　区委组织部完
成２０１９年度公务员考核，全区共有２９７７
名科级及以下公务员（含参公人员）参

加考核，４９４名获年度考核优秀，其中２６
人记三等功。庙行镇信访办主任顾长寿

和友谊路街道办事处分别被评为上海市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集体”。启动全区新一轮（２０１９年
至２０２２年）公务员健康体检、疗休养
工作。

【职务职级并行工作】　区委组织部研
究制订区职务职级并行工作实施方案、

职务职级并行制度实施工作３９条，开展
专题培训，明确操作口径，有序开展职级

套转和晋升工作。全年共完成 １８９２名
原非领导职务公务员职级套改，开展职

级晋升５５４名。

【妥善安置营以下军转干部】　区委组
织部结合区安置任务、待安置军转干部

实际情况，拟定安置岗位，妥善安置１１
名营以下和专业技术军转干部。

（孙　婧）

【区社会工作党委】　２０１９年，区社会工
作党委围绕打造“邮轮之城”“智造之

城”总体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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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基层党组

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提升“两新”组织

党建工作水平。至年末，全区新经济组

织在册党组织 ７００个，在册党员 ７９５２
人。新社会组织在册党组织９３个，在册
党员６５８人。

【巩固“两个覆盖”工作】　区社会工作
党委进一步梳理排摸园区、商圈、楼宇和

“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等新

兴领域，制订全年党组织组建计划，实施

组建联动、队伍联育、阵地联建、项目联

办、宣传联推和成效联考等“六联”工作

机制，探索在新兴领域开展党建工作的

有效路径，不断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

作覆盖。７月，“红帆港”“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体系案例获得２０１８中国（上海）
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提名案例”。２０１９
年，全区共新增１０１家“两新”组织党组
织，其中独立党支部７２家、联合党支部
２９家。区社会工作党委统一向每个新
建党组织发放包括支部铜牌、印章、党

旗、党徽、党建书籍、组织生活开放点等

内容的工作包，确保新建党组织工作有

序规范开展。２０１９年全年共发展“两
新”组织党员９９名。

【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　区社
会工作党委根据《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党支部
建设规范化年实施方案》的总体安排和

要求，制定《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两新”组织
党支部建设规范化考评标准（试行）》，

对党支部规范化建设进行全面部署。着

力强化基层组织、基础工作、基本能力建

设，构建党支部建设制度体系。结合“红

帆课堂”等专题培训，开展党支部建设规

范年工作培训。指导“两新”组织党组织

围绕组织设置、班子建设、教育管理、作用

发挥、阵地建设、基础保障６个方面加强
组织建设，规范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

日、党费收缴、按期换届、民主评议党员等

党的工作。重点整改“两新”组织党组织

中党员少于３人的、组织生活不正常的、
未配强支部书记的、联合党组织覆盖企业

数过多的党组织。对不满３名党员的支
部，通过转入党员、撤销支部等规范党组

织建制，共撤销２４家党支部，有１７家党
支部通过转入党员健全组织，４家党支部
配强书记，对覆盖企业数过多的６家联合
党支部进行拆分，当年１１月全部整改完
成，进一步规范党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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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３日，宝山区举办“两新”组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上海解放７０周
年主题党日活动 区社会工作党委／提供

【推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区社会工
作党委进一步完善“１＋１２＋Ｘ”社会组
织党建工作责任体系，定期召开社会组

织党建工作枢纽站站长工作例会，落实

社会组织登记、年审及其党建工作的有

关要求。成立区律师行业党委，选举产

生第一届律师行业党委班子成员。完成

１０家律师事务所党支部组建工作，落实
律所党组织班子与管理层“双向进入、交

叉任职”。把党建工作内容写进律所协

会章程和律师事务所章程，为党组织在

律所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提供有力保

障。区律师行业党建工作枢纽站加强日

常走访、沟通，多次召开律所主任、书记

联席会议，加强党员梳理排摸，排摸出的

３７名“隐形党员”均完成组织关系转接。

【拓展“红帆港”党群阵地建设】　区社
会工作党委继续在园区、商圈、楼宇、上

市公司以及规模较大的外商投资、互联

网、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和龙头企业中

建设“红帆港”党群阵地，全年新建“红

帆港”党群服务站１０个、“红帆港”党群
活动站２７个。开展１１家第三批“红帆
港”党群服务站示范点和 １３家第四批
“两新”组织党群阵地示范窗口的创建

工作，实地走访、调研、指导、验收创建工

作，力求打造新一批党群服务一体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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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盯新领域、新业态、新空间、

新群体等新兴领域，探索在园区、商圈、

楼宇中开发应用“园区通”“商圈通”平

台，在顾村镇智慧湾科创园、海宝园和龙

湖天街商圈进行试点，并进一步在全区

各街镇、园区进行推广应用。重点打造

大华虎城、牡丹江路、宝山万达、龙湖天

街商圈，新业坊·源创、保集 Ｅ智谷、未
来已来园区，宝莲城、骏利财富、华滋奔

腾楼宇的“４＋３＋３”“两新”组织党群工
作创新基地，并在宝山区“两新”组织

“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上海解放７０周年主
题党日活动中进行授牌。

【开展“红帆港”党群系列活动】　采取
区社会工作党委主办，社会组织承办，街

镇、园区协办的模式，打造２０１９年“红帆
港”党群系列活动。全年活动以“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上海解放
７０周年”为主题，以“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为主线，开展“五星的红旗奋进的

歌”“石库门到天安门”“流金的日子难

忘的岁月”“春天的故事”“同心共筑中

国梦”３大系列９大项目１６场主题党日
活动。结合上海“四大品牌”建设，在“４
＋３＋３”党群工作创新基地中开展“上
海制造”“上海文化”“上海服务”“上海

购物”４大类１０场主题党日活动。９月
２３日，举办“我和我的祖国”———“两新”
组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上海解放７０周年主题党日活动，区四套
班子领导出席，市委组织部领导莅临指

导，各街镇、园区、“两新”组织党组织书

记、企业家、党建指导员和产业工人代表

等４００多人参与活动。全年活动累计直

接服务“两新”组织党员、企业员工和居

民群众近３０００人次。

【发挥“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队伍作

用】　区社会工作党委继续发挥工会、共
青团等群团组织依法先行进入优势，由

党员工会干部和党员团干部担任的党建

指导员队伍走访联系不具备建立党组织

条件的“两新”组织，积极宣传党的政

策、争取业主支持、排摸流动党员、发现

优秀人才、组建群团组织，不断夯实新兴

领域基层党建工作基础。举办第五、六

期宝山区“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培训

班，全区２００名“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
参加培训，培训以“专项解读 ＋工作交
流”形式进行，设置科技创新相关政策解

读、宝山区经济发展愿景和发展定位等

方面的专题解读，党建指导员代表立足

不同工作条线的特点和实际，分享工作

经验和实战心得。队伍成立以来，２００
名工会、团委“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已

累计走访各“两新”组织１１７６２次，排摸
发现流动党员４０６６名，其中７１９名已按
要求转接组织关系，收到入党申请书

３７６份。区社会工作党委总结２０１７年以
来区“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队伍的主

要做法和有效实践，广泛宣传优秀案例

和创新典型，开展案例征集评选工作，经

区总工会、团区委和各街镇、园区、“两

新”组织党建主管负责部门推荐，共上报

案例７４篇，入选案例４０篇，其中优秀案
例１５篇，编辑出版《宝山区“两新”组织
党建指导员案例汇编》。

【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者队伍建

设】　２０１９年，区社会工作党委共举办
四期“红帆课堂”，培训“两新”组织党组

织书记５００余人次，分别带领区历年“红
帆港”党群服务站示范点党组织负责人、

“两新”组织党群阵地示范窗口党组织

负责人前往松江区 Ｇ６０科创走廊、北外
滩白玉兰广场等地，现场学习宝山及其

他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做法；带领区

第三批“红帆港”党群服务站示范点党

组织负责人、第四批“两新”组织党群阵

地示范窗口党组织负责人前往上海市移

动互联网产业基地等宝山区“两新”组

织党群示范阵地开展现场教学，并围绕

创建工作背景、“红帆港”党建品牌打

造、创建工作规范标准等方面开展集中

培训；针对“两新”组织党建主管部门负

责同志、专职党群工作者、“两新”组织

党组织书记，邀请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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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专题讲座，区委组织部围绕“两新”

组织党支部建设规范化建设、发展党员

工作实务等方面进行专题业务培训；面

向“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邀请黄浦区

委党校教授作主题教育专题讲座，区纪

委作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讲座。联合区工

商联举办第二期宝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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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人赴延安干部培训学院进行培
训。选派２名企业家参加２０１９年度“激
发企业创新活力”主题活动；选派１名高
新技术人才参加２０１９年上海市高知识
群体入党积极分子示范培训班；选派 ３
名民营企业党员出资人、２名“两新”组
织党组织负责人和２名“两新”组织党务
工作者，分３批赴福建古田参加市委组
织部组织的２０１９年“两新”组织党建工
作培训示范班。

【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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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年度经费申

报发放和上年度党费返还工作。２０１９
年，区镇两级财政、区管党费全年投入经

费近８２０万元，用于保障“两新”组织党
建各项工作开展。其中区镇两级财政向

全区在册“两新”组织党组织、党员和党

组织书记（非财政发放工资）发放基本

项目经费达５００万元，全额返还２０１８年
度“两新”组织党组织上缴党费近２７０万
元，并对下半年通过验收的宝山区第三

批“红帆港”党群服务站示范点和第四

批“两新”组织党群阵地示范窗口创建

单位给予每家 ２万元创建经费。依托
“宝山党建”“社区通”“宝山微社区”

“园区通”等新媒体平台和《红帆港》专

刊，加强“两新”组织工作宣传，及时发

布党建工作优秀案例和做法。年内编辑

出版《红帆港》内刊第７６、７７、７８、７９期，
发放至本市相关单位及全区各级“两

新”组织党组织。１０月３１日，《解放日
报》刊登《两新天地》宝山专版，专题介

绍宣传宝山区“两新”组织党建特色工

作做法。 （于炉忠）

宣传思想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紧紧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工作
主线，压紧压实意识形态责任，做大做强

理论舆论，厚植厚培文明文化，统筹兼顾

网上网下，为宝山奋力迈向“国际邮轮之

城、智能智造之城”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引

领、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１）意识形态。区委宣传部制订各街
镇、园区、航运及各委办局２０１９年度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指

标，与区纪委监委、区委组织部联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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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

专项检查。起草研拟《宝山区意识形态

领域重大风险排查分析情况报告》。制

定下发《宝山区各级党委（党组）网络意

识形态责任制实施细则》，建立网络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体系。做实网信管理部

门。开展抽查并对存在安全漏洞的重点

互联网企业责令整改。开展 ２０１９年区
网络安全宣传月活动，制订《关于做好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网络安
全保障工作的通知》及相关实施方案，开

展２０１９年区网络安全执法检查工作。
研究协同制定《宝山区重大决策网络舆

情风险评估实施细则（试行）》。全年共

制作《涉区舆情专报》２４０期，向３７家单
位下发 ３２０余张舆情告知单。成功组
织、协助处置突发事件和负面舆情１０多
起。（２）理论学习。制订下发２０１９年度
区、处两级中心组学习方案，组织落实两

级中心组学习，征订发放理论学习书籍

共１０万余册。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共开展区委中心组学习

３１次，其中同步进行网络视频直播 ７
次。在全区上下推广“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近４６万余名党员加入学习平台
开展学习。宝山区成为全市第一家打通

供稿链路的区级单位，全年平台共采录

宝山区稿件３７０余条，其中被全国平台
采录４０余条。加强基层群众性宣讲队
伍建设，先后组织１８０余名宣讲员，深入
各街镇、居（村）委会、基层单位，开展

“百姓微宣讲”“学用新思想，奋斗新时

代”等主题宣讲活动９１０余场，累计听众
达９８万人。罗店镇“罗店新声”宣讲团
被评为上海市“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

体”，友谊路街道群众性理论宣讲员顾维

安被评为上海市“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

人”。（３）社会宣传。牵头制订并推进
落实《宝山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周年、上海解放 ７０周年系列主题宣
传活动方案》，举办“致敬英烈———宝山

区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年纪念活动”“我
和我的祖国”全城快闪等活动。会同区

档案局（馆）、史志办等部门举办“壮丽

７０年·奋斗新时代———宝山区庆祝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主题展”，线下、线上展
厅累计接待观众近１５万人次。（４）新闻
宣传。全年共落实常规报道任务、突发

报道任务５００余项，在区内各媒体刊发、
播出的新闻报道５７００余篇（条）。协调
市级以上媒体采访报道宝山区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等重点工

作以及２０１９亚太邮轮大会等重大活动。
配合中央网信办组织的联合报道组及人

民网做好“看长江之变”和“长江龙·舞

起来”等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得到中央网

信办和市委网信办高度评价。全年在市

以上新闻媒体组织刊播报道３０００余篇
（条、幅）。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建成区融

媒体中心。９月１８日完成区融媒体中心
挂牌仪式，同步推出“新闻＋政务＋服务
＋互动”的融媒体客户端产品“宝山汇”
ＡＰＰ，完成多场本区重大活动的现场图
文、视频直播任务。（５）文明创建。制
订２０１９年创全工作要点，开展３０项专
项行动与“五清十美”系列专项整治行

动及美丽示范点创建活动。开展“创全

路上有你同行———迎新春送‘福’进万

家”活动。征集并发布以“文润滨江　
花开宝山”为主题的创全公益广告统一

视觉系统。通过推进劳动竞赛、诚信主

题活动等方式，组织业务培训，完善２０１９
年创全考核和督查制度。强化责任落

实，建立健全“点位长”制度。在２０１９年
第一阶段上海市文明进步指数测评中位

列一般城区第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专项测评成绩优秀。成功申报上海大

学溯园、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为市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宝山区推荐的６
部微电影作品在“精彩对话新时代”第

五届上海市民微电影大赛上分获金、银、

专题奖及优秀影片奖，微电影《三生石

畔》获得第三届全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主题微电影５分钟优秀作品三等奖。
以“诵读中华经典　传承华夏文明”为
主题开展３场经典诵读展演活动。举办
“致敬追梦人———２０１８感动宝山人物颁
奖典礼”，网络同步视频直播点击量超

２０万人次。启动“宝山区道德典型事迹
展示———２０１８感动宝山人物事迹巡
展”，同步开通线上展厅。命名首批 １０
个区级道德模范工作室。制作拍摄《文

明宝山　与你同行》微视频。高境镇李
蔚获评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２０１９感
动上海人物提名奖”。吴淞实验学校杜

鑫磊、公安分局吴泽平获得２０１８年度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提名。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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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区融媒体中心成立大会举办 区委宣传部／提供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６日，宝山区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主题展开幕 区委宣传部／提供

宝山顾村公园管理有限公司获２０１８年
度上海企业创新文化优秀品牌。组织开

展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文明镇、文明
社区推荐考评工作，起草《宝山区文明镇

文明社区推荐评选实施办法》。会同区

妇联开展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市文明家庭
评选工作及“海上最美家庭”推荐工作。

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五进”宣讲活动。

制订《宝山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建设专

项提升行动》及《宝山区“最美学雷锋志

愿服务站”创建评选活动方案》，完成第

二轮１１４个学雷锋志愿服务站达标验收
工作，遴选出２０家最美学雷锋志愿服务
站。组织“垃圾分类生活新时尚，志愿服

务生活新方式”等志愿服务活动。以“认

识阅读，终身学习”为主题完成５期志愿
服务大课堂培训。大场镇“葑村小讲堂”

获２０１８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１００”最佳志愿服务项目，４个街镇获评
２０１８年市社区志愿服务“双创”示范中
心，５人分获首届进博会优秀志愿者、市
文明交通优秀志愿者及文明交通好市民。

召开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专题工作

会议，承办“小手牵大手　垃圾分类我先
行———上海市青少年垃圾分类‘六小’征

集活动”启动仪式，开展“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开展

宝山区“新时代好少年（美德少年）”评

选，评出“十佳百优”美德少年 １４７名。
开展“垃圾分类”雏鹰争章活动，２万余名
少先队员累计参与活动达１５万余次。

【做好“上海樱花节”品牌对外宣传推介】

　３月１５日—４月１５日，“２０１９上海樱花
节”在顾村公园举行，共计接待中外游客

１６５５万余人次。借助国内外媒体关注
上海樱花节的契机，区委宣传部加大宣

传，由点及面将媒体焦点和受众目光吸引

到区域文体商旅特色品牌上来。据统计，

截至樱花节闭幕，国内外主流媒体聚焦上

述活动共刊发相关报道２００余篇（条），
网络直播场次１０余场，总计２０余个小
时，累计点击量达４０万次。

【举办宝山区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年系列
纪念活动】　５月２２日，庆祝上海解放
７０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在上海解放纪念
馆举行。粟裕将军之子、北京军区原副

司令员粟戎生中将，解放上海战役亲历

者上海警备区原副司令员相守荣少将，

老将军代表总政治部原副主任童世平上

将，海军原副政委徐建中中将，上海市新

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刘苏闽少将，区领

导汪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赵懿等出

席活动，深切缅怀为上海的解放和建设

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英雄们。

【举办“中秋韵·家国情·少年美”专场

活动】　９月 １２日，区文明办、区教育
局、高境镇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

·国庆”专场活动。市文明办副主任蔡

伟民、副区长陈筱洁出席，区部分委办

局、街镇、园区领导以及中小学生、道德

典型代表、市民群众五百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以“中秋韵·家国情·少年美”为

主题，分为“吟月颂秋（家）”“情满中华

（国）”“风华少年（少年）”３个篇章。通
过经典诗词诵读、文艺展演以及“新时代

好少年”表彰等形式，唱响“我们的节

日”，弘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展现新时

代好少年的精神风貌。

【区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　９月１８日，
宝山区融媒体中心成立大会在中心一楼

演播大厅举行。区委书记汪泓为宝山区

融媒体中心揭牌，首个融媒产品“宝山

汇”ＡＰＰ上线推广。区委副书记周志军
主持仪式。区融媒体中心紧紧围绕

“融”和“统”的要求，完全整合原宝山报

社、宝山区广播电视台、宝山政府门户网

站，转型成为一个集 Ａｐｐ、微信、微博、网
站、报纸、电视和电台等多个媒介平台为

一体的区域新型主流媒体。

【举办宝山区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
主题展】　９月 ２６日，“壮丽 ７０年·
奋斗新时代”———宝山区庆祝新中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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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宝山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基地名称 地址 电话 开放时间 级别

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馆 上大路５５号 ８１８０８２５７ 开放时间：工作日８∶００至１２∶００，１４∶００至１８∶００
免费参观（限团体预约参观）

全国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友谊路１号 ６６７８６３７７ 每周二至周日９∶００—１６∶００ 市级

陈化成纪念馆 友谊路１号 ６６７８６３７７ 每周二至周日９∶００—１６∶３０ 市级

宝钢股份宝山基地 富锦路８８５号 ５６１０９６６７ 周一至周五开放 市级

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 武威东路７６号 ６６３９７７６８ 周一闭馆，节假日照常开放　８∶３０—１６∶００ 市级

上海解放纪念馆 宝杨路５９９号 ３６１９９９８１ 每周二至周日９∶００—１６∶３０

宝山烈士陵园 宝杨路５９９号 ５６１０８２７７ ８∶３０—１６∶００
市级

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
塘后路２０６号吴淞炮台湾国家
湿地公园内（近国际邮轮码头）

３１２７５９９９ 每周二至周日９∶００—１６∶００　１５∶００停止入馆 市级

溯园：上海大学１９２２—１９２７ 上大路９９号 ６６１３３４６５ 周一至周日８∶３０—１６∶３０ 市级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沪太路４７８８号 ５６０４２００７ 每周二至周日　９∶００—１６∶００ 市级

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纪念碑 龙镇路６号 ３６３０３３７１ 全年５∶００—２１∶００ 区级

罗店红十字纪念碑 罗店镇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 ６６８６７５９７ ８∶００—１６∶００ 区级

陈伯吹公墓 罗店镇苗圃路３５０号 ５６８６１４８４ ８：∶００—１６∶００ 区级

徐克强烈士塑像（淞南公园） 淞良路３００号 ５６４９０７０２ 全天开放　夜公园１８∶００—２１∶００关闭 区级

吴淞开埠广场 同泰路淞兴路口 ５６８４４２４７ 全天开放 区级

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碑 罗泾镇涵养林水杉大道附近 ５６８７１２５４ 全天，免票 区级

藻北小学复名缘记碑 共富路７５号 ３３７０２９０８ 工作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００　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区级

一·二八无名英雄纪念碑 爱辉路１９８号 ５６７４８４６４ 周一至周五８∶００—１６∶００ 区级

宝山区档案馆 淞宝路１０４号 ５６４５３２７３ 工作日早９∶００至下午４∶３０　经电话预约后免
费开放

区级

宝山地震科普馆 松兰路８２６号 ３３８５０１０５ 每周二至周六　上午９∶００—１１∶００，下午１∶００—
４∶００　（国定假日另行通知） 区级

（周　俊）

立７０周年主题展正式开幕，全区干部
群众积极参观学习，共同回顾宝山 ７０
年来的辉煌成就。展览持续 １７天，共
计接待全区 １００余家单位、近 ２万名
观众。

【承办市民修身嘉年华主题活动】　１２
月４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中
共宝山区委宣传部主办，区文明办、区

商务委、东方网、宝山万达承办的“辉煌

七十年　文明新风尚”上海市市民修身
嘉年华主题活动在宝山万达广场举行。

活动设置“百万市民绣国旗”“垃圾分

类新时尚”“时空万花筒”“梦想演播

室”“奇迹的颜色”“一粒米的浪漫之

旅”“７２０°阅读城市”“下一站，文明”等
８个展区，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其中。

（周　俊）

统一战线

【概况】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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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助区委形成《２０１９年中共宝山区委与民
主党派党际协商（会议）方案》。与区政

协联合举办４次党外人士区情通报会，
通报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乡村振兴工作、

推进新一轮机构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制

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情况，并听取党外

人士意见建议。协调好民革市委对宝山

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进行民主监督

的相关工作。总结２０１８年民主党派区
委（总支）关于城市管理精细化的专项

监督工作，形成材料汇编。做好区政协

委员届中调整相关工作。（２）民族宗教
事务管理。对统战干部、民族宗教团体

成员、村居委干部代表等２６０余人开展
民族宗教法制专题培训。通过重点讲

座、知识竞赛等形式，做好《上海市宗教

事务条例》的宣传和执行。完成１６０家
清真食品网点专项监督检查及清真义务

监督员换届工作。落实全区４００余名困
难少数民族群众学生走访慰问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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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名信众赴佘山朝圣。取缔５处
非正常宗教活动点，劝散参与非法宗教

活动信众３００余人。在宗教界开展“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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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责任”（对教义教规进行时代化特征

阐释责任和正确引导信教群众责任）教

育引导，支持民族宗教团体开展形式多

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本区民族宗

教界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培训工作。

完成２３个宗教场所的年度监督检查、安
全专项检查和财务审计。（３）非公经济
工作。赴延安举办“两新”组织经营管

理者培训班。开展宝山企业家培训班

（首期）学习，组织青年企业家参观游

学。发动３５家企业向结对贫困村捐款
１０５万元，组织与云南会泽、维西的结对
企业开展扶贫项目考察。落实援滇、援

疆任务清单，工商联光彩事业专项基金

捐物２５万余元。继续推进相宜本草与
维西兰草药业合作的“中草药种植养护

公益行动”。组织民营企业运行情况调

研问卷、上规模民营企业调查，开展区产

业结构与重点行业等专题调研。做好最

新财税、区“双百计划”等政策宣传和培

训工作。举办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专场对接会。联合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举办民营企业专场招聘会、

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１９０余家企业提
供９２００多个岗位。持续推进和谐劳动
关系创建活动，共５８家执常委企业被评
为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
企业。进一步健全与区检察院、区法院

等部门的沟通机制，共同举办法治宣传

培训座谈会。开展民营企业法制体检专

项活动，推进法律进非公有制企业、进工

商联所属商会、进工商联机关。拟定《宝

山区关于促进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和发

展的实施方案》并经区委办、区府办印

发，全面推进所属商会改革与发展。完

成全区９家镇商会、３家街道商会、２家
园区商会社团登记。帮助所属商会建立

完善政企沟通、交流联系、法律服务、教

育培训、咨询服务等服务平台。（４）台
侨工作。接待桃园市议长、桃园市议会

参访团来访。协助完成 ２０１９ＣＢＡ夏季
联赛暨海峡两岸长三角职业篮球俱乐部

挑战赛。接待“亲情中华”台湾青年学

生访问团８０人。完成台中、彰化高中生
与曹燕华乒乓学校乒乓球交流活动。完

成区总工会、区红十字会、区文化和旅游

局、区教育局等９批组团赴台工作。完
成区台资企业、侨资企业调研。举办市

台协宝山区工委会迎新联谊会。协调落

实参评区三八红旗手工作，吴以珍女士

获宝山区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是本区

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台胞。李德治获上

海市五四青年奖章，是本市第一位获此

殊荣的青年台胞。接待市台联会和辽宁

省葫芦岛市、江苏省太仓市台联会来宝

山调研交流对台工作。做好区推荐出席

上海市台湾同胞第十次代表会议代表候

选人政审工作。协调处理立塑钢信访案

并结案。牵头推进紫荆谷港澳台青年创

业项目落地。围绕“依法护侨助侨、凝聚

侨心侨力”主题，因地、因时制宜开展现

场宣讲、自行车队环游宣传、政策法规咨

询等侨法宣传活动，全区共举办政策讲

座、报告会１８４场次，发放宣传资料９２１２
份，受众６０２５８人。配合做好“沪港同心
·青年考察交流计划”，接待首期澳中国

际青少年亨达新兴企业研学团来区交

流。接待肯尼亚上海商会会长一行来宝

山交流考察。开展“侨界至爱”品牌服

务，举办第十六届“老归侨回家过年”系

列活动。牵头组织“幸福宝山，健康相

伴”———海归医务专家大型义诊活动。

（５）社院工作。完成 １９个班次培训任
务，培训人数１３１０人次。开展中华文化
教育传承工作，成功举办第二期中华文

化———太极文化体验班。组织统战理论

研究会书画专业小组开展书画写生活

动，并举办写生成果展。召开第二届统

战理论研究会换届大会，选举产生研究

会新一届理事会。（６）统战宣传。举办
“携手新时代　聚力再出发”２０１９年宝
山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新联欢会。举

办“文心灿烂———中国近现代学人手迹

展”。举办第二届宝山区统战成员运动

会。支持 “宝 山 宝”成 员 举 办 “惑

否”———邵志翔书画艺术展。举办“致

敬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
陶瓷艺术原创作品巡展”。以“感悟统

战情　携手筑未来”为主题，举办统战征
文活动。召开 ２０１９年统战信息宣传调
研工作会议。定期出版《宝山统战》双

月刊。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建

设】　区委统战部坚持“挂实职、行实
权、干实事、出实效”的工作理念和“一

条线分管，一把手带教，一线法工作”

（“一条线”分管：党委对挂职工作负总

责；“一把手”带教：接收单位行政主要

领导进行带教指导；“一线法”工作：挂

职干部深入基层一线，直面矛盾和困难）

机制，完成第十批党外挂职干部考核鉴

定和总结工作。协助市委统战部召开

２０１９年上海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工
作会议。组织召开第十一批党外挂职干

部见面会、入区培训会。开展“看宝山、

建良言”活动，组织党外挂职干部参观智

慧湾科创园、宝山寺和罗泾美丽新农村

等。举办“走进邮轮”“走进商飞”学习

交流活动。

【“海上新力量·宝山宝”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工作品牌建设】　区委统战部牵头
举办“宝山宝·慈善义拍义卖”活动策

划布置会，鼓励自由职业艺术家积极创

作艺术作品、奉献爱心，体现“人杰、墨

珍、心善”的工作主题。举办“大爱至

简———海上新力量·宝山宝慈善义拍义

卖”活动，筹得４７万余元善款，善款全部
注入区慈善基金会“思源报恩”新阶层

专项资金。举办“木文化”主题沙龙，为

张庙学子写春联、送祝福等活动，扩大

“海上新力量·宝山宝”品牌影响力。

【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区委统战
部打造３０版知音论坛，以“社会治理创
新之路”为主题，推动区知联会工作区域

化起步。在党外知识分子中开展“助力

精准脱贫攻坚，你我奉献一份爱心”募捐

活动，并积极组织医生、教师会员赴云南

曲靖开展义诊咨询、师资培训等社会服

务活动，助力宝山对口支援地区扶贫

工作。

【区中华职业教育社】　区委统战部开
展“走进文物保护中心，看大国工匠修文

物”“９０后的回忆”亲子美术等特色活
动。协助区中华职教社完成换届工作。

组织社员单位参加第七届“中华杯”教

师职业技能竞赛项目。举办茶道及太极

拳短期培训班，提升区职教社社员的人

文素养。

【举办“致敬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

立７０周年陶瓷艺术原创作品巡展”】　
９月２５日，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牵头
举办“致敬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陶瓷艺术原创作品巡展”，在密
山路５号一楼大厅举行开幕式。此次展
览作品共８７件（套），精选２５位国家级
大师（其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１３位、中
国陶瓷艺术大师１２位）及众多杰出中青
年近期创作的陶瓷艺术作品。区委书记

汪泓，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党委原巡视

员张锡平，泛长三角城市工艺美术产业

战略联盟主席陈跃华，中国陶瓷工业协

会名誉理事长、景德镇陶瓷大学名誉校

长秦锡麟，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伟

民，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懿等出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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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仪式。

【举办“感悟统战情 携手筑未来”主题征

文活动】　７月，区委统战部举办“感悟
统战情　携手筑未来”主题征文活动，共
收到来稿 １４０余篇。从来稿中挑选 ７５
篇优秀作品编辑出版《感悟统战情 携

手筑未来》征文集。

【举办第二届宝山区统战成员运动会】

　７月３日，区委统战部联合区体育局
举办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第四届运动会暨“同
心同向、活力统战”第二届区统战成员运

动会，共设兵乓球、羽毛球、拔河等８个
比赛项目，参与统战成员及统战干部近

５００人。 （王　豪）

【区社会主义学院】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社
会主义学院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

例》精神，坚持“社院姓社”办学方向，发

挥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基

地、方针政策宣传基地作用，强化政治共

识和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学院建设科学

化水平，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表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班

学习班名称 日期 培训人数

学习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培训班 ３．１３ ６０

２０１９宝山民族工作专题研讨班 ３．２４ ３０

宝山区宗教场所负责人培训班 ４．２２ ３０

２０１９年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培训班 ４．２６ ４０

区统战信息宣传员培训班 ５．１５ １４０

农工区委骨干培训班 ５．１５ ３０

民盟区委骨干培训班 ５．２２ ３０

九三区委骨干培训班 ５．２９ ３０

《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培训班 ６．３ １５０

民革区委骨干培训班 ６．１８ ４０

民建社会服务工作培训班 ５．２１ ２０

民盟退休总支学习报告会 ６．１９ ３０

民进区委２０１９年度暑期骨干培训班 ７．２ ４０

“我和我的祖国”区民族宗教界人士滨江论坛 ９．２４ ２００

致公党总支骨干党员培训班 ９．２７ ４０

中华文化太极文化体验班第二期 １０．９ ２０

九三区委新社员主题培训学习班 １１．１５ ３０

区“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专题报告会暨演讲会 １１．１５ ２８０

区宗教场所审计情况通报会暨财务规范化培训班 １１．２９ ７０

合计 １３１０

（桂　琳）

教育培训。完成区各民主党派培训

班、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会员培训班、

区统战信息宣传员培训班、区民宗工作

专题培训班、中华文化第二期太极文化

体验班等共１９期，培训学员１３１０人次。
理论研究。与宝山区工商联、上海

钢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联合开展“关于

如何促进宝山区科创企业进一步发展研

究”重点课题研究。推动区统一战线智

库中心建设，围绕经济转型、社会建设、

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课题调研，形成决

策建议近８０篇，其中１０余篇成果被市
委统战部采用。召开第二届统战理论研

究会换届大会，完成统战理论研究会换

届工作。

政策宣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向参加区社院培训

的统战人士发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学习资料。设

计制作《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宣传

手册，面向基层社院和党外人士深入开

展“条例”精神宣传。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开展集中学习２０余次，撰写学习体
会１０余篇。查找出６个方面问题，制定
和落实整改措施１５条。班子成员分别
对照要求检视自身存在问题，共查找并

整改问题１６项。

队伍建设。落实区委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风险清单制，班子成员共梳理风险

清单９项，提出防范措施２１条，修订、完
善各项制度４０余项。

强化政治共识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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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接高端课程资源，４月２６日，在全国“两
会”结束后举办的区知联会培训班中，邀

请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

帆教授作《从两会看党外人士的使命担

当》专题报告。结合民主党派开展“不

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

开展党派骨干成员培训，１１月 １５日邀
请市政协副主席、市社院院长周汉民作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上海自贸

区新片区战略当成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重要举措》专题报告。

宝山民族工作专题研讨班赴北京举

办。３月２４日—３０日，区社院与区民宗
办赴北京中央民族干部学院举办 ２０１９
年宝山区民族工作专题研讨班。区部分

委办局分管领导、街镇（园区）统战委

员、社工、区民族联班子成员及街镇民族

联分会长等约４０人参加培训。
完成统战理论研究会换届工作。７

月２５日，宝山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召
开第二届会员大会。宝山区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沈伟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

选举产生１３名理事组成的第二届理事
会及３名监事组成的第二届监事会，审
议通过《宝山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第

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宝山区统一战

线理论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财务收支审

计情况报告》《宝山区统一战线理论研

究会章程（修订案）》等。

开展中华文化教育。５月 ２２日开
始，区社院联合各民主党派区委、１４家
社院基层分院，历时３个月，于每周三下
午举办第二期中华文化———太极文化体

验班，统战人士约２０余人参加培训。
（桂　琳）

人民武装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人武部坚持以习主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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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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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１日，台风过后武警官兵帮居民清扫 区人武部／提供

强基固本、持续正风肃纪上用劲发力，完

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宝山区被上海市

政府、上海警备区评为征兵工作先进单

位。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突出学好习近

平强军思想，紧贴主责主业深入学，把握

国防动员根本职能向“应急应战、协调军

地、面向三军”回归的重要导向，区分４
个季度、４个专题抓好党委机关理论学
习，统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

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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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民兵参与社区平安建设和为

民服务活动。加强军事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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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区级拉动集

结、组织训练数千人次，组织民兵实弹射

击数十次。探索调整基地组训功能，加

大骨干训练、尖子训练、教学法训练力

度。结合行政例会落实专武干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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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完
成进博会情报信息侦搜和集中备勤任

务，同时开展教学法训练。推动基层履

行组训职责，罗泾镇、大场镇、庙行镇、张

庙街道自行安排应急队伍、民兵连长集

训；指导杨行镇会同江杨农产品市场有

限公司开展在岗训练，完成应急条件下

饮食安全保障供给演练。参加军地联演

联训，联系区红十字会到部开展医疗救

护专业培训；４月底、５月初，组织工程机
械连人装结合参加联合演练。加强国防

动员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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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

民兵非战争军事行动总体方案，宝山区

民兵参加抗震救灾应急方案、宝山区民

兵参加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救援应急方

案、宝山区民兵参加防汛防台应急方案、

宝山区民兵协助地方维护社会稳定行动

方案、宝山区民兵参与处置恐怖袭击事

件应急方案、宝山区民兵参加核化生等

安全生产事故灾难救援应急方案、宝山

区民兵参加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方案）方

案及相关配套计划。调整区国动委领导

成员，健全组织指挥机构，迎接三年一个

回合工作考评。研究部署国防动员潜力

调查工作，组织“八办”联络员和动员单

位业务培训，健全需求提报、潜力精确化

和资源共享机制，建立完备、保鲜、实用

的潜力数据库。围绕“五率”（报名率、

上站率、合格率、择优率、退兵率）继续保

持前列的目标，增强驻区５所高校征兵
力度。推进国防教育。年内，全区中小

学生近１０万人次参加国防教育，覆盖率
达１００％。结合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大
力宣扬和学习革命英雄、抗战老兵和参

战支前民兵先进事迹。会同宣传部、民

政局等部门开展“滨江双拥———２０１９年
度宝山区双拥国防知识竞赛”，全区４７
万多人参加比赛；组织７９个社区３７万
余居民的防空疏散演练。各级党政机关

组织开展国防教育活动６０多场次，１７００
余人次处以上领导干部参加，２１万名青
少年接受国防教育；举办“迎国庆”国防

双拥知识竞赛活动，全区２２５万人次关
注微信微博，１１万人次参与答题活动。
加强安全管理。制订安全管理工作措

施。保密室实现与区 １１０联动保密监
控、人密办公分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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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武器库人防、物

防、技防措施。开展“百日安全活动”，

实现全年安全稳定无责任事故。加强后

勤建设。认真编报年度财经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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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资产一体化管理”和“公

务卡”结算制度，完成行政消耗性开支压

减指标。投入２０余万元，进行规范化配
套设施建设。加强军民共建。协调区领

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协调驻沪部队领

导和驻区部队领导参加军政座谈会，落

实双拥实事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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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管武装】　宝山区委依据《关于加强
党管武装工作的实施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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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观看《铁纪强军》。

区委主要领导参加组织、部署民兵调整

改革、民兵军事训练、征兵和停偿等大项

任务。各街镇（工业区）定期党委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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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意识、军事素养和武装工作参与度

明显提高。

【民兵整组】　宝山区各单位落实市区
两级民兵调整改革要求，成立主要领导

担纲的民兵调整改革领导小组，纳入年

度工作计划一并研究，结合经常性工作

一并推进，纳入财政预算一并安排，基干

民兵体检政审、“两例两率”（退伍军人

比例、党员比例，专业对口率、人员到位

率）、预建党组织、应急装备保障等重难

点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全区共编组基干

民兵数千人，并设置预编连队党支部，调

整组建机动作战支援保障排，严格落实

应急队伍、专业队伍和特殊队伍规划任

务，为战时重要目标防护提供力量支撑。

拓展专业救援和技术保障型力量，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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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系统、高新园区拓展编兵，依托微盟集

团编组网络力量，依托市无线电协会编

组通信分队，依托中交通信大数据有限

公司建立大数据班，依托华能电力检修

公司编组特种电力抢修排等特色专业队

伍，医疗、海上、工程、气象、物流、油料等

分队完全实现专业对口。同时将应急装

备保障纳入区政府应急保障体系，与区

水务局、上海海防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宝

山区防汛应急保障单位）签订 １４类
１１１２件（套）防汛抗洪装备预征预储保
障协议，投入近１０万元经费配齐应急连
装备。

【征兵工作】　２０１９年，全区网上报名参
军共１８７１人（男１７２５人、女１４６人），经
体格初检、走访调查、政治审核等层层把

关，共体检、政审基本合格３００余人。征
兵工作开展顺利，１８周岁男性公民登记
率 １００％，大学生预征对象上站率
１００％，直招士官完成率１００％，网上咨询
举报回复率 １００％，任务完成率 １００％，
大学生率 ９６％，大学毕业生率 ２６６％，
兵员结构更加优化，完成新兵征集任务。

宣传发动。运用各种载体开展征兵宣传

工作，做到街镇有海报、村村有横幅，户

户有传单，确保征兵宣传不漏一处、不落

一人。５月中旬，围绕“保数量、抓质量、
限时间、争先进”目标在上海大学组织征

兵宣传进校园暨“点亮青春、逐梦军营”

大学生校园迷彩跑活动。兵役登记。３
月中旬，全区１２个街镇、５所高校的１８
周岁男性公民兵役登记率达到 １００％。
兵役执法检查。采取“基层自查、区普

查、市组织抽查”方式，对全区落实兵役

法律法规和征兵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调研。区兵役执法检查组依法对全区各

镇（街道）、高等院校、以及大中型企业

（在职工数３００人以上）用人单位贯彻落
实兵役法规情况进行实地检查。会同区

教育局、市场监督管理局，逐家走访全区

１９所高级中学以及２５所重点企业。体
检政考。加强对体检工作人员业务培

训，突出对传染病、慢性病、精神病的检

查和心理检测。依据应征青年政治、身

体、文化、专业等条件，综合衡量，按优排

序，切实把文化程度高、身体素质好、有

专业特长的优秀青年征入部队。优抚政

策。区委、区政府先后出台及调整相关

入伍优抚政策，为重点征集任务完成提

供保障。依靠被装发放系统，利用役前

训练时机，把每种型号的服装给每名新

兵一一试穿，做到最合适、最贴身。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１日，宝山区开展第十九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宣传活动 区人武部／提供

【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９月２１日，区
国教办紧贴“赞颂辉煌成就，军民同心筑

梦”主题，将全民国防教育日系列宣传教

育活动与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活动
有机融合，发挥宝山红色资源丰富的优

势，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１２
个街镇集中开展“三个一”（上一堂国防

教育课、组织一次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开

展一次防空疏散演练）活动，通过国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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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队等渲染气

氛。区委、区政府分管国防教育的领导

和区人武部领导到相关教育点检查指

导，参与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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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纪律的要求，不折不扣全面落

实停偿工作，主动加强与融通公司联系

对接，协调推进“零点广场”等涉及民生

项目接续问题，２２个“委托管理”项目和
３个“资产置换”项目按计划完成现场核
查、入库、移交等工作。

【拥军优属】　区人武部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协调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支援驻

区部队建设，促进军地融合发展。春节、

“八一”建军节期间，区四套班子领导共

走访慰问部队数十家次，赠送慰问金

（品）２９２万余元。第二届进博会期间，
区领导赴青浦、浦东等区，走访慰问执行

世博安保任务的驻区部队和外来驻宝山

部队官兵，赠送慰问品３４万元。各街镇

对辖区内部队和共建部队普遍走访慰

问，投入资金１２万余元，为多支部队进
行有线电视光缆改造。国庆期间，区委

书记汪泓、区长范少军走访慰问参阅民

兵家属，共同收看阅兵仪式。宝山区第

２３届军嫂就业专场招聘会，共安排７８名
军嫂就业，并采取补助等优惠政策鼓励

军嫂市场就业，帮助 ５６名军嫂实现就
业。区教育部门按照就近便利、特事特

办的原则，给予１６３名军人子女入学转
学优待，为１２名现役军人子女办理中考
降分录取手续。 （刘　帅）

驻　军

【概况】　区域内驻有陆海空三军、战略
支援、武警部队，有多处军事设施。驻区

部队深入贯彻落实军队改革方针和军民

融合发展要求，紧紧围绕听党指挥、能打

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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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政爱民】　驻区部队官兵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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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当驻

地有急、难、险、重任务时，驻区部队给予

最大支持和帮助，维护宝山经济社会和

谐发展。支持地方经济建设。驻区部队

与区公安、安全等部门建立健全联防联

控机制，为宝山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２０１９年，驻区部队参加抢险救灾３２次，
抢救遇险群众３６人。武警执勤支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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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区部队派出官兵参加进博会安保、“樱

花节”安保巡逻、武装押运、军警民联防

联治等任务。参与精神文明建设。驻区

部队官兵积极参加宝山文明城区、文明

社区创建工作，参与环境卫生整治、截污

纳管工程改造、志愿者服务等活动，定期

组织官兵开展为民便民服务活动，受益

群众６千余人次。驻区部队先后军训学
生９６万余人次；协助地方开展国防教
育和军营一日活动，累计接待群众 １９
万余人次；开展“扶贫帮困献爱心”活

动。驻区部队官兵与１２６名困难学生长
期结对助学，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与３６个敬老院和３７２名社区困难老人
长期结对，经常派出官兵到敬老院开展

精神慰藉、为老服务活动。区人武部等

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在赣南、大别山、滇

西等贫困地区先后投入１１４７万元扶贫
帮困，改善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条件。

（刘　帅）

机关党建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级机关党工委系统
党组织设置和党员数变动情况：因机构

改革，撤销区６１０办机关党支部、区合作
交流办机关党支部、区安监局机关党支

部３家党组织；设立区应急管理局机关
党支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党委、区

信息委机关党支部、区医保局机关党支

部４家党组织；区环保局机关党总支更
名为区生态环境局机关党总支。经区委

决定，区农委、区人社局、区民政局、区文

旅局、区绿化市容局、区规划资源局、区

房管局、区水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经

委、区商务委党委改设党组，设立相应

１１家机关党组织，隶属于机关党工委；
１１月，区委成立区融媒体中心，设立区
融媒体中心党总支，隶属于机关党工委。

至年末，区级机关党工委下属有机关党

委１４个，直属机关党总支１７个，直属机
关党支部２４个；全年共发展预备党员６４
名，党员转正６５名，中共党员总数５１１３
名。原有党组织中，１２个机关党组织进
行换届选举。

【“双在双争”活动】　４月２日，区级机
关党工委下发《宝山区区级机关２０１９年
“双在双争”活动方案》。各基层党组织

通过“对照目标，查找短板；对照标准，作

出承诺；对照任务，补齐短板”，引导机关

党员围绕岗位履职尽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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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亮职责、亮承诺；比技能、比服务、

比业绩；主动接受群众评议、党员互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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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双报到”

“双报告”（党员、党支部到所在社区党

组织报到；党员每年年底向党支部报告

参加志愿服务工作，党支部每年年底向

上级党组织报告参加志愿服务工作）制

度及“我与群众心连心”活动，推进机关

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参与社区建设和

服务，组织党员积极参与创全、垃圾分

类、文明交通等志愿服务。７月８日—８
月２日，围绕在单位争当先进、在社区争
做表率等内容，先后在区政府一楼大厅

及区党建服务中心开展区级机关“双在

双争”成果集中展示活动，宣传区级机关

各党组织“初心建功行动”“初心为民行

动”经验做法。

【机关党组织建设】　５月２１日，区级机
关党工委组织区级机关党建信息员（电

教干部）培训，加大对“红帆港”基层党

建品牌的宣传力度，推动区级机关党组

织党建宣传信息和电教工作高质量发

展。６月２７日，召开机关党委（总支）、
直属机关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座谈会，交

流规范化建设经验做法。９月９—１１日，
举办一期区级机关基层党支部书记轮训

班，围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基本

知识和党规党纪以及日常党务工作基本

要求等内容开展培训。１０月２２—２３日，
举办一期机关党组织书记、副书记参加

的学习研讨班，研讨推进机关党建工作

的措施。１１月１１日，下发《２０１９年区级
机关党建工作检查评估办法》，区级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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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期间，针对２３家机关基层
党组织６类设置不规范的问题制定整改
方案并督促整改。

【党员教育培训】　区级机关党工委始
终把学习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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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促指导各机关党组织认真制定年度学习

计划，落实每月“主题党日”活动，结合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扎

实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动员组织区

级机关５３家党组织３７００余名党员参与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推广和使用。７

月１２日，举办“初心·使命”致敬红色岁
月文艺汇演，以机关党员干部原创文艺

作品为主，用艺术的手段讴歌党在９８年
漫漫征途中取得的伟大成就。９月—１１
月，利用七个半天，举办以“增强党员意

识，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的第九期青年

党员党性修养轮训班。

【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区级机关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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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宝山机关党建网”设立并开通区级机

关举报信箱，２４小时线上受理广大党
员、群众对区级机关各级基层党组织、党

员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

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党的纪

律行为的检举控告；对区级机关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批评建议，以及

区级机关党员对党纪处分或者纪律检查

机关所作的其他处理不服提出的申诉。

【机关“凝聚力工程”建设】　区级机关
各党组织发挥党内关怀帮扶，对因公牺

牲党员家庭、因病致贫和部分生活困难

的党员，开展“党心暖我心”定期长期慰

问帮扶行动。６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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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关怀帮扶和

心理疏导工作。元旦春节、七一和新中

国成立７０周年之际，区级机关各党组织
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７７９人次、建
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４９人，走访结对
基层党组织７１个，送达慰问金共计８８５
万元，其中现金慰问花费７１５万元，购
买慰问品花费１７万元。

【机关群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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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０人办理投保，金额９２８００元；
开展“职工互助一日捐”活动，参与人数

达２３８４人，区级机关工会系统共上缴区
总工会“一日捐”金额 ２５２６３０元；做好
“工会会员服务卡”办理发放工作，新办

工会会员卡８２张，集中参保２５４１人次；
做好困难职工的帮困工作，为１６名因病
或家庭困难干部职工发放节日慰问金

１２８００元。启动第二轮干部职工疗休养
行动，分３批组织５２人次疗休养；集中
为工会经费代管的机关大院全体工会会

员购买生日蛋糕券，发放春节年货，发放

电影券１１７０张，金额４０９５０元。区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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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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 ４日，成立宝山区
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区级机关志愿服务小

队，协助区职能部门做好生活垃圾分类。

３月１２日，联合宝钢股份团委开展义务
植树、绿色跑活动，在推动区域化团建、

搭建相互学习交流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

树立机关团员青年绿色环保、低碳、文

明、健康、活力的生活理念；７月１日—１０
日、１１月２６日—２９日，先后开展“清爽
八点钟”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

２０１９年上海城市文明进步指数测评工
作，争当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和宣传者，以

实际行动助力“创全”（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３月２１日，区级机关妇工委开展
“幸福宝山三月行”活动，组织下属机关

妇工委负责人参观智慧湾科技园。

（刘　杨）

老干部工作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０日，区委书记汪泓走访慰问宝山区异地居住北京的离休干部 区老干部局／提供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８日，局级离退休干部参观亚洲商务航空展 区老干部局／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９年，供给关系在宝山区的
离休干部有１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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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人，年内去
世１人。

【加强和创新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区老干部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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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等多种方式

和途径，拓展运用“上海老干部”ＡＰＰ、

“宝山老干部”微信公众号、支部微信群

等现代科技手段，组织老同志深入学习、

常悟常进，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

践者。建立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例会

制度机制，分别召开片区例会，学习文件

和会议精神，部署、督查党建工作，交流

工作经验，参加市委党校老干部读书班

学习。完善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体系建

设，。区老年（老干部）大学成立离退休

干部功能型党总支（下设８个功能型党
支部），加强对４２７名党员学员的教育和
管理。举办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离退休干部
党支部书记学习培训班。印发《２０１９年

度宝山区党支部工作记录》《宝山区离

退休党员学习活动记录本》，加强离退休

干部党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选择淞

南镇作为试点单位，继续扩大试点工作，

印发《宝山区淞南镇城市社区离退休干

部党建工作试点方案》。在试点工作基

础上，制订《关于全面加强宝山区城市社

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试

行）》（草案）。向市有关部门推荐 ３个
上海市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１１名先进
个人，并向市有关部门推荐全国离退休

干部“双先”“最佳上海离退休干部集

体”和“最美申城老干部”候选对象。

【落实政治待遇】　区老干部局做好“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纪念章
统计发放工作，区委主要领导带头上门

慰问、颁发纪念章。组织离退休干部参

加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离退休干部区情通报
会、“壮丽７０年　奋斗新时代”宝山区庆
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主题展、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演出、宝山
区领导干部会议、区局级离退休干部座

谈会、２０１９年区春节团拜会等重要会
议、活动。春节前夕、“七一”期间，区四

套班子领导汪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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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汪泓主持召开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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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杭州体

检疗休养，对局级离退休干部进行走访、

慰问。为离退休干部订阅报刊、学习

资料。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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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９日，离退休干部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年专题报告会暨老干部大讲堂第七讲举行
区老干部局／提供

【开展“赞成就、助发展、当先进、作表

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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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

就、助发展、当先进、作表率”主题活动

的实施方案》，开展系列活动。“讲政

治，作表率”活动。结合形势任务，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学

思践悟新思想。举行 ２０１９年离退休
干部区情通报会，邀请区委书记汪泓

以“国际邮轮之城，智能智造之城”为

题，向离退休干部介绍宝山区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

情况。组织老同志参加 ８场市老干部
形势报告会，举办 ２场“老干部大讲
堂”，邀请区委党校老师聂苗解读《中

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请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云做题为“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庆祝上海解放七十周年”的学习辅导

报告，邀请高级工程师吴沅做题为“中

国的北斗———国人的骄傲”科普讲座。

开展“传播新思想、共谱新篇章”活

动，以区离退休干部理论学习宣讲组

为主体，组织广大离退休干部宣讲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来的发展成就。年内，区离退休干

部理论学习宣讲组成员（团队）宣讲

６３３场，听众３４万余人次。向“上海
市离退休干部宣讲菜单”推荐魏刚、李

逢春的宣讲题目。“下基层，做公益”

活动。结合深入推进城市社区离退休

干部党建工作，动员引导离退休干部

党员到社区报到亮身份，积极争当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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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引

导党务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深入社

区，助力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新发展，

并向市委老干部局推荐本区离退休干

部社区党建联络员先进典型。“浦江

行，赞成就”活动。统筹利用“三看”

（看改革成果、看经济发展、看社会进

步）资源，组织局级离退休干部参观驻

地部队以及亚洲公务航空展览会。区

离退休干部书画、摄影兴趣小组以及

“政协之友社”有关老同志结合主题，

分别创作近 ４０幅书画、摄影作品，并
积极参加市有关部门开展的“我看新

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新成就———离退休
干部网上摄影展”活动，宣传展示新中

国成立以来上海、宝山在社会主义建

设、改革发展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我与国，共奋进”活动。依托离退休

干部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围

绕“我和我的祖国”“我与共和国同

龄”主题，组织广大老同志积极畅谈和

撰写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不同

领域的亲身经历故事。从老同志撰写

的６０篇征文中遴选 １３篇“我和我的
祖国”征文和 １２篇“我与共和国同
龄”征文，推荐给市委老干部局。“亮

风采，当先进”活动。结合离退休干部

“双先”评选推荐，充分挖掘近年来表

现突出的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手牵手，共筑梦”活动。依托

各级关工委组织，以“腾飞中国，辉煌

７０年”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从石库
门再出发———学习党史国史，传承红

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

动。全年，《中国火炬》微信公众号

“主题教育活动展播”和“今日关工

事”专栏，报道本区关心下一代工作特

别是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近 ４００
次。海滨中学、泗塘二中两支代表队

在市委老干部局“红色定向赛”上分别

获“最佳协作奖”“最具创意奖”。“上

网络，做达人”活动。重点依托老干部

“六合院”网宣小组等，组织离退休干

部开展“畅谈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伟大
成就”网宣主题活动，引导老同志在主

流媒体网站主动发声、点赞，发挥网上

正能量。加强对离退休干部网宣工作

的指导，完善“六合院”网宣小组学习

交流会等工作机制。７个“六合院”小
组成员在“老小孩”网站共发表博文

９０６篇。“庆国庆，展才艺”活动。组
织离退休干部参加“壮丽 ７０年，奋斗
新时代”———宝山区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主题展览开幕活动，
观看“壮阔７０载 筑梦新时代”———宝

山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周
年文艺演出；组织老同志参加上海市

离退休干部学习教育专场（观看大型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和上海市离

退休干部音乐党课（观看音乐会《我和

我的祖国 音乐点亮人生》）；组织区

老年（老干部）大学离退休干部学员参

加市委老干部局举办的第一届“金榆

奖”老年人花样生活才艺大赛。“出成

果，树形象”活动。年内，《上海老干部

工作》杂志、市委老干部局门户网站、

宝山区公务员门户网以及“上海市老

干部网宣达人”“上海市关心下一代工

作”微信公众号共刊登宝山老干部和

老干部工作信息（图片）３８篇（张）。
《上海老年报》以“绽放生命的新绿”

为题，刊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吴

根法先进事迹。《宝山报》先后出版 ５
期“我与国，共奋进———宝山区离退休

干部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上海解
放７０周年”专版，以 ６个整版的篇幅
刊登老同志征文和摄影、书画作品。

【落实生活待遇】　区老干部局推进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实，协调福寿康家庭

服务有限公司，对社区老干部工作者进

行专题培训。做好本市增加离休人员

离休费、抚恤金的补发工作，协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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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及时补发差额。协调相关单位，做

好本市已故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属生活

困难补助标准的调整工作。做好重大

节日上门走访慰问活动，送生日蛋糕、

医院探望、临终关怀等。对接卫健委做

好就医绿色通道和分级诊疗工作，进一

步落实老干部医疗保健四项措施工作

（一是落实就医绿色通道；二是增加一

所定点医院；三是提高离休干部特殊医

疗经费标准；四是关心离休干部机构养

老需求）；根据“双高期”（高龄和高发

病率）老同志体检现状，人性化开展体

检工作，组织老同志身体检查１次。对
接民政做好孤老独居进机构养老工作

和居家养老服务。做好统一收缴高龄

养老经费工作，继续开展“每日呼、解难

事”活动，推进“老伙伴”计划的落实，

为有需求的老同志提供相关服务和精

神慰籍。做好离休干部方便就医相关

工作，提高１７个一门式诊室和５１名社
区保健医生服务水平。 （范敏琪）

区委党校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２日—２７日，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参评剧目京剧《杨靖宇》和《奇女无
容》在区委党校演出 区委党校／提供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４日，区委党校召开２０１９年党建项目化运作发布会 区委党校／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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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主业主

课”，完成全年各项工作。年内获得区

委２０１９年度考核优秀，在区级机关党
工委的年度党建考核中位列第一，获得

２０１８年度区级机关党建宣传信息先进
单位称号。区委书记汪泓带工作组到

校院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调研。副区长陈尧水来校院调

研指导工作。（１）教学培训。全年举办
各类培训班 ２３期，１７４天，１９７３人次。
其中主体班１４期，９６７人次（含处级班
９期，６４７人次）；委托培训班 ５期，２８６
人次；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４期，７２０人
次。校内各类专题讲座２２１讲，校内教
师授课 ６８讲，平均评优率 ９４％。（２）
科研工作。校院教师公开发表各类论

文２７篇，其中核心期刊２篇、Ａ刊扩展
版５篇，Ｃ刊增刊１篇，其他省级以上学

术期刊９篇。新立项系统和横向课题４
项，其中２项市委党校年度课题，２项中
共四大课题；新立项校级课题 １１项。
组织老师参加各类研讨会和征文活动８
次，提交征文和会议交流论文 １７篇。
《关于改进店铺招牌统一改造工作的建

议》获市领导批示。出版发行《开拓》

杂志６期。（３）管理服务。年内，保障
全区４２个部门办班办会及各类活动
１０２０场次，参加总人数达８５４３３人次，
其中重大会议和重要活动保障２３０场，
主业主课党员干部培训３９３场次，保障
用餐２５０６６人次。完成第十二届中国
艺术节部分剧目演出保障任务。８位骨
干老师组成宣讲团队，为全区机关干部

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纲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宣

讲３０余场次，听众达３０００余人。图书
馆采购图书３７８册、音像制品２３套，计
算机图书编目４００余条，发布索引 １１７
次，发布新书通报６次。（４）队伍建设。
在编 ３７人，其中参公 １３人、事业 ２４
人。事业编中，教师１７人，其中副高职
称２人、讲师职称９人、助教职称６人，
全部为硕士以上学历。２４人次教师参
加中央党校、团市委、市委党校等专题

培训，２位教师到区委组织部挂职锻炼。
人员招聘、转正、岗位等级调整、职级套

转及晋升、干部选拔任用等人事工作涉

及１８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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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委党校办班情况

时　间 班　次　名　称 时间 参加人数（人）

３月２７日—２８日 宝山区“２＋Ｘ”专题培训班（文化创新专题） ２天 ８６

４月１日—３日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第一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总第３０期） ３天 ２３８

４月—６月 区第１８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３个月 ４４

４月１３日—２６日 ２０１９年区年轻干部实践锻炼暨青年干部培训班 ２周 ２９

４月１３日—５月２５日 ２０１９年区处级干部领导能力培训班 ８天 ３０

５月１６日—７月６日 区处级干部进修班暨党性修养班 ２０天 ６９

５月２０日—２１日 宝山区“２＋Ｘ”专题培训班（河长制专题） ２天 ６４

６月４日—６日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第二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总第３１期） ３天 ２４６

６月１７日—１９日 宝山区第八期优秀女青年干部培训班 ３天 ６０

７月１日—７月５日 宝山区第十五期马克思主义青年基本理论读书班 ５天 ４５

７月１７日—１９日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第三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总第３２期） ３天 ２０６

７月２９日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题培训班 １天 ９５

９月５日—１１日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新录用公务员入区培训班 ７天 ４４

９月１７日—１８日 宝山区“２＋Ｘ”专题培训班（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专题） ２天 ７０

９月１９日—２０日 宝山区“２＋Ｘ”专题培训班（基层党建专题） ２天 ８２

９月１９日—２３日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示范班 ３天 １００

９月２３日—２９日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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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天 ４９

１０月９日—１１日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第四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总第３３期） ３天 ３０

１０月１０日—１１月１６日 区处级干部进修班暨党性修养班 ２０天 ７６

１０月１７日 宝山区新任科级领导干部任职培训班 １天 ９７

１０月２４日—２５日 区处级干部“２＋Ｘ”专题培训班（高质量就业专题） ２天 ７０

１１月２８日—２９日 宝山区“２＋Ｘ”专题培训班（城市运行安全专题） ２天 １００

１２月１２日—１４日 宝山区城管执法系统青年人才培训班 ３天 ３７

（夏玉宾）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２１日，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宝山区第一期处级干部进修班暨党性修养培训班学员
开展初心教育现场教学 区委党校／提供

【干教培训主体班地位突出】　校院年内
举办的重要主体班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设置为独立学习单元，

两期处级进修班组织８次小组讨论、８次
线上讨论，２００余篇在线发言约６万字；
中青班９次组织生活，６次分组讨论，４次
学员沙龙，还有辩论赛、诵读、小组交流

等。主体班次在各类培训班次中占比超

６成，处级干部班次和中青班等班次在主
体班次中占比超７成，新增处级干部领导
能力培训班、６期处级干部“２＋Ｘ”专题
培训班，处级干部进修班之“党性教育品

牌”和中青班之“砥砺工程品牌”逐渐成

型。“新时代的新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性推进”课程获得上海党校（行政学

院）系统第八届精品课称号。

【举办长三角沿江滨海城市协同创新发

展论坛】　校院落实《宝山区深度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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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举办长三角沿江滨
海城市协同创新发展论坛，上海宝山、浦

东、崇明以及苏州、南通、舟山等沿江滨

海城市（区）的党校校长，复旦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社

科院、万里智库、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

院、澎湃研究所和上海市党校系统等

２００余位国内智库专家和实践部门负责
人出席论坛，围绕如何响应长三角一体

化国家战略、提升沿江滨海城市发展新

动能、共建长三角沿江滨海城市群，如何

深化沿江滨海城市党校系统智库建设、

服务长三角一体化等话题展开务实讨

论，举行沿江滨海城市党校智库协作体

启动仪式，发布《长三角沿江滨海城市党

校智库协作体共识（２０１９·上海宝山）》，
奠定沿江滨海城市智库合作基础。

（夏玉宾）

档案工作

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０日，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院士及夫人周维金教授回到家乡宝山罗店探访
区档案局／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档案局（馆）共有全
宗 ２８８个，馆 藏 档 案 共 ３６３１４３卷、
３６３３６３件。其中，寄存档案１９９３２２卷、
图书资料１２４９４册、期刊１７２８册。全区
共有档案一级指导单位８２家。全年组
织开展档案岗位业务知识培训、档案继

续教育培训、“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

保管期限表”编制培训、文书档案整理实

务培训等四类培训，共培训 ２２３人次。
开展依法治档，完成对全区８２家档案一
级指导单位的目标管理考核，综合评定

出优秀单位２５家、先进单位２３家，重点
对医保局等８家机构改革涉及单位开展
执法检查。做好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间形成
的档案、民生档案和机构改革涉及单位

档案接收进馆工作，完成３５家单位、涉
及３６个全宗的档案进馆工作，共接收档
案１９３６２卷、１７９９３４件。宝山区档案馆
新馆通过项目选址、建设规模和项目总

投资，完成征地工作，确定用地方向。区

档案局连续第１０次被命名为“上海市文
明单位”，连续第８年被命名为“上海市
平安示范单位”，连续第６年获“上海市
治安安全合格单位”；区档案馆副馆长方

燕斌获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档案系
统先进个人”。

【区重点工作建档】　年内，区档案局
（馆）指导全区各单位做好“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过程中形成的各类

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做

好机构改革中的档案管理和处置工作，９
家重点单位报送《机构改革档案管理与

处置工作方案》，６家单位完成档案移交
工作，８家单位档案整理移交工作有序
进行。完成１０项区政府实事项目、８个
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管理情况登记工

作。指导做好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文

件材料和污染源普查档案收集归档

工作。

【民生档案利用服务】　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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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接待 １５６８７人次，出证
５９４９１张。其中：区档案馆窗口接待
７７６６人次、出证 ２６４４６张，利用案卷
８９３１卷（件）、未开放档案利用３７次；全
区１３个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共接待利用
７９２１人次、出证 ３３０４５张；跨馆利用
２６４３人次，占总接待人次的３４％。在全
市档案系统首发《宝山区民生档案查询

指南》，整理归集新中国成立后馆藏的

２０类民生档案和１２家单位主管保管的
４９类民生档案，为市民查询各类民生档
案提供便利。年内，拓展民生档案查询

种类，在原来８类的基础上，新增承包土
地确权登记档案和复员退伍档案２类。
开展长三角地区民生档案“异地查档　
便民服务”工作，区档案馆窗口共接待

２９例，成功办理１９例，接待量和办理量
均位于全市前列。完成 ２０１９年度政府
信息公开各部门备案材料上报工作，备

案纸质目录数４２００件，电子目录数４２００
件，纸质全文数 ３６６４件、电子全文数
４２００件。

【档案信息化建设】　区档案馆按照数
字档案馆建设标准，做好区馆藏档案资

源管理系统、区电子档案移交接收系统

和区虚拟档案室系统功能开发、项目验

收、启用以及数字档案馆硬件建设项目

设备安装、调试和第三方测试等工作。

完成３２个全宗７３５９卷４４２４３件档案数
字化副本接收进馆工作。归集“一网通

办”民生档案平台１０类５６万余条数据。
１１月２６日，“宝山区档案管理信息系统
建设”和“宝山区数字档案馆建设工程”

项目通过验收。

【档案安全保护和管理】　年内，区档案
局（馆）全年多次召开安全、保密工作专

题会。启动“宝山区档案馆局域网安全

加固”项目建设，完成２０ＴＢ馆藏档案数
据异地备份工作。做好声像档案制品抢

救复制工作，年内抢救复制 ３３２盒录
音带。

【档案征集】　区档案局（馆）围绕重点
打造宝山“名人档案、红色档案、区域特

色档案”三大品牌，面向社会征集各类档

案３４３９件。６月，到北京整理征集宝山
籍名人、漫画家沈同衡珍贵档案史料

１０２６件，包括“中国漫画届最高奖———
金猴奖”奖章、沈同衡漫画手稿原件和大

量信函、手稿、札记以及使用过的各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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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２日，区档案局开展“追寻红色足迹 重温革命历程”———档案史志进军营活动
区档案局／提供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４日，区档案局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传递红色力量”———档案进学校活动 区档案局／提供

具等，为打造宝山名人档案文化品牌打

下基础。

【样板档案室培育】　区档案局（馆）总
结前期培育经验，指导培育区教育局

为市级“样板档案室”。１０月 １７日，
上海市档案局领导及相关专家实地走

访考察并通过验收。在 ２０１９年度上
海市“样板档案室”现场交流会上，宝

山作为唯一区级档案部门代表交流工

作经验。

【村居档案规范化建设】　区档案局
（馆）完成第二批次１７１家居委会、２１家
村委会档案规范化建设单位检查评估工

作，其中示范类２７家。庙行镇提前完成
村居档案规范化建设任务，罗泾镇形成

“一村一特色”。

【“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区档
案局围绕２０１９年“国际档案日”，以“城
市创造传奇，档案记录辉煌———宝山记

忆”为主题，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５
月上旬，与区委宣传部联合开展“庆祝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宝山那些年、那些
事、那些人”主题档案征集活动，共征集

各类图片资料约 １５００件（张）；５月 ２１
日推出“走进宝山珍档 重温红色记忆”

档案史料宣传专版，通过４个板块，约２０
张档案图片，再现宝山解放历史；５月２２
日，联合驻区共建部队组织开展“追寻红

色足迹 重温革命历程”———档案史志

进军营活动，带领部队官兵重走一条红

色路线；５月 ２４日，联合区教育局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传递红色力量”———档

案进学校活动，吴淞第二中学５０余名师
生参加；６月５日，举办“庆祝新中国成
立７０周年”珍档捐赠仪式暨座谈会，征
集劳模档案 ２３件，包括陈毅市长 １９５５
年签发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奖状等；６
月９日，联合月浦镇开展“档案记录辉
煌———宝山记忆”档案进社区宣传服务

活动，共接待咨询、参观群众１５００余名，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和宣传物品 ８００余
份；６月１８日，联合市档案局（馆）等部
门协办“历史的回声———档案里的故

事”档案法制宣传与档案文化传播全市

巡讲宝山专场活动，２３０余名社区居民
参加。配合市档案局做好“上海解放７０
年———上海档案系统珍档发布”活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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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中共宝山地下党组织编写的油印刊物

《晓星》等３件档案参展，最终展出２件；
参与“这些年，你所不知道的上海———老

照片带你穿越时光７０年”微信宣传素材
采编，编辑报送３组６张图片。

（许倩倩）

党史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
（以下简称“区党研室”）以迎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为重点，履行党史
部门职责，发挥党史以史鉴今作用，开展

党史研究、党史资料征编、党史宣传教

育、党史遗址遗迹开发利用等工作。

【完成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年系列工作】　
３月，《口述宝山 改革开放（１９７８—
２０１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出版。区党研室组织全区各部门、街镇、

工业园区及有关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

采访亲历宝山改革开放重要节点、重大

事件的老领导、老同志，记录宝山改革开

放中的事例和事迹。全书共３９万字，收
入口述文章３８篇，并配８０余幅相关历
史图片，与全市各区共同形成口述系列

“１＋１６”丛书。

【做好新中国成立和上海解放７０周年工
作】　区党研室参与“壮丽７０年　奋斗
新时代”宝山区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
主题展，选取解放宝山、建设新宝山、改

革开放和新时代四个时期的７１位宝山
先进典型，制作“闪亮的名字”人物篇

展。５月１２日，到江苏参加“纪念胡文
杰烈士牺牲７０周年座谈会”并作主题交
流发言。

【开展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党百

年党史工作】　区党研室启动编写《口
述宝山　对口支援（１９７９—２０２０）》，通
过当事人口述，记录１９７９年以来宝山区
在参与对口支援工作中的重要事件。开

展《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历史大事记

（１９９６—２０１６）》编纂工作。

【开展宝山地方党史研究和宣传】　区
党研室做好《宝山党史双月大事记》，开

展党史工作成果网上宣传，先后报送党

史党建信息１０余条。参与“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答题系统试题征集，编写“宝山

党史”主题试题１２题，４题入选上报。
（郭莹吉）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区委保密办、区委机要局联合举办全区保密、机要干部培训班 杨镇京／摄影

保密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保密工作贯彻落实
中央、市委关于保密工作决策部署，主动

适应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紧扣保密工

作转型升级“两步走”战略目标，坚持依

法治密，细化保密工作责任制，加强机构

改革保密管理，全力推进１号工程，规范
自查自评工作，促进制度建设和宣传教

育相结合，提升领导干部保密履职能力

和保密联络员业务能力。区保密工作连

续第八年在全市考核中被评为优秀。⑴
完成机构改革。区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

与区国家保密局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

子，机构规格为副处级，归口区委办公室

管理。明确机构职责，落实机构编制要

求和办公场所，完善保密工作管理体制，

发挥保密行政管理职能。⑵强化保密工
作责任制。区委保密委员会传达中央保

密委员会会议精神和市委书记李强对保

密工作重要批示精神，部署保密重点工

作。各单位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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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对１７家单位保密工作
责任制落实情况开展专项调研。⑶加强
信息系统和信息设备建设和管理。区委

保密办牵头推进宝山区２０１９年信息化
建设１号工程，年底完成目标任务。部
署两年以上文件资料清理备份工作和违

规私存涉密（标密）信息资料专项清理

工作，纳入各单位保密制度并作为常态

化工作开展。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和上网

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落实情况检查。⑷加
强保密宣传教育培训。区委保密办派员

参加市保密技术检查培训会、保密工作

业务会。组织保密业务培训班３期，组
织全区８１０名保密干部观看保密教育警
示片。７８家单位组织学习保密知识测
试题库并开展全员测试。全区开展保密

宣传教育３０４场次，７０００余人次参加各
类保密教育活动，２０家单位保密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人上保密党课。区委保密办

领导为１３家单位７４４人举办保密应知
应会知识讲座。开展保密宣传教育进校

园活动，为区内２所小学发放《小学生保
密常识读本》３４００本。开展“五法”普法
知识竞赛活动，参与人数近２万人。运
用《保密工作》杂志、“保密观”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开展保密宣传教育。⑸加强保
密督查检查。５月—９月，对全区 ７８家
单位开展自查自评督查，６１家单位评价
优秀，１３家评价合格，对４家新成立单位
上门确定自查自评实有项目基础分值。

⑹提高专项工作完成质量。为７８家单
位统一制作发放３００套保密要害部门、
部位警示标识，为区委党校、区机管局会

议中心７个涉密会议室配备１０组手机
存放柜，保障涉密会议和活动保密安全。

整编《用实际行动帮扶基层》和《舞动检

查利剑 斩断泄密之根》经验材料向金

城出版社投稿，刊登在２０１９年《保密工
作》杂志第６期和第８期。⑺完成其他
日常工作。５月，配合区教育局对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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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天湖、白茅岭、江苏大丰农场３个省外
考点开展保密检查，做好国家教育统一

考试（春考、秋考、中考、成人考）保密检

查和巡查工作。做好涉密载体回收和销

毁工作，全年回收纸介质涉密载体 ７２
吨、硬盘１９个、硒鼓５６个、光盘１７４张、
磁带３１个。做好保密宣传教育资料的
征订、发放和借阅工作，为区内各机关、

单位提供最新保密资讯和工作动态，全

年共订阅《保密工作》和《保密科学技

术》杂志４００份。

【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　宝山区
坚持“党管保密”，结合机构改革实际调

整区委保密委组成人员。３月２８日，全
区保密工作会议传达中央保密委员会会

议精神和李强同志对保密工作重要批示

精神，部署保密重点工作。各单位及时

传达会议精神，推进各项工作落实。主

要负责人定期听取保密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解决保密工作重大问题。５月，区
委保密办对１７家单位保密工作责任制
落实情况开展专项调研并向全区下发问

题清单，内容包括保密工作领导小组建

设、主要负责人、分管保密工作负责人、

其他成员四个方面保密工作责任制落实

情况存在问题。各单位对照问题清单进

行自查和整改，区委保密办对重点单位

整改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

【保密自查自评工作】　全区各部门、各
单位保密工作领导小组以《机关、单位保

密自查自评工作规则》为依据，开展保密

自查自评工作，配备《机关、单位保密自

查自评工作指导手册》人手一册，学习掌

握保密自查自评标准和方法，区委保密

办对保密自查自评标准进行２次专题解
读和指导。４月２日和９月１７日，对全

区保密联络员开展 ２次保密自查自评
业务培训，指导各单位保密工作领导小

组将自查自评实有项目序号与领导小

组成员一一对应、责任到人。５月—９
月，区委保密办对全区 ７８家单位进行
保密自查自评督查，共检查涉密计算机

３７０台、非涉密计算机３４９０台，督查结
果评价优秀单位 ６１家，评价合格单位
１３家，对４家新成立单位上门确定自查
自评实有项目基础分值，对５个存在保
密安全隐患的单位下发整改意见书，对

３家存在严重泄密隐患的单位组织复
查。区委保密办布置全区７８家单位根
据核定的实有项目开展单位年度保密

自查自评工作１次，并将自评结果和年
度考核材料上报区委保密办。１０月 ８
日—１２日，区委保密办以协作组为单位
进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符合要求单位

占比 ９１５％，基本符合要求单位占
比８５％。

【定密管理】　３月，区委保密办配合河
南大学开展保密“依法行政”课题研究

工作，提出增加保密行政执法配套法规

专业文书、程序和操作性强的法规文件

等方面建议。根据机构改革职能调整及

相关文件要求，指导区委办、区府办、区

纪委（监委）修订完善《国家秘密事项目

录》。梳理全区定密责任人名单，完成

２０１８年度国家秘密事项统计数据上报
工作。

【信息系统和信息设备保密管理】　区
委保密办牵头推进宝山区２０１９年信息
化建设１号工程，建立组织领导机构，将
区委保密办、区委机要局、区信息委、区

发改委、区财政局、区网信办、区机管局、

区委党校纳入领导小组。成立１号工程

工作小组，接受市委保密办专业指导，到

万达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实地调研，到长

宁区保密局学习工作经验，对专用设备

进行试点测试，解决１０余个设备问题，
对７８家单位涉密信息设备进行摸底，制
订实施方案。６月—９月，区委保密办布
置全区７８家单位开展违规私存涉密（标
密）信息资料专项清理工作，指导各单位

在编人员根据自查要求和范围完成清理

并签订承诺书，将专项清理工作与２年
以上信息资料定期清理备份工作作为常

态化工作开展。１０月，区委保密办对２０
家单位５３０台非涉密计算机进行临检版
检查，对违规严重的８台计算机更换硬
盘。按照市委保密办系统平台建设要

求，区委保密办将０５６平台、网络主动防
护检测系统建设工作纳入区信息委

２０２０年信息化项目建设计划。联合区
府办抽查部分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并

进行考核评估。

【涉密人员管理】　区委保密办做好涉
密人员全流程管理，加强涉密人员使用

社交媒体保密管理，做好重点单位涉密

人员离岗离职身份信息核实工作，完善

管理制度，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加强本

单位涉密人员管理。配合市保密局测试

和试用涉密人员管理系统，统一维护全

区涉密人员信息。

【基层减负】　区委保密办为全区７８家
单位编制下发《保密法律法规和参考资

料汇编》《保密知识测试题库》《保密工

作经验材料汇编》，指导各部门、各单位

依法开展保密工作，加强保密宣传教育。

精简《保密管理工作手册》《涉密信息设

备保密管理手册》等台账内容并实现电

子化。 （杨镇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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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 编辑　吴嫣妮

综　述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委会推进宝山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全年举行代表大

会１次、常委会会议１１次，听取和审议
“一府两院”（区政府、区法院、区检察

院）专项工作报告２８项，形成１１项决议
决定，开展１２项执法检查、４次专题集
中视察、３２项专题调研，听取重大事项
报告和加强计划、预决算审查监督，依法

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任免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 ８７人次和任命人民陪审员 ２３０
名。补选市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
名、区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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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名。至年末，全区有
市十五届人大代表４９名，区八届人大代
表２８８名，各镇人大代表共 ６７８名。受
理群众来信１１５件，接待来访１１９批１５４
人次。

【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区人大常委会
围绕宝山区经济转型升级、“四大品牌”

承载区建设、重大产业项目推进，助力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营商环境改善。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生活垃圾全程

分类管理、水环境与河道治理，加强生

态环境治理监督。关注老镇旧区改造、

为老服务、医疗卫生、教育事业、文化旅

游，加强民生持续改善监督。加强对

“美丽家园”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公共文

化事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支出绩效情况和
２０２０年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监督。聚焦
房地产审判、公益诉讼、司法为民，加强

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监督。聚焦法律

法规贯彻落实，开展《上海市居民委员

会工作条例》《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上海市

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规定》等执法

检查。推进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

建设。

【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区人大
常委会贯彻区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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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听取区政府关于政府机

构改革有关情况报告、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情况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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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落实中央、市委和区委关于机构改革

工作部署，做好人事任免工作。落实任

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增强被任命人员

宪法意识、法治意识、公仆意识和自觉接

受人大监督意识，做好对被任命人员宪

法宣誓工作。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区人大常委会
推进“家”“站”“点”实效化、常态化建

设，完善工作制度，健全运行管理机制。

抓好代表学习培训，组织代表对乡村振

兴、垃圾分类等内容以及其他履职业务

知识进行学习。加强代表建议跟踪督

办，深化分工负责与重点督办相结合方

式，对代表和群众关注度较高的代表建

议进行重点跟踪督办。围绕《上海市居

民委员会工作条例》实施、乡村振兴、营

商环境改善等主题，组织开展市、区人大

代表进社区听取社情民意活动。做好市

人大宝山代表团服务保障工作，注重各

代表组闭会期间活动，加强街镇人大工

作指导。 （陈　杰）

区八届人大及其

常委会会议

【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　会议于 １月
１５日—１７日在区委党校举行，应到代表
２８３名，实到２７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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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计划草案报告；批准宝山区２０１９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

宝山区２０１８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９年
预算草案报告；批准 ２０１９年区本级
预算。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会议于２月２７日举行。听取副区长
吕鸣关于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情况报

告。听取并审议通过区人大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关于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交

付的“关于建议区人大常委会对我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加强监督”代

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审议通过区人

大常委会 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草案。审
议决定同意区人民法院增加人民陪审

员名额２６１名。听取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关于代表变动情况报告。书面审

议《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环境状况和环
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和《区政府

关于２０１８年城乡规划制定和实施情
况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会议于３月８日举行。听取区长范少
军关于区政府机构改革有关情况报告。

表决任免涉机构改革相关政府部门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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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会议于３月２２日举行。继续表决任
免涉机构改革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会议于４月１７日举行。听取和讨论
区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情况报

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建设“美丽

家园”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

区政府关于加强区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报告。决定接受丁炯炯等辞去区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听取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变动情况

报告。审议表决有关人事任免案。书面

审议《区政府落实 ＜区人大常委会关于
进一步推进宝山区公共文化建设的审议

意见＞的情况报告》和《区政府落实区
人大常委会关于体育健身条例执法检查

报告的情况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会议于６月１９日举行。听取和审议
区政府关于贯彻实施《上海市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情况报告以及区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本区贯彻实施《上

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情况报告。审

议表决有关人事任免案，任命２３０名区
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书面审议《区政

府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水资源管理若

干规定执法检查报告的情况报告》《区

政府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本区综合
交通补短板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审

议意见 ＞的情况报告》《区法院落实
＜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法院房地产审判
工作情况的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会议于７月１０日举行。听取副区长陈尧
水关于推进“五心养老”工作情况报告。

决定接受吕鸣辞去宝山区人民政府副区

长职务的请求。听取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议补选钱

朝阳为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

将补选结果报市人大常委会确认。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扩大）

会议】　会议于７月２３日—２４日举行。
听取并评议区长范少军关于区政府上半

年工作情况报告。听取副区长黄辉关于

交通排堵保畅工作情况报告。听取和审

议区政府关于贯彻实施《上海市居民委

员会工作条例》情况报告及区人大常委

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本区贯彻实施

《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情况报

告。听取区政府关于 ２０１８年本级决算
报告，审查和批准２０１８年区本级财政决
算；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区
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

报告。听取各代表组评议区政府上半年

工作报告情况汇总。听取和审议区政府

关于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报告和２０１９年上半年预算执行
情况以及区本级预算调整说明，审查批

准２０１９年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审议
表决有关人事任免案，决定任命倪前龙

为宝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书面审议

《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的综合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会议于９月２５日举行。听取副区长
陈筱洁关于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报

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区八届人大

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报告。听取

区政府关于区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优

化营商环境代表议案办理落实情况报

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社区卫生服

务建设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检察院

关于公益诉讼工作情况报告。决定设立

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社会建设工

作委员会。审议表决有关人事任免案。

书面审议区政府落实《关于区属国有企

业资产管理情况的审议意见》情况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会议于１１月２７日举行。听取副区长
王益群关于老镇旧区改造推进情况报

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

于推进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实施情况

报告，并进行询问。审查批准２０１９年区
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第二次）。听

取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变动情

况报告。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区八届人大

五次会议的决定。审议表决有关人事任

免案。书面审议区政府落实《区人大常

委会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执法检查报

告的情况报告》有关情况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会议于１２月１９日举行。听取副区长苏
平关于邮轮全产业链推进情况报告。审

查批准２０１９年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
案（第三次）。听取区人大财经委关于

２０１９年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０年
预算草案（初步方案）的初步审查意见。

审议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听取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

报告。审议决定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有

关事项。审议表决有关人事任免案。决

定接受郁梦娴辞去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书

面审议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财
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整

改情况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会议于１２月３０日举行。会议决定接
受范少军辞去宝山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

的请求，并任命陈杰为宝山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代理区长。听取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关于代表变动情况报告。审议通

过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有关文件个别调

整事项。 （陈　杰）

重大决定

【关于预决算的审议和决定】　７月 １７
日，区人大财经委召开全体会议，初步审

查２０１８年度区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
２０１９年度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７月２５日，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作出决议，批准２０１８年区本级财
政决算，要求区政府全面推进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强化预决算及资产管理、依法

强化审计监督、扎实做好审计整改工作；

批准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建议区政府

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券预算执行管理，健

全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加强税源培植

和收入组织，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做到

收支平衡。１１月２１日，区人大财经委召
开全体会议，初审２０１９年度区本级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第二次）。１１月 ２７
日，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作出决议，批准２０１９年区本级财政预算
调整方案（第二次）。１２月１７日，区人
大财经委召开全体会议，初审２０１９年度
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第三次）。

１２月１９日，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
会议作出决议，批准２０１９年区本级财政
预算调整方案（第三次）。

【听取政府机构改革方案】　３月８日，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二次会

议，听取区长范少军代表区政府报告政

府机构改革方案有关情况。这是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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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后，首次听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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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重大事项报告。机构改革后，宝

山区政府设置机构３２个，分别为：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

经济委员会、区教育局、区科学技术委员

会、区公安分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

财政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建设

和管理委员会、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区水

务局、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应急管理局、

区审计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区体育局、区统计

局、区医疗保障局、区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区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区民防办公室、区商务委

员会、区信息化委员会、区交通委员会。

【审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报告】　
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王律峰等１１名
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建议区人大常委会

对我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加强监

督”代表议案。２月 ２１日，区人大农业
与农村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代表议案办

理工作。２月２７日，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作出决定，将该议案列

入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９年监督工作计划，
安排专题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计划及组织实施情况报告。

３月—９月，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乡村振兴
系列调研。４月１７日，区八届人大常委
会二十四次会议上，区政府将本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情况作为重大事项向会议

作报告，与会组成人员和代表进行讨论。

４月 １８日，到青浦区考察乡村振兴工
作，开展专题学习。６月５日，召开宝山
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监督调研暨市人大

代表宝山组专题调研启动会。１１月２７
日，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情况报告。 （陈　杰）

监督工作

【年中集中视察】　５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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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余人，分两组分别
视察“司法为民工作”和“教育基础设施

建设情况”，副区长陈尧水、王益群，区副

巡视员杨立红，区法院院长王国新，区检

察院检察长董学华等陪同。在“司法为

民工作”视察中，代表们实地察看张庙街

道公共法律服务站、区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区检察院检察服务中心，听取关于宝

山区司法为民工作情况介绍。在“教育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视察中，代表们实地

察看上海大学附属宝山外国语学校、民

办华二宝山实验学校、宝山区上外附小

幼儿园、鹿鸣学校，听取区教育局关于全

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基础教育“十三

五”基本建设规划项目进展情况介绍。

代表对视察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年末集中视察】　１１月１９日，区人大
常委会开展年末集中视察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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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余人，分两组分别
视察“重点区域与重大产业项目情况”

和“环境治理及建筑垃圾处置情况”，副

区长王益群、陈云彬等陪同。在“重点区

域与重大产业项目情况”视察中，代表实

地察看一冷开利空调、华域电动、华域麦

格纳电驱、龙湖宝山天街，听取区发改

委、经委、商务委和企业负责人有关情况

介绍。在“环境治理及建筑垃圾处置情

况”视察中，代表实地察看宝钢厂区炼铁

Ｃ１原料大棚、炼铁高炉中控、运输部智
慧无人仓库，现场听取宝钢股份公司、区

绿化市容局、生态环境局、城管执法局有

关情况介绍，代表对视察内容提出意见

和建议。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执法检

查】　２月２２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
队到区环保局调研，就开展《上海市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执法

检查进行前期沟通。３月 ６日，区人大
常委会召开执法检查启动会，听取区环

保局、建管委、绿化市容局、城管执法局、

交警支队等部门贯彻实施《条例》工作

情况，部署检查工作。５月 ２３日，区人
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开展《条例》实施情

况执法检查，实地察看上海科德轧辊表

面处理有限公司、三元码头、上海中建水

泥制品有限公司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听

取关于企业排污许可证制度落实与排污

管理、扬尘污染防控“片长制”落实、码

头建材企业扬尘污染控制等情况介绍。

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区生态环境局关

于宝山区贯彻《条例》实施情况汇报以

及区建管委关于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

情况、区交通委关于机动车船等大气污

染治理情况补充汇报。

【《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执法检

查】　４月９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上
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执法检查启动会，听取区民政

局、房管局等部门贯彻实施《条例》工作

情况，部署检查工作。５月２８日，市人大
常委会领导带领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到宝山开展《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听取区政府关于贯彻执行《条例》情况

汇报。实地察看张庙街道呼玛二村和月

浦镇月浦八村，召开座谈会，听取居委

会、业务会、物业公司和社区工作者等对

《条例》基层贯彻执行等问题。

【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调

研】　１月１０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
队调研宝山区２０１８年环境状况和环境
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以及第七轮环保三

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实地察看铁山路

９号中铝地块、江杨北路桥南地块区域
情况，听取区环保局关于环保有关工作

情况汇报和介绍，并召开座谈会。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调研】　２月２５
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领区人大法制

（内务司法）委到区司法局调研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情况，听取区司法

局汇报２０１８年主要工作情况及２０１９年
工作打算，介绍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情况。３月—４月，区人大法制（内司）
委走访区内部分司法所、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站和社区，开展区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情况专项调研。５月 ７日，召开
座谈会，区司法局专项汇报区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侨法宣传落实情况调研】　３月４日，
区人大常委会侨民宗工委调研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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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宝山区侨法宣传落实情况工

作汇报，到高境镇和淞南镇实地调研检

查侨务政策法规咨询、医疗保健等为侨

便民服务活动情况，与社区侨界志愿者、

归侨侨眷代表人士、街镇侨务干部和社

区干部交流情况。

【“美丽家园”建设项目资金情况调研】

　３月１９日，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到
张庙街道、顾村镇、淞南镇开展“美丽家

园”建设项目资金情况调研，实地察看部

分社区“美丽家园”建设项目情况，就

“创宜居宝山，建美好家园”和“美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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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含住宅小区综合治理）项目资金安

排和使用管理、项目推进和建设管理、进

一步推进“美丽家园”三年行动计划等

情况开展交流。４月 ２日，区人大常委
会召开“美丽家园”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调研座谈会，听取区政府相关部门关于

资金管理情况、项目推进和建设管理情

况汇报。

【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情况调研】　３月
２０日，区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
开展部分区属国有企业情况调研。实地

走访上海宝房（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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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等区属国有

企业，了解近３年企业经营管理、优化调
整国资布局、履行社会责任等情况和主

要问题，以及宝房集团近３年承担“美丽
家园”住宅修缮项目等情况。３月 ２８
日，到区国资委调研区国有企业资产管

理情况。听取区国资关于宝山区国有企

业资产基本情况、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情

况、下一步工作打算等情况。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调研】　４月２５
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到张庙街道调研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地察看泗塘六村

居民区分类垃圾厢房使用情况，并与社

区工作人员座谈交流。４月２９日，召开
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推进情况专项监

督启动会。５月—６月，区人大常委会领
导带队到高境镇、淞南镇、罗店镇、大场

镇、吴淞街道，围绕法规实施的各项准备

工作开展监督调研，听取区绿化市容局、

街镇有关情况介绍。７月—９月，到顾村
镇、友谊路街道、区绿化市容局、区文化

旅游局、区城管执法局，围绕区政府相关

部门落实法定职责、依法推进生活垃圾

全程分类管理情况开展调研，了解《上海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际执行情况。

【“关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代表建议督

办工作调研】　４月１７日，区人大常委会
领导带队开展“关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代表建议督办工作调研。实地察看庙行

镇馨康苑８号加装电梯项目情况，听取区
房管局、庙行镇有关情况介绍。召开座谈

会，听取区房管局关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推进工作及相关代表建议办理情况汇报，

庙行镇就相关工作情况补充汇报。

【《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实施情况调

研】　５月 ２２日，区人大财经委、法制

委、常委会预算工委组织部分区人大代

表到区发改委调研《上海市社会信用条

例》贯彻实施情况。听取区发改委介绍

《条例》实施总体情况，听取区法院、区

市场监管局、区经委补充介绍。

【涉诉信访工作调研】　５月２８日，区人
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到区法院调研涉诉信

访工作。实地参观法院信息管理中心，

了解运行情况。召开座谈会，就涉诉信

访工作沟通交流。

【部门决算集中调研】　６月３日，区人大
常委会预算工委会对１１家预算部门２０１８
年决算开展集中调研。分别听取各预算

部门２０１８年决算情况介绍，结合前期审
阅中的疑问和问题，就如何科学编制预决

算、提高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率、提升财政

资金绩效等和与会部门沟通交流。

【《上海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落实

情况调研】　６月１０日，区人大常委会
领导带队就《上海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

条例》落实情况开展调研。实地察看高

境镇“马记”清真饭店、顾村镇“民族

苑”，听取区民宗办关于宝山区贯彻《上

海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情况汇报。

召开座谈会，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

《上海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

【老镇旧区改造工作情况调研】　６月１２
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开展老镇旧区

改造工作情况专题调研。实地察看罗店

镇里弄房屋卫生设施改造情况、张庙街道

泗塘一村北块成套改造情况，听取区房管

局、罗店镇、张庙街道关于老镇旧区改造

工作情况介绍，询问相关政府部门推进旧

区改造工作情况，并与居民交流。

【防汛防台工作检查】　６月２０日，区人
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开展防汛防台工作检

查。实地察看在建的月浦城区排水系统

工程、申宏码头专用段防汛墙抢险工程

以及国权北路８１５弄防汛薄弱点等防汛
防台情况，听取区防汛指挥部关于宝山

区２０１９年防汛防台工作情况汇报。

【养老服务工作情况调研】　７月５日，
区人大内司委、常委会预算工委和研究

室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到区民政局调研

宝山区养老服务工作情况，听取区民政

局作关于深化“五心养老”品牌、推进养

老服务工作情况汇报。

【残疾人工作情况调研】　７月１１日，区
人大内司委组织部分委员到区残联调研

宝山区贯彻实施《残疾人保障法》情况，

听取区残联情况汇报。

【民营经济、实体经济发展情况调研】　
８月１９日，区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
委组织部分委员、代表开展民营经济、实

体经济发展情况调研。走访部分民营企

业、实体企业代表和实地考察区内部分

产业园区，座谈听取区发改委、经委、规

划资源局、工商联关于《关于创新驱动发

展巩固提升实体经济能级的若干意见》

和《关于全面提升民营经济活力大力促

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宝

山区贯彻落实情况介绍，并就当前宝山

区民营经济、实体经济发展困难与建议

交流发言。

【政府采购情况调研】　８月２０日，区人
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组织部分区

人大代表到区政府采购中心调研政府采

购情况。座谈听取区采管办、区政府采

购中心介绍 ２０１８年度政府采购工作、
２０１９年政府采购预算及计划推进等情
况，与会人员就政府采购价格标准、招标

方式、资金节约率、服务类采购流程情况

等代表关心的情况交流发言。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调研】　８月 ２２
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调研社区卫

生服务工作。先后察看罗店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罗店镇张士村社区卫生服

务站，召开座谈会，杨行、月浦、罗店、罗

泾、顾村等镇分管负责人及部分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就硬件资源布局优

化、人才队伍建设、公共卫生政策宣传

等交流发言，听取区卫健委就有关问题

作补充发言。

【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调研】　８月２６日，
区人大内司委组织召开宝山区检察公益

诉讼工作座谈会，听取区检察院关于公

益诉讼工作开展情况专题汇报。区生态

环境局、规划资源局、国资委、市场监管

局等部门参加。９月１９日，再次组织部
分委员和区人大代表到区检察院调研检

察公益诉讼工作情况。

【城市管理精细化推进情况调研】　１０
月２８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开展城
市管理精细化推进情况专题调研。实地

察看吴淞街道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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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工作情况，了

解吴淞街道、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

心日常运行情况，座谈听取区城市网格

化综合管理中心、区城管执法局关于城

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情况汇报。

【部分政府投资项目调研】　１１月８日，
区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城建环

保工委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对部分政

府投资项目开展实地调研。实地察看

Ｓ７公路（Ｓ２０—月罗公路）新建工程、陆
翔路祁连山路贯通工程跨?藻浜大桥和

地下通道施工现场，了解项目工程概况、

资金安排、工程推进等情况。

【区精神卫生中心迁建推进情况跟踪调

研】　１１月１２日，区人大常委会就区精
神卫生中心迁建推进情况开展跟踪调

研。实地察看区精神卫生中心迁建工地

现场，听取区卫健委、建管委、精神卫生

中心项目推进情况汇报。

【部门预算系列调研】　１１月，区人大财
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协同相关专工委

共同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到区经委、行

政服务中心、信息委、工商联、统计局、应

急管理局、退役军人事务局、文旅局、教

育局、建管委、交通委、工商联等预算主

管部门开展部门预算系列调研，了解部

门预算２０１９年执行、２０２０年编制、预算
绩效管理等情况。

【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系列调研】　１１月 １３日，
区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教科

文卫工委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对宝山

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２项专项资金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使
用、管理和支出绩效情况以及 ２０２０年
预算安排情况开展系列调研。实地察

看部分文化事业、文创产业项目，了解

运行和长效管理等情况。到第三方绩

效评价机构调研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专

项绩效评价情况。召开座谈会，了解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间参与宝山区公共文
化事业项目情况和文化创意产业政策

享受情况、落地效果等。１１月１８日，区
人大常委会召开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支

出绩效情况和２０２０年预算安排专题调
研会。听取区文旅局就专项资金使用

管理情况、２０２０年计划以及下一步工作
目标等情况汇报。区财政局、区发改委

作补充汇报。 （陈　杰）

人事任免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人大常委会任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８７人次，任命人民
陪审员２３０名。补选市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 １名、区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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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名。

表１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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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次会议

于　静、徐展茹、王益奇、张　金、陆建泉、季雅燕、胡鹤飞　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谷晓丽、张　斌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朱佳琳、郑阁林、樊　冰、潘晓清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

申向军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丁炯炯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杨遇霖　区教育局局长； 王　静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
张丽英　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 王一川　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李晓惠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丁连俊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阳　晖　区统计局局长； 周裕红　区医疗保障局局长；
施永根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 张未稢　区民防办公室主任；
沈轶群　区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朱众伟　区交通委员会主任

李远锋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陆继纲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杨立红　区教育局局长；
康　锐　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俞　晟　区统计局局长；
徐荣森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
刘建宏　区民防办公室主任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

石明虹　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石　纯　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沈　强　区水务局局长；
沈　斌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李　强　区水务局局长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

徐　滨　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陆洪兴　区人大常委会吴淞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
范娟红、顾伟刚、黄　忠　区监察委员会委员

邓士萍　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徐　滨　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陈　勇　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张未稢　区人大常委会吴淞街道工作委员会

主任；
金明虎、林　青、张　洁　区监察委员会委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

房长缨　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丁惠红、万一鸣、万　莉、万　晶、凡后奇、马文斌、马　菁、马燕侠、马薛锋、孔庆洋、方　方、
方国强、方　春、王小兵、王凤华、王宁宁、王正明、王志贤、王　秀、王　芳、王　芳、王宝章、
王欣江、王籦菁、王晓峰、王雪华、王鸿根、王惠英、王　皓、王　雯、王福明、邓敏慧、乐秀盛、
冯　莺、冯　晰、卢祖琴、史秀美、史修俊、叶　戎、叶　欢、叶雅君、田　超、闪　勇、任家满、
任海萍、刘文香、刘　丽、刘秀妹、刘宝英、刘　玮、刘　剑、刘恩强、刘　捷、刘媛媛、华敏瑛、
孙庆源、孙国宾、孙怡雯、孙秋婕、成善明、成　燕、朱　云、朱光华、朱建平、朱剑平、朱春华、
朱海明、朱　敏、毕　君、羊晓婷、许　毅、阮　明、严万荣、何芝萍、余湘瑜、吴　岑、吴　俊、
吴　涛、吴燕萍、宋宝威、寿立新、应雪莹、张卜凡、张万祥、张必飞、张玉英、张玉梅、张申兰、
张光耀、张江华、张佳妮、张建锋、张　勇、张　洁、张　夏、张晓炜、张益华、张　莉、张敏明、
张菊娣、张　萍、张　颖、张　砋、李书芳、李东明、李永庆、李有君、李沪香、李　秀、李国平、
李晓

"

、李翔宇、杜建红、杜雨洁、束　煜、杨小琴、杨伟英、杨　帆、汪丽玲、沈玉芳、沈香然、
肖　刚、肖　萍、肖　鹰、苏成勇、邱　淼、邹建安、陆　懿、陆凤婷、陆建芳、陆耀明、陈文冬、
陈　华、陈芝萍、陈良清、陈　泓、陈　晔、陈　涛、陈　莲、陈　蓓、陈赛波、周　文、周吴爽、
周　荣、周衍东、周晓燕、周　莉、孟夏萍、尚思颖、林永鹏、林　琼、范玉萍、郑子珏、金岳英、
金　明、金秋妹、侯　雯、俞明康、俞菊明、宫宏业、施召冲、施敏艳、施景浩、施蓓蕾、施　燕、
洪　苗、胡　明、赵丹良、赵　佳、须宏珏、须　静、骆　軻、倪　袁、唐丽萍、奚雪明、席天燕、
徐少卿、徐光福、徐国英、徐建良、徐　菊、徐瑞霞、栾化涛、栾承东、殷雅薇、秦品佳、聂海涛、
袁小兵、袁爱萍、郭立冬、郭　妙、郭　敏、钱　敏、顾　玉、顾丽斌、顾　艳、顾　懿、高　军、
崔阿妹、曹海香、曹　瑜、盖　超、黄文华、黄亚萍、黄吉林、黄忠良、黄海波、黄蓉玲、黄解权、
龚柳华、龚　斓、储静雯、喻　芳、董　明、董鑫怡、窦文君、解　飞、熊宗禅、蔡月娣、蔡丽君、
蔡毅成、蔡　

"

、潘红英、潘和勋、潘晓红、黎海英、薛　宇、戴　娟、戴燕枫、瞿梅娟　区人民
法院人民陪审员

郑静德　区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刘阳春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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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会议 任 免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

吕　鸣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辞）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

倪前龙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仲　军、郑静德、侯　岚　区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农业与
农村）委员会委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

郭有浩　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
董斌斌　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李惠林、陈　叶、陈林勇、崔殷莺、梁　勇、潘振飞、唐关兴、魏银发、郁金秀、郑　煜　区人大
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委员；
陆洪兴　区人大常委会张庙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
罗文杰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张　凯　区人民法院淞南人民法庭副庭长；
张继峰　区人民法院月浦人民法庭副庭长；
王　卿、曲劲松、张超亮、周羚敏　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苏建芳、姜晓艳、徐晨诚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陆洪兴　区人大常委会吴淞街道工作委员会
主任；

修　燕　区人大常委会张庙街道工作委员会
主任；

李晓惠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蒋　浩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
吴　劲　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

杨　婧、张　静、金　芳　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万　松、王　琦、王鸿木、印　媚、李　鹏、汪
卫东、张　洁、张海涛、陈嘉骏、胡云雄、赵　
平、徐　刚、徐勤鸣、章小鹏、葛　荣　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次会议

顾建斌　区人大常委会吴淞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
毛晓青、金敏浩　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崔　彦　区人民法院大场人民法庭庭长；
韩　杰　区人民法院大场人民法庭副庭长

郁梦娴　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辞）；
崔　彦　区人民法院月浦人民法庭庭长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

陈　杰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陈　杰　区人民政府代理区长 范少军　区人民政府区长（辞）

（陈　杰）

代表工作

【市十五届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１月
２４日，市人大宝山代表组部分代表视察
本区部分街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

７月１２日，到宝山区陈家行村、洋桥村、
沈家桥村开展各村农村产业发展现状调

研，探讨交流如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

地见效、促进农村产业及村级经济发展

等措施与对策建议。７月２３日，由宝山
区选举产生的市十五届人大代表开展联

组讨论，评议市政府上半年工作，围绕垃

圾分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乡村振兴、

优化营商环境、老旧小区改造、科创中心

建设、宝山南大地区转型等问题，提出意

见和建议。

【代表建议办理】　区八届人大四次会
议以来，共收到由区政府办理的代表建

议 ９４件，已采纳和解决 ７３件，占比
７７７％，代表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或
“基本满意”的有９１件，占９６８％。

【代表履职学习】　区人大常委会全年
共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代表共６００人

次参加各类培训。４月１０日—１２日，区
人大常委会举办区八届人大代表集中培

训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副主任

王丽燕、须华威、蔡永平等参加。培训人

员听取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等方面的专题讲座以及《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解读，聆听市人大代

表履职经验介绍。４月—１１月，区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各专工委成员分批到

全国人大相关培训基地开展人大业务工

作培训。

【代表补选】　６月２６日，补选区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５名。１２月１７日，
补选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８名。

【开展代表座谈】　７月 １１日，区人大
常委会召开代表座谈会，征求代表对

本年度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意见和建

议。１２月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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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

建议。

【代表联系社区】　３月—１０月，组织开
展市、区人大代表进社区活动，就《上海

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实施、乡村振

兴、营商环境改善等主题，听取居、村民

意见和建议。共３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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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００余名，共收集 ３４９
条意见建议。围绕垃圾分类、老人助餐、

社区治理等课题开展专题调研，形成１２
篇调研报告。

【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建设】　３月—
１１月，发挥“家”“站”“点”在畅通渠道、
倾听民声、反映民意等方面的平台作用，

开展“联系群众、反映民意”典型案例评

选，丰富服务代表、联系群众的形式与内

容。１０月２３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萍、副主任王丽燕为庙行镇人大代表之

家揭牌。 （陈　杰）

重要会议

【区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联席会】

　２月１８日，区人大常委会向“一府两
院”领导介绍《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９年工
作要点（征求意见稿）》基本情况，并听

取“一府两院”领导对年度重点工作安

排的意见和建议。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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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工作联席会】　２月２６日，区人大
常委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

联席会第十次会议召开，交流沟通２０１８
年信访工作情况及意见建议。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会议于１０月８
日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副主任

秦冰、王丽燕、须华威、蔡永平出席会议。

各镇人大、街道人大工委围绕推进垃圾

分类管理、既存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和代

表之家（联络站）建设等区、镇两级人大

重点监督工作交流发言。

【计划、预算草案解读会】　１２月２７日，
区人大常委会举行２０２０年计划、预算解
读会。会议解读 ２０１９年财政预算执行
和２０２０年财政预算（草案）、２０２０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等，区发

改委、财政局解释说明民生资金保障、

“十三五”规划收官等热点问题。

（陈　杰）

重要活动

【汪泓调研人大工作】　２月１２日，区委
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李峻等到区人大常委会

开展工作调研。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李萍汇报人大工作及体会、２０１９
年重点工作安排。

【区第一届人大工作研究会第五次会员

大会】　３月６日，宝山区第一届人大工
作研究会召开第五次会员大会。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萍到会祝贺并讲话。会长

沈秋余作工作报告。会议增选张静为副

会长，并通报增补理事和有关会员退会

入会等情况。相关小组召集人作交流

发言。

【市人大常委会到宝山调研】　３月 ２６
日，市人大常委会中医药法律法规执法

检查组到宝山调研，了解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中医科建设和发展情况。５月 ９
日，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办公室一行到宝山，就宝山区、镇两级人

大代表补选，镇人代会，镇人大主席团等

工作开展调研座谈。５月１５日，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肖贵玉带队到宝山检查水

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和调研生活垃圾全

程分类管理工作推进情况。５月２８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海林带队到宝山

开展《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执

法检查。８月２８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殷一璀带队到宝山区调研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进生态宜居工作情况，实地察看

罗泾镇塘湾村母婴专护师培训中心、睦

邻点、民俗馆、萱草文化馆和公共服务中

心，观看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宣传片，并

听取相关情况汇报。

【人大青年干部座谈】　５月５日，区人大
常委会机关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结合人大工作，

畅谈新时代青年的担当责任和使命。李

萍参加座谈，并对青年干部提出勉励。

【吉林、内蒙古人大到宝山学习交流】　
５月７日，吉林省人大代表培训班一行
到宝山开展现场参观和学习交流，参观

杨行镇、庙行镇人大代表之家，了解代表

履职、建家立站、工作监督等情况。５月
８日，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领导率
队到宝山调研宗教、外事工作。

【《想说就说———人大直通车》播出第

三、四期】　６月２９日，电视专题访谈节
目《想说就说———人大直通车》第三期

“乡村振兴篇”在宝山电视台播出。９月
９日，第四期“生活垃圾分类篇”播出。

【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１１月
２１日，区人大常委会和江苏省太仓市人
大常委会工作协作机制签约仪式在宝山

举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和太仓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陆卫其共同签署协作协

议，交流两地人大常委会工作情况。１１
月２５日，江苏省昆山市人大常委会领导
带队到宝山学习考察长三角一体化战略

下基层人大工作、生活垃圾分类、生态环

境保护等工作。１２月 ２日，“推动长三
角地区医保一体化发展论坛”在宝山举

行，宝山区人大常委会协助市人大常委

会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市区人大侨民宗委、外事委工作座谈会

召开】　１２月１１日—１２日，市区人大侨
民宗委、外事委工作座谈会在宝山召开。

市人大侨民宗委、外事委主任委员高德

毅，副主任委员宋妍，部分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参加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萍致辞，副主任秦冰参加会议。会议介

绍２０１９年工作情况和 ２０２０年工作设
想，各区交流总结年度开展的创新工作、

特色工作，并讨论２０２０年度加强市区交
流、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各项联动工作。

（陈　杰）

３８

重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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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６月３日，“海洋光谱号”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首航仪式 区府办／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以习近平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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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

握“四个放在”（将上海发展放在中央对

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

化大背景下、放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放

在国家对长三角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思考

谋划）的工作基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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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实干实效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大规模减税降

费减收８５亿元、影响增幅１０个百分点
以上的情况下实现正增长，完成１６１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０３４％；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１５５１５１亿元，增长５７％；完成税
收总收入４００３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５４０亿元，增长８９％；商品销售额、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 ８５％、
６２％；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８２％
左右；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２６５万
人以内。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宝山区引领邮
轮领域改革创新，获批首个“中国邮轮旅

游发展示范区”，邮轮船票试点经验得到

全国推广，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获“上海品

牌”认证。推动海事部门实施“邮轮五

优先”（特殊天气情况下，为邮轮提供优

先安排进口、优先给与编队时间、优先安

排锚地、优先安排巡逻艇护航、优先疏港

服务），邮轮准点率和安全率实现“双

１００％”。“威尼斯号”“海洋光谱号”等
豪华邮轮成功开启首航，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累计接待邮轮２２５５艘次、国内外旅
客１３４８万人次。中船嘉年华、世天邮轮
等邮轮相关企业落户，邮轮企业总数近

２００家。实现邮轮建造突破，中船邮轮
科技、中船嘉年华负责总造价达７９亿
美元的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研发设计总承

包及运营。与中船集团合作打造上海国

际邮轮产业园，全国面积最大的邮轮港

进境免税店正式开业。邮轮品牌效应更

具国际影响力，参加世界邮轮大会并首

次设展，举办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
会、进博会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上海

邮轮港国际帆船赛等活动。加快重点地

区转型突破，坚持产城融合、以产建城的

思路，推动重点板块脱胎换骨转型。南

大未来智慧城围绕打造全球领先、国内

典范的“ＡＩ＋”未来城市，完成控详规划
成果修编。基本完成土地征收，累计腾

地５３３３３公顷。临港南大智慧城首发
地块开工建设，影谱科技、商汤科技、华

科人工智能研究院等一批项目加快推

进，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项目成功落地，８个市政公
建配套项目开工建设。吴淞创新城建设

实质性启动，编制完成产业发展规划，宝

武特钢、不锈钢首发转型区域完成控规

成果，总投资５０亿元的智慧制造研发总
部等７个项目启动建设，总投资１００亿
元的厚友金融等一批项目加快推进，不

锈钢厂区贯通项目顺利竣工。经济外向

度持续提升，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

７３％，新增外资企业 ３４７家，合同外资
增长１１％，区首家外资投资性公司希亚
思成功落户。承接第二届进博会溢出效

应，组织８６２家企业参团，实现“五超”目

４８



标（意向成交规模、活动数量和影响力、

采购商到会数量、引进企业数量、参展企

业数量远超首届），意向成交额达 １４９
亿元，超首届进博会５３倍。深入落实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长三角一体化

战略，“一带一路”沿线累计投资２４个项
目、近４亿美元，成立长三角高端装备创
新协同基地、长三角产业互联网联盟，提

前实现长三角异地门诊实时结算全覆

盖。加大对口扶贫投入力度，助力新疆、

云南等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深化“放

管服”改革，推进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由

５５８项精简至５４０项。“一网通办”取得
突破，全区审批承诺时间比法定时间平

均压减 ７０％。在全市率先成立社会投
资项目审批审查中心并完成费用减免，

设立开办企业“一窗通”专区，实施政务

服务“好差评”。“一网通办”高频电子

证照实现全覆盖，３１个部门４６０余项审
批及服务事项纳入５类“单一窗口”，高
质量完成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落实“四大品牌”战略】　区政府坚持
发展第一要务，落实“四大品牌”（上海

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战

略。产业能级稳步提升，运用中心城区

和郊区两个战略空间，走二、三产融合发

展道路。主导产业持续壮大，申和热磁、

东方泵业、一冷开利、衡道病理等一批优

质企业逆势上扬，形成８００亿元产值新
材料产业集群和５００亿元产值机器人及
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新能源、新一代信息

技术、建筑科技、生物医药产业均保持两

位数 增 长。单 位 增 加 值 能 耗 下 降

６５％，降幅居全市前列。服务经济持续
向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收超 ５００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８％。４０家平台经
济重点企业税收增长４６８％，集聚钢银
电商、欧冶云商等千亿级交易平台，交易

额超２０００亿元。８６个重点商务载体单
位面积税收增长１０％，亿元载体总数达
１５个。投资强度持续加大，落实重大产
业项目清单，科勒４０工厂、富驰高科三
期、克来机电等一批项目开工，华域电

动、临港新业坊二期等一批项目竣工投

产，华域汽车、赛赫智能、鑫燕隆等一批

先进制造业企业加大逆周期投资。着力

深化央地合作，成功引进宝武集团４家
重点企业、总注册资金达７０亿元。深入
推进区企合作，与国盛、碧水源、亚系集

团等一流产业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安川、

伏能士、快仓机器人产业园、京东第二研

发中心等优质项目落地。载体空间供给

加大，新增宝龙城、经纬汇、三邻桥、招商

花园城等商业商务载体１００万平方米，
新建联东国际企业港、国际研发总部基

地三期等厂房空间１０万平方米。推动
２３个优质项目“零增地”改扩建，精准盘
活１００公顷产业用地。聚焦产业热点和
企业痛点，完善“１＋９”产业扶持政策（１
个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的总意见

以及关于邮轮经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科技创新、金融服务、节能减排、文

化创意、农业产业化、人才发展９项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修订出台机器人及智能

硬件、生物医药产业专项政策，支持夜间

经济和特色小店发展。区属国资国企改

革深入推进，国资系统企业净利润增长

１０％。加快“环上大科技创新圈”建设，
石墨烯平台累计孵化培育企业１２家、集
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３０余家，石墨烯晶
圆项目成功启动。国内首条公里级高温

超导电缆示范工程开工，中国能源氢能

研究院、创新奇智长三角总部相继落地。

二十冶集团、海隆石油等１９个项目获上
海市科学技术奖，超高导电复合材料等

一批原创性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

接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微盟在港交所成

功上市，新增挂牌上市企业１５家、总数
达１３２家。全区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２５１
家、增幅列全市第二，技术合同交易额增

长７２８％，新增２家外资总部和研发中
心、８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区政府全面启
动“十四五”规划编制，统筹推进城乡一

体化发展。聚焦新一轮城市总规实施，

推进主城区单元规划、北部新市镇总体

规划、控详规划、专项规划有序编制，形

成规划成果，构建城乡统筹、衔接合理、

实施有效的规划体系。聚焦高质量发展

要求，着力推进滨江、吴淞、南大、新顾城

等重点区域规划完善和实施，吴淞工业

区建设规划形成稳定成果，滨江地区、南

大地区规划实现提标。聚焦城乡一体化

发展，实现郊野单元规划全覆盖，形成全

区村庄布局规划，引领乡村绿色和谐发

展。加快完善区域骨干路网，Ｓ７公路一
期、沿江通道越江段、江杨北路、国权北

路殷高路以南段、陆翔路南段等一批道

路建成通车，提高区域南北交通的畅达

度。轨交１５号、１８号线等项目完成前期
动迁腾地，Ｓ７公路二期、沪通铁路、丰翔
路、江杨南路北段等项目完成节点目标，

陆翔路—祁连山路工程实现主桥贯通。

新辟优化１６条公交线路，新建６０个公

交候车亭，实现公交站电子站牌全覆盖。

建成８条微循环道路，新增２５５４个公共
停车泊位，全面开工建设 １００千米“四
好”（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

路。稳步实施教育统筹，深入推进“学区

化集团化”办学，成立陈伯吹教育集团。

世外宝山校、上外宝山双语学校成功开

办，新建、改扩建７所学校。全面深化公
立医院改革和社区综改，第二康复医院

创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精神卫生中

心迁建项目开工建设，社区卫生“１＋１＋
１”签约（在与家庭医生签约的基础上，
可再选择 １家区级和 １家市级医院签
约）６２５万人，排名全市第三。协助承
办“十二艺节”，成功举办第四届区运

会、２０１９年上海樱花节、陈伯吹国际儿
童文学奖、ＣＢＡ夏季联赛、黑池舞蹈节等
重大活动，参与人次超６００万。上海解
放纪念馆成功开馆，淞沪抗战纪念馆二

期等一批场馆建设扎实推进，《挑山女

人》获金鸡电影节“最佳戏曲片奖”。妇

女儿童、红十字、残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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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宝山区聚焦“老
小旧远”等突出民生问题，将高质量发展

更多体现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启动新一

轮上海市创业型城区创建，成立顾村、罗

店大居就业服务分中心，完成职业技能

培训７２万人次，帮助７８５名长期失业
青年实现就业，扶持６６７人成功创业，就
业形势保持稳定。城乡居保月养老金标

准、征地养老人员月生活费分别同比增

长７４％、７６％。“长护险”试点累计投
入２３亿元、２８万人受益。新增养老床
位４４９张，改造提升农村薄弱养老机构９
家，新建４家长者照护之家、６家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１２个老年人助餐服务
点，实现“银龄 ｅ生活”服务全覆盖。建
立托育服务指导中心，新增托育服务机

构４６家。新改建５家标准化菜市场、５０
个社区智慧微菜场。扎实推进“全国双

拥模范城”八连冠创建，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体系初步形成。全面推进旧区改造工

作，八棉二纺加固修缮工程完工，住宅修

缮工程竣工２２１万平方米。完成旧里无
卫生设施改造 ２５万平方米，惠及 ６２６
户居民。泗塘一村北块、桃园新村、向阳

新村等项目集中开工 ７幢、竣工 ６幢。
新增和转化租赁住房９２２１套（间），开工
区属动迁安置房９６９万平方米、竣工交
付４６万平方米、惠及居农民１０１６户。６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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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示范村———罗泾镇塘湾村 区府办／提供

个“城中村”改造实现１５个地块出让，启
动建设８７个公建配套项目。聚焦乡村
振兴示范村和“三高两区”（高压线、高

速公路、高速铁路，生态敏感区、环境综

合整治区），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提

前完成７００户农民签约工作。乡村振兴
战略落实有力，市下达重点任务推进进

度在全市名列前茅。创建国家农业绿色

发展先行区，绿色农产品认证率达

１５％。高标准推进“１＋４”（１即第一批
乡村振兴示范村塘湾村，４即第二批创
建乡村振兴示范村的４个村：聚源桥村、
海星村、花红村、天平村）乡村振兴示范

村建设，塘湾村建成全国首个母婴康养

村和萱草文化园，第二批示范村创建项

目完成率达 ９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成效明显，完成１８８座农村公厕改造、４４
个村架空线规整，新增３个市级、１０个
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全面完成农村集

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组建３个镇级投
资管理平台，集体经济组织总资产达

６０３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成功创
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区，

“社区通”入选２０个首批全国乡村治理
典型案例。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依托“智

慧公安”打造社会面智能安防体系，建成

７８４个智慧社区、２７３栋智能楼宇。构建
应急管理工作新格局，持续开展危化品、

在建工地、物流仓储等重点行业领域的

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加大国资系统出

租出借房屋及经营场所监管力度，全力

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深入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坚持有黑扫黑、有恶除恶、

有乱治乱，始终保持对“套路贷”、黄赌

毒、非法集资等犯罪的高压整治态势。

切实做好金融风险防范、信访维稳、防汛

防台等工作，全区报警类１１０接报数、信
访总量分别下降２０９％、１５３％，顾村派
出所 被 公 安 部 评 为 百 家 “枫 桥 式

派出所”。

【优化人居环境品质】　宝山区以中央
第二轮环保督察为契机，突出生态优先

和精细化管理，打造干净、安全、有序、和

谐、美丽的城区。区域生态环境改善，高

质量完成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参与

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保护，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加强

大气污染防治，加大产业结构、能源结

构、运输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扬尘

污染防控２０版“片长制”由８３个片区
拓展到全区，首批１５０条道路试点实施
“路长制”，市区道路纳管率达７８％，ＡＱＩ
优良率达８８３％，列全市第一。强化水
环境综合治理，推进１８千米二级污水管
网建设、２４１７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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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１７３条段河湖消劣任务，基本
消除劣Ｖ类水体，“１＋１６”水质考核断
面实现动态达标，“河湖长制”综合评分

列郊区第二。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计划，

实施建设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推进南

大地区土壤污染治理修复试点，完成

１９８地块减量化１００公顷。城市精细化
管理深入拓展，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为

契机，围绕美丽街区建设，落实“一街区

一方案”，以开展户外招牌整治、落实沿

街商铺“门责制”为重点，全面提升市容

环境面貌和道路养护水平，市容环境社

会公众满意度测评列郊区第一。培育特

色楼组近３０００个，获评中国（上海）社会
治理创新实践优秀案例。成功创建１００
个美丽家园示范小区，完成１０２台加装
电梯立项、５０９万平方米老旧住房安全
隐患处置，实施燃气内管改造２１万户。
网格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１２３４５”热线
工单办理综合评价在全市名列前茅。以

吴淞工业区、?藻浜沿线和江杨市场三

大重点区域综合整治为契机，拆除违法

建筑２７２１万平方米，完成２６个大棚房
项目整治，关停１５家低端内河码头，新
建各类绿地 ６５公顷，白沙公园成功开
园。生活垃圾分类扎实推进，聚焦源头

减量、过程管控和末端处置，建成“两网

融合”再生资源回收点 ９１１个、中转站
１３个，绿色账户累计覆盖７１４万户，创
建达标居住区８１１个、达标率超９５％，大
场镇、吴淞街道、友谊街道、高境镇、罗店

镇、庙行镇６个街镇成功创建“上海市垃
圾分类示范街镇”。坚持“垃圾不落地、

不混装”，升级改造垃圾箱房２４９０间，配
备干湿垃圾运输车３５６辆。开工建设宝
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江杨北路永久性

装修垃圾分拣中心顺利运行。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区政府开展主
题教育，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总要求和“理论学习有收获、思

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

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总目标，坚

持“四个贯穿始终”（将学习教育、调查

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思想

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完成８项专
题调研和旧区改造、北部交通等问题整

改，着力解决一批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上海市３０条实施办
法，制定并落实“一要点两清单”（２０１９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和责任清单、

责任风险清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

入开展“大调研”活动，区政府系统党员

干部累计开展调研４９万人次，收集问题
和建议１３万条，问题解决率达９８４％。
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控部门一

般性支出，压减比例不低于５％，集中财
力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出台“１＋１０＋
Ｘ”管理办法（“１”即总则：《宝山区区级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１０”即项目
储备、第三方服务机构库、代理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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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总承包、财务（投资）监理、集中收付

和审计监督等１０个领域管理要求，“Ｘ”
即针对不同行业类型项目，由各个行业

部门制定相应的规范要求），规范政府投

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深入转变工作

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

基层减负。加强依法行政。制订“１＋
５”文件（１个总则：《上海市宝山区重大
行政决策程序管理规定（试行）》，５个附
则：公众参与程序规定、专家论证程序规

定、风险评估程序规定、合法性审查程序

规定、集体讨论决定程序规定等５个附
则），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完善依

法决策程序。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区政

府常务会议主动邀请利益相关方参与议

题审议，政务信息主动公开率列全市第

一。行政复议纠错率和行政诉讼败诉率

均保持为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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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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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３％、表示理解的占２７％。
（杨倩怡）

重要政事和决策

【邮轮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宝山区获批首个“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

范区”，举办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
会，市委书记李强会见大会嘉宾代表，为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揭牌。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全年靠泊邮轮２４０艘次，接
待出入境旅客１８７２万人次，接连打破
亚洲邮轮港单日接待旅客数量纪录，稳

占亚洲邮轮市场龙头地位。全产业链竞

争优势越发明显，产业链上游，邮轮建造

实质启动，推动总造价 ５４亿元的首艘
１３５万吨国产大型邮轮开工建设。中
船集团和中国船级社联合成立的邮轮

配套产品认证、整舱研发、内装人才培

训３个中心正式落地。加快推进上海
中船国际邮轮产业园，世天邮轮与招商

局集团签订 ４艘 ３７万总吨邮轮造船
合同。产业链中游，地中海邮轮宝山公

司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认定，中船邮轮

科技、中船嘉年华（上海）等邮轮相关企

业相继落户，总数近２００家。产业链下
游，邮轮准点率和安全率实现“双

１００％”，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启动“智慧
邮轮港”建设，成为全国首家国际邮轮

港游客服务认证单位。全国首家邮轮

进境免税店建成开业。举办２０１９上海
邮轮港国际帆船赛、上海邮轮文化旅游

节等活动。

表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邮轮经济发展情况

主要领域 主要进展

邮轮服务
邮轮船票试点经验得到全国推广，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获“上海品牌”认证。
完善和推进邮轮安全准点运营协调机制，推进口岸智能管控和综合信息系统建设，邮轮准点率和安全率实现“双１００％”。

邮轮制造
中船邮轮科技正式落户宝山，１０月１８日国内首艘国产大型邮轮正式开工点火钢板切割，标志着邮轮建造实质性启动。
签署“１＋１＋２”艘３７万总吨豪华邮轮造船合同。

邮轮购物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接连打破亚洲邮轮港单日接待旅客数量纪录，继续保持在亚洲邮轮市场龙头地位。
全国面积最大邮轮进境免税店建成开业，成为打响“上海购物”品牌的新亮点。

邮轮文化
举办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皇家加勒比、嘉年华、地中海、云顶等全球主要邮轮公司总裁首次悉数参会并发表演讲。
举办进博会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依托进博会载体传播邮轮文化。
举办首届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

表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绝对值 增幅（％）

地区生产总值 １５５１．５１亿元 ５．７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６１亿元 ０．３４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５４０亿元 ８．９

商品销售额 ６１３８亿元 ８．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２６亿元 ６．２

合同外资 １７．５５亿美元 １１

【对接长三角一体化】　宝山区以产业
发展为纽带，组建长三角产业互联网联

盟、沿江产业园区发展联盟、长三角创意

设计产学联盟。打造石墨烯联合创新中

心、长三角高端装备创新协同基地。举

办长三角沿江滨海城市协同创新发展论

坛、长三角创意设计产业论坛。以基础

设施为纽带，推进区域间交通网络建设，

加快北沿江铁路、沪通铁路建设，加强防

汛基础设施建设。以合作交流为纽带，

首次探索人防联动联训机制，实现区内

定点医院长三角门诊异地结算全覆盖。

【对接科创版注册制】　宝山区推进企
业直接融资，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签订战

略合作备忘录，推动 １５家企业上市挂
牌，累计１３２家，加大科创板后备企业服
务力度。集聚一批资本市场参与者，培

育一批代表性科创企业，营造一流投融

资生态体系。

【对接进博会】　第二届进博会宝山区
组织８６２家企业参团，成交规模、活动数

量和影响力、采购商到会数量、引进企业

数量、参展企业数量均超过首届。分别

与德国、美国等１４个国家五大展区达成
意向成交额 １４９３亿元，增长 ５３３倍。
举办“２０１９国际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
坛”等３个配套论坛活动。

【区域经济发展显韧性】　宝山区全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可比增长５７％。区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大规模减税降费

减收８５亿元、影响增幅１０个百分点以

上的情况下实现正增长，完成１６１亿元，
增长０３４％。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５４０亿元，增长８９％。完成商品销
售额６１３８亿元，增长８５％。完成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２６亿元，增长６２％。
完成合同外资１７５５亿美元，增长１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８２％左
右，高于经济增长幅度。

【逐步显现优势产业集聚效应】　机器
人及智能制造、新材料、建筑科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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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经济等千亿级产业，人工智能和新

一代信息技术、大健康及生物医药、文

化创意、节能环保、现代物流等百亿级

产业加速崛起。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

业集群实现产值约 ５００亿元，安川机
器人项目投产，快仓（宝山）全球智能

机器人产业园、创新奇智长三角区域

总部等高能级项目落户；新材料产业

集群实现产值约 ８００亿元，石墨烯功
能型平台累计孵化培育企业 １２家、集
聚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３０余家；建筑
科技产业集群实现产值约 ７００亿元，
全区特级、一级资质建筑业企业达 ２６
家；平台经济产业集群实现营业收入

约１０００亿元，“互联网 ＋”生活服务平
台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信息

技术、大健康及生物医药、文化创意、

节能环保、现代物流等 ５个百亿级产
业年产值超５００亿元。

【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２０１９年
第一阶段市文明进步指数测评继续保

持一般城区第一名，高于全市平均分。

智慧城市加快建设，发展水平指数保持

非中心城区第一名。基本建成“城市大

脑”数据池、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启动“智慧公安”综合服务平台等２２个
重点项目。大场镇、塘湾村分别成为首

批市级智慧社区、智慧村庄示范点。累

计建成１０９２个５Ｇ基站，家庭宽带用户
平均接入速率达 ２００Ｍｂ／Ｓ。街镇社区
事务受理中心１８８项事务实现“全市通
办”。加装电梯工作持续开展，老旧小

区住宅加装电梯立项 １０２台。削减存
量违建２７２１万平方米，新增违建保持
“零增长”，“无违建先进 街 镇”达

１１个。

【２０１９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　
（１）目标：持续深化“美丽家园”建

设，完成２００万平方米综合性住宅修缮

工程。完成情况：完成２２１万平方米综
合性住宅修缮工程。

（２）目标：为１０个老旧小区实施消
防设施改造；完成大场、杨行地区２万户
老旧公房燃气内管改造；为淞南、顾村地

区“三合一”隐患场所安装１０００套“‘三
合一’安全感知应用系统”。完成情况：

完成月浦镇及张庙街道共１０个老旧小
区的消防设施改造任务；完成大场、杨行

地区老旧公房燃气内管改造２１万户；
完成淞南、顾村地区“三合一”隐患场所

“‘三合一’安全感知应用系统”安装

１０００套。
（３）目标：开设 ４０个小学生“爱心

暑托班”办班点；完成１０所中小幼学校
无障碍厕所示范点建设。完成情况：完

成４０个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办班点开
设；完成１０所中小幼学校无障碍厕所示
范点建设任务。

（４）目标：升级打造１５个居村综合
文化活动室“一村一居一舞台”设施。

完成情况：完成１５个居村综合文化活动
室“一村一居一舞台”设施的升级打造

任务。

（５）目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
在２６５００人以内；为 １０万职工送专享
基本保障计划。完成情况：城镇登记失

业人数为 ２３２０９人，控制在目标范围
内；为１３９万名职工送专享基本保障。

（６）目标：为１８万名退休和生活
困难妇女免费安排妇科病、乳腺病筛

查；完成 ６５—７５周岁老年人肺部肿瘤
免费筛查１０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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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万名退休和生活困难妇
女免费安排妇科病、乳腺病筛查；完成

６５—７５周岁老年人肺部肿瘤免费筛查
１０５８万人；为５０２０名有体检需求的持
证残疾人提供健康体检。

（７）目标：新（改）建 ５家标准化菜
市场；新建５０个社区微菜场；建设公共

法律服务远程视频服务系统。完成情

况：完成新（改）建５家标准化菜市场；已
完成新建５０个社区微菜场；完成１２个
点位公共法律服务远程视频服务系统建

设，实现全覆盖。

（８）目标：新增养老床位２７４张；新
增认知症床位１３５张；新增长者照护之
家２家；完成薄弱养老机构改造９家；新
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１２家；新建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６家；７０周岁及以上老人
“银龄ｅ生活”服务全覆盖。完成情况：
完成新增养老床位４４９张；完成新增认
知症床位１９８张；完成新增长者照护之
家４家；完成薄弱养老机构改造９家；完
成新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１２家；完成新
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６家；７０周岁及
以上老人“银龄 ｅ生活”服务达１１万余
人次，实现街镇、园区全覆盖。

（９）目标：新建５片市民足球场；新
建及更新５条市民健身步道、２０个健身
苑点；实施庙行公园改造工程；新建罗店

大型居住社区西北街区花园绿化工程。

完成情况：完成新建５片市民足球场；完
成新建及更新６条市民健身步道、２０个
健身苑点；庙行公园改造工程竣工；罗店

大型居住社区西北街区花园绿化工程

竣工。

（１０）目标：新建公交候车亭６０个；
新增１０００个公共停车泊位；实施陈广路
路灯安装工程；持续改善综合交通，实施

月罗公路（罗迎路／罗溪路—罗东路）重
点交叉路口和路段交通安全改善工程，

实施共和新路共江路路口和友谊路方正

路路口排堵保畅工程。完成情况：完成

新建公交候车亭６０个；完成新增公共停
车泊位２５５４个；完成陈广路路灯安装工
程；月罗公路（罗迎路／罗溪路—罗东
路）重点交叉路口和路段交通安全改善

工程竣工；共和新路共江路路口和友谊

路方正路路口排堵保畅工程竣工。

（杨倩怡）

表３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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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次

一、通报宝山区经济社会发展部分领域在全市考核排名的有关情况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９年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关于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就业的行动计划》制订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公共资源规范管理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加快优质资源引进打造特色教育品牌的情况汇报

１月８日

第６２次 一、听取关于加快启动顾村“青少年创新教育与实践中心绿化提升项目、青少年创新教育与实践中心汽车模型赛场项
目”的情况汇报

１月２５日

８８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续表）

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６３次

一、通报２０１８年度区政府党组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
二、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以及应勇市长在上海分会场会议上的讲话要求
三、听取关于传达《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宝山区贯彻情
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情况汇报

１月２８日

第６４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上海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会议、市信访工作会议、市政府工作会议、市审计工作会议、市财税工
作会议、市体育工作会议、市气象工作会议等市有关会议精神
二、传达学习贯彻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企业春节后复工复产和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精神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方案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智慧办公系统建设有关情况的汇报

２月１４日

第６５次

一、听取关于研究制定《宝山区关于全力优化环境全心做好服务全面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及《宝山区关
于建立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工作制度》相关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制定《宝山区２０１９年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实施计划（２０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深化农村综合帮扶工作实施意见（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起草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制定《宝山区关于对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促进产业能级提升的专项政策（试行）》的情况汇报

２月２０日

第６６次 一、听取关于举办２０１９上海樱花节的情况汇报 ２月２６日

第６７次 一、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贯彻落实上海市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有关情况的汇报 ３月５日

第６８次

一、听取关于举行“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起草《宝山区社会投资项目行政审批帮办服务实施办法（试行）》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实施《宝山区道路交通噪声污染治理暂行办法》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落实《关于深化本市公交行业改革的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３月１２日

第６９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市领导在《关于贯彻落实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的汇报》上的批示精神
二、听取区建设管理委关于宝山区试点推行路长制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区农业农村委关于宝山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区政府办公室关于《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项目计划安排》的情况汇报

３月２０日

第７０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胡春华副总理在推进“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二、传达学习贯彻上海市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会议精神
三、听取并原则同意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制订《宝山区大力开展“双减半”进一步提升“一网通办”改革效能的工作方案》
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区绿化市容局关于宝山区贯彻《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推进全程分类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区体育局关于宝山区第四届运动会筹备情况的汇报

３月２７日

第７１次
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上海市“一网通办”工作推进会精神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宝山区食品安全工作总结和２０１９年食品安全工作意见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举办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有关情况汇报

４月４日

第７２次 一、传达学习市委中心组学习会精神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相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４月１９日

第７３次

一、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全面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行动计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制订《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送审稿）》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１０个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制订《关于深化完善本区村级民主监督的实施办法》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推进新一轮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暨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行动计划》制定情况的汇报
六、听取关于调整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进一步落实《上海市宝山区与克拉玛依市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提供支持的情况汇报

５月７日

第７４次

一、听取关于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的情况汇报
二、传达学习贯彻市政府常务会议关于防汛防台工作的有关部署
三、听取庙行镇、大场镇、高境镇关于“稳增长，抓投促”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关于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投资交易和城市服务保障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开展宝山区“十四五”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罗泾镇、罗店镇、月浦镇关于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及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七、听取关于举办２０１９年上海科技节“科学之夜”活动及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科技节系列活动工作的情况汇报

５月１６日

第７５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市政府常务会议关于传达全国违建别墅问题清查整治专项行动部署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二、听取友谊路街道办事处、吴淞街道办事处、张庙街道办事处关于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杨行镇、顾村镇、淞南镇关于“稳增长，抓投促”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５月２２日

第７６次 一、听取关于制订《关于宝山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产业用地高质量利用的实施细则》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罗泾镇、罗店镇、月浦镇关于“稳增长、抓投促”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５月２９日

第７７次

一、听取关于落实中央扫黑除恶第一阶段督导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迎接中央第二轮环保督察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重大产业项目推进情况的汇报

６月１７日

９８

重要政事和决策



（续表）

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７８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市委中心组学习会精神
二、传达学习贯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的通知＞的工作措施》的通知精神
三、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四、听取关于减税降费政策的解读
五、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进一步优化供给促进消费增长建设北上海特色消费区的实施方案（试行）》的情况汇报

６月２６日

第７９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关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　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工作意见》的通知精神
二、传达学习贯彻市政府常务会议关于做好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和第二轮督察迎检等工作的汇报精神
三、听取关于“夏令热线”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

７月９日

第８０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上海市工作动员会精神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贯彻落实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起草《宝山区关于深入推进司法行政改革的实施方案》、调整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事项、制
定《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与责任分工》的情况汇报

７月１２日

第８１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市政府常务会议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下半年重点工作建议的汇报精神
二、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上海市协调联络组工作会议精神及通报我区近期迎接督察工作推进情况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９年本区防汛防台工作情况的汇报

７月１７日

第８２次 一、听取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开展宝山区２０１９年度行政审批事项取消调整有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７月２４日

第８３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修订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９年“夏令热线”反映问题处置进展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加强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控制管理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罗店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编制的情况汇报

８月１９日

第８４次 一、听取关于近期重点金融工作的情况汇报 ８月２８日

第８５次

一、听取关于农村地区智能安防建设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度市容环境卫生状况、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结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制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一网通办”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政务公开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六、听取关于推进２０１９年宝山“智慧公安”建设工作的情况汇报

９月４日

第８６次 一、听取关于国际邮轮数据（上海）中心智慧邮轮港建设项目的情况汇报 ９月１０日

第８７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９上半年宝山区城管执法工作社会满意度测评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办理工作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第三届政府质量奖评审情况和颁奖活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９年７月份我区生活垃圾分类测评结果及综合排名的情况汇报

９月１７日

第８８次 一、听取关于进一步推进与云南深度贫困县（市）结对帮扶的情况汇报 ９月２５日

第８９次 一、听取关于制订《上海市宝山区深化养老服务实施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交易团宝山分团投资交易的情况汇报

１０月３１日

第９０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９年区政府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及重点专项目标推进情况的汇报 １１月１３日

第９１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民生问题调查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市、区两级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情况的汇报 １１月２０日

第９２次
一、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上海分会场会议精神
二、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着力发挥资本市场作用促进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暨“展翅计划”的实施意见》
的情况汇报

１１月２７日

第９３次 一、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支持生物医药与生命健康产业发展实施意见（试行）》的情况汇报 １２月９日

第９４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区政府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的通报 １２月１７日

第９５次 一、传达学习全市元旦春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管控暨安全稳定工作会议精神及本区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政府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自查评估报告和工作总结的情况汇报

１２月２５日

（杨倩怡）

【完成宝山区第四次经济普查】　２０１８
年宝山区与全国同步开展第四次经济普

查，摸清全区经济家底。此次普查历时

２年，区统计局共组织普查指导员、普查
员２０００余名，全面调查全区从事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法人单

位分支机构、个体经营户的发展规模、布

局和效益，了解全区产业组织、产业结构

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掌握全

部法人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业发

展的情况，查实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和

主要产品产量、服务活动。根据普查数

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宝山
区有正式登记法人单位 ２８５７９户，与
２０１３年第三次经济普查相比，增加４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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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增长 １９４％；法人单位分支机构
５０５１个，增长３５３％；个体经营户２８２５２
户；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数结构比由第

三次经济普查时的 ２６０∶７４０调整为
１６６∶８３４。 （骆涉宇）

政务服务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９日，区行政服务中心打响“一网通办”品牌 金晓虎／摄影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共有各类市场
主体１９７７５８户，比上年减少２４２０户；注
册资本 １２２４２２０亿元，增加 ３２８９８亿
元。其中：企业合计 １６０１０３户，注册资
本 １２２４０５９亿元；个体工商户 ３７５５４
户，资金数额１９７４亿元；农民专业合作
社１０１户，资金数额 １８７亿元。年内，
全区共新增企业２６３４６户，其中法人单
位２４８８６户，新增企业注册资本２１０７８４
亿元；迁入企业２４７８户，其中法人单位
２４２１户；迁入企业注册资本 ２０５７８
亿元。

【提升服务效能】　２０１９年，区行政服务
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共接待１９０１９８
人次，日均接待７６４人次；累计受理总数
２２５２７４件，日 均 受 理 ９０５件，办 结
２２４１９９件。进驻事项１００％开通网上预
约，实现网上预约４０５６６次；网上办理量
８１５６１次；召开项目协调会、咨询会 ８９
次；累计挽留申请外迁企业１７４家。共
收到锦旗４１面，感谢信７封。中心对照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深入推进“一网通办”工
作要点》《上海市“一网通办”评估工作

方案》和《宝山区“一网通办”及政府改

革任务清单》，从企业“能办事、快办事、

办成事”角度出发，纵深推进“一网通

办”“一网、一门、一次”改革。高标准迎

接世行营商环境测评，持续推进全区营

商环境建设；完善中心“三集中三到位”

（一个行政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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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政务服务事项向电子政务平台集

中，确保进驻行政服务中心人员到位、审

批事项授权到位和电子监察到位）服务

机制，支撑综合窗口改革；实现综合窗口

全覆盖，建成“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

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线下服务新模式；

对接“四个减”（减环节、减材料、减时

间、减跑动），依托“一梁四柱”（“一梁”

即“一网通办”统一受理平台。“四柱”

即“四个统一”：建成全市统一多源身份

认证体系；统一总客服为“１２３４５”市民服
务热线；统一公共支付，与银联、支付宝、

微信等三家支付机构合作，打造多渠道

支付服务体系；统一物流快递，与邮政

ＥＭＳ签约合作，将政务服务“送货上
门”），人工智能、“随申办”ＡＰＰ、自助设
备彼此借力，实现公共服务信息即时查

询、申请表智能预填、ＡＩ审批等服务功
能；完善帮办服务机制，设立３个特色服
务专区，一对一指导、全天候咨询。

【做好世行营商环境测评迎检】　年内，
中心按照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对照重

点指标进行梳理自查。围绕“开办企

业”指标，针对开办企业“一窗通”服务

专区受益企业过低，９５％由开发区代办
新办业务企业未享受到改革红利情况，

中心领导班子调研撰写“关于开办企业

‘一窗通’服务专区工作推进情况的报

告”，提出“加强对开发区代办环节的监

管”建议。据此，分管副区长召开专题

会议，切实兑现“２天完成企业开办”服
务承诺，让更多企业领到“一窗通”服务

专区派发服务“大礼包”。围绕“办理

建筑许可”指标，从统一审批流程、精简

审批环节、完善审批体系、优化政务服

务等方面出发，配合区建管委，区规划

资源局等推进工程建设项目综合窗口

建设。同时，针对供水、供电、燃气、通

信等市政公用服务事项未按“办理建筑

许可”指标要求入驻中心，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服务链不健全等问题，与区建设

管理委进行协调，引入市政公用服务

事项。

【建成线下综合窗口服务模式】　２０１９
年，中心把握宝山区作为全市综合窗口

改革试点区契机，按照“一窗受理、集成

服务”要求，牵头制定《宝山区综合窗口

改革实施方案》，根据办理事项类型、办

理流程关联度、办理数量等要素，将以部

门设立政务服务窗口，分类整合为５类
综合受理综合窗口（将《宝山区市场准

入行政审批目录》（２０版）所涉政务服
务事项全部纳入市场准入类综合窗口，

涉及２１个部门，１２０余项事项；将工程建
设项目全流程涉及政务服务事项纳入工

程建设项目综合窗口，涉及１３个部门，
１６０余项事项；将新办企业涉及１１项税
务事项整体纳入税务新办企业类综合窗

口；将其它未纳入上述综合窗口所有政

务服务事项，统一纳入综合业务类综合

窗口，涉及２３个部门，１７０余项事项；对
各进驻部门已办结事项证照、结果性文

件，纳入统一出件（发证）综合窗口，实

施“一窗”发放）。围绕布局、人员、授

权、流程四个关键环节，再造线下服务模

式，于７月基本完成综合窗口改革，基本
建成“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

一窗口出件”线下政务服务新机制。１１
月，中心按照《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试点工作方案》，在市场准入类

综合窗口内增设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综合服务专窗，对涉及长三

角地区“一网通办”事项，专窗提供异地

咨询、协调联系、物流对接、代验材料、代

发证照等服务。综合窗口改革将线下分

散化“小专窗”升级为集成化“大综窗”，

将部门“独立办”模式升级为内外“协作

办”模式。提升服务感受度。企业现场

办事只需到“一窗”，就可享受“无差别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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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７日，区行政服务中心举办“建行杯”运动会 金晓虎／摄影

区行政服务中心“一网通办”自助服务区 金晓虎／摄影

受理”服务。提升审批效率。通过培训

实现部门内各板块业务的“全线贯通”，

将现场等候时间减少２／３以上；通过物
理空间的聚合，跨部门流程的再造，减少

线下的跑动距离和线上的办事环节，将

平均办理时间缩短一半以上。提升电子

监察效率。所有线下业务办理一律通过

中心统一受理平台进行，减少“数据壁

垒”和“二次录入”对中心系统平台数据

准确性和及时性的影响，实现从收件、办

理到发证全过程的效能监督。

【提升在线服务效能】　中心围绕“让企
业办事只上一张网”目标，拓展服务功

能，借助大数据，对网办前、中、后各环节

予以优化，让企业高效办成“一件事”。

在前期申请环节，以人工智能赋能自助

终端，拓展政务一体机服务功能。推出

“一企一档”“一人一档”，实现信用、纳

税、医保、养老金、公积金等公共服务信

息即时查询；通过“随申办”ＡＰＰ客户端
和政务一体机智能终端“两端合作”，实

现证照自助打印，申请表智能填写。在

中心三楼开设自助服务区，配置智能化、

便民化自助服务设备，加强现场辅助引

导，培育企业在线自助办事习惯。在中

期审批环节，推广高频电子证照、电子印

章在行政审批中应用。推出系统调证、

电子亮证、证照到期提醒等功能，实现企

业办事“减材料”；实现对已归集电子证

照批文统一加盖电子印章，推行审批“无

纸化”。至年末，完成 ４个部门 １４类
２５３４张区级证照批文统一制证归集；实
现电子证照调用 １５９４９０次。综合窗口

收件凭证系统自动盖章１８１６３次。探索
“ＡＩ＋一网通办”，１１月推出“网约车驾
驶人员背景审查”事项全自助、零材料

ＡＩ审批服务，１２月推出“酒类商品零售
许可”（全部情形）、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注销情形）事项“ＡＩ自助办”（申请人
通过智能政务服务工作台进行申请，完

成人证核验后，系统一键调取法人库、电

子证照库相关信息，自动生成申请表。

智能预审后，当场出具电子收件凭证并

将申请材料推送到综合窗口）。在后期

物流环节，按照《２０１９年上海市推进“一
网通办”工作要点》有关“四个统一”要

求，把ＥＭＳ快递服务功能嵌入“一网通
办”服务流程，让“快递送”代替“企业

跑”。至年末，中心已推出“一网通办”

免费政务快递服务，企业申请人通过线

上或线下渠道办理相关事项，可免费享

受全市乃至全国范围内证照寄送服务，

以及本市范围内材料上门揽收服务。

【创新服务企业工作机制】　中心结合
“一网通办”工作推进，完善帮办服务机

制，围绕帮办服务流程，开发项目帮办管

理系统。从在线申报、转办督办到服务

评价，建立完整功能模块；将包括开发区

经办人员取证时间等各环节纳入全程电

子化监管，保证每个帮办环节“透明

化”。加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帮办辅导，

设立开办企业“一窗通”服务专区，配备

开办企业专职辅导员，提供“一窗通”申

报、ＣＡ数字证书激活等服务，专区自３
月１８日运行以来，为企业发放包含“营
业执照、激活的数字证书、税控盘、发票、

公章”在内“大礼包”１６２４２份。设立“一
网通办”帮办服务区，为到窗口办事企业

提供咨询辅导、网上申报等保姆式“一对

一”帮办服务协助３０１家企业进行公司
注册，４５家企业进行企业年报公示，２１１
家企业完成各类工商变更。设立２４小
时延时服务区，通过政务一体机、自助证

照柜，为企业提供查询申报、智能审核、

材料打印、材料存放等人性化服务。通

过集约利用好各类政务服务资源，进一

步完善网上咨询、电话咨询和现场咨询

服务。建立咨询服务轮值制，探索引入

智能客服互动机制。同时，还对咨询记

录、栏目点击率等进行分析，并结合最新

政策法规，及时汇总、更新发布“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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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至年末，中心累计回复各类咨询

１６９７８次。

【落实“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好差评”制

度】　中心拟定《中心贯彻落实“好差
评”制度的工作方案》，上线可一次评价

直接到人、到事“好差评２０版”评价系
统。通过建立受理、处置、办理、反馈、监

督“好差评”闭环工作机制，推动中心服

务模式、服务功能持续完善。 （陆　薇）

信　访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信访办接收群众信
访总量１１１４８件，比上年下降３６％。其
中：来信２８８４件，上升８２％；来访４３４７
件，下降８１％；网上信访３９１７件，下降
３７％，办理信访复查复核事项 ２４件。
聚焦重大事项、重要节点、民生保障、突

出问题，走访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累计

开展调研８２３次，共有２５１６人次参与调
研，收集问题和建议数３２条，协调有关
部门推动居民生活设施保障问题、“拆落

地”旧房改造问题、企业生产中的雨污水

纳管问题、新能源车乱拉电线充电等群

众和企业急、难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举

办全区信访干部基础业务理论和实操培

训，下发信访基础业务３００题，分层分类
开展基础业务、信访理论、政策、法规等

专项培训。加强对标分析、对表梳理、对

账检视，以点对点方式召开考核工作推

进会，推进职能部门依照法定职责受理

办理信访事项，提升初次信访办理效能。

年内，区信访办被评为上海市信访系统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先进集体，区信访办机
关党支部连续 ２年被宝山区委命名为
“进博先锋行动”先进基层党组织。

【化解信访突出矛盾】　区信访办加强
疑难复杂信访积案综合分析研判，落实

领导干部接访、信访稳定工作例会、分级

分责等工作机制，加强信访责任目标考

核，推动疑难信访事项得到及时、就地、

妥善的解决。年内，纳入领导接访 １４２
批５３６人次、召开信访突出矛盾协调会
４０次、交办分级分责信访事项１２件。

【推进“人民满意窗口”标准化创建】　
区信访办落实上海市信访办“人民满意

窗口”“六个一”（一个登记窗口、一间接

谈室、一面宣传墙、一套便民服务措施、

一组对接机制、一套制度规范）建设要

求，启动各街镇（园区）“人民满意窗口”

标准化创建，统一受理窗口、接谈室和宣

传墙，鼓励基层单位因地制宜制定制度

规范、便民服务措施和对接机制，各街镇

（园区）完成场所和配套设施的实质性

创建，提升信访接待窗口公共服务形象。

【紧扣重点工作调处矛盾】　区信访办
保障区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建设，聚焦人

民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针对 Ｇ１５０３上
海绕城高速公路、军工路快速路、变电站

建设、以及Ｐ２Ｐ投资受损、教育培训和健
身休闲类预付费消费领域等突出矛盾纠

纷，配合属地街镇（园区）和相关委办

局，加强分析研判和排查预警，妥善应对

处置，确保突出矛盾平稳可控。

【征集人民建议】　区信访办建立健全
区级、街镇（园区）和委办局、村居三个

层面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平台，围绕群众

关心的热点问题、改革发展稳定重点问

题、新业态新领域出现的矛盾问题，广泛

开展人民建议征集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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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件，得到市委、市政府
领导批示６件。宝山区连续３年获上海
市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加强信访宣传和理论研究】　区信访
办依托“互联网 ＋信访宣传”，在“宝山
信访”今日头条号上动态发布全区信访

工作信息２１篇，区信访系统申报的“解
决群众合理诉求与维护信访秩序的关系

研究”被列为２０１９年度国家信访局理论
研究项目并结项通过，“坚持和发展‘枫

桥经验’提升基层信访工作水平”“信访

舆情应对机制研究”等５篇课题被列为
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信访系统理论研究课
题并结项通过。以讲好信访故事、弘扬

正能量为主题的《建立党小组，实地解民

忧》刊发在《人民日报》上。 （陆健伟）

外事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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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方面出访工作计划，全面促进对外交

流合作；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出国（境）管

理，优化出访任务计划申报、经费预算、

出国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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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实际自组出访３３批２５５
人次，参团３２人次。９月宝山区文旅局
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携“沪剧电影

《挑山女人》”赴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参

加“２０１９年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
并参加有关影展活动。淞沪抗战纪念馆

赴波兰参加格但斯克二战博物馆举办的

“东方主战场”主题展览开幕式和专题

学术研讨会。宝山区申报的芬坎蒂尼

（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Ｆａｂｒｉｚｉｏ
Ｆｅｒｒｉ（意籍）和上海申克机械有限公司总
经理ＰｅｔｅｒＬｅｇｎｅｒ（德籍）获２０１９年度上
海市“白玉兰纪念奖”。

【加强出国（境）管理】　区外事办研究
制订年内出访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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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联合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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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

预算、统一核销、统一决算）管理模式；加

强对基层出国（境）管理的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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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访团组的出访报告及公务活动

明细进行统一填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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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世界邮轮大会组委会、德国 Ｒ＆Ｍ集
团、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邀请，率团出访

美国、德国与意大利，参加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
世界邮轮大会，与 ＵＢＭ展览集团、嘉年
华集团、皇家加勒比、地中海邮轮、诺唯

真游轮、ＣＬＩＡ国际邮轮协会等高层会
谈，深化与各大邮轮公司、邮轮协会间的

合作；参与“塞班之星”邮轮签约仪式；

参观２０１９世界邮轮大会展览会场，了解
邮轮产业最新发展形势；走访参观皇家

加勒比邮轮码头，学习一流邮轮港口运

营管理经验；参加由上海国际邮轮经济

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

告（海外版）》发布活动；参观维斯马船

厂和芬坎蒂尼迪里雅斯特造船厂、蒙法

尔科内船厂；举办邮轮供应商招商专场

活动；考察威尼斯运河岸线、城中水巷、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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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船游艇码头“三游”经济发展。

４月，区长范少军率团前往瑞典、芬
兰和日本，学习借鉴经验，打造集智慧园

区、生态产业街区、创新科技社区于一体

的宝山“上海科创中心”。先后调研荷

兰格罗宁根市郊 Ｄｅｌｆｚｉｊｌ垃圾处理厂，实
地了解荷兰垃圾处理情况；“一带一路”

的重要节点比利时泽布吕赫港、上海临

港集团在泽港占地６０公顷的临港自贸
区、拜访布鲁日市政府德尔克德富奥市

长；调研挪威创业生态系统专业化的孵

化器平台 ＳｔａｒｔｕｐＥｘｔｒｅｍｅ公司，与美威
（Ｍｏｗｉ）公司开展业务交流。
８月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率

团一行６人赴巴西和阿根廷开展友好交
流与调研。其间，代表团与巴西圣高萨

度市和阿根廷拉普拉塔市就生态宜居城

市建设和民生保障进行专题调研，并与

上海友好城市的阿根廷罗萨里奥市政府

开展友城项目下的交流活动，李萍介绍

宝山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双方还就环境

保护、绿化建设、民生政策进行交流。

４月，区政府围绕推动“一带一路”
合作，组团赴波兰日拉尔杜夫市和塞尔

维亚贝尔格莱德市友好交流，赴意大利

参加芬坎蒂尼造船厂举办的“供应商

日”招商；７月赴俄罗斯访问圣彼得堡市
红河区政府、白俄罗斯明斯克市执行委

员会业务交流；１２月赴越南越中国际发
展股份公司、柬埔寨星帝国资产有限公

司和暹粒省政府业务交流和调研。

文化教育和社会事业类的出访主要

有：４月，区卫健委组团赴奥地利和希腊
就社区卫生工作交流；５月，罗店中心校
赴美国参加第４０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
决赛，７月，区第二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赴日本交流；８月，宝山中学执行２０１９年
度上海—济州友城教育交流项目赴济州

岛校际交流；１１月，罗店中学克里斯蒂
安·劳赫高级文理中学校际交流等。

【接待邮轮经济发展发展来访团组】　５
月１８日，上海市副市长宗明、宝山区区
委书记汪泓会见歌诗达邮轮集团全球首

席执行官汤沐等一行。当天，歌诗达邮

轮集团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歌诗达邮

轮“威尼斯号”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起航。

６月 ３日，宗明、汪泓、范少军会见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全球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迈克·贝勒等一行。当天，全球豪

华游轮领导品牌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为

中国市场量身打造的超量子系列第一艘

豪华邮轮“海洋光谱号”在上海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举行首航仪式。

１０月９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苏
平参加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与地
中海邮轮公司高管座谈会，当晚还参加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欢迎晚宴，范
少军致欢迎词。

１０月１０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苏
平参加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与
云顶集团高管座谈；上午，范少军参加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与嘉年华
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唐纳德座谈。当

晚区四套班子领导等参加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
亚太邮轮大会主题文艺晚会。

１２月３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苏
平参加与英富曼集团海事总裁安德鲁座

谈会，并参观上海海事展。

【接待产业项目合作来访团组】　４月２９
日，市委书记李强、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

会见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集团全球首席财务官兼
亚太区总裁西蒙·罗宾逊一行，双方就

上海与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集团深化合作进行交
谈。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常委、副区长苏

平参加会见。

４月２９日，区委书记汪泓会见麻省
理工学院国际事务副教务长理查德·莱

斯特一行，双方有意在吴淞工业园区引

进世界一流科技成果，提升吴淞工业区

的创新辐射功能。

４月 ３０日，区委书记汪泓、区长范
少军接待探索集团全球首席财务官兼亚

太区总裁西蒙·罗宾逊一行。汪泓指

出，宝山高度重视与探索集团的合作交

流，希望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打造集科

研、时尚、探索、数字媒体等多元文化为

一体的产业集群，用创新的方法搭建产

业平台，加强招商引资力度，以中国速度

推进项目又好又快落地。双方领导共同

签署合作备忘录。

【文化体育对外交流】　５月１０日—１２
日，“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邀请赛”
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水域举办。赛事历

程２天，大赛两个设计组分别为世界著
名的Ｊ８０级别帆船和 ＧａｓｔｒａＦｕｎ级别帆
板，有７０余名中外帆船运动员同场竞
技。这是首个在长江举办的大型帆船

赛事。

【组织保障第二届中国进博会重大涉外

活动】　１１月 ７日，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陈筱洁接待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

奇带队的代表团访问。布尔纳比奇总理

一行在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陈波陪同下

参观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考察宝山邮轮

产业的发展和邮轮港口服务，并为玛琳

娜女子篮球学院揭牌。

１０月９日—１１日，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
太邮轮大会在宝山万豪德尔塔酒店举

行。市委书记李强出席开幕式，会见出

席大会的全球邮轮界领袖人物，为中国

首个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揭牌。会议主

题为“邮轮之城，魅力之都”，中船集团、

招商局集团等多家国内邮轮产业发展的

龙头企业主要负责人受邀参加。开幕仪

式上，中国（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

正式揭牌，《中国（上海）邮轮旅游发展

示范区总体方案》和《中国（上海）邮轮

旅游发展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发布。 （方　培）

民族与宗教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常住少数民族
人口总数３３８１６人，有５３个少数民族成
分。其中，户籍少数民族人口１６１７３人，
有４８个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主要
分布在本区各镇、街道，呈散居状态。宝

山区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３个宗教团
体，有宗教场所２３处，宗教教职人员１２１
人，信教群众约８３万余人。

【民族工作】　区民宗办利用民族宗教
法制宣传学习日开展法律法规及有关政

策宣传工作，引导来沪少数民族自觉遵

守政策法规和本市城市管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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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和维护工作。完成

１４５家清真食品网点专项监督检查及清
真义务监督员换届工作。关心少数民族

人员生活，做好重点节日期间帮困送温

暖工作，落实全区７００余名困难少数民
族群众学生走访慰问工作，发放慰问金

（包括慰问品）合计３８万余元。吴淞街
道办事处获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标兵集

体称号，另有９家单位、４名个人分获上
海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

【宗教事务管理】　区民宗办聘请第三
方机构对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财务审计，

督促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完善财务

审批和监督程序。完成２３个宗教活动
场所年度监督检查工作。开展电气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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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防安全大排查，在各团体、场所自

查自纠基础上，对宗教场所进行全面

检查，发现问题即刻整改并跟踪督办。

结合“迎进博”安全工作，严格落实各

场所消防安全责任，细化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加强消防安全教育，守住安全

底线。在本轮（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上
海市文明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中，

佛教宝山寺获五星场所称号，佛教太

平禅寺等 １２家宗教场所获 ４星场所
称号，基督教月浦堂等 ８家宗教场所
获３星场所称号。

【民族宗教团体建设】　区民宗办鼓励
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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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万元，各类慈善捐赠共
计百余万元。

【完善监督体系】　区民宗办进一步完
善民族宗教“三级网络两级责任制”建

设，加强基层党委和政府对民族宗教工

作管理，对非正常宗教活动进行有效

治理。 （潘轶菲）

表４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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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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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千年 共康路７４号 庙行镇

表５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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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溪路５１８号 ５６８６２４１１

太平禅寺 富联路３２８弄２８号 ５６１８１６５５

永福庵 南陈路３５１弄２号 ５６１３９１３７

察司古寺 泰和支路８７弄５０号 ５６４９５６１６

萧泾古寺 沪太路８８７２弄５０号 ５６８７３７７５

金皇讲寺 丰宝路３５０号 ３６３８６６６９

甘露寺 练祁路６８８号 ３３８５２１０２

淞南寺 淞南路４５９弄２７号 ６６７８１３３５

宝隆古寺 杨宗路５５８号 ３６２１０９８１

天主教
孟家堂 阳泉路１２９５号 ６６９７２２４９

北姚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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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达路１５１号 —

月浦堂 北安路１０３弄１５号 ５６９３７９８０

罗店堂 西界泾村６３号 ５６８６２０５９

大场堂 沪太支路１２２５号 ５６６８１５９６

谢恩堂 丰宝路５４号 ６３６３７８３３

葑塘聚会点 锦秋路２３２０号 ５６１３３３５１

宝山聚会点 漠河路２８号东门 ５６７８０４６７

刘行聚会点 潘泾路６２５号（南侧） ５６０２８７８９

盛桥聚会点 盛桥路９０号 ５６１５３１２８

罗泾堂 陈川路３５０弄９１临 ５６８７０６９０

（潘轶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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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务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侨办深入落实中
央、市委及区委关于统一战线系列重大

决策部署，聚焦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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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户，发放慰问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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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余件，做到件件有着落。

【接待肯尼亚上海商会会长】　１月 １５
日，肯尼亚上海商会会长王立元，副会长

李昌洪、黄政一行到宝山交流考察。区

委统战部副部长、台侨办主任吴华朗等

参加座谈交流，吴华朗介绍宝山区情，以

及近年来宝山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希望

肯尼亚上海商会进一步发挥作用，积极

推动两地多方位、多领域的开展交流合

作。王立元表示上海侨商在肯尼亚的工

作生活都离不开祖国的强力支持，希望

今后进一步加强与宝山合作交流，共同

携手发展。

【走访侨领眷属】　１月２３日，区台侨办
主任吴华朗率区侨办一行，走访慰问张

庙街道侨联主席邱银凤以及挪威华人联

谊会会长家属、加拿大江浙沪华侨联谊

会会长家属等侨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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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办领导先后赴高境镇、

淞南镇调研侨法宣传月推进情况。３
月，共举行政策咨询会、讲座１８４次，发
放宣传资料９２１２件，共组织志愿者活动
１０６场，志愿者参与２２６０人次，全区侨法
宣传受众６０２５８人。

【举办“幸福宝山，健康相伴”义诊活动】

　５月１９日，区侨办携手上海市欧美同
学会在区体育中心举办“幸福宝山，健康

相伴”———海归医务专家大型义诊活动。

区委书记汪泓，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副会

长徐建光，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专职副会

长兼秘书长朱玲玲，宝山区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沈伟民等出席活动并启动仪式。

来自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瑞金医院、仁

济医院、岳阳医院等沪上知名医院的近

８０名专家、教授参加义诊，１２００余名居
民共享义诊服务。活动现场，专家团队

为居民提供面对面的义诊服务，耐心解

答居民的咨询，并对居民饮食、生活等各

方面提出建议。

【接待第一期澳中国际青少年研学团考

察宝山活动】　７月１２日，区侨办接待
第一期澳中国际青少年研学团一行到宝

山考察。来自澳大利亚的２７名华裔青
少年会员参加此次考察活动，参观中国

３Ｄ打印博物馆和智慧湾创意园区。
（唐立力）

台湾事务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对台工作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对台大政方针，围绕宝山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滨江新城区建设的

奋斗目标，在对台经贸合作、交流交往、

涉台宣传教育、服务台胞台属等领域取

得新成绩。年内不断加强对台调研，先

后走访多家台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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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对
台交流交往，不断拓展交流活动载体，安

排台湾中学生乒乓球运动员交流访问，

联络两岸青少年的感情；发挥宝山淞沪

抗战资源优势，推动两岸历史人文交流，

加深两岸沟通交往。年内依法维护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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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台联会举办工作交流会】　３月２７
日，宝山区台联会、虹口区台联会、浙江

省嘉兴市台联会举办工作交流座谈会。

会上，三地台联会班子成员就涉台交流

交往、宣传工作、台胞台属工作等展开充

分交流。

【市台联领导到宝山交流指导工作】　４
月１１日，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党组书
记高开云一行到宝山交流指导工作，市

台联领导和区台联班子成员就服务台胞

台属、两岸婚姻家庭、交流交往工作等方

面开展讨论。

【台湾桃园市龙元宫暨龙潭义勇消防队

参访团到访宝山】　５月２４日，台湾桃
园市议员刘荧隆率龙元宫暨龙潭义勇消

防队参访团一行到访宝山。先后参观吴

淞街道火车头社区广场和吴淞新城居民

区，听取吴淞街道和居委干部关于有关

社区管理工作介绍，并开展沟通交流。

随后参观淞沪抗战纪念馆。

【台湾桃园市议长邱奕胜到访宝山】　６
月１８日，台湾桃园市议长邱奕胜率桃园
市里长联谊会总会及议会干部参访团到

访宝山，双方就经贸、科技、文化、教育等

领域的工作深入交流。

【台湾中学生乒乓球运动员到曹燕华乒

乓球学校交流】　８月２０日，台湾彰化
县、台中市中学生乒乓球运动员及教练

一行２０人到宝山曹燕华乒乓球学校交
流。通过交流训练、互相切磋、竞技比

赛，增进两地青少年的友谊。

【走访慰问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　
１２月２３日，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走访慰
问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为老人送上

轮椅、食品，并捐赠慰问金２万元。护理
院理事会理事长、法定代表人黄安冲代

表院方接受捐赠。其间，会员们参观敬

老院，并听取养老院相关情况介绍。

（沈竞春）

机关管理事务

【概况】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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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机关综合事务管理中心、区机关

后勤服务中心、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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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约１５００场次；复印约４４８万份、装
订约２４万份；保障用餐约 ６０万人次；
安全行车约 ４０万公里；政府集中采购
金额６０２亿元。完成区委全会、区“两
会”、第二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宝武

宝山转型区域首发项目启动仪式、２０１９
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暨亚太邮轮大会

主题晚会等会议活动的后勤保障工作。

年内获“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机

关会务技能竞赛比赛优胜奖”等称号。

密山路５号获“上海市既有建筑绿色更
新改造评定”铂金奖。

【深化公务用车改革】　宝山区经市车
改办核定的机关、事业单位保留车辆共

计７１７辆，其中：机关、参公事业单位２５８
辆，事业单位４５９辆。北斗监控总平台１
个，分平台２７６个（机关、参公事业单位
分平台３１个，事业单位分平台２４５个）。
年内，实施全区机关事业单位更新预算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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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办理车辆更新、报废审批 ７３件。
完成全区事业单位车改，分两批核编事

业单位留用车共４５９辆，处置５０辆，留
用车全部安装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并纳

入北斗监控平台管理。

【规范办公用房管理】　区机管局调整、
调配区应急管理局、区医保局、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等１１家机构改革涉改单位办
公用房。制定密山路以南、宝林路以北、

友谊支路以东、宝林四村围墙外绿化带

以西占地约 ４５万平方米地块整合方
案，协调腾出密山路４号地块，将该地块
纳入办公用房储备资源。年内，实施全

区机关事业单位办公用房维修改造计

划，淞宝路５０号大修改造工程、区行政
服务中心南楼 １层—６层外立面改造、
区党建服务中心改造、密山路５号部分
办公室、会议室改造等维修项目按期

完成。

【强化公共机构节能管理】　区机管局
在７个集中办公点约４０个单位完成节
水型表具安装和设施设备改造。在密山

路５号、泰和路２４５号等８个机关办公
地增设新能源车充电桩８０个。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区机管局
会同市容绿化局等单位成立区公共机构

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工作组，指导全区公

共机构规范配置定点分类收集容器

５０４４个，签订分类处置协议８３１份。在
区委党校、密山路５号等８个机关办公
地安装餐厨垃圾有机处理一体化设备。

成立“宝山区公共机构垃圾分类志愿者

服务队”，在各机关食堂安排约４６０人次
的志愿者服务。

【优化机关后勤服务保障】　区机管局
在友谊路１５号—１７号开办机关第六食
堂，密山路５号开办健身中心。在密山
路５号门卫安装１１０紧急报警装置。配
置、更新固定资产约２７８７件。

【举办第七届节能公益论坛】　６月 １９
日，区机管局在淞南镇举办第七届节能

公益论坛，论坛以“生活垃圾分类”为主

题，向各单位普及垃圾分类收集、储存设

置、分类收运等操作细则，来自淞南、市

容绿化局等单位约１２０人参加论坛。

【举办机关美食节活动】　６月１０日—
１４日，区机管局在机关各食堂举办以

“聚宝山美食，促滨江发展”为主题的机

关美食节活动，活动邀请月浦镇、罗店

镇、罗泾镇及对口支援单位共同参加，以

“乡镇专场”“对口支援单位专场”和“区

政府机关食堂专场”三个特色专场，展示

宝山特色、协同发展及后勤品质。

（仇凯来）

对口支援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完成上海市计
划内对口支援项目共９９个，资金８９５４
亿元。其中：新疆叶城县１８个项目，资
金６５６２亿元；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维西

县”）１６个项目，资金４２８８万元；云南曲
靖市及下辖会泽县、宣威市、富源县、师

宗县、罗平县共 ６５个项目，资金 １９６４
亿元。完成宝山区计划外“自选动作”

项目２９个，资金２９０２万元。其中：新疆
叶城县７个项目，资金７４０万元；新疆克
拉玛依１个项目，资金３５０万元；云南维
西县１个项目，资金５５０万元；云南曲靖
市及下辖会泽县、宣威市、富源县、师宗

县、罗平县共 １０个项目，资金 １１１０万
元；援滇劳务协作项目６２万元；援滇项
目推进工作经费９０万元。承办对口地
区人力资源培训项目８１批次５４３９人。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率队分赴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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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结对县召开１４次联
席会议。建立区与县、镇与深度贫困县、

镇与乡（镇）、村（企业）与村四级联动携

手奔小康机制。宝山区共发动２０个街
镇、１２０个村居、２７７家企业和３４个社会
组织与对口帮扶地区的２９个深度贫困
乡镇结对，实现深度贫困乡镇结对全覆

盖；与对口帮扶地区的５８９个深度贫困
村实现结对全覆盖。举办 ２０１９年宝山
·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制定《宝

山区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实施方案》。调整区对口支

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与办公

室人员，在机构改革中，区政府合作交流

办公室并入区政府办公室，区政府办公

室挂区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牌子。

【区主要领导率队到云南开展扶贫协

作】　８月２１日—２３日，区委书记汪泓
率宝山区代表团赴云南曲靖市富源县、

宣威市、会泽县考察调研扶贫协作工作、

慰问援滇干部人才。２１日，代表团在曲

靖市召开宝山—曲靖扶贫协作第四次高

层联席会议。宝山区分别与曲靖市的宣

威市、富源县、会泽县、师宗县、罗平县签

订《２０１９年度东西部扶贫协作“携手奔
小康”行动协议》，举行２０１９年上海市、
宝山区援助曲靖市项目资金举牌仪式。

会后，代表团考察富源县沪滇扶贫协作

项目海田社区卫生室、海田社区软籽石

榴种植基地，走访慰问２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同日慰问在曲靖的１３名宝山区
援滇干部、医生。２２日上午，考察宣威
市沪滇产业合作项目热水镇中药材基

地，走访慰问热水镇１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下午，参观会泽县水城扩红纪念馆，

考察会泽县古城街道青云村雪桃基地，

走访慰问青云村１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考察大华集团在昆明市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晚上，汪泓率代表团拜访云南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豪。

８月２３日—２４日，汪泓率宝山区代
表团赴云南迪庆州维西县考察调研扶贫

协作工作，慰问援滇干部人才。２３日，
召开宝山—维西扶贫协作高层联席会

议，举行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宝山区援助维
西县项目资金举牌仪式。会后，考察维

西县塔城镇启别村哈达组乡村旅游项

目，走访慰问１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１１月２日—３日，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少军，副区长陈云彬率队到云南曲靖

市罗平县、师宗县考察调研东西部扶贫

协作工作。３日，考察罗平县大水井乡
黄山羊养殖基地，走访慰问１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下午，考察师宗县五龙乡百

果园和扶贫车间刺绣工坊，走访慰问 １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区主要领导率队到新疆叶城县开展对

口支援】　５月１０日—１１日，区委书记
汪泓率宝山区代表团到新疆叶城县，推

进对口援疆工作。新疆喀什行署副专

员、叶城县委书记李国平全程陪同。１０
日，召开２０１９年宝山·叶城对口支援第
二次高层联席会议。汪泓代表宝山区向

叶城县举牌捐赠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宝山区
援助项目资金，宝山区与叶城县签订

２０１９年携手奔小康协议，罗泾镇、庙行
镇、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张庙街道和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分别与叶城县８个乡
镇签订结对帮扶协议，宝山区企业海隆

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联达物流

有限公司、赛赫智能集团、上海开艺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等与叶城县１５个深度贫
困村签订村企帮扶协议。其间，考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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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县第二中学、阿克塔什异地搬迁安置

点、喀什六中，慰问建档立卡贫困户，与

援疆干部座谈交流，慰问在喀什第六中

学支教的教师和在疆工作的宝山公安

干警。

【人才对口支援】　宝山区开展对口支
援地区人力资源培训８１批次５４３９人。
赴云南维西开展１期“１＋１１”基础教育
互助成长计划，合计培训３１人。选派赴
云南挂职干部１０人，其中迪庆州维西县
２人，曲靖市８人；计划外增派３名区供
销合作总社的年轻干部分赴深度贫困县

维西县、会泽县、宣威市挂职；选派１４名
专业技术人才赴云南曲靖一市四县和维

西县支医支教，包括 ８名医生、６名教
师，做到云南结对的每个县至少一名教

师、一名医生。选派赴新疆叶城县挂职

干部１２人；选派专业技术人才５７人，包
括９名医生、４８名教师。

【产业援滇】　宝山区引进上海大华集
团，在云南曲靖罗平县种植花卉苗木、新

品种研发等，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３３
人。引进上海原心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在会泽县开展虾稻养殖和冷水鱼养殖，

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１０人。促成滇擎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富源县合作种植紫

薯并开发紫薯深加工产品。引进云南坝

稻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宣威建成板

桥街道稻虾轮作种植示范基地，受益农

户１万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１千
余人。引进上海自然人投资在云南维西

县成立维西哈布达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建精品民宿，开展哈布达青稞冰酒定制

及农特产品贸易，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２８人。

【举办对口帮扶地区商品展销会】　１月
１９日—２０日，宝山区举行对口地区特色
商品新春大展销暨旅游文化推介会，在

吴淞街道诺亚新天地、庙行镇卜蜂易初

莲花超市广场、淞南镇淞南公园分别设

摊展销，销售额２５万元。４月８日，“爱
心扶贫、有你有我”暨宝山区对口支援地

区旅游文化及农特产品展销会活动在顾

村公园举行，宝山对口帮扶的新疆叶城

县，云南维西县、会泽县、宣威市、富源

县、师宗县、罗平县７个县（市）的核桃、

火腿、菌菇、土鸡等百余类特色农产品参

展，云南曲靖市、迪庆州和新疆叶城县民

间艺人带来２０种非遗品、民族服装及民
族特色手工艺品，现场制作、展示。６月
１２日，举办２０１９年机关美食节对口支援
地区专场，来自宝山对口帮扶７个县的
新疆叶城县大枣、羊肉串，云南师宗县香

软米，富源县大河乌猪肉香肠，维西县高

原羊肚菌等百余种独具风味的特色美

食，为干部职工带来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１０月２１日—２４日，举办对口地区农特
产品展销暨文旅推介、文艺演出、慈善募

捐活动。对口地区的４３家企业百余类
商品参加展销，销售额达 ２０９万余元。
建行宝钢宝山分行、宝山区供销合作总

社在展会期间设摊，与对口地区参展商

洽谈在沪销售长效机制。青鲜优选菜场

等设立上海市对口帮扶地区“百县百

品”专柜，为对口地区农特产品长期在沪

销售提供交易平台。

【开展消费扶贫】　区合作交流办发动
全区６３家企事业单位参与“爱心认购、
助力脱贫攻坚”活动，共计销售５５万元
对口地区农特产品。其中，新疆叶城县：

建立区内销售窗口８个，帮助培育龙头
企业（或农民合作社）４个，采购、销售对
口地区农产品或手工艺品３６８９４万元，
其中采购、销售“百县百品”产品 ５２７４
万元；引导到当地旅游８０００人。云南维
西县：建立区内销售窗口７个；帮助培育
龙头企业（或农民合作社）４个；采购、销
售对口地区农产品或手工艺品９６１５万
元，其中采购、销售“百县百品”产品

５８４万元；引导到当地旅游６４人。云南
曲靖市：建立区内销售窗口１０个；帮助
培育龙头企业（或农民合作社）１６个；采
购、销售对口地区农产品或手工艺品

２９３９９７万元，其中采购、销售“百县百
品”产品１２５２５３万元；引导到当地旅游
３０人。

【开展携手奔小康帮扶行动】　区合作
交流办按照携手奔小康机制，推进与深

度贫困乡镇、村结对。全年捐赠结对帮

扶资金２９６４４万元。新疆叶城县：贫困
乡镇结对１１个；贫困村结对１３３个，其
中深度贫困村结对１３３个；参与结对的
东部乡镇（街道）６个，参与结对的东部

村居１０个，参与结对的东部企业７４个，
参与结对的东部社会组织３个，覆盖叶
城县所有深度贫困乡镇和深度贫困村。

云南维西县：贫困乡镇结对１１个；贫困
村结对 ４８个，其中深度贫困村结对 ４４
个；参与结对的东部乡镇（街道）７个，参
与结对的东部村居２个，参与结对的东
部企业２９个，参与结对的东部社会组织
８个，覆盖维西县所有深度贫困乡镇和
深度贫困村。云南曲靖市：贫困乡镇结

对７个；贫困村结对４０８个，其中深度贫
困村结对４０５个；参与结对的东部乡镇
（街道）７个，参与结对的东部村居 １０８
个，参与结对的东部企业１７４个，参与结
对的东部社会组织２３个，覆盖曲靖５个
县（市）所有深度贫困乡镇和深度贫

困村。

【开展就业援滇】　区人社局全年组织
赴当地就业招聘 ３１次，解决就近就地
就业１６９２７人，异地转移就业１１６５４人
（含转移来沪就业 ２８６人，转移其他地
区就业１０８６６人）。３月１４日，召开宝
山·迪庆沪滇劳务协作座谈会。双方

签订沪滇劳务协作就业扶贫合作协议

书。２月 １４日—２１日，率企业赴云南
省曲靖市，开展春季系列就业扶贫招聘

会暨曲靖市２０１９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百日行动”沪滇劳务协作招聘会，提

供岗位３３２１个。１０月１４日—１８日，率
企业赴云南维西县开展劳务协作招聘

会，提供岗位２０８９个，１２０余人参加招
聘会，正式签订就业意向６０余人，两地
人社局签订就业扶贫项目协议书。１０
月２１日—２５日，率企业赴曲靖市下辖
的会泽县、宣威市、师宗县、罗平县及富

源县，开展秋季第二次就业扶贫系列活

动。开展招聘会５场，每场招聘会提供
岗位 ２３００余个，现场共达成意向约
３２７人。

【推进对口交流交往】　７月 １３日—２０
日，新疆叶城县２０２名师生走进上海、走
进宝山，与宝山青少年开展为期８天的
“手拉手”活动。４月９日—１０日，宝山
区组织云南迪庆州、新疆叶城县歌舞团

到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张庙街道、杨行镇、

顾村镇４个街镇的社区巡回演出４场。
（王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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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扶贫协作云南６个县社会帮扶捐资捐物

内　容 折算金额
（万元）

捐助方 受捐方

衣物和文具 ５ 宝山工业园区 维西县民族小学

救护车３台 １００ 宝山区慈善基金会 维西县人民医院

毛毯 ５ 北翼集团 维西县永春完小

爱心手霜、校服、建图书室 ３８．４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康普乡普乐村

合计 １４８．４ 云南维西县

衣物 ６ 团区委 富源县扶贫办

大型玩具 ３．７６３ 宝山区陈伯吹幼儿园 罗平县第一幼儿园

绘本书籍 ０．５７７０４ 宝山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罗平县第一幼儿园

升降课桌、黑板 １７．８４ 上海悌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罗平县大水井乡菁口完小、红菁完小

书籍 １０ 团区委 罗平县扶贫办

学习用品 １．８ 上海建工集团 师宗县龙庆乡朝阳小学

教具 ２．１ 宝山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师宗县中心完小

学习用品 １ 市民个人 师宗县五龙乡平寨完小

学生羽绒服２１８５套 ５６．２ 大场镇镇政府 宣威市扶贫办

６５台电脑、２００余套图书 ３２．６９ 上汽乘用车公司 宣威市倘塘镇松林完小

文具、粽子 １．１ 上海汇众公司 宣威市务德镇拖克完小

衣服６８７套 ６．８７ 区妇联下属企业 会泽县新街、大桥小学

书包１６０余个 １．１２ 上海市统战系统下属上海华侨摄影协会 会泽县大海乡乡政府

大桥天蚕牌保暖内衣１３００件 ５．２ 吴淞街道办事处 会泽县扶贫办

护手霜１０箱 ２．４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会泽县扶贫办

合计 １４８．６６００４ 曲靖市“一市四县”

表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对口支援新疆叶城县社会帮扶

资金捐赠 金额（万元）

上海市学校后勤学会商贸管理委员会捐赠阿亚格宗朗小学 ０．７５

上海市包机旅游客给叶城贫困户捐赠资金 ３．２２６

上海交通大学向叶城县贫困户捐赠资金 ０．４

俞斌老师向叶城贫困学生捐助 ０．４７

张庙街道捐赠乌夏巴什镇机关居民区扶贫帮困资金 ５

张庙街道捐赠乌夏巴什镇扶贫帮困资金 ５

宝山工业园区捐赠叶城县合作社扶贫帮困资金 ５

小计 １９．８４６

实物捐赠 折价金额（万元）

宝山区教育工会向叶城县捐赠手工毛衣５０件 １

上海市吴淞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向叶城县第四中学捐赠太极服５０套练功鞋５０双 １

上海市教委向叶城县教育局捐赠图书５８万册 １００

宝山区高境镇向叶城县捐赠图书１５４７２册 ３２

上海市爱心人士向叶城县捐赠图书３２０００册 ６４

宝山区高境镇（上海越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爱心心检“千人”项目，向铁提乡卫生院捐赠心检设备 １００

宝山区团委捐赠叶城县教育局图书６．６万册 １３２

宝山区图书馆向叶城县人民政府捐图书４万册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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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实物捐赠 折价金额（万元）

上海市包机游游客向叶城县贫困户捐赠衣物６０４件，书３２本，书包１９只，学习用品４９件 ２１．５

宝山区妇联向叶城县妇联捐赠衣物６０００套 ７０

宝山区经信委向乌吉热克乡１３村捐赠物资生活用品１０份 ０．３

宝山区星星幼儿园向叶城县人民政府捐赠衣服文具３７箱 １．２

上海交通大学向叶城县贫困户捐赠衣服１０件，文具２０套 ０．２

宝山区工商联向叶城县教育局捐赠文具用品书包３００件 １０

俞斌老师向叶城县贫困学生捐赠助学帮困金 １

新疆上海商会向乌吉热克乡学校捐赠物资用品３００份 １

宝山法院向叶城法院捐赠图书１０２册 １．４９７２８

吴淞街道向棋盘乡贫困户捐赠保暖内衣１３００件 ５．２

友谊路街道向柯克亚乡贫困户捐赠保暖内衣１３００件 ５．２

小计 ６２７．０９７２８

合计 ６４６．９４３２８

表８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贫困村结对帮扶情况

宝山区 维西县 结对时间

区司法局
（８个）

上海市宝山公证处 攀天阁乡岔枝洛村 ８月

上海市宝山公证处 攀天阁乡皆菊村 ８月

上海市沪北律师事务所

上海灏思瑞律师事务所
塔城镇川达村

８月

８月

上海市东海律师事务所

上海永盈律师事务所
塔城镇海尼村

８月

８月

上海翰浩律师事务所

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
塔城镇柯那村

８月

８月

区工商联
（１７个）

大场镇商会 叶枝镇梓里村 ８月

上海悦亿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叶枝镇巴丁村 ８月

上海石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叶枝镇拉波洛村 ８月

上海家声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叶枝镇同乐村 ８月

上海优尔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叶枝镇新洛村 ８月

上海杜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叶枝镇松洛村 ８月

上海友合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普乡康普村 ８月

上海云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康普乡札子村 ８月

上海东明家居集团有限公司 康普乡念里米村 ８月

上海友合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白济汛乡碧罗村 ８月

上海百图低温阀门有限公司 中路乡施根登村 ８月

上海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维登乡富川村 ８月

上海智慧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维登乡箐头村 ８月

上海宏洪旺实业有限公司 维登乡山加村 ８月

上海云端洗烫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维登乡小甸村 ８月

上海蔬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康普乡齐乐村 ８月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永春乡美光村 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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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贫困村结对帮扶情况

宝山区 会泽县 结对时间

高境镇
（１个） 上海高境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金钟街道麦地村 ９月

金钟街道三家塘村 ９月

大海乡刘家村 ９月

大海乡大菜园村 ９月

田坝村岔河村 ９月

田坝乡清河村 ９月

杨行镇
（８个）

吴淞经济公司 矿山镇二关营村 ８月

杨行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矿山镇大箐村 ８月

振杨经济发展实业公司 老厂乡德所村 ８月

商业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老厂乡雅地窝村 ８月

农工商总公司农副分公司 上村乡革黑村 ８月

西城区建设公司 上村乡小坡村 ８月

杨行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村乡马龙村 ８月

杨鑫环卫公司 上村乡自扎村 ８月

罗泾镇
（２个）

上海罗泾浦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泾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古城街道后落村 ９月

古城街道厂沟村 ９月

待补镇安祥村 ９月

待补镇汤德村 ９月

待补镇箐门村 ９月

城市工业
园区
（２０个）

城市工业园区光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火红乡桥边村 ９月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火红乡臭水村 ９月

上海宝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火红乡岩脚村 ８月

上海德宝密封件有限公司 火红乡冒沙井村 ８月

上海临港新业坊城工科技有限公司 火红乡滴水岩村 ９月

上海星海天冲压件有限公司 火红乡罗布邑村 ８月

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 火红乡阿拉米村 ８月

上海山特姆电气有限公司 新街回族乡哈卡村 ９月

上海马拉松·革新电气有限公司 新街回族乡龙潭村 ９月

上海德宝密封件有限公司 新街回族乡凤凰村 ９月

上海东首电子有限公司公司 新街回族乡老村村 ９月

上海星海天冲压件有限公司 新街回族乡袁家村 ８月

上海乐宝日化股份有限公司 新街回族乡以濯村 ８月

上海久能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新街回族乡瓦岗村 ８月

上海金银花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新街回族乡闸塘村 ９月

上海兰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雨碌乡雨碌村 ９月

上海高左实业有限公司 雨碌乡小石山村 ９月

上海惠而顺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雨碌乡翅垴河村 ９月

磐典商务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雨碌乡座江村 ９月

上海东首电子有限公司 雨碌乡阳山村 ９月

区司法局
（１１个）

上海范仲兴律师事务所 会泽县马路乡巴图村 ８月

上海市瑞和律师事务所 会泽县马路乡硝厂村 ８月

上海艾克森律师事务所 会泽县马路乡荒田村 ８月

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 会泽县马路乡马路村 ８月

上海利歌律师事务所 会泽县马路乡半坡村 ８月

上海海彻律师事务所 会泽县鲁纳乡新营村 ８月

上海首伦律师事务所 会泽县鲁纳乡银厂村 ８月

上海沪港律师事务所 会泽县鲁纳乡白坡村 ８月

上海市银星律师事务所 会泽县鲁纳乡狮子村 ８月

上海政明律师事务所 会泽县鲁纳乡鲁纳村 ８月

上海市诚建成律师事务所 会泽县金钟街道以则村 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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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宝山区 会泽县 结对时间

区国资委
（６个）

上海新宝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上海久安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宝轻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南大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睦邻坊社会指导服务中心

娜姑镇石咀村 ９月

娜姑镇落水村 ９月

娜姑镇云峰村 ９月

娜姑镇石门坎村 ９月

娜姑镇红泥村 ９月

娜姑镇绿坪村 ９月

娜姑镇盐水村 ９月

娜姑镇牛泥塘村 ９月

娜姑镇发基卡村 ９月

娜姑镇炉房村 ９月

娜姑镇炭山村 ９月

金钟街道竹园村 ４月

表１０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贫困村结对帮扶情况

宝山区 宣威市 结对时间

罗泾镇
（５个）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汉泾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罗泾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飞士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宝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田坝镇腊家村 ９月

田坝镇石坝村 ９月

田坝镇石塘村 ９月

田坝镇阿迤村 ９月

田坝镇龙家村 ９月

田坝镇田坝村 ９月

田坝镇联盟村 ９月

西泽乡迤那村 ９月

西泽乡向阳村 ９月

西泽乡迤必村 ９月

西泽乡和乐村 ９月

西泽乡新房村 ９月

羊场镇陈湾村 ９月

务德镇拖克村 ９月

双河乡梨树坪村 ９月

宝山工业
园区
（７个）

上海郊圆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西艾爱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宏洪旺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卓维（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实荣纸业有限公司

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开发运营有限公司

海岱镇大栗树村 ８月

海岱镇顾湾村 ８月

海岱镇密德村 ８月

海岱镇磨戛村 ８月

海岱镇文阁村 ８月

海岱镇德来村 ８月

海岱镇水坪村 ８月

海岱镇代坪村 ８月

海岱镇腊谷村 ８月

海岱镇岩上村 ８月

海岱镇鲁河村 ８月

海岱镇月亮田村 ８月

龙潭镇龙潭村 ８月

龙潭镇新茂村 ８月

龙潭镇陆泉村 ８月

龙潭镇茨德村 ８月

龙潭镇新河村 ８月

龙潭镇新启村 ８月

普立乡阿基卡村 ８月

普立乡普立村 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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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宝山区 宣威市 结对时间

月铺镇
（８个）

上海钢月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石洞口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月浦经济发展公司

上海新月浦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中田经济发展公司

上海月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月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月浦工业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落水镇火石村 ８月

杨柳镇碗厂村 ８月

格宜镇米茂村 ８月

格宜镇龙泉村 ８月

格宜镇华泽村 ８月

格宜镇法戛村 ８月

格宜镇石磨村 ８月

格宜镇大坪村 ８月

格宜镇得马村 ８月

格宜镇旱稻村 ８月

西宁街道列租村 ８月

西宁街道?坡村 ８月

杨柳镇留田村 ８月

杨柳镇水塘村 ８月

表１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贫困村结对帮扶情况

宝山区 富源县 结对时间

淞南镇
（１８个）

上海轻畅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富村镇普红村 ８月

上海淞南镇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富村镇砂厂村 ８月

上海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富村镇白岩村 ８月

上海微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富村镇松子山村 ８月

上海华滋奔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富村镇小坝村 ８月

上海大隆机器有限公司 富村镇干龙村 ８月

上海沪公交通标志厂 富村镇居核村 ８月

上海淞南都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富村镇大凹子村 ８月

上海淞南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富村镇团山村 ８月

上海能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富村镇古木村 ８月

上海强甄实业有限公司 富村镇水井村 ８月

上海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富村镇托田村 ８月

上海沪公交通标志厂 富村镇新坪村 ８月

上海新淞南资产管理投资有限公司 富村镇块泽村 ８月

上海中鸿洋城财务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富村镇鲁纳村 ８月

上海振新实业有限公司 墨红镇鲁木克村 ８月

上海同一建筑设计管理有限公司 墨红镇法土村 ８月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墨红镇鲁木克村 ８月

表１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贫困村结对帮扶情况

宝山区 师宗县 结对时间

庙行镇
（３个）

庙行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庙行镇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庙行镇资产经营公司

大同街道糯白村委会 ６月

大同街道长桥村委会 ６月

彩云镇红土村委会 ６月

竹基镇六丘村委会 ６月

竹基镇蒲草塘村委会 ６月

竹基镇抵鲁村委会 ６月

顾村镇
（２个）

宝山顾村经济发展公司 雄壁镇小黑纳村 ８月

顾村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高良乡窝德村 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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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新疆叶城县贫困村结对帮扶情况

宝山区 叶城县 结对时间

高境镇
（７个）

上海高境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晶宇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高境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颐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江湾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高陆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逸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高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洛克乡博热村 ９月

洛克乡吾斯塘博依村 ９月

棋盘乡阿孜干萨勒村 ９月

棋盘乡尤喀克欧壤村 ９月

棋盘乡伊勒尼什村 ９月

洛克乡玉吉米力克村 ９月

棋盘乡萨木其村 ９月

棋盘乡许许村 ９月

棋盘乡塔日斯村 ９月

棋盘乡瓦勒瓦村 ９月

棋盘乡棋盘尤力村 ９月

棋盘乡塔尔阿格孜村 ９月

棋盘乡尤喀克欧壤村 ９月

棋盘乡喀拉硝尔村 ９月

顾村镇
（４个）

顾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西合休乡亚尔阿格孜村 ７月

顾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合休乡库兰阿古村 ７月

上海杉森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西合休乡巴什却普村 ７月

顾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合休乡阿亚格却普村 ７月

宝山工业
园区
（１个）

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伯西热克乡欧壤村 ５月

恰萨美其特乡瓦合帕村 ５月

吐古其乡苏盖特艾日克村 ５月

航运
发展区
（２０个）

上海丰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恰萨美其特乡恰萨美其特村 ７月

上海亮通工贸有限公司 恰萨美其特乡西格贝格村 ７月

上海信舜物流有限公司 吐古其乡库木巴村 ７月

鼎宁（上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吐古其乡尤喀苏盖特艾日克村 ７月

上海博瑟实业有限公司 吐古其乡拜什盖买村 ７月

欢利（上海）企业管理中心 江格勒斯乡古勒巴格农场 ７月

上海宝恒物流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江格勒斯乡吐格曼恰喀村 ７月

上海元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伯西热克乡布克松维村 ７月

上海荣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伯西热克乡坎特伊其村 ７月

上海培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伯西热克乡塔热木巴格村 ７月

上海大饭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伯西热克乡亚博依村 ７月

上海宝山都市海缤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伯西热克乡斯也克村 ７月

上海宝山都市宝谊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伯西热克乡巴什欧壤村 ７月

上海徐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伯西热克乡索皮拉村 ７月

上海吾灵创意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伯西热克乡巴什喀拉巴格村 ７月

上海宝山都市淞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伯西热克乡阿亚格喀拉巴格村 ７月

上海博济堂科技创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伯西热克乡巴格艾日克村 ７月

上海宝山都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伯西热克乡博亚克恰喀村 ７月

上海仝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伯西热克乡托万欧壤村 ７月

上海都市泗塘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伯西热克乡阿亚格也依克村 ７月

区工商联
（１个） 上海联达物流有限公司

加依提勒克乡阿拉萨干村 ５月

加依提勒克乡库木巴博依村 ５月

洛克乡康开其克村 ５月

棋盘乡恰热克来村 ５月

棋盘乡协依合拉村 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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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宝山区 叶城县 结对时间

区经委
（３个）

赛赫智能集团

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开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夏合甫乡吐格曼贝希（２）村 ５月

依力克其乡阿孜干（４）村 ５月

江格勒斯乡塔合塔科瑞克（４）村 ５月

加依提勒克乡欧克阿哈德艾日克村 ５月

加依提勒克乡库木墩村 ５月

夏合普乡兰干巴格村 ５月

夏合普乡麻扎村 ５月

西合休乡西合休（２）村 ５月

西合休乡博隆（３）村 ５月

西合休乡尤隆（４）村 ５月

夏合甫乡夏合甫村 ５月

夏合甫乡欧塔克其村 ５月

夏合甫乡英阿瓦提（１７）村 ５月

（王　岚）

合作交流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宝山区召开宝山—叶城对口支援高层联席会议 区府办／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合作交流办接待外
省市来访团组２６批３５８人次。完成第二
届进博会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省部

级团组（即１＋５团组，１个省部级领导和
５个随从）内宾接待工作。深化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医保局与

宝山区医保局签订合作协议书。浙江省

丽水市庆元县、龙泉市和宝山区签订合作

框架协议。参加２０１９年中国海门经贸投
资洽谈会。加强与大连市普兰店区的对

口合作，组织２批６０名普兰店区干部到
宝山区培训，普兰店供销合作社到宝山参

加对口地区农特产品展销会。两地供销

社达成合作，普兰店区特色农产品由宝山

区供销社合作点在沪代售。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代表团到访宝

山】　３月８日，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
民政府常务副区长谭星海率代表团到访

宝山。宝山区副区长王益群会见代表

团。代表团实地考察城市工业园区内的

尖头村河、牛河塘，双方就利用石墨烯技

术治理河道进行座谈交流。

【新疆叶城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３月２５
日，新疆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叶城县委

书记李国平率代表团到宝山区调研考

察，参观智慧湾科创园、上海机器人产业

园、宝山龙现代艺术馆、顾村公园、呼玛

二村“公共客厅”和智航大厦，并举行

２０１９年宝山·叶城对口支援第一次高
层联席会议。

【北京市密云区代表团到访宝山】　３月
２９日，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副区长陈尧
水会见北京市密云区委副书记刘颖率领

的代表团。代表团学习“社区通”在社

会治理中的运用经验。

【云南迪庆州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４
月１１日，由州委书记、州人大常委会主
任顾琨率领的云南迪庆州党政代表团到

访宝山。双方举行宝山区—迪庆州东西

部扶贫协作高层联席会议。会后，宝山

区领导与来访的维西县委书记格桑朗杰

等县领导举行宝山区—维西县东西部扶

贫协作高层联席会议，签订２０１９年宝山
区与维西县东西部扶贫协作协议。

【云南罗平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４月２２
日，汪泓会见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委书

记吕品红率领的代表团。会上，云南万

兴隆集团与香都（上海）农副产品有限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宝山区代表团赴新疆克拉玛依考察调

研】　５月８日—９日，汪泓率团赴新疆
克拉玛依市开展合作交流工作。克拉玛

依市委书记赵文泉，市委副书记、市长王

刚，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克拉玛

依市前方总指挥部总指挥袁罡等陪同考

察并举行座谈，双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其间，代表团调研克拉玛依市红

山油田百里油区、克拉玛依市油田诞生

地“克一号井”、克拉玛依河和九龙潭、

克拉玛依市维稳指挥中心、克拉玛依科

技馆和城市规划馆、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并看望慰问宝山援克

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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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宝山区—维西县扶贫协作第二次高层联席会议召开 区府办／提供

【云南曲靖市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６
月２４日，云南省委常委、曲靖市委书记
李文荣率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代表团

考察罗平小黄姜全产业链精品生活馆、

食行生鲜、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呼玛二村“公共客厅”，召开宝山—曲靖

扶贫协作第三次高层联席会议，双方签

订宝山区人民政府—曲靖市人民政府友

好城市框架协议及备忘录。

【江苏盐城市滨海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７月１７日，副区长陈云彬会见到宝山
区考察的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委常委、

副县长周岚率领的代表团。代表团参

观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浙江丽水市庆元县考察团到访宝山】

　９月１０日，汪泓、范少军、陈云彬共同
会见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委书记蓝伶俐

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双方签订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代表

团参观考察宝山区规划展示馆、炮台

湾湿地公园、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罗泾

镇塘湾村和智慧湾科创园。

【浙江省龙泉市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９月１７日，汪泓、范少军、陈云彬会
见浙江省龙泉市委书记王顺发率领的

党政代表团。双方签订上海市宝山区

人民政府与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政府合

作框架协议。代表团参观罗泾镇塘湾

村、宝山规划馆、炮台湾国家湿地

公园。

【云南曲靖市考察团到访宝山】　１０
月１８日—１９日，陈云彬会见云南曲靖
市副市长罗世雄率领的考察团。考察

团参观杨行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大黄

村、天馨花园，调研参观罗店、宝工园

区企业海隆石油、开利空调等企业。

１０月２１日—２２日，周志军、陈云彬会
见曲靖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赵正富率领的代表团。其间，代表团

参加宝山区国家扶贫日系列活动启动

仪式和淞南菜场富源县农特产品店开

业仪式，考察庙行镇社区治理情况。

（王　岚）

表１４ 宝山区友好结对地区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注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注

福建省建阳市 １９８４．８ 与原宝山县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山东省临沂市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云南省楚雄市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湖南省岳阳市 １９８５．５ 与原吴淞区

辽宁省辽中县 １９８６．５ 与原宝山县

辽宁省新民县 １９８６．５ 与原宝山县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１９８８．６ 与原宝山县

黑龙江省依兰县 １９８６．１１ 与原宝山县

福建省三明市 １９８６．１１ 与原吴淞区

黑龙江省双城县 １９８６．１２ 与原宝山县

安徽省太湖县 １９８６．１２ 与原宝山县

浙江省海宁市 １９８７．１ 与原宝山县

江西省井冈山市 １９８７．３ 与原宝山县

浙江省象山县 １９８８．１ 与原吴淞区

安徽省金寨县 １９８８．３ 与原宝山县

山东省桓台县 １９８８．７ 与原宝山县

黑龙江省鹤岗市 １９８８．８

山西省清徐县 １９８９．２

山东省烟台市 １９８９．７

浙江省江山县 １９８９．９

福建省浦城县 １９８９．１０

江西省龙南县 １９９０．６

广东省珠海市红旗区 １９９０．１２

湖南省冷水江市 １９９１．６

江西省赣州地区 １９９２．３

江苏省滨海县 １９９２．５ ２０１８．９深化

江苏省姜堰市 １９９２．７

湖北省恩施市 １９９３．２

甘肃省张掖市 １９９３．２

重庆市奉节县 １９９３．５

福建省安溪县 １９９４．１

山西省左权县 １９９４．６

江苏省如东县 １９９４．７

陕西省延安市 １９９５．４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 １９９５．３ 对口支援

四川省江油市 １９９５．８

天津市东丽区 １９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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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注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注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１９９６．６

重庆市大渡口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北京市石景山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云南省安宁市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山东省莱芜市 １９９６．１０

浙江省温州市 １９９８．８

新疆自治区阿克苏市 １９９８．８ 对口支援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１９９９．３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１９９９．３

江西省新余市 ２００１．７

四川省攀枝花市 ２００２．５ 钢铁城区

安徽省休宁县 ２００３．７

重庆市渝北区 ２００４．１１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 ２００８．４

重庆市万州区 ２００８．６ 对口支援

甘肃省庆阳市 ２００８．１１

安徽省安庆市 ２００９．７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 ２００９．８

湖南省张家界市 ２００９．８

四川省巴中市 ２０１０．１０

江苏省海门市 ２０１７．０８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 ２０１７．１１ 对口合作

江苏省太仓市 ２０１８．１０ 战略合作

云南省曲靖市 ２０１９．６ 对口支援

浙江省庆元县 ２０１９．９ 战略合作

浙江省龙泉市 ２０１９．９ 战略合作

（王　岚）

地方史志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地方志办公室（以
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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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编
纂出版。推进街镇修志及专业志编纂工

作，《吴淞街道志》《庙行镇续志》完成初

稿审定，《宝冶志》完成送审稿修定并于

年内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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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约５万字。推进地
情资料照片、书籍数字化工作，完成上期

地方志数字化成果接收整理工作，共计

图片 ２４９２张，书籍 ２４４万余字。完成
《上海年鉴（２０１９）》宝山区分目组稿和

编纂任务。派员参加对口援疆叶城县地

方志指导工作，调研了解当地地方志工

作现状，协调区合作交流办拔出专款１５
万元用于帮扶。参与“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答题系统试题库征集工作，收集整

理宝山区地情资料，报送区地情相关知

识试题１０道。

【开展档案史志进军营活动】　５月 ２２
日，区方志办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和上

海解放７０周年，以“追寻红色足迹　重
温革命历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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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官兵重走红色路线，参观罗店

红十字纪念碑、月浦攻坚纪念碑和宝钢

历史陈列馆，学习宝山红色文化底蕴和

光荣革命传统。

【《岁月印痕———民盟历史人物与宝山》

出版】　７月２０日，民盟宝山区委在行
知中学举行《岁月印痕———民盟历史人

物与宝山》首发仪式。该书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记录民盟创办

初期领导人沈钧儒、张君劢、张东荪，教

育家陶行知，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宝山本

土人士张君劢、潘光旦、陈伯吹等民盟历

史名人为宝山发展作贡献。

【《宝山年鉴（２０１９）》出版发行】　１２月，
《宝山年鉴（２０１９）》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
版发行。《宝山年鉴（２０１９）》是《宝山年
鉴》创刊以来连续出版的第３０卷。全书
近１４０万字，设置３３个类目、１３６个分目、
１７８１个条目，串文图片１９１幅，表格１９８
张，并附主题词索引、表格索引、随文图片

索引，记载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度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基本情况。卷首图

照设有１０个年度专题，“宝山记忆”选登
“宝山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撤二建
一’３０周年”主题图片展照片。《宝山年
鉴（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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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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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 编辑　吴嫣妮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４日—１７日，政协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举行 区政协／提供

综　述

【概况】　２０１９年，政协宝山区第八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共征集提案２１３件。其
中：委员个人提案１４９件，委员联名提案
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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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件。经审查，立案 １７８件，
其中１０件列为办理协商重点提案。收
到社情民意７５５件，编发《社情民意》５７７
期。其中：６件被全国政协采用，６件获
市领导批示，５３件被市政协录用，４份
《社情民意专报》得到区领导批示。

【筑牢共同思想政治根基】　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及时传达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

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７０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

政协性质定位、工作要求，始终保持政协

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把理论武装

摆在政协工作的重要位置，通过党组中

心组学习、主席会议集体学习、常委会专

题学习、专委会研讨深化学习等多种形

式，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把

学习成效内化为政协工作的主心骨、定

盘星、度量衡。

【履行政协职能】　区政协推进基层政
协协商民主探索和实践，强化协商意识，

丰富协商形式，提升协商密度，培育协商

文化。全年召开２次议政性常委会议，
举行对口协商１５次，专题通报３次，界
别协商２次，重点提案办理协商１０次。
聚焦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难点、痛点、堵

点，举办“促进宝山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论坛。围绕年中看推进、年末看亮

点，组织委员集中视察，查找问题不足，

提出监督性意见建议，助力区委、区政府

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以学校及校园周边

食品安全、建筑施工安全、物流行业安全

及居民区生活垃圾分类等为切入点，开

展１６次专项监督。开展调查研究，共完
成１７篇调研报告，其中《破解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对策研究》《加

快机器人产业建设，推动宝山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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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夯实干事创业基础】　区政协制订《界
别协商工作办法》，提高界别协商质量和

水平。围绕重大调研课题，深化与党政

部门对口联系合作，引导委员在履职活

动中为群众讲真话、为发展献良言。坚

持重心下移，开展大调研，搭建委员联系

村（居）平台，支持和鼓励委员主动深入

基层联系群众。全年共１４个委员联络
组１８３人次参与集体活动，１６７人次深入
村（居），及时反映民生诉求。（李政耀）

主要会议

【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　１月１４日—
１７日，政协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在区委党校举行。会议应出席委员

２９０名，实到２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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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会议以来提

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大会决议。与会委

员列席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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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名委员作
大会发言，书面发言１３篇。会议期间，
共收到提案 ２１３件。经提案委员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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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立案１７８件。

【区政协八届常委会会议】　区政协全
年共召开７次常委会会议。第十三次会
议于１月１６日举行，听取秘书处汇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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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决议

（草案），提请大会通过；通过区政协关

于八届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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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度协商工作计划（草案）情
况，并通过。第十四次会议于２月１９日
举行，传达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主要

精神；审议通过区政协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
（草案）；通报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以来

提案审查立案情况报告。第十五次会议

于５月２２日举行，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第十六次会议于７月１１日举行，听取区
委组织部通报“推进新一轮机构改革”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工作情

况，委员开展协商讨论；区委副书记周志

军就“加强党建引领、深化改革创新，提

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

水平”进行专题通报；审议有关人事事

项。第十七次会议于８月１５日举行，以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开

展论坛活动。第十八次会议于１０月１７
日举行，听取副区长倪前龙通报“推动实

现更高质量就业”工作情况，委员就该专

题开展协商讨论；倪前龙通报“２０１９年
区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审议有关人事事

项。第十九次会议于１２月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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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送审

稿）》；讨论《区政协２０２０年度协商工作
计划（征求意见稿）》；审议通过八届四

次会议召开日期的建议、会议议程（草

案）、在区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常委会工

作报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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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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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政耀）

重要活动

【市政协到宝山调研】　４月１６日，市政
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到顾村镇馨佳园实

地调研基层民族工作情况。６月２０日，
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到宝山调研

“上海特大城市人口调研与可持续发展

问题”，区政协副主席张晓静陪同。７月
４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到宝山烈
士陵园实地调研“用足用好红色文化资

源”工作，市政协副主席徐逸波出席，区

委书记汪泓、区政协主席丁大恒陪同。７
月１６日，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方
惠萍率队到宝山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调研活动，汪泓、丁大恒、张

晓静等陪同。７月１８日，市政协民族和
宗教委员会走访宝山寺，市政协副主席

赵雯参加，汪泓、丁大恒等陪同。

【区领导调研政协工作】　２月１３日，区
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李峻等领导到区政协调

研，区政协领导丁大恒、张晓静、沈天柱、

罗文杰、蒋碧艳、李岚等参加会议。丁大

恒就２０１９年重点工作及协商工作计划
进行通报。区政协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列

席会议。

【召开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７０周年座谈
会】　９月１８日，宝山区召开庆祝人民
政协成立７０周年座谈会。范少军出席
并讲话，丁大恒致辞，周志军主持会议。

区领导沈伟民、李峻、赵懿、张晓静、沈天

柱、罗文杰、李岚出席会议。会上，谭雪

明、谭柏杉、侯艳、李强、陶侃５位委员发
言。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侨联、知联

会、少数民族联合会、佛教协会、天主教

爱国会、基督教两会、台联会主要负责

人，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区委、区

政府各部委办局，各镇、街道、园区主要

负责同志，区政协委员等参加会议。

【开展“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的对策研究”重点课题调研】　区政
协成立课题组开展相关研究，与区发改

委开展对口协商，实地调研区内银行、中

小微企业，初步掌握宝山区中小微企业

融资基本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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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政府服务机制”“提升金

融科技水平”“促进企业高效融资”“创

建全程服务模式”４个方面建议。

【开展“加快机器人产业建设，推动宝山

智能制造发展的对策研究”重点课题调

研】　区政协成立调研课题组，与区经委
开展对口协商，实地调研机器人产业园、

千帆科技、赛赫智能等区内外３０余家园
区和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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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一区两城一园’（中国邮轮

旅游发展示范区、南大未来智慧城、吴淞

创新城、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发展，打造

智能制造核心技术策源地”“赋能‘四园

＋Ｘ’［宝山工业园区、宝山城市工业园
区、罗店工业园区、月杨工业园区＋特色
小镇（园区）］园区打造上海智能制造应

用示范点”“借助国家发展战略，打造

‘沿江沿海’智能制造系统方案输出地”

“加强区域协同发展保障措施，统筹‘智

能制造之城’全面发展”等 ４个方面
建议。

【与区政府召开工作协商会】　２月 １４
日，区政府、区政协领导班子召开 ２０１９
年工作协商会。范少军出席会议并讲

话，丁大恒主持会议。丁大恒简要介绍

区政协２０１９年度协商工作计划，双方就
年度重点工作进行对接。区政府、区政

协班子领导出席会议。

【召开委员联系社区工作协调指导小组

会议】　３月１３日，区政协副主席沈天
柱主持召开委员联系社区工作协调指导

小组会议。区政协副秘书长、委员联络

办主任孙升对２０１９年开展“委员联系村
居”工作进行说明。庙行镇联络组及淞

南镇联络组交流“委员联系社区”工作

经验做法。各街镇（园区）联络组召集

人座谈互动。

【召开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　５月７
日，区政协召开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

丁大恒主持会议并讲话，张晓静、沈天

柱、蒋碧艳出席。丁大恒通报区政协

２０１９年度主要工作安排，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负责人参加座谈。

１２月３０日，区政协召开年度第二次党派
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丁大恒主持会议并

讲话，沈天柱、蒋碧艳、李岚参加会议。

各党派团体交流相关工作情况，并对

２０２０年如何更高质量地履职、进一步提
高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地加强队伍建设

等方面提出谋划设想。

【召开２０１９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
作会议】　３月２６日，区政协召开２０１９
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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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骨干参加会议。市政协办公厅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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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处副处长赵玉蓉作专题讲座，解读

新形势下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辅导

撰写和编辑社情民意信息。区政协提案

委主任谭柏杉通报２０１８年反映社情民
意信息工作情况。区政协委员李强、朱

建华、沈勇民和致公党党员、区侨联委员

胡晟分享各自党派、专委会、个人工作心

得和经验做法。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区政协开展２０１９年度年中视察 区政协／提供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４日，区政协开展２０１９年末视察 区政协／提供

【开展界别协商】　６月６日，区政协围
绕２０１９年度政府投资项目推进情况开
展界别协商。张晓静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区发改委介绍 ２０１９年度政府投
资项目中重大市政道路、水务建设项

目、生态环境建设、城中村改造、社会事

业建设等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委员们

分别就扩大城中村改造范围、完善项目

联审机制、加强政府投资项目集聚力等

内容发言。会前，委员们视察宝山区实

验小学总体改造，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二期扩建工程、宝山九村雨污混接改

造、住宅修缮和加装电梯等正在施工的

政府投资项目。１０月１５日，区政协围
绕“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主

题，组织界别协商。丁大恒出席并讲

话，沈天柱主持会议。民建区委、九三

区委、致公党区总支、无党派、工商联等

界别部分委员，区政协一经委、二经委、

科技委、民宗港澳台侨委等部分委员参

加。座谈会上，行政服务中心介绍相关

工作情况，８名区政协委员围绕协商议
题提出加快软硬件设施投入、提升“互

联网＋”服务、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意见建议，与会同志

进行协商交流。会前，委员们参观区行

政服务中心接待大厅。

【开展２０１９年度年中视察】　６月 ２７
日，区政协组织委员实地察看友谊路街

道宝钢十一村小区、罗店镇祁南一村小

区、罗店镇天平村、罗泾镇塘湾村，围绕

“城市管理与乡村振兴”开展年中视察。

区政协领导张晓静、沈天柱参加。委员

对宝山区城市综合管理与乡村发展提出

建议，希望相关部门在住宅修缮、雨污混

接改造方面，精准编制方案，抓好工程进

度，做到安全施工；在生活垃圾分类方

面，完善收集、处理体系，加强分类宣传

和典型引领，推广有效经验；在乡村振兴

方面，想方设法为乡村振兴吸引、留住人

才，注重产业发展，形成可持续发展产业

链，打造具有宝山特色的农业农村品牌。

【举办“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协

论坛】　８月１５日，区政协举办以“促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论坛活

动。汪泓、范少军出席并讲话，丁大恒主

持并致辞。区相关委办局，各街镇园区，

各民主党派、区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负

责人等应邀出席论坛。区政协委员苏

雯、钱方、陈晓东等分别围绕民营企业参

与乡村振兴建设、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一

网通办”改革、法律服务向小微企业倾

斜、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发展新媒体

公共艺术产业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相

关委办局、党派代表等进行自由发言。

【开展 ２０１９年度年末视察】　１２月 ４
日，区政协开展年末视察，组织委员实地

察看上海大学附属宝山外国语学校、白

沙公园、保集沪崇高速、华域汽车电动系

统有限公司和华域麦格纳电驱动系统有

限公司。区政协领导丁大恒、沈天柱、罗

文杰、蒋碧艳、李岚参加。区经委、区商

务委、区建管委、区教育局、区绿化市容

局分别通报全区制造业发展、现代服务

业及外资发展、重大工程建设、教育发展

以及公园绿化建设等情况。杨行镇、顾

村镇、宝山工业园区相关领导陪同视察。

【开展专项民主监督】　区政协围绕校
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建筑工地施工安全、

物流行业安全生产以及生活垃圾分类等

重点内容，通过调研视察、明察暗访、提

交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等多种方式相结

合，针对宝山区相关部门与街镇（园

区），共开展１６次专项监督。 （李政耀）

提案办理

【概况】　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以来，共
征集提案２１３件，其中委员个人提案１４９
件，委员联名提案４０件，各民主党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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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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件。经提
案委员会审查，归并提案１件，转社情民
意２８件，转人民来信１件，撤销提案 ５
件，立案１７８件。其中，提案办理结果为
“已采纳”和“已解决”的１５２件，占总数
８５３９％；“正在研究”和“正在解决”１６
件，占 ８９９％；“留作参考”和“暂难解
决”１０件，占５６２％；委员对办理结果表
示“满意”或“基本满意”１７４件，占
９７７５％；表示“理解”４件，占２２５％。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案】　共４９件提
案，占２７５％。主要有：发挥进博会溢出
效应，促进邮轮经济发展；搭建科创板企

业服务平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

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推动民营企业高质

量发展；整合资源打造品牌，推动美丽乡

村建设等建议。

【改善和保障民生提案】　共４２件提案，
占２３６％。主要有：提高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效能；强化职业教育规划；加大护理

型养老院投入；关注老年人精神需求；加

强住房租赁管理；做好智慧微菜场；抓好

食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等建议。

【推动社会治理提案】　共６４件提案，占
３６％。主要有：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加快
社区智能安防建设，提升社区治安防控

能力；加强和改进居民小区管理工作；建

立路长制，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解

决小区非机动车停车问题等建议。

【促进生态发展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提

案】　共２３件提案，占１２９％。主要有：
加强对中小河道持续综合整治；加强湿

地保护，提升滨江品质；尽快建成并开放

白沙公园；盘活“非遗”资源，助推乡村

振兴；推进民间民俗文化产业化；加强对

区域“红色记忆”文物保护等建议。

（李政耀）

专委会工作

【提案委员会】　该专委会坚持在提高
提案工作质量上下功夫，在健全机制上

求创新，在追求实效上做文章。与区府

办督查室建立审查会商机制，起草《政协

宝山区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提高提案质量

的实施意见》。深化“１＋Ｘ”（一个重点
提案＋若干相关提案）办理模式，形成多
协商、真协商、深协商的氛围，协商比例

逐年提高。重视提案工作宣传报道，多

渠道宣传提案工作成果，联合时报、政协

头条先后５次报道宝山提案及提案办理
协商工作。开展“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推动宝山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

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组织委员参加

政协论坛，完成《关于宝山法院为民营经

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论文。组

织委员到区农业农村委开展重点提案办

理协商。联合法制委员会，就“破解执行

难”主题与区法院开展对口协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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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委员到四川攀枝花

学习考察。

【第一经济委员会】　该专委会深入调
研，形成“进一步提升宝山区域经济密度

的对策思考”“关于促乡村产业发展的

对策思考”２篇调研报告。组织委员参
加政协论坛，作“关于民营企业参与宝山

乡村振兴建设的建议”交流发言。与区

发改委、区滨江委就“围绕科创板的设

立，搭建区科创板企业服务平台”“抓住

市场‘盘整期’，优化邮轮游产业”等开

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围绕“提升区域

经济密度”主题与区发改委开展对口协

商。联合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围

绕“装配式建筑在宝山区的应用”主题

与区建管委开展对口协商。联合第二经

济委员会，围绕“宝山民企减税降费新政

措施解析”与区税务局开展对口协商。

联合科学技术委员会，围绕“全面提升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安全生产”开展专

项民主监督。组织委员到新疆克拉玛依

学习考察。

【第二经济委员会】　该专委会围绕“破
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和

“健全宝山上市挂牌企业服务机制，优化

区域营商环境”课题，开展调查研究，形

成２篇调研报告。组织委员完成《破解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政府篇：

建立帮助中小微企业融资社会体系》论

文。与区经委就“关于创新建立宝山优

秀民营企业发现培育机制建议”开展重

点提案办理协商。围绕“剖析宝山民营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主题与区

金融办开展对口协商。联合第一经济委

员会，围绕“宝山民营企业降费减税新政

举措”主题与区税务局开展对口协商。

联合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围绕“工

地安全施工、现场扬尘防控、严控和预防

重大事故”主题，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项

监督工作。组织委员到内蒙古鄂尔多

斯、乌海学习考察。

【科学技术委员会】　该专委会围绕“加
快机器人产业建设，推动宝山智能制造

发展的对策研究”“深化知识产权转化

应用，推动宝山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等

深入调研，形成２篇调研报告，其中“加
快机器人产业建设，推动宝山智能制造

发展的对策研究”被列为２０１９年主席建
议案。组织委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破

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科技

篇：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科技含量》论

文。与区建管委就“关于在宝山试点和

推广‘车载智能动态载重系统’的建议”

开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围绕“加快上

海机器人产业园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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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与区文旅局开展对

口协商。联合第一经济委员会，开展安

全生产专项民主监督。与九三学社上海

大学委员会共建，助推上海大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到吴淞创新城建立中试基地。

与九三学社宝山区委、淞南镇联合承办

“健康养生”活动。组织委员到重庆学

习考察。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该专委
会围绕“?藻浜沿线开发与保护”和“促

进装配式建筑在宝山应用”等内容，深入

调查研究，形成２篇调研报告。组织委
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促进宝山民营建

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思考》论文。

与区绿化市容局就“关于绿色生态环境

文明建设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办理协

商。联合第二经济委员会，开展建筑施

工安全生产专项民主监督。联合第一经

济委员会，围绕“装配式建筑在宝山应

用”主题与区建管委开展对口协商。联

合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围绕“大气

污染治理综合防治”主题，与区生态环境

局开展对口协商。组织委员到陕西西安

学习考察。

【法制委员会】　该专委会形成“关于发
展宝山商业区夜间经济的建议”和“进

一步破解执行难的建议”２篇调研报告。
组织委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法治是最

好的营商环境———关于法律服务向小微

企业倾斜的建议》论文。与区市场监管

局就“进一步做好备案制下食品安全管

理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开展办理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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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小微企业法律服务”主题与区司

法局开展对口协商。联合提案委员会，

围绕“着力解决法院‘执行难’”主题与

区法院开展对口协商。联合社会事务委

员会，开展垃圾分类专项民主监督。组

织委员到云南曲靖学习考察。

【社会事务委员会】　该专委会完成“关
于深化推进宝山区居民区垃圾分类工作

的几点思考”“盘活‘非遗’资源　助推乡
村振兴———关于加强打造‘罗店龙船’品

牌的建议”２篇调研报告。组织委员参加
政协论坛，完成《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的困

境与建议》论文。与区民政局就“关注老

年人精神需求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办

理协商。围绕“推动宝山生活垃圾分类

处置”主题与区绿化市容局开展对口协

商。围绕“小微企业从业青年的服务探

索”主题与团区委开展对口协商。联合

教育委员会，围绕“多方联动，关心支持

宝山婴幼儿健康成长”主题与区教育局、

区妇联开展对口协商。联合法制委员会，

围绕“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主题，开展垃

圾分类专项监督工作。组织委员到内蒙

古呼和浩特、包头学习考察。

【教育委员会】　该专委会完成“促进宝
山区校园安全的对策建议”“整合优化

资源，促进体教结合发展”２篇调研报
告。组织委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依托

产教融合 深化校企合作，支持民营企业

高质量发展》论文。与区教育局就“关

于在终身教育体系下强化职业教育规划

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围绕

“促进宝山安全校园建设”主题与区教

育局开展对口协商。联合社会事务委员

会，围绕“多方联动，关心支持宝山婴幼

儿健康成长”主题与区教育局、区妇联开

展对口协商。联合民族宗教港澳台侨

委，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监督。组织

委员到贵州贵阳学习考察。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该专委会完
成“关于推动宝山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

体育事业发展的对策研究”调研报告。

组织委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新媒体

公共艺术产业助推宝山城市更新的模

式探索》论文。与区文旅局就“积极贯

彻落实‘上海文创５０条’，努力提升宝
山区文化软实力”开展重点提案办理协

商。联合科学技术委员会，围绕“贯彻

“上海文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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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区医疗系统信息化

应用建设”主题与区卫健委开展对口

协商。联合农工党宝山区委，举行“守

护健康不忘初心 爱我中华牢记使命”

大型医疗咨询活动。组织委员到重庆

学习考察。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该专委
会完成“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进

程中宝山区财税体系协作研究”“基督

教私设聚会点的管理”２篇调研报告。
与区农业农村委就“关于加强宝山区农

村集体资产监管的建议”开展重点提案

委办理协商。组织委员参加政协论坛，

完成《关于宝山技能型人才发展的对策

思考》论文。联合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

员会，围绕“大气污染治理综合防治”主

题与区生态环境局开展对口协商。联合

区民宗办、台侨办开展民族宗教侨务对

台政策法规宣传和咨询服务活动。联合

教育委员会，开展食品安全专项监督。

组织委员到贵州黔东南州、黔南州学习

考察。 （李政耀）

表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

时　间 次　别 主要内容

２月１９日 八届十四次
讨论通过区政协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草案）；研究讨论区政协八届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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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２日 八届十五次
听取副区长陈云彬通报“乡村战略实施”工作情况；委员就该专题进行协商讨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懿通报“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相关工作情况

５月２２日 八届十六次 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７月１１日 八届十七次 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１０月１７日 八届十八次 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１１月２１日 八届十九次
审议《界别协商工作办法》《关于进一步提高提案质量的实施意见》；审议２０１９年度区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案；听取区委常委、
副区长王益群通报“加快旧区改造，深化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情况，委员就该专题进行协商讨论；区委常委、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高飞通报“宝山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１２月１９日 八届二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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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送审稿）》；讨论《区政协２０２０年度协商工作计划（征求意见稿）》；审议通过区政协八届四次会议有关事项；讨论通过区政
协八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审议通过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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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提案号 提案者 案　由

８Ｃ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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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Ｃ０１８ 区工商联 关于创建宝山优秀民营企业发现培育机制的建议

８Ｃ０２８ 沈志芳 对中小河道进行持续综合整治的建议

８Ｃ０２９ 民革宝山区委、区政协法制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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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Ｃ０３２ 阎莉 重新定义“干、湿”垃圾，使垃圾分类更科学易行

８Ｃ０４９ 周志坚、沈勇民 关于提高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效能的建议

８Ｃ０５８ 区政协文化体育卫生委员会、区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 积极贯彻落实“上海文创５０条”，努力提升宝山区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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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提案号 提案者 案　由

８Ｃ０６５ 郑晓远 加速吴淞工业园区转型发展的建议

８Ｃ０９０ 刘祖辰、俞信华、汤剑鸣、秦俊杰、陈江、徐刚、王安环 对缓解停车难问题的建议

８Ｃ１０５ 农工党宝山区委 发展宝山邮轮旅游产业的建议

８Ｃ１１２ 孙玉梅 关注户外广告牌整治的几点建议

８Ｃ１４９ 顾正红 解决潘泾路车道不畅，改善道路环境的建议

８Ｃ１６０ 民盟宝山区委 关于加强宝山区农村集体资产监管的建议

８Ｃ１６７ 杨炀 规范第三方专业服务，助力养老产业发展

表３ 宝山区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发言者 代表界别、专委会 题　　目

施美芳 民革宝山区委 关于加快建设海关监管区，助力区邮轮经济发展的建议

王　薇 民盟宝山区委 以“社区通”为引擎，建设宝山基层社区治理新高地

柯璇娟 民建宝山区委 关于促进住宅小区综合执法的建议

蔡素文 民进宝山区委 打造生物医药职业教育高地，推动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协同创新发展

马菁雯 农工党宝山区委 关于促进宝山区老年教育发展的建议

陈志洪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 关于在罗泾试点国际慢城建设的建议

华　宜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 关于加强托育服务市场培育和管理的建议

武士炯
区工商联

区政协经济委员会
建立完善宝山区上市挂牌企业服务机制的建议

陈文莉 区知联会 关于宝山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建议

蒋　磊 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 关于“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推动宝山智能智造之城发展”的思考

全先国 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做好?藻浜两岸保护与开发的建议

朱军红 区政协企业发展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提升宝山区域经济密度的对策思考

表４ 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政协论坛论文题目

代表界别、专委会 题　　目

区政协第一经济委员会 关于民营企业参与宝山乡村振兴建设的建议

民盟区委 大力发展产业园区，助力城市经济转型

区政协第二经济委员会 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政府篇：建立帮助中小微企业融资社会体系

区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 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科技篇：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科技含量

民进区委 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资金篇：扩大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农工党区委 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成长篇：建立中小微企业融资成长助推体系

区政协教育委员会 依托产教融合　深化校企合作，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区政协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关于宝山技能型人才发展的对策思考

九三学社区委 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致公党区总支部 加快推进“一网通办”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区政协法制委员会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关于法律服务向小微企业倾斜的建议

区政协提案委员会 关于宝山法院为民营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

九三学社区委 细微之处着手，提升民营企业获得感

区政协社会事务委员会 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建议

农工党区委 多措并举，打造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

民革区委 宝山民营商业经济发展的对策思考

区知联会 促进宝山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对策思考

区知联会 关于宝山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对策思考

区政协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新媒体公共艺术产业助推宝山城市更新的模式探索

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促进宝山民营建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思考

民建区委 整合资源，促进宝山旅游业发展

（李政耀）

３１１

专委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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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　李宝利

纪检监察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纪检监察组织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把“两

个维护”作为贯穿纪检监察各项工作始

终的一条政治红线。协助区委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的职责使命，细化“四责协

同”（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

委书记第一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

责”责任）机制建设，推动管党治党“四

责协同”机制落实落地。以纪律检查体

制改革统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

监察机构改革，一体推进“三项改革”。

以政治监督首要职责，推动监督工作。

发挥巡察作用，注重发现问题与健全机

制。标本兼治，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机制。加强自身建设，锻造纪检监

察铁军。

【召开七届区纪委四次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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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就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和十一届市纪委三次全会精神，推进全

区反腐倡廉建设作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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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处级干部

近７００人参加第一次扩大会议。全会审
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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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宝山区纪委七届四次

全会决议。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区纪委监
委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整治群众身边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相

结合，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

风问题。反腐败协调小组制定《区纪委

监委机关配合做好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督导工作方案》，建立与政法机关之间

问题线索的双向移送和反馈制度，对其

中涉及“打伞破网”问题线索严查快办。

落实“一案三查”要求，针对查办黑恶势

力犯罪中发现的监管责任缺失、把关不

严等问题，追究８名干部的党纪政务责
任。整改落实中央督导组交办的问题清

单和问责清单，共处置涉黑涉恶问题线

索１６０件，办结１５２件，党纪政务立案３０
人。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对欺行霸

市、多次受贿的江杨农产品市场果品部

负责人樊志芳、经营业主行贿人吴士祥

实施留置调查措施。

【协助区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　区纪委监委年初组织全区各单位
梳理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三项清

单”，７６家处级单位党组织制定１２７８项
任务清单、１９１项重点监督清单，各级领
导干部制定７１００余条个人责任风险清
单。年中深化督促指导和责任落实，对

２１家单位“三项清单”推进落实情况进
行实地督查。年底进行民主评议和责任

考核，并将履责评议结果放入干部廉政

档案；由区委常委带队对１１家处级单位
开展全面从严治党三项责任制落实情况

实地检查。协助区委出台《宝山区全面

从严治党履责约谈实施办法（试行）》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办公室关于深入

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化细化
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的意见

＞的通知》等规定，强化“四责”间横向
协同和压力纵向传导。制定《宝山区廉

政风险情况抄告实施意见》，对问题抄

告、整改落实、过程监督和情况回告等环

节作出具体规定，制发廉情抄告２０份。
对责任落实不力和履职不到位等问题共

问责３９名党员干部。制定《关于加强管

党治党“一岗双责”落实的实施办法（试

行）》。派驻、派出机构督促党委带头履

职和“四责”落实体系。探索“四责协

同”机制向村居等基层党组织延伸，协助

完善责任机制构架，将管党治党工作举

措具体化、项目化。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区纪委监
委推进派驻、派出机构改革，召开区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成立８个
派驻纪检监察组，实现对全区６０家区一
级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全覆盖。制定

《宝山区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制度

汇编》，建立派驻单位重要会议列席、领

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信息报送等沟通

机制，搭建派驻机构与被监督单位之间

的互动交流平台。向１５家街镇园区派
出监察办与纪（工）委合署办公，开展定

期汇报、专项报告、每月派出机构工作例

会。自４月派驻机构和７月派出机构成
立以来，分别处置问题线索 １１８件、１９３
件，立案５０件、９２件。纪律监督、监察监
督、派驻监督、巡察监督一体推进，监督

检查部门与派驻机构把１５个街镇园区
划分为３个片区，各监督检查室分别与
审查调查室、各片区实现联动。派驻机

构与巡察部门建立共同进驻被巡察党组

织、共同研判问题线索、共同跟踪督改问

题工作模式，形成监督合力。监督检查

部门与巡察部门建立巡前、巡中、巡后信

息共享机制，畅通问题发现途径。

【推动纪法贯通、法法衔接】　区纪委监
委坚持以党纪精准打击腐败案件。监察

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三方协作配

合，引入专家咨询分析研判疑难案件，畅

通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环节。对违纪、违

法、职务犯罪问题一体监督、一体审查调

查，促进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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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规范权力运行边界，厘清职责权限，

健全管理模式，优化线索处置、审查调查

和案件审理工作流程；对办结的６２２件
案件开展自查、抽查和专项检查，以检查

促问题整改、抓质量提升，推动“纪法贯

通”。对外树立监察法与刑法、刑事诉讼

法一体运作的统筹执法观，牵头区检察

院、区法院召开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三方

联席会议，会签《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

衔接的实施意见（试行）》，抓住提前介

入、办案配合、协调会商、旁听庭审、数据

共享等关键环节，使监察机关与司法机

关之间实现法治理念、工作职责、权限措

施、工作程序等顺畅衔接。

【推进常规巡察与村、社区巡察】　区纪
委监委落实中央、市委巡视巡察一体化

工作要求，完成七届区委第八、九、十轮

对９家镇党委及１４２个村、社区的巡察，
发现问题 １５９８项，移送问题线索 １０９
件。制订《关于开展居村巡察工作的实

施方案》，成立区委第四巡察组，采取“区

委统筹、基层协同、交叉联动”的方式，整

合基层１６个巡察小组，推进村、社区党组
织巡察工作，对发生在基层的典型违纪违

法线索“边巡察边移送”。建立巡察工作

任务、人才、信访、问题线索库，健全数据

流程管理。深化巡察成果运用，成立专项

巡察组，对９家党组织开展巡察整改评
估，解决一批制度建设短板、部门协作瓶

颈、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在每轮巡察结

束后，汇总发现的普遍性、典型性问题，形

成年度通报印发全区。对巡察中发现的

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形成涉及基层党

建、制度建设、民生保障、营商环境、集体

资产等领域的１２份巡察专报，督促职能
部门查找机制漏洞。

【项目化开展日常监督】　区纪委监委
加强信访监督，每月向区委报送宝山区

处级单位和区管干部信访情况，对信访

反映的典型性、普遍性问题定期筛选分

析，提出有针对性的处置意见，督促信访

举报集中的单位分析原因、认真整改。

运用监督执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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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 ５９８
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３６６人次，第二种
形态１５３人次，第三种形态４２人次，第
四种形态３７人次。第一、二种形态使用
占比 ８６８％。监督“关键少数”，制定
《宝山区干部廉政档案管理办法（试

行）》、研判《宝山区区管干部“廉情”底

数分析报告》整体把握全区政治生态状

况。对２０１８年９月以来提拔任用的１０６
名处级领导干部开展集体廉政谈话，做

好１４１位处级领导干部申请因私出国
（境）的登记审核工作和１５位处级领导
干部申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登记备案

工作。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把干部在

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

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

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

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

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

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

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的要求，协助区委探索激励容错机制。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

制】　区纪委监委对权力集中、资金密
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以及涉黑涉

恶、财政专项资金、“三资”管理、征地动

拆迁、工程建设、国有资产管理等重点领

域，进行监督执纪和监察执法，通过“大

数据”分析综合评估研判问题线索，进行

案件查办。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共受

理信访举报件 １０４７件次，比上年增长
８６％。处置问题线索６５３件、立案２３５
件、结案 ２４２件，同比增幅均在 ３０％以
上。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２１７人次，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１３人。全要素适用
监察法赋予的１２项调查措施，对１３人
采取留置措施，实施限制出境３１人次，
冻结、扣押涉案资金物品３１次，累计追
缴涉案赃款赃物近１７亿余元。查办高
境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沈龙海受

贿案，区红十字会原副会长蒋传海在部

队期间贪污案，宝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原常务副总经理曹元标挪用、贪污案等

一批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经市纪委监委

指定管辖，会同市纪委监委驻市委宣传

部纪检监察组，联合查办上海新华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上海

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

经理王建才特大贪污案，为国家挽回损

失１６６亿元。协助区委修订完善《宝山
区处级单位“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

制度》。加强对干部选任、评优评先等环

节的廉政审核管理，制定《宝山区纪委监

委廉政审核工作内部操作办法（试

行）》。总结监督检查、审查调查中发现

的问题和漏洞，针对集体资产管理、购买

第三方服务、退休人员返聘、公务用车管

理等突出问题，制发纪律检查、监察建议

书３０份。每月对全区干部被立案和处
理情况实行“无差别”通报，以通报明

廉。用好典型案例“忏悔录”，把专题警

示教育开到案发单位。组织广大党员干

部旁听庭审典型案件，拍摄“滨江·警示

录”系列专题片，向全区处级干部家属多

维联动，推出“滨江清风”微信公众号，

组建“滨江清风廉政讲师团”，编发《廉

政动态》月刊和《纪检监察》季刊，建成

宝山区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全年接待参

观３５２批１４万余人次）。在公园引入
廉政文化元素，在全区１５个街镇园区开
展廉政示范点建设。

【加强队伍自身建设】　区纪委监委定
期组织区纪委常委（扩大）学习会、专题

讲座和学习交流会，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组织学习教育２４次、
检视和整改问题１８１条。完成８５２户居
民、企业的调研任务，撰写调研课题 ４
篇。全委１０个在职党支部与街镇、委办
局相关党支部开展结对共建活动。健全

纪检监察工作季度例会等制度，规范基

层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工作，

制订《关于街镇园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办

副主任提名考察工作操作口径》。组织

全区１６０余名纪检监察干部参加市纪委
培训，选派１４名干部参加中央纪委调训
和委托培训。挑选８名业务骨干在面上
开展宣讲，选派５名干部参加中央纪委、
市纪委专案工作，抽调１３名基层干部到
区纪委监委机关、派驻纪检监察组和区

委巡察办挂职锻炼。 （方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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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 编辑　田翔辉

民主党派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走进“读者”心灵“你的故事”李晨师生
读者插图作品展开幕 王　俊／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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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宝山区委”）有支部 １０个，党员 ３０３
人，年内去世党员３名，发展党员１９人。
年内，民革宝山区委逸仙画院党员之家

获民革中央、民革上海市委“优秀民革党

员之家”荣誉称号，第六支部获民革中

央、民革上海市委“示范支部”荣誉称

号，第二支部党员之家获民革上海市委

“优秀民革党员之家”荣誉称号。民革

宝山区委获２０１９年度《团结报》发行征
订工作先进集体（地市级）二等奖。民

革宝山区委获民革上海市委“定点扶贫

纳雍县锅圈岩乡结对帮扶工作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金洪宝、庄兆祥获“定点

扶贫纳雍县锅圈岩乡结对帮扶工作先进

个人贡献奖”。民革宝山区委获民革上

海市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
年”演讲比赛三等奖。民革宝山区委选

送的《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母亲是中

华》获“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统一战线迎新
联欢会”优秀节目一等奖，庄兆祥撰写的

《改革开放，我的邮轮梦在宝山起航》获

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统一战线“我与宝山共
成长”征文活动一等奖。民革宝山区委

获区政协２０１９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
工作先进集体荣誉，陈斌寅、朱加银、王

娟、施美芳获区政协２０１９年度反映社情
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荣誉。汤无杰获

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青年五四奖章”（个
人）称号，吴朝坤获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度营
商好伙伴奖”。

深化主题教育。组织开展“不忘合

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

推动宝山民革各级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

共十九大精神，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多党合作的重要论述。举办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周年。走进“读
者”心灵———“你的故事”李晨师生《读

者》插图作品展，组织党员开展向祖国母

亲祝福活动，指导基层支部加强民革党

章、党史和《宝山民革志》学习，持续开

展“观故居、走多党合作道路”活动。加

强对履职情况和主题教育、示范支部创

建、民革党员之家等重点工作的宣传报

道力度。宝山民革有关工作在团结报和

民革上海市委微信公众号、政协头条、今

日头条上刊载。

规范组织建设。年内发展党员 １９
人，平均年龄３９３岁，大学本科以上占
９４７％，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占４２１％，女
性占４７４％，具有民革渊源和三农、社法
等民革特色的占５２６％，党员净增率达
到了５％的发展要求。推荐陈斌寅增补
为区政协委员。响应民革中央和民革上

海市委号召，建立民革区委逸仙画院党

员之家和第二支部党员之家。

积极履职建言。开展“上海邮轮母

港建设船供集散中心的紧迫性研究”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等课题调研，提交区政协

大会发言１篇，提交集体提案“关于加快
建设海关监管区，助力我区邮轮经济发

展的建议”“关于对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建

议”２篇，民革政协委员提交个人提案１９
件，集体提案“关于在宝山试点和推广车

载智能动态载重系统的建议”获２０１９年
度区政协优秀提案，郑晓远“加速吴淞工

业园转型发展的建议”提案获区政协

２０１９年度优秀提案。年内，接受中共宝
山区委委托，以文化建设作为当年城市

精细化管理工作专项监督的重点内容，

组织开展了对罗店镇、张庙街道的专项

监督工作，向罗泾镇、张庙街道提出针对

性改进建议，并形成２篇监督报告报中
共宝山区委统战部。邀请反映社情民意

积极分子“现身说法”，分享交流反映社

情民意信息写作心得，推进反映社情民

意信息工作提质增效，年内向区政协、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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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等单位报送社情民意信息８６篇，其
中，民革中央录用 １篇、市政协录用 ５
篇、市民革录用 ２７篇、区政协录用 ６７
篇。王娟《关于完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中企业经营异常情况公示部分

的建议》被民革中央采用，陈斌寅《关于

扫除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顽疾”和

“盲区”的若干建议》、朱加银《关于加强

青少年用眼健康的建议》分获市领导

批示。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４日，优秀民革党员之家颁奖仪式举行 宋田斌／摄影

拓展公益活动。响应民革上海市委

倡议，助力贵州纳入县锅圈岩乡脱贫攻

坚，金洪宝捐赠６０万元，通过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设立“博爱·庆龙”教育激励

关怀专项基金，用于锅圈岩乡优秀教师

及学生的激励与关怀，并捐赠３０万元为
纳雍锅圈岩乡购买救护车。庄兆祥利用

兆祥中式邮轮臻品城营销优势，帮助解

决纳雍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供销诉求及

问题，促进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产业升

级。民革宝山区委青工委联合市民革青

工委，从宝山区中小学校募集２万余册
图书，为纳雍锅圈岩乡中小学校建立图

书室（馆）。庄心冰牵头成立民革励志

讲师团，激励锅圈岩乡四所中小学的孩

子们立志“以知识改变命运”。支持民

革张庙街道法律服务站工作，二支部主

委林红斌带领支部法律人才，每周一次

在张庙街道提供半天的法律服务，每两

周一次在各居委提供半天的法律服务，

每年为张庙街道和社区开展服务１００场
次以上，形成一支完善的社区援助志愿

者队伍。一、六支部十年如一日，持续定

点捐助宝钢新世纪学校困难学生。二支

部与宝山区张庙街道泗塘新村居委共同

开展“相聚在党旗下”志愿者活动，为社

区居民免费进行医疗、法律和心理咨询

等方面的服务。书画委组织党员书画家

走进吴淞军港与海军官兵共迎“八一”，

创作《海魂》《乘风破浪》《威武之师》

《天道酬勤》等数十幅书画作品，赠送给

海军官兵。党员倪明晔、王红瑛依托逸

仙画院，为市民免费开展瓷器鉴赏，书画

讲座等公益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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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明晔、王学良、石涛、陆
志德、严红起、蔡、蔡念睿等８位党员
积极参加“大爱至简———海上新力量·

宝山宝慈善义拍义卖活动”，捐出自己创

作的 １６幅书画作品，共计拍得善款
１９８５万元；张士和、汤无杰积极参加竞
拍，花费６４万元成功拍得５幅作品。

开展对台交流。组织祖国统一工作

委员会委员参加市民革举办的《告台湾

同胞书》发表４０周年形势报告会。鼓励
党员，特别是有涉台关系的党员，学习观

看《团结报》、中央四套“海峡两岸”等节

目，帮助党员了解和把握台湾局势变化，

关注两岸形势发展，透彻认识台湾问题。

７月，马鄂云与来自台湾交通、中山、政
治、高雄科技、东海等１０所大学参加“第
四届台湾青年暑期实习计划”的１３名大
学生相聚，以“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为主

题，以自己作为两岸钢铁合作交流发起

者和亲历者身份回顾两岸交流的风风雨

雨，用事实说明两岸文化血脉相连。８
月２日，丁惠增等接待台北《宁波同乡》
杂志主编应平书女士访问上海，交流办

刊经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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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４人。全年共发展盟员１０人，平均年
龄３６岁，其中教育界别３人，医卫界别２
人，文化界别１人，机关事业单位１人，
新阶层３人。年内，民盟区委获民盟中
央思想政治建设和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区政协２０１８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
作先进集体等称号，获民盟市委２０１８年
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三等

奖、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统战信息工作先进
集体二等奖。章东海、曹育懿获“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纪念章。华
雯主演的《挑山女人》获第３２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陶侃当选上海市

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增补为八届区政协常委。王汝君、

赵晖获上海民盟思想政治建设和宣传工

作先进个人称号，陈春琴获上海市优秀

建设者称号，陆伟平当选２０１８年感动宝
山人物，吴永旭创建的“上海东方泵业

（集团）有限公司”获 ２０１８年突出贡献
一等奖，刘凡清获２０１８年度受颁钻石樱
花服务卡拔尖人才称号。

参政议政。年内，受中共宝山区委

委托，民盟区委对杨行镇和顾村镇开展

“垃圾分类处理”和“助力乡村振兴”专

项民主监督工作，分别形成２份专项民
主监督报告。主委蔡永平在市十五届人

大二次会议上提交“加快推进本市托幼

一体化工作”的建议。在区“两会”期

间，民盟区委提交集体提案１件，盟内政
协委员个人提案２３件、人大代表建议３
件；在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蒋勤芳作

“关于加强宝山区农村集体资产监管的

建议”的大会发言；民盟区委提交的“关

于深入推进我区‘非遗进校园’工作的

建议”集体提案、蒋勤芳提交的“关于加

强我区共享单车市场监管的建议”个人

提案，被评为区政协 ２０１８年度优秀提
案；民盟区委获２０１８年度反映社情民意
信息工作先进集体，苟小军、孙玉梅获

２０１８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
个人。全年共收到盟员上报社情民意信

息１４６件，其中，殷敏的“关于垃圾分类
的几点建议”被全国政协采用，吴子俊的

“关于期货交易所不得占用期货公司结

算准备金的建议”被民盟中央采用。

课题调研。年内，民盟区委申报上

海统战调研课题，提交“统战系统离退休

干部精神文化需求及实践探索”的调研

报告；组织教育界别盟员参与第三届民

盟上海基础教育论坛，周丹的“课堂教学

活动中地理实践力的培养”获三等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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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０日，“行知纪念馆”“盟员之家”揭牌暨《岁月印痕———民盟历史人物与宝山》首
发仪式在行知中学举行 民盟宝山区委／提供

方参与区政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论坛并作交流发言；苟小军的论文

《哌甲酯干预儿童多动症患者尿液的代

谢组学研究》获“创之星杯”２０１８年度中
国实验医学优秀论文奖。年内，参政议

政课题组就“以‘社区通’为引擎，建设

宝山基层社区治理新高地”开展课题

调研。

自身建设。民盟区委组织召开各类

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期间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民盟十二届二中全

会精神以及全国、全市统战部长会议精

神，在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之际，组织盟
员撰写观看国庆大阅兵感悟心得。下发

《民盟宝山区委关于开展“不忘合作初

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的实施

意见》。５月２２日—２３日，组织骨干盟
员赴南京民盟浦口行知教育基地开展现

场教学活动。７月２０日，在行知中学举
行“行知纪念馆”“盟员之家”揭牌暨《岁

月印痕———民盟历史人物与宝山》首发

仪式，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

民盟上海市委主委陈群与中共宝山区委

书记汪泓共同为“行知纪念馆”揭牌。８
月７日，与罗店镇联合承办“纪念潘光旦
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研讨会”，民盟中央副
主席、上海市副市长、民盟上海市委主委

陈群出席开幕式。

社会服务。民盟区委年内组织盟员

医生参与杨行镇“３·５”学雷锋日志愿
服务活动和“１２·５”国际志愿者日主题
活动。组织盟员医生为杨行镇社区居民

开展免费量血压、测血糖等医疗服务。

号召盟员为上海民盟同舟公益基金会、

上海民盟同舟公益基金会白玉兰助学公

益项目爱心捐款，共筹集现金捐款１２４００
元。１０月 ２６日，承办“民盟上海市委
２０１９年百名律师义务法律咨询”宝山主
会场活动。盟员石密富赴新疆叶城二中

支教一年半，侯立新赴新疆喀什叶城县

医疗扶贫一年半，钟国定赴新疆喀什叶

城县铁提乡卫生院开展爱心心检“千

人”项目服务，关敬树赴宣威市东山镇开

展结对帮扶工作，杨广林赴云南祥云县

医院开展为期半年的对口支援工作，陈

娟赴云南迪庆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开展

对口帮扶工作。

盟务活动。民盟区委举行“致敬改

革开放　奋进伟大时代———民盟区委
２０１８年度总结暨２０１９新春团拜会”；组
织女盟员开展“丝巾搭配和日常纤维维

护”纺织科普讲座；组织退休总支盟员开

展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交流座谈；组

织盟员参加区委统战部举办的“同心同

向、活力统战”运动会。８月１５日，民盟
奉贤区委来宝山就基层组织盟务工作进

行交流座谈。组织盟员参加“致敬新时

代———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陶瓷艺
术原创作品巡展”活动；组织骨干盟员召

开“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

教育活动交流座谈会暨参政议政工作推

进会；组织青年盟员参加民盟市委“文化

传承：新时代新视野———第十届民盟文

化论坛”活动。１１月２２日，民盟崇明青
年工作委员会来宝山就盟员之家建设情

况开展座谈交流。民盟区委做好春节前

“送温暖”慰问活动，对７５岁以上老盟员
进行慰问，主委蔡永平走访慰问盟内退

休老领导。年内，继续发挥《宝山盟

讯》、“宝山民盟”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的

作用，及时报道盟内重大活动、主要工作

和盟员先进事迹。做好一年４期的《宝
山盟讯》内部刊物的编辑工作，“宝山民

盟”微信公众号全年共发布信息１１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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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７人。全年发
展新会员２０人，其中转入会员１人、转
出１人、去世会员２人。年内，民建区委
举办的企业家沙龙活动获“民建上海市

委社会服务工作优秀工作案例”；组织妇

委会成员参加民建上海市女会员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暨“三八”国
际劳动妇女节歌咏比赛获最佳台风奖；

舞蹈节目《采薇》获“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统
一战线迎新联欢会”优秀节目三等奖；贾

婷获民建上海市委社会服务工作乐于奉

献奖；顾险峰、徐孝清、蒋惠琴获区政协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沈学

忠、陈斐妮获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统战信息
工作先进个人三等奖；沈学忠、梁长玉、

马英甲撰写的论文《弘扬优秀企业家精

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问题的研究》
获２０１８年度宝山统战理论与实践研究
论文二等奖；蒋惠琴撰写的征文《魅力宝

山，还看今朝》获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统一
战线“我与宝山共成长”征文活动二

等奖。

参政议政。区“两会”期间，民建区

委共提交集体提案２件，委员个人提案
２２件。黄磊代表民建区委在区政协八
届三次会议上作“关注老年人精神需求

的建议”大会发言。刘祖辰、俞信华、秦

俊杰、陈江等会员联名的提案“对缓解停

车难问题的建议”获２０１９年度区政协优
秀提案。顾险峰、徐孝清、蒋惠琴获区政

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全

年组织上报社情民意共计 ８６篇，其中
“关于逐年推进小学每周增加一节体育

课的建议”获市领导批示，“关于解决存

量工业用地土地证到期延续问题的建

议”“关于落实惠师举措的建议”被市政

协单篇采用，“关于完善外国留学生国民

待遇的建议”被市政协综合采用。

民主监督。民建区委积极组织成立

以区委领导班子成员及相关专业会员为

主要成员的监督工作小组，对罗店镇、月

浦镇的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开展专项监

督。通过利用现有资源与成员优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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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工作小组成员以人大、政协等多渠

道参与到两镇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中，鼓励成员走进两镇的基层社区，收集

社情民意。监督工作小组于６月２７日
前往罗店镇就居民小区的绿化环境、垃

圾分类等方面进行现场调研。实地走访

罗店镇天平村、月浦镇月狮村，查看两镇

美丽乡村建设的工作情况，通过座谈会，

了解两镇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情况，并

就存在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年终形成

２篇专项监督工作报告。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５日，民进宝山区委与普陀区新会员合影 民进宝山区委／提供

组织建设。民建区委召开八届六次

（扩大）会议，区委主委李岚对２０１９年民
建区委工作进行部署，强调全年工作主

要围绕中共宝山区委重点工作，突出营

商环境主题建设，开展对企业服务系列

活动等。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

前进”主题教育活动，线下通过召开学习

座谈会、举办“歌唱祖国”歌咏比赛、观

看爱国主义电影、实地走访胡厥文纪念

馆等爱国主题教育基地的形式，开展学

习教育活动。线上，开展微信群线上集

中学习，公众号开设“民建会史”专栏并

发布相关内容６期，推送学习简报５期。
开展“暑期送清凉”活动，走访慰问民建

老会员，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

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周汉民走访慰

问老会员徐鸿斌，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

钱雨晴走访慰问老会员刘培德，民建上

海市委副主委汪胜洋走访慰问老会员孔

元生，区委领导陪同走访。

社会服务。４月１８日，举办２０１９首
届宝山休闲旅游论坛。民建中央副主

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

委、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周汉民作

主旨演讲，区委书记汪泓，区政协主席丁

大恒，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伟民，时

任副区长吕鸣，民建区委主委、区财政局

局长李岚等出席此次活动。５月２１日，
在区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企业家沙龙活

动，进行《企业创新和２０１９年产业政策
机会》的主题讲座。６月１０日—１４日，
接待民建鞍山市委原主委李艳玲一行

１２人到宝山考察交流，安排前往宝山区
市容管理局调研垃圾分类工作，上海自

贸区服务大厅感受“一网通办”，实地考

察地企合作项目“互联宝地”。９月 ２０
日，组织会员参加由中共宝山区委统战

部、市慈善基金会宝山区代表机构共同

主办的“大爱至简—海上新力量·宝山

宝慈善义拍义卖”活动，陈江、阎飞、贾婷

等会员参与竞拍，共奉献善款７２０００元。
１２月 １９日，民建区委与上海大学推进

的校企合作项目———上海大学与会员企

业安徽雪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共建茶

油产学基地”举行揭牌仪式。１２月 ３１
日，民建区委与民办杨行小学举行共建

助学签约仪式，帮助品学兼优的特困学

生解决实际困难。 （王　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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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宝山区

委”）共有会员３３５人，年内发展１２名新
会员。年内，民进区委被民进上海市委

评为宣传报道先进集体、组织发展工作

先进单位，经济支部被评为民进全国先

进基层组织，臧波被评为民进全国组织

建设先进个人，崔晋被评为民进上海宣

传报道工作先进个人、民进上海组织建

设先进个人。

２０１９年民进宝山区委开展“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人民政协成立
７０周年”“民进地方组织成立７０周年”３
个７０周年纪念活动，推进“不忘合作初
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建立

“宝山民进”公众号，发布理论学习读本

等文本、音频文件，帮助会员们利用碎片

时间开展学习。开展“走进民进先贤”

系列活动，先后前往王绍鏊、柯灵、叶圣

陶故居，参观雷洁琼塑像，组织会员参与

“我与祖国共成长”“我与民进”“感悟统

战情　携手筑未来”征文活动，观看爱国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和《中国

机长》。年内开展“破解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上海托育机构现状”“市

民下乡 ＆新村民计划”与“乡村振兴”
“宝山扩大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的可行

性”“关于打造宝山生物医药职业教育

高地”等课题研究，其中“上海托育机构

培育监管的对策研究”中标民进市委课

题。受中共宝山区委委托，对吴淞街道、

高境镇“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开展专

项监督，形成报告２篇。
民进宝山区委全年共提交党派集体

提案３件，委员个人提案２２件，代表建
议１篇，社情民意１０６篇。臧波代表民
进宝山区委作《关于在终身教育体系下

强化职业教育规划的建议》的大会发言。

康锐“改善宝山营商环境要用足用好信

息化手段”和李道琪“创建无违村居，建

设美丽家园”的提案被评为宝山区政协

优秀提案。阎莉提交的“重新定义干湿

垃圾，使垃圾分类更科学易行”获区委领

导重点督办提案，由中共宝山区委书记

汪泓领衔督办。民进宝山区委获“宝山

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先进集体”称号。

倪韶红、杨正波、蔡素文被评为反映社情

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倪晓茹撰写的

“关于还人行道于行人　让街区真正适
合漫步的建议”和“关于提升和加强公

交车驾驶员安全保护的建议”、蔡素文撰

写的“关于遵循植物生长习性和小区实

际状况　科学布局合理配置小区绿化的
建议”３篇社情民意分获２０１９年度上海
市优秀人民建议奖。

民进宝山区委邀请民进上海市委基

础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叶开江介绍社情民

意信息发现、撰写的要求及经验。在微

信群和公众号发布社情民意信息热点选

题，在会内刊物《宝山民进》及公众号上

专设《社情驿站》栏目。召开第十届宝

山卿云论坛，邀请复旦大学教授王昕赴

上大附中做“５Ｇ，未来已来”专题讲座，
增设最佳提问者奖和最佳问题奖，上大

附中近百名学子聆听报告，参与互动。

欣悦小站的心理志愿者们走进４所幼儿
园和２所小学开展“家有小儿初入学”幼
小衔接适应性亲子团体辅导，前往内蒙

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承担心理教师专业

化培训，领衔人蔡素文老师暑期前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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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７月２日，民进宝山区委参观王绍鏊纪念馆 民进宝山区委／提供

南普洱支教；接待来自松江、奉贤、嘉定

以及福建厦门等地的访学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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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组织会内医学专家赴

吴淞街道开展咨询服务及送医上门服

务。牵头联系上海理工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与吴淞中学道尔顿工坊、宝山少科

站筹措开展科技教育创新实践活动。接

待民进武汉市委来访。区委新会员支部

与民进市委新会员第一支部结对。与民

进普陀区委开展“走进宝华二”新会员

交流活动。召开“回望 再出发———２０１８
总结会暨迎新活动”，组织骨干会员前往

苏州博物馆参观考察。参与统战部举办

的统战运动会、慈善义卖拍卖活动、陶瓷

艺术原创作品巡展以及“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报告会暨演讲会。

举行“话养生　庆重阳”敬老节活动、
“回望　再回首”挂职干部回宝山活动，
开展民进成立７０周年视频录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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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９人，平均年
龄５９６岁。党员中，医卫界 ２３８人，占
６２８％；经济、科技界 ８８人，占 ２３２％；
文化教育界 ５３人，占 １３９％；其他占
１７％。年内新发展党员 １７人。其中：
医卫界９人；经济科技界４人；教育界４
人。转入４人，去世 １人。年内举行 ２

次入党积极分子集体面试，有１７位入党
积极分子参加面试并通过市委审批。

参政议政。农工党区委递交区人大

建议４件，区政协集体提案５件，提交大
会发言稿２篇，区政协个人提案１８件。
“发展宝山邮轮旅游产业的建议”由区

委书记汪泓领衔督办；“落实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由区长

范少军领衔督办；“关于绿色生态环境文

明建设的建议”由副区长王益群督办并

被列为区政协 ２０１９年重点提案。年内
完成市委两项调研课题（邮轮经济产业

链和０—３岁早教市场管理）。区委集体
提案“关于加强共享单车市场监管的建

议”获２０１８年度优秀提案称号，陈继源、
张秋琴、张秀云、陆伟群４位委员获２０１８
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年内举办社情民意信息沙龙４次，全年
向农工党市委报送社情民意信息７５条，
被市委采用３２条；报送区政协９１条，被
区政协采用７２条，“大力推广环保小先
生的建议”被区政协作为社情民意专报

报区政府主要领导；被农工党中央信息

专报采用２条、市政协采用１２条。
民主监督。６月１０日、２８日，区委２

个民主监督小组成员到友谊路街道和大

场镇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民主监督

视察和座谈，利用实地察看、座谈交流、

明查暗访等形式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

垃圾分类工作。１月 ３日，与区卫计委
党委召开对口联席座谈会。

思想建设。赴江西瑞金红色文化教

育学院举办骨干学习班；与农工党上海

市委、农工党黄浦区委联合举行“不忘合

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之

“爱国奋斗先进典型事迹”宣讲活动暨

新时代讲坛；组织班子成员、支部主任、

仁和医院和宝中心两个支部６０余人拍
摄“我和我的祖国———他们是谁”微视

频；组织党员８０余人赴浦东张闻天故居
参观学习；组织后备干部、青年理论小组

成员参加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举办的

“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报

告会暨演讲会；组织班子成员、支部主任

赴湖北武昌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教育基

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

东旧居、中共五大会址、辛亥革命纪念馆

等学习考察；与农工党徐汇区委、农工党

奉贤区委、农工党复旦大学委员会共同

主办“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暨纪

念多党合作制度确立七十周年主题论

坛”；召开民主生活会，查找班子存在的

突出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下

一步的整改方向和措施。９月２５日，区
委在区总工会工人文化活动中心四楼多

功能厅举办“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
前进”———“献礼祖国·庆祝新中国成

立７０周年”文艺汇演。１０月１１日，区委
理论研究小组与市委理论研究小组举办

联合活动，研讨交流课题、时势等内容，

赴罗泾塘湾村考察新农村建设。年内推

荐曹阳、刘雅娟参加农工党市委中青年

骨干培训班，陆伟群参加农工党中央的

参政议政培训班、张红梅参加农工党市

委第二期党务研修班、王君婷参加农工

党市委参政议政培训班。１５名新党员
参加农工党市委的新党员培训。

社会服务。８月２４日，区委与农工
党复旦大学委员会和宝山区政协文卫体

委等在宝山体育馆篮球馆一楼举行“守

护健康不忘初心　爱我中华牢记使命”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大型医疗咨询活动。３月
４日和１２月５日在宝乐汇广场，组织党
员专家为市民提供医疗咨询和测血压服

务，提供环保、就业、教育等咨询服务并发

放宣传资料，接受居民咨询５００余人次。
５月２３日，农工党员、宝山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手足外科主任徐进到友谊路街道市

民中心二楼报告厅作“膝关节炎自我保

健与治疗”医疗专题讲座。２０１９年上半
年，区委捐赠给云南曲靖会泽县娜姑镇云

峰小学价值近２万元的课桌椅。党员马
志伟在援疆期间救治多名危重病人；党员

李廷俊克服高原反应完成为期一年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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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工作；吴中心支部樊冬杰参加援滇、周

伟援鄂参加抗疫等。 （陆伟群）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１日，“致爱公益”远程教育宝山基站揭牌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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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党宝山

总支”）有支部６个，党员９３人，全年发
展新党员共１０人。年内，致公党宝山总
支获致公党上海市委社会服务工作先进

集体称号、“同心助学”项目获致公党上

海市委社会服务工作优秀成果奖；致公

党宝山总支获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统战信
息工作先进集体三等奖；集体提案《关于

加强我区汽车服务行业规范化治理的对

策及建议》获区政协 ２０１８年度优秀提
案；参加２０１９年致公党上海市委智趣运
动会获“勇于拼搏奖”、２０１９年“同心同
向、活力统战”第二届宝山区统战成员运

动会获拔河项目团体亚军、长绳项目团

体优胜奖；选送舞蹈节目《Ｈａｖａｎａ恰恰》
获致公党上海市委“激扬致公情，奋进新

时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８周年群众文艺
大赛”观众人气奖、“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统
一战线迎新联欢会”优秀节目三等奖。

杨炀《规范第三方专业服务，助力养老产

业发展》提案被评为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政
协优秀提案；李成勇获致公党上海市委

社会服务工作优秀组织工作者、陈军获

致公党上海市委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

人；陈姝、张芳获致公党上海市委“不忘

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

先进个人；胡晟获致公党上海市委优秀

党员、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政协反映社情民
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致公党上海市委

２０１８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三等
奖；卢红获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统战信息工
作先进个人三等奖；汪义生《建议顾村公

园增加一些文化内涵》论文被评为２０１８
年度宝山统战理论与实践研究优秀论文

三等奖；路鑫昊《宝山，期待更好的你》

获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统一战线“我与宝山
共成长”征文活动一等奖；邢敏华《衣食

住行看发展》、兰轶东《唐多令　我与宝
山共成长》、路鑫昊《宝山　期待更好的
你》编入《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宝山
“撤二建一”３０周年统战征文集》。

自身建设。举办 ２０１９年骨干党员
学习培训班暨“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

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培训班分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专题理论辅

导，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现场教学两部

分。参加区委统战部党外代表人士季度

座谈会暨各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

展主题教育活动推进会，交流中期成果，

参加致公党上海市委主题教育活动（西

北片区）中期交流会，交流主题教育活动

开展情况。结合全区重点工作开展主题

教育活动。

参政议政。致公党宝山总支在区

“两会”期间，共提交集体提案２件，委员
个人提案５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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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为政协办理协商重点提案，“关

于进一步推行生态绿色丧葬建设森林墓

地的几点建议”作为书面交流。２０１９
年，共形成调研课题５项，分别为“关于
进一步加快增设多层居住楼电梯计划改

善居家养老条件的建议”“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法制保障———以企业信息公开为

例”“关于加强托育服务市场培育和管

理的建议”“智能化实施厨余垃圾资源

化利用”及“关于推进‘互联网 ＋护理服
务’试点的思考”，其中“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法制保障———以企业信息公开为

例”上报区统战重点调研课题，“关于加

强托育服务市场培育和管理的建议”申

报２０１９年统战理论政策研究优秀成果
评选及基层统战工作优秀案例。参与致

公党上海市委２０１９年内部招标课题工
作，完成“关于推进精准医疗产业发展的

研究”课题调研。４月 １０日，致公党徐
州市委调研组赴宝山开展“优化营商环

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调研活动。

年内，共收到党员递交的社情民意 ４１
篇，其中上海市政协单篇采用３篇，上海
市政协综合采用２篇，致公党上海市委
采用１５篇，宝山区政协采用３２篇。

民主监督。４月 ４日，致公党宝山

总支召开二届十一次（扩大）会议，讨论

通过２０１９年度《关于开展“宝山区城市
管理精细化工作”专项监督实施方案》。

１０月２３日、３１日，工作小组成员赴宝山
城市工业园区及庙行镇进行实地调研，

查看住宅小区整体环境、垃圾分类工作，

公交站点及区域内店招店牌街面治理等

情况。１２月３１日，总支完成对庙行镇和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的专项监督报告。

社会服务。３月 ４日，致公党宝山
总支“情暖侨心”医疗服务队的眼科医

师秦艳参与庙行镇“３·５”学雷锋日志
愿公益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眼部健康

问题咨询服务。４月１１日，致公党上海
市委专职副主委邵志清带队调研总支社

会服务工作，听取总支社会服务工作汇

报并参观致爱公益远程教育项目，为项

目启动揭牌。该项目每周四下午为云南

省宣威市格宜镇旱稻完小提供一节音乐

素养课，２位音乐老师作为志愿者累计
授课１９节，授课学生近３８０人次，为山
区小朋友提供基础音乐素养启蒙课程。

５月１１日，组织党员赴浦东新区参加爱
心义卖活动。向致公党上海市委爱心基

金捐款４５００元。７月９日—１１日，致公
党宝山总支与重庆市酉阳县对接，将酉

阳县钟多街道中心小学校纳入致爱公益

远程教育帮扶教学点，向该校捐赠远程

音乐教室课程和设备。

组织建设。至６月底，致公党宝山
总支６个支部顺利完成换届工作，主委
陈亚萍、副主委华宜分别出席各支部换

届会议。年内，推荐２名骨干党员参加
致公党市委宣传骨干培训班；推荐２名
骨干党员参加致公党市委２０１９年社情
民意信息培训班；推荐１名骨干党员参

１２１

民主党派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举办２０１９年骨干党员学习培训班暨“不忘合作初心，继
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提供

加致公党市委第七期基层干部轮训班；

推荐２名骨干党员参加致公党市委第
２６期中青班。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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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全年推送信息

５４条。
支部建设。１月２５日，一支部开展

“冬送暖”新春慰问活动，走访退休党

员。２月１６日，三支部开展支部，围绕
热点问题建言献策，讨论支部课题选题

方向并形成课题计划。３月１９日，六支
部与中共宝山区庙行镇野桥村总支委员

会共联共建，开展座谈交流。３月 １６
日，五支部开展支部组织生活，学习中央

“两会”精神，讨论支部课题。４月 １３
日，二支部联合六支部赴淞南养老院参

观学习，结合支部课题开展调研。７月
２８日，六支部赴崇明区横沙乡永发村开
展共建交流活动，为永发村残疾人士捐

献电风扇７０台，走访３户残疾人家庭，
帮助有需要的残疾人士落实有关政策，

维护残疾人士合法权益。９月—１２月，
各支部结合主题教育活动，分别开展支

部组织生活。 （陈　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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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６人。其中，具有中
高级职称的社员４１３人，占９２６％；离退
休社员１８１人，占４０６％；２０１９年发展新社
员２１人，转入社员３人，去世社员３人。

参政议政。社区委的政协委员和人

大代表在宝山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和人

大八届四次会议期间共提交集体提案４
个，个人提案２９件，人大议案３个。社

区委秦景香执笔的集体提案《关于优化

我区妇幼医疗资源的建议》获区政协优

秀提案奖。年内，社区委参与６项社市
委的课题申报，有２５项课题被社市委
立项。１月—１１月，社区委上报社市委
和区政协社情民意各１３０多篇，其中被
社市委录用８５篇，被区政协录用９０多
篇，被市政协录用８篇，被市委统战部采
用１篇，被社中央录用２篇，被全国政协
录用２篇。

民主监督。年初，社区委主委方玉

明等一行前往淞南镇政府和宝山工业园

区管委会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调研城市

精细化管理工作；年底，前往宝山工业园

区和淞南镇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专项民

主监督，考察城市精细化管理现场，并完

成专项民主监督报告。

社会服务。年内，组织部分社员前

往共建单位淞南九村一居开展医疗法律

咨询服务活动；组织社员参加泗塘八村

居委组织的学雷锋活动。组织社区委社

员对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等４县、定日
县扎西宗乡班定村等３村开展结对帮扶
活动。与淞南镇政府承办社市委科普进

社区活动暨《关注食品安全　保障饮食
健康》主题知识讲座。２名社员参加本
市２１名老年志愿者前往新疆开展为期
两个多月的援助服务。社员张鹏捐赠２
万多元，为贵州省威宁县配备一个标准

化卫生室。社区委联合淞南镇党委宣传

科等开展社市委第４２期科普之旅活动，
赴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参观上海

光源。９月 ２０日，“大爱至简———海上
新力量宝山宝慈善义拍义卖”活动在宝

山区图书馆举行，林立通委员用４万元
拍买２枚印章和１幅字画，张瑾社员用

０６５万元拍买１幅画。社区委主委、支
社委员、支社社员等到多地为公安局离

退休人员开展医疗咨询服务。１１月１４
日，沪黔“银智红情”活动第一期在遵义

市第一人民医院启动，社区委的丁心和

朱文玉医生参加。

社区委工作。年内，社区委联合区

社会主义学院举办２０１９年骨干培训班，
近４０名社员参加培训；社区委组织社员
开展现场教学活动。社区委秘书长沈勇

民完成社市委立项的统战理论研究文章

《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九三作为之探

究》。社区委响应区委统战部的号召，开

展以“感悟统战情 携手筑未来”为主题

的统战征文，共提交征文９篇。７月２５
日，宝山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召开第

二届会员大会，主委方玉明当选宝山区

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副

会长。

开展活动。１月１１日，社区委在淞
南镇政府会议室召开２０１８年年终总结
大会暨表彰和联欢会。３月 ７日，社区
委老年妇女专委会在高境文化中心开展

主题为“一茶一点一养生”活动，４５位社
员报名参加。社区委文化体育专委会组

织社员参加宝山区第四届运动会暨“同

心同向、活力统战”第二届区统战成员运

动会。４月１２日—１４日，社区委环境法
律经济专委会在林立通主任带领下前往

安徽六安学习考察，与九三学社安徽省

六安市委就组织发展、参政议政、民主监

督、社会服务以及当地环境保护、经济发

展等情况进行沟通交流，参观安徽省皖

西博物馆，霍山革命纪念馆。

获得荣誉。年内，社区委获社市委

２０１８年参政议政工作先进集体二等奖，
社员李锐执笔的《完善职业院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的对策建议》获２０１８年优秀调
研成果三等奖；社区委获２０１８年度信息
工作先进集体二等奖，沈勇民和贾旭获

２０１８年度信息工作先进个人三等奖，沈
勇民获２０１８年度优秀信息联络员；社区
委获区委统战部信息工作先进集体一等

奖，沈勇民获先进个人二等奖；社区委获

宣传工作“我与宝山共成长”———庆祝

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宝山“撤二建一”３０
周年统战征文优秀组织奖，秦景香和朱

肖淳的征文《我与宝山共成长》获征文

三等奖；社区委选送的舞蹈《紫竹调》获

“携手新时代、聚力再出发”———２０１９年
宝山统一战线迎新联欢会活动三等奖；

社区委获调研工作优秀组织奖，沈勇民、

左可红和李锐撰写的《进一步促进高境

２２１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６日，九三学社到王淦昌故居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提供

科创小镇人才建设的建议》《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供给侧”改革的路径研究》分获

二等奖；九三学社第十批挂职干部林江撰

写的《建议在上海试点“邮轮日常补给危

化物品海关白名单”的制度》《建议在上

海试点保税邮轮登记制度振兴中国本土

邮轮产业》获智库优秀成果奖。在８·１９
第二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社区委

第八支社社员的盛宇伟、汪丽餠代表宝山

区优秀医师接受献花；社员许燕、殷裴红

获得“宝山区十佳家庭医生”提名奖；社

员盛宇伟做了优秀医师交流发言。社区

委副主委全先国、委员吴英彦、林琳、贾旭

和翁小平获“社市委２０１９年社务工作先
进个人”称号。社区委获社市委２０１９年
度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沈勇民获先进

个人称号。 （沈勇民）

工商联

【宝山区工商联】　至年末，宝山区工商
业联合会（以下简称“区工商联”）有会

员企业４０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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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

区工商联获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全国“五
好”县级工商联、全国工商联２０１９年民
营企业调查工作示范单位称号，物流商

会、钢结构商会获全国工商联“四好”商

会称号，副主席侯艳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称号，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

司获“创业板成长性十强”“创业板十佳

管理团队”称号，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

份有限公司“生态保护与科技创新推动

的产业扶贫———以相宜本草人工红景天

种植为例”入选联合国减贫优秀案例。

区工商联“企业家培训班（首期）暨“复

旦湖畔班”获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工商联基
层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

特色工作称号，物流商会获２０１９年度上
海市工商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

教育示范点称号，主席曹文洁获“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上海福
然德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通联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汉康豆类食品

有限公司分别获区长质量奖、区长质量

提名奖、区质量创新奖。

年内，区工商联组织企业家收看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庆祝大会、阅兵和群众
游行，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撰写感

想感言。与区社会工作党委共同遴选５０
位民营企业出资人、党组织负责人赴延安

举办第二期“两新”组织经营管理者培训

班。以青创联成员为主体，联合复旦读书

会，邀请复旦、人大等知名专家学者，举办

为期一年以政治、经济、人文和经营管理

等为内容的宝山区工商联企业家培训班

（首期）。举办“灵魂有香气”“三八”节专

题活动。继续指导新通联开展以“追求

全体员工创造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

为公司使命的“幸福企业”项目。组织民

营企业观摩企业文化展示会。

年内，区工商联提交政协提案 ２４
件、社情民意１５篇，形成调研报告１０余
篇，完成区钢结构行业、物流行业、上市

挂牌企业现状分析和建议等３项专题调
研。联合有关部门作“１＋４＋Ｘ”本区产

业地图和“１＋９”政策宣讲，组织民营企
业认真学习市、区民营经济发展“２７条”
“２５条”；依托钢结构商会培训基地开展
“上海市鼓励设立民营企业总部的若干

意见”、劳动监察、区“双百计划”、最新

财税政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地方教育

附加资金使用等政策的宣传和培训工

作；与区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

沟通联系机制　进一步服务保障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与区法院签署

《关于共同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纪

要》，开展“检察护航民企发展”、《涉民

营企业民商事审判和执行白皮书》发送

活动。组织民营企业法制体检专项活

动，持续开展法律宣讲、法规阐释、权益

维护、案例剖析、风险排查、警示教育活

动，推进法律进非公有制企业、进工商联

所属商会、进工商联机关。与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民营企业专场招

聘会、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向执常委

企业发出争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表率

的倡议，有５８家执常委企业被评为２０１８
年度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与

总工会等联合举办“美好宝山　健康餐
饮”区餐饮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年内，区工商联按中央、市委、区委

要求，以“红帆港”党建品牌为抓手，协

调各街镇（园区）将商会党建纳入街镇

（园区）党建工作责任制。协同街镇党

（工）委按“三好一强”要求，做好商会会

长、秘书长、监事长人选的提名和考察工

作，指导帮助商会社团登记，建立由会员

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组成的法人治理结

构，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

把“四好”商会建设作为重要抓手，强化

商会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

实践活动中的主阵地作用，建立会员企

业联系制度，开展政策研究、企业诉求调

研、企业服务工作等。全区９个镇商会、
３个街道商会、２个园区商会已经全部完
成社团登记。

年内，区工商联组织企业与云南维

西２０个贫因村开展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结
对，向结对贫困村捐款合计 １６５万元。
组织村企结对企业赴云南会泽、维西和

新疆叶城开展扶贫项目考察，引导企业

聚焦建档立卡贫困群众，通过产业扶贫、

智力扶贫、就业扶贫、捐赠扶贫等落实援

滇、援疆任务清单，举行“衣路同行、幸福

成长”捐赠仪式和“微心愿”点燃未来等

活动。继续推进相宜本草以中草药开

发、购销，中草药种植基地为内容的迪庆

维西产业扶贫计划。 （沈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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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会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宝山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区总工会／提供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总工会（以下
简称“区总工会”）辖有直属工会４１家，
基层工会 ２１４３个，覆盖单位数 １４８５３
家，会员３８１２２８人（其中女会员１３９４６４
人，农民工 １２６３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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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工会改革】　区总工会在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１＋６制度体系”的基础上，
在区、镇两级推动构建“竭诚服务职工１
＋６体系”，保持“宝山实践”在全市领跑
态势。“货运司机集中入会”全国试点

工作有序推进，区、镇两级物流货运行业

工会体系日臻完善，全区实地实体型道

路运输企业建会率和入会率均达到

７５％以上。高境、大场、月浦总工会相继
召开深化非公企业工会改革现场会；罗

店、淞南案例获评上海市非公企业工会

改革创新案例；来自大场、罗泾、宝山工

业园区等４家企业获评民营企业工会示
范点；来自顾村、高境、杨行、庙行、张庙、

吴淞等１０家“小二级”工会获评上海市
非公企业工会改革“小二级”工会示范

点，顾村镇工业园区工会联合会获评一

等奖；城市工业园区读书节获评市级优

秀职工读书项目。区总工会牵头相关部

门制定《关于推进新时期宝山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宝山

区总工会关于充分发挥工会在推进新时

期宝山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中重要作

用的实施办法》。联合市职工技术协会

举办两期二维工程图识图技能培训班，

组织３批工匠、专家到企业指导解决生
产技术难题。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三大产业，举办加快科创中心

建设主题立功竞赛，聚焦创全３２项专项
行动和“五清十美”活动开展劳动竞赛，

并对２０１８年创全劳动竞赛中获一等奖
的单位、班组、个人授予区五一荣誉。全

区“双实”企业工会组织达到１７３２家，覆
盖６５０２家单位，５０人以上企业建会率
９３５２％；工会会员１８２万人，入会率为
８３％。全区“小二级”工会达到 ５６个。
落实街镇“小三级”工会市总专项补贴

４５８万元、区总配套资金３８７万元，对
新建１９家“小二级”补助５１万元。审核
区“１＋９”专项资金扶持企业工建情况
１３００余家次，推动６５家企业建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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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职工入会申请３６２２人，其中货
车司机８３９人。召开区国有企业工会改
革推进会，试点单位吴淞口开发有限公

司改革成果得到市总肯定。联合区国资

委修订８家直管企业公司章程单列“工
会”章节。试点以劳务派遣公司建会作

为劳务签约或项目外包的主要条件，关

心关爱劳务派遣工、项目外包工及农民

工等群体。

【深化先进职工文化建设】　区级综合
性劳模工匠展示馆———宝山劳模工匠风

采馆正式开放。拍摄《劳模讲故事》《宝

山匠星》系列微视频，编印《致敬时代楷

模———宝山劳模风采录》，开展首场“劳

模工匠展示日”等活动。加强基层网宣

员队伍、工会宣讲队伍、劳模宣讲队伍建

设，开展“红色党课进基层”系列宣讲，

创评全国、上海市、宝山区五一先进２１４
个。获评２０１９年“上海工匠”３名，评选
第二届“宝山工匠”１０名、“宝山工匠提
名奖”１０名。出台《宝山区职工创新工
作室管理办法（试行）》，创建上海职工

学堂１５家，创评区级职工创新工作室２６
家。创评市级各类职工创新成果奖项９
个、各类职业技能奖励２４３人。获得上
海科技进步奖三等奖１个。开展新中国
成立７０周年“十个一”主题活动，宝山工
会系统《我和我的祖国》专题宣传片登

“学习强国”。２９２４万人次参加以献礼
７０年文化寻访为主题的第五季“幸福宝
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步走。宝山工

人文化活动中心正式启用，成立“长江

风”宝山职工艺术团，举办１５场大型活
动，覆盖职工１２万人次。“宝连登—乐
学在宝山”开办课程１３场次，覆盖职工
５００人次。

【增强工会维权服务】　区总工会召开
区劳动法律监督检查联席会议，聚焦有

改革调整任务的重点单位、安全生产等

重点领域、环卫等重点行业、女职工等重

点对象、根治欠薪等重点内容，实施联合

检查 ３１５次，维护职工权益 ２２１０余人
次。各级工会上报案件 ５０起，结案率
１００％。新建１００个工会法律援助联络
站，开展各类法援服务１２０余场，参与法
援案件１２１７起。开展十大集体协商民
主管理示范案例评选，持续推进企事业

单位职代会和集体协商制度达标规范建

设。通过基层征集、网络投票，推出 １２
项工会实事项目。１４３万职工参加工
会会员服务卡专享保障计划，开展“和谐

就业、体面就业”服务月、“午间服务日”

“爱心冰箱”等活动１９场，推出网上招聘
会３４期。“手拉手”帮就业，“心连心”
助脱贫———沪滇两地贫困家庭就业扶贫

项目作为上海工会系统唯一代表，参加

第二届全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活

动，创新经验在全总作交流。６８８家企
业、２４７４个班组、４５万名职工参加“安
康杯”竞赛，１家企业获评全国“安康杯”
竞赛优胜五连冠，授予“上海市五一劳动

奖章”。联合区红十字会开展千名职工

急救志愿者持证培训。组织 ３６８７名职
工享受市总疗休养补贴、８６９９名特殊岗
位职工和先进工作者享受市总健康体检

补贴。高温慰问覆盖企事业单位 ２３５６
家、职工２４９万人次，慰问资金１９７９９６
万元，劳动保护培训２８万人次。针对
新生代职工职业压力大等突出问题，组

建由２５位心理咨询师组成的志愿团，开
展７６场心理服务，新建“心灵港湾”１１
家。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新建１１家、升
级１５家，总量达到８２家，累计服务１１
万人次，区职工服务中心站点被评为市

工人先锋号。宝山工会会员服务卡合作

商户达到６１家共２３８家门店。“宝山工
会”网上服务大厅２１个功能模块上线，
发布“宝山工会服务地图”和“宝山职工

维权服务地图”。制定实施《宝山工会

帮困送温暖的实施办法》。１１３３家企事
业单位、８１８万名职工参加“爱心一日
捐”，募集 ３７０余万元。１０８８家单位在
职职工、７７１家单位退休职工参加互助
保障，理赔１３６万人次。发放助困、助
医、助学等帮困金 ２８６３２万元，覆盖
２８９７人次。为１１００名农民工发放通讯
费、医疗费补贴１１万元。开展国庆七十
周年一次性困难帮扶慰问、百名困难职

工子女关爱主题活动。结合环卫行业工

会联合会成立，筹集资金近５５万元。５
月，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物料部仓库

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２０１９年度全国
工人先锋号。

【带副春联回家乡活动举办】　１月 ２１
日，“带副春联回家乡”文化惠民活动在

友谊路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会场开

场。友谊路街道家政、护工、建筑、环卫

四大行业来沪务工人员代表约２００人参
加活动。活动现场，宝山区总工会、上海

市工人文化宫和友谊路街道党工委领导

启动“带副春联回家乡”活动。区总工

会于１月１６日、２２日分别在宝山城市工
业园区和区物流货运行业工会开展园区

分会场和行业分会场，送春联、猜灯谜，

开设教职工欣赏书法艺术、了解春联文

化的职工学堂，丰富“带副春联回家乡”

活动的品牌内涵。

【区总工会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召

开】　会议于１月３１日召开。会议全面
总结２０１８年工作，研究部署２０１９年工
作，传达市总工会十四届三次全委（扩

大）会议精神。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出席

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

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主持会议，

并作工作报告。全会审议２０１８年工作
报告、２０１８年经费审查工作情况和２０１９
年经费工作安排报告。区总工会委员出

席全会，各直属工会党委分管领导、区总

工会经审委员、区总工会女工委员代表，

非委员的区总直属工会主要负责人、区

总工会机关部室及直管单位负责人列席

全会。

【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启动】　２０１９年
元旦、春节期间，宝山区总工会通过节日

帮困、医疗帮困、助学帮困等形式，对劳

动模范、困难职工、农民工、户外职工开

展一系列大病、单亲和生活帮扶，帮扶约

１７００人，帮扶金额达２１５余万元。

【就业服务月“五个一”活动举行】　３月
９日，区总工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举行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和谐就业，体面
就业”就业服务月启动仪式暨春季大型

招聘会活动。

【宝山劳模工匠风采馆开馆】　５月 １７
日，位于牡丹江路２１５号的宝山劳模工
匠风采馆开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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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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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赵懿；副区长陈尧水以及上海市总工

会各部门、单位领导，宝武集团、上海大

学、中冶宝钢、宝冶集团等区域单位工会

领导，区相关单位部门领导，区直属工会

主席、专职副主席，入展劳模工匠以及职

工群众代表１００余人参加开馆仪式。

【货车司机交通安全宣传系列活动举

行】　５月２３日，“创和谐交通·建文明
城区”———宝山区货车司机交通安全宣

传系列活动暨２０１９年实事项目启动仪
式于杨行镇中集园区内华英陕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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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劳模工匠风采馆开馆 区总工会／提供

举办。

【宝山区第四届运动会职工比赛举办】

　５月２５日，宝山区第四届运动会“城
工杯”职工乒乓球比赛暨职工文体十大

赛事在宝山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开赛。

６月１日，职工钓鱼比赛在罗泾镇沪宝
水产养殖基地开赛。４１家单位，１５０位
选手参赛。

【首场“劳模工匠展示日”举行】　６月
１０日，区总工会首场“劳模工匠展示日”
暨“宝连登———乐学在宝山”公益乐学

启动仪式在新落成的宝山区工人文化活

动中心小剧场举行。

【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技能比武活动举

办】　７月２６日，根据市总《关于开展第
二届上海市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技能比武

交流活动的通知》，区总工会举办 ２０１９
年社工技能比武初赛，选拔顾村和杨行

镇总工会两支社工团队参加市总决赛，

获大赛二等奖和网络最佳人气奖。

【联合团区委、区妇联举行音乐党课】　
区总工会联合团区委、区妇联举行红色

党课“四进”活动启动仪式暨“音乐党

课”。２００多名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代
表参加活动。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

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为活动致

辞。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政府新闻办

主任孙晋，区妇联主席虞春红，团区委书

记潘振飞为红色党课宣讲团成员颁发

聘书。

【开展高温慰问活动】　８月７日，区总
工会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户外职工”主

题高温慰问活动，王丽燕、吴振祥、赖拥

军等领导走访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慰

问站点内休息的户外职工和站点服务人

员。８月２６日，区总工会主席室领导集
中走访慰问奋斗在“创全”一线的劳模

和与共和国同龄的退休劳模，仔细询问

劳模们的工作、日常生活及家庭状况，并

送上慰问品，向长期以来为新宝山建设、

创全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劳模们送上

关爱。

【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首场公益电

影试映会】　８月９日，宝山区工人文化
活动中心首场公益电影试映会顺利

举行。

【区总工会七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召

开】　８月２９日，宝山区总工会七届六次
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作

工作报告。经大会选举，宝山区住房保障

房屋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法制科科长）杨

晓玲当选宝山区总工会挂职副主席，顾村

镇人大副主席、镇总工会主席杨洁当选为

区总工会常委。会上，替补区公安分局工

会主任马其忠、城市工业园区总工会主席

苏玲、航运经济发展区工会主任程静为区

总工会七届委员会委员。

【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重阳制糕活动开

展】　９月９日，宝山区职工服务中心在
服务大厅开展“花糕送真情、温暖老人

心”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重阳制糕活动。

宝山区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子

平，区总工会副主席赖拥军与环卫工人、

辅警协警、家政服务员等户外职工、灵活

就业职工、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爱心企

业代表一起现场制作重阳糕。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纪念章颁发】　９月２７日，宝山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纪念章颁
发仪式暨“我和我的祖国·在一起”宝

山工会庆国庆文艺演出在区工人文化活

动中心举行。中共宝山区委书记汪泓，

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副

区长倪前龙，各街镇园区、委办局领导，

全国劳模以及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工会

干部和职工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祖国

的生日。

【第五季“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

题健步走活动举行】　１０月１９日，２０１９
“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之“献礼７０
年文化寻访路”主题健步走颁奖活动在

罗泾镇千亩涵养林举行。上海市总工会

副主席桂晓燕，宝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赵懿，宝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

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宝山区副区

长陈筱洁，宝山区副区长陈云彬，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宝山分会会长周德勋等市区

领导出席活动。区相关单位领导以及基

层职工群众代表等３００多人参加活动。

【庆祝“环卫工人日”暨环卫行业工会联

合会揭牌】　１０月 ２６日是“环卫工人
节”，宝山区总工会、宝山区绿化市容局

在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宝山区庆祝

“环卫工人日”暨环卫行业工会联合会

揭牌仪式。区委常委、副区长王益群，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王丽燕，区总工会班子领导、区绿化

市容局领导、推进环卫职工队伍建设、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领导小组，杨行镇、大场

镇总工会等分管领导出席仪式，与来自

区环卫行业工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代表及各环卫企业职工代表共两百多名

职工共同庆祝“环卫工人节”。

【“美好宝山·健康餐饮”２０１９年宝山
区职业技能竞赛举行】　１０月 ２９日，
“美好宝山·健康餐饮”２０１９年宝山区
职业技能竞赛在金仓永华大酒店举行。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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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主席王丽燕，副区长陈云彬出席竞赛

闭幕式并观摩比赛作品。本次比赛由宝

山区总工会、宝山区工商联、宝山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宝山区文化和旅游

局、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由宝山

区餐饮行业工会、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

协会、宝山区工商联餐饮商会承办。

【“星级职工书屋”展评活动开展】　１２
月１２日，区总工会在全区工会系统大力
开展“星级职工书屋”创建工作。共有

２３家申报三星级、四星级职工书屋的负
责人在区总工会参加集中展评活动。１２
月１３日，区总工会对部分申报五星级职
工书屋的单位进行实地查看和现场

评估。

【“以爱之名，为心勇敢”单身青年联谊

活动举办】　由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共
青团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指导，上海市

宝山区大场镇总工会、共青团上海市宝

山区大场镇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大场

镇妇女联合会主办，红星美凯龙集团工

会、红星美凯龙汶水商场工会承办的“以

爱之名，为心勇敢”单身青年联谊活动

１２月２０日开启。宝山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出

席并致辞。

【区物流货运行业工会交通安全系列活

动举办】　１２月２５日，“创和谐交通·
建文明城区”宝山区货车司机交通安全

宣传系列活动———２０１９年物流货运行
业交通安全知识竞赛团体决赛暨系列活

动总结表彰活动在宝山区总工会多功能

厅举办。 （沈　英）

共青团

【概况】　至２０１９年末，全区共有各级基
层团组织２１７４个，团委（团工委）６２个，
团总支１５９个，团支部 １９５３个，全区注
册团员数１７６９２人。团区委持续深入开
展“青年大学习”活动，举办团干部及青

年干部党性教育培训班、第１５期“青年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班”。“五四”

期间，举办“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系列活动。“六一”期间，以优秀传统文

化浸润式教育开展诗词大会。围绕庆祝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与区委组织部、区
委宣传部、区体育局等共同举办“宝山红

色印记”寻访活动，与中冶上海企业联合

举办定向赛。在少先队员中，持续每周

日开展“国旗下成长”青少年升国旗暨

爱国主义宣讲主题活动。与区委组织

部、区教育局开辟红色线路“薪火”专

线。在初中团员中，组织开展“我与祖国

共奋进”特别主题团日活动。与上海大

学等学校开展“高中高校学生推优一体

化工作”课题调研。组建第二批“青年

走进社区”顾问团，成立宝山青年业委会

委员联谊会。与区农业农村委、罗泾镇

共同举办乡村振兴青年人才论坛等有关

活动。在社区、学校、“两新”组织中，成

立宣讲服务队，开展争创雏鹰环保章活

动，举行垃圾分类走进“两新”团建联盟

专场等活动。主办市青春益友嘉年华暨

沉浸式戏剧交友体验活动。承办“创青

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消费升级单

元赛。举办市青少年应急安全主题城市

定向赛暨应急安全体验营活动。年内，３
支青年团队获评全国青年文明号；４支
获评市级青年文明号；推荐区青联１４名
优秀青年当选市十二届青联委员；推荐

３８名企业家参与“千帆行动”市青年企
业家培养计划、市青年创业英才、市青企

协等评选申报。

【宝山区少先队党团队三旗传递仪式宝

山专场———暨“国旗下成长”主题活动

举行】　４月２１日，领巾心向党、喜迎少
代会———宝山区少先队党团队三旗传递

仪式宝山专场暨“国旗下成长”主题活

动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广场举行。团

市委少先队工作部副部长刘忠研，宝山

区教育局副局长、区少工委主任葛玉华，

宝山团区委副书记、区少工委主任孙洁，

宝山团区委挂职副书记陈强出席活动。

出席上海市第八次少代会的宝山区全体

队员代表、区红领巾理事会理事、区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员代表等百余人

参加仪式。

【结对帮扶捐赠活动】　８月，团区委书
记、区青联主席潘振飞带领区青年联合

会代表团赴云南宣威、罗平县开展“携手

奔小康”结对帮扶捐赠活动。在宣威市

田坝镇，区青联向结对的６个深度贫困
村捐赠“携手奔小康”结对帮扶款 ６万
元，并为１２０名贫困学生捐赠助学帮困
金２０４万元和部分学习用品。代表团
一行还分别前往田坝镇土木村调研，与

贫困户学生家长座谈；赴罗平县多依村

贫困户进行慰问，并考察产业合作项

目———一窝蜂蜜蜂养殖基地，部分青联

委员对一窝蜂进行认养；现场考察上海

援滇项目———罗平黄山羊养殖基地。

【举办“临港杯”２０１９年“创青春”上海青
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８月９日，“临港
杯”２０１９年“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决赛在宝山临港新业坊举行。团市

委副书记、市青联主席刘伟，区委副书记

周志军，副区长陈云彬等领导出席活动。

区各相关职能部门，决赛、复赛项目代表，

市、区青联委员代表，市级各协会宝山会

员、区各科技孵化器、众创空间相关负责

人、创新创业青年代表及合作媒体代表等

２００余人参与活动。１０支项目团队展示
创新产品，５位导师现场点评决赛选手。
刘伟、周志军共同为参赛选手颁发消费升

级单元赛决赛优秀项目奖奖杯，陈云彬为

５位评委颁发“梦创导师”证书。“创青
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由团市委联

合市委网信办、市经信委、市商务委、市科

委、市人社局、市农业农村委、市侨联、市

青联以及临港集团等单位共同举办，其中

消费升级单元赛由宝山团区委联合区有

关单位共同承办。

【举办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９月 ２３
日—２９日，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团
区委共同主办的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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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名团干部和青年干
部（青联委员）参加。培训采取课堂讲

授与现场教学相结合、集中培训与分组

研讨相结合方法，举办专题讲座，实地参

观革命旧址，组织入户调查体验，开展团

务知识竞赛、学员演讲、小组讨论、文艺

汇演等活动，全面提升青年干部的素质。

培训期间，组织各类讨论活动２次、团务
知识竞赛１场、文艺汇演１场，拍摄微视
频１部、编辑完成简报 ２期、推送微信
２期。

【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

面”活动举行】　１２月２７日，共青团与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在临

港新业坊举行。区政协副主席张晓静，

区人大法制（内司）委主任委员、常委会

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有浩出席活

动。团区委副书记孙洁、刘传宝，有关区

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及区属团组织负

责人、青年代表等５０余人参加座谈，活
动主题为“引导青年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与会青年代表们就深入社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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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进行互动和交流。 （刘居奇）

２０１９年６月，开展儿童节儿童生命教育课程 区妇联／提供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９日，区妇联开展“家家行绿色家庭养成计划”亲子实践活动 区妇联／提供

妇　联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街、镇妇联１２
个，村妇联１０１个，居妇联３６９个，园区、
委办局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２３个。年
内，开展“巾帼心向党·礼赞新中国”庆

祝建国７０周年系列活动，征集“宝山巾
帼心向党·倾情礼赞新中国”女性先进

网上建言献策１００条，拍摄《我和我的祖
国》（宝山家庭篇）快闪 ＭＶ，成立上海宝
山海派旗袍文化联谊会。开展“巾帼文

明岗”和“巾帼建功标兵”的创评活动。

对接妇女群众需求，整合２００余万元资
金，购买社会服务，推出“水滴计划”困

境儿童社会支持、“阅分享　乐分享”亲
子阅读等１８个服务项目，受益人群近１０
万人次。发挥区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枢纽

作用，打造“三雅女性”“三和家庭”“三

贤儿童”服务品牌，开展各类活动 ３４３
场，惠及妇女儿童８２７１人。

【开展“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区妇
联围绕“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

题，举办系列庆祝活动：２月２８日，在区
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举行“常回家看

看”———庆“三八”老妇女工作者回娘家

活动；３月５日，区委书记汪泓在宝山报
向全区妇女发表节日贺信；３月８日，在
区委党校大礼堂，召开宝山区庆祝“三

八”国际妇女节１０９周年纪念大会，表彰

１０５个全国、市、区“三八”红旗手（红旗
集体）；３月２日—８日，走访慰问宝山区
１５位援滇、援疆处级以上干部家属；３月
９日，在大场镇大华虎城嘉年华广场，举
办“创文明城区、建法治宝山、巾帼在行

动”为主题的“三八”维权月大型广场咨

询服务活动；３月１１日，在区妇女儿童
发展中心，举办宝山女性“创赢驿站”授

牌仪式暨首场女性创业指导沙龙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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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２日，在

区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举办２场“心手相
连”———宝山区援（驻）外工作人员家属

联谊活动；４月２５日，在区妇女儿童发展
中心，举办“美丽绽放”———宝山区优秀

女性专题讲座。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１０月 ２８
日，区妇联与司法局联合召开宝山区婚

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推进会暨街镇

婚姻家庭纠纷化解特色工作室授牌仪

式，成立区妇联婚姻家庭人民调解员队

伍；与区女律师联谊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为各街镇配送一名女律师结对志愿者；

授予张庙街道“雅琴工作室”、庙行镇

“相约工作室”、顾村镇“孝心工作室”婚

姻家庭纠纷化解特色工作室称号。１２
月３１日，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签署合作
协议，建立宝山区妇儿维权社会学工作

实践基地，引入社会学专业硕博士和教

授资源，提升妇联维权专业化水平。区

妇联在“宝山女性”微信公众号上开辟

“三八维权月特刊”和“开心家园故事

汇”专栏，将妇联维权窗口的真实案例汇

编成小故事，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普及法

律知识。首次推出维权个案督导机制，

邀请心理专家、律师等共同就个案化解

进行研讨。

【帮困助学】　区妇联在元旦、春节、三
八节等节日期间走访妇科重症妇女２６０
人，发放助困金３５万元。六一节走访困
难儿童１１０人次，发放助学金１１５５万
元。走访慰问困难老三八红旗手１１２人
次，发放慰问金７８５万元。为全区１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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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０—１７周岁低保家庭儿童发放每人
１００元的文化福利补贴，并增配价值１００
元的文化福利大礼包。发挥区女企业家

协会作用，５家爱心企业与 ５个云南省
会泽县深度贫困村结对，对口支援资金

达２５万；为云南、新疆地区贫困儿童捐
赠５０００件校服。开展“恒爱行动”爱心
毛衣编织活动，为新疆小朋友和本市困

难老人送去巾帼志愿者亲手编织的 ５０
件爱心毛衣、６０套围巾手套。为全区
２０２万名退休和生活困难妇女免费进
行“两病”筛查。通过“姐妹情”关爱互

助保险为３１名患妇科重症妇女提供理
赔金５８３万元。

【组织建设】　６月１７日—１９日，区妇联
与区委组织部、区党校联合举办宝山区

第八期优秀女青年干部培训班，５２名优
秀女青年干部参加培训。６月２７日，区
妇联组织街镇妇联主席、社工、园区妇工

委成员等近２０人，赴崇明区妇联学习交
流。１０月 １４日—１６日，举办宝山区妇
联系统妇女干部岗位培训班，区妇联七

届执委、街镇妇联主席、社工、园区委办

局妇工委主任及区妇联全体机关干部

４０人参加培训。下发《关于开展争创宝
山区妇女之家示范点的实施意见》，不断

完善妇女之家服务功能，新增１００个区
示范级妇女之家。３月—１０月，开展提
高级妇女之家示范点创建项目，针对 ７
个争创单位进行指导、服务配送，其中庙

行镇共康雅苑居民区妇女之家被评为上

海市提高级妇女之家示范点；开展妇女

议事会建设暨“ｉ－ｗｏｍｅｎ社区女主人成
长计划”项目，在８个街镇选取１０个居
村妇女议事会开展试点，形成《社区妇女

议事会———女性自治项目案例汇编》，议

事５０件，解决议题２０件；以罗泾镇塘湾
村妇女微家———顾嫂·坊为试点，逐步

推进妇女微家建设；在杨行镇建立“馨心

屋白领驿站”，加强区域化妇联组织建

设。４月—１１月，开展巾帼大学堂暨居
村妇联执委增能培训项目，开办３０场６０
节课的系列培训，居村妇联执委８０００余
人次参加学习。４月８日—１２日，推荐２
名优秀女干部参加市委组织部、市妇联

联合举办的第１０期女性人才开发专题
培训班。选派２３名区、街镇、居村三级
妇联干部参加市妇联举办的各类培训。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宝山区启动试点创建儿童友好型社区 区妇联／提供

【实施妇女儿童“十三五”规划】　１２月
３１日，区妇联召开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妇女儿
童工作委员会全委（扩大）会议暨宝山

区创建儿童友好型社区启动仪式，大场

镇、罗泾镇和张庙街道率先试点创建儿

童友好型社区。推出生命安全教育绘本

课程，开展儿童生命安全教育互动巡展，

为水产路小学和同济路小学送上１０次
课程。首次在区民政婚登所和婚检点之

间搭建“第三方平台”，倡导婚前医学检

查，婚检率由９％提高到了１６％。
（杜　红）

红十字会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和街镇及居
（村）三级红十字组织共有５６６个，全区
红十字会有团体会员单位１４７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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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１所，红十字
救护培训站（点）１２个，区级红十字冠名
医疗机构 ３家。全年收到捐款 １１３７６
万元，支出９９８万元，历年余额２５４０２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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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特困家庭共

８４０户，市、区、街镇（园区）红十字会资
助金额４２万元。为符合条件重度贫困
失智老人每月配送护理用品项目，全年

共有受益对象３１８７人次，总价值５８１２

万元，并对５３３名老人家属、护理员和志
愿者进行介护培训。援助全区１９名居
家麻风病致残者，资助金额１３３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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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人次，资助金额３３５万元；受理１３例
造血干细胞移植救助申请，给予资助４６
万元。为四川宜宾地震灾区捐款，募集

资金１６８万元，用于灾区灾后救援工
作；向 ５户火灾家庭发放救助款 ３６６
万元。

【救护培训】　区红十字会全年培训救
护员１５５５人，完成指标１３２２％，普及培
训４６６３１人次，完成指标２２９６％。与团
区委衔接合作，为全区爱心暑托班安排

３９节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课程，受
益学生１０００余人次，获“２０１９年爱心暑
托班中最佳支持单位”；持续推进 ＡＥＤ
设置工作，对１４台现有 ＡＥＤ设备进行
信息化升级，对相关人群开展分级分层

救护培训。５月，与区教育局共同举办
中小学救护培训比赛，全区１５所小学红
十字会救护队９０名队员参赛。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区红十字会年
内为１９９０２２名学生、儿童办理参保手
续，比上学年增加０８个百分点，参保费
２３３９９３万元，为７１９５人次住院或大病
儿童报销医疗费，基金支付８４９６万元
（不包括三级医院就诊报销费用）；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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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医疗保障基金医疗费报销７００１人
次，少儿居保支付金额 ２０８８８万元；资
助１３８５名低保家庭及残障儿童参加少
儿住院互助基金。

【志愿捐献】　区红十字会与团区委、区
内高校红会和各街镇党团组织协作，开

展一系列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宣传和集

中采血活动，共动员征募入库志愿者

１０２６名，超额完成市红十字会下达全年
招募志愿者指标任务，完成率达３４１％。
年内４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成功实现捐
献。至年末，区和街镇两级红会为 ２１４
名市民办理遗体（角膜）捐献手续，有３０
人实现遗体捐献意愿。全年登记捐献器

官共１４例。３月初，组织遗体捐献实现
者家属及志愿者共６０余人参加遗体捐
献纪念日活动。６月，中国红十字会捐
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总队上海大队宝

山分队正式授旗成立。

【博爱家园】　区红十字会博爱家园建
设与党群中心、社区文化中心、社区卫生

中心等融合发展，发挥救护培训、志愿服

务、生命体验、文化传播等功能。“红十

字服务进军营”作为特色项目成功申报

“上海市红十字‘博爱申城’志愿服务”

项目，探索红十字拥军新机制；友谊路街

道成功创建市级“博爱街镇”，宝山三村

居委会等４９个村（居）小区被命名为区
级“博爱社区”。

【宣传红十字工作】　区红十字会利用
网站报道工作信息９３条，向市红十字会
网站、《上海市红十字报》《宝山报》和区

政府门户网站报送工作信息５７条。利
用“社区通”作为宣传阵地，“博爱讲坛”

栏目每月推送急救知识。开展“家庭安

全亲子嘉年华”活动１０次，服务家庭数
约３００组，进一步营造社区居民、家庭成
员间守望相助氛围。加大红十字会好人

好事宣传，大场镇造干募集志愿者团队

荣登“２０１８宝山好人”榜。联手陈伯吹
中学，开启首次“５·８”罗店红十字纪念
碑悼念活动，成为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特

色，并打造为本区“５·８”特色活动，年
内共有４０余批次，３２００余人次前去瞻仰
参观。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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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各街、镇红十字会采用报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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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

献”崇高精神。在宝山电视台《想说就

说》节目录制造血干细胞宣传专题，弘扬

正能量，传递红十字大爱情怀。

【对口支援工作】　区红十字会向云南
维西县红十字会捐赠１０万元开展扶贫
救助，用于赴上海接受手术治疗困难患

儿家长往返交通费用，并组织区内优秀

救护培训师资，对维西县１２０多名护林
员以及 ３６名水电站职工开展救护培
训。此外，区红十字会向宣威市红十字

会定向捐赠１０万元，对７０名在校困难
家庭学生实施助学救助。 （徐琨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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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同学 ３人，年内去世 １人。３
位同学平均年龄为 ９２岁，其中 ９５岁
（含）以上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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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传递各类时事和信息，协助

市黄埔同学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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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共完成４期《上海黄埔》
刊物信息报送工作。９月２６日，工委会
专职干部陈姝参加市黄埔军校同学会

“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共绘新蓝

图”———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诵读
会，朗诵红色经典篇章《读中国》。

走访慰问。工委会落实“五必访

（平时定期访、重大节日访、生病住院访、

反应突出问题访、９５岁以上高龄会员年
年访）要求，开展“冬送暖、夏送凉”、元

旦、春节、劳动节、中秋、国庆、重阳节等

例行走访活动，及时将市黄埔军校同学

会慰问金送到黄埔同学手中，全年共走

访近 ４０人次，共发放慰问金 ３５９００元
（其中市黄埔军校同学会２３３００元，工委
会１２６００元）。每逢黄埔同学生日，上门
走访并送上生日祝福。为每位黄埔同学

订阅《健康财富报》《团结报》《上海老年

报》及《台湾周刊》。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工委
会沈金山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同志颁发“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纪念章。
组织活动。区黄埔军校同学会亲友

联谊会由工委会后代及亲属为主体组

成，共有２１人。春节前夕，组织黄埔后

代及亲属参加区委统战部举办的 ２０１９
年宝山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新联欢

会。６月１８日，组织黄埔后代参观“城
市荣光———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年”主题
展览、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展学习教

育活动。８月 ５日，组织黄埔后代赴上
海市晋元高级中学晋元音乐厅参加文艺

交流活动。８月１３日，组织黄埔后代赴
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参加纪念全民族抗战

暨“八·一三”淞沪会战 ８２周年活动。
１０月１５日，组织黄埔后代观看电影《攀
登者》。 （陈　姝）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上
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以下简称

“区侨联”），是中共宝山区委领导的由

宝山区归侨侨眷组成的群团组织。至年

末，宝山区侨联第六届委员会共有委员

４７名，其中正副主席 ６名，常委 １９名。
全区有街镇侨联 １２个，街镇侨之家 １４
个（其中五星级侨之家１个，四星级侨之
家５个），在６个街镇建立新侨驿站。年
内，宝山区大场镇新侨驿站获上海市特

色新侨驿站荣誉；宝山区侨联获 ２０１９
年度宝山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先

进集体；宝山区侨联委员杨振裕捐助云

南省会泽县定点扶贫项目，获“为沪滇

扶贫协作作出贡献”荣誉；庙行镇侨界

人士杜惠珍获宝山区第二届慈善之星

提名奖；友谊路街道侨眷沈曙默默资助

太行山区女孩 ２４年获宝山最美家庭
荣誉。

１月３０日，区侨联举办第１６次“老
归侨回家过年”活动，邀请全区早期归侨

和区侨联往届老领导共庆新春佳节。区

委统战部、区侨联、各街镇侨联领导和侨

界青年代表等７０余人参与活动。
３月，区侨联围绕“依法护侨助侨、

凝聚侨心侨力”主题，高境、淞南、大场、

月浦、罗店、庙行、张庙、杨行、顾村、吴淞

等街镇侨联相继开展宣传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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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才艺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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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月１０日前后，宝山侨界爱心人士
王菊如、邱银凤夫妇开展向早期归侨和

困难侨界人士捐赠慈善义米活动。在区

侨联的统一安排下，各街镇侨联共同参

与，将１５０袋充满爱心的慈善义米，陆续
送到９０余名早期归侨和困难侨界人士
的家中。５月２８日，宝山区侨联召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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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亲情中华”台湾青年学生夏令营举办 区侨联／提供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侨界至爱”大型医疗咨询服务活动举办 区侨联／提供

六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

上海市侨联副主席徐大振等领导出席会

议，与会人员共７０余人。会议回顾宝山
区侨联２０１８年度工作，区侨联副主席、
全国侨联十代会代表吴蓓琪传达十代会

精神，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曲国莉部署

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为“上海市星级侨之
家”授牌，为获“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
侨联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奖，表彰

“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费福生、杨

炀，“全国侨联系统先进个人”曹维渊；

吴淞街道“侨之家”负责人王根娣、大场

镇侨联“新侨驿站”理事长谢鑫进行交

流发言。

５月２８日，区侨联召开第六届委员
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议回顾２０１８年
侨联工作，传达十代会精神，部署 ２０１９
年工作要点，表彰“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

人”杨炀、贾福生，“全国侨联系统先进

个人”曹维渊等先进。要求全区各级侨

联组织结合侨联发展历史机遇，加强基

层基础建设，准确把握基层情况，通过区

内资源整合把为侨服务工作落到实处，

打造宝山侨联工作新亮点。

６月２７日，区侨联举办“献礼党的
生日　喜迎七十华诞”活动，组织全区各
级侨联组织和新侨人士参观中共二大会

址纪念馆、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７月４日，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曲
国莉，区档案局局长奚玲到老归侨李华

文家中，接受老归侨李华文捐赠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文地质图集》等地质研

究资料。７月—８月，宝山区侨联开展
侨界“大调研”和走访慰问“夏送凉”，

了解全区“侨之家”和“新侨驿站”建设

情况，并对基层侨联的特色亮点工作进

行调研，慰问区侨联退休干部、走访共

建单位。

８月２１日，“亲情中华”台湾青年学
生夏令营举办，代表团一行近８０人到访
宝山，参观中国商飞大场制造基地、陶行

知纪念馆和木文化博物馆。

８月 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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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区的

侨界人士和社区群众前往咨询。

９月１９日，区侨联在侨沙龙宝山滨
江基地举办侨界人士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座谈会暨“鲜花献给祖国母亲”
沙龙活动，区侨联主席班子成员，各街镇

侨联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近 ３０人
参加。 （施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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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会员团体、宝山区政协组成团体，有委

员２７６人。５月６日，区青联召开“宝山
各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 １００周年座谈
会”。６月１３日，召开九届六次常委会，
选举潘振飞同志担任区青联主席。９月
７日，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组织
委员参与“宝山红色印记”寻访活动。

在推进重点工作上，推荐苏杨等委员进

入团区委组建的“青年走进社区”规划

师顾问团，发挥委员在业委会法律知识、

社区环境整治等方面作用。青联六个工

委发动委员深入社区开展“创全”青年

周末服务点集中行动。在对口支援工作

上，１月，组织１２０名委员为云南宣威６
个深度贫困村募集善款２６４万余元，认
领微心愿１２０个。为新疆叶城学生捐赠
各类书籍 ９万余册。８月，区青联组织
爱心企业家一行 ８人到云南曲靖宣威
市、罗平县进行实地调研。在人才举荐

上，８月，举办“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
业大赛消费升级单元赛。推荐区青联

１４名优秀青年当选市十二届青联委员；
推荐３８名企业家参与“千帆行动”市青
年企业家培养计划、市青年创业英才、市

青企协等评选申报。在文体活动开展

上，１１月下旬，组织“活力绿茵，耀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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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８月９日，“临港杯”２０１９年“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单元赛—消费升级）
在宝山举行 区青联／提供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３日—２９日，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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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班开班 区青联／提供

春”宝山区青年五人制足球赛，吸引全区

近百名足球爱好者参与。１１月３０日，组
织开展宝山区青年业余羽毛球团体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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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居奇）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宝山区学生联
合会（以下简称“宝山学联”）有委员单

位１５家，主席、副主席单位 ６家。２０１９
年，宝山学联以“打造魅力型学联组织”

为目标，完善工作机制、培养学生干部、

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引导学生干部参加

各类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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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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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
店中学召开“社团活动展示”游园会，百

余名学联代表参与活动。７月，在区少
年宫开设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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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居奇）

【上海市宝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上海市宝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

简称“区文联”），成立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１
日，由宝山区从事美术、书法、摄影、文

学、收藏、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故

事、民间艺术、群众文艺的社会团体、艺

术机构、文化创意园区（企业）以及有相

当专业水准和影响力的文化名人、艺术

名家等自愿组成的联合性的非营利性社

会团体法人。有团体会员１０个，会员８４
名，特邀艺术指导２７名。

区文联提升专业引领力量，邀请上

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上海昆

剧团团长谷好好，上海京剧院梅派大青

衣、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史依弘，上海

京剧院余派京剧演员王瑜，中国钢琴

家孔祥东，国家一级演员、中国福利会儿

童艺术剧院院长蔡金萍等沪上文艺大家

作为特邀艺术指导。

２０１８年起，宝山区引进艺术名家工

作室。１月，戏曲名家谷好好、史依弘、
王瑜和主持人阎华成为首批“落户”

宝山的艺术家。艺术家组织并参与市民

艺术修身导赏、戏曲进校园、上海樱花节

等文化活动，宝山区内８所中小学被命
名为艺术特色学校。７月１１日，上海大
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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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组艺术家签约。８月１８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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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儿
童文学名家工作室签约。２０１９年７月４
日，指挥家曹鹏、小提琴家夏小曹音乐工

作室，小提琴家黄蒙拉音乐工作室，原创

音乐人霍尊乐玩工作室以及青年作曲

家、钢琴演奏家罗威治愈系音乐实验室

落户宝山智慧湾。１２月３０日，上海市宝
山区美术家协会成立大会在宝山区图书

馆举行。宝山区美协以“提升宝山美术

创作水平，促进优秀美术作品的产生”作

为协会宗旨，带领宝山美术工作者提升

宝山美术创作和理论水平。

１月２１日，嘉华秋宝———宝山嘉善
两地书画交流展在宝山区图书馆五楼展

厅开幕，展出宝山区和浙江省嘉善县书

画作品８０余幅，展现沪嘉两地融合发展
的文化成果。

３月 ２３日，２０１９上海市民文化节
“文化服务日”宝山专场启动。上海滑

稽剧团演员何君慧、陈思清、赵灵灵等表

演上海说唱、独角戏等节目，上海木偶剧

团带来木偶剧《偶戏奇观》，举办高定时

装秀系列展示活动，主持人阎华邀请央

视诗词大会的命题者、华东师范大学古

２３１

群众团体



诗词教授方笑一讲述古诗词中的樱花

情节。

５月１８日，宝山区博物馆联盟结合
“国际博物馆日”，联合中国 ３Ｄ打印博
物馆、上海木文化博物馆、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馆、罗泾十字挑花馆等，通过专家讲

述、实物展示、互动表演等方式，推出“博

物馆奇妙夜”活动。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２日，宝山区红色文艺轻骑兵举行新春慰问演出 区文旅局／提供

７月，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展快
闪拍摄，钢琴家宋思衡、小提琴家黄蒙拉

伴奏，区文联谷好好、史依弘、力量之声、

秦文君、阎华、王勇等艺术名家和宝山人

民一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９月２８日，瑜音阁古戏楼在龙现代
艺术馆开幕。京剧名角、宝山区文联特

邀艺术指导王瑜带领团队瑜音社主持

运营。宝山区泗塘中学、鹿鸣小学学生

们登台表演《霸王别姬》和《三家店》。

瑜音社致力于京剧普及推广，编写全国

首套青少年京剧通识教材，并在宝山试

点。古戏楼作为瑜音社京剧教育项目汇

报展示基地，定期邀请合作学校进行展

示，组织夏令营体验、京剧嘉年华、“微京

剧”小剧场等。

９月３０日，“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宝山区美术、
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在宝山区图书馆

开幕，展出专家评审组从４００余件社会
作者投稿中挑选出来的美术、书法、摄影

作品７０幅。
１０月１８日，“行知读书会”创办一

周年，举办“行知求真　以文化人———行
知读书会周年荟”活动。年内，共举行

“巴黎圣母院的前世今生及未来”“社会

表演与生活表达”“中国陶瓷艺术的美

学传承与发展”“书法艺术的过去和现

在”“诗歌与声音之间的关联”等２４场
活动。 （余汉琴）

【宝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宝山区科学
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区科协”）是联系

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人民团体和提供科技

类公共服务产品的社会组织。２０１９年，
区科协围绕服务科创中心建设主题，履

行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

服务、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

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职责。

科普阵地建设。区科协组织 ２０１８
年度宝山区科普教育阵地创建和考核评

审。３１家基地参与现场考核评审，上海

中国工业设计馆等６家单位获得Ａ级评
定，宝山区气象馆等６家单位获得 Ｂ级
评定，东方假日田园等８家单位获得 Ｃ
级评定。开展 ２０１９年科普村居申报及
审定。２０１９年申报宝山区科普村（居
委）单位１６家，达标１２家，达标率７５％。
年内，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获“大美滨

江”定向公开赛特别贡献奖，“防汛堤坝

搭建”体验项目被评为２０１８上海市民终
身学习体验基地特色品牌项目、“落叶拼

图”体验项目被评为２０１８上海市民终身
学习体验基地特色品牌活动。

科学普及活动。区科协开展“智慧

科普”推广应用与“科技三下乡”活动，

结合社区、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等关心关

注的科普热点，普及科学知识，扩大权威

科普资源覆盖面。举办科技节、“全国科

普日”等各类科普活动６００余项，创历史
新高。吴淞中学郑雅芝等４位学生获第
十七届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称号，７
位学生获“明日科技之星提名奖”，１５位
学生获“科技希望之星”称号。通过“宝

山科技”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形式多

样的各类科普活动，举办创新屋活动、线

上科普科技知识、垃圾分类科普小游戏

等活动；通过１０５块户外科普宣传屏信
息进行科学普及，扩大宣传覆盖面。

学会社会化建设。区科协推进企业

（园区）科协组织建设工作，成立智慧湾

科创园区和上海财景科技园园区科协。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普学会被评为上

海市星级学会（区级）。组织学（协）会、

企业（园区）科协申报第十七届学会年

会项目，《宝山区第十五届长江口民营经

济发展论坛》和《中国建筑指数论坛》被

列入上海科技论坛项目。

３月２３日—５月３１日，上海长江河
口科技馆组织开展２０１９年“河口观鸟”
爱鸟护鸟系列科普活动。活动由“河口

鸟类”科普知识展、爱鸟小课堂及户外观

鸟三个板块组成，共举办４个场次，直接
参与互动体验家庭约２００组。
６月１日—１５日，上海长江河口科

技馆举行“蟹蟹有你，在我身螃”２０１９年
“生命日记”培育体验放流活动。活动

分为“小生命”领养、养育过程及线上互

动和放流仪式，吸引８００人参与。
６月８日—３０日，上海长江河口科

技馆举办２０１９年世界海洋日活动，推出
“国之强盛　始于海洋”海洋知识展及
“‘关注海洋健康、守护蔚蓝星球’我问

你答”活动 ２个板块，吸引 ５００名游客
参与。

１０月２１日，第五届上海国际自然保
护周开幕，区科委、区科协、区教育局在

宝山实验学校举办“专家讲坛·走进校

园”活动。环保科普剧“糖果星球之环

保大作战”在宝山实验学校上演，学校

４００多名师生参加环保科学教育活动。
１０月２１日—１２月，宝山区青少年活动
中心、中小学校开展专家讲座、环保主题

活动等。 （郭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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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３日，顾村所民警在农业银行门口向群众传授识骗防骗技能 高志勇／摄影

警　务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公安分局全力维
护政治安全和社会治安稳定，完善城市

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持续推进宝山智慧

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升级队伍管理手

段，加强社会面打防管控，完成各项公安

保卫任务。以第二届进博会等重大活动

和敏感节点安保工作为重点，完成春节

烟花爆竹管控、“２０１９上海樱花节”、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第二届进博会等安保
任务３１０批次，警卫任务９７批次。妥善
处置各类矛盾纠纷引发的不安定因素

７９起 １９０４人次。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２８７３件，比上年增加７６件，增加２７％，
办结率为１００％。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
重点信访案件 ６５件，化解率为 １００％。
区看守所全年收押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５９９２人，深挖各类线索２２０条，查破案件

２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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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５７
人，深挖各类线索５条，查破案件５起。
至年末，全区户籍人口总户数 ４０６２４４
户，增加７１１５户，增长１８％；户籍人口
总人数１００９７６３人，增加１６４１５人，增加
１７％。２０１９年，市民对宝山地区安全
感评价为８７１９分，对公安工作满意度
评价为 ８７０１分，分别位列全市第 ５、６
位。全区万人发案率为 ５２３０，减少
２９３４。该局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公安
局”。

【刑事案件侦破】　 区公安分局严厉打
击违法犯罪。全年，立刑事案件 １２１７２
起，比上年减少３４０％。破获刑事案件
５９７９起，增加 ７４０％，破案率 ４９１％。
其中，侦破八类案件 ２４１起，破案率
８８６％；侦破“两抢”案件１２起，破案率
１００％；侦破盗窃案件 １５６２起，破案率

４２０％；侦破毒品案件 １７５起，破案率
７９５％；侦破故意杀人和伤害致死案件７
起，破案率 １００％；侦破诈骗案件 １７８４
起，破案率 ３３６％。侦破经济案件 ５４４
起，破案率７９３％，追缴赃款２５９亿元。
侦破其他案件１６７１起，破案率８４８％。

【社会治安管理】　 区公安分局全年共
受理行政（治安）案件１２５５８６２起，比上
年增长 ３６６％；查处行政（治安）案件
１２５５８１１起，增加３６７％，行政拘留３７６６
人，增加３７４％。其中，查处违反治安管
理案件３３８００起，减少８３％（其中查处
“黄赌毒”案件４６６７起，减少１５６％，行
政拘留２０４８人，增加３６９％）。查处违
反治安管理案件人员 ４１６３人，增加
２３５％；行政拘留２９７０人，增加５４１％。
收缴各类枪支７８支、管制刀具１２８把、
仿真枪３２支、弩１０把、子弹３００发。取
缔无证无照经营废旧金属收购站（点）５
家。检查剧毒化学品从业单位 ２２８家
次、放射性同位素从业单位１４３家次，提
出整改意见１６条。

【公安行政管理】　 区公安分局全年共
审批（核）户口材料３９９３份，受理群众申
领、换领、补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８８２７４
张，制发临时身份证３１２１张。登记来沪
人员 总 数 ７５２１７４人，比 上 年 减 少
００３％；登记人户分离净流入 ３４１０１２
人，减少０６５％；办理上海市居住证总数
３００５４１张，增加１４４％。受理各类出国
（境）材料申报１４３９４５份，减少１３３％；
境外人员申报临时住宿登记 ８９６６１人
次（含港、澳、台、华 侨 人 员），减少

２００９％。侦破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
案件３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４人；
查处境外人员违章住宿案件４７８起，减
少４０２％；查处“三非”（外国人非法入

４３１



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国人 ９５人
（其中，非法入境８人、非法居留３３人、
非法就业 ５４人），减少 １０４％；查处骗
取停留居留证件外国人 ５人，减少
２８５７％；办理法定不准出境人员 ２４９５
人次，增加３０７％。办理上海市养犬许
可证 ２３６４８张，增 加 ２２７０张，增 加
１０６２％。其中，控养犬 ２１１２２张，增加
１３６３％；农村犬 ２５２６张，减少 ９４６％。
捕捉无证犬５４２４条，增加２８５３％。

２０１９年８月９日，民警和居委干部在宝山十村开展防台防汛检查 姚静怡／摄影

【公安队伍建设】　 区公安分局加强公
安队伍建设，全面启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争创三先锋”及

“进博先锋行动”。加强队伍纪律作风

建设，以“成长树”为特色载体描绘职业

发展规划，构建民警职业生涯生态体系。

全年共有１９８个集体、８１０名民警受到通
报表扬，有３０个集体、６４８名民警受到记
功嘉奖。推进职务序列改革，套转综合

管理类职级１０９人。全年各级新闻媒体
选用稿件６７４篇次，国家级媒体报道４８
篇。分局官方微博共发布各类信息９５４
条。完成全体民警体检及民警四年一次

赴外省市休养。走访慰问大病、困难、执

法中受不法侵害等民警４２４人次，开展
冬送温暖、夏送清凉、金秋助学、重阳感

恩等各类活动，走访慰问１２００余人次。
全年民警违纪率１３‰。加强培训考核
工作，开展即学即用式技能短训 ９６场
次，参训民警８７００余人次；组织警衔晋
升培训（积分制）１９期３４５人；组织民警
参加市公安局警衔晋升培训５４５人，短
训２８０人。

【交通安全管理】　 区公安分局纵深推
进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安全整治行动，共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１２６３８万余起，
其中查处非机动车及行人交通违法行为

６０３万余起，查扣“五类车”（残疾车、正
三轮车、电动三轮车、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１６５２８辆。建成启用洋桥检查站人
脸识别自动图像比对“ｆｉｓｈ”安检系统，完
善人机互动机制。升级月浦地区５２个
单点信号机路口为 ＳＣＡＴＳ系统；升级淞
宝地区３０个 ＳＣＡＴＳ信号路口为智能信
号灯系统。优化交通组织，延伸?川公

路（共悦路至古莲路段）、沪太公路

（Ｇ１５０３至月罗公路段）客货分道。对南
陈路、同济路部分道路实施高峰禁限行

措施。路政审批（各类住宅、道路等公建

项目）９５件。新增、改建路口信号灯８２
个。核发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９

张，办理“三超”（超长、超宽、超高）许可

证５３２２张，办理占、掘路施工交通安全
意见书６１４张。发放校车标牌 １５０张、
交通安全宣传资料９万余份。全年共发
生交通事故（上报）５３起，比上年减少
３７６％；造成５２人死亡，减少２２４％；直
接经济损失６０１万元，减少４０１％。全
年共完成交通保卫任务１２次。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区公安分局加
强派出所消防安全监督管理，共检查单

位、企业场所６６２８家次，督促整改火灾
隐患７４４９０处，责令“三停”（停产停业、
停止使用、停止执业）４８２家，行政拘留
３５２人。全年发生火灾事故２４７起，比上
年减少 １６２％；造成 ６人死亡，减少
１４３％；直接财产损失 ４１７９３万元，增
加４４２％。

【完成第二届进博会安保】　区公安分
局成立安保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第二届

进博会宝山分局安保工作总体方案，落

实各项安保措施。加强社会面巡逻防

控，分局党委成员率先至基层派出所蹲

点，机关警力增援８个治安复杂区域开
展街面巡逻，累计投入警力（含辅警）

５９万余人次、平安志愿者１１８万余人
次。共查获“网上追逃”对象１人、非法
入境１人、重点关注人员１１９人，酒驾及
交通违法案件１７起，仿真枪、管制刀具
等公共安全隐患类５起。先后破获制售
假冒“费雪”婴童用品案、假冒法国吉娜

朵品牌生蚝案、“１０·１７”特大网络传播
淫秽视频案等一批重要案件，刑事拘留

３２４人。

【开展“三降一升”交通管理属地化改

革】　年内，区公安分局明确“三降一
升”（交通类１１０警情数、道路交通事故
数、亡人事故数大幅下降，交通管理执法

量大幅上升）工作目标，每周召开视频调

度会，调整交通管理属地化推进过程中

的偏差，依托每日酒驾查缉、“非机动车、

行人”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五类

车、黑车”集中整治和夜间大型货运车违

法整治，逐步压实派出所交通管理主体

责任。梳理形成“综合执法民警”交通

管理职责清单及执法规范要求，专辟交

警专业通信频道，及时解答事故现场处

置过程中的问题，通过岗位带教、岗前训

示等方式，从理论知识和实战操作层面

提升派出所综合执法民警的交通执法能

力。至年底，共接报交通事故类警情

１１２９６９起，比上年减少１１０％。

【打造非警务信息分流处置工作闭环】

　区公安分局试点推进“智慧公安”社
会治理类前端感知建设并实现数据接

入。在区级层面，打通区网格中心、“社

区通”和１１０接处警三大平台，实现数据
信息双向互通，形成１１０警情转化为网
格派单或者社区通的推送、处置、反馈的

工作闭环；在街镇层面，拓展构建民生类

感知“神经元”建设，全量接入各类预警

数据。整合街镇城管、市场和司法等政

府部门行政综合执法和社会管理联勤力

量，由街镇派员入驻所内，开展非警务信

息的分流派发。组建应急处置力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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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民警在路口早高峰执勤 区公安分局／提供

确各方职责分工和处置流程，建立自助

自救优先，公安保障托底的风险隐患预

警、处置、反馈全流程运作闭环，提升２４
小时全天候承接响应非警务信息分流的

专业化水平，推动社会协同治理向规范

化、体系化运作纵深发展。

【实施“扁平精准”指挥调度模式】　区
公安分局制定警情分级扁平化指挥处置

工作实施方案，４月１日起，分局打破原
有交通、治安警情分条处置框架，按照

“全覆盖、无缝隙”原则重新划分７２个责
任区。常态警情下，分局指挥中心将警

情下发派出所综合指挥室，由派出所综

合指挥室就近派发至民警移动警务终

端，并依托４Ｇ执法记录仪视频回传功能
和警情反馈功能，全程关注、指挥、指导、

监督现场处置工作。重大警情下，分局

指挥中心将警情就近一键派发至民警移

动警务终端，对现场处置民警开展实时

互动的“点对点”精准指挥。同时按照

应急预案开展处置，同步调集分局专业

警种和区应急联动单位等支援力量，对

处置情况全程跟踪干预。

【完成“一网通办”综合窗口建设】　区
公安分局将政务服务窗口“好差评”作

为检验“综合窗口”成效重要标尺，梳理

群众差评和意见建议，制定《宝山公安分

局政务服务窗口“好差评”工作实施细

则》，深入推进评价、反馈、整改、监督全

流程闭环运作机制。选调业务骨干充实

“综合窗口”岗位，分批完成２３４名窗口

民警、辅警业务培训。为各窗口单位配

齐电脑、“三合一”自助拍照机、“自助一

体机”等硬件设备。增设宝钢、滨江治安

派出所“综合窗口”，满足宝钢３万名职
工和国际邮轮港境内外旅客就近办理交

通、出入境等业务需求。

【试点“民警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　
区公安分局以“成长树”为创新载体率

先在顾村派出所、友谊路派出所实地运

行，以树干粗细高低、颜色深浅，树冠的

繁茂稀疏、开花结果等３Ｄ效果直观展现
个体职业发展情况，贯通绩效考核、智慧

教室、智慧靶场等平台数据流并嵌入市

公安局职业发展智能化应用模块，贯穿

民警个人评价、定岗轮岗、教育训练、职

级晋升等职业发展的全流程。力争经过

一个阶段将评估结果运用到非领导职务

晋升、青年民警培育、局内岗位交流等工

作中去，为政工部门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试点一线综合执法民警“智能化考核

模型”】　区公安分局通过平衡权重、科
学赋分的方法设定考核体系，由社区管

理、人口管理、警情处置、打击破案、消防

管理、交通执法、情报线索７大板块 ８１
个客观指标项构成民警“绩效值”，以绩

效并重为目标增设“宝山信息驿站、防控

电信网络诈骗、纠纷类警情调解、人口管

理履职考评”等６个自建考评项目，全部
数据均实现自动化计入。对民警职业能

力、成长能力进行数据化、可视化评估，

使评价更直观、更公平，队伍管理更精

细；运用模型算法推送综合性岗位适配

评估建议，同步制定规范的工作流程和

标准，通过大数据分析民警个体能力短

板，依托智慧教室建设开展精准的培训

计划及配套课程，推进实现“人岗适配”

目标。

【全域推进智能感知端建设】　区公安
分局通过“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共享平

台”，接入７１０２路视频监控；通过“智能
视频监控和图像识别系统”，完成罗泾等

１１家派出所共１２８０个模改数点位勘查，
４个大型墓园及５２套交通乱点和４个同
济路沿线制高点模转数建设工作，在邮

轮港、顾村公园等２０个点位自主安装鹰
眼设备。完成全区 １６０栋智能楼宇建
设，完成７８４个封闭式住宅小区、７１个开
放式住宅社区、９个涉外客货运码头和
１１个人员密集重点场所智能安防建设。
全年推送非法营运车辆１２２辆、克隆出
租车２６辆，查处一批执法取证难的“黑
车”，破获违法犯罪团伙８个，抓获违法
嫌疑人３３８人；消除城市公共安全隐患
３４００余处。

【开展数据上云上图工作】　区公安分
局按照市公安局“建成一个，上云一个”

要求，同步开展建设、数据治理、上云工

作，推进数据感知上云，丰富全局数据总

量，助推数据共享共用格局。至年末，部

分完成街面人脸、车辆数据、市域卡口人

脸、车辆数据、社区智能安防建设数据，

汇聚标准地址、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

有单位等上图工作。全面完成外立面三

维建模，２９３７平方千米区域，占比
１００％；感知数据上图、建筑物分层分户
及三实数据上图１００％。

【试点大场镇区域城市联动运行中心】

　区公安分局推动全民安防协同治理先
行先试，将大场镇社会治理联动运行平

台向上对接区城市联动运行中心，向下

连接街镇职能部门、居村委、商圈、市场、

楼宇物业ＰＣ端系统、移动端应用，横向
打通公安、网格、城管、社区等职能部门

３０余个系统平台，打造“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科学化、系统化架构。实现全镇

范围公安监控全部上图撒点并可实时调

阅；对重点部位、场所治安态势和交通状

况实时监测和动态掌控。全量接入 １１
处“五违四必”违法销纳库数据点位、１５
个道路扬尘监测点位、７个河道水质监
测点位、１个街面违章设摊结构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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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等前端感知系统数据，以及智能垃

圾分类、禁停区域地磁、高空抛物、独居

老人关爱、窨井盖移位、烟感、楼道堆物、

智能充电桩等８大类感知设备数据。

【侦破盛桥“９·１５”故意杀人案】　９月
１５日，区公安分局接报盛桥地区一起失
踪人员疑似被侵害案件，即成立专案组

展开侦查。１７日，专案组在江苏省东海
县石梁河镇袁湖村一农宅内抓获犯罪嫌

疑人杨曙光（男，３２岁，江苏省东海县

人）。经审讯，杨交代，其与卖淫女申某

燕卖淫嫖娼过程中，因追求窒息性刺激

导致申某燕死亡，并将申某燕尸体装在

拉杆箱内抛尸野外的事实。该案侦破工

作被评为２０１９年度“刑警８０３破案奖”
银奖。

【侦破“１０·１７”特大网络传播淫秽视频
案】　７月，区公安分局发现一域名为
“众咖”的网站通过代理，在四川、江西、

陕西、福建、广东、河南、湖南等多个省市

传播淫秽视频的线索，随即成立专案组

开展侦查。１１月 １日，专案组会同云
南、广东、福建共２０个省、５４个市公安机
关统一收网，抓获陈振鑫（男，２０岁，福
建省泉州市人）、黄富新（男，２３岁，广西
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人）等犯罪嫌疑人７１
人，缴获涉案手机２０２部、电脑５２台以
及银行卡２９张等一批作案工具，涉案金
额１００余万元。该案侦破工作被评为
２０１９年度“上海治安行动部门十佳精品
案例”。 （黄忠才）

表１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区公安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
单　位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区公安分局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区经侦支队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区治安支队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区刑侦支队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区出入境办 宝杨路６２８号 ２８９５００８５ ２０１９９９

区交警支队 湄浦路３３１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区人口办 铁通路５１６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区消防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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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江路向北到底（近宝钢一号门） ５６６０２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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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９９

宝江保安公司 宝山区宝钢十村２３号 ６６７８９１００（经理室） ２０１９００

（黄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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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７月，区检察院获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 区检察院／提供

检　察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人民检察院履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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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新城区提供有力的检察保障。受理提

请批准逮捕案件 １９３３件 ３１０６人，比上
年分别上升６７％和１６９％；经审查依
法批准逮捕 １６４３件 ２５８２人；受理移送
审查起诉案件 ２７９３件 ４２３９人，分别上
升１５４％和２０６％；经审查依法提起公
诉２７０５件３９９７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２８人，不批准逮捕 ５４２人，不起诉 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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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人、追诉 ４８
人。对生效民事裁判提请上级院抗诉９
件，法院已改判、发回重审４件。制发纠
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１１３份。加
大羁押必要性审查力度，共立案３２５件，
建议变更强制措施２１３人。年内，被市
委、市政府评为“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集体”，再次获“上海市检察机关先进

检察院”称号，获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第十
九届）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

【服务保障大局工作】　区检察院办理
涉“进博会”案件，批捕５名假冒“进博
会”参展商注册商标的犯罪嫌疑人。坚

持依法办案与化解矛盾、追赃挽损相结

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开展涉法涉诉

信访矛盾化解工作，接访处置 ６２２批
１８０４人。主动走访各类企业１５３家。与

区工商联会签《进一步服务保障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确立日常联

系、联合调研、法律服务、民主监督、企业

家法律服务工作站等５项工作机制。出
台《进一步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十条

措施》，健全涉企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法

律监督等机制。坚持少捕慎诉，支持企

业健康发展。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具有

自首、退赃等情节的涉案企业人员，不捕

１３人，不诉２０人，变更强制措施３人，最
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影

响。开展涉企刑事执法活动专项监督，

监督立案２件，监督撤案１５件。加大对
假冒注册商标等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犯罪

的打击力度，严惩非法经营、合同诈骗等

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批准逮捕 ７７
人，提起公诉１６３人。在全国检察机关
中首发《企业常见刑事法律风险防控提

示》，围绕企业开办经营、生产销售、财税

管理等１０个环节，逐项梳理涉及刑事犯
罪的常见罪名，预警可能存在的３２个刑
事风险点，针对性提出９５条防控建议。
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设立“企业法律服

务工作站”，提供线索受理、法律咨询、法

治宣传等“一站式”司法服务。打造“＠
企业家”法治宣传专栏，在“宝山检察”

微信、微博中推出形式多样的“法治

课”，被“学习强国”ＡＰＰ、人民网转发５９
篇，受到企业普遍欢迎，被评为２０１９年
度“全国检察新媒体栏目二十强”。

【司法为民工作】　区检察院按照“一个
不放过，一个不凑数”要求，与区公安分

局、区法院会签《疑似涉黑涉恶类案件联

合研判实施办法》，统一执法标准，形成

打击合力。依法批准逮捕“套路贷”“敲

墙党”等涉恶势力犯罪案件 ４１件 １６２
人，提起公诉２７件１２２人。强化法律监
督，立案监督１人，追捕３人，同时严把
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

关，依法不捕１７人、不诉３人。妥善办
理张某某等２３人恶势力犯罪集团强迫
交易案、李某某等７人恶势力犯罪集团
诈骗、敲诈勒索案等一批涉恶案件。严

惩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故意伤害、

强奸、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批准逮捕

５９件６４人，提起公诉６０件６７人。严厉
打击借“金融创新”之名、行违法犯罪之

实的涉众型金融犯罪，批捕３６件６８人，
起诉４２件１１０人。加大对“文玩鉴定”
“老年人保健品”“投资虚拟货币”等新

型诈骗的打击力度，批捕１３件５４人，起
诉４件４８人。加强与区纪委监委衔接
协作，会签《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

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提前介入、办

案协作、线索移送等工作机制。受理区

监委移送审查起诉１３件１４人，决定逮
捕９人，提起公诉９人。向区监委移送
职务犯罪线索２件４人，均被立案查处。
严厉打击性侵、伤害、遗弃未成年人等犯

罪，批准逮捕 ２１件 ２４人，提起公诉 ２０
件２２人，办理的沈某某遗弃案入选最高
检《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指导性案例实务

指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对７１名罪错未成年人开展观护帮教。
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干预机制建设，被最

高检确定为“第二批全国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创新实践项目”。与区教育局、区综

治委合作，选聘１５名检察官兼任中学法
治副校长，打造法治教育精品课程，守护

未成年人成长净土。制订《加强老年人

司法保护的实施意见》，专门设立检察官

办案组，落实专业化办案和综合性保护

机制，办理涉老年人案件２８２件３４５人，
不捕１２件２１人，不诉２４件２８人。

【开展法律监督】　区检察院执行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罪犯的决定，依法

开展对特赦案件的监督。加强社区矫正

监督，对一单亲母亲涉嫌犯罪案件，综合

其犯罪情节较轻，且女儿即将参加高考

等情况，通过公开听证提出改变强制措

施建议获采纳，后其女儿考上重点大学。

针对民间借贷、房屋买卖、企业破产等领

域打“假官司”问题，开展虚假诉讼专项

监督，办理案件 １４件，提出监督意见 ９
件，移送犯罪线索２件７人。加强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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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监督，制发检察建议３件。深化民
事行政执行监督，参加市检察院、区委政

法委组织的“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

抽查案件１０８件，针对不规范问题制发
检察建议８件。

２０１９年３月５日，区法院“普法青年先锋队”到淞南镇举办“枫桥经验在宝山，法官社区普法行”
主题活动 胡明冬／摄影／提供

【推进公益诉讼】　区委、区政府出台
《关于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

工作的实施意见》，构建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支持保障体系。区人大常委会专题听

取公益诉讼开展情况汇报，提出加强和

改进工作的审议意见。区检察院与区市

场监管局等部门会签协作意见，实现线

索快速移送、工作有序对接、问题联合整

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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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有财产

保护等领域开展公益诉讼，共立案 ５３
件，制发诉前检察建议２９件，全部得到
整改落实，取得通过诉前程序保护公益

的效果。针对垃圾分类、施工扬尘、噪声

污染等民生问题，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重点，联合区市场

监管局开展“废弃食品安全”专项活动，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联合

区海洋局开展“守护海洋”检察公益诉

讼专项监督活动，共同保护海域环境。

深化全国首创的公益诉讼观察员制度，

增聘６名观察员，并聘请专家学者和有
专门知识的人员担任公益诉讼专家咨询

员和特邀检察官助理，提供专业咨询，辅

助司法办案。稳妥拓展公益诉讼领域，

办理全市首例古桥保护案和野生动物黑

水鸡保护案；对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刑事案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

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

道歉，获市检察院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区检察院发挥
“捕诉一体”优势，健全提前介入、引导

侦查、跟踪监督等机制，提高批捕起诉质

量和效率。完善业务数据分析研商制

度，正副检察长和部门负责人定期开展

研判会商，把握办案整体质效，提出存在

问题并督促整改落实。制定《轻微刑事

案件快速办理规定》，成立专业化办案

组，实现 ４０％的检察官办理 ６０％的案
件，平均审查起诉时间缩短２１５％。与
区公安分局会签《关于进一步加强协作

配合共同提升办案质效的实施办法》，设

立检察官办案联络组，对重大、疑难、复

杂案件，建立信息通报、提前介入、沟通

协调等机制；对危险驾驶、盗窃等案件，

共同优化办案流程、加快案件流转，进一

步提速办理简单案件。对于自愿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

异议，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依法予以从宽处罚。加强

与区司法局合作，设立全市首家驻检察

院法律援助工作站，选派２１名律师为认
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现场提供法律帮

助。认罪认罚适用率达７０％，有力强化
人权保障、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社会

和谐。

【检察队伍建设】　区检察院常态化、制
度化开展党组政治学习和党支部双周学

习，按要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创设“午间沙龙”活动等相关

经验做法受到中央主题教育第六巡回督

导组肯定。开展“我和我的祖国”快闪

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系
列活动。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宝检精神

大讨论”，提炼确定“忠诚、担当、创优、

守正”的新时代宝检精神。每季度开展

“感动宝检人物（团队）”评选，挖掘出一

批事迹突出、干警认可度高的先进典型。

突出实战、实用、实效导向，抓住“训、练、

赛、评”四个环节，全面开展实训练兵。

举办４期检察官业务研修班，完成最高
检课题和上海市检察官协会重点课题各

１项，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调研文章７９
篇。落实“四责协同”实施办法，深化

“三项清单”，开展季度廉政教育讲评，

以政法干警违法违纪案件为镜鉴，组织

专题警示教育。在全市率先制定落实

“三个规定”（《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

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

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

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

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

定》）的《规范指引》，明确对打听案情、

请托说情、不当交往等行为的处置办法。

全力支持和保障区纪委、监委第八派驻

纪检监察组工作。 （叶晶晶）

审　判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４１１６２件，审结４１１６３件，比上年分别上
升８９９％和 ９６３％，诉讼标的金额 ９０
亿余元，审判、执行工作保持良好运行态

势，质量效率持续提升。加强法院队伍

建设。推进“启航”计划，举办法院、检

察院首届“法检思辨汇”，开展“宝法·

对话”、干警技能大赛、信访接待窗口轮

岗锻炼等活动，组建普法青年先锋队。

区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人社部评为全

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先进单

位”、上海法院系统集体嘉奖等多项集体

荣誉；民事审判庭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

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工作先进集体，

刑事审判庭立集体二等功，执行局立集

体三等功，民事审判庭和月浦法庭获上

海法院系统集体嘉奖，审判监督庭研究

室团队获评上海法院青年文明号；审判

监督庭贾路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民事审判庭王力法官被评为全面停止军

队有偿服务工作先进个人；一起涉公司

法纠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成为对全国法院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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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专题党课，

开展干警行为规范整治，开展大调研活

动２４５次，开展百日办案竞赛，“每月之
星”评比载体宣传优秀干警９０余人次，
推动主题教育与审判执行同频共振、相

互促进。深化法院文化建设。开展庆祝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系列活动。举行宪
法宣誓仪式，开展春节联欢、冬季运动

会、庭长书架、美食节等活动。加强健康

法院建设，继续为干警开办羽毛球、瑜

伽、太极拳等兴趣班，组织参加“精武

杯”太极拳、传统武术比赛，获太极剑团

体项目第三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

展司法廉洁教育活动，召开党风廉政教

育大会、“深刻自查自纠、保持公正廉

洁”专题组织生活会，发放《上海法院工

作人员廉洁纪律规定汇编》，支持和保障

派驻纪检组改革工作，加强纪律巡查和

审务督察，持续开展审务督察，对庭审规

范、值班、考勤等制度执行情况查找问题

并限期整改。抓好信息调研工作。推进

调研精品战略，４件案例及 １篇裁判文
书在全国获奖，６篇课题获市级课题立
项，５篇论文在上海法院学术讨论会上
获奖，１名法官获最高法院颁发的３０年
司法理论研究突出贡献奖银奖。编发各

类简报、专报２５０余期，被市高院评为信
息工作先进单位。做好综合保障工作。

完成政务外网、涉密网、互联网的搭建及

日常维护，安装中国知网数据库。有序

推进大场法庭恢复使用相关工作。严格

执行《宝山法院计算机网络和信息安全

管理规定》和《宝山法院信息化系统应

急预案》，持续强化全院安全保障工作，

司法警察大队保障刑事开庭２６９７庭次、
提押人犯５５５６人次，参与强制执行和诉
讼保全 ５５３人次，安检 １２９２５３人次、包
检 １２４２８６件，送 达 各 类 法 律 文 书
１１０５１０件。

【刑事审判】　区法院全年共受理各类
刑事案件２６６３件，比上年上升１５６３％。
受理案件中，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件 ４１５
件，上升７５８５％，其中危险驾驶罪案件
３４８件，上升１０５９２％；交通肇事罪案件
５０件，下降９０９％。共受理侵犯公民人
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案件 １８７件，上升
１６８８％，其中故意杀人罪案件 ３件，上
升５０％；故意伤害罪案件 １０７件，下降
７７６％；非法拘禁罪案件 １１件，上升
５７１４％；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件 ２４
件，上升 ２００％。共受理侵犯财产罪案

件１０３１件，上升１６７６％，其中盗窃罪案
件７７０件，上升１３７４％；抢劫罪案件２３
件，上升３５２９％；诈骗罪案件１８９件，上
升 ２９４５％；抢夺罪案件 ５件，上升
４００％；敲诈勒索罪案件１９件，下降５％。
共受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案

件２２９件，下降０４３％。共受理妨害社
会管理秩序罪案件７９７件，上升１６６％。
共受理贪污、贿赂、渎职罪案件３件，下
降７０％。全年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
２５８６件，上升１３２２％。在２５８６件审理
结案的案件中，当庭结案２１３９件，当庭
裁判率为８０８１％。适用简易程序审结
２１３６件，简易程序适用率 ８２９２％。审
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８３件，结案标
的金额人民币 ４２３７３万元。依法严惩
各类刑事犯罪。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依法审结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１３０
件，盗窃、诈骗等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犯罪

案件１００５件，涉毒品犯罪、寻衅滋事等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案件８１９件。依
法审结非法集资案件３９件，涉案金额近
１７亿元。依法严惩新型诈骗类犯罪，审
结涉 ３６名被告人、１８０余名被害人的
“招转培”诈骗案，涉３０名被告人、９０余
名被害人的“文玩鉴定”诈骗案，涉２３名
被告人、４０余名被害人的“老年人保健
品”诈骗案等系列案件。依法审结备受

社会关注的乘客阻扰公交车司机正常驾

驶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中央电视台、新

华社等媒体进行广泛报道。持续深化以

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进一步规

范法庭调查和证据裁判规则，推动刑事

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进一步推进案件

繁简分流，审结认罪认罚从宽案件１７７８
件２３１５人，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审结认罪
认罚案件３６２件，７３６８％的刑事案件在
１０日内审结。积极延伸刑事审判职能，
加大惩治腐败犯罪宣传力度。先后３次
协助区纪委、监委组织相关街镇及企事

业工作人员集中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

审。在全国交通安全日发布《危险驾驶

案件审判白皮书》。为上海大学开展刑

事审判实务讲座，受到师生“点赞”。

【民事审判】　区法院全年受理各类民
事案件（含商事案件）２７３０３件，比上年
上升１０１９％。共受理婚姻家庭、继承纠
纷案件２７４８件，上升５８１％，其中，离婚
纠纷案件１４７８件，上升０４８％；离婚后
财产纠纷案件１２８件，下降２２９％；抚养
纠纷案件１７１件，上升３５７１％；赡养纠

纷案件９件，下降３５７１％；法定继承纠
纷案件６６３件，上升２６５３％；分家析产
案件８５件，下降３９７２％；探望权纠纷案
件２８件，上升１００％；遗嘱继承案件１２４
件，上升２１５７％。共受理合同纠纷案件
２００８６件，上升１６０１％，其中，买卖合同
纠纷案件１７４６件，上升２１７６％；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７４７件，上升１６３％；借
款合同纠纷案件４０２５件，上升４４１６％；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 ３４３件，上升
１２０９％；租赁合同纠纷案件１６０９件，上
升２７５０％；承揽合同纠纷案件２７７件，
上升１９９１％；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５８６７
件，下降 ２１５％；银行卡纠纷案件 ３９２２
件，上升２２２９％。共受理物权纠纷、侵
权责任纠纷案件２３２７件，下降１８４１％，
其中，物权保护纠纷案件 ３７６件，下降
０５３％；物权确认纠纷案件１１７件，与上
年持平；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１４５件，
下降１３６％；排除妨害纠纷案件８７件，
下降６４５％；所有权纠纷案件３５２件，上
升６６７％；相邻关系纠纷案件５２件，下
降２４６４％；产品责任纠纷案件５件，下
降３７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件１４９０件，下降２６９６％；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纠纷案件３７件，下降２６３％；医
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１７件，与上年持
平。共受理劳动争议、人事纠纷案件６２７
件，下降０４８％。共审结一审民商事案
件２７２７６件，上升１０８４％。民商事案件
简易程序适用率为８６３８％，民商事案件
调解撤诉率 ５０８９％，平均审理天数
６３０８天，一审服判息诉率 ９１３２％，审
限内结案率９９５１％。加强涉民生案件
审理。着力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等群

体合法权益，审结婚姻、家庭和继承案件

２７６２件，一起涉困境儿童监护权转移案
被评为上海法院十大典型案例。通过专

题讲座、组织参加“小法官网上行”少年

模拟法庭等形式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环境。签发人身保

护令，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合法权益。

依法审结劳动争议案件６２４件，发布《劳
动争议案件办理指南》。保障区域经济

健康运行。审结各类商事案件９１６１件，
上升３８０３％，制裁合同违约、商业欺诈
行为。与上海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签订

银行业纠纷诉调对接合作协议。依法审

结涉互联网“虚拟货币”、网络直播平

台、网络借贷平台等新类型案件。审结

宝山区首起破产重整案件，４２件案件完
成破产、清算审查程序，一批僵尸企业通

过破产途径合法有序退出市场。审结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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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房地产案件 ３０２６件，上升 １２５３％。
稳妥审理涉自如公司“甲醛房”案、涉

“歆禺公司”“寓见公寓”等群体性诉讼

案件。如期完成涉军资产移交审判服务

工作。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区法院执行局开展“夏日风暴”集中执行行动 胡明冬／摄影

【执行工作】　区法院全年共受理各类
执行案件１０７２２件，比上年上升５９６％。
其中，首次执行案件６７７１件，恢复执行
案件９９１件，执行异议案件３５６件，执行
保全案件 ２６０４件。申请执行标的总金
额为人民币４３６１亿元。初执案件中，
刑事类案件１２６件，下降２５８８％；民事
类案件５６５２件，下降８２０％；行政类案
件 １６７件，上升 １０６０％；仲裁类案件
７５２件，上升 ３５５０％；公证债权文书类
案件７２件，上升７５６１％。共执结各类
执行案件１０８２９件，上升７４９％。其中，
首次执行案件结案６８９４件，恢复执行案
件结案９８３件，执行异议案件结案 ３５５
件，执行保全案件结案２５９７件，累计执
行到位金额 ９８６亿元。突出执行工作
强制性。开展“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成果”专项执行、“夏日风暴”集中执

行、“冬日雷霆”集中执行、涉民生案件

集中执行等活动，顺利执结高境镇１万
多平方米大型商场腾退案件。持续加强

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警示、惩戒力度，发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４０５４例，限制乘坐飞
机、高铁、购买不动产、担任高管等４７８４
人次，司法拘留１０５人次，判处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５人。创新执行手段。在
全市首创通过关停网络店铺、强制扣划

支付宝保证金方式执行被执行人财产，

相关执行案件入选上海高院参考性案

例。积极落实第三方欠薪垫付机制，中

央电视台、解放日报等媒体予以报道。

深化执行难综合治理大格局。与区市场

监管局签署工作纪要，进一步规范和完

善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处罚强制执行和协

作执行工作机制，上海法治报等媒体予

以报道。根据市高院部署，构建由执行

法官通过网络提起司法查封需求、由相

关登记部门协助查封的“互联网 ＋不动
产查封”执行新模式。与区卫健委、人保

局等单位召开联席会议，优化行政机关

申请执行审查案件办理机制。

【服务大局】　区法院依法有力惩处涉
黑涉恶犯罪，审结涉黑涉恶犯罪１０件２９
人，被告人均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加大财产刑判罚力度，累计判处罚金及

没收财产８０００余万元。受理“套路贷”

犯罪案件 ４７件 １１９人，涉案金额 １５００
余万元。制定《关于审理民商事案件中

发现当事人涉嫌“套路贷”犯罪行为的

处置办法（试行）》，开展民间借贷案件

中涉嫌“套路贷”专项检查。与区检察

院、公安分局建立疑似涉黑涉恶案件联

合研判、公检法联席会议、警情联动处置

三项工作机制，共同构建区公检法社会

治安治理一体化联动格局。在市区两级

电视、电台、报刊上发表案件报道１３篇，
通过微博、微信开展专题普法宣传 １５
次，对９件涉“套路贷”案件集中公开宣
判。公开审判一起“软暴力”寻衅滋事

案件，新华社、人民法院报等媒体予以报

道。延伸审判职能，发布《涉民营企业民

商事审判和执行白皮书》及８个典型案
例，上海法治报予以大版面介绍。对标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按照

“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原则，

在民商事案件中实行随机自动分案，减

少分案环节的人为因素。与区工商联

（总商会）举办联席会议并签署工作纪

要，共同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强

化涉诉信访维稳工作，切实做好全国两

会、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

重大节点稳控工作。联合兄弟法院及上

级法院共同接待跨多区、涉多案的信访

人员，联合区相关部门共同接访涉诉矛

盾和其他矛盾混合的信访案件。推进社

会第三方参与信访矛盾化解机制，引入

人大代表、律师、特邀监督员等社会力量

接待，１９位区人大代表先后参与旁听信
访接待工作，推动信访矛盾积案化解。

强化社会治理司法保障，主动将审判工

作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

依法服务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配合做好

中央环保督查工作，受理环保行政非诉

申请执行案件３７件，与区环境生态局定
期通报工作。妥善处理责令交地、征收

补偿案件，审结责令交地、征收补偿案件

１６件，配合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妥善化解
长达１１年之久的涉顾某责令交地案件。
在“ｅ租宝”案４个核实登记点接待群众
６００余人，信息核实登记４９９人，顺利完
成“ｅ租宝”案在宝山区域集资参与人员
的信息核实登记及后续收尾工作。

【司法改革】　区法院落实专业法官会
议制度，督察审判业务庭专业法官会议。

发挥审委会功能，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

８次，讨论疑难复杂案件、制定审判管理
文件、部署审判执行工作。稳妥开展执

行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试点，制订并

实施《执行案件繁简分流操作流程》，进

入执行简易程序案件平均结案天数少于

１０天。完善人员分类管理机制，完成法
官等级择优选升、按期晋升以及法官助

理、书记员、行政人员等级套改、职级晋

升等工作。完成第三批初任员额法官遴

选，积极探索员额法官退出机制。持续

推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修订《岗位目标

考核管理办法》，院庭长办理案件 ９４５７
件，占全院结案数２２９７％。挖潜发挥审
判辅助人员作用，通过区司法局招录３０
名雇员，制定书记员集中管理工作规定。

优化网络硬件升级建设，顺利完成“迁网

１４１

审　判



上云”工作，法院信息化系统迁移到全市

政务网上统一运行。完善证人保护机

制，完成隐蔽作证系统建设，设立远程质

证室。强化司法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

以深化电子卷宗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为

重点，逐步推进覆盖审判执行工作各个

环节的全流程网上办案体系，实现节点

可查询、进程可监控、全程可追溯。开发

应用覆盖公文审批、车辆申请、会务管理

等７个事项的办公信息系统，完善民商
事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模块试点运用，按

“类案全覆盖、流程全覆盖”原则推行审

理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新模式。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６日，宝山公证处为崇明“瀛鸿嘉苑”住房配售安置抽签活动进行现场电脑摇号
公证 陈海飞／摄影

【司法为民】　区法院升级诉讼服务中
心。全力为当事人提供一站通办、一网

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办的诉讼服务。

全面实施网上实时收案，收到网上立案

８５５４件，网上立案成功率 ９６０６％。继
续做好１２３６８诉讼服务工作，以“来电后
三秒内接通、保证时时刻刻在岗”为工作

目标，及时处理工单。受理 １２３６８来电
１１９４１件次，比上年上升 ５４０８％，当场
接通率９６１８％。积极推进跨域立案诉
讼服务，设立跨域立案服务专窗，成功受

理并执结本市首例作为管辖法院的沪皖

跨域执行案件。进一步深化区法律援助

中心驻本院法律援助工作站诉讼便民服

务功能，５１８人次律师参与接待，为人民
群众提供法律服务１０１５２次。完善诉调
对接平台，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加强与区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医疗纠

纷调解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障委员会、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上海银行业

纠纷调解中心等对接协作。完善人民法

庭庭长接待、法官便民联系点等工作机

制，人民法庭至辖区工作点接待群众

２３０余人次，组织巡回审判、开展普法活
动３０余次，接待人民调解员旁听庭审及
指导调解３００余人次。推进在线调解试
点工作，实现在线调解、在线司法确认、

诉调对接、调解资源的整合，通过上海法

院１２３６８道交一体化平台办结本市首起
网络立案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案件。

推进阳光司法工作，应用审判流程、庭审

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

台，通过网站、短信、微信等多种渠道向

当事人推送案件流程信息 １８余万次。
上网各类裁判文书近８万篇，新设网络
直播法庭１４间，开展网络庭审直播及图
文直播９１４件次，上升１８７４２％。加大
法治宣传力度，在电视、报刊上发表法治

宣传报道１５０余篇，参与宝山人民广播

电台“与法同行”栏目录制６期。策划制
作官方微信公众号１１０余期、发布文章
２４０余篇，吸引粉丝近９０００人，总阅读量
１３余万次。继续开展“枫桥经验在宝
山，法官社区普法行”活动，向宝山区各

街镇园区发送《法官说法》手册６０００余
册。强化人民陪审员工作，新增选任

２３０名人民陪审员，成立人民陪审员管
理办公室。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案件

４６０１件，一审普通程序案件陪审率达
９９２２％。 （曹　丹）

司法行政和政府法治

【概况】　２０１９年，根据宝山区机构改革
方案，原区司法局、原区政府法制办公室

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区司法局，不再保

留区政府法制办公室；区依法治区领导

小组改为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作

为区委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设在区司

法局。重新组建的区司法局主要承担全

面依法治区、法治政府建设、规划法治社

会建设、推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建设、

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社区矫正

和安置帮教等职能。内设依法治区秘书

科、办公室、政治处、法制科、普法宣传

科、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公共法律服

务管理科、社区矫正工作科（安置帮教工

作科）８个科室。截至年底，全区共有公
证员２８名，律师事务所５５家，律师４１３
名，其中公职律师１０名。年内，区司法
局获评“七五”普法中期先进集体、获得

“上海市司法局年度考核优秀单位”称

号，人民调解员魏刚获评“全国离退休干

部先进个人”、上海市第七届“十大平安

英雄”，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陶华

被司法部授予“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

个人”，区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

副科长胡海兵被司法部授予“大排查、早

调解、护稳定、迎国庆专项活动表现突出

个人”，律师杨颖琦获评“全国律师行业

优秀党员律师”，律师蔡申获评“上海律

师行业公益之星”并入选“２０１９年度中
国律师行业最受关注人物”。

【夯实全面依法治区工作体制机制】　
全区印发《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和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开展依法

治国专题学习。召开区委全面依法治区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召开区委全面

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第一次会议、各

协调小组会议。研究制定委员会 ２０１９
年工作要点与责任分工，督导推动各成

员单位完成全面依法治区 ８个方面 ３４
大项７７个重点工作。出台《宝山区推行
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建设责任制的实施

办法》，细化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

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具体工作任务。开展

全区食品药品监管执法司法专项督察、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发

展”专项督察和“法治政府建设”全面督

察，共提出督察建议１２条，形成典型经
验案例７项、典型问题案例３项。

【落实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任务】　
区司法局牵头召开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法治
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工作动员部署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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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综合项目及单项项目的申报。根据市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

求，督办《２０１９年上海市法治政府建设
工作要点与责任分工》实施情况。协助

区政府办公室草拟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相

关规定，完善法律顾问选聘及运行机制，

完成本年度１５名区政府法律顾问续聘
工作。

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宝山女律师联谊会、宝山青年律师联谊会成立 张　宏／摄影

【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行政复议、行

政应诉工作】　区司法局加强对职能部
门、镇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指导监督。

推进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

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度，起草行政复议委员会、司法行政专业

委员会工作规则。建立行政机关出庭应

诉情况月报告制度，构建行政机关应诉

信息联通机制。全年共办理行政复议案

件１７５件，代理区政府应诉案件 ６０件
（败诉率为零）。

【推动普法全覆盖】　区法宣办落实“谁
执法谁普法”责任制，４０家区级机关重
新调整确认普法责任清单，召开“谁执法

谁普法”履职评议会。全面落实“七五”

普法规划，组织全区６００余名处级领导
干部开展网上学法测试。聚焦重点领

域、关注重点人群、把握重要节点，全覆

盖式开展“宪法学习工程”“以案释法”

“金融领域扫黑除恶”等系列宣传活动。

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建成区法治文化阵

地１９处，其中淞沪抗战纪念公园法治文
化走廊、高境镇社区法治文化节分别被

评为首批上海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品牌

阵地和品牌活动。厚植美丽乡村法治理

念，打造“乡村法治大讲堂”“农民身边

事与法”“送法进乡村 培养法律明白

人”等基层法治品牌。开展全国民主法

治示范村创建，指导５个村成为全国民
主法治示范村重点培育单位。全年共开

展各类法律咨询２９４２场，法治讲座１１９６
场，法治实践活动６１６次，发放法治宣传
资料２３万余份。

【深化“三纵三横”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　区司法局引入司法鉴定机构进驻
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推进公共法律服

务远程视频服务系统建设（该项目被列

为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全
年，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共提供法律援

助和法律帮助２４００件，提供“１２３４８”热
线咨询１２０８９人次，接待来访法律咨询
３９０８人次。试点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

护全覆盖，在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

部、市强制医疗所、区交警支队、看守所

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年内，６家法律
援助工作站共提供服务１１６５７人次。深
入开展行政审批“放管服”改革，实现法

律援助审批时间由原来的７个工作日减
少到３个工作日，申请材料由原来的 ６
种减少到４种，办理环节由３个减少到２
个；开展“法援惠民生主题活动”，共为

１４１名妇女、１６１名未成年人、１９名老年
人、３６名残疾人、８２１名外来人员提供法
律服务，同时为 ６名老年人、３名残疾
人、５名军人军属开通法律援助“绿
色通道”。

【优化律师、公证、司法鉴定行业管理】

　区司法局全面推进律师调解工作试
点，在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月浦镇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成立律师调解工作室，在

上海市诚建成律师事务所成立上海市金

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宝山工作站。承接

司法鉴定行业管理工作职能，健全司法

鉴定行业警示教育和通报机制。推进

“智慧公证”建设，制定“优化营商环境

公证工作实施细则”十条。指导组建新

一届宝山律工委，成立区女律师联谊会

和青年律师联谊会。

【打造人民调解升级版】　区司法局成
立宝山区非诉讼争议解决中心，加强行

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推动成

立物业管理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增设

驻区妇女儿童发展中心调解室。稳步推

进人民调解与“１１０”非警务警情对接分
流，实现医患纠纷、邻里纠纷、家庭成员纠

纷、婚恋纠纷４类纠纷第一批对接分流。
２０１９年，全区各级调解组织共处置“１１０”
非警务警情案件 １５９５１起，处置率达
１００％。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７７８１件，比
上年下降２０４６％，调解成功７６５７件，调
解成功率为９８４１％。各村、居委一线调
解员直接化解矛盾纠纷２８５２件，基层司
法所参与化解地区重大矛盾纠纷１５件。

【形成“人防、技防、心防”三位一体的矫

正安帮工作格局】　区司法局发挥“智
慧矫正”功能，增加初次面询暨心理评估

系统，全面评估入矫人员安全风险。搭

建司法所与派出所“所所联动”工作框

架，在制度化、信息化、协同化上谋求创

新发展。发挥信息化监管手段效能，建

立矫正中心指挥室，开展网上巡察，共计

开展排查４４１４人次，电子监管平台巡查
１４１５５人次、处置异常报警７６６条。２０１９
年，全区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率为０，
安置帮教对象安置就业率达９９７１％，帮
教率达９９７８％。

【与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签约共建】

　１月７日，区司法局与上海政法学院
举行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

局长沈海敏代表区司法局与上海政法

学院法律学院签署合作协议书，并为教

学基地揭牌。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

院长侯怀霞向沈海敏授予学院兼职教

授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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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６日，第三十一届宪法宣传周“宪法进军营”主题日活动举行 沈璐婷／摄影

【成立区律师行业党委】　４月１４日，区
律师行业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一

届区律师行业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

４月２３日，区律师行业党委成立大会召

开并揭牌。

【设立上海市第一家驻检察院法律援助

工作站】　１月２８日，区司法局在宝山区

人民检察院设立全市首家驻人民检察院

法律援助工作站，推进值班律师工作，提

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水平；同时引导律师广泛参与涉

法涉诉矛盾纠纷化解，发挥值班律师维

护社会稳定职能优势。

【设立驻上海市强制医疗所法律援助工

作室】　６月１３日，区司法局在上海市
强制医疗所成立法律援助工作室，旨在

依法维护在押强制医疗人员的合法权

利，帮助强制医疗人员申请法律援助、获

得法律建议和法律帮助。

【开展第三十一届宪法宣传周活动】　
１２月１日—７日，全区范围内开展以“弘
扬宪法精神，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第三十一届宪法

宣传周系列活动。期间，区司法局、区法

宣办组织各街镇、各委办局开展宪法进

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

进军营、进网络等“七进”活动。

（曹　捷）

表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律师事务所

律所 地址 电话

上海市银星律师事务所 淞宝路１５５弄１号９０１－９０５室（星月广场） ５６６０１０４０

上海市沪北律师事务所 盘古路７２７号１号楼３０２室 ５６６０１６２６

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 一二八纪念路９６８弄万达广场１号楼１６１６室 ５６３７８０１８

上海市江南律师事务所 友谊支路１８１号３楼 ５６６９３８６１

上海市天云律师事务所 中山南二路５０６号２０３室 ６５２２１７２２

上海市东海律师事务所 友谊支路２２５号 ５６６０２１７３

上海市瑞和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１９９号５楼Ｃ ５６６０８１９０

上海市诚建成律师事务所 逸仙路２８１６号Ａ幢４０６室 ５１６７１９２２

上海市致真律师事务所 友谊支路１７３弄１号４楼 ５６６９１００８

上海昊坤律师事务所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航运大厦４０３室 ３６０１１１８６

上海范仲兴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３１６－２号 ５６６９０８０２

上海孙正杰律师事务所 真华路１１１６号６０３室 ６６３５４３１９

上海利歌律师事务所 牡丹江路１２１１号５０９室（安信广场） ５６１１４９１９

上海沪港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４３弄２号３０２室 ５６６９２８６８

上海政明律师事务所 永清路８９９号６０２室（社区事务中心） ５６１１９９９３

上海忠恳律师事务所 通南路２８弄９号１０２室 ６６１５９００１

上海亚冠律师事务所 长临路９１３号９２２室 ５６４３９０３１
５６４７１５７１

上海许正勇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３１６号１０５室 ５６７３２０３１

上海华公达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３１６号 ６３８４０７０８

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 牡丹江路１２１１号８１２室（安信广场） ６６７９５９９９

上海宝江律师事务所 宝杨路１８００号 ５６１１８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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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律所 地址 电话

上海海彻律师事务所 浦东新区东方路１３５９号海富花园２号楼１６Ｂ室 ６８３６７８９５

上海瑞盛律师事务所 杨浦区翔殷路１１２８号沪东金融大厦１２楼Ｃ座 ６５６７６７２８

上海翰浩律师事务所 宝杨路２０３３号１楼，杨浦区长阳路２５５５号７楼 ３３７９１９２０

上海浩锦律师事务所 共和新路５０００弄６号１６０８室 ６６９８７２９９

上海银萌律师事务所 淞南路４５９弄２０号６１４室 ３６１４００７０

上海首伦律师事务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宝莲城９号２００６室 ３６５５１５５３

上海叶诚律师事务所 共和新路２９９３号１５０５室 ６０７０８２５９

上海永盈律师事务所 牡丹江路１２１１号８１０室（安信广场） ５６７８０００７

上海聚正律师事务所 一二八纪念路９２８号１２１０室 ６５２１７５９９

上海奉元律师事务所 陆翔路１０１８弄２号９２１室 １８６１６３５６６８２

上海汉世律师事务所 浦东新区南泉北路１０３５号Ｂ幢 ５０８１９２３８

上海美善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３１６—２号 ５６１２０１３８

上海吴建利律师事务所 真华路９２６弄３号３０１室 ６６０７３２９９

上海慧赢律师事务所 共和新路１７１８号１０号楼１楼 ５６８３１００５

上海荣弘律师事务所 自贸区富特北路２４０号２５１室 ５８６１５６５５

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宝莲城９号２５楼 ５６７５８０６５

上海倪卓伟律师事务所 普陀区常德路１２１１号１００７室 ５６８６５３７９

上海博轩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１５８８弄（纲领）２号１０１室 ５１６７０５８２

上海艾克森律师事务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１０号楼１４０１室（宝莲城） ６０９５９９３９

上海丰启耘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１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内） ５６１０５３５４

上海禹众律师事务所 共和新路４９９５号万达广场３号楼６０７室 １５８２１９３９５２０

上海灏思瑞律师事务所 高跃路１７６号１００１室 １８９１８０１６５８１

上海永初律师事务所 陆翔路１１１弄５号楼８０３室 ５６７６０３３２

上海英航律师事务所 盘古路７２７号３号楼３０１室 ６６６５０１９９

上海蓼源律师事务所 淞宝路１１３１号（与永乐路交叉路口） １３８１６５５８０６０

上海钧发律师事务所 大康路１０２１号、１０２３号 ５６５７５００１

上海轩杰律师事务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９号７层０５０－０６８号 １３９１６０５２４２１

上海展通律师事务所 真华路９２６弄３号８１０室 ５８８７９６３２

上海珍妮特申律师事务所 水产路２４４９号４楼 １３５６４４０４０８０

上海大存律师事务所
淞宝路１５５号１９０１室，（办公地）浦东 ＢＨＣ中环中心
沪南路２２１８西座５０１室 １５８２１７０２０６０

上海众业玖诚律师事务所 宝城一村４１号１０２室 １３３０１７７７８２０

上海本纪律师事务所 新二路５５号１３楼 １３９１８４０１９４２

上海兴浦律师事务所 高逸路１１１号２幢６３０室 １５９００９５００５６

上海乐慈律师事务所 罗迎路５０５弄兰湖天境商墅１３１栋 １３０２２１５７４５４

（曹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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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 编辑　吴思敏

　　２０１９年５月，花果宝山采摘地图发布 区农业农村委／提供种植业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粮食面积１１９
万亩，产量６５５３吨，比上年下降７９％；
蔬菜面积 ８１８２２亩，产量 ４３３２１吨，下
降９８％，水果面积３３９１３亩，产量４００２
吨，下降１３３％。十二五以来累计建设
高标准农田 １５０６７亩，上图入库面积
８８４０亩，部级蔬菜标准园 １家，面积
２６０１亩，市级蔬菜标准园 ９家，面积
２７７７亩，区级蔬菜标准园４家，面积９３７
亩。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７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５７家，经农业主管部门认定
粮食家庭农场１个。

【粮食科技示范与推广】　（１）优良品种
示范推广。粮食作物新品种覆盖率超过

９５％，良种覆盖率１００％。开展特色杂交
水稻的试种、示范，在“花优１４”的基础
上引进试种“申优２６”“春优８４”“嘉优
中科３号”，推广各类新优蔬菜品种１３１
个。（２）新技术示范推广。建立绿色高
质高效示范方１０个，示范面积４８０７亩，
其中小麦、绿肥，冬闲耕翻面积各占

３４％、４４６％和 ５２０％，绿肥鲜产量
２７３７千克，水稻单产５８０千克。全面完
成市级下达粮食作物绿色高质高效创建

１０个示范方建设，继续争创千亩示范方
市级一等奖。（３）蔬菜品种结构调查。
全区播种面积 ２５４６３亩次，复种指数
３１１，其中叶菜１５１６３亩次，占播种面积
的５９５％。新农药、新肥料、新材料的推
广使用。全区推广商品有机肥 ０６３万
吨、专用配方肥 ２３５万亩次、缓释肥
０２７万亩次；全区化肥使用量 １９５２４５
吨，折纯７８９４３吨，使用化肥实物量比
上年减少 １１５３％ （比 ２０１７年减少
１９３８％）；农药使用量 ３１３８吨，减少

１５８６％（比 ２０１７年
减少 １７６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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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施微生物肥

料、水旱轮作、蚯蚓养

殖等技术，全年修复

和保育设施菜田面积

１９５８９亩。

【病虫预测预报和植

物检疫】　区农业农
村委开展麦子水稻和

主要经济作物的主要

病虫测报，粮食病虫

草 预 报 准 确 率 达

９６２％，布置各种作
物病虫草防治面积

１６２万亩次。开展蔬
菜病虫害预测预报工

作，发布蔬菜病虫情

报 １２期。推广杀虫
灯６４台，性诱剂 ５００
亩次，黄板 ６００亩次，
防虫网 ３４９亩。开展
春季农田灭鼠工作，

坚持“安全第一、经济

有效、综合治理”原

则，共投鼠药 ２０００千
克，投鼠人员累计１８７
余人次，鼠药覆盖率２
万余亩。据监测调

查，灭鼠效果６７％，保
苗效果达９１％。

【种植业执法管理】　
区农业农村委全年出

动种植业执法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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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６台次，执法、监测调查人员 １８９９人
次，送评“关于上海罗会农资经营部采购

销售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农药案”获上海

市种植业系统评比二等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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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家次，
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３５张，立案查处劣
农资案件１起。开展禁用农药专项整治
２次，组织开展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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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检查各类农

机具１９６台套，未查见农机违法违规操
作现象。对全区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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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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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开展监督抽

检２４次，抽取样品 ２２４个，农残合格
率１００％。

【植物疫情监测防控】　区农业农村委制
定全年疫情监测普查方案，共设置有害生

物监测点５３个，监测有害生物面积５０２０
亩，调查检疫性有害生物面积３０６５０亩
次、花卉１３２５０株，取样检验生物样品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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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家，种子生产企业２家，发放告知书１７
张，检 查 种 子 标 签 １４９个，合 格 率
９６６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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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举办农业投入品安全使用、

植物检疫技术等指导培训５０次，累计培
训７１５人次；开展现场咨询活动２次，接
受咨询群众３００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５０００余份，张贴横幅、标语等１７４条；
签订承诺书１４９份。 （陈启昊）

畜牧业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规模化畜牧场
全部完成退养，至年末，辖区内散养养猪

户全部退养，仅存散养养羊户１户，羊数
量４７只；散养户家禽养殖数 ５１４户共
１１４３１羽，珍禽１户２０００羽，马存栏１户

共２３匹。

【动物免疫】　区农业农村委全年疫苗
发放羊双价口蹄疫疫苗８００毫升，小反
刍兽疫疫苗发放１３００头份，禽流感双价
疫苗发放６９０００羽份，新城疫疫苗发放
２４万羽份。全年家畜禽共免疫６５５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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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头；禽流感双价疫苗共免
疫２７０１０羽；新城疫免疫１２２０２羽；城镇
犬狂犬病数２６７００余条，免疫农村犬数
３１２３条。

【人畜共患疫病监测】　区农业农村委
根据《２０１９年上海市重大动物疫病监测
和流行病学调查计划》的要求，结合本区

实际情况，制定《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重大动
物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计划》，按照

计划制定重大动物疫病的监测方案。按

照监测方案的要求，开展各项检测工作，

共检测２６２８个批次 ５７２５份样品，其中
抗体检测１９５０批次３６２７份，ＰＣＲ检测
６７８批次２０９８份。

【畜牧执法管理】　区农业农村委全年
共产地检疫犬６３只、猫３８只、鸽５０羽、
马３匹。无害化收集鸡 ４２１羽、鸽 １０５
羽、猪肉２０千克、牛羊肉１５７０千克。分
销换证 ４２１３３张，发放大标签 ２５９３０１
张、小标签４６１万张，涉及猪肉 ９４０吨、
牛产品２９４５吨、羊产品１３５３吨、禽产品
４５００余吨。抽检兽药６批次、饲料２批
次、牛瘦肉精尿样１０头、第三方牛肉检
测１０头，结果全部阴性合格。洋桥动检
站检查车辆１７０９４车次，查处违章车辆
２２３车次。自非洲猪瘟疫情出现后，密
切关注区内养猪动态，加强市境道口和

非指定道口的检查力度，开展元旦、春

节、五一、国庆专项联合检查４次。探索
马场的防检疫工作，年内新增养马场 １
家，与马场业主签订马术运动场所动物

防疫责任清单承诺告知书，建立健全日

常监督制度，成立一支“现场检疫、数据

采集和大队开证”的检疫队伍。全年处

置“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为主的动物卫生事
件５８起。 （陈启昊）

渔　业

【概况】　宝山区有标准化水产养殖场２
家，水产养殖面积９１１亩。全年水产品
总量１６６吨，比上年增加２５％。

【渔业养殖服务指导】　区农业农村委
全面监管区内持有养殖证的 ７９２公
顷水面，年内对全区 １２个养殖场进行
２次水质检测，主要监测项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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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实施淡水养殖专题培训 ４期，培训 ８４
人次。安排专家现场出诊 ５１次，分析
病情，发放培训材料和宣传资料 ３０５
份。指导正确用药，降低水产病害的

发生率。

【地理产品标志保护与申报】　区农业
农村委完成《宝山

!

鱼绿色生态养殖技

术规范》《宝山
!

鱼地方标准》《宝山
!

鱼地方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在上海

海洋大学长吻鎨（
!

鱼）检测的基础上，

邀请上海市营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进

一步检测
!

鱼样本。完成长吻鎨亲本

６２０尾（雌 ５００尾，雄 １２０尾）的亲本保
种养殖。人工繁殖过程中使用长吻鎨亲

本１４７尾（第一批４６尾，共进行３批），
繁殖长吻鎨鱼苗１１０万尾，培育长吻鎨
一龄鱼种２３万尾。

【渔业执法管理】　区农业农村委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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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执法行动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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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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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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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执法摩托艇，水陆并进，重点巡

查区级河道及通航水域。开展“清江行

动”“清电行动”各６次，内河专项清网
行动３次，开展区内水上联合整治１０余
次，在行动中，驱赶涉渔“三无”船舶２０
艘，查扣无主、滞港“三无”涉渔船舶 ５
艘，拆解６艘。加强伏休渔船管理。落
实伏季休渔台账制度，突出休渔渔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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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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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对水产市场的巡查工

作，重点检查国家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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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７月，罗泾镇花红村插秧 区农业农村委／提供

进货和销售过程。对市场内的５家贩卖
大鲵的商户和１家贩卖暹罗鳄的商户的
产品的来源、数量、去向全程监管。做好

每一批进货登记和监管，确保全程可追

溯。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制订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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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养殖水产品的长效监管机制，促进养

殖业自律水平提升。同时，与１１家养殖
场签订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书，增强养殖

经营者的责任意识。不定期对养殖场，

水产市场等进行抽样检查，着力加强养

殖台账的检查，检查覆盖面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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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上确保全区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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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余次，完成地
产水产品抽检５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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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放流鳙、
鲢、鲤、鲫、草鱼鱼苗共计３４０万尾，第二
次放流鳙、鲢、鲤、鲫、草鱼鱼种８０００千
克，在长江开展

!

鱼增殖放流１５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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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个，区级资源监测点１个，按照长江大
保护要求，全年未发放特许捕捞许可证。

（陈启昊）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产品绿色认证】　区农业农村委印
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农业规模经营加快

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合作社

开展绿色认证。累计培养绿色检查员、

监管员２６人（１７人注册成功），绿色内
检员７９人。４２家企业３０８个产品（含平
行生产）获得“三品一标”认证，认证率

达６４６％。其中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企
业３９家，无公害农产品２９５个；绿色食
品生产企业１２家，绿色食品１３个，绿色

认证率７７３％。

【新型农民培训】　区农业农村委完成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１００人，其中“三品一
标”认证及绿色食品检查员培训５０人，
水稻栽培工培训５０人，对取得新型职业
农民认定证书的１００名水稻专业技能型
农民开展技能鉴定，农业从业人员持证

率８６９％。完成新型职业农民专业技能
型培训６０人，新型职业农民继续教育４０
人，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统计４８６人。开
展引导性培训，结合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开展技术培训，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生

产者、经营者、监管者的质量安全意识，

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农民培训３６期，培训
农民３３５０人次，发放各类技术资料３６８０
份。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利用

全国农业远程教育平台开展２０１９年农
业科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的通知》，组织

农委各基层单位农业科技人员、各镇农

业科技人员、合作社管理人员参加１２期
培训，共有５２０人次参加。促进全区农
民培训教学管理工作规范化和常态化建

设，加强农民培训教学环节管理，提高培

训质量和效果，组织农民师资培训、管理

人员培训班１３期，培训教师３８人。

【农业信息化建设】　区农业农村委提
升为农综合信息服务体系的服务能力和

服务范围，加快融入信息进村入户工程

建设，通过“１２３１６”三农服务热线，针对
农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１２３１６，信息
惠农家”活动。通过科普展板宣传、发放

科技书籍、专家咨询、现场技术指导等方

式把科技信息送进村。建设宝山区地产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基本实现宝

山地产农业全覆盖。通过系统的建成和

使用形成“生产有记录、去向可追踪、信

息能查询、质量可追溯”的农产品质量可

追溯的宝山地产管理体系，实现从农业

投入品、农产品原料生产、产品包装的全

过程追溯。完成宝山区农业信息化分共

平台的建设。 （陈启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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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围绕打造“国
际邮轮之城”“智能智造之城”和打响

“上海制造”品牌战略，全力抓好“精确

定位、精细招商、精准施策、精心服务”，

聚焦“增长动能、产业能级、科技创新、经

济密度、资源优配”５项核心要素，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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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

新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

业重要承载区。至年末，实现区域在地

口径工业总产值２１７５亿元，实现区域工
业固定资产投资７８亿元。战略性新兴
产业（制造业部分）占区属规上工业总

产值约２５５％，与上年持平。盘活低效
产业用地面积约 １００公顷，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９年累计盘活低效用地约５２４公顷，
提前完成“十三五”盘活目标。生产性

服务业三大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１２００亿元，增长２０％以上；已获批
７家市级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总量位
列全市前茅。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

合能耗控制在３２万吨标煤，产值能耗下
降率１％，超额完成市下达任务目标。

【完善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　宝山区
树立更加明确产业发展导向，强化规划

引领作用，推动产业地图落地落实。坚

持高端制造业和特色服务业双轮驱动，

打通产业链、价值链向专业化、高端化延

伸，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互

融共进。坚持总部研发和制造生产南北

联动，通过南北联动提高招商引资成效，

引导产业集团、重点企业进行全产业链

布局。成功推动京东、中船邮轮、福然德

等“总部＋制造”一体化项目开展“南北
联动”产业布局，协调赛赫智能、安川机

器人等项目实现从注册型企业到落地生

产到跨区域布局。坚持聚焦主导产业和

重点区域靶向发力，围绕“１＋４＋Ｘ”
（“１”是邮轮经济，“４”是新材料、机器人
及智能硬件、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

与生命健康，“Ｘ”是节能环保、建筑科
技、互联网平台经济等）主导产业，打造

新材料、机器人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

邮轮制造配套、生物医药、建筑科技等

“千亿百亿”级产业集群。落实更加合

理配置资源要素模式，推动树立“以亩产

论英雄”“以效益论英雄”产业发展新导

向，出台《宝山区资源利用效率综合评价

办法》，从亩均税收、亩均产值、万元产值

能耗、环保排污、科技创新５个方面对全
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等级评价，为产

业结构调整提供有效依据。形成更有效

率产业项目准入机制，进一步规范优化产

业准入和园区开发平台公司认定标准及

管理流程，为优质项目加快落地创造条

件。至年末，共受理产业项目准入评估申

请１３项，会审通过１２项，另有１项处于
意见征询阶段；受理５个园区开发平台公
司认定申请均已通过会审，宝山区经认定

园区开发平台公司达９个。

【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宝山区推
动存量企业转型升级，鼓励存量企业通

过新增项目、提高容积率和技术改造等

方式加大布局、扩大生产、提高产能。重

点推动鑫燕隆二期、克来机电智能生产

线、科勒电子 ４０工厂、华域电动等 ５５
个制造业项目扩产增能。加快存量低效

土地盘活，树立低效用地盘活要符合产

业空间布局规划理念，将土地盘活和产

业导入结合起来，依法依规、分类施策、

跟踪推进，改变全区产业零星布局现状，

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启动区域整体成片

调整，重点推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富锦

工业园区列入市重点区域调整专项，完

成产调计划方案编制工作，并启动申报

市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相关工作。加

强招商引资工作，推进重点洽谈项目落

地，建立重点洽谈引进产业项目库。至

年末，区层面全力引进、洽谈重点产业项

目共２０个，镇（园区）自主引进实体项目
共１０８个。推动京东集团第二总部落户
庙行镇，完成上海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

司和上海京东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推动

京东电子商务运营示范基地到罗泾镇发

展，并获市经信委认定为优质产业项目。

落实项目用地指标，推进百度智能城市

总部、智能交通总部项目加快落地，启动

应用场景项目，年内实现税收；加快商汤

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落地进度，明确南

大约２公顷地块作为首期项目选址，推
动商汤智慧医疗业务实质运作；同时密

切对接影谱华东总部项目，推动厚朴金

融云产业园项目加快落地，明确项目在

宝武特钢内选址，协调项目落地路径；推

进快仓全球智能机器人产业园落户上海

机器人产业园，加快在宝山布局智能机

器人行业“全球研发 ＋场景”验证中心。
积极洽谈引进亚系亚太总部、联升产业

基金、微谱检测、波纹钢科创中心、倍豪

船舶、优必选智慧教育、藏格总部、索灵

医疗设备、安必生、以心医疗、再鼎医药

等一批优质项目。推进与大集团和大企

业战略合作，至年末，先后与中信产业投

资、联和投资、上海信投、厚朴投资等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以资本为纽带推动中

信、联和、信投优质产业资源到宝山发

展；与京东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逐步推进金融创新、机器人研发等业务

布局宝山；与国盛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推动存量载体转型提升，促进产

业结构优化；与中科钢研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推进其旗下国宏中宇总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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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基地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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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度

开展“２＋４”工业园区运行分析，及时掌
握园区整体发展、产出水平及重点项目

推进等情况。“２＋４”工业园区全年实
现总产值６５５亿元，主营总收入１６５０亿
元，上缴税收６０亿元。园区单位土地产
值４５亿元／平方千米，与上年持平；单位
土地营收９７亿元／平方千米，增长１４％；
单位土地税收３７亿元／平方千米，略增
１７％。推进园区企业节能降耗，实施节
能“双控”目标分解，分解落实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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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工业节能工程

改造，完成２７个节能减排项目申报和资
金落实工作，项目总投资约１０６亿元，
节能量约３１５０吨标煤，下达区级资金扶
持５０６万元。开展宝山绿色制造体系构
建，建立区绿色制造培育库，推进６个工
业园区创建节水型园区和节水型企业，

推进２１家企业开展２０１９年度清洁生产
审核，完成２８家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
和验收，超额完成市下达８１台中小锅炉
提标改造任务。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开工建设 梁清松／摄影

【推动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宝山区围
绕重点产业领域，编制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重
点产业项目库，建立重点产业项目推进

工作机制。至年末，全区在建、拟建重点

产业项目共３５个，总投资约２８０亿元。
协调推动安川半导体、华域电动、麦格纳

电驱、鑫燕隆二期、富驰高科二期等９个
项目年内竣工；爱德夏汽车装备、容弋电

子、国缆检测、克来机电新产线等１０个
项目启动建设；推动发那科三期、中航飞

行模拟器等项目加快进度。加快推进北

郊未来产业园、城工科技绿洲、联东Ｕ谷

宝山科创中心、新顾城产业社区一期、泾

智ＩＣ产业园等载体项目加快建设。鼓
励优质项目“零增地”改扩建，区经委支

持企业在合法取得的存量土地上通过改

建、扩建、新建等方式开展“零增地”技

术改造。对照市级层面正、负面清单标

准，区经委牵头区相关部门对拟申报优

质“零增地”改扩建项目进行会审，充分

评估项目能级、规划要求、投入产出、绿

色环保、诚信经营等方面指标。至年末，

京东电子商务运营示范基地、长谊新材

料、飞和实业、光驰科技、科勒电子等２３
个项目经市经信委认定为优质项目，涉

及总投资约４０亿元，达产后预计可新增
产能约３００亿元。

【强化服务机制】　宝山区针对区内优
势主导产业，研究起草支持机器人及智

能制造产业集聚发展标杆区建设、新材

料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推动新一代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以及支持主题

产业园区发展实施办法等。针对区内存

量传统产业，研究制定关于加快本区产

业结构调整推进存量工业用地转型升级

若干意见，加快推进存量工业用地转型

升级，通过“关停淘汰一批、转型升级一

批、嫁接改造一批”，优化工业用地配置，

提高工业用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针对

招商引资难点，研究起草关于进一步加

强招商引资工作指导意见，制定进博会

招商引资对接方案。通过一批有宝山特

色差异化扶持政策和土地盘活举措，引

导产业集聚发展。按照“全网通办、一次

办成”工作要求，落实“放管服”改革各

项举措，更新 ２０１９年行政审批事项目
录，推进“单一窗口”建设，全年经委行

政服务窗口审批、咨询、接待等服务事项

６００多件，办结率１００％。及时更新梳理
各类政策、归集编制涉企服务清单，提升

市企业服务云“宝山区旗舰店”服务能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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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

培育吴淞口创业园、上海钢联、光同投资

等６家市级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为中小
企业提供专业团队服务。履行区服务企

业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能，建立企业诉求

收集、交办、办理、反馈闭环机制，年内共

办理完成２０起企业诉求。

【推进民营经济发展】　宝山区经委推
进“区民营经济２５条”政策落地，制定责
任分工表分解各项任务，统筹协调相关

部门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建立区领导定

点联系服务民营企业机制，深入企业调

研，形成政企互动，发挥区服务企业联席

会议机制作用，解决企业诉求，督促各项

政策落地。配合区统战部完成民主党派

对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专项监督工作。在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

新兴产业领域，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脱

颖而出、快速成长，为宝山区经济持续发

展奠定基础。微盟于２０１３年成立，成立
之初是一个员工仅几十人的创业型企

业，在宝山区各方扶持下，短短几年迅速

成长为中小企业云端商业及营销解决方

案全国领军企业，并在香港主板成功上

市，现有员工超过２０００人，渠道代理商
超过１５００家，注册商户超过２７０万家。

（王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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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１

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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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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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３月２９日，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
全面开工建设。１２月３１日，宝钢盐城钢
铁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注册资本５亿元
人民币。２０１９年，在册员工６６０４８人，在
岗员工５６３８３人。全年利润总额保持国
内同行领先，在国际钢铁企业中排名第

二。生产铁４５７１万吨、钢４８５３万吨、商
品锭坯材４７１８万吨。耗能总量２８０４万
吨标准煤，吨钢综合能耗５７８千克标准
煤。研发投入率３０４％，新产品销售率
１５２３％，独有新试产品比例２７６４％，专
利申请量 １０３２件，其中发明专利比例
９２８９％，科研直接新增效益 ２２２１亿
元。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１６８５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的１００６％。推进节能技改
项目５５项，完成投资２２亿元；推进环
保技改项目２６８项，完成投资５４亿元。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宝钢股份在第十届中华环境奖颁奖典礼上获中华环境奖 吴永中／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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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产品，汽车用钢、硅钢等大类品种在

国内高端市场居于领导地位，质量控制

水平居行业前列，冷轧超高强钢等部分

品种达国际领先水平，部分品种实现全

球首发。

宝钢股份拥有国内领先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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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钢材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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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应链服务系统。通过服务先期介入、大

客户总监负责制、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快

速响应完善营销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

一流产品、技术和服务，在满足国内市场

需求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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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开发和技术开

发团队经验丰富，研发经费投入充足。

信息管理系统国内领先，构建客户管理、

生产制造、成本分析、供应链服务等先进

信息化管理系统。保持良好财务状况和

信用评级，连续多年获全球钢铁行业最

高信用评级。

宝钢股份入选首届“新财富最佳上

市公司”榜；在２０１９《财经》可持续发展
金融峰会上获长青奖———可持续发展绿

色奖；获２０１９中国企业ＥＳＧ“金责奖”最
佳社会（Ｓ）责任奖，并被评为年度可持
续发展优秀企业；在第１５届中国上市公
司董事会“金圆桌”论坛上，获最高荣

誉———十五年“金圆桌”公司治理卓越

企业勋章。宝钢股份“取向硅钢高速连

续激光刻痕技术研发与应用”“汽车用

复杂液压成形管件设计制造关键技术与

产业化应用”获冶金科技进步一等奖，

“大型高效低噪音变压器用取向硅钢开

发及应用”“三超油气井用超高强度高

韧性套管开发”分别获上海市科技进步

一、二等奖。在第五届中国品牌经济（上

海）论坛“外滩·中国品牌创新价值榜

ＴＯＰ１００”排名榜上，宝钢股份位列第２８
位；直属炼铁厂高炉分厂四号高炉、钢管

条钢事业部条钢产品经营部初轧厂生产

准备作业区获中央企业先进集体称号；

在第２３届全国发明展上，宝钢股份获得
１９项金奖、１７项银奖、３８项铜奖的优异
成绩。作为唯一企业代表，获中国环保

领域最高社会性奖项———中华环境奖。

【深化改革】　宝钢股份全面深化改革。
（１）对标日本制铁、浦项等世界级先进
钢铁企业，完成“多制造基地管理目标模

式”设计方案。（２）深化一公司多基地
管理变革，实施营销中心和宝钢国际一

体化运营管理，优化整合营销中心（宝钢

国际）下设机构；完成多基地采购、研发

和营销业务集中管理，实现“统一研发、

统一销售、统一采购”。（３）机构变革、
“厂管作业区”改革向纵深推进。宝山

基地镀锡板厂业务纳入冷轧厂管理，发

电业务纳入能源环保部管理；热轧厂撤

销生产分厂机构建制。青山基地完成炼

钢厂和热轧厂“厂管作业区”改革。梅

山基地推进作业区扁平化和设置再优

化，作业区总数由年初 ２１３个降至 １９４
个。（４）深化设备体系变革，构建专业
化、智慧化设备维修保障体系。（５）全
面推进公司劳动效率提升，正式员工劳

动效率提升１１％。（６）全面落实“双百
行动”综合改革，在建立健全职业经理人

制度、经营管理人员任期制、推进混合所

有制改革等方面取得进展。（７）推进瘦

３５１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２日，中国宝武智慧制造宝钢股份宝山基地现场会展示 刘继鸣／摄影

身健体、提质增效、处僵治困，完成５户
子公司压减和５户参股公司瘦身任务，
年内子公司亏损户数控制为９户，全面
完成中国宝武下达的目标任务。

【成本变革】　宝钢股份围绕三年挑战
１３０亿元成本变革方案，全年累计环比
削减成本完成年度挑战目标 １３４６％。
其中，实现效益１３６３亿元，完成年度目
标４９２亿元的２７７％；年内多基地制造
成本削减 ４５４亿元，完成挑战目标
３８１７亿元的 １１８９％。年内宝山基地
与东山基地铁水成本缩短至９２元／吨，
完成１００元以内的目标，青山基地与宝
山基地铁水成本差距１６５元／吨，较２０１８
年差距收窄５３元／吨。

【智慧制造】　宝钢股份实现由导入阶
段向系统化推进阶段转变，持续保持钢

铁行业领先地位。举办宝山基地和青山

基地智慧制造现场会，全年启动智能装

备改造项目１１２个、减少操作室８３个、
使１０８４人有机会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
形成“一键炼钢”“无人重载框架车控制

及调度技术”等一批智慧制造成果，操作

室一律集中、操作岗位一律机器人、运维

一律远程３个指数继续在集团公司范围
内保持领先。大数据中心建设由论证阶

段进入实施阶段，启动营销、财务等４个
大数据应用试点项目和大数据平台管理

基础架构建设项目。宝山基地被选为新

一批世界经济论坛灯塔工厂，是继浦项、

塔塔后，国际第三家、国内第一家入选

“灯塔工厂”的钢铁制造企业。

【科技创新】　宝钢股份坚持技术领先
战略。极低铁损取向硅钢 Ｂ１８Ｐ０６０、电
动 汽 车 电 机 用 无 取 向 硅 钢

Ｂ２７ＡＨＶ１３００Ｍ、电机铁芯用无底层自粘
接涂层取向硅钢３５Ｑ１５５－Ｚ、高等级海
洋平台系泊链用钢Ｒ６、非调质连续油管
用热轧钢带 ＣＴ１２Ｏ、高强高韧射孔枪管
用钢 ＢＧ１３０Ｐ等 ６项产品实现全球首
发。全面推进“三性”技术研发，热轧热

处理高强钢全流程板形控制等２０项标
志性技术实现突破；加速首发产品应用

转化和市场拓展，年内独有新试产品比

率达２７６４％，历年首发产品累计超过
３２９万吨；采用领域团队与项目团队模
式启动第四轮“金苹果”计划；融入国家

科技创新体系，承担关键（卡脖子）技术

研发使命，获国拨资助额４８１４万元。

【市场营销】　宝钢股份全年销售冷轧
汽车板８１９万吨，完成年度目标１０２％，
继续保持 ５０％以上市场份额。推进冷
轧汽车板钢种和零部件认证，完成多基

地冷轧汽车板钢种认证１２７个、零件认
证４４４个。全年销售超高强钢４３万吨；
镀铝硅产品销量比２０１８年增长６３倍。
取向硅钢全年销售 ８２６万吨，１００％占
有国内直流特高压市场，青山基地实现

直流特高压供货零突破。彩涂产线满产

超产，全年销量超８５万吨，吨钢毛利创
历史最好水平。厚板实现期货销售３３０
万吨，创２０１６年以来新高；热轧产能预
售模式升级，全年集中销售超９１万吨，
单月销量屡创新高。深化四大基地互供

协同，对四基地的热轧、热镀锌、普冷、电

镀锌、电镀锡、电工钢品种动态调整资

源，四基地全年互供９８万吨，缓解基地
瓶颈工序矛盾。国际化经营能力进一步

提升，全年实现钢材出口３６２万吨。

【提升制造能力】　宝钢股份多基地同
品质制造取得新进展。开展青山汽车板

互供质量验证，青山互供板坯１４７００吨、
互供热卷１７００吨；开展青山基地冷轧钢
种一贯制工艺对标，完成普冷 ＤＰ５９０、
ＨＣ２６０Ｙ、ＨＣ２２０ＹＤ＋Ｚ、ＨＣ３８０ＬＡＤ＋Ｚ、
ＨＣ４２０ＬＡＤ＋Ｚ等品种改进提升。推进
东山基地超高强钢互供验证，冷轧超高

强钢具备批量生产能力。推进青山、梅

山ＢＰ板质量提升，ＷＩＮＳｔｅｅｌ、梅山基地
实现互供 ＢＰ板７７６、７２９万吨。宝山
基地超高强钢等重点产品制造能力持续

改善，冷轧超高强钢成材率达８６３４％。
宝山基地直属厂部合同完成率达

９６２３％，青 山 基 地 合 同 完 成 率 达
９５４％，较２０１８年的８３％有显著改善。
东山基地产合同完成率达９６７５％。建
立以ＣＰ为核心的技术质量管理模式，
统一多基地企业产品标准，完成冷轧、

涂镀类、热轧和线材企标对武钢有限覆

盖；统一武钢有限热轧、电镀锌、热镀锌

汽车板的放行标准，检化验标准一致率

达９７％。

【城市钢厂建设】　宝钢股份推进“三治
四化”（固废不出厂、废水零排放、废气

超低排），加快建设“两于一入”（高于标

准、优于城区，融入城市）绿色城市钢厂，

主要环保指标实绩得到持续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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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基地实现全

面污染源在线监测及预警，在进博会期

间实施空气保障管控方案；在长江清废

行动中推动转底炉、滩涂整治、焚烧提效

等一系列项目实施；厂区新增绿化面积

１５万平方米，炼铁西区环境得到跨越式
改善；Ａ类环保设备同步投运率达
９９９５％。青山基地完成“治气、治水、治
固”重点项目１０８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同比下降 ６６４％，厂区降尘同比下降
５１％，固废返生产利用率由１８３８％提
高至２０１％。东山基地完成三高炉系统
项目环评审批；在行业内率先实现全厂

废水零排放，获２０１９年工信部“绿色工
厂”称号。梅山基地完成烧结脱硝改造、

焦炉脱硫脱硝改造等项目，推进长江环

境保护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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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圈建设】　宝钢股份推进营销、采
购、金融、能环、设备、智慧制造及市场

供应链协同等７大类、２４项钢铁生态圈
项目。在营销领域，探索产能预售模式

创新，形成并优化产能预售智能定价模

型，业务覆盖四大基地，共计 １０个品
种，实现７×２４全天候交易。在金融领
域，探索与欧冶金服、财务公司、华宝信

托等各方共建，打造为用户提供高效、

敏捷、安全的产业生态系统。在采购领

域，欧冶商城订单数骤增，商城覆盖用

户部门持续增长。全年实现现货销售

上线率９９７８％，物流仓储管理信息系
统覆盖率９９５６％，上网采购率１００％，
产能预售完成 ３６４３万吨，超额完成
２５０万吨年度目标，圈比指标全面完成
阶段目标。

中国南极泰山站（二期）工程由宝钢工程ＥＰＣ总承包，图为该工程建设团队 宝钢工程／提供

【优化产能布局】　３月２９日，湛江钢铁
三高炉系统工程建设启动，并同步制定

四、五高炉系统规划方案。广东省将湛

江钢铁四、五高炉系统增补为“２０１９年
省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青山基地

走减量发展之路。拆除７、８号焦炉，关
停二烧结、一高炉、二炼钢，退出炼铁产

能１８０万吨／年、炼钢产能１５４万吨／年，
去产能绝对数和相对数均走在行业前

列。成立盐城钢铁指挥部，围绕项目报

批报建、产品大纲、产能指标、用煤指标、

项目用地等开展前期工作，基本确定盐

城钢铁项目产品大纲。成立海外发展办

公室，推进海外投资项目。在全球范围

开展项目寻源，稳步推进黄山、庐山、华

山、泰山、铝板及墨西哥等六大项目。

（严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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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宝钢工程”）是中国宝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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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海宝
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６３４
亿元）。２００９年 ８月，原宝钢集团为整
合宝钢内工程技术业务和资源并形成产

业优势，成立宝钢工程技术委员会；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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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恢复宝钢设计院建制，与宝钢工程实

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方式运作，宝

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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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钢工程拥有工程技术事业本部（简称

“事业本部”）、上海宝钢节能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简称“宝钢节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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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申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简称“宝申公司”）、上海宝华国际

招标有限公司（委托管理，简称“宝华招

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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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新钢院”）、宝钢苏冶

重工有限公司（简称“苏冶重工”）、宝钢

工程印度有限公司（简称“宝印工程”）、

宝钢工程（越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宝越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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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

工程招标、特种车辆和设备制造、施工管

理等，领域涉及冶金工程、城市钢厂建

设、绿色环保、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智慧

制造等。

１月３０日，由宝钢工程 ＥＰＣ总承包
的中国南极泰山站（二期）工程完成安

装、调试，使中国南极泰山站真正具备投

入运营条件。２月２１日，宝钢工程与沙
钢集团荣盛炼钢有限公司在张家港正式

签订连铸无人化浇钢项目合同。该项目

是宝钢工程首套智慧连铸的落地项目，

也是国内首套自主研发且完全商业化连

铸无人浇钢项目。４月 ９日，宝钢工程

承接的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炼钢／连铸
工程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为全球最大的

单体炼钢车间。１０月１日，宝钢工程下
属苏州大方自主研制的自行式驾驶模块

框架车承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周年联欢活动焰火属以及超大型国
旗网幕运输项目。年内，宝钢工程被授

予“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优秀示范企业”

称号并获评“２０１９中国针状焦优质设计
院”。２０１９年，宝钢工程实现营业收入
８１６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３９亿元，增
幅１６％。

【履行设计院职能】　宝钢工程担负中
国宝武设计院使命，提供高质量技术咨

询，支撑集团重点项目规划与实施，项目

评审通过率１００％。完成广东、湖北地区
网络钢厂布局规划与可行性研究；参与

中国宝武“一带一路”产能布局研究，完

成柬埔寨和菲律宾钢铁基地考察、厂址

选择、项目建议以及柬埔寨钢铁基地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开展中国宝武产能

布局与产品结构优化规划，开展马钢、德

盛等钢厂尽职调查，参与盐城未来钢厂

总体规划研究等。

【钢铁生态圈建设】　宝钢工程与中冶
赛迪签署韶钢智能网络型钢厂项目合作

协议和宝武集团盐城钢铁基地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与二十冶协商，在市场营销、

工程项目总承包等方面加强合作；工程

技术事业本部与中冶北方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与中冶赛迪、普锐特、中国二十冶

等单位确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湛江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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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钢连铸无人化浇钢机器人 宝钢工程／提供

铁冷轧高强钢和三高炉项目、广州 ＪＦＥ
连退酸轧改造项目、韶钢焦炉烟气脱硫

脱硝项目等，推动绿色、低碳钢铁制造的

低成本实现。同时，发挥专业技术优势，

服务多元产业单元专业化发展。

【智慧制造引领】　宝钢工程建立健全
智慧制造组织推进体系，从管控、投入、

评价、激励等维度开展组织与体制机制

改革探索，牵引公司的组织、流程变革。

以连铸全生命周期模式创新为载体，实

现数字化设计云平台二期投入测试，建

立与宝钢股份炼钢厂、设备部、中央研究

院、宝信软件的协同推进机制，完成宝钢

股份２号连铸机产线设备数字化设计，
搭建“宝钢工程智慧连铸数字化平台”；

以湛江三冷轧２号热镀锌机组为载体工
程，完成产线设备数字化设计，并结合平

整机段模型，策划机组数字化交付应用

方案。建设宝山基地２０５０热轧智能运
维示范应用产线，实践智能运维服务新

模式，形成设备维检体系智能化变革样

板，同步推进宝山基地炼铁区域智能运

维示范应用，变革调整宝武集团主导下

实施维检体系。 （赵　莹）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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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宝钢节能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克山路

５５０弄７号楼
５００００万元

致力于钢铁、有色、化工等传统产业的绿色升级，提供高技术含量、高可

靠性要求、高附加值特性的绿色制造关键工艺技术装备研发设计与改造

优化的系统解决方案。包括钢铁企业绿色工厂创建与能效评估咨询、钢

包烘烤等节能改造、烧结ＳＣＲ脱硝等烟气净化技术、环保型滚筒法钢渣
处理产线等。

１００％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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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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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

上海宝申建筑工程

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

１１１８号
３００万元 公建、住宅及工业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１０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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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采购管理咨询和网上招投标公共平台建设。

中国宝武

全资公司

（托管）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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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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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

宝钢苏冶重工有限

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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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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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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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钢工程印度有限

公司
Ｍａｈａｒａｓｈｔｒａ，Ｉｎｄｉａ ９４．５万美元 冶金工程，成套设备、备件贸易、技术服务贸易。 ６６．７％ １

宝钢工程（越南）有

限责任公司

ＨｏＣｈｉＭｉｎｈＣｉｔｙ，Ｖｉ
ｅｔｎａｍ

１００万美元 冶金工程，成套设备、备件贸易、技术服务贸易。 １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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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制造服务事业部、上海丰宝综

合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宝公

司”）、餐饮管理分公司、职业健康公司、

上海置业分公司、园区设施技术服务分

公司（以下简称“技术服务分公司”）６个
直属业务单元。２０１９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７６亿元，利润３１５亿元，经济增加值
（ＥＶＡ）累计１０７亿元，资产总额６８５３
亿元。至年末，在册员工 ４５７７人，其中
在岗员工２６４６人。

【经营管理】　宝钢发展资源资产转化率
１２５７％；资产负债率控制在５５９９％；实
现降本增效 ３１１６万元；通过对外借用
支撑、新业务拓展等措施，增收节支逾

７６００万元；通过不良债权清理，回笼资
金２４３５万元。制造服务事业部继续优
化机构，下属业务单元精简５０％，退出
绿化业务；多渠道推进人力资源效率提

升工作，提升率达１１２％；通过压缩办
公场所、业务回归等措施深化降本增

效，全年实现减亏 ３９２２万元。丰宝公
司规范业务外包，退出装载、工程机械

维修保驾等无盈利能力业务；完成宝钢

新事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３家子公司压
减。职业健康公司着眼业务流程优化

和客户体验提升，升级员工健康管理信

息系统，优化体检套餐，推出１０个自选
体检项目。上海置业分公司完成宝林

路４５８号、通北路 ８９７号、宝杨路 ８８９
号等资产转化项目；编制形成月浦单宿

地块开发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宝乐汇

生活时尚中心业态，实现租金提升

２２％；通过挖掘内外部潜力、业务回归
等方式新增岗位 ２２１个。技术服务分

公司编制形成园区设施技术服务业务

的专业规划；研发消防设备设施和制冷

设备的远程监控与智能巡检技术；推进

标准作业规程管理，空调、消防设备设

施故障率持续下降。长者辅具及用品

租售业务品牌效应不断集聚，全年布点

５２家体验门店。

【规划投资】　宝钢发展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４７１亿元，其中直接用于规划项目
４４３亿元，是上年同口径的４４３倍。长
期投资总额３２９亿元，全部用于规划项
目投资，是上年同口径３２１倍。

【规划项目】　１１月１８日，广粤路租赁
住宅项目开工。年内，湄浦路北块 ３６１
弄宝山智慧制造产业研发总部园区项目

获集团公司批准，完成土地规划调整并

获上海市规划批复，与宝山区达成国有

土地收储意向，确定土地收储与出让价

格，成立宝地锦溥（上海）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作为该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平

台。湄浦路南块３６０号租赁住宅及老年
公寓项目完成项目定位，明确租赁住宅

土地规划调整方向。罗泾产业园项目与

宝钢股份签订租赁框架协议，完成产业

规划和城市概念设计，推进环保产业园

规划编制，完成办公楼装修项目，启动指

挥中心大楼装修改造和部分设备设施拆

除工作，开展上海宝地长江口创智产城

发展有限公司长期投资可行性研究。盐

城钢铁配套园区项目对接宝钢股份盐城

钢铁指挥部，开展多方走访调研，编制形

成初步策划方案。

【非规划业务转型调整】　１２月１３日，
餐饮管理分公司启动餐饮业务改革，７５
名员工组建创业公司，承接原有餐饮业

务；丰宝公司启动通勤业务优化工作，压

缩通勤线路１３条。１２月２６日，宝钢物
流（江苏）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无偿划转
至宝武物流资产有限公司的请示获集

团公司批准。１２月２７日，启动将水处

理相关业务划转至宝武水务科技有限

公司的工作。年内，宝钢发展继续推进

法人压减和参股瘦身工作。宝钢发展

母公司吸收合并宝钢新事业发展有限

公司和申宝公司（全称），以破产清算方

式注销上海宝齐氧化铁有限公司；挂牌

转让上海华宝车用气体有限公司４０％
股权，处置持有的上海银行 ３０６７９万
股股票，回笼资金 ３１５６万元。调整宝
钢集团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管理

关系，宝钢发展直接管理的业务单元缩

减至６个。全面完成“三供一业”分离
移交后的项目改造和竣工验收，启动专

项审计清算工作。平稳移交宝钢又一

村等３个居民小区的原宝钢活动室，收
回７套房屋。

【基础管理】　宝钢发展强化安全生产
责任制，修订完善１３项安全管理制度，
编制安全环保风险管理地图并实现智

能化运行，制定《建设项目安全环保管

理规范》，开展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

安全生产大检查，对１５４个隐患落实整
改措施，对１７２个问题逐项完成整改和
现场验证，对 ３３名责任者进行问责。
加大能源环保管理力度，对在租与待租

的生产性、经营性场所开展环保合规性

排查，落实固体废物全流程系统管控，

落实垃圾分类管理，全年能源消费总额

下降２１％，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化学
需氧量排放分别同比下降 １２％和
１３％。从管理制度体系、安全生产责任
制落实等方面入手，实施基础管理诊

断。针对６家直属业务单元管理现状，
分别形成基础管理评估报告，揭示出

３１７个问题点，敦促各单位落实整改，形
成长效机制。根据作业与管理特性不

同，试点推进标准作业程序（ＳＯＰ）工
作，编制形成３１套样板，技术服务分公
司针对检修类作业制定标准作业程序

２３套。加强维稳信访基础管理，严格执
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对

涉及公司员工切身利益改革事项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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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评尽评，办理各类信访事项４６件、６６
批、６９人次。

【无效资产处置】　宝钢发展处置低效
无效资产１２６３项，实现收益１０２４万元。
清理银行账户 １８个，资产质量得到优
化。开展经济责任审计、投资审计和管

理审计，实施审计项目１５个。
（曹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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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３７７８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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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

设，发布《宝山区产业互联网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谋划和部署未
来三年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

设，推动产业互联网健康、快速发展。举

办２０１９（第六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
论坛，持续抢抓产业发展话语权，搭建产

业交流合作平台。制定新兴产业园区认

定办法、宝山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实施

方案等，争创市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

基地。

【举办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专家研讨

会】　４月２６日，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
专家研讨会在智慧湾科创园依弘剧院

举行。会上，中国工程院、中国机器人

产业联盟、中国机械工业联合、宝山区、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机

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等机构和企业专家、学者和官员围绕中

国机器人产业现状以及发展形势，如何

积极应对发展过程中面临挑战等主题

进行演讲和交流。宝山区 ３家区属企
业———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上海临港南

大智慧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市宝

山区智慧湾科创园以合作共赢、联合开

放为目标，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近

年来，借助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

技创新中心和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

牌良好契机，宝山区充分依托空间、技

术、人才、应用等优势，通过“区域 ＋产
业＋创新”迭加政策，加快推进机器人
产业标准化、模块化、系统化发展。

【举办２０１９（第六届）中国产业互联网
高峰论坛】　１０月 ２３日，由中国互联
网协会和宝山区人民政府主办 ２０１９
（第六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在

宝山区德尔塔酒店开幕。论坛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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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授牌。长

三角产业互联网联盟揭牌成立。作为

国内产业互联网每年一度高端论坛，中

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 ５
届，成为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特色品牌。

此次论坛重点围绕“智能·５Ｇ应用·
人工智能”主题，汇聚来自政、产、学、研

界多位大咖以及各行业资深专家，共同

围绕智能、５Ｇ应用、人工智能等最前沿
技术发展与应用和最新实践成果深入

探讨与经验分享。来自全国区块链产

业联盟、宝武集团、商汤集团、阿里云、

百度集团、中国电信等业内知名专家分

别做主题演讲，为大家分享产业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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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工业互联网及两化融合政
策宣贯培训会】　７月１０日，区经委举
办２０１９年工业互联网及两化融合政策
宣贯培训会。来自科研院所及企业专家

讲师团成员，结合当前企业广泛关注工

业企业转型升级、工业互联网实施路径

等问题，与到场参与的近１００名企业代
表分享交流，包含“企业实施工业互联网

的路径及成功案例”“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贯标解读”和“５Ｇ技术在工业互联网
中的应用”等内容。此次活动集学习交

流于一体，帮助区内企业深化认识工业

互联网、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加快推进本

区工业互联网发展，普及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标准，加速产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变

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力。

（肖轶楠）

智能制造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形成８００亿元
产值新材料产业集群和５００亿元产值机
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新能源、新一

代信息技术、建筑科技、生物医药产业均

实现两位数增长。至年末，机器人及高

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及

新一代信息技术四大产业工业总产值

１０８８７７亿 元，占 全 区 工 业 总 产 值
５４８％。其中，机器人及高端装备产业
工业总产值３９３６９亿元；新材料产业工
业总产值６７３３６亿元；生物医药产业工
业总产值３４６４亿元；人工智能及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 １７９７亿
元，规模效应凸显。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宝山区推动石
墨烯、超导等领域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

至年末，建成５个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功能型平台，实现高新技术企业数超

６００家。区域创新能力得到增强。加强
与大集团、大院所合作，加强前沿和共性

关键技术攻关，引进华域新能源汽车驱

动电机项目和电驱系统、赛赫智能等行

业龙头企业落户，成功创建国家级、市

级、区级企业技术中心１２０家。其中，宝
冶、二十冶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飞凯

光电、海隆石油正在申报国际级技术中

心。复控华龙获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

宝武集团、上海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阿为特精密仪器有限公司等高新技术企

业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企业创新能力

不断提高。

【持续拓展产业空间】　宝山区制定南
大未来智慧城和吴淞创新城产业规划，

明确南大来智慧城（６３平方千米），按
照“不低于黄浦江两岸”标准，“三年全

面启动、五年基本建成”，超前布局未来

前沿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ＡＩ产业为标志，打造以总部经济为
特色人工智能、芯片设计、互联网 ＋、数
字媒体、文化旅游、金融科技、生物医药

七大产业集聚。吴淞创新城（２６平方
千米），重点发展新经济、新材料、新硬

件、科技创新、文化创意、高端商务商

业、高品质特色旅游等主导产业。加快

推进吴淞工业园区和南大地区转型，以

不锈钢高炉汇博中心、博绣荟、厚友金

融产业园等一批首发项目蓄势待发。

（王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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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实现商品销售
额６１３６４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５％，增
幅位列全市第二。其中，金属及金属矿

批发实现商品销售额 ４５２５３８亿元，增
长７９％，占全区商品销售额７４％，对全
区商品销售额增长贡献率达 ６８９％。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３９６６亿元，
增长８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位列

全市第六，增幅位列全市第三。按行业

分，批发和零售业实现 ６７９１９亿元，增
长７７％；住宿和餐饮业实现 ６０４６亿
元，增长１４３％。

【持续打响“上海购物”品牌】　区商务委
拟定并落实《宝山区进一步优化供给促

进消费增长 建设北上海特色消费区的

实施方案》，打造智慧湾、新业坊、三邻桥

３家市级夜上海特色消费区，以打造“国
际范、上海味、时尚潮”为目标，举办２０１９

上海购物节宝山商圈活动，推进“文化进

商圈”项目，将文化艺术项目引进宝山万

达、宝乐汇等商业综合体内。宝杨宝龙广

场、杨行招商花园城、经纬汇等大型购物

中心年内开业，打造宝山商业新亮点。

【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　宝山区年内
完成杨鑫菜市场等 ５家标准化菜市场
建设改扩建项目和５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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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推进重点商业项目

项目名称 所属街镇 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备注

宝杨宝龙广场 友谊路街道 ２７．３（商业１３）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２日开业

上海长滩（商业项目） 友谊路街道 ３５ ２０２１年商业项目开业

临江商业商务中心 友谊路街道 ２４．３８ ２０２１年开业

金富门改造项目 友谊路街道 ８．１ ２０２１年开业

招商花园城 杨行镇 商业６．７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９日开业

中铁北城时代（商业项目） 杨行镇 ５．７ 商业项目２０２０年开业

上海芳草地 淞南镇 ５２（商业１０．４） 商业项目２０２４年开业

紫金谷＋（经纬汇商业商务广场） 大场镇 ２５（商业１３）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１日开业

宝山日月光商业广场 大场镇 １７ ２０２１年开业

上海东虹国际商城 罗泾镇 ９．２ ２０２１年开业

月浦万达广场 月浦镇 ４ ２０２１年开业

罗店中集商办项目 罗店镇 ３４．４（商业１４．９；办公１９．５） ２０２３年商业项目开业

表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改（扩）建标准化菜市场

所在街镇 菜场名称 地　址

杨行镇 杨鑫菜市场 杨泰路２５８号

顾村镇 顾北菜市场 顾荻路３３２号

大场镇 上蔬永辉经地路店 经地路９９弄３号

友谊路街道 青鲜优选菜市场 友谊支路２６５号

宝工园 万有集市菜市场 潘泾路４５７１号

９５１



【为平台企业赋能】　区商务委围绕“互
联网平台＋供应链”发展战略，推进国家
级钢铁领域平台经济发展试点，完成《上

海市宝山区推动钢铁领域平台经济发展

实施方案》编制。钢铁领域平台试点企

业欧冶云商和钢银电商开展供应链创新

应用活动，进一步推动钢铁平台向全产

业链融合发展。 （倪卫榕）

服务业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服务业完成增
加值９７４８５亿元，可比增长９５％。服
务业占经济总量比重 ６２８％。全区服
务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７６６４亿元，占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８５８５％；实现税
收２６６８６亿元，增长１４％，其中区级税
收１０８０４亿元，增长６８％。

【商务载体产出效益提升】　至年末，宝
山区纳入统计监测范围的８６个商务载
体总税收实现５８１０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６６％；总税收单位面积产出 １６７４８２
元／平方米，增长 １３６６％，总体入驻率
７８７１％，落地型企业注册率６８９３％，税
收收入１亿元以上载体１６个。完善宝
山区产业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系统———区

商务载体经济运行监测和分析系统，并

正式上线运行。

【发挥政策引导效应】　区商务委完成
２０１８年度“租税联动”资金拨付，做好专项
资金使用后续跟踪和监督管理。开展２０１９
年度“租税联动”备案工作。做好２０１９年
市、区两级服务业引导资金项目的资金拨

付和后续跟踪、验收、绩效评价等。

【举办２０１９上海国际婚礼时尚周】　１１
月１８日—１９日，２０１９上海国际婚礼时尚
周开幕式及相关系列活动在宝山新业坊

举办，活动主题为“爱·在上海　购·在
上海　游·在上海”。“上海婚礼采购
节”揭牌。邀请全国２５个省市、１００余个
地市以及港澳台地区婚庆业社团组织，希

腊、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全国

各地及海外３００余家婚庆专业机构团体、
１００余家婚庆产业链企业以及１５００余名
专业观众共同参与。 （倪卫榕）

粮食管理

【落实粮食安全区长责任制】　区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贯彻落实粮食安全区长责

任制，组织召开宝山区２０１９年度粮食安
全责任制考核工作专题会议，协调区内

１３家相关单位（部门）建立区安全责任
制考核联络员制度，布置各项考核工作，

按照时间节点进行自查总结。２０１９年
度区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自评反映，区

政府领导重视，财政补贴到位、落实整改

措施有力、补“短板”加强“粮安”基础建

设、提高食品追溯管理水平、落实完善粮

食扶持政策等方面成绩显著，确保完成

粮食安全各项任务，被市粮安考核办评

为年度“考核优秀”。

【粮油收购】　宝山区共收购、采购粮食
１１７９万吨。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协调
辖区内农业发展银行、区财政等部门多

渠道筹措资金，满足粮食收购和区级储

备粮轮换资金的需要，粮食收购中未发

生“打白条”情况，确保一方社会稳定。

【粮食应急网络保障】　２０１９年，区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合理布局区域内粮食应急

供应网点５９家、应急加工厂２个、应急
储备库点４个。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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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落实区级粮食储备７０４万吨核
定规模，制定《宝山区区级储备粮管理办

法》及配套附件《区级储备粮补贴标准

与支付规定》，完善轮换管理和库存监管

机制。区财政安排储备粮专项补贴预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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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度区级储备粮轮换销售，年内
区级储备粮轮换销售全部通过网上竞价

销售，共计销售４１９３９吨。

【保障粮食市场稳定】　区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开展对区域

内粮食收购市场专项监督检查，维护粮

食收购市场秩序。年内共开展双随机抽

查５６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１１８人次，
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５６个／家，共抽查粮
食收购活动等１１项检查事项。

【完善区粮食中心化验室功能】　年内，
在区粮食中心化验室改建完工的基础上

添置检测真菌毒素、重金属、稻曲病等指

标的粮食检化验设备，确保入库粮食质

量安全。

【束里桥粮食储备中心库改建完工】　
１１月，束里桥储备粮中心库改建竣工，
政府财政全额投资６５００万元，粮食仓容
从２１万吨增加到３４万吨。新粮库采
用智能化存储设备，精确记录库存数量，

避免人工误差，有效提高工作运行效能，

确保粮食储存安全。

【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　全区副食品
价格补贴全年发放约６４万人。开展副
补办理事项“全市通办”“一网通办”工

作，宝山区１２个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副补发放业务全部纳入“全市通

办”服务窗口。

【帮困粮油供应】　全年回笼全区３８家
帮困粮油供应指定商店帮困粮油供应券

６８８５９张；供应帮困粮油商品价 值
４５８２２万元。７月，对宝山区联华超市
永清店、华联超市宝良店、农工商宝山店

等帮困粮油供应指定商店供应的宝宇牌

大米、乐惠东北大米、农工商大米、金龙

鱼苏北大米、融氏玉米油、鲁花花生油、

海狮葵花籽油等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进

行质量检测，检测情况良好。９月，对宝
山区农工商宝山店、华联超市宝良店帮

困粮油供应指定商店供应的雪雀小麦

粉、收麦人小麦粉、宝宇牌大米、农工商

大米、海丰优质大米、福临门大豆油抽取

样品送市局检测，检测情况良好。

【加强物资储备管理】　区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与区应急局、民政局等部门多次

进行工作沟通，有关领导对宝山区物资

储备储存数量、品种、储存库点调研和梳

理，召开专题会议研讨物资储备的各项

工作。明确救灾物资分级储备主体责

任，做好区相关部门沟通协调，配合建立

救灾物资储备协同机制，落实应急物资

储备管理工作措施。

【开展粮食安全系列宣传活动】　１０月
１６日，围绕第３９个世界粮食日，区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开展“行动造就未来健康

饮食实现零饥饿”粮食安全系列宣传活

动，组织开展区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

评选上报工作、上传２０１９年世界粮食日
和粮食安全系列宣传视频，制作主题海

报、宣传画，在军营、社区、机关、企事业、

标准化菜市场等部门向公众宣传爱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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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和保障粮食安全理念，倡导均衡膳食、

谷物优先、粗细搭配的科学饮食营养理

念。帮助广大消费者掌握必要的粮食营

养及储存知识，树立科学健康的消费理

念和爱惜节约粮食意识。 （姚　懿）

烟草专卖

２０１９年８月，宝山烟草开展２０１９年专卖行政执法案卷评审 耿文霞／摄影

【概况】　２０１９年，上海烟草集团宝山烟
草糖酒有限公司按照年初“１２５”（以党
建为发展引领，确保实现年度方针目标

和现代商业体系两个重点目标顺利完

成，着力提升人才培育、卷烟营销、专卖

打假、成本控制、规范运行５个重点方面
的高质量支撑能力）目标，坚持“三管一

加强”（管人、管事、管资产，加强考核）

总体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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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提升。年内，公司获上海烟草集团“商

业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基层创建活动管理特
色奖”。宝山烟草营销部第一党支部获

上海烟草集团“２０１９年特色主题实践活
动奖”。专卖科室班组获上海烟草集团

工会“工人先锋号”。

【推进现代商业体系落地】　公司坚持目
标管理思路，运用线性回归、批零消多维

分析等量化方法，提高区域市场容量和潜

力预测科学性。运用大数据建立模型，提

升指标监测的广度和预警的速度。运用

ＰＤＣＡ理念，定期评价改进指标完成情
况。至年底，卷烟批发销售总量同比增长

３５％，单箱销售金额同比增长３２％。

【破获上海宝山“３·５”运销假、私烟网络
案】　宝山区局成功捣毁涉及四省一市，

运销假、私卷烟的网络犯罪团伙，查获各

类违法卷烟共计５５０４万支，实物案值
６２８１１万元。在上海、广东、广西、安徽
４地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２５名，其中取
保候审 １１名、逮捕 １３名、行政处罚 １
名，截获作案运输车辆８台，捣毁违法卷
烟中转仓库１３处。

【行政处罚案卷评查】　宝山区局组织
员工学习烟草专卖法律法规、行政处

罚手册，建立专卖科、稽查支队自查复

核机制、法制员审核机制以及内管执

法岗监督机制，开展集中评查和流程

评查，商讨疑难案件，及时发现问题严

格整改，提升卷宗制作质量。

（蒋卓俪）

市　场

【概况】　２０１９年，全区有商品交易市场
１４６家（经营中 １２８家，实际不经营 １８
家）。市场类型：农副产品市场１０３家，
其他消费品市场１家，工业消费品市场
２９家，工业生产资料市场１３家。细分市
场类型：农副产品综合市场９５家，茶叶
市场４家，花鸟市场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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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家，建材市场１３家，家
居市场４家，电子市场１家；钢材市场６
家，机动车配件市场 ３家，木材市场 １
家，机电设备市场１家，旧机动车市场１
家，其他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１家。

表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商品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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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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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８６ √ 杨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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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９ √ 杨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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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９ √ 杨行镇

上海京沪汽车配件用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沪太路３２５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动车配件市场 ８２ √ 大场镇 拆迁

上海联东石材陶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１９８号－３２２３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其他工业生产资料
专业市场

５２ √ 大场镇 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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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迁

上海福人林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２６９５号－２６９９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木材红木家具市场 ８１ √ 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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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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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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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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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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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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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点活禽交易市场 ５５ √ 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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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 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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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 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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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 √ 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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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 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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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６ √ 大场镇

上海华欣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真华路１０５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 √ 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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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５－ √ 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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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高境金属交易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新二路１６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２９ √ 高境镇 暂停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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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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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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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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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程居茶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二路１６８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茶叶市场 ６ √ 高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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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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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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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０ √ 高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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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 高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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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 √ 高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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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 高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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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 高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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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 √ 高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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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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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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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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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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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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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点活禽交易市场 ８５ √ 顾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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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 顾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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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 √ 顾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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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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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 √ 顾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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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 √ 顾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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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 顾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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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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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 √ 顾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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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 √ 顾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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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 顾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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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 顾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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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 顾村镇

上海宝菊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宝菊路６５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 √ 顾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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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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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经营

上海佰旺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１１１６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２３ √ 罗店镇
场地
被收回

上海罗溪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罗溪路８０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７ √ 罗店镇 政府动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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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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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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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罗泉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２５００号３幢—１２幢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１０３ √ 罗店镇

上海罗店小商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塘西街１６９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１３２ √ 罗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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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 √ 罗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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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 罗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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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４ √ 罗店镇

上海宝山居美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美文路５６９号一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９ √ 罗店镇

上海台逸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年喜路７３７号１—２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６ √ 罗店镇

上海罗美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美平路６７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５ √ 罗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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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瀚广农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潘泾路４５７１号１—２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 √ 罗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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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 罗泾镇 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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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佳易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潘新路９６号—１０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 √ 罗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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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 √ 庙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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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６ √ 庙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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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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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１ √ 庙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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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云峰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西路７７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５０ √ 淞南镇
部队停场，
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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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销
未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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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 淞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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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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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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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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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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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点活禽交易市场 ８５ √ 淞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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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 √ 淞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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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 √ 吴淞街道

上海西朱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同济路２０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０ √ 吴淞街道 暂停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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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 吴淞街道
部队停场，
已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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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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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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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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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 吴淞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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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 √ 吴淞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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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唐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铁山路１０７１—１０７９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３６ √ 杨行镇
吊销
未注销

上海东智钢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友谊路１５０２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１６ √ 杨行镇 暂停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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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亿海茶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友谊路 １８９９弄 ５８号 ２０５—２０７
室２层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茶叶市场 ２４ √ 杨行镇 暂停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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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 杨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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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 杨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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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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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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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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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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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自产自销简易
市场

１３ √ 杨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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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 √ 杨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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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 杨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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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 杨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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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 杨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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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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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 √ 杨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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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 √ 杨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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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６ √ 友谊路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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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 √ 友谊路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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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５ √ 友谊路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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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 √ 友谊路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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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 友谊路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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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 √ 友谊路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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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 √ 友谊路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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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 √ 友谊路
街道

上海宝山上蔬永辉中心菜场有限公司 东林路２０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 √ 友谊路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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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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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点活禽交易市场 ５５ √ 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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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 √ 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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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２ √ 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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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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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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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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上蔬永辉生鲜食品有限公司经地路分
公司

经地路 ９９弄 １幢 ３号第 ２层
２０８—１Ａ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 √ 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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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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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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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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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自产自销简易
市场

２５ √ 月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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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自产自销简易
市场

２８ √ 月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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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自产自销简易
市场

２３ √ 月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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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４ √ 月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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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６ √ 月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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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 月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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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 √ 月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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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 √ 月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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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６ √ 月浦镇 改造中

上海宝山泗塘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爱辉路５９９弄内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１５ √ 张庙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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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上房绿建花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爱辉路３５８号—５００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花鸟鱼虫市场 １０３ √ 张庙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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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 √ 张庙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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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２ √ 张庙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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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０ √ 张庙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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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６ √ 张庙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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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 张庙
街道

（徐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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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５月，北翼国大门市店医保药店开张（上图）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长兴公司束里桥加油站正式挂牌加盟中国中化集团（下图）区供销社／提供

供销合作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供销社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２６９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７９０３万元，上缴税收 ９６９１万元。拥
有１６家全资企业（含３个基层供销社），
６家绝对控股企业、４家相对控股企业，３
家参股企业和６家财务型投资企业；在
编人数８０６人，比上年减少３３６％。

【供销综合改革】　区供销社完善合作
社法人治理结构，召开六届一次社员代

表大会，完成理事会、监事会换届工作，

并审议通过《区供销社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企
业发展规划》。加快改制企业转型突破，

打造未来增长极。年内完成南方公司和

横沙公司原自然人股权回购工作。９月
１９日，全国总社邹天敬副主任到区供销
社调研。

【产业转型升级】　区供销社主动服务
“四大品牌”和“乡村振兴”。全系统实

现资产经营收入 ３０１亿元。稳步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秉承“以知养恬、逸乐安

康”理念的月浦恬逸养老院完成内部装

修并具备开业能力。完成罗店大居、顾

村潘广路、苏家浜路约３７万平方米招
商工作。传统市场转型调整，北翼商业

街边运营、边调整，引进新东方等一批优

质教育培训机构，原以服饰百货为主的

“女人街”转型为以教育培训为亮点的

“育人街”。

【管理品质提高】　区供销社全系统实
现全年商品销售收入 ２３５亿元，服务
业收入 ２８７９万元。其中：长兴公司束
里桥加油站正式挂牌加盟中国中化集

团，品牌实力和管理能力得到提升；南

方公司抓住“两网融合”契机，做强再生

资源业务，成为主营业务同比增长领跑

者。现阶段，成品油业务和废不锈钢业

务成为拉动销售增长的两驾马车，２家
单位分别实现全年销售 １０７亿元和

１０５亿元。医药公司新开１２家医保门
店，现共有２７家，占总门店数 ４７％，全
年医药销售１７亿元，医保占总销售约
三成。

表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全资、控参股公司

单位名称 性质 单位名称 性质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供销合作社 全资

宝山区顾村供销合作社 全资

上海宝山月浦供销合作社 全资

上海宝山供销商业咨询服务公司 全资

上海翼家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

上海北翼（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

上海北翼大酒店 全资

上海翼杰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

上海北翼商业街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

上海翼馨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

上海轧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

上海翼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

上海恬逸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

上海北翼装卸储运有限公司 全资

上海南方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全资

上海崇明横沙供销有限公司 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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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名称 性质 单位名称 性质

上海宝山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绝对控股

上海北翼典当有限公司 绝对控股

上海长兴供销有限公司 绝对控股

上海横翼商贸有限公司 绝对控股

上海翼之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绝对控股

上海宝山葑塘综合商店有限公司 绝对控股

上海华森消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相对控股

上海罗店供销有限公司 相对控股

上海北翼国大药材医药有限公司 相对控股

上海北翼投资有限公司 相对控股

上海沪客隆招商市场有限公司 参股

上海北翼（集团）勤丰连锁有限公司 参股

上海宝山煤炭有限公司 参股

上海复客北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型

上海宝山区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型

上海烟草集团宝山烟草糖酒有限公司 财务型

上海申宝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财务型

上海新农村建设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型

上海宝翼制罐有限公司 财务型

（郁　悦）

电子商务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共有各类电子
商务企业２７８家，其中纳入统计监测规
上企业共６３家（Ｂ２Ｂ类型１１家，Ｂ２Ｃ类
型２８家，电商服务类型２４家），实现电
子商务交易额 ２３５３６亿元，同比增长
３６３％，跃居本区“千亿级”产业行列。

【Ｂ２Ｂ电子商务交易额占主导】　钢铁
等大宗商品成为本区电子商务发展特

色，交易规模占比持续增加。钢铁行业

电子商务交易额达１９８０亿元，占全部电
子交易额８４１２％。

【产业类别】　宝山区电子商务产业主
要有 Ｂ２Ｂ、Ｂ２Ｃ以及电子商务专业服务
业等类型。Ｂ２Ｂ类型：依托钢银电商（全
国排名第１）、欧冶云商（上海钢铁交易
中心）（全国排名第二）、我的钢铁网（具

有全球影响力）等重点企业，宝山区成为

全国钢铁电商平台交易集聚中心和大宗

商品咨讯服务高地。同时，以欧冶云商、

钢银电商为主要载体，在全国首创国家

级钢铁领域平台经济发展试点工作。

Ｂ２Ｃ类型：激发互联网消费优势，依托能
良电子、波司登、璞睿供应链等一批重点

企业，互联网零售额逐年稳步上升并首

次突破１００亿元。电商专业服务：引进
和培育一批以联蔚信息、爱回收、掌门教

育、微盟科技为代表软件设计、循环经

济、在线教育、数据服务类型企业，对区

域电子商务发展起到支撑作用。

【发挥电子商务平台示范作用】　至年
末，宝山区共有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随易网络有限公司、上海能良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５家企业获评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上
海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称号。

【建设钢铁领域产业平台】　宝山区建
设钢铁领域平台经济示范区，以欧冶云

商和钢银电商为核心，开展钢铁供应链

创新应用试点，整合钢铁供应链各方资

源，发展平台金融、深化研发创新及大数

据应用，优化提升交易、物流、仓储加工、

供应链金融、大数据、研发创新等供应链

综合服务，提升钢铁供应链效率，实现钢

铁产业生态圈发展。

【培育互联网个人消费平台】　宝山区
加快社区服务平台发展，鼓励建设食行

生鲜、微盟、萌店、爱回收等一批与居民

生活息息相关生活服务平台项目。培育

建设能良电子、唯一视觉、合亚眼镜网等

一批创新型个人消费服务电商平台龙头

企业，推动重点领域电子商务创新发展，

推进在线旅游、在线定制等特色个人消

费服务平台和食物链等跨境电子商务平

台发展。

【推动互联网专业服务平台发展】　宝
山区培育和发展一批有发展潜力企业服

务平台项目，吸引民营经济总部、贸易型

总部、管理总部、投资总部、研发总部、营

销总部、采购总部和结算总部落户宝山，

延伸商贸总部经济产业链，形成平台集

聚效应。推进贸易流通领域安全、信息

追溯系统平台建设，促进具有产业优势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规模化发展和全球供

应链平台建设。

【推进互联网供应链平台建设】　宝山
区培育和发展鸭嘴兽、及韵物流、运钢网

等互联网供应链平台发展，打造智慧供

应链平台，提高供应链协同效率，推进对

宝山传统物流业态智能化改造升级，建

设具有产业和市场优势供应链大平台。

聚焦大宗商品、消费品、物流等领域，支

持供应链平台推广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整合

研发、设计、采购、制造、销售、物流仓储、

融资、支付、回收等供应链各环节，形成

产业联动生态圈，掌握行业大数据；发展

供应链金融，实现供应链效率变革；制定

有利于供应链协同和整合产品、技术、管

理、数据、指标等关键共性标准；构建供

应链平台信用体系，增强资源配置功能，

打通国际国内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

（邹舒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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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房地产业
◎ 编辑　吴思敏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扩建工程（Ⅰ、Ⅱ、Ⅲ标段）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
家优质工程）（上图）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３５０万吨钢铁项目工程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境外
工程）（下图） 上海宝冶／提供

建筑业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建筑业增加值
６３２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０％。区域内
三级资质及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

总产值９００４７亿元，增长１６７％，其中
在外省市完成产值 ６５２２５亿元，增长
１７３％；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６４１７万平方
米，增长 ４４％；竣工面积 １１５９万平方
米，增长２７２％。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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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标准化管理年”为主线，

以全面完成上海宝冶四五规划实现新跨

越为目标，走高技术高质量发展之路。

全年合同签约额８４０亿元，营业收入４１８
亿元，利润总额１０３亿元，全面完成中
冶集团下达的各项考核指标，获中冶集

团“突出贡献奖”“全面完成预算奖”“市

场开发奖”“科技创新先进单位”等称

号。年内获评中央企业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
年功勋企业名录，位列上海市建筑企业

经营实力第四名，获“中国长三角地区劳

模工匠创新工作室”“上海市劳模创新

工作室”“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等荣

誉。首次获境外鲁班奖、中国建筑装饰

奖，实现项目创优创奖“大满贯”。《宝

冶志》正式发布。

上海宝冶围绕企业管理和项目管理

要素，按照 ＥＰＣ工程总承包的管理要
求，向企业管理、体制机制、规模增长、产

业链集成、战略投资、风险控制６个方面
要效益，全面落实标准化管理，助推公司

高技术高质量发展。上海宝冶坚持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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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总包、品牌、工期、质量、安全、信息化

管理要效益。贵阳地铁２号线二期工程
实现车站全部封闭、桥隧全线贯通，中国

第一条双曲面喷射成型的雪车雪橇赛道

全线合龙贯通，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四期

工程３１２天竣工交付使用，特斯拉超级
工厂１２０天荒地华丽“变身”。

巩固重点区域，扩大营销战果。全

年８大区域公司新签合同额占总签约额
６０％。聚焦业主需求，培育优质客户。
全年冶金项目新签合同额再创新高。在

非钢建设领域，中北、华南两大区域均超

百亿。暹粒—吴哥国际机场飞行区总承

包工程开创宝冶海外机场工程新纪元。

讷河生物医药 ＥＰＣ项目成为公司承接
的最大体量 ＥＰＣ工程。优化冶金 ＥＰＣ
全产业链服务体系。聚力装备制造打造

高端产业集群；将张家港、郑州钢结构两

个装配式基地打造成“ＥＰＣ＋数字建
造”，以“宝冶智造”建立产品体系。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专项课题

通过科技部中期考核，赛道材料研发创

新、施工喷射工艺创新等方面取得新突

破。有序推进２项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
申报工作，“特大型转化炉全模块化智慧

建造成套技术”获中国安装协会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多项技术成果分获中国五

矿、中冶集团科学技术奖。聚焦资本市场

热点，完善投资管理体系，中标富阳大盘

山隧道ＰＰＰ工程、中国海洋大学科教创
新园区一期ＰＰＰ工程等项目。探索认购
基金，驱动项目总包落地，完成北京城市

副中心投资基金和北京新航城基金认购。

表１ ２０１９年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获国家级奖项

工程名称 奖项名称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功勋企业

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经典工程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项目部 全国工人先锋号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央企业先进集体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最具品牌影响力企业７０强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扩建工程（Ⅰ、Ⅱ、Ⅲ标段）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黄石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３５０万吨钢铁项目（冶金公司）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境外）

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３５０万吨钢铁项目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境外）

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 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后续工程 国家优质工程奖

国华乌拉特中旗乌兰４００ＭＷ风电项目 国家优质工程奖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一期扩建工程 国家优质工程奖

普洛斯上海奉城物流园项目Ｂ－１周转仓库、Ｂ－２周转仓库 国家优质工程奖

福建晋华存储器生产线建设项目Ａ标段 中国钢结构金奖

中国海南海花岛国际会议中心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中国·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项目 中国钢结构金奖

超视鶭第１０．５代ＴＦＴ－ＬＣＤ显示器生产线项目总包Ａ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南京台积电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德州太阳能小镇项目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山钢集团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项目２０３０毫米冷轧工程建安施工（二标段）钢结构工程（总包） 中国钢结构金奖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期项目（下园）施工总承包ＩＩ标段装饰装修工程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深圳市健宁医院装修装饰工程Ⅰ标段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北京２０２２年冬奥会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项目ＢＩＭ应用 第八届“龙图杯”施工组一等奖

上海中芯大型电子厂房模块化ＢＩＭ应用 第八届“龙图杯”施工组一等奖

ＢＩＭ智造“国优”品质工程———无锡市惠山区全民健身中心 第八届“龙图杯”施工组三等奖

宁国城北新城振宁大桥项目ＢＩＭ实施应用 第八届“龙图杯”施工组三等奖

北京城市副中心职工周转房项目Ｂ１标段中的应用 第八届“龙图杯”施工组三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超高层建筑方达成大厦项目中的综合应用 第八届“龙图杯”施工组二等奖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莲塘口岸全过程ＢＩＭ应用 第八届“龙图杯”综合组一等奖

深圳市人民医院内科住院大楼项目施工阶段ＢＩＭ应用 第八届“龙图杯”施工组二等奖

南京蜂巢酒店项目ＢＩＭ应用 第八届“龙图杯”施工组一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中的施工管理应用———厦门西海湾邮轮城１＃、２＃、３＃、４＃地块项目 第八届“龙图杯”施工组三等奖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船舶交通管理中心ＢＩＭ全过程应用 第八届“龙图杯”综合组优秀奖

（许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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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翔路祁连山路贯通工程（上图）

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高能量密度动力储能锂电池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下图）

费　虎／摄影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五
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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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壹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等贰级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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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３８人，专业技术人员 １７７６
人，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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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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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类新兴产品，加大对 ５Ｇ信
息化技术、智慧制造等新兴产业和领

域的技术储备，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６５
亿元，利润总额 ２１亿元。全年申请
专利３７５件，其中发明类专利 ２８７件，
新获得授权专利１０６件（发明６５件）；
新增部级工法 １２项；６项科技成果通
过专家鉴定，其中 ２项成果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共获各类 ＢＩＭ奖项 １２项；
被认定为上海市宝山区企业技术中

心，并第 ３次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上海五冶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优

质工程奖３４项。其中宝钢湛江 １５５０
冷轧工程、黔南州平塘县 ＦＡＳＴ项目配
套工程获中国安装之星；宝钢混匀料

场 ＢＡ、ＢＢ和副料场 ＯＡ、ＯＢ封闭改造
工程获中国钢结构金奖；广东湛江钢

铁基地项目获国家优质工程金奖；平

塘天文康体养身中心建设项目获中国

建筑工程装饰奖。全年获国家级优秀

成果１篇、省部级优秀 ＱＣ成果３１篇。
年内继续蝉联上海市１００强企业、上海
市施工企业 ３０强，获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企业称号。嘉定行政中心获得上海

市绿色示范达标工地；陆翔路—祁连山

路贯通工程Ｉ标段项目通过上海市绿色
示范工地验收；贵州白云嘉禾学校通过

省级绿色示范工地验收。嘉定行政中

心、陆翔路—祁连山路贯通工程 Ｉ标段
项目等１２个项目获评各级“标化工地”。

（陈科文）

表２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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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中冶集团 ＢＩＭ技术应用大赛二
等奖

基于ＢＩＭ技术的钢结构精度管理（单项应用－创新应
用）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月

２０１９第八届“龙图杯”全国 ＢＩＭ大赛优
秀奖

ＢＩＭ技术在安徽蚌埠汇金商业广场二期项目中的应用 中国图学学会 １０月

第三届“李冰奖·开明杯”ＢＩＭ大赛企业
组三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南京国际健康城生命健康创新中心建设
项目的应用》（企业组）

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四川省土木建筑学
会建筑信息化专委会

１１月

第三届“李冰奖·开明杯”ＢＩＭ大赛企业
组二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嘉定行政服务中心ＥＰＣ新建项目中的综
合应用》（企业组）

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四川省土木建筑学
会建筑信息化专委会

１１月

第三届“李冰奖·开明杯”ＢＩＭ大赛企业
组三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棚户区改造工程上的
综合管理应用（企业组）

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四川省土木建筑学
会建筑信息化专委会

１１月

第三届“李冰奖·开明杯”ＢＩＭ大赛企业
组三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贵安新区克酬湖休闲配套设施工程（三
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项目的应用（企业组）

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四川省土木建筑学
会建筑信息化专委会

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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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　项 获奖项目／成果／团体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ＢＩＭ技术类

第三届“李冰奖·开明杯”ＢＩＭ大赛企业
组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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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组）

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四川省土木建筑学
会建筑信息化专委会

１１月

第三届“李冰奖·开明杯”ＢＩＭ大赛企业
组三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中小型体育场馆中的应用（企业组） 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四川省土木建筑学
会建筑信息化专委会

１１月

上海建筑行业第六届 ＢＩＭ技术应用大赛
二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陆翔路—祁连山路贯通工程中的综合应用
（综合类Ｂ组）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１２月

上海建筑行业第六届 ＢＩＭ技术应用大赛
三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京东亚洲一号郑州经开物流园施工总承包
项目的综合应用（综合类Ｂ组）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１２月

上海建筑行业第六届 ＢＩＭ技术应用大赛
三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嘉定行政服务中心ＥＰＣ项目综合应用（综
合类Ａ组）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１２月

上海建筑行业第六届 ＢＩＭ技术应用大赛
二等奖

ＢＩＭ技术在南京国际健康城生命健康创新中心建设项
目的应用（综合类Ｂ组）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１２月

单项类

上海市“金钢奖” 宝钢湛江１５５０冷轧 上海市金属结构行业协会 １月

上海市“金钢奖” 宝钢ＢＡ、ＢＢ混匀料场封闭改造工程 上海市金属结构行业协会 １月

上海市“金钢奖” 宝钢ＯＡ、ＯＢ副料场封闭改造工程 上海市金属结构行业协会 １月

上海市“金钢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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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金属结构行业协会 １月

上海市“金钢奖” 嘉定服务中心项目 上海市金属结构行业协会 １月

嘉定区优质结构工程 嘉定行政服务中心新建工程 上海市嘉定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 １月

镇江市优质结构工程 句容石狮中学文教中心 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１月

镇江市优质结构工程 句容城西小学报告厅 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１月

天津市建设工程“优质结构”
青光示范小城镇韩家墅村还迁区一期４＃Ｂ地块１６＃、
１７＃及其裙房工程 天津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２月

天津市建设工程“优质结构”
青光示范小城镇韩家墅村还迁区一期４＃Ｂ地块１２号
楼工程

天津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２月

天津市建设工程“优质结构”
青光示范小城镇韩家墅村还迁区一期４＃Ｂ地块１３号
楼工程

天津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２月

２０１７年度四川省建筑工程装饰奖 黔南州平塘天文康体养身中心建设项目 四川省建筑业协会装饰分会 ２月

上海市“优质结构” 嘉定服务中心项目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４月

中国钢结构金奖 宝钢混匀料场ＢＡ，ＢＢ和副料场ＯＡ，ＯＢ封闭改造工程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５月

上海市“申安杯” 首钢京唐公司二期球团工程２＃生产线第三标段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 ８月

上海市“申安杯”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炼铁部烧结脱硫脱硝
改造工程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 ８月

上海市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工程类入
围）

嘉定行政服务中心新建工程 上海市建设协会 ９月

浙江省“优秀园林工程” 平塘天文康体养身建设中心园林Ⅰ标段工程 浙江省风景园林协会 ９月

南京市优质结构工程 南京国际健康城生命健康创新中心 南京建筑业协会 １０月

２０１９年度优秀焊接工程一等奖 宝钢电厂１、２、３号机组烟囱环保适应性改造工程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１１月

中国安装之星 宝钢湛江１５５０冷轧工程 中国安装协会 １２月

中国安装之星 黔南州平塘县ＦＡＳＴ项目配套工程 中国安装协会 １２月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平塘天文康体养身中心建设项目 中国装饰协会 １２月

综合类奖

二一九年度深圳市优质工程奖 龙岗智慧家园（一期）工程 深圳建筑业协会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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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

二一九年度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 龙岗智慧家园（一期）工程 广东省建筑业协会 ５月

二一九年度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 龙岗智慧家园（一期）工程 广东省建筑业协会 ５月

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 平塘天文康体养身中心建设项目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１２月

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项目焦化工
程干熄焦系统（一步）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１２月

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１２月

（陈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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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二十
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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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６３亿元，总资产约４９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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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４人，其中
专业技术人员７１３人，管理人员６１８人，
具有中高级职称５５１人。年内，公司坚持
稳中求进，深化改革创新，努力提质增效，

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公司“两金”（应

收账和存货）余额３６８亿元，比年初下降
１１亿元。通过公投获取订单７８亿元，
占新签合同额６９％。共申报专利２３４件，
其中发明专利１０６件。首次完成软件著
作权３件，形成企业工法１５篇。参加冶
建协部级工法关键技术鉴定１１项，其中，
鉴定等级国际先进５项、国内领先５项、
国内先进１项。主编参编国家、行业等标
准１０项。７项科技研发课题通过科技成
果鉴定，其中，６项为国际先进水平，１项

为国内领先水平。年内通过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第二次监督审核，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运行情况正常。年内承建贵州铜仁碧

江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宝钢湛江钢铁

三高炉系统项目以及上海市宝山区新增

冶金含铁尘泥资源化再生装置工程等大

型工程项目。由公司承建的独山尧梭花

园项目、昆山花桥梦世界项目、郴州缤纷

世界项目、长沙湘雅五医院项目获评省级

文明标化工地，衡阳高新项目获评“中冶

集团安全文明标化工地”。

表３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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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面积焊接球网架高精度快速施工关键技术 工程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特大型空分装备利旧建造综合技术研究与应用 建设工程技术创新奖一等奖（已答辩） 中国建筑业协会

特大型烧结工程节能环保建造新技术 五矿集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中国五矿集团

大型空分冷箱的模块化拆除施工方法 五矿集团专利奖 中国五矿集团

湛江钢铁基地工程 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项目１＃５１００立方米高炉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全国优秀焊接工程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中国安装之星 中国安装协会

国家优质工程奖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天圳·四季城项目２＃住宅楼
山东省建筑工程优质结构奖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济宁市建筑工程优质结构奖（市区级）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花桥梦世界电影文化综合体一期工程Ａ区地下室 昆山市优质结构工程（市区级） 昆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康城府邸２０号楼、２１号楼 徐州市优质结构工程（市区级） 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宝钢湛江钢铁基地项目连铸工程 中国安装之星 中国安装协会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１５５０毫米冷轧工程四标段 中国安装之星 中国安装协会

智贸通智慧产业园（Ａ）项目钢结构工程 上海市金钢奖 上海市金属结构行业协会

缤纷世界 ２０１８年湖南省年度项目考评优良工地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新材料创新基地南区工程 上海市金钢奖 上海市金属结构行业协会

巴马养生国际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建筑工程Ⅱ标段）ＥＰＣ总
承包合同（新建学校工程）

广西自治区优质结构 广西建筑业联合会

宝钢一高炉４号热风炉大修改造工程 全国优秀焊接工程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青岛新机场工作区、航站区综合管廊工程 山东省优质结构工程奖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王健欢）

土地储备与供应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土地储备中心完成
土地储备４０幅，面积１３８３公顷。其中：
经营性用地９幅，面积２３２６公顷；保障
性住房用地９幅，面积２８１６公顷；工业

用地３幅，面积１８１６公顷；租赁住宅用
地５幅，面积１３２６公顷；“城中村”改造
用地１３幅，面积５３１公顷；社保基金地
块１幅，面积２３７公顷。全年完成土地
出让 ３４幅（含 ２幅公告地块），面积
１４９３０公顷，总金额２８１５４亿元。其中：
经营性项目１４幅，面积５９９４公顷，出让金

额２２７８９亿元，经营性项目中，含城中村
项目８幅，出让面积３７６１公顷，出让金额
１５１４１公顷；租赁住宅项目２幅，面积６５
公顷，出让金额８６６亿元；动迁安置房项
目１２幅，面积４４２１公顷，出让金额３８０５
亿元；产业类项目６幅，土地面积３８６５公
顷，出让金额６９４亿元。 （黄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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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出让地块情况（含已公告未成交地块）

分
类

序
号

地块名称

面　积

公顷 亩
容积率 规划用途

竞得价／
起始价
（亿元）

楼面价
（元／
平方米）

单价
（万／亩） 备　注

经

营

性

用

地

１ 宝山工业园区ＢＳＰＯ—１８０１单元１１１—０３
地块（４０％租赁住宅） ６．７８ １０１．７５ ２ 普通商品房 １６．５０ １２１６５ １６２２ 摘牌时间：１月１６日

摘牌单位：上海中建八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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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５ ４０００ ４００ 摘牌时间：１月１７日

摘牌单位：爱玛宫（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ＢＳＰＯ—０１０４单元
０４２１—０１地块 ２．６６ ３９．９０ ２ 住宅 １２．７７ ２４０００ ３２００ 摘牌时间：２月２０日

摘牌单位：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４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ＢＳＰＯ—０１０４单元
０４２３—０１地块 ３．２１ ４８．２０ ２ 住宅 １５．４２ ２４０００ ３２００ 摘牌时间：２月２０日

摘牌单位：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５ 大场镇祁连敏感区 Ｗ１２１３０１单元 ２８—
０２地块（南大首发地块） ２．２２ ３３．３２ ４ 商办 ８．４４ ９５００ ２５３３

摘牌时间：５月１０日
摘牌单位：上海临港南大智慧城市发展有

限公司

６ 杨行镇 ＢＳＰＯ—０５０２单元 ＹＨ—Ｂ—２—
０７—１０地块 ５．７０ ８５．４６１ １．６ 住宅 ２１．８８ ２４０００ ２５６０ 摘牌时间：１０月１４日

摘牌单位：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小计 ２２．３５ ３３５．２０ ／ ／ ７６．４７ ／ ／ ／

城

中

村

７ 宝山区 Ｎ１２—１００１编制单元 Ｓ—０４地块
（“城中村”改造项目—康家村）

０．４５ ６．７５ １．５ 社区级公共

服务设施
０．４７ ６９９０ ６９９ 摘牌时间：３月１４日

摘牌单位：上海华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８ 宝山区 Ｎ１２—１００１编制单元 Ｓ—０７地块
（“城中村”改造项目—康家村）

２．２８ ３４．１３ ２ 动迁安置房 ２．６２ ５７５０ ７６７ 摘牌时间：３月２１日
摘牌单位：上海华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
宝山区大场镇联东村等“城中村”改造区

域 Ｅ１—１３Ａ、Ｅ１—１４Ａ、Ｅ１—１４Ｂ地块
（“城中村”改造项目—联东村）

１０．２４ １５３．６４ １．７ 住宅 ４２．１２ ２４１９２ ２７４２ 摘牌时间：５月２２日
摘牌单位：上海睿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 宝山区杨行镇ＢＳＰ０—０６０１单元０５—０２地
块（“城中村”改造项目—杨行镇老集镇）

０．６７ ９．９９ ２．５ 动迁安置房 ０．６７ ４０４６ ６７４ 摘牌时间：５月２２日
摘牌单位：上海诚卫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

顾村镇老镇社区（ＢＳＰＯ—１５０１和 ＢＳ
ＰＯ—１５０２）单元 １４—１１地块、１７Ａ—０２
地块、１７Ｂ—０２地块（顾村老集镇“城中
村”改造地块）

９．９５ １４９．２２ １．２／
１．６ 住宅 ２８．７６ ２００１１ １９２７ 摘牌时间：８月２７日

摘牌单位：上海顾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２ 宝山区Ｎ１２—１００１编制单元１３Ａ—０４地
块（“城中村”改造项目—康家村）

４．１０ ６１．５２ ２．１ 住宅 ２３．０８ ２６８０２ ３７５２ 摘牌时间：９月２５日
摘牌单位：上海华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３ 宝山区 Ｎ１２—１００１编制单元１３Ｂ—０２地
块（“城中村”改造项目—康家村）

３．５０ ５２．５５ ２．２ 住宅 ２１．１４ ２７４２７ ４０２３ 摘牌时间：９月２５日
摘牌单位：上海华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４
大场镇上大社区 Ｗ１２１４０３单元 Ｋ１—１０ａ、
Ｋ１—１０ｂ地块（“城中村”改造项目—场中
村）

１．２８ １９．１５ ２ 动迁安置房 １．５０６１ ５９００ ７８７ 摘牌时间：１２月１７日
摘牌单位：上海华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５ 大场镇上大社区 Ｗ１２１４０３单元 Ｊ２—０８ａ
（“城中村”改造项目—场中村）

０．７７ １１．５１ １．６ 住宅 ３．１７１３ ２５８３３ ２７５６ 摘牌时间：１２月１９日
摘牌单位：上海华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６
大场镇上大社区 Ｗ１２１４０３单元 Ｋ１—０６ａ、
Ｋ１—０６ｂ地块（“城中村”改造项目—场中
村）

２．７０ ４０．５７ ２ 住宅 １３．６１０４ ２５１６３ ３３５６ 摘牌时间：１２月１９日
摘牌单位：上海华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７ 宝山新城杨行东社区 ＢＳＰＯ—０８０１单元
０６—０６地块（杨行镇“城中村”） ５．８９ ８８．３０ １．６ 住宅 １９．０５４９ ２０２３２ ２１５８ 摘牌时间：１月１４日

摘牌单位：上海诚卫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小计 ４１．８２ ６２７．３２ ／ ／ １５６．２１ ／ ／ ／

动

迁

安

置

房

１８ 宝山新城杨行杨鑫社区 ＢＳＰ０—０６０１单
元０６—０７地块 ６．７３ １００．９８ ２．５ 动迁安置房 ６．９０ ４１００ ６８３ 摘牌时间：２月２０日

摘牌单位：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 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０４单元０４１４—
０１地块（Ａ９地块） ７．２１ １０８．１６ ２．２ 动迁安置房 ４．２８ ２７００ ３９６ 摘牌时间：２月２２日

摘牌单位：上海中冶锦罗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 宝山区顾村镇 Ｎ１２—１１０１单元 ０７—０４
地块

５．４１ ８１．１５ １．８ 动迁安置房 ５．６０ ５７５０ ６９０ 摘牌时间：５月２９日
摘牌单位：上海金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１ 宝山区顾村潘泾社区 ＢＳＰＯ—０３０１单元
０３Ａ—０１地块 ４．２３ ６３．４７ ２ 动迁安置房 ３．６４ ４３００ ５７３ 摘牌时间：７月１７日

摘牌单位：上海顾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２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ＢＳＰＯ—２１０４单元
０４０７—０１地块（Ａ１０） ４．９３ ７３．８９ ２．２ 动迁安置房 ２．９２ ２６９０ ３９５ 摘牌时间：７月１７日

摘牌单位：上海宝欣润置业有限公司

２３ 宝山区顾村大型居住社区ＢＳＰＯ—０１０３单
元０３１０—０１地块 ３．４０ ５１．０５ ２ 动迁安置房 ２．９３ ４３００ ５７３ 摘牌时间：８月８日

摘牌单位：上海顾村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 宝山区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 ＢＳＰＯ—
２１０４单元０４１５—０１地块（Ａ１１） ３．５８ ５３．６４ ２．２ 动迁安置房 ２．１２ ２６９０ ３９５ 摘牌时间：９月１１日

摘牌单位：上海宝罗美房置业有限公司

２５ 宝山区祁连社区Ｗ１２１６０１单元Ｅ２Ｂ—０２ｂ
地块

２．０１ ３０．１９ １．８ 动迁安置房 ２．０９ ５７６０ ６９１ 摘牌时间：９月２４日
摘牌单位：上海宝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６ 宝山区祁连社区 Ｗ１２１６０１单元 Ｅ２Ｄ—０２
地块

２．４９ ３７．３０ ２ 动迁安置房 ２．７９ ５６００ ７４７ 摘牌时间：９月２４日
摘牌单位：上海宝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小　计 ３９．９９ ５９９．８４ ／ ／ ３３．２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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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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价
（亿元）

楼面价
（元／
平方米）

单价
（万／亩） 备　注

租

赁

住

宅

２７ 宝山区祁连社区Ｗ１２１６０１单元Ｅ２Ａ—０１
地块

４．０６ ６０．８４ １．８ 租赁住宅 ５．５５ ７５９７ ９１２ 摘牌时间：８月６日
摘牌单位：上海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

２８ 宝山区新城杨行杨鑫社区 ＢＳＰＯ—０６０１
单元０７—０８地块 ２．４４ ３６．６１ ２．５ 租赁住宅 ３．１１１７ ５１００ ８５０

摘牌时间：１月８日
摘牌单位：中铁二十四局集团上海铁建工

程有限公司

小计 ６．５０ ９７．４５ ／ ／ ８．６６ ／ ／ ／

　

产
业
︵
含
研
发
类
项
目
︶

２９ 宝山区上海月杨工业园区顾村园２０１４０２
号地块（新能源逆变器）

０．５２ ７．７６ ２ 工业 ０．０９ ／ １２０ 摘牌时间：１月１６日
摘牌单位：上海顾泰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宝山工业园区 ＢＳＰＯ—１８０１单元６１—０５
地块

１．２１ １８．０９ ２ 工业 ０．１５ ／ ８０．６７
摘牌时间：４月１６日
定向单位：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３１ 宝山区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ＢＳＰ０—０１０４
单元０４３３—０８地块 １．８１ ２７．１５ ３ 总部研发 ０．７７ ／ ２８２．９

摘牌时间：１１月１４日
定向单位：上海地产闵虹新顾城科技园发

展有限公司

３２ 宝山区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ＢＳＰ０—０１０４
单元０４３３—０４地块 ２．１８ ３２．６５ ３ 总部研发 ０．９２ ／ ２８２．９

摘牌时间：１１月１４日
定向单位：：上海地产闵虹新顾城科技园发

展有限公司

３３ 宝山区宝山工业园区 ＢＳＰＯ—１８０１单元
３６—０１地块 ４．１９ ６２．８３ ２ 工业 ０．７０ ／

摘牌时间：１１月２８日
定向单位：上海北郊启域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

３４ 宝山区上海月杨工业园区顾村园２０１７０５
号地块

２８．７５ ４３１．２２ １．７３ 工业 ４．３１ ／ １００ 摘牌时间：１２月３日
定向单位：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小　计 ３８．６５ ５７９．７ ／ ／ ６．９４ ／ ／ ／

合　计 １４９．３０２１４２．０６ ／ ／ ２８１．５４ ／ ／ ／

住宅建设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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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质量打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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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４６万平方米，
其中，保障性住房１１５５６万平方米（公
共租赁住房６６９万平方米、区属配套商
品房９３８万平方米、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２２７６万平方米、配建保障房１１４５万平
方米），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住宅新开工

面积１００万平方米目标；竣工住宅面积
１０６２万平方米，其中保障性住房 ６２５
万平方米（区属配套商品房６０９万平方
米，公共租赁住房１６万平方米），超额
完成全年竣工１００万平方米的目标。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区房管局全年
实现住宅公建配套新开工面积８０６８万
平方米，竣工公建３８万平方米。征收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３５８７３２万元（含轨
道交通费，其中缴纳至区财政的配套费

共１４２６３８万元、缴纳至市财政的配套
费共５９９０９万元）；罗店大居建设分摊
费６９０７３万元；顾村拓展区建设分摊费
７８０１３万元；征收南大地区建设分摊费
９０９７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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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０５００８万元，其中，市政、公用配套建
设资 金 ７５８５万 元，公 建 建 设 资 金
１４６５０８万元。区政府投资项目计划配
套建设资金３５６２０万元。推进宝山西城
区开发市政配套道路的建设工作，开展

杨泰路、镇新路等配套道路前期工作，年

底前完成杨泰路招投标手续，做好开工

准备；开工建设顾村动迁基地配套道路

长白山路、宝太路、宝富路；完成罗店大

居内罗店路招投标和开工准备；沙场弯

路完成初步设计评审；开展羌家宅路、美

秀路调整方案设计工作；开展拾琼湾路、

刁浜路、蓑衣湾路工可评审；塘祁路、菊

联路、联杨路、联汇路、共富路、共宝路基

本完工；祁真路、华瑞路、华秋路、铁峰

路、联杨路、菊太路、规划二路、水产西路

污水管工程完成移交区接管手续；依安

路、规划四路、塘祁路协商５所在镇政府
接管；８条历史建成道路申办整修手续；
推进南大整治区相关道路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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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场路、走马塘路涉及保

利小区段完工，其他刚完成拆迁段在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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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装修住宅比例要求，并要
求在土地出让文件等资料中予以注明。

全年竣工交付全装修住宅共１７４２万平
方米。

【装配式住宅落地】　区房管局根据《上
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进

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实施范围和相关工

作要求的通知》和《关于装配式住宅项

目预售许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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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晓晨）

房产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房管局共核发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 ２４张，批准预售面积
９１８８万平方米；核发商品房销售方案
备案证明３６张，建筑面积１０３７９万平
方米；核发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证１７
张，建筑面积１０６１９万平方米。做好私
房落政工作，加强政策解释和思想疏导，

共清查处理私房遗留问题４户。

【征收（拆迁）管理】　区房管局全年共
完成削减 ６个存量基地，动迁居民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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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作出行政裁决３件，强迁２户。拆除
房屋工地备案１４个，拆除旧房５７万平
方米，安全无事故。新开征收基地２个，
共签约居民９户，受理征收补偿决定申
请２户，下发征收补偿决定书４户。推
进南大地区国有企业剩余地块征收签

约，完成６２个地块签约工作，５９个单位
地块交地；轨交１５号线南大路站居民征
收工作继续推进，剩余３户未签约，均下
发征收补偿决定书；顾村老集镇“城中

村”改造项目完成２户居民签约。

【房产测绘】　区房管局重点完成凯旋
佳苑、上港滨江城明东苑、云新雅苑、宝

悦华庭等商品房地块和馨清佳苑、华秀

雅苑、智华苑、菊晨苑等保障房地块的交

付实测，以及中建锦绣佳苑、逸翠华庭、

荣万宝邸、吴淞口阅江汇、中集金地名

庭、卓置名邸等商品房预测项目。全年

共完成房产测绘１７１项：其中单位发证
测量７２项，测算建筑面积 １１９４９万平
方米；商品房预测 ５０项，建筑面积
３０８０６万平方米；商品房实测４９项，建
筑面积３０３６万平方米。

【房地产档案管理】　区房管局全年接
收各类档案共 １１２０８４件。其中文书档
案２１６８件；成果档案 １５６件；房地产权
证 ４９９９７件；其他权利登记 ５９７６３件。
全年提供对外查阅档案共８７０５件，完成
全文扫描３７３１０件，共２０４２４８０页。

【住房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售）】　区
房管局全年完成１０１户售后公房出售，
面积５４７７１７平方米，实收房款１５３７６３０
元；有限产权接轨 ２７户，建筑面积
１５８１０２平方米。公房租赁凭证换发
１９０户（系统公房）；外地退休职工以及
军人配偶在沪住房证明１３０户。

【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区房管局加
强商品房维修资金管理，组织做好“三

审”（审核、审价、审计）。全年归集维修

资金１８９亿元，其中归集开发企业项目
２３个，金额１１８亿元。维修资金专户划
转至２６个业主大会账户，共划转资金
３６３亿元。审核６７个业主大会议事规
则、业主公约，审价７７个项目，审核资金
２９９１５３万元，核减 １９０２９万元。完成
５０个业委会换届审计工作。

【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企业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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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末，
在宝山备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共９１家
（一级２家、二级１０家、三级１０家、暂定
６９家）。受理房地产经纪企业备案申请
新增４７家、注销２家，梳理超过有效期
的房地产经纪企业，全区备案房地产经

纪企业共３１３家。 （黄晓晨）

住房保障

【概况】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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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廉租住房工

作，推动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及供

后管理工作，加快推进公共租赁住房

供应实施进度。

【廉租房管理】　区房管局按照廉租政
策，完成受理审核及廉租租金发放，全年

新增廉租租金配租家庭２９７户。廉租在
保家庭１８５９户，其中租金配租家庭１４１８
户，实物配租家庭４４１户。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管理】　区房
管局完成第六批次共有产权保障住房选

房工作，２６４３户家庭选定房源；完成第
七批次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摇号排序工

作，共１６１４户申请家庭取得轮候序号，
其中优先组６户家庭（烈士遗属、见义勇
为）；完成第一批次非沪籍共有产权保障

住房申请审核，共受理２６户，其中１户
自愿退出，２５户初审核查中。做好共有
产权保障住房满５年上市转让工作，全
年有１００户购房家庭购买政府产权份
额，入库金额９５７８万元；完成政府优先
购买８户；做好共有产权保障住房预售
许可证核发工作，全年共计发放６张预
售许可证。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区房管局调整
原有４８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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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

７０２家企事业单位取得整体租赁资格；
完成“十三五”公共租赁住房筹措任务，

共筹措房源 ６５６６套。全年新增供应公
共租赁住房１２６９套，有效缓解沪籍青年
职工、引进人才和来沪务工人员及其他

常住人口阶段性居住困难。全年共有

３０户家庭取得市筹公共租赁住房准入
资格、１９５９户家庭取得区筹公共租赁住
房准入资格。

【保障性住房配套建设管理】　区房管
局年内签订大场镇联东村等“城中村”

改造区域Ｅ１—０２地块、顾村大型居住社
区商品房、宝山工业园区（ＢＳＰＯ—１８０１
单元）１１１—０３地、罗店镇１１００８街坊综
合体 （０２０８—０２、０２０９—０１、０２１０—０１、
０２１３—０１）地块等６个保障性住房配建
项目，共计配建 ２７２万平方米，共 ３９２
套房屋、１８８个车位。

【区属动迁安置用房供应管理】　宝山
区全年开工建筑面积９７万平方米，建成
交付住宅面积６０９３万平方米，入网销
售２４５３万平方米。安置在外过渡动迁
居民１０１６户，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中的
年度安置任务。按照“新一轮解决在外

过渡动迁居民安置计划”，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９年核减在外过渡动迁居民５８３９户。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住宅建设方面，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总计１９６万平方米市
属保障房全部竣工交付。配套建设方

面，按照“一带两组团”公建城市设计，

竣工交付２０条道路、５所学校、１个公交
首末站、１个派出所、１个社区服务中心
及１２条水系、１８个绿化项目、１个污水
泵站、２个综合服务中心（行政、卫生、文
化、养老等功能）等。另外，３个幼儿园、
１个九年一贯制学校、１个综合服务中心
开工建设。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住宅建设方面，
顾村拓展区９个市属保障房地块共６８３
万平方米全部开工建设，４个区属动迁
安置房项目共计２４万平方米基本建成，
预计２０２０年底交付。配套建设方面，一
期１０条市政道路中８条道路完工；二期
７条市政道路办理前期手续；第一批 ３
条河道完成验收，第二批３条河道及第
三批２条河道开工；３个市政设施（燃气
调压站、公交首末站、污水泵站）建设中；

液化气站在办理前期手续；２个变电站
完成施工招标；一期绿化工程施工中；１
所幼儿园单体竣工；８个教育设施、街道
办事处等公建配套项目办理前期手续。

【共有产权房】　大场、祁连、高境、胜
通、庙行、共康共有产权房基地保障房约

１００万平方米。其中，庙行共康基地和
高境胜通基地住宅和配套全部竣工交

付。大场祁连基地４０万平方米已交付
３６万平方米，剩余４万平方米６３２套房
屋中的４１６套办理竣工备案手续，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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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影响的２１６套房屋８月开工建设；６条
市政道路全面竣工交付并接管。

（黄晓晨）

老镇旧区改造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房管局把老镇旧区
改造作为解决居民“急难愁”问题、改善

居民生活条件及居住环境的实事工程，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推进老镇旧区改造

工作，主要涉及住宅修缮、成套改造、旧

里改造、城中村改造和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推进住房成套改造，全年竣工

６幢房屋，面积约０８２万平方米，新开工
７幢房屋，全年超额完成开、竣工 １０幢
房屋。

【住宅修缮】　宝山区全年共竣工４４个
项目约２２１万平方米（包含 ３个 １４５７
万平方米、３１０６户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
的三类项目）。全年共出动１１９８人次对
在建工地进行全覆盖检查，对发现的问

题全部落实整改。完成 ５０９万平方米
的老旧住房安全隐患处置。

表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

项目名称 面积、金额 比上年增减（％）

房地产开发投资 ４２３．６０亿元 １８．１

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１８１．４４万平方米 １２．２２

商品房预售批准 ９１．８８万平方米 －１５．５３

商品住房销售面积 １２２．８９万平方米 －７．０４

商品住房销售金额 ３３８．４亿元 ２０．５７

商品住房平均单价 ２７５３６元／平方米 ２９．７

存量住房成交面积 １８５．８万平方米 ６２．３４

存量住房成交金额 ５６３．９４亿元 ６１．７６

存量住房平均单价 ３０３５２元／平方米 －０．３６

表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房地产开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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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港集团瑞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旧里改造】　吴淞西块９０号地块３５３
证全部签约，安置房在建；９１号３８３证剩
余１证（已裁决，争取协商化解，同步准
备司法程序）。吴淞东块完成６个地块
２４８４证居民和全部６９家单位的动迁，最
后一个地块十四街坊剩余１６７证尚未动
迁。宝宸集团优化动迁方案，吴淞街道

牵头启动吴淞东块控规调整事宜。

【城中村改造】　宝山区６个“城中村”
改造项目动迁基本完成，居农民签约

９９４％，企业签约９９４％。完成１８个地
块土地出让，其中，安置房地块７块，经
营性地块１１块。出让地块安置房、商品
房有序建设。８６个公建配套项目集中
立项，启动建设。顾村杨邢宅改造方案

控规调整。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宝山区对已立
项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共１０２台，其
中竣工８台，施工１９台，取得规划许可
证１２台。在推进过程中，形成“一门受
理、两项举措、三个平台”（开设一门式

受理窗口；成立领导小组和出台实施意

见“两项举措”；建立社区服务、专业技

术和电梯选型“三个服务平台”）的宝山

加梯模式，探索按揭加梯和安全责任保

险的新举措。 （黄晓晨）

物业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共有物业小区
７９７个，总建筑面积６８４４４４万平方米。
有６９２个小区组建业主大会（业主委员
会），组建率９５７％。发放２０１９年全年
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考评奖励资金

４０７１８２万元，涉及售后房小区２８６个，
售后房面积１１３１５７万平方米。

【房屋应急维修】　“９６２１２１”物业呼叫
中心全年共受理案件１０３５０件，其中报
修 ６９４２件，投诉 ３４０８件；处置案件
９００４件，其中报修 ６６４９件，投诉 ２３５５
件。呼叫中心负责转派的“１２３４５”市民
热线物业报修案件 ４５９２件，处置件
４５１５件，均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反馈。房
屋维修应急中心共接报应急维修５件，
受理离休老干部应急维修 ２２件，均处
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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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建筑拆除整治】　区房管局全年
接到各类违法案件投诉８３１１件，扣除重
复和非区房管局受理范围的实际受理案

件７２５１件，均为“群租”类案件。解除房
屋登记３３０件，拆除违法建筑３７１６平方

米。行政处罚２件，罚款 ０２万元。立
案率、及时率、处置率均达１００％。

【“群租”整治】　区房管局全年共接
到“群租”信访投诉８３１１件，实际受理

案件７２５１件，发放《责令限期改正通
知书》７２４８份；参与“群租”集中整治
４２１次，代为改正 ６８４５户，自行改正
３４２户。 （黄晓晨）

表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发放情况

预售证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所属区域 批准日期
批准面积
（平方米）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０４８ 上海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德花园 杨行镇 ２０１８．０３．１２ ９５４５．８２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０５７ 上海碧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云雅新苑 罗店镇 ２０１９．０３．１７ ４０３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０８５ 上海宝琛置业有限公司 文悦华庭 罗店镇 ２０１９．０４．１２ ８７３７８．１４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０９０ 上海万锴房地产有限公司 万科智云新苑 罗店镇 ２０１９．０４．１４ ２５６７３．０６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０９１ 上海万锴房地产有限公司 万科智云新苑 罗店镇 ２０１９．０４．１４ ６１０７０．７６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１０３ 上海宝松置业有限公司 宝松商务广场 杨行镇 ２０１９．０４．３０ ３２９５９．８４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１２５ 上海诚卫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荣万宝邸 杨行镇 ２０１９．０５．２６ ４０１２７．７８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１４１ 上海众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润园 顾村镇 ２０１９．０６．１２ ３１１６５．７３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１４９ 上海中冶凯程置业有限公司 宝祁雅苑 大场镇 ２０１９．０６．１４ ３０３１５．４５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１５１ 上海坤安置业有限公司 信达泰禾雅苑 顾村镇 ２０１９．０６．１５ ３１８１５．１７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１６４ 上海滨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凯旋佳苑 大场镇 ２０１９．０７．０１ ３３４０３．３０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２０９ 上港集团瑞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上港滨江城明东苑 友谊路街道 ２０１９．０８．１４ １５８０６９．０１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２１３ 上海诚卫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荣万宝邸 杨行镇 ２０１９．０８．２３ ７２９４．８２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２１４ 上海诚卫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荣万宝邸 杨行镇 ２０１９．０８．２３ ３５８３６．０５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２３１ 上海中铁宝丰置业有限公司 中铁北宸时代中心 杨行镇 ２０１９．０８．３１ １９２９６．２７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２４５ 上海众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润园 顾村镇 ２０１９．０９．２５ ３１４０３．９９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２４９ 上海宝孚置业有限公司 中建锦绣佳苑 罗店镇 ２０１９．０９．２８ ３５８２９．６４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２６３ 上海中冶宝盘置业有限公司 宝盘丽景苑 杨行镇 ２０１９．１０．１８ ３３８５７．７０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２７５ 上海睿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华景新苑 大场镇 ２０１９．１０．２５ １９６０６．１０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２７６ 上海华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逸翠华庭 庙行镇 ２０１９．１１．０２ ５６５８６．９１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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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１２．０６ ３４９８０．９６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３４１ 上海诚卫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荣万宝邸 杨行镇 ２０１９．１２．１５ １５７８０．０６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３４２ 上海和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和欣国际花园 庙行镇 ２０１９．１２．１７ ３３１３０．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３５２ 上海顾村格林茂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北郊商业广场 顾村镇 ２０１９．１２．２７ １３３０９．６８

（黄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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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港务·邮政
◎ 编辑　田翔辉

交通运输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域内道路货
物运输企业 ３０３６户，比上年增加 ５６
户；拥有运输车辆５２５１１辆，增加５４６３
辆，其中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４４
户，运输车辆 ２３１８辆；集装箱运输企
业 １２２２户，集装箱运输车辆 ３６５０１
辆。机动车维修企业 ３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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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能
检测站５户。公交线路１４７条；公交车
辆１８６６辆（空调车占１００％）；全区公交
线网长度累积达４４９９９千米，线网密度
达到１６８千米／平方千米。出租汽车企
业２家，运营车辆 ６７０辆。公共停车场
（库）１５６户，比上年增加２３户；停车泊位
４１７１６个，增加４８６１个。全年共审批行政
许可１９０件，行政备案２６件，全年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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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山区年内共办理
道路运输经营行政许可１９０户，行政备
案４件。年审道路运输业户１９７１户，年
审车辆４８８４８辆。完成货运业态诚信考
核企业５０户（其中货运场站６户，危运
企业４４户），移送车辆案件２３件。

【汽车维修管理】　宝山区全年共发放
合格证１０７３８本，核销１０７３４本。３月１５
日，在宝乐汇广场以“信用让消费更放

心”为主题，以查选正规企业，远离“黑

汽修”为目的设摊咨询活动，邀请３家宝
山区诚信经营汽修单位到场为消费者答

疑解惑，向社会做好质量服务月和汽修

网上线宣传活动。全年处理消费者投诉

１３３件。完成辖区内维修行业电子健康
档案对接工作，完成率 １００％。对辖区
内一、二类维修企业进行汽修行业环保

专项整治及水性漆推广动员及２０１９年
度机动车维修行业质量信誉考核布置。

组织开展维修企业废气分析仪、烟度计

年度检验，合格率 １００％。完成辖区内
一、二类维修企业诚信考核，共计

１５１户。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年内，宝山区新
辟线路 １条（宝山 ３２路），填补苏家浜
路、顾北东路、红林路公交空白；优化调

整线路１５条（宝山１路、宝山５路、宝山
７路、宝山６路、宝山１９路、宝山２２路、
宝山２５路、宝山３１路、宝山３７路、宝山
８１路、１６０６路、１０８路、１８５路、５１路、５２
路）。完成市台路园康路公交首末站改

扩建后的启用，引入公交线路（宝山２５
路、１８５路）。新建公交候车亭６０个。

【公共停车场管理】　宝山区年内受理
公共停车场（库）经营备案登记共 １５６
户，总泊位数４１７１６个，其中新增经营性
公共停车场２２户，新增泊位４０７６个；道
路停车场８３个路段，停车泊位４３２４个，
其中：大场镇２０个路段，泊位数８８７个；
中心城区 ６３个路段，泊位数 ３４３７个。
完成１３０户企业质量信誉考核以及质量
信誉分级考核的信息采集、输入、汇总工

作。拟评定 ＡＡＡ级（质量信誉优秀企
业）７户，ＡＡ级（质量信誉良好企业）５３
户，Ａ级（质量信誉一般企业）７０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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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宝
山区完成春运、两会期间、樱花节、清明、

五一、十一、进博会等重大节日、重要活

动的安全生产工作目标任务，共出动执

法人员１０５４人次，检查企业 ４７４户次，
开具整改通知书６份；检查道口７３６只
次，出动巡查人员２２０８人次，实现连续
８５９５天（２５个年头）安全监护无事故的
目标。做好进博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制订《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方案》，以

公交客运、长途客运站、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行业为重点开展百日整治行动，共出

动执法人员１８５人次，检查各类企业８３
户次。优化集装箱运输、公交出租行业

维稳预警网络，共计走访集装箱运输重

点企业４０户次，走访区域出租汽车公司
２户共９次，走访巴士五公司４２次。开
展重点企业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举办

２０１９年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应急处置
演练。 （徐丽君）

交通行政执法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交通委员会执法大
队（以下简称“区交通执法大队”）以非

法客运整治为工作中心，以省际客运和

危险品运输行业为安全工作主要落脚

点。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１０１５１人次，
出动执法车辆３０８８次，检查各类运输车
辆３１２４辆。其中公交４１８辆、出租１４２９
辆、省际客运 ２１０辆、危险货运 ２４３辆、
普货 ６１５辆、教练车 ２０９辆；检查企业
３６１户次，其中危运企业１８８户次、省际
客运企业３０户次、驾校８户次、汽修９１
户次、停车场４４户次。共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违章案件 ２１４９件，行政罚款 １０２６
万余元。

【整治非法客运】　区交通执法大队聚
焦重点区域，保持高压严打。继续保持

与各职能部门的联勤联动机制，聚焦非

法客运重点区域及信访举报高发路段，

针对宝山城区、杨行地区、“三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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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罗泾、罗店）等地区开展重点整治，共

开展专项整治６４次，联合查处非法客运
车辆２２０辆，公安移交５９辆（其中红林
路地区开展联合整治１６次，查扣６５辆，
三罗地区开展联合整治２５次，查扣１２５
辆）。加强执法培训，提升联勤联动。按

照市联席办２０１９年非法客运整治任务
部署，组织交通执法人员对辖区交警、派

出所民警开展四批次全员培训。深入源

头区域，开展非法客运整治宣传“七进”

工作，深入交通枢纽、社区、学校等区域

开展宣传，宝山电视台进行专题报道，提

高非法客运宣传的深度和广度。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日，执法大队在３号线宝杨路地铁站开展交通枢纽保障工作
区交通执法大队／提供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２日，邮轮码头三船同靠，大队确保乘客安全有序出行
（上图）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执法大队加强安全保障工作（下图）
区交通执法大队／提供

【加强行业监管】　区交通执法大队紧
抓危货行业安全监管。３月，在日常检
查基础上，全覆盖检查辖区危化品道路

运输企业。并配合区市场监管局、区经

委、区生态环境局对辖区内非法加油站

点开展排查，约谈３家涉事企业，接收移
交涉事车辆２辆。开展货运堆场违规堆
放危运货物检查。９月，对 ５家货运堆
场开展执法检查。严查省际客运违法行

为，加强对辖区内省际客运站、省际客运

企业的执法检查。各企业通过微信、电

话、会议等多种形式，

共对安全管理员 ４６
人，驾驶员 ７３７人传
达行业管理部门要求

加强车辆运行安全的

提醒告知。坚持开展

公交、出租等行业执

法工作，５月—７月对
辖区所有公交线路和

部分出租车辆开展跳

车检查。全面履行驾

培、停车场、汽修等行

业监管职能。

【安全保障】　区交
通执法大队部署实施

春运保障。制订“宝

平一号”春运专项勤

务保障方案，并结合

市执法总队“春雷”

系列行动，多次到吴

淞客运中心、美兰湖

客运站进行执法检

查，春运期间共出动

执法人员１０３７人次，
执法车辆 ３２０辆次，
检查各类运输车辆

２７２辆次，检查业户
１２户次，共查处各类
违章 １１５件，行业内

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开展“迎大庆保

进博”治理百日行动。开展以道路旅客

运输和道路危险品运输行业为主的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督促行业企业履行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邮轮港交通保

障。联合码头长航派出所、文化旅游执

法大队等部门开展出租行业、省际客运

专项整治，打击出租车拒载、绕路，旅游

包车无道路运输证载客等违法行为，全

年在码头区域共计立案１３０件。完成元
旦、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节假

日及“上海樱花节”和中、高考等重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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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运线路服务范围东起崇

明长兴岛，南至卢浦大桥，西到马陆，北

达罗泾，横跨静安、宝山、黄浦、普陀、杨

浦、崇明等区域。线路总长度 １７９３千
米。日均运客 ６８万人次，日均行驶 ２７
万千米。公司拥有营运车辆１６６９辆，其
中，常规柴油车８３２辆，占比５０％；纯电
动车７６８辆，占比４６％；油电混合动力车
６９辆，占比４％。公司拥有营运线路１４０
条。市属（一级线路）７７条，其中，夜宵
线７条，途径宝山区域线路有５８条；区
属（二级路线）６３条，其中，村村通线路
１４条，穿梭巴士１５条，夜宵线１条。巴
士五公司新辟宝山３２路，填补宝山地区
交通空白。对宝山２５路、１６０６路等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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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延伸调整、延时营运、增加运能等措

施，满足宝山地区大居居民导入后出行

需求。７６７路、９８路等线路调整延伸至
公交枢纽站，与轨交衔接，为市民换乘轨

交出行提供便利。配合北横通道市政工

程建设，有序做好７条线路的走向调整、
线网布局综合调整及市民的宣传告知等

工作。清明节、“上海樱花节”、中高考

期间，通过开设专线、增加周边相关线路

运能等方式，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全年，

新辟线路１条，９条线路新增停靠站点，
１８条线路采取了走向调整、延伸里程、
延时营运、增加运能等调整措施。

（田　?）

铝合金双体高速客船 上海客轮公司／提供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７月，上
海客轮公司联合党委通过召开整合重组

动员会，明确以“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

司”为主体实施整合重组，设立党群部、

行政办、人事部、财务部、安监部、设备

部、运输部。企业实行分级管理，下设吴

淞客运分公司、新河车客渡分公司、长横

客运服务分公司；１个子公司（上海长兴
客运服务有限公司）。公司职工总数

１０００人。至年末，公司共有客运站９个，
分别为：南门客运站、吴淞客运站、新河

客运站、宝杨客运站、石洞口客运站、堡

镇客运站、横沙客运站、长横对江渡长兴

客运站、长兴马家港客运站。公司共有

船舶２９艘，其中高速船１５艘、车客渡船
１４艘。公司主营上海市区至崇明三岛
的水路车客运输业务，共运营８条申崇
航线。其中：高速船航线共５条，宝杨—
南门，宝杨—堡镇，吴淞—新河，吴淞—

长兴马家港，吴淞—横沙；车客渡航线共

２条，石洞口—南门，石洞口—新河；长
横对江渡航线共 １条，长兴—横沙。
２０１９年，客轮公司投入总航次７９万班，
比上年增长３７６％；车运量１０５万辆次，
增长 ５８４％；客运量 ４４３万人次，增
长４３３％。

公司强化安全管理，开展“春运、五

一、安全生产月、百日安全、中秋国庆、进

博会”等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对各船

舶、客运站、加油码头、仓库、租赁场所等

单位进行全面检查，重点督查安全生产

责任落实、管理制度执行、安全风险管

控、隐患排查治理、应急管理等情况。

保障三岛水路运输畅通。客轮公司

在节假日高峰时段通过优化高速船航

班、增加石新线固定航班、实施长横对江

渡特定时段不定时开航等措施，做好应

急疏运。年内，公司承担危化品运输任

务３０２次；承办海葬祭扫业务９２次。继
续为横沙岛伤重病人提供出岛急救；为

横沙渔民提供避台风安置点。

客轮公司参与“花博会”港口设施

功能提升和运力储备等重点工作。打造

“星级服务”品牌，微信公众平台、手机

ＡＰＰ订票系统、移动线下支付等项目陆
续上线，满足旅客实时了解航班和随时

订购票的需要。 （陈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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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占地面积５３１万平方米，堆
场面积 ２５２万平方米，拥有装卸机械
２０４台。２０１９年，张华浜分公司完成件
杂货吞吐量５３４８万吨，完成件杂货接
卸量 ４００万吨，完成内贸集装箱作业
３４７７万ＴＥＵ。总收入３６４亿元，实现
利润总额１８５２８３万元。安全质量基本
稳定，未发生有责重大、大事故。

年内，张华浜分公司贯彻营销策略，

提升服务水平，提高作业效率。落实年

初制定“四新四不”营销策略，即“四新”

（把握宏观经济和件杂货市场发展新趋

势；掌握重点船公司、重点客户、重大项

目发展新动向；调整实施市场营销新举

措；健全完善内部沟通协调新机制）、

“四不”（不遗余力；不单兵作战；不损害

公司利益；不发生党风廉政问题），进一

步激发市场营销人员的活力，结合集团

７个服务承诺和公司重点客户服务手册
以及部分重点客户的个性化建议，制作

个性化客户服务清单。突出ＶＩＰ客户个
性化服务，兑现各项对外服务承诺。狠

抓现场“三标六清”工作，着重做好雨后

场地低洼处积水清扫和油布上铺下盖工

作，防止货物湿损。抓好重点舱、重点

船、重点货作业，加强作业人员吨位意

识、船期意识、计划兑现意识。船舶计划

合理编制计划，有序安排好起落驳作业，

针对难度较大作业任务适当提高作业工

时，确保船期兑现率。

落实安全责任，加强安全培训，完善

安全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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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

２０１９年度“安全生产月活动”，张挂宣传
横幅、宣传展板，观看上海市安全生产警

示片和上港集团生产安全事故案例教育

片（１—６），组织安全主题宣讲等系列活
动。全年开展１２期全员安全培训和承
包工安全培训，从安全法律法规、安全生

产责任制、安全考核办法、港口设施保安

等方面进行专项培训，合计培训１４０６人
次。做好国庆７０周年、第二届“进博会”
期间港口安保工作，制定安保、安全措

施，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值班制度。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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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生产特点，先后制定下发《高处作业

若干安全要求》《关于生产现场规范佩

戴肩闪灯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外

来人员进入港区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规范公司超负荷装卸运输作业若

干要求的通知》等多项安全工作要求和

规定，并抓好持续跟踪、监管。配合港航

公安局体制改革，设立专职消防管理员，

明确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八项重点工作，

逐步梳理和完善各项消防安全管理

制度。

加强设备管理，做好成本管控，响应

环保要求。加强装卸机械设备管理，结

合精益化管理项目的实施做好装卸机械

外包维保项目监督管理。持续发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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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各班组物

资采购计划，特别是常用备件、工索具等

易耗品，统筹考虑两边码头保有量，有针

对性进行动态调整，确保每一分钱都用

在合理区间内。加强外发包及续签项目

合同管理，加快闲置资产处置力度。推

进张华浜港区、军工路港区污水纳管等

工作。完成码头生活污水、油污水处理

设施配套改造项目。从第三季度开始，

根据国家新的尾气排放检测标准，结合

公司装卸机械技术状况，针对不符合排

放规定的机械进行退役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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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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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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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６１９３万吨，为年度
计划１６００万吨的１０３８７％，比上年增长
５６８％；其中完成外贸接卸量５４７０９万
吨，减 少 ４７７％，完 成 内 贸 接 卸 量
７９６０３万吨，增长 ２０４３％。完成营业
收入 ４９８９５６９万 元，为 年 度 计 划
５１５４４７１万元的 ９６８０％，比上年增长
５１５％；其中完成主营收入４７３３０８９万

元，增长 ６６７％；完成其他业务收入
２５６４８０万元，下降１６６９％。成本费用
支出 ４５１８０９９万元，为年度计划的
９４５１％，比上年增加２３９％。实现利润
４４９２５９万元，为年度计划３０００万元的
１４９７５％，比上年增长６００２％。９月２６
日，发生一起纸浆落驳作业时，工人因避

险不当而导致的意外死亡事故。职工人

均收入增长达７％以上。
年内，罗泾分公司增强市场开拓及

持续发展能力。抓住“一带一路”、长江

经济带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机遇，

加大市场营销力度，通过细分市场和客

户，明确货源主攻方向。走访全国各地

捕捉货源信息，通过定期参加件杂货运

输展览会、国际纸浆大会等世界性件杂

货运输大会，并邀请中外客户来公司实

地考察，宣传和推介服务优势。召开年

度客户恳谈会，借由平台资源优势听取

客户意见和建议。进口纸浆业务全年完

成７１５７万吨，比上年增加１９％，高费率
高附加值货种持续走高，完成 Ｇ２Ｏｃｅａｎ
船公司“乐高新”轮４６０００吨纸浆，创单
船接卸量历史新高。以国家“一带一

路”项目为基础的设备、车辆业务保持基

本稳定，共完成１２０万吨。其中完成宏
达船公司“樱桃岛”轮１９８９９吨钢材，创
进口钢材单船接卸量历史新高，内贸中

转业务以２０％增幅完成近８００万吨，创
开港之最。

提升生产组织和服务水平。抓生产

衔接、抓交接班时间、抓工班效率，全年

完成大船作业１３１６艘次，完成内贸船舶
作业２６０７艘次，年平均生产率增幅保持
在５％。针对船舶到港不平衡、泊位堆
场、劳动力等资源阶段性紧张、尤其是

“进博会”期间外围航道管制影响等生

产特点，合理编制船舶计划，科学布置作

业工艺，提高昼夜及工班作业效率。狠

抓现场管控，重点关注“四个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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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船期兑现率。持续加强与引航

站、海事、海关、边检以及船公司、货运代

理、绑扎公司和上海市公安局港航公安

局罗泾港区派出所等相关单位联系，优

化营商环境，深化细化协作机制，提升船

舶周转速度。全年未发生客户有理投诉

事件，客户满意率达到９６３％。
安全生产保持基本稳定。制订和完

善《船舶货物绑扎单位星级考评实施办

法（试行）》《防台防汛工作实施方案》等

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在完成港区消防队

交接同时，制订《上港集团罗泾港区消防

队管理规定》。重点检查安全制度不落

实、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隐患不整改等

问题，全年共查处各类违章违纪现象

１５８起，５７０人次受到处罚，罚款金额
１４７９５０元。同时签订领导干部安全责
任书和全员安全承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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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生产安全事故案例”

警示教育。

增强技术保障力度。加强机械设备

“管用养修”，抓好机械设备动态管理，

强化机械交接班点检和日常抽检制度，

完善和提高现场快速抢修和项目修理机

制，实行维修关口前移，共完成机械设备

计划修理４１３台次，日常各类抢修９７４２
台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５９３５万元，更
新各类装卸机械设备２４台次、更新视频
监控系统和新增门机安全视频监控 １５
套，公司视频监控总数达到２３８个，做到
生产现场全覆盖，完成机械设备 ＧＰＳ定
位系统开发和投入使用工作，实现机械

设备运行轨迹实时监控。完成水工、土

建设备修理项目 ７０２７６万元。持续加
大能耗管控，年度能耗为 ６３２７４３５５标
煤吨，单耗为 ３８０７３吨标准煤／万吨吞
吐量，比集团核定指标低１１２３％。碳排
放量预计为１５０９３４６７４ＣＯ２ｅ，碳排放强
度预计为 ９０７５２，比集团核定指标低
１１０４％，均优于集团考核指标。

（陈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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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香港珏瑞投资有限公司、宝

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以共同投资、共同经营的方式

合资组建，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正式成立，注
册资本９９００万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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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与崇明岛隔江相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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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配备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

代化港口装卸设备共计１７台。４月２４
日，根据《市交通委、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加快推进罗矿码头功能转型的函》（沪

交航〔２０１９〕３２８号）文件精神，公司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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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敏感区，需对现从事的铁矿石装卸

业务进行功能转型。按照集团布置，公

司接受进口外贸船舶装卸业务于１１月
３０日２４点停止，１２月１日０点以后到
港船舶停止接受进口外贸船舶装卸业

务。在结构调整大背景下，公司边生产

边做好调整工作，２０１９年完成铁矿石接
卸量１９６９万吨，比上年减少２６５％。

罗矿公司安全形势整体平稳。以班

组建设为抓手，推动全员树立安全生产

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加强安全文化建

设，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遏制各

类事故。加强对设备设施管控能力，强

调日常预控性修理，基本确保设备设施

正常运作。响应国家长江环境大保护号

召，开展多项港口环境整治，提升港容

港貌。 （吴绩伟）

表１ ２０１９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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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５ ７４３ ２５ ２

直装码头 －１１５ ２６９ １５ １

辅料码头 －７５ １７０ １ １

装船码头 －６５～－７５ ４５９ １ ７

表２ ２０１９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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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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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公司”），内

设综合办公室、党委党建部、人力资源

部、财务部、市场营销部、金融业务部、寄

递事业部；下辖１３个邮政支局、２７个邮
政所、３０个代理金融网点、５个直属营业
部和１１个一体化物流营业部。投递线
路６８２条，线路单程总长度１０４９８千米，
其中：机动车投递线路２０条、单程长６６４
千米，电动车投递线路 ６６１条、单程长
９８２５千米，自行车投递线路１条、单程长
９千米。设信箱（筒）１７３个、ＡＴＭ机７２
台。至年末，在册员工 １０２９人。其中：
中共党员１４６人、共青团员５１人、少数
民族２人；专业技术人员：高级１人、中
级９人、初级２５人；工技人员：高级工９８
人、中级工３８６人、初级工１６６人；学历：
大学本科３１２人、大学专科４５６人、中专
（中技、职高）９１人、高中７７人、初中及
以下９３人。

服务面积约３０３４平方千米，服务人口
２４５万余人。全年完成通信业务总量
５３１亿元，业务收入３７１亿元。用户综
合满意度得分为９４９２分。快递包裹当
日 妥 投 率 ９６６５％，三 日 妥 投 率
９９６４％；银企对账单妥投率和回邮率分
别为１００％和９９８１％；约投挂号邮件当
日妥 投 率 为 ８９６３％，三 日 妥 投 率
为９８３８％。

【完成“邮速”投递网点整合】　区分
公司通过实地调研与方案论证，于 ８
月完成物理地址整合，９月实现投递
道段合并，年内全面完成邮速网点整

合工作。

【开展集邮文化宣传营销活动】　６月—
１１月，区分公司以“新中国７０周年”为
主题组织开展集邮文化宣传活动，通过

微信平台推送、集邮客户回访、网点展柜

与厅堂布置等形式，线上线下联动，提升

大众对集邮产品的了解程度，扩大品牌

销售影响力，实现收入４０余万元。

【深化仓配一体化模式】　区分公司寄
递事业部租赁６１３６平方米长建路仓库
和４０００平方米月罗公路仓库作为协议
客户邮件处理场地，年内共入驻客户 ４
家，累计处理邮件３２６２万件，形成业务
收入２４０２万元。

【开拓国际“逆向海淘”业务】　区分公
司寄递事业部利用资费优惠政策，开拓

“逆向海淘”（海外中国留学生及海外华

人可在国内邮政电商平台优惠购买海外

商品）业务市场，推广“国际大包”（邮政

国际海运包裹）产品，年内顾村、罗南、淞

南、大场４个直属营业部累计开发５家
“逆向海淘”客户，累积形成业务收入

２９８７万元。 （吴美芳）

表３ ２０１９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局所

局所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泗塘邮政支局 长江西路１５９９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９９０２４５

张庙邮政所 长江西路１４５１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９９２２０５

淞南邮政所 淞南路３５１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８２６２１１

大场邮政支局 沪太支路１３１６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６８１４２９

南大路邮政所 南大路５０２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２５０５９０１

乾溪邮政所 环镇北路３４０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５０１０６４

高境邮政支局 殷高西路１００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６８２３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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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局所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长江南路邮政所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９２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６８２３３５９

三门路邮政所 三门路５１５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５０３４１８１

阳曲路邮政所 阳曲路１０７３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６７９６１０２

大华邮政支局 真华路１１０８－２号 ２００４４２ ６６３５２３４１

华灵路邮政所 大华三路２号 ２００４４２ ６６３５０９９４

大华二路邮政所 大华二路１３９号 ２００４４２ ６６３５００９４

庙行邮政支局 三泉路１７１１号 ２００４４３ ５６４１９２１２

共康邮政所 长临路５６８号 ２００４４３ ５６４０２７５６

聚丰园路邮政支局 聚丰园路１２７号 ２００４４４ ６６１２０７３３

锦秋邮政所 锦秋路１２９８号 ２００４４４ ５６１３４１４４

上锦邮政所（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已关闭） 锦秋路７１６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１３２１２６

友谊路邮政支局 牡丹江路１７４５号 ２０１９９９ ５６６９２９２２

宝林八村邮政所 密山东路２３７号 ２０１９９９ ３６１００１５４

海江路邮政所 海江路３０３号 ２０１９９９ ５６１１５１２２

杨行邮政支局 月城路２３１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０６１４

天馨花园邮政所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２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１４３６

杨泰路邮政所 杨泰路１９０弄２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８３２２

顾村邮政支局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３００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６６０４０１４１

新贸路邮政所 新贸路５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５６０４６０２４

共富新村邮政所 共富路１７８—１８０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３３７１１２６５

刘行邮政支局 菊泉街６１８号 ２０１９０７ ５６０２３２６０

菊盛路邮政所 菊盛路８７７号 ２０１９０７ ５６１２２０２１

罗店邮政支局 市一路１６６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５６８６３０５４

长浜邮政所 南东路６５弄１２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５６０１０６０４

罗泾邮政所 陈镇路５１号 ２００９４９ ５６８７０９２９

潘沪路邮政所 潘沪路２０５号 ２００９４９ ５６８７４２２４

吴淞邮政支局 淞滨路８１５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６７３５５４

海滨新村邮政所 青岗路１２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１７４３８０

淞青路邮政所 永清路２９１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１７６８５０

三阳路邮政所 三阳路８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８４１９５２

月浦邮政支局 龙镇路７１号 ２００９４１ ５６９３６９５４

绥化路邮政所 绥化路７２号 ２００９４１ ５６６４９９６１

盛桥邮政所 ?川路５５４２号 ２００９４２ ５６１５０４５４

（吴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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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带与邮轮经济
◎ 编辑　吴思敏

滨江带建设与

邮轮产业发展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邮轮经济全产业
链战略布局全面起航，宝山迈向“国际

邮轮之城、智能制造之城”，打造千亿级

邮轮产业链。区滨江委推进滨江地块

控详规划调整，启动中国邮轮旅游发展

示范区形象提升工程项目，加快推进上

海长滩、阅江汇、海事交管中心等重点

项目建设，宝杨路东延伸段改扩建工程

正式启动前期手续，加快宝杨路客运站

地块、８１８及周边地块、吴淞豆制品厂周
边区域、长寿机械厂地块等地块转型开

发。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全年接靠邮轮

２４０艘次，接待出入境游客１８７１４万人
次，４艘大型邮轮在吴淞口成功开启亚
洲首航，宝山持续保持亚洲邮轮市场龙

头地位。年内成功获批设立中国首个

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推动上海海事局

出台《“国际邮轮优先”工作职责及操

作流程》，明确邮轮通行“五优先”（即

国际邮轮与其他船舶的需求冲突时尽

量优先满足邮轮、在长江口深水航道交

通管制时间优先为邮轮安排编队、优先

安排巡逻艇为邮轮警戒护航、邮轮有锚

泊需求时优先安排优质锚位、疏港过程

中优先安排邮轮开航），推动船票制度

全国推广。５月 １１日—１２日，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举办首届上海邮轮港国际

帆船赛，标志着宝山发展邮轮、游艇、游

船“三游”经济产业正式开启。年内参

加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世界邮轮大会和 ２０１９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举办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
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首届中国国际邮轮
（配套）产业发展论坛暨展览会、首届中

国邮轮产业配套供应商圆桌论坛等多项

大型活动。

【获批中国首个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

　９月３０日，文化旅游部正式批复设立
中国首个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这是上

海２０１２年获批中国首个邮轮旅游发展
实验区的全面升级。示范区充分发挥优

势，推动邮轮政策创新，引领中国邮轮经

济高质量发展，增强服务国家战略发展

能力，打造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国

样板。１０月 １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为中国邮轮旅游

发展示范区揭牌。１１月１７日，宝山组团
赴云南参加２０１９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获文旅部

部长雒树刚“点赞”。

【４艘大型邮轮成功首航】　４月１２日，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迎来中国邮轮市场调

整期后首艘新邮轮———云顶“探索梦

号”邮轮。５月１８日，歌诗达旗下亚洲
最大邮轮Ｖｉｓｔａ级邮轮“威尼斯号”在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开启首航。６月 ３日，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迎来第２０００艘
次母港邮轮，亚洲现最大、最昂贵、最豪

华邮轮皇家加勒比邮轮“海洋光谱号”

靠泊“东方之睛”，正式开启中国母港航

季。１１月８日，中国第一艘自主运营的
豪华邮轮“鼓浪屿号”在吴淞口首航。８
月２日，“海洋光谱号”“盛世公主号”
“地中海辉煌号”３艘大型母港邮轮停靠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当天港口接待

流量超３６万人次，刷新亚洲邮轮港单
日接待出入境旅客之最。

【完善邮轮港基础设施】　５月２１日，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公司邮轮码头一期后续

工程通过项目整体竣工验收，标志着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经过三年建设和一年试

运行的后续工程，完成各项设计规划内

容、工程整体，达到港口正式开放的基本

条件，岸线长度从 ７７０米延长到 １６００
米，平台面积由 ６７万平方米增加到
１４７万平方米，航站楼面积由２５万平
方米增加到８万平方米，形成具备四船
同靠、年接靠国际邮轮８００—１０００艘次，
年接待游客量６００万人次的运营能力。
１０月９日，通过“上海品牌”认证，成为
首家国际邮轮港游客服务认证单位。年

内，智慧邮轮港项目和“东方之睛”改造

项目启动前期手续。

【优化邮轮营商环境】　４月１９日，上海
海事局出台《“国际邮轮优先”工作职责

及操作流程》，明确邮轮通行“五优先”，

邮轮靠泊准点率达１００％。邮轮船票制
度试点形成“吴淞口经验”，交通运输部

等五部委基于吴淞口试点经验，８月２９
日出台《关于推广实施邮轮船票管理制

度的通知》，邮轮船票制度在全国开展推

广。结合上一轮邮轮产业扶持政策实施

情况，修订完成宝山邮轮产业政策 ２０
版本。

【启动国产大型邮轮建造】　４月１５日，
在意大利与全球最大邮轮建造商芬坎蒂

尼联合举办邮轮供应商日，吸引１３０余
家供应商参会。８月２２日—２３日，首届
中国国际邮轮（配套）产业发展论坛暨

展览会在宝山举行，搭建中国大型邮轮

配套产业交流平台。１０月１８日，中国首
艘国产大型邮轮正式在外高桥开工点火

钢板切割，标志着邮轮建造实质性启动。

１２月３日，宝山举办首届中国邮轮产业
配套供应商圆桌论坛，吸引３００余家参
展商，其中中船集艾邮轮科技公司邮轮

配套产品测试认证及研发中心、邮轮模

块化整体舱室研发中心和邮轮内装技术

人才培训中心的“三个中心”正式揭牌，

宝山逐步形成大型邮轮配套与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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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中船邮轮运营总部中船嘉年华

（上海）邮轮有限公司落户宝山。

【参加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世界邮轮大会并
首次设展】　４月 ８日—１１日，２０１９年
全球邮轮大会在迈阿密举行，区领导率

团出席大会并会见嘉年华集团、皇家加

勒比游轮公司、地中海邮轮公司等国际

邮轮公司高层，就世界和中国邮轮市场

发展深入交流。其间，发布中国邮轮产

业发展报告（海外版），设立展区进行宣

传推介，全方位展现中国邮轮市场的潜

力与活力。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１日，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开幕 吴淞口邮轮港公司／提供

【举行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　
１０月 ９日—１１日，宝山区举办 ２０１９
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主题为“邮轮之
城、魅力之都”，来自全球各地的１２００余
位嘉宾出席大会。市委书记李强、市长

应勇分别会见邮轮公司全球总裁，李强

为“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揭牌，市

政协主席董云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

慧琳参加邮轮主题晚会。嘉年华首席执

行官唐纳德、皇家加勒比全球总裁迈克

·贝勒、地中海执行主席瓦格、云顶香港

有限公司集团总裁区福耀等世界主要邮

轮公司总裁参会。会上，各大邮轮公司

发布最新、最大旗舰邮轮将陆续在上海

开启首航信息。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进境免税店开业】

　１１月９日，营业面积达１７００平方米的
全国最大邮轮港进境免税店———上海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进境免税店，在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举办的２０１９国际邮
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上正式揭牌，成为

上海购物新亮点。 （沈沁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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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累计接靠国际邮

轮２４０艘次，比上年减少约３６％，约占全
国邮轮市场２９８５％份额（其中，访问港
邮轮１５艘次，增长约 ５０％）；全年累计
接待出入境旅客１８７１４万人次，减少约

３１％，约占全国邮轮市场 ４５３５％份额
（其中，访问港旅客６０６万人次，增长约
４０％）。全国市场占比虽然有所下滑，但
靠泊艘次和接待人次继续占据全国市场

首位。全年实现营收 ３７０８９万元，营业
利润５５０６万元，累计利润总额６０８４万
元，净利润 １０６８６万元，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应收账款控制在 ２５００万元以内。
增资工作有序推进；“三免三减半”优惠

政策退税 ５２９９５５万元；完成 ３７亿元
银行授信。年内，邮轮港公司获“区长质

量奖”提名奖；通过“上海品牌”评价认

证并获得证书。

年内，邮轮港公司母港经济效益显

现。免税业务方面，１１月，吴淞口邮轮
港参与投资的全国首批邮轮港进境免税

店———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进境免税

店正式揭牌。票务销售方面，累计结转

１３５个航次，销售舱位１５２４间，销售人数
３２５３人，完成营收１７６９万元，完成预算
指标的１４２％。广告活动方面，广告业务
合同标的金额约５００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６６％。邮轮供应方面，本地代理业务
占据本港市场份额的５７％，拓展进口直
供邮轮保税货物供船模式，实现异地（温

州）代理业务“零突破”。水域开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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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５月举办“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
赛”，并着手启动帆船游艇基地工程可行

性研究。

港口接靠方面，单日接地出入境旅

客首次突破２８万人次，刷新亚洲邮轮
港单日接待出入境游客之最。完成“探

索梦号”“海洋光谱号”“威尼斯号”和

“鼓浪屿号”等邮轮的首靠。通关动线

方面，优化 Ｔ１、Ｔ２新楼通关动线，完成
“东方之睛”与新楼运营作业交接、办公

室搬迁及设施设备转移。设备管理方

面，主动适应ＶＩＳＴＡ船型靠泊需要，推进
２号登船桥改造。持续提升行李装卸效
率，联合研制新型邮轮岸边装卸作业车。

同时，科学管理用电系统，对照明系统进

行日间模式、开港模式、夜间巡查模式分

类、动态管理。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９日—１０日，宝山区举办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 区滨江委／提供

行业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提升。

联合承办亚太邮轮大会。其间，市委书

记李强为首个“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

区”揭牌，组织召开亚太邮轮港口服务

标准联盟年会。会议通过联盟标准体

系框架（第一版）和联盟标准《邮轮游

客投诉管理规范》，吸纳广州南沙港、山

东青岛港、韩国釜山港、韩国邮轮研究

院等新成员。推进上海邮轮供应协会

工作。参与承办“第二届进博会国际邮

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参与市口岸办

“上海邮轮母港物资供应发展模式研

究”课题评审。承办亚洲邮轮港口协会

年会。配合协会秘书处完成协会年会

各项承办工作。与国外政府机构、国内

外邮轮港口以及相关科研单位开展２０
余次直接交流。

完善邮轮港后续工程，启动“东方

之睛”改造。５月 ２１日，后续工程项
目整体通过竣工验收，工程整体达到

港口正式开放基本条件。客运大楼

Ｔ２航站楼项目成功创评“国家优质工
程奖”和“上海市白玉兰奖”。“东方

之睛”改造项目从决策阶段进入审批

阶段。项目建筑结构检测、空调系统

检测、室外膜结构风雨廊和幕墙等配

套同步推进。

完善邮轮港运营服务，实施无摩擦

进港方案。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采用

Ｔ１新动线通关，逐步取消领队功能；星
梦邮轮公司投放自助服务机，优化现有

登船流程；与歌诗达邮轮公司进行多次

运营洽谈，进行自助值船机投放、测试

工作，优化歌诗达旅客通关流线。

完善邮轮港安全体系架构，完成邮

轮港应急单元预案编制，纳入上海市应

急管理体系。区滨江委开展“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应急管理单元”建设，吴淞口

邮轮港参与“应急单元建设”，在现有邮

轮港应急预案基础上，对各单元进行重

新审核，修订完善邮轮港应急预案体

系。该项工作于９月底完成，进入专家
认证阶段及意见征询阶段。

配合实现新设海关邮轮监管区。

与宝山海关探索海关邮轮监管区设立

前置条件，配合宝山海关课题调研组完

成上海海关通关处“关于上海邮轮船供

产业专项课题”调研工作。总结近年上

海港船供业务的体量与规模，梳理制约

现有船供业务发展政策瓶颈。

推进完成进境免税店设立。４月，
完成进境免税店招标。８月，完成合资
公司注册事宜，并签订相关租赁协议。

１１月，面积约为１７００平方米的进境免
税店（Ｔ１、Ｔ２各 ８５０平方米）开始营
业。进境免税店为旅客提供入境消费

服务，完善港口免税商业布局，提供优

质购物体验和购物环境，为公司增加

营收。

推进邮轮港水域功能开发。５月
１０日—１２日，在吴淞口邮轮港下游水
域举办“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进一

步打响邮轮港在国际上的品牌与地位，

展现宝山滨江地区产业转型、打造邮轮

旅游集聚区升级版、邮轮游艇游船“三

游”经济产业活力领航发展面貌。

（蔡二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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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经济
◎ 编辑　金　毅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中欧长三角石墨烯创新高峰论坛开幕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提供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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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地方财政收入５２５亿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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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位。

【优化营商环境】　园区通过定期联系，
政策扶持、鼓励创新、招商宣传、集聚产

业等方式，持续对相宜本草、西德科、申

和热磁、科勒电子、复星长征等重点企业

开展安商稳商精准服务工作，当好企业

“金牌店小二”。年内，园区完成宝山２５
路、１８５路公交引入和 ６家规模型租赁

房纳管等工作，园区营商环境进一步

提升。

【加快推进重点项目】　园区完成打造
园康路３００号上海生命健康产业园。安
川半导体机器人项目、申和地区总部项

目落地。国缆检测、临港新业坊、联东 Ｕ
谷等１０个重点产业建设项目阶段任务
如期完成。索灵医学等１８个重点洽谈
项目扎实推进。完成乐宝日化、科勒

４０工厂、长谊特种纸等１３家优质项目
认定。

【加快转型升级】　园区通过关停、项目
调整、转型升级等手段淘汰一批“三高一

低”企业，盘活低效产业用地 １６７３公
顷。引入广川科技、?璞电子、清能合睿

兹等１９个优质项目，有效盘活２万平方
米的闲置厂房资源。此外，１月—１２月

园区实现合同外资９２５０万美元，超额完
成年度目标。

【整治异地经营活动】　园区在抓增量
同时，聚焦１８７家主营业务收入在５万
元以下在地经营未注册企业，成立专业

队伍开展招商和整治工作。至年末，有

１２家企业落地，有意向或正在办理迁入
手续企业 ３０家，搬走 １８家，拟淘汰
４１家。

【推进民生保障工程】　园区以创建美
丽家园为抓手，做好乡村振兴工作。年

内，开展三轮村庄清洁集中行动，完成５
座农村公厕改造，农村环境明显改善。

推进园区垃圾分类工作，完成园区机关、

落地企业、１３１家沿街商铺、２个居民区、
２个行政村垃圾分类推广实行，居民区
均建立两网融合服务点，积极申报垃圾

分类示范园区创建工作。

【加快配套设施建设】　园区排水工程
克服各类管线搬迁、外环绿带搬迁、农用

土地征用等困难，争分夺秒推进工程建

设，完成园区排水改造工程，新建雨水管

道长度９９２０米、污水管道１８６０米，并在
汛期发挥良好作用。完成新建一所九年

一贯制学校，９月 ９日上海市行知中学
附属宝山实验学校正式揭牌启用。

【开展各类整治任务】　园区开展区域
内无证无照经营整治、非改居整治及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绿地领海商住楼

业主自治管理，及时化解信访矛盾，有效

调解村居、企业各类矛盾纠纷，至年末，

共调解立案 １７４件，结案 １６７件。深化
网格化管理，结案率、解决率均达 ９６％
以上。定期会同公安、城管、消防、市场

所等执法部门对涉危企业、重点区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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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８日，磐典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数字化研究中心揭牌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提供

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上海爱德夏新工厂举行奠基仪式 宝山工业园区／提供

展联合突击整治和日常安全检查。开展

“大排查、大整治百日安全行动”，狠抓

各类安全隐患整改落实，共检查生产经

营单位（场所）１１６０家次，发现安全隐
患２９５３条处，整改率达 ９６％。拆除违
章建筑点位 ８３处，共计拆违面积 ６８
万平方米。

【推进园区环境综合治理】　园区做好
迎接中央第二轮环保督查工作，依托环

保专业第三方公司，持续抓好环保日常

监管，全年共对园区企业开展环保日间

巡查 １８０５家；巡查夜间作业企业 １５０
次，涉及企业２８０余家，约谈环保问题企
业３２家并责令整改。落实河长制，紧抓
水环境治理，有序开展“清网行动”及

“三违一堵”工作，消除劣 Ｖ类河道，控
制面源污染，确保园区河道环境优美、水

质达标。 （侯　敏）

宝山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工业园区（以下
简称“园区”）定位为上海北部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主要集聚区，是宝

山区实施“国际邮轮之城、智能智造之

城”战略核心承载区之一。至年末，园区

增加值完成５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６％；
地方财政收入完成３９亿元，与上年基
本持平；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６３亿元，增
长１１％，其中产业投资完成１５亿元；工
业总产值完成１１５亿元，增长５％。

【推进平台建设】　２０１９年，上海北郊未
来产业园核心区 Ｉ期项目工程建设
（１２２公顷）完成，启航楼样板房准备投

入试运营，意向入驻企业６４家，正心谷、
每日优鲜、垒知集团、大亚圣象等重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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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强做实产业发展平台。

【推进“四个产业园”建设】　北郊未来
产业园建设基本完成。项目工程建设计

划于２０２０年上半年完成，正式开园。至
年末，已与 １８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注册型企业引入５５家。华域汽车创
新园骨干企业投产。产业园内两家重点

企业，华域麦格纳电驱动项目和华域电

动项目进入试生产。此外，华域旗下爱

德夏机械项目已落户园区正式投产。上

海国际邮轮产业园扎实推进。产业园功

能与形态规划初步完成。产业园抓住邮

轮大会召开契机，在迈阿密 Ｓｅａｔｒａｄｅ全
球邮轮大会布展，与芬坎蒂尼集团在意

大利里雅斯特共同举办豪华邮轮供应商

日活动，与中船邮轮主办首届中国邮轮

产业配套供应商圆桌论坛，并引入中船

邮轮、中船集艾等邮轮制造配套企业落

户。北上海生命健康产业园启动规划。

与上药集团对接，启动４６６７公顷产业
园整体规划及一期项目方案设计，完成

６１—１０、８３—０１、８６—０１三个地块收储立
项和拟征地前期手续。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园区加快推动
项目开工建设，克来机电智能制造生产

线项目于１２月开工，爱德夏标准厂房项
目计划２０２０年４月开工建设。加快推
动项目土地收储，百联项目计划２０２０年
一季度拿地，晟申重机二期、垒知集团总

部、正心谷项目计划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拿
地，年底开工建设。加快推动项目筹备，

与中船邮轮、吴淞口公司合资设立中船

邮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在组建中，

２０２０年一季度完成，推进首期项目约
６６７公顷土地收储；上药集团项目初步
达成落地意向，准备开展一期１６公顷土
地收储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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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结构调整共

计１８８７公顷，其中南亮压力容器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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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９日，宝山区政府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合作办学签约 宝山工业园区／提供

地块１２公顷，新宸宜（上海）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地块３６公顷，索肯（上海）科
技有限公司地块３４７公顷，上海安申汽
车维修有限公司地块１３３公顷，蒂森克
虏伯地块 ２公顷，通用阀门部分厂房
２２７公顷，钢之杰部分厂房１公顷，千山
远东地块２公顷。

【优化营商环境】　园区整合市场发展
部和企业服务部，明确职责范围，形成一

套企业落地、发展、壮大的工作模式。引

进宝山工业园区第一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宝山双语学

校，解决上学难题；启动建设６条道路，
实现３条道路基本通车，对７条道路进
行整修，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引入环保

管家等第三方平台，对项目准入、环评、

企业环保运行管理、在线监测进行系统

化管理，提升园区环境管理及指导服务

企业能力；巩固无违街镇创建成果，２０１９
年合计拆除５１５８７平方米，消除存量违
建５１００５平方米，清退违法居住人员１５０

余人。成功创建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

工业园区，园区内盗窃类案件及诈骗类

案件比上年明显下降，企业职工和居民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得到提升。

（高晗杰）

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聚焦招商引资，加强内部管理，各项重

点工作实现良好预期。至年末，完成区

级地方财政收入１３９２亿元，总量位列
全区第一，比上年增长６３６％，增幅位
列全区第四。注册企业欧冶云商股份

有限公司获“２０１９中国供应链金融最
佳金融科技运营企业”“２０１９中国产业
互联网数字化 ＴＯＰ第一名”，宝武炭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获“中国石油和化工企

业５００强”，上海宝临电气集团公司获
“上海民营制造业企业１００强”，上海鸭
嘴兽供应链公司获上海市中小企业“最

具投资潜力创业企业５０强”，上海博济

堂科技服务管理公司获“上海市创业孵

化示范基地”“上海市信息产业基地”

称号。

【优化营商环境】　至年末，宝山航运经
济发展区开展“３６５诚信服务”品牌建
设，针对２００户重点企业及１００家成长
型科技类企业，围绕平台服务、政策报

送、走访调研、真情投入、助企发展５大
服务内容，建立“孵化器”式招商、“店

小二”式服务、“家政式”安商稳商工作

机制，提供全流程、全天候服务，突出重

点服务，做到“四个必访”：新办落地型

企业必访，重点企业主要人事变动必

访，重点企业有重大喜事必访，重点企

业遇特殊情况必访。至年末，航运一、

二级公司按五大服务内容服务企业

２３９７次，组织开展３１７户企业体检，夏
送凉走访企业 ３２８户。“３６５诚信服
务”体现让企业少跑路，提升企业对航

运满意度和归属感，奠定更好营商环境

基础。

【提升重点楼宇载体税收】　宝山航运
经济发展区为统筹三个街道辖区内可

用招商资源，提高“家门口”资源招商能

力，提升楼宇经济贡献度，按年初“一楼

一园一策”工作方案，发挥“扫楼扫园扫

街”精神，围绕辖区内重点楼宇注册型

企业、落地型企业、已租赁面积、可利用

面积等主要指标做好走访统计。在完

成前期企业排摸工作后，加大楼宇招

商，重点针对楼宇内占用资源但不注册

在宝山落地型企业，通过上门走访、宣

传政策，吸引企业注册落地，提高载体

“三率”产出。用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成果，按照区统计局下发规模企业名

录和区政府要求，将该项工作融入到

“一楼一园一策”工作方案，联合街道、

工商、税务等部门，采取分类座谈、组队

上门等措施，加大扫楼力度。（朱海燕）

０９１

园区经济



开放型经济
◎ 编辑　吴嫣妮

吸收外资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全年吸收合同
外资１７６８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８％；
实到外资４０５亿美元，增长４５４％。年
内新增跨国地区总部型机构１家，外资
研发中心１家。

表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吸引外资分段情况

合同外资
项目数 合同外资（万美元）

新批 同比（％） 增资 同比（％） 新批 同比（％） 增资 同比（％）

３００万美元及以下 ３５２ －３２．７ ４９ １１ １２７３１ －３０．２ ３２４６ ４２．８

３００万—１０００万美元 ２４ ２０．０ １２ ３３ １３５４２ ２１．９ ６９７０ ３１．６

１０００万美元及以上 １５ ５０．０ １４ ５６ ９５２９７ －６．６ ４５０１７ １３４．２

合计 ３９１ －２９．３ ７５ ２１．０ １２１５７０ －７．４ ５５２３３ １０６．２

表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吸引外资分产业情况

产业名称
项目数 合同外资（万美元）

新批 增资 新批 增资 小计 同比（％）

实到外资

（万美元）

第一产业 １ ４１５ ４１５

第二产业 １７ １９ ３１２３ １０７６４ １３８８８ １３．７ ８９３．７

第三产业 ３７４ ５５ １１８４４６ ４４０５４ １６２５００ １１．４ ３９６０６

【大项目、增资项目增长明显】　至年
末，宝山区超１０００万美元外资大项目２９
个，实现合同外资１４０３亿美元，比上年
分别增长５２６％和１５８％，占总合同外
资７９４％。增资外资项目 ７５个，增长
２１％；增资项目吸收合同外资５５２亿美
元，增长１１倍。

【第三产业占据利用外资主导地位】　
宝山区第三产业全年吸收合同外资

１６２５亿美元，占总合同外资９１９％，比
上年增长 １１４％。其中，批发业、零售
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合同外资占

比较高。从项目数看，第三产业外资项

目数４２９个，占总项目数９２１％。从实
到外资看，第三产业实到外资３９６亿美
元，占总实到外资９８３％。

【新增两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研发中

心】　年内，２家企业被市商务委认定为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林肯电

气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认定为外资研

发中心，光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被认

定为跨国公司总部型机构。

【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　区商务委牵
头开展进博会联络官遴选及培训，打造

一支能用好进博会平台、讲好宝山故事、

推介宝山优良营商环境的宣传员队伍。

结合宝山区优势资源、重点产业、文化历

史等元素，设计推出魅力滨江生态之

旅、城市更新穿梭之旅、智能制造创意

之旅、幸福宝山浪漫之旅等４条进博会
参观线路，被纳入进博会“投资上海地

图”。推荐２０１９上海国际婚礼时尚周、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等 ４个大型
投促活动被列入“上海市对接进博会投

资促进活动”，在２０１９对接进博会上海
投资促进交流会上向全市发布。推荐宝

山工业园区入选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

“２０１９版投资上海”产业宣传册。
（倪卫榕）

对外经贸

【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交易组织超预期】

　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宝山分团实现意向
成交规模、活动数量和影响力、采购商到

会数量、引进企业数量、参展企业数量均

超首届的“五超目标”，溢出带动效应显

著。宝山分团分别与德国、美国、日本、

新加坡、斯里兰卡等１４个国家五大展区
达成采购成交意向２１２亿美元，折合人
民币１４９３亿人民币，比首届增长５３３
倍。宝山分团注册采购商通过终审数

９７７家，其中企业数为８６２家，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１１５家，注册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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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７９人。企业数增长３７６％，注册人数
增长５３６％。宝山分团推荐的世界农
产品交易平台获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海交易团“６天 ＋３６５天”交易服务平
台并授牌。举办１２个配套活动和投促
活动。引进德国西克门窗幕墙系统公司

等多家企业。

【举办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国际邮轮服务

贸易高峰论坛】　１１月９日，市商务委
和宝山区政府主办的第二届进口博览会

国际邮轮服务贸易高峰论坛在国家会展

中心举行。其间，副市长宗明为全国首

批邮轮港进境免税店———上海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进境免税店揭牌。区政府发布

关于宝山邮轮经济“３５条”新版扶持政
策。宝山分团采购商与境外参展商交易

集中签约，５家宝山采购商与境外参展
商达成１２亿人民币意向交易额。论坛
主要探讨上海邮轮产业现状、动态及未

来发展趋势，进一步开拓中国邮轮市场，

打造国际邮轮服务贸易新高地，共创世

界邮轮经济发展新未来。

【技术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创新高】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技术进出口合同金额
８５０４５４０万美元，同比增长 １０２４倍。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地中海邮轮船

务（上海）有限公司等企业被列入上海

服务贸易进口百强企业，上海欢乐互联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列入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 （倪卫榕）

对外贸易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完成进出
口总额９４６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２％，
进出口总额和增速均列全市第五。其

中，出口总额２８７５亿元，下降１１１％；
进口总额６５９１亿元，增长２１２％。

【集装箱拉低全区出口】　宝山区第二大
出口产品集装箱受量价齐跌等因素影响，

出口额１２８亿元，比上年下降６０５３％，
占比７０４％，拉低全区出口。

表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进出口情况

对外贸易 进口额（万元） 同比（％） 出口额（万元） 同比（％）

总额 ６５９１３５４．３３ ２１．２３ ２８７４６１１．６３ －１１．０７

　按贸易方式分

　　一般贸易 ６４４０５５３．０２ ２２．５８ ２５８６１３４．４９ －７．９６

　　加工贸易 ７８４８８．８３ －２４．８ ８２１５６．８２ －６２．０８

　　其他贸易 ７２３１２．４９ －８．２１ ２０６３２０．３２ ０．１３

　按企业性质分

　　国有企业 ４４３１９１２．５４ ３０．０４ １１５１１７９．７８ －６．２９

　　外资企业 ５７２４２７．４０ ０．０６ ７７２８１２．８６ －２２．１８

　　民营企业 １５８７０１４．３９ ８．９３ ９５０６１８．９９ －５．９８

表５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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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６５０１７．５５ －１．３１

集装箱 １２８１５９．９７ －６０．５３

钢铁或铝制结构体及其部件 ７４９６６．８２ －２９．３７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５１５１６．９６ －７．９２

冷冻机和制冷设备 ４８９５６．１２ ３．５９

机械提升搬运装卸设备及零件 ４２４７０．２３ １４．０８

服装及衣着附件 ４０９５９．５９ －２２．７９

家具及其零件 ４０７８８．０３ －９．２２

通断保护电路装置及零件 ３８５８１．２ －４．３８

未锻造的铝及铝材 ３６５３７．２１ ２９．９１

表６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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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２４１３０．８２ ３１．７１

煤 ４４０９３３．９９ －３．３３

钢材 １７２４３２．９３ －６．０３

铁合金 ８２０６９．６８ ３３．６

锯材 ６８４６８．８５ －４４．３４

初级形状的塑料 ６１３８８．３９ １０２．２２

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器及器具 ６０５２３．６４ ２９．０７

肉及杂碎 ５１８４３．３３ ２０．９４

未锻造的铜及铜材 ４８１８０．６９ ０．４８

生铁及镜铁 ３６１０９．８７

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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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９年主要出口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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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０２１０．１１ －２．８５

欧盟 ３８９９５５．９６ １．９４

美国 ３４２５２５．４６ －３５．７９

印度 ２２７１３８．０４ －２．９９

日本 ２０５３６０．３ ９．４１

韩国 １９６５３１．１３ １４．６２

中国香港 １０５８４５．０６ －１９．９

中国台湾地区 ９７３２６．９７ ５．４１

墨西哥 ６７１５７．９ －１．０１

阿联酋 ５４９１７．１６ ６９．８９

表８ ２０１９年主要进口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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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３１１６０．７２ ６１．０４

巴西 ９３６５４７．３８ －１５．２

日本 ５３１９１９．３６ －２．７９

欧盟 ４１２３３２．０４ ４．５７

加拿大 ３８７８７３．８２ ２７．８４

东盟 ３６４４０９．０５ ２８．８９

南非 １９０００８．２８ ２４．１１

美国 １２７７９６．２１ －２４．９１

伊朗 ７１７９３．２９ １８１．９９

（倪卫榕）

【铁矿石带动全区进口增长】　宝山区
主要进口产品铁矿石单价大幅上涨，带

动进口额增长。铁矿石单价上涨３５％，
累计进口额 ４０２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１７１％，占比７３２３％。

【商品结构持续优化】　宝山区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额１７２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１％。主要商品为材料技术和计算机
集成制造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为４２２
亿元和 ３９２亿元，分别增长 ５１８％和
２９４６％，分别占比２４４５％和２２７１％。

【主要出口市场除美国外均表现平稳】　
宝山区对美出口额约３４２５亿元，比上年
下降３５７９％。其他主要出口市场出口表
现平稳，对欧盟、日本、韩国出口额分别增

长１９４％、９４１％和１４６２％。 （倪卫榕）

民营经济

【推进“区民营经济２５条”政策落地】　
宝山区经委制定责任分工表分解各项

任务，统筹协调相关部门，重点聚焦降

低民营企业经营成本、营造公平市场环

境、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依法保护民营

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扶持

力度，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打好政策举

措“组合拳”，有步骤地推进各项任务

落实。

【建立区领导定点联系服务民营企业

工作机制】　区经委深入企业广泛调
研。坚持领导带队，统筹工作力量，围

绕宝山产业经济发展现状、短板和发

展方向，采取座谈、走访、联合调研、政

策宣传等多种方式开展企业调研，全

年共开展调研１５９１次，形成政企良好
互动，发挥区服务企业联席会议机制

作用，解决企业诉求，督促各项政策的

落地。

【配合完成民主党派对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专项监督】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

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为宝山区经济持

续发展奠定扎实基础。微盟于 ２０１３
年成立，成立之初是一个员工仅几十

人创业型企业，在宝山区各方扶持下，

短短几年迅速成长为中小企业云端商

业及营销解决方案全国领军企业，并

在香港主板上市，２０１９年拥有员工超
过２０００人，渠道代理商超过 １５００家，
注册商户超过２７０万家。 （王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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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
◎ 编辑　王素炎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区统计局开展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 区统计局／提供

统　计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统计局推进完成第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完成经济运行分析、

“四大产业”统计分析、专项调查、统计

法治等各项工作，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

供统计信息咨询服务。

【监测经济社会运行】　区统计局发挥
统计服务宏观决策的“数库”和“智库”

作用，定期开展经济运行分析，关注生产

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总额、服

务业发展、房地产运行等重点热点问题，

对节能减排、绿色生态、妇女儿童发展规

划等重点热点问题，开展跟踪监测和调

查研究，全年共完成统计分析４２篇、工
作专报４１篇，获得区领导批示３８篇。

【拓展“四大产业”研究领域】　区统计
局围绕宝山重点发展的人工智能及新一

代信息技术、机器人及高端装备、生物医

药、新材料等“四大产业”，会同相关产

业部门确定统计范围，开展数据汇总和

分析，完成“四大产业”分析报告等３篇
总报告和１２篇分报告。

【开展重点课题研究】　区统计局开展
“提升宝山区域经济密度的对策研究”

“宝山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问题调查

研究”“培育新经济，探索构建新经济统

计体系”等多项课题研究，启动“宝山区

“十四五”规划指标体系”课题研究。

【提升统计服务能力】　区统计局建立
与发改委、经委、商务委等部门定期联系

沟通机制，就职能部门关注的固定资产

投资、商业发展等领域开展调研，推动与

市统计局深入沟通，满足经济部门需求。

完成统计公报、大小汇编、月报等近１０
种类型统计资料的整理和编印发布工

作，推出《图说宝山》《宝山经济形势简

析》（宝山发布）等统计产品。

【开展应统尽统】　区统计局完成工业、
商业、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工资

等全行业统计专业年定报工作，把握单

位名录库年度入库契机，利用普查反馈

信息，开展梳理核实和现场调研，落实达

标单位入库工作，第一批５３２家企业申
报入库，单位数量仅次于浦东新区，位于

全市第二。

【推进专项调查】　区统计局落实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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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联合年检等各项统计工

作任务。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前期

筹备工作，组建区局７人普查筹备工作
组，开展考察调研。

【加强统计执法监督】　区统计局对７０
家重点企业进行双随机执法检查，提升企

业依法统计意识。对２００余家经济普查
拒报单位和７２２家行业规模达标单位发
放法律告知书，依法规范企业统计行为。

【持续推进依法行政】　区统计局落实防
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的工

作措施，推进统计信用体系建设，完成机

构改革涉及的区级行政执法单位行政执

法主体账户更新注销、相关审批事项在

“双减半”（办理时限减少一半、提交材料

减少一半）系统中相关时间与“一网通办”

宝山频道不一致问题的核查、一网通办事

项机制调整、范围拓展、“阳光审批２０”
行动、部门关于行政审批承诺期限和办理

时限的目标责任书核对审查等工作。

【抓好统计宣传】　区统计局结合新中
国成立７０周年开展“坚守统计初心，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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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代使命”９·２０统计开放日主题宣
传活动、统计宣传月活动。 （周世强）

综合经济管理

发那科超级智能工厂 区发改委／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１５５１５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７％。
固定资产投资５５５１７亿元（不含市返项
目），增长１１９％，其中：工业投资７８５３
亿元，增长０１％；服务业投资１２６２亿
元，下 降 ３２５％；房 地 产 开 发 投 资
４２３６０亿元，增长 １８１％。２０１９年，宝
山区共实现 １５家企业上市挂牌（含转
板），其中１家香港联交所上市，３家新
三板挂牌，９家上股交科创板挂牌，２家
上股交Ｅ板挂牌。至年末，全区共实现
上市挂牌企业 １３２家，其中上市企业 ９
家，新三板企业５０家，上股交科创板企
业３３家、上股交 Ｅ板企业４０家。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６８７２１元，增长８２％，
高于经济增长幅度。

【开展“十四五”前期调查研究】　宝山
区制订出台《宝山区“十四五”规划研究

和编制工作方案》，召开全区工作启动

会，梳理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２年３３个总投资
近８２８亿元重大项目，为“十四五”期间
产业前期谋划及重大产业项目的研究储

备工作做好准备。区发展改革委开展经

济发展、城市建设管理、社会发展等多领

域、多区域专题调研会，面向市民发放问

卷调查，全方位加强前期重大问题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　宝山区出台优化营
商环境２０版，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
利化营商环境高地。深化“放管服”改

革，落实“双减半”要求，减时间比例达

７０％、列全市第一，减材料工作有序开
展。行政审批目录由５５８项精简至５４０
项。修订“１＋９”（“１”指的是总的指导
意见，即《宝山区关于加强“调结构、促

转型”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的若

干意见》；“９”指的是现代服务业、先进
制造业、科技创新、节能减排、金融服务、

文化创意、农业、人才、张江宝山园等 ９
个专项资金）产业扶持政策体系和生物

医药等重点产业扶持政策，设立每年１０
亿元产业发展资金池和２０亿元产业用
地储备专项资金。在全市率先实现扶持

资金申请一网通办。推进社会信用，拓

展信用惠民应用场景，探索构建“邮轮经

济信用生态圈”，开发完成“上海邮轮口

岸诚信管理系统”。３月１３日，以“现场

直播＋云会议”形式，通过电视、网络、
ＡＰＰ同步进行实况直播，举行“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南大、吴淞等重大板块集中推进、

重点项目集中启动、重要政策集中发布

大会”。全区企业家代表约２００人，全区
各单位 ７０个分会场约 １０００人远程参
与。向社会正式发布《宝山区全面深化

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３０版）》《新一
轮“１＋９”政策（３０版）》《宝山区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构建企业营商帮办

体系３０版》３项新政。大会表彰在南
大、吴淞等重大板块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重要政策落实方面表现突出的 １６５
个优秀企业、集体和个人。

【全面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宝山区以
产业发展为纽带，组建长三角产业互联

网联盟、沿江产业园区发展联盟、长三角

创意设计产学联盟。打造石墨烯联合创

新中心、长三角高端装备创新协同基地。

举办长三角沿江滨海城市协同创新发展

论坛、长三角创意设计产业论坛。以基

础设施为纽带，推进区域间交通网络建

设，加快北沿江铁路、沪通铁路建设，加

强防汛基础设施建设。以合作交流为纽

带，首次探索人防联动联训机制，提前实

现区内定点医院长三角门诊异地结算全

覆盖。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宝山区推进市
下达的５１项重点任务进度，连续７个月
位列全市第一。打造全市乡村振兴示范

标杆，塘湾村建成全国首个母婴康养村、

首个母亲花文化园；第二批聚源桥村、海

星村、天平村、花红村等四个市级乡村振

兴示范村创建项目完成率达 ９０％。聚
源桥村、天平村分别获评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累计创

建市、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２５个。农村
集体经济优质发展，制定出台农村综合

帮扶项目管理办法，提升经济相对薄弱

地区“造血”能力，全区生活困难农户收

入增长率高于农民收入平均增长率

１０％以上。推动“资本下乡”，塘湾村母
婴康养、聚源桥村爱萌多肉、沈杨村连片

打造花卉产业。

【推进邮轮经济建设】　宝山区获批首
个“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开启邮

轮经济全产业链发展新征程。举办

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市委书记李
强会见大会嘉宾代表，为中国邮轮旅游

发展示范区揭牌。“海洋光谱号”等４艘
超大型邮轮首航，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全

年靠泊邮轮２４０艘次，接待出入境旅客
１８７２万人次，接连打破亚洲邮轮港单
日接待旅客数量纪录，稳占亚洲邮轮市

场龙头地位。全产业链竞争优势越发明

显。产业链上游，邮轮建造实质启动。

中船集团和中国船级社联合成立的邮轮

配套产品认证、整舱研发、内装人才培训

３个中心正式落地。加快推进上海中船
国际邮轮产业园，世天邮轮与招商局集

团签订４艘３７万总吨邮轮造船合同。
产业链中游，邮轮企业纷至沓来。地中

海邮轮宝山公司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认

定，中船邮轮科技、中船嘉年华（上海）

等邮轮相关企业相继落户，总数近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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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产业链下游，邮轮旅游赋能美好生

活。邮轮准点率和安全率实现“双

１００％”，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启动“智慧
邮轮港”建设，成为全国首家国际邮轮港

游客服务认证单位。全国首家邮轮进境

免税店建成开业。成功举办 ２０１９上海
邮轮港国际帆船赛、上海邮轮文化旅游

节等活动。

京东华东地区总部（上图）

上海钢联大宗商品电子商务项目（二期）（下图） 区发改委／提供

【聚焦５个千亿级和５个百亿级产业】
全区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新材料、建筑

科技、平台经济等千亿级产业，人工智

能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健康及生物医

药、文化创意、节能环保、现代物流等百

亿级产业加速崛起。机器人及智能制

造产业集群实现产值约５００亿元，安川
机器人项目投产，快仓（宝山）全球智能

机器人产业园、创新奇智长三角区域总

部等高能级项目落户；新材料产业集群

实现产值约８００亿元，石墨烯功能型平
台累计孵化培育企业 １２家、集聚全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 ３０余家；建筑科技产
业集群实现产值约 ７００亿元，全区特
级、一级资质建筑业企业达２６家；平台
经济产业集群实现营业收入约１０００亿
元，“互联网 ＋”生活服务平台蓬勃发
展。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健

康及生物医药、文化创意、节能环保、现

代物流 ５个百亿级产业年产值超 ５００
亿元。

【推进产业投资】　宝山区持续加大产
业投资强度，总投资 ７６０亿元的 ６５个
重大产业项目有序推进，赛赫智能等一

批项目开工建设、宝山Ｕ中心等一批项
目竣工投产、京东华东数字经济产业园

（一期）等一批项目引进启动。持续增

强科技创新活力，二十冶集团、海隆石

油等１９个项目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林肯电气获批外资研发中心，光驰科技

被认定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国内首

条公里级超导电缆示范工程竣工，飞凯

光电成功申报上海市第一批工程研究

中心。“环上大科技创新圈”、高境“科

创小镇”等加快建设。

【做好中小微企业服务】　宝山区发布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金融工作要点》，持续
推进企业对接资本市场、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金融链”＋“产业链”招商等各
项工作。与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签订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制订并发布《宝山

区商业保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为区

内企业提供差异化融资选择。积极搭

建民营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平台，举办

宝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专场对接会等

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活动。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区发改委形成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要点》，制定宝山区信用“三清单”

（２０１９版）。打造信用宝山亮点，依托
宝山“社区通”平台，为守信市民提供服

务，积极开展信用宣传。建立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信用审核机制，利用宝山区公

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的信用核查功能，

对企业（项目）重复申报、存在各类行政

处罚、涉及诉讼问题等，实行不予扶持

或暂缓扶持，作为上海自贸区改革优秀

经验案例，在全市复制推广。（安昱昊）

国有资产管理

【概况】　至２０１９年末，宝山区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共 １７３户，比上年净增加 ９
户；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５２７６５亿元，增长
１０２％；负 债 总 额 ２７７６７亿 元，增 长
０２４％；所有者权益 ２４９９８亿元，增长
１９０％；２０１９年度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率１０１２７％。全区城镇集体企业６４户；城
镇集体企业资产总额 ３８８６亿元，下降
１３５９％；负 债 总 额 ２２７０亿 元，下 降
４５７％；所有者权益为 １６１６亿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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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２％；２０１８年度完成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率１０６３６％（注：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率取值
系２０１９年期初集体资本及权益总额，因
２０１９年度个别集体企业变更国有企业，
期初集体资本及权益总额同比剔除）。

【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宝山区落实中
央、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国资国企综合改

革，形成《宝山区开展国资（集资）国企

（集企）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征求意见

稿）》。按照国资集资战略版块功能定

位方案，投融资平台上海宝山国资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完成各项前期工作，正式

挂牌；初步完成宝建集团、宝房集团的出

资人调整，进行南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人调整。完成宝杨路码头等资产划入吴

淞口投资集团，着手进行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增资工作。落实国企

领导人员薪酬制度，完成直管企业领导

人员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任期薪酬方案，并
报市国资委审核通过。

宝建集团塘湾村项目 王健龙／摄影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９日，２０１９亚太邮轮经济５０人高峰论坛在宝山区举行 区国资委／提供

【国资监管体系建设】　区国资委形成
《宝山区国资委委托监管企业工作情况

报告》，制订《委托监管工作推进实施方

案》及新一轮委托监管协议，加快推进

本区“政企分开、事企分开”工作，强化

委托监管企业的集中统一管理。完成

区人保局及区教育局下属企业的划转

工作，进行民政局下属企业的划转工

作。完成２０１９年度国资经营预算收益
统计审核和收缴工作，用于社保的金额

为１７２３６２万元，占全部国资经营收缴
数的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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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宝山都市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开展好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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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

现区国资委企业出租出借房屋及经营

场所集约管理、分类跟踪、透明审批的

监管模式，开发建设的区国资委企业出

租出借房屋及经营场所监管平台正式

上线运行，有效盘活网点资源，实现资

源互通共享，完成资产的保值增值。规

范行政审批。严格按照履职清单要求

报送相关上报事项，做好企业行政审批

事项指导，２０１９年受理各类行政审批事
项共１３３项，其中审批、审核１０５项，备

案２１项，资产评估核准、鉴证 ７项，办
结率１００％。

【区域重点项目推进落实】　区国资委
发挥国企主力军作用，积极参与区重大

工程建设，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社会综合

价值创造能力。推进区属企业良性发

展，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

接宝山智慧化产业新城发展趋势，全面

推进友谊路３１８号地块转型升级，打造
智慧科创特色产业园；供销社与月浦镇

政府、上海航道医院携手创建月浦恬逸

养老院；宝建集团承接罗泾镇塘湾村乡

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工程；宝房集团参与

建设罗店动迁房建设项目；妥善做好安

全稳定工作，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完

成黄泥塘码头、季家桥码头装卸业务关

停及客户清退，开展消防隐患场所等各

项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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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０日，邮轮文化中国行启动仪式暨“樱邮尽有”樱花节专场活动举办
吴淞口投资集团／提供

　在建中的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工程
王玉文／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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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宗，其中公开上市挂牌方式完成
转让的项目４宗。总计成交项目评估总
资产为人民币 １７４６９３万元，负债约为
人民币３２５２４万元，成交价格约为人民
币１５５４６９万元。 （林秋雁）

【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　２０１９年，长江
口投资控股集团实现营业收入３０２亿
元，净利润８０６６万元，上缴税金３１３２万
元，资产保值增值率１１０８３％。集团下
属黄金广场获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
文明单位，长江口置业、绿叶菜市场、元

尚分公司获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文
明单位，绿叶菜市场淞兴店、团结店获评

宝山区美丽菜市场。对接区域发展。集

团聚焦宝山经济发展重点板块，对接宝

山区智慧化产业新城发展趋势，年内与

双泓集团合作，推进友谊路３１８号地块
转型升级。项目建筑面积８３０６平方米，
涵盖互联网科技、双创基地、展览中心、

创意办公，打造集智慧科技、智慧文创、

智慧服务为特色的智慧科创产业园。深

化街镇合作。集团与杨行镇构建战略合

作，共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盘活存量资

源、开发商业配套设施。先后与杨行镇

实现合作开发泰联路１１１号、南汀路３００
号、?川路１８６０号地块，确保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推动税收落地。与杨行镇、顾

村镇就湄浦路、菊联路部分沿街商铺签

约合作，总面积约３６００平方米，并对商
铺统一规划盘整，加快业态升级，提升社

区商业面貌。优化商业模式。集团探索

社区商业发展模式，先后与万有集市、盒

马公司达成战略合作。９月，启动绿叶

菜市场盘古店转型升级，引进以生鲜菜

场为载体的万有集市中心菜场，打造约

９００平方米一站式便民综合体，于年末
开业。深化经营调整。黄金广场分析周

边商业布局，采取降低扣点、增加营销频

次、陈列展示，确保经营基本稳定。绿叶

菜市场提高菜市场标准化、专业化管理，

完善创全管理长效机制，落实菜市场检

查整改，年内创全点位平均分保持前三。

其中两家菜场设置平价猪肉供应点，做

好猪肉供应价格稳定

工作。抓好专项工

作。集团落实国资委

内河码头专项整治要

求，加强码头专项治

理攻坚，完成黄泥塘

码头、季家桥码头装

卸业务关停及客户清

退工作，推进码头资

源招商储备，确保经

营生产与环境保护协

调发展。贯彻落实扫

黑除恶、中央环保督

查、垃圾分类等专项

工作。 （张　芸）

【上海吴淞口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上海吴淞口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发挥

宝山邮轮滨江转型发

展功能性公司作用，在

继续夯实滨江开发、邮

轮旅游、城市综合服

务、交通港口运营管理

四大业务板块的基础

上，进一步打造智慧信息服务板块。公司

全年完成营收 ４５９亿元、合并净利润
０９９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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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层
施工，宝杨路客运站地块功能研究形成初

步成果；由上海邮轮中心承接的“邮轮船

票”制度试点获得交通运输部认可，面向

全国推广；邮轮文化中国行活动正式启

动，制播“声爱·邮轮”广播栏目，“爱·

邮轮”融媒体平台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公司接收上海社区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４１％股权，完成对上海滨港邮轮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增资，启动“智慧邮轮港”项目

建设。全年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到发旅

客１８８０５人次，比上年下降９％。浦江游
览业务共接待１８个航班，３６８３位旅客。
上海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吴淞站全

年发车７６０１班次，减少１１％，发送旅客
２８４１２人次，减少２０％。年内，上海吴淞
口开发有限公司获评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上
海市文明单位，获得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重
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优秀公司等荣誉称

号；上海国际邮轮旅游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获得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上海思想政治工作
创新成果卓越品牌等荣誉称号；公司员工

苗利静进入２０１９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中级资格金榜。 （刘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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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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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吴淞站运行时刻

线路 时间 线路 时间 线路 时间 线路 时间

如东 ５∶４０ 颍上 ６∶３０ 启东 ７∶００ 济宁 １５∶００

姜堰 ６∶２０ 盐城 ６∶４０ 南陵 ７∶３０ 黄冈 １５∶２０

涡阳 ５∶４０ 溧阳 ７∶００ 响水 １１∶４５ 界首 １６∶３０

响水 ６∶００ 沭阳 ７∶００ 江都 １１∶５０ 利辛 １６∶３０

泰州 ６∶１０ 商丘 ６∶３０ 启东 １３∶００ 泗阳 １８∶００

（刘晓军）

市场监督管理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宝山区市场准入单一窗口开通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９年，全区共有各类市场主
体１９７７５８户，比上年减少２４２０户；注册
资本１２２４２２０亿元，增加３２８９８亿元。
其中：企业合计 １６０１０３户，注册资本
１２２４０５９亿元；个体工商户３７５５４户，资
金数额１９７４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０１
户，资金数额１８７亿元。年内，全区共
新增企业２６３４６户，其中法人单位２４８８６
户，新增企业注册资本２１０７８４亿元；迁
入企业２４７８户，其中法人单位２４２１户，
迁入企业注册资本２０５７８亿元。年内，
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考核名列 Ａ级，
质量工作考核连续第三年保持优秀，在

全区考核中被评为“优秀单位”，被授予

“全国市场监督管理法律知识竞赛先进

单位”“２０１９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
秩序专项执法行动取得突出成绩单位”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等
荣誉称号；戴悦被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和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称号；３０余个（次）单位、个人分别获“全
国市场监督管理法律知识竞赛活动优秀

个人”等称号。

【优化市场准入环境】　 区市场监管局
在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间、减跑动、减成

本上下功夫，推出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

举措。“当场办结”事项由１１项增加至
３１项。设立“一窗通”线下服务专区，与
线上实现无缝对接，为企业送上包含营

业执照、法人一证通在内的服务“大礼

包”。开通全领域跨部门市场准入“单

一窗口”，推出“主题式菜单”服务事项，

实现办事群众只跑一个窗口就能办成一

件事，全年完成涉及超市、美容院、书店、

影剧院等 ３１个主题的 １０４４个服务事
项。推出“提前服务专窗”，安排专人提

供包括“图纸预审”“材料预审”“现场指

导”在内的多项“提前服务”。全年全区

日均新增企业近１０５户。同时，推出“三
个一”创新服务：包含一揽子提示的“合

规经营小词典”，具备全项型功能的“服

务直通站”，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定制服

务工作室”，把服务从企业开办环节拓展

至企业全生命周期，打造宝山营商环境

新名片。

【推动质量水平提升】　区市场监管局
深化质量研究分析，发布《宝山区质量状

况白皮书（２０１９）》，编制宝山质量状况

十年报告（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开展宝山区
政府质量奖政策实施效果后评估。搭建

质量技术基础设施协同服务平台，组建

全市首个区级质量服务联盟，由２４家市
级技术机构和有咨询、检测资质的单位

组成，当年与高境、月浦等镇签订合作协

议，为区域企业提供一站式、零距离的量

身定制服务。推进群众性质量活动，对

班组和一线员工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

培训，举办 ＱＣ小组成果展示比赛。开
展宝山区第三届政府质量奖评选，２２家
各类组织和 ５名个人申报参加，８个组
织和１名个人获得奖项。

【加大风险防控力度】　区市场监管局
在高风险餐饮单位中开展全覆盖、全项

目的“夜鹰＋双随机”检查，实现对加工
经营全过程执法检查，全年立案查处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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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组织全区相关单位开展服务保障进

博会临战动员暨食品安全应急演练活

动，提升规范、快速处置食品安全事故水

平。连续第二年在事故多发的钢铁加工

制造、物流仓储两大行业，推行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计分评价制，全年所有参评企

业扣分均在２０分之内，未扣分的占比从
上年的 ３１９％上升到 ７６％。开展特种
设备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

预防”试点工作，共有８５家企业参与试
点，帮助企业辨识特种设备安全潜在风

险，有效推进隐患排查治理标准化。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区服务保障进博会临战动员暨校园食品安全应急
演练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提升智慧监管水平】　区市场监管局
联合第三方培训机构、餐饮协会，开发运

用食品从业人员智慧培训和考核平台，

推动５９７家餐饮单位、３７００名从业人员
线上学习培训。引入“智慧电梯”管理

理念，对区内３３０台老旧住宅小区电梯
加装远程监测装置，运用大数据分析手

段预判电梯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升故障

预警能力。

【形成社会共治合力】　区市场监管局
继续依托行业协会组织食品生产企业、

餐饮企业开展自律互查，全年１２７户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参加，提出整改建议

１５０余条。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对高风
险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进行风险评估，全年完成６３８家单位
评估工作，发现问题５３４条。借助专业
院校开展食品生产企业全项目专业化出

厂检验培训，是全市首个全项目专业化

出厂检验培训，１１０余人参训。注重加
强食品安全的宣传，组建由年轻干部志

愿者组成的食品安全青年志愿者宣讲队

和特种设备安全宣讲队，开展各类宣讲

６３场。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区市场监管局
组织双随机检查事项７７项，参与检查人
员１８９３４人次，检查对象９４６７户次。加
强企业信用监管，大力推动企业年报公

示，清理各类“僵尸企业”２２３１８户，引导
企业主动注销 ４２０３户，年报公示率达
９３３１％，全市排名第五。加大重点领域
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虚假宣传、商标侵权

等违法行为，全年查处各类案件 １８３２
件，比上年增长８６％；罚没款３２３３８万
元，移送涉嫌犯罪案件１５件。

【推进包容审慎监管】　区市场监管局
落实《市场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免罚

清单》，对企业涉及市场监管等领域的

３４项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初次违法
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给予警告，责令

整改，免于处罚，全年对１１５家违法行为
企业免于处罚。

【参与社会治理】　 区市场监管局对无
证无照经营整治开展常态长效治理，与

区网格中心对接，将整治全面纳入街镇

网格化管理，并依托“社区通”网上平

台，强化社会监督，形成共治合力；向基

层所每天发布无证照投诉举报情况，建

立“当天核查、三天办结”快速处置机

制。全年消除无证照经营８３７户，无证
照投诉举报件比上年下降６０７％。环保
督察期间，牵头联合１４个街镇（园区）和
生态环境、城管执法等部门，开展油烟扰

民集中整治，形成联防联治工作机制。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推进市场监管领

域乱点乱象整治，特别是加大对江杨三

大批发市场的监管力度；引导市场统一

配置使用“六统一”电子秤，全年配备

１６８６台，获得上海水产行业协会和市计
量协会推广，江杨、江阳两大市场５９家
商户获得首批“上海市水产行业诚信计

量示范单位”称号。开展“诚信经营户”

创建活动，２１２户经营者获得“诚信经营
户”。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年共接收

投诉、举报、咨询及意见建议等公众诉求

２９２１８件，下降１５８％，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５６３万余元。 （徐　杰）

知识产权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１月，宝山区知
识产权局承办区专利申请总量为 ８３２７
件，比上年增长９９％。其中，发明专利
３５８３件，增长８５％，实用新型专利４０９２
件，增长１２５％，外观设计专利６５２件，
增长２８％；区专利授权总量为４７８８件，
增长４２％，其中发明专利１２１４件，增长
１８１％；实用新型专利 ３０３４件，增长
１２％；外观设计专利５４０件。２０１９年１
至６月，ＰＣＴ申请３０件。至２０１９年１１
月底，区有效发明专利８３６２件，在上海
各区排名第五，区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４１１８件（人口按２０３０８万）。２０１９年１
月—９月，宝山区商标申请量 ２１０６１，商
标注册量１７３６６件。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５
日，宝山区有效注册商标为６８８６４件，增
长４７６％，在上海各区排名第八。年内，
宝山２家企业被评为２０１９年上海市专
利工作示范单位。罗店中心校被评为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中小学知识产权示范学
校。宝山５家企业获上海市知识产权创
新奖专利商标二等奖３项、实用新型专
利奖２项。

【完善知识产权机构】　区知识产权局
与区司法局共同推进成立宝山区知识产

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及相关机构等事

项，至１０月，完成《关于宝山区开展知识
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试

行）》《宝山区知识产权局、司法局共同

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合作框架协

议》。宝山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

００２

经济管理



员会成立，相关机构建立等事项完成。

制订《关于建立宝山区商标品牌指导站

的实施意见》。１０月２５日，召开“布置
商标品牌指导站相关工作及发放商标品

牌指导站牌子”会议，重点解读《关于建

立宝山区商标品牌指导站的实施意见》，

成立１０个商标品牌指导站。上报并完
成宝山区知识产权联席会议组成人员

调整。

宝山海关查验供邮轮物资 宝山海关／提供

【审核办理专利工作】　区知识产权局
办理２０１９年中国授权专利代理费资助
４７５万元（专利 ４４４件）。１月—１１
月，对企业及个人开展知识产权知识、

政策和法律的咨询服务共约３７０人次。
开展申报２０１９年上海市专利工作试点
示范单位、中小学知识产权示范学校和

知识产权创新奖工作。开展宝山区专

利项目申报评审确定工作，确定区专利

试点单位为１０家（金额３０万元），区专
利产业化项目１０项（金额１０４万元）。
２０１７年区专利试点单位验收通过为 ９
家（金额 １８万元），共涉及资助金额
１５２万元。

【推进知识产权执法】　区知识产权局
受理商标权利人的投诉，下发商标权利

人打假交办单，开展商标案件会审，共

计８０件。１月—１１月，全区商标行政
执法共立案查处商标违法案件 ８５件，
结案６６件，罚没款 ３１９３万元（罚款
３１８５万元、没收款００８万元），入库金
额 ３２１８万元，案值 １６４３２５５元。年
内，开展宝山区“双随机，一公开”知识

产权事项检查活动，涉及全区 １５家商
标代理机构代理行为和１０家企业商标
使用行为的检查，未发现问题。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１６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９日，根据
《上海市２０１９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网剑行动）方案》的要求，对网络销售

假冒伪劣商品开展专项联合行动，共涉

及网络销售商标案件５件，其中１件销
案，２件移送，２件结案，罚没款 ４５万
元。根据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做好

２０１９年春茶地理标志保护工作的通
知》和《关于开展２０１９年地理标志保护
工作的通知》精神，组织所队对宝山区

主要知识产权侵权易发风险点沪客隆、

淞滨路、世纪联华、农工商超市上海月

盛百货市场、北翼商业街、牡丹江路、上

海霓虹儿童用品市场、罗店小商品市

场、美兰湖大润发大买场、上海兴明建

材市场、顾村集贸市场、金阳光汽配市

场、陈镇路、上海共康服饰城、上海上房

绿建花鸟市场、万达广场、建配龙、长江

西路 ９９８号汽配市场、江杨南路 １３７７
号汽配市场、陆翔路 １１１弄正大缤纷
城、江杨市场杂货区等市场开展地理标

志侵权检查共 １６次，参加行政执法检
查人员７２０人，未发现侵权行为。

（徐　杰）

口岸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关】　２０１９
年，按照上海海关机构改革工作部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关（以下简称

“宝山海关”）正式设立，是为支持上海

邮轮产业发展专门设立的邮轮业务为

主的隶属海关，主要承担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及相关海关监管场所监管工作。

至年末，宝山海关共有干部职工６３人，
内设综合业务科、查验科、保税免税监

管科、船舶监管科、旅检一科及旅检二

科共６个业务科室，及办公室、人事政
工科２个综合保障部门。全年共监管
进境邮轮 ２３８艘次，出境邮轮 ２３６艘
次，出入境人员２５０２２万人次；共征税
１５６６票，合计税款５０７８３万元，平均征
税率 ０１７％；查获各类动植物产品
１６３１批次；排查出入境有症状人员３８６
例，确诊传染病 １３７例；共接受国内船

供物料申报９０６票，货值２６６亿元；国
际进口保税船供物料申报１２１票，货值
３１７７３７万元；共完成 ４次 ３船同靠监
管任务，单日监管进出境人员和物资屡

创新高。全年针对象牙等濒危物种及

其制成品、涉枪涉爆涉毒和重点敏感商

品打私需要，组织对船公司、旅行社及

领队宣教 １０次，提前告知船方及旅客
海关对行李物品要求。严厉打击邮轮

聚众吸毒现象，利用单一窗口平台实现

风险布控 ６次，排查涉毒、法轮功人员
近３０人次。加强税收风险分析，打击
代购走私，移送缉私立案１５起，涉案金
额２１６６万元。

宝山海关成立以来，致力于邮轮防

控体系建设，积极应对邮轮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打造智慧通关新模式。宝山海

关以“移动互联网＋海关”为起点，打造
以“海关自助申报终端”和“微信移动

申报端”为核心的提前申报模式，以“邮

轮通关条形码”为基础的邮轮行李监管

模式，配合移动支付方式接入，综合压

缩旅客物品申报、行李验放、缴税办理

的全流程通关时效，大幅提高通关效

率。探索应用“大数据＋物联网 ＋ＡＩ”，
配合人脸识别、智能眼镜等辅助查验手

段实施海关精准监管获得阶段性成果。

创新邮轮船供物资监管方式，实行“电

子申报、运抵验放、事后交单”模式，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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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海关查验入境旅客行李 宝山海关／提供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１日，吴淞海关查验“一带一路”项目出口牙买加货物 施　奇／摄影

加运用保税船供、分流查验等便利措施，

推进国际货柜转运常态化。 （白素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　
２０１９年，按照上海海关机构改革工作部
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以

下简称“吴淞海关”）正式设立，具体负

责原上海吴淞（宝山）海关部分业务、上

海海关稽查处专项稽查执行业务和原

宝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上海局张华

浜办事处部分业务，机构类型为偏属地

综合型。至年末，吴淞海关共有干部职

工１９０名，内设科级机构 １９个。业务
涵盖通关、查检、物流监控、船舶监管、

保税、企管、稽查、法制、技术等方面。

共有６大类 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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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家保税仓库；２家新箱监管点；５
个锚地。辖区散杂货、分拨货监管量均

约占上海口岸总量的 ７０％。２０１９年，
共受理进出口报关单申报共计１５６万
份，征税入库 １３３亿元；保税仓库进库
货物 ４４３万吨，货物总值 ２１２亿元；
出库货物３５６万吨，货物总值１６８亿
元；完成入境船舶登临检查 ３７２艘次，
检疫入境船员和旅客 ６７３２人次。年
内，吴淞海关共收到锦旗１２面，感谢信
１０封，并连续８届（１６年）被授予“上海
市文明单位”称号。

吴淞海关加强打击洋垃圾和象牙等

濒危物种走私。联合缉私局对濒危动植

物、水族用品、废塑料、汽配等４个行业
打私行动，共查发走私违规情事３９起，

案值２５亿元，涉税２４００余万元。支持
服务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在通关、查验

现场设置进口博览会服务专窗，为参会

企业提供快速通关和咨询服务，开辟进

箱、拆箱、存储全线绿色通道，实现拆箱、

入库“零等待”。进博会期间，共完成分

拨进口５０批次展品拆箱查验，完成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口食品、化妆品风险

监测工作，共计送检９个样品，３２个监
测项目。做好综合治税各项工作。推进

“关税保证保险”试点和汇总征税，引导

和帮助企业开展“自报自缴”，税收征管

改革举措获得企业普遍认可，其中汇总

征税３４亿元，大幅增长１７倍。发挥海
关稽查后续监管作用。开办稽查作业数

２７８件，办结稽查作业１８０件，在办 １４５
件，有效查发件数１０９件，稽查追补税共
计６７亿元。查发移送各类缉私行政、
刑事立案６４起，案值近３亿元，涉税逾
２５００万元。筑牢检验检疫防线。加强
口岸卫生检疫，完成对来自非洲猪瘟疫

区的船舶登临１２１艘次，封存来自疫区
肉类产品２４次８８０余千克。严把国门
生物安全关，在船舶登临检查中截获检

疫性有害生物６７种次。强化进口食品
安全监管，完成进口食品检验 １３３７批
次，进口不合格食品检出２５批次，不合
格率１９％。加强商品检验监管，开展商
品属地检验 １０４５批次，检验不合格 ４０
批，销毁退运４批。持续压缩货物整体
通关时效。推进“提前申报”，精简业务

流程，紧密岗位间流转衔接，解决企业通

关问题，整体通关时效为５２４小时，较
２０１８年全年压缩率为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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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港区、船公司、收发

货人建立合作平台，提前掌握货物出运

计划，实时跟踪物流信息。助力保税加

贸业务高质量发展。按时保质完成金关

二期加贸与保税监管新系统切换，推进

“以企业为单元加工贸易监管模式”改

革，保税仓库累计征收税款 ２２亿元。
深化企业信用建设。提升关区内“优质

认证企业比率”，让信用管理成为新海关

实现精准监管、助力经济发展新路径，共

计对７家一般认证企业开展重新认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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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８月６日，吴淞海关查验危险化学品 施　奇／摄影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２日，吴淞边检站组织党员代表参观中共四大纪念馆 吴淞边检站／提供

作，辖区内通过重新认证高级认证企业

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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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共检查出入境（港）船舶５１４３艘次，
其中入出境船舶２８１１艘次，入出港船舶
２３３２艘次；出入境（港）人员 １００７３５人
次（旅客 ２４７人次），其中入出境人员
５４３４４人次，入出港人员４６３９１人次；办
理各类证件３６９５９份，其中登轮证２７５６１
份、搭靠外轮许可证７３５份、临时入境许
可８６６３份；共查获不准出境人员 ２人
次，未经许可擅自上下人员、装卸货物３
起，船舶擅自入境出境２起，无证登轮６
起６人次，报列不准入境人员１人次。

吴淞边检站聚焦重大专项行动，推

行分级管控。针对全年重大安保、一般

安保和常规安保特点，制订大庆安保和

进博会安保专项工作方案，启动一级安

保管控措施２次，二级安保管控措施 ３

次，三级安保管控措施９次。科学布警
用警。根据科学测算结果运用，分别在

大庆安保及进博会安保决战阶段，实行

“做二休二”和“做一备三分之一休二”

勤务组织模式，同时组建机关增援机动

分队，实时应急增援。其间，共调配增援

机关警力１１人次，增援 ４７５小时。严
密管控措施。落实国际航行船舶入出境

（港）手续办理和人员管控等各环节制

度，加大码头巡查频率，实行双人监控，

强化梯口监护，以及登轮检查、船体检

查、行李物品检查以及锚地电子巡检和

边检３１６６艇出航巡检。累计开展登轮

检查１６０艘次，船体检查２０艘，实施民
警梯口监护３艘次累计１５０小时，协管
员监护５艘次累计４０１小时，查获管制
刀具８把。

吴淞边检站全面推进放管服改革。

落实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放管服”

改革一系列举措，实行“互联网 ＋服
务”，年内“上海单一窗口边检许可服务

平台”注册开户单位达４０３家。为“雪龙
号”“向阳红 １９”等科考船提供靠前服
务，开启绿色通道４起。年内收到感谢
信３２封、锦旗６面。 （钱金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浦江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浦江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以下简称“浦江边检站”）前身

为上海边防检查站，成立于１９５２年１月
４日，１９９８年７月３日由现役制转为职
业制，更名为上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２日，更名为浦江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现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

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由国家移民管

理局垂直领导。浦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为正处级建制，机关设办公室、政治处、

边检处３个副处级职能部门。基层设３
个综合执勤队和１个技术保障队，均为
副处级编制。主要担负上海口岸邮轮和

黄浦江核心区域客班轮、军舰、训练船、

游艇等船舶的出入境边防检查任务。现

承担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上海港国际客

运中心、海军扬子江码头和世博园区游

艇码头４个执勤区域检查任务。年内，
共检查出入境人员２５３２万余次（其中，
旅客１８８４万人次，船员６４８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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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浦江边检站启用自主研发的口岸智能管控综合信
息系统（上图） 叶国豪／摄影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浦江边检站实现通关便捷码和船票码两码合一
（下图） 贾宗辉／摄影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１日，宝山海事局参加区人民防空防护行动演练 宝山海事局／提供

检查出入境船舶７１１艘次。
１月１日，浦江边检站启用自主研

发的口岸智能管控综合信息系统。该系

统通过建立卡口管理体系，确保以信息

化、智能化手段实现邮轮港区全域封闭

式智能化管理。２月 １日，皇家加勒比
游轮公司首次将船票认证码和入境通关

条码整合后发布新船票，实现通关便捷

码和船票码“两码合一”。当日浦江边

检站在办理“海洋量子”号邮轮入境检

查中，通过扫描船票左上角的“出入境通

关条形码”实施入境简化措施。８月 ２
日、６日、１２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迎三
船同靠勤务，浦江边检站全员上勤，分别

在东方之睛、Ｔ１、Ｔ２客运楼 ３块查验场
地同时办理旅客通关手续，三天共检查

出入境旅客８１万余人次。９月２４日，
浦江边检站与长航公安上海分局签署共

建协议。建立健全共建机制，实现执法

协作“一体化、常态化”联勤联动模式，

形成联防联控的口岸安保维稳格局。１０
月１０日，２０１９亚太邮轮大会在上海举
行，来自３４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０００余名
嘉宾参加会议。国家移民管理局赵昌

华副局长出席会议并

致辞，简要介绍边检

机关在促进中国邮轮

经济发展方面推出的

配套服务措施。

（韩亦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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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上海海事局的

分支机构，为正处级

执法单位。２０１７年开
展基层执法机构改

革，内设机构调整为５
个，处室办事机构调

整为 ２个，设立 ４个
海巡执法大队。至年

末，共有在编员工１２９
人，其中具有硕士学

历２１人、本科学历８９
人、专科学历 １８人。
现有 ６个党支部，共
有党员 ７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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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时监控管辖水域。执法水域范围，自上

海港长江水域吴淞口河塘灯桩起，沿吴

淞口警戒区边界线经 Ａ７２、６６、６７、Ｑ１０
诸灯浮连线，沿新浏河沙导堤至延伸至

护潜１，并沿该边界线至宝山北锚地东
边界线，经Ｑ１１、Ｑ１２灯浮并延长至上海

港港界线，连接浏黑屋所围成的水域。

管理水域面积为１２２平方千米，管辖沿
岸岸线长度２９２千米，通航里程３７９７
海里。管辖区域内共有２４座主要码头。
全年，辖区各码头外贸、内贸船舶进出港

３１０８５艘次，装卸货量８１１５２１万吨。高
速客船和车客渡船运行３７２６８艘次，运
送旅客 ２４６８万人次，车辆 ４６８万辆
次。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靠泊邮轮２４０艘
次，出入境旅客 １８７１万人次。共开展
海船安全检查５７艘次，滞留船舶１１艘，
缺陷２１０项；内河船检查６４３艘次，滞留
１１１艘，缺陷３８４５项。巡逻艇现场巡航
６６３４小时，巡航５８０５３海里。电子巡航
远程查处４８８艘次，远程纠违５７２艘次。
与其他单位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３１次。
开展搜救行动 １１９次，救助遇险人员
１３１０人，救助成功率达到１００％。年内，
宝山海事局获第１９届上海市文明单位
称号、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邮轮发展贡献
奖、“‘进博会’水上交通管控和应急保

障立功竞赛先进集体”称号。

宝山海事局聚焦重点难点，保障水

上交通安全。提升现场监管能力，建立

健全协同高效的执法机制，健全与长航

公安、海关、边检等相关部门信息通报、

联动协作机制。突出治理重点领域，开

展涉海运输内河船、脱管船舶、机电故

障船专项整治工作。保障重大活动和

节日期间水上安全保障和第二届进博

会、武汉军运会水上交通管控工作。提

升应急反应能力，加强应急值守，参与

上海港口设施保安演习、宝山区人民防

空防护行动演练、长江上海江苏段水域

联合搜救演习，组织辖区危险货物作业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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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海巡０１”轮驶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宝山海事局／提供

２０１９年５月，吴淞海事局“蓝鲸班组”获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青年文明号
吴淞海事局／提供

码头开展应急演练、客船搜救应急演习

和车客渡船载运危险品应急演习。全

面排查辖区安全隐患，建立完善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向航运企业和船舶宣传安全生产风险

防控、隐患排查治理等相关要求及典型

事故案例，督促航运企业履行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全面提高危防现场监管能

力，走访辖区危险货物作业企业，加强

危险品船现场检查，督促上海客轮公司

为载运危险品的车客渡船安装和使用

地铃。开展船舶尾气排放监测和燃油

检测，推动船舶尾气后处理装置和船舶

岸电使用。开展防治船舶水污染专项

整治活动，打击船舶违法排放行为，保

护长江水域清洁。

宝山海事局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战略，与太仓海事局建立区域合作机

制，与长航公安、港航公安、宝山区渔政

等部门多次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清理取

缔辖区“三无”（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

书、无船籍港）船舶。服务地方邮轮经

济发展，做好邮轮靠离泊安全维护和延

伸护航工作，保障服务国际邮轮安全、

准点营运两个“百分百”，做好“２０１９年
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等重要赛事水

域管控。协调新闻媒体就海事保障邮

轮安全做宣传报道，开展邮轮防污染现

场检查，查处“地中海辉煌”轮违规装运

危险货物车辆案件。邀请大型海事执

法船“海巡０１”轮靠泊吴淞口国际邮轮
码头，与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和口岸单

位共同开展“追寻闪光航迹，接力奋斗

追梦”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服务“一带

一路”合作倡议，与日本 ＰＳＣＯ开展国
际邮轮检查工作交流，与马绍尔群岛船

旗国共同开展港口国和船旗国联合登

轮检查。首次向亚太地区港口国监督

计算机信息系统（ＡＰＣＩＳ）成功上传 ＰＳＣ
检查缺陷视频，获得东京备忘录优秀

ＰＳＣ缺陷照片提名奖。 （张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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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上海海事局的分支机构，

为正处级执法单位。至年末，共有编制

内在职职工 ２７７人，其中硕士学历 ５６
人，本科学历 １７１人，专科学历 ３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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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４０米级巡逻艇２条，６０米级巡
逻艇１条；新建横沙海事码头；完成船
舶交通管理系统改扩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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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５０平方
千米水域，年船舶流量超 １００万艘次。
全年共接收船舶进出港报告 ６９８２万
艘次，征收港建费１９３１９万元；开展船
旗国安全检查 １３２７艘次，港口国安全
检查８２艘次，船检质量检查１２７件；开
具行政处罚３２１１件，罚没收入３３６８４５
万元，船员记分 ９３５人次；组织实施应
急处置４２３次，救助伤病员１１人次，搜
救成功率 ９９７４％。年内，吴淞海事局
被评为第１９届上海市文明单位，“蓝鲸
班组”被评为上海市青年文明号，“青荷

班组”获上海市“进博会”巾帼文明岗。

　　吴淞海事局维护水上安全形势稳
定。依托 ＶＴＳ、巡逻艇、无人机构建海
陆空立体巡航模式，全年提供信息服务

４９１万次，交通组织２５５０次，巡逻艇巡
航时间２８４８５小时，巡航里程 １３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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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８月６日，吴淞海事局护航邮轮“盛世公主”号 吴淞海事局／提供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吴淞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持续落实２４小时值班制度，保障水上交通
安全 吴淞海事局／提供

里。圆满完成国内船舶救生设备检

查、黄浦江水域通航安全大整治等专

项活动，以及第二届进博会、国庆 ７０
周年、“中国航海日”“２０１９上海邮轮
港国际帆船赛”等重要活动期间水上

安保任务，配合完成长江上海江苏段

水域联合搜救演习、大型邮轮事故应

急人员转运演习。加强涉海运输内河

船、机电故障船、走私船、非法采砂船

等重点船舶整治力度，与海警、港航公

安、边防、渔政等单位开展联合执法行

动４０次，协查走私船舶 ４０艘次，查获
涉海运输内河船 ２７２艘次，处罚金额
２４０７万元。重视客船安全监管，主动
作为促成黄浦江草临线轮渡附近无证

经营码头关停。

吴淞海事局发挥海事特长，主动

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四个

中心”建设。持续保障深水航道“利用

边坡交会”常态化运行，于４月１日开
始将交会船型扩大至邮轮和邮轮、邮

轮和滚装船。服务上海港邮轮产业发

展，落实“３Ａ”（Ａｎｙｗｈｅｒｅ、Ａｎｙｔｉｍｅ、Ａｎ
ｙｔｈｉｎｇ）工作法，为邮轮提供全程 ＶＩＰ
服务，恶劣天气期间多次为邮轮开辟

进出港“绿色通道”及雾中“盲降式”

引导，全年累计保障邮轮安全进出７１４
艘次，服务旅客 １９１万人，安全率、准
点率保持１００％。开展防治船舶水污

染专项整治行动，开展船舶燃油取样

检查５６２艘次，查处 ４艘在长江口水
域非法排污外轮。深化“放管服”举

措，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和“一网通

办”政务受理模式，完善海事罚款“国

库直缴”和移动支付缴纳。完善规费

征稽工作，开展码头港建费电子稽查

１６５万次，现场稽查船舶 ３２４艘次，
走访码头１１次，追缴金额４１４万元。

（黄琳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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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于公安

部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副处级。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公安部召开交通港
航公安机关管理体制调整实施工作视

频会议，根据《交通港航公安机关管理

体制调整实施方案》，长航公安管理体

制由交通运输部统一划转到公安部，长

航公安机关行使长江干线跨区域中央

管理水域公安管理事权。现有民警２２
名，专司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港区内

及长江上海宝山段水域的刑事、治安、

消防、反恐等日常公安管理工作。全年

共接处警２０６起，查处各类行政案件５０
起，办理行政案件普通程序３８起，行政
处罚４２人，行政拘留 ２５人；刑事立案
３４起，破案３４起，刑事打击处理１８人；
处理长江未知名尸体３具；开展联合执
法１１次，检查船舶５２４艘次，检查单位
２４家次；整改消防安全隐患１１３处；收
集编写《国保信息》３４期，被长江航运
公安局国保总队采用２９期。解决各类
旅客求助１１００余起，获得锦旗８面，收
到感谢信１０封。制作微信专报１０期，
被长江航运公安局官方微信公众号“长

江公安”刊登６期，被上海市公安局官
方微信公众号“警民直通车上海”刊登

４期。完成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国庆及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等特殊时期安保任务。

完成一级警卫任务１次，三级警卫任务
１次；保障２２９艘次国际邮轮靠泊，依法
依规妥善应对大规模旅客滞港事件，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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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处置各类涉稳事件 １０余起，安全护
送中外旅客约１８０万人次。

吴淞所保障邮轮港区内秩序。全

年共计保障邮轮安全靠泊２２９艘次，保
障旅客安全出入境约１８０万人次，出动
警力３１６５人次，出动警车５８４辆次，核
查可疑人员身份约 ３５００人次，核查车
辆信息约 ９２万辆次。做好邮轮港及
周边水域各项安保工作。１１月７日，第
二届进博会期间，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

布尔纳比奇一行６０余人到上海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参观。吴淞所承担港区、码

头及周边水域警卫工作，制订和完善警

卫方案，提前对港区考察地点勘线踩

点，细化行车路线，定时、定岗、定人定

责，完成警卫任务。利用炮台湾水上检

查站扼守长江入海口和黄浦江咽喉重

要地位，联合长江上游各分局严格落实

入沪船舶源头查控，完成第二届进博会

安全保卫任务，确保进博会期间长江上

海段邮轮港周边水域绝对安全。其间，

共出动警力 ５６８人次、车辆 １０３台次、
船艇２３艘次，开展联合执法８次，开展
巡逻检查４３次；ＡＩ人脸识别比对人员
身份５８７８万人次，实时核查船舶 １９
万艘次（长江上海段水域截面入沪船舶

流量），登船检查船舶２３１艘次。
吴淞所做好反恐防暴工作。利用

“智慧公安”系统，对所有进出港区人

员、车辆，通过上海市公安局后台大数

据进行实时人脸、人证、人车比对。派

专人２４小时值守、监管和操作使用，通
过“智慧公安”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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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邮轮旅客中成功排查出吸毒前

科人员６４名。加大对重点区域武装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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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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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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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大庆”“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安保。８月２８日，上海
分局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组织开展港

口设施反恐演习。公安、边检、海事、海

关等１３家口岸单位共２００余人参加演
习，共调集应急车辆１５台，警用直升机

２架、执法艇５艘，是上海分局牵头举办
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参演人数最多的

上海港口设施保安演习。

吴淞所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破获首起非法运输成品油案件，针对长

江口非法运输成品油猖獗现状，深入分

析研究水域非法运输成品油违法犯罪

活动背景、作案规律以及法律依据等问

题，主动与上海市检法机关沟通，探讨

打击此类犯罪法律适用依据，提出以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认定其违法犯罪行

为建议，得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及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认可与支持，并获得

黄浦区人民法院宣判，在全国尚属首

例。全年开展打击非法运输成品油违

法犯罪专项行动 １２次，先后查获非法
运输成品油船 ３艘，摧毁犯罪团伙 ３
个，查获涉案油品数千吨，共计抓获犯

罪嫌疑人１２人，涉案油品价值１０００余
万元。打击长江上海段宝山水域内违

法犯罪行为，９月２５日，先后抓获涉嫌
长期在长江水域采用“电捕鱼”方式非

法捕捞犯罪嫌疑人５名，查获非法捕捞
的长江野生

!

鱼 ３００余千克，以及电
瓶、逆变器、电网兜、摩托快艇等作案工

具，涉案渔获物价值６万余元。
（滕力威）

电力、燃气与自来水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２０１９
年，电厂完成发电量 ４３３２亿千瓦时，
累计完成发电量２１１０５６亿千瓦时；生
产厂用电率完成６４１％；生产供电煤耗
完成３４１７３克／千瓦时。全年安全无
事故，实现 ４个百日安全无事故记录，
累计达到连续安全无事故记录 ３９７７
天。开展“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年”活动，完成“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和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要时

段保电任务。组织并完成 ４号机组 Ａ
级检修、１号卸船机悬臂梁改造、干煤棚
和４号堆取料机拆除等各项工作。二
氧化硫排放绩效 ００３０克／千瓦时，氮
氧化物排放绩效 ００９２克／千瓦时，烟
尘排放绩效０００６克／千瓦时。电力直
接交易获年度计划外上网电量合计４７
亿千瓦时。严控标煤单价，完成标煤单

价６８０元／吨，比上年下降９５９元／吨。
标煤控价在华能系统内下水煤电厂中

连续４年排名第一。企业转型发展有
序推进，市发改委批准建设华能石洞口

第一电厂 ２×６５万千瓦等容量煤电替

代项目。连续６年蝉联全国“安康杯”
竞赛优胜单位，厂优秀青年代表事迹专

题报道《电厂 ２４小时》在市总工会《主
人》杂志刊登，厂团委被授予“中央企业

五四红旗团委”，毛克文和倪继忠获“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周年纪念
章”，马浩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和

“华能工匠”称号。 （胡鸿婕）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２０１９年，
电厂完成发电量１１２５亿千瓦时，比上
年减少２９７亿千瓦时，减幅２５７％；完
成供电煤耗 ２９６７７克／千瓦时，下降
００５克／千瓦时；完成厂用电率４４７％，
提高００８％；完成税前利润６亿余元，增
加２３８亿元，增幅６５％。全年未发生一
般及以上安全事故，发生全口径非停 ０
次。当年安全日记录３６５天，跨年度连
续安全生产无事故记录４９４３天。一期
机组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 ２６２１ｍｇ／
Ｎｍ３，排放量４４２５８吨，降低１５７８％和
２１９４％；二期机组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
度１６７５ｍｇ／Ｎｍ３，排放量 ３０７２９吨，降
低３４４４％和 ３６５４％。电厂化解电力
市场低迷和燃料“双控”等不利因素和

困难影响，推进管理提升、科技创新和环

保改造，利用电网大机组检修机会抢发

争发电量，利用煤价下行时机科学采购

控制燃料成本。年内完成“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进博会、ＩＥＣ大会等重要保电
时段保电任务。强化绿色发展，推进环

保改造项目，完成一期煤场封闭改造。

推进全厂节水与废水综合治理项目，７
月，废水改造项目在四台机组上开工，

完成约８０％工程量，其中３号机组完成
通水通烟调试，项目实施后将提高全厂

废水利用率，实现水的梯级使用和循环

使用，实现全厂废水零排放。（吴翌焕）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２０１９年，电厂完
成发电量２０２２亿千瓦时，比上年上升
８９７％。机组年利用小时达１７２７８１小
时，平均结算电价 ８０４５８元／千千瓦时
（含税）；售电收入 １３９３亿元（不含
税）。完成综合供电煤耗 ２２７３７克／千
瓦时，下降 ０２０克／千瓦时。完成综合
厂用电率２４５％，上升６９３％。全厂安
全无事故 ３６５天，累计安全天数 ５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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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获２０１８年度电力行业燃气发
电机组能效水平对标优胜（２号机组 ３００
－３９０ＭＷ“Ｆ”级纯凝机组 ＡＡＡ级），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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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精神文明单位，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青年文明号（运
行三值）。 （陆思焱）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４月，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

煤气制气有限公司合并组建成立上海燃

气（集团）有限公司服务分公司，公司注

册地址为浦东。 （施玉兰）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长江原水厂职工在陈行水库开展歌唱“我爱我的祖国”活动
长江原水厂／提供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２日，第四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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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各类油品、液化气累计进２２０船，出２９１
船，发车４９８９１次，日均发车约１３８次；
累计吞吐量 １３９２５万吨，仓储收入
５２５１５４万元，比上年增长 ５％。全年
累计销售燃料油、液化气贸易量９２万
吨。公司围绕“仓储运营安全高效；客

户服务优质创新；仓储收入稳步增长；

贸易延伸助力发展”的年度工作重点，

完善安全长效机制，规范运营，不断提

升仓储运行能力和服务质量，促进仓储

高质高效，拓展经营领域，规范各项基

础管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贝　蓉）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２０１９年，长江原水厂全年实现供水量
６１８亿吨，平均日出水量１６９２４万吨，
最大日供水量２０８８９吨（５月１２日）。
成功抵御１次咸潮，历时３天２２小时。
咸潮期间满足服务供应 ６６７４４万吨，
共向宝钢水库借水 １４０１７７万吨。全
年出厂水氯化物浓度严格控制在

２５０ｐｐｍ以下；共遭遇上游浏河排水１４０

潮。加强水质监测，科学取水调度，全

年出厂水氨氮值严格控制在０５ｐｐｍ以
下；水库藻类治理较为成功，未发生微

囊藻水华和其它藻种的爆发；取水口共

发生２起外来突发性水质事件，应急处
置到位，出厂水质均达标。推进工程建

设，完成第一输水泵站技术改造和辅助

设备设施大修、２６＃机泵大修，更新第二
输水泵房２１＃、２２＃检修阀门，设备安全
平稳运行。第二取水泵站取水头部防

油围栏工程和雨污分流、污水纳管工程

竣工，完成陈行水库库内 １０个浮筒大
修、陈行水库防浪块大修，加强水源地

保护和水库安全管理。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组、长江委节约保护局、水利部太

湖局等到陈行水库监督检查。年内，被

评为上海供水行业“治水管海先锋”党

建品牌示范点。 （魏巧芬）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吴淞水厂】　２０１９年，吴淞水厂完
成总供水量 ３３６９３２０６万吨，比上年增
加０１３％；日平均供水量９２３万吨，增
加０１３％；最大日供水量 ９５６万吨。
全年以安全优质供水为根本，提升制水

生产专业能力。根据原水变化情况，调

整水质净水幅度，调整排泥及冲洗周

期，控制过程水次氯酸钠加注量，确保

消毒效果达到最佳，保证各环节水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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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
设备在最佳状态下运行。建立质量、职

业健康安全和环境整合性标准化管理

体系与提高日常工作管理水平有机结

合，年内通过上海质量审核中心认证复

审。获“上海市治安安全合格单位”“上

海读书节时代先声项目”称号。

（陈　勇）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月浦水厂】　２０１９年，月浦水厂完
成供水量 ７１１４万立方米，比上年减少
４５４万立方米；日平均供水量１９４万立
方米，减少１３万立方米；最大日出水量
２５５３万立方米。年平均出厂水浊度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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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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 ２９
日，月浦水厂４０万 ｍ３／ｄ深度处理改造
工程项目开工，提升供水水质，确保从源

头到龙头全过程安全。工程计划于

２０２０年底完成。年内，水厂被评为“上
海市平安示范单位”称号，水厂党支部被

评为“上海城投（集团）先进基层党

组织”。 （董　顺）

表３ ２０１９年吴淞水厂水质主要指标统计

名称 指标值（％） 实际数（％）

出厂水常规项合格率 ９９．５ １００

出厂水非常规合格率 ９９．５ １００

出厂水九项合格率 ９９．５ １００

出厂水浑浊度合格率 ９８．５ １００

出厂水余氯合格率 ９８．５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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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泰和水厂】　２０１９年，泰和水厂完
成供水总量２５６１８万立方米，平均日供
水量 ７０１９万立方米，最大日供水量
７９２３万立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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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强原水水质监测，密切关注嗅与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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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沉淀池

出口余氯指标，确保出厂水三卤甲烷指

标达标。精细化管理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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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滤池冲洗周期等，优化生产过程运行方

式，确保优质低耗。９月２９日，为进一步
提升水质，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项目

开工。 （严　鹂）

表４ ２０１９年月浦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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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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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 ９８５ １００ ９８５ １００ ９８５ １００ ２ ２ ９８５ １００

（董　顺）

表５ ２０１９年泰和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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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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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 ３２３ ９８５ １００

（严　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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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务·审计
◎ 编辑　吴思敏

财　政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财政运行总体
平稳，全区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预算执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符合预期。全

面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充分

发挥财政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助力打

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高

地。宝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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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要求，在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全区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１６１００００万元，比上年增长
０３４％，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００％，加上市
对区补助收入 １０９５２００万元，市对区地
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１４００００万元，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１９０００万元，全
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为２９６４２００万
元。其中：区本级 ２１８４２００万元、镇级
７８００００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８８８１３１万元，减少４２４％，完成调整预
算的 １０１７４％，其 中：区 本 级 支 出
２１０８１７５万元，镇级支出７７９９５６万元，加
上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６４５４９万
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２９６４２００
万元。全区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

衡。宝山区市转贷专项新增债券６２亿
元，主要用于全区土地储备。１０月２３日
起，区财政局办公地址由宝城一村 １５
号、友谊支路２３８号搬迁至友谊路１７号
３号楼。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宝山区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９９８２８４万元，
比上年增长 ５０８％，完成调整预算的
１０１８７％，加上市对区补助收入１０９５２００
万元，市对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

入１４００００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１９０００万元，减去区对镇税收返还和转
移支付支出１６８２８４万元，区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总量为２１８４２００万元。区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１０８１７５万元，比
上年减少 ５２２％，完成调整预算的
１０２４％，加上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
出６４５４９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总量２１８４２００万元。区本级当年一般
公共预算收支执行平衡。

【教育支出】　宝山区教育支出 ３７５３３７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９８９９％。主要用
于教育管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

出１９０４４０万元；市拨教育费附加等支出
１７２５８５万元；地方教育费附加支出６０００
万元；市拨专项支出１１７２４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　宝山区科学技术支
出 ６３８１１万 元，完 成 调 整 预 算 的
１０１８２％。主要用于科学技术等管理部
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１０４１万元；
用于长江河口科技馆运行、科普等经费

支出２２４２万元；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人才发展、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张江

专项以及支持企业发展支出 ５９４３８
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宝山区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２７１３９５万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１０５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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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６１８万元；用于公益性岗位、自主就
业、社会保险等促进就业支出４３４６１万
元；为老助老服务、老年综合津贴等老年

福利支出４０４１３万元；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支内回沪人员等各类帮困救助

支出１４６５７万元；社区公益服务扶持引
导专项支出２０００万元；残疾人各项补贴

支出 １９２３４万元；伤残抚恤、义务兵优
待、退役安置、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

员安置等支出１７６６３万元；解放纪念馆
陈列改造支出１６８０万元；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征地养老人员补助等支出

３０８０１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　宝山区卫生健康支
出 １６４０４６万 元，完 成 调 整 预 算 的
１０１３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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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９３９
万元；区精神卫生中心迁建支出 ２６０００
万元；卫生信息化建设、医疗设备、救护

车更新等支出２０５６７万元；医疗综合改
革、人才培养激励、科研等支出６３５０万
元；公共卫生、计划生育服务等支出３６７０
万元；医疗救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补助等支出１７９２８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宝山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３９７９６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０４１６％。主要用于文
体广等管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

出１０５８３万元；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改
扩建、张庙文体活动中心建设、淞沪抗战

纪念馆新馆（二期）、宝山体育中心设施

设备修缮等支出１１１７０万元；淞沪馆二
期陈列布展等支出 ２１４０万元；文化发
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引导专项支出

５１００万元；宝山国际民间艺术中心、图
书馆、文化馆等文化场所公共文化设施

设备、配置及运行支出３４６５万元；体育
运动队、区运会、体育设施运行维护、群

众体育活动等支出３０１３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　宝山区公共安全支
出 １３５００９万 元，完 成 调 整 预 算 的
１００８９％。主要用于公共安全管理部门

０１２



基本支出９２９９２万元；用于区公安交通
管理服务中心综合配套工程、分局立体

车库改建、罗店派出所消防及供水改造

等建设支出８６５０万元；公安办案业务费
支出４４０７万元；公安文职人员、交通管
理辅警队伍、特保队伍、维稳队伍等经费

支出１２７８５万元；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平
台、城市图像监控系统维护、执法车辆更

新、信息网络建设等支出９７５３万元；监
所管理、涉案财物存放、物证保管、普法、

调解等支出３６８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区财政局揭牌 区财政局／提供

【节能环保支出】　宝山区节能环保支
出 ９６５３ 万 元，完 成 调 整 预 算 的
２０６８８％。主要用于环保管理部门及所
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２７４４万元；环保专
项资金支出１２７０万元；环境监测、污染
防治、宣传、长效管理等支出１１１８万元；
市拨污染减排专项支出４１５８万元。

【城乡社区支出】　宝山区城乡社区支
出 ２３６０９０万 元，完 成 调 整 预 算 的
１０２８７％。主要用于城乡社区管理部门
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２４９５６万元；
用于市容养护、市容管控、垃圾分类减

量、环卫设施设备等支出４９２１７万元；绿
化养护、花卉街景布置、景观灯光运行维

护、小区整治等支出 １７０４５万元；消防、
市政道路桥梁、管道检测养护、泵站管

理、积水点改造等支出１２６３２万元；街道
社区工作者、居委会工作、服务群众、社

区管理、美丽小区建设等各项支出２７２１０
万元；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补贴支出４０７１
万元；大场、杨行地区老公房燃气内管改

造、燃气管理等支出２６２８万元；南大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５００００万元；市拨
大型居住区市政公建配套建设支出

３０１３５万元。

【农林水支出】　宝山区农林水支出
１６１５０４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２３３％。
主要用于农林水管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

位基本支出１０５３５万元；用于区农业技
术推广实训基地建设支出８００万元；美
丽乡村示范村、达标村建设、村庄改造长

效管理支出５２６８万元；农业规模经营、
产业化项目、生产保险、综合补贴等支出

７２０８万元；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保护、产
品安全等支出２３６０万元；河道治理、养
护、防汛、水闸管理、水文水质监测等支

出２８９４０万元；市拨水利工程专项支出
１０３５００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宝山区住房保障支
出５９８３５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９３０％。
主要用于房屋管理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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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２４万元；市
拨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１２５５万元；行政
参公人员购房补贴支出５８６１万元。

【交通运输支出】　宝山区交通运输支
出 ４５０３３万 元，完 成 调 整 预 算 的
１０５８８％。主要用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３５０２万元；公
路日常养护、大中修、补偿修复、绿化调

整修复等支出２７１３０万元；公共交通运
行补贴支出７７３０万元；公共自行车租赁
运行维护支出１３０４万元；交通执法、道
路停车管理、铁路道口管理等支出２６２０
万元。

【区本级对镇转移支付执行】　宝山区
区对镇财政转移支付 １６２７５０万元，其
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９２６００万元；专项转
移支付７０１５０万元。主要用于加强镇级
教育、“三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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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宝山区政府
性基金收入 １８９７５８４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１０３８３％，加上市对区补助收入
１１３０９９万元，以及市对区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转贷收入６２０００万元，全区政府性
基金收入总量２０７２６８３万元。全区政府

性基金支出 １６８４２６１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１０４１５％，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还本支出２００００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
支出总量为 ２０７２６８３万元，结转下年支
出３６８４２２万元。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宝山
区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６４５２２１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１１１５９％，加上市对区
补助收入１１３０７８万元，市对区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转贷收入６２０００万元，区本级
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 ８２０２９９万元。区
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４３１８７７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１１７４６％，加上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还本支出２００００万元，区本级政
府性基金支出总量为４３１８７７万元，结转
下年支出 ３６８４２２万元。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支出总量 ２８０３１３万元，其中：用
于征地和动拆迁补偿支出１２８３７６万元；
土地开发支出１９９７３万元；城市建设支
出９３１０４万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４６６６万元；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１５４５万
元；廉租住房支出３０２１３万元；其他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２４３７
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４８７９８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
支出１０５１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
支出２１０７７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
本支出 ２００００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３６８４２２万元。

【政府债务余额】　经国务院批准，上海
市财政局核定宝山区债务限额为１９９９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１１４８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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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务限额８５１亿元）。至年末，区
政府债务余额１４８９７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余额 ８１６６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６７３１亿元），规模适度，风险可控。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宝
山区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６９０２万
元，完成预算的９２４８％，加上历年结转
收入６７６万元，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
入总量７５７８万元。区本级国有资本经
营支出 ７３７８万元，其中：资本性支出
５２４５万元，主要用于对国有企业资本金
注入、支持粮库修缮改造及公益性设施

改造等支出；费用性支出１１５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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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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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万元，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总量７５７８万元。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区会计事务管理中心揭牌 区财政局／提供

【推进国库会计制度改革】　区财政局
稳步推动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

革，宝山区区本级预算单位支付电子化

实现全覆盖，推进镇级预算单位支付电

子化试点改革。从１月１日起，在全区
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中全面实施国家

新的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切实夯实权责

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会计核

算基础。

【推进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执行】　宝
山区全区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执行率

９９９２％，比上年提高００５％，其中：区级

９９９７％，镇级 ９９７６％，全区现金使用
率０００％。

【组织财政收入】　区财政局围绕宝山
区委、区政府确定的收入目标，加强对重

点税种、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税源的对

比分析，了解月度、季度之间收入变化情

况，把握财政收入发展的走势。保持与

上海市财政局、区税务分局、区统计局、

各街镇园区等部门和单位联系，及时掌

握收入变化情况，完成全区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１６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０３４％。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１）全面落实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减税方

面，从１月１日起，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
减税，提高增值税起征点，大幅提升企业

所得税优惠力度，减半征收小规模纳税

人“六税两费”，增加个人所得税“六项

专项附加扣除”。从４月１日起，将原适
用１６％、１０％税率行业的增值税税率降
至１３％、９％。在降费方面，从５月１日
起，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

比例由２０％降到１６％，企业负担进一步
减轻。（２）支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贯
彻落实《宝山区２０１９年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实施方案》，推进“营商环境四大行

动”（扎实推进营造更加便利政务环境、

更加开放投资环境、更加优越创业环境、

更加公平诚信环境）。出资８７００万元增
资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引

导各商业银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

倾斜支持力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３）发挥财政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修

订完善“１＋９”（“１”指的是支持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的总的意见，“９”指的
是关于邮轮经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科技创新、金融服务、节能减排、文化

创意、农业产业化、人才发展等９项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等产业扶持政策，加大对

高质量发展关键领域、“四大品牌”（“上

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

文化”）建设重点领域的财税聚焦支持

力度，区本级全年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投入 ２５亿元，亿元载体总数达 １５
个。（４）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聚焦
科创中心功能区建设，加快打造“环上大

科技创新圈”，推动张江宝山园等产业园

区发展能级的提升。大力培育高新技术

企业，全年新增８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２家外资总部和研发中心，全区高新技
术企业累计达６００余家。发挥人才专项
资金的作用，支持打造人才集聚新高地。

【推进部门预算管理改革】　区财政局
落实宝山区区级机构改革方案，制定下

发《关于做好本区区级机构改革财政管

理工作的通知》，加强涉改部门预算经费

和资产管理，着力完善与职能调整、机构

编制相适应的预算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

机制，确保机构改革任务顺利落地实施。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改革】　区财政局
完成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综合报告和专项报告的编报，并报区人

大常委会审查批准。新增公开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资产负债情况表，主动接

受人大和社会监督。加强公共基础设施

资产的管理，逐步摸清政府家底。进一

步优化国资战略板块布局，落实部分区

属直管企业出资人调整工作，国资国企

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深化政府采购管理改革】　区财政局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加强政府采

购内控制度建设，完善内控风险防范措

施。按照《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

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精神，全面

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

和做法，促进政府采购领域公平竞争、营

商环境不断优化。

【严格控制预算调整】　区财政局出台
《关于贯彻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本区部门预算管理的通知》，

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各部门一般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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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律按不低于 ５％的比例压减，集中
财力保障重点领域支出。硬化预算约

束，严格控制调整预算，除区委、区政府

重大决策部署外，一律不追加预算。

【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区财
政局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优化财

政资源配置，制定《关于本区建立健全涉

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

确保财政政策导向、资金投入重点与全

区乡村振兴规划目标任务相适应，提升

支农政策效果和支农资金使用效益。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区财政局
贯彻落实上海市委、市政府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研究制定宝山区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办法。强化

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管理，组织第

三方机构对５７个重点民生政策和重大
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涉及资金７６亿
元。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着力建立

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相衔接的挂钩

机制。稳步推动绩效评价结果公开。

（郑金良）

２０１９年３月５日，区税务局第十二税务所“红穗林”展馆开馆 黄妍婷／摄影

税　务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税务局（以下简称
“区局”）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服务改革

发展大局，聚焦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措施

和完成税费收入任务。全区完成税收收

入１３８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０１％，增收
１０１３万元。区局下设基层税务所２２个，
其中３个征收管理所、１个纳税服务所、
１个涉税事项审批所、３个风险管理所、２
个日常检查所、１２个税源管理所。区局
设有１所办税服务厅、３所房产交易办
税服务厅和 ２２所办税服务厅，其中 ２２
所办税服务厅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机

构，即：沪太路办税服务厅和宝山区行政

服务中心税务窗口。至年末，共有税务

干部５６４人（包含２０１９年新进公务员２０
人、军转干部１人）。区局获得集体荣誉
３８项、个人荣誉３项。组织２２个基层部
门开展市、区两级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坚

持把创建精神文明与塑造特色品牌相结

合，３个税务所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
５个税务所被评为市局文明单位、１７个
税务所被评为宝山区文明单位。

【税收收入】　宝山区级税收共完成
１３８８亿元，增收１０１３万元，比上年增长
０１％，双剔结转收入、免抵调库后，增长

１６％。宝山税收总收入比上年下跌
９７％，中央级、市级、区级三级收入分别
完成 １７４２亿元、８７４亿元、１３８８亿
元，中央级、市级下跌１３２％、１５８％，区
级增长 ０１％。中央级、市级收入负增
长主要受委托户管、免抵调库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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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１％、－２７％、２８％。

【税收特点】　（１）收入体量前高后低，５
月—１０月连续负增长。２０１９年四个季
度区级税收分别完成４５２亿元、３５１亿
元、２９９亿元、２８６亿元，一季度基数逐
年走高，上下半年分别完成８０２亿元、
５８６亿元，基本同比持平。在经济增速
放缓、历年收入结构、减税降费红利等因

素影响下，５月—１０月出现近年来首次
连续６个月负增长，其中５月跌幅探底
至－１７１％。（２）五大税种“两增三
减”，地方税种有所波动。区级五大税种

共完成区级税收 １１８８亿元，占比
８５６％，减收６４８３万元，下跌０５％。五
大税种呈现“两增三减”（“两增”为土地

增值税、契税；“三减”为流转税、企业所

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布，流转税若剔除

免抵调则增长５８％。（３）二、三产业呈
二八分布，六大行业“四增两减”。在工

业整体走势疲软及减税降费共同作用

下，二产税收减收显著，剔除免抵调增

后，二产区级占比仅 ２０５％，三产区级
占比相对走高，为７９３％。六大行业共
完成区级税收１２３３亿元，占比８８８％，
减收１８亿元，下跌１５％，剔除免抵调

增后增幅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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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１３％、６％、４９％、
１８３％。“两减”分别是工业、交仓邮业，
下跌１４％、１５４％。（４）重点税源增长
乏力，区级税收贡献有所下降。２９５３户
重点税源企业实现区级税收８８９亿，减
收１１６亿元，下跌１１５％，剔除免抵调
后下跌９２％，六大行业除批零业基本
持平外均有不同程度下跌，其中工业、房

地产业下跌较多，分别减收 ３３亿元、
６１亿元。剔除免抵调后，区级税收贡
献６３４％，比上年重点税源区级贡献度
下降１１个百分点。

【减税降费】　区局统筹落实减税降费
和组织收入。建立工作机制。每周召

开减税办周例会，，形成减税降费各类

重要任务清单４９份，打造“快速响应—
动态反馈—深入完善”的闭环管理体

系。推动社会共治。先后多次在区政

府常务会议、政协对口协商会上专题解

读减税降费工作，并主动接受外部监督

检查。算好红利账本。严格落实数据

排查会审机制，全年共下发数据核查２３
批次，发现问题４０条，确保减税降费政
策红利应享尽享。全力推进多缴税金

清理工作和小微普惠性减免退库。多

缴税金余额大幅下降近７亿元，小微普
惠性减免退库共惠及企业１５９７１户，退
税金额１２４２万元。全年宝山区累计减
税降费８３４６亿元，其中区级收入减税
约２０３８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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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４月３日，区税务局专家团队与宝冶集团项目组开展视频连线，解答企业问题
陈芸芳／摄影

【税收法治】　区局部署“三项制度”（全
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全面推行。根

据市局要求，制发区局全面推行“三项制

度”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要求和任

务、细化各部门职责分工。建立“三项制

度”联络员机制，负责日常工作开展的组

织协调和沟通联络。在调整法律专家团

队成员的基础上，构建重点审核事项以

“法制科＋法律专家团队”为主，日常法
制审核事项以各单位法制员为主的的法

制审核模式。采购行政执法记录仪，实

现相关执法信息有效记录和管理。按照

“谁采集，谁负责，谁公示”的原则，将区

局３２项公示事项责任落实到部门。同
时，按要求完成子网站执法公示专栏建

设，做好有关事项同源公示准备。开展

依法治税专题培训和“三项制度”专题

部署会，确保“三项制度”实施。高效做

好司法衔接工作。落实市局《协助司法

执行操作指引》，先后协助杨浦、浦东、徐

汇法院完成５项涉税信息查询调查。建
立并完善区局财产处置类协助司法执行

工作机制，已处置１８件，浦东、奉贤等法
院先后协助执行企业欠缴税款１４８１万
余元。根据区局破产税务债权申报制

度，完成年度９户破产企业的税务债权
申报。完善法制基础制度建设。调整区

局依法行政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

修订区局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议事规

则、制定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工作规则。调整内部控制工作领导小

组、成立行政应诉工作领导小组，不断加

强对税收执法风险的防控，及时研究解

决税收征管中的纳税争议。

【税种管理】　区局加强各类税收管理。
（１）所得税管理。企业所得税方面：全
面落实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新政，

分层分级强化培训，实现“内部培训全覆

盖”，部门联动实现“外部培训全覆盖”。

至年末预缴结束，全区实际享受普惠性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户

数为２６５１３户，比上年增加 ３５４３户；减
免税额 １０２３１２万元，增加 ６６７７６万元，
政策惠及面达 １００％。个人所得税方
面：稳步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优化完

善个人所得税改革工作组，根据岗责需

要调整部分组长和联络员，持续开展集

中办公。深入落实专扣政策，对于部分

扣缴单位未落实专项附加扣除申报的情

况，采用点对点上门走访、点对线座谈辅

导、点对面专项培训的多种方式开展精

准辅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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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营改增政策文件、操作口

径详细解读，梳理增值税申报表填写疑

点和难点；精准、高效地开展增值税优惠

政策管理，办理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增

值税即征即退１０７７３万元，软件企业增
值税即征即退８１５６万元，资源综合利用
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３４６９万元。（３）财
产行为税管理。进一步完善基础信息采

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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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排房产项目信息，重

点推进清算管理。

【纳税服务】　区局按照市局进一步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要求，优化

办税流程、减少办税时长，提升办税便利

度。（１）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优化不动
产登记服务，３月，深入推进不动产登记
服务改革，在“全网通”的基础上，与不

动产登记部门共同设置受理窗口和发证

窗口，实现“一窗受理、并行办理”。纳

税人从申请到领证只需５个工作日，减
少办理时长。开展营商环境专题调研，

撰写《对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纳税评价指

标的分析及运用的探讨》的调研报告，为

下阶段开展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工作提出

理论参考。多措并举迎接测评，结合实

际制定迎评实施意见，采取六项具体举

措，先后两批次邀请２４户企业参加“优
化营商环境，共话减税降费”面对面宣讲

会和“留抵退税专题辅导会”，深入宣传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各项政策。（２）纳税
服务持续升级。利用纳服联席会议解决

疑难问题，召集业务相关部门对办税服

务厅的一线征管问题逐条分析、逐条研

讨、逐条落地。各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

对办税服务厅典型的３３条堵点、难点问
题提出解决方案。其中，２３项问题各科
室当场做出解决，１０项问题得到认领。
运用信息科技手段完善纳税服务工作。

启动“宝山税务税企通”微信小程序第

一期的开发，实现精准推送全痕迹化。

同时坚持以“数据引领服务”，完成纳税

服务大数据分析报告，形成总结经验１７
条，查摆问题１４个，提出建议３１条。

【税收征管】　区局继续全面深化“放管
服”改革。“一窗通”企业半小时办结。

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区行政服务中心

试行新办企业“一窗通”业务，实现企业

注册登记与申领发票“一窗受理、一窗发

放”。全年累计受理新办企业２万余户，
线上办理率近 ９８％，领取发票率超
５１％，新办企业当年度累计产税６２亿
元，上浮３４％。“足不出户注销”成为现
实。打通线上注销全流程，支持包括退

税、清算申报等 ３０个相关事项线上办
理。全年线上办结超１４００户，极大限度
减轻办税压力。跨区迁移实现“秒办

结”。纳税人在电子税务局申请全市跨

区迁移，实现主管税务机关自动划转，三

方协议、电子申报自动撤销。全年宝山

区成功迁入企业１８４８户，迁出企业１４０７
户，净迁入企业４４１户，同期税额净流入
超１３亿元，市场主体流动性明显优化。
夯实征管科技业务基础。落实普惠性税

收优惠政策、个人所得税改革、社保费职

能划转、征管规范２０等重点事项上强
化配合，全力以赴做好系统运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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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运转征期申报管理机制，做好申报

进度跟踪和电子申报推广应用。全年区

局征期申报率均达９９％，电子申报率超
过９９％，实现两个９９％工作目标。完成
符合条件纳税人归类管理动态维护，放

开发票“网上申领 ＋专业配送”纳税人
名单。全年共成功配送发票企业超

７０００户次，增长８５倍，配送发票近２２０
万份，增长７８倍。

【大企业税收管理】　区局加强与征管、
税政、风险管理以及税源管理等多部门

的协同合作，组建工作团队，开展千户集

团风险管理工作。全年共接收风险应对

任务３个，核实应补税款１７０４万元，入
库税款 １７０４万元，滞纳金 ６３万元。
风险应对任务完成率为 １００％，税款入
库率１００％。该批次税收风险应对工作
中，区局共新增风险应对任务２个，新增
任务核实应补税款３０４１万元，入库税
款３０４１万元，税款入库率 １００％。此
外，承接千户集团税收风险分析任务５１
户，共确认或待进一步核实疑点１２１个，
预估税款２０２１０７万元，调整留抵退税
额 １５３７６５万元，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２０９７１１万元。１０月 ２１日提前完成风
险分析，分析开展率１００％。

【国际税收管理】　区局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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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商

务委交换的信息，建立“走出去”企业清

册６９户以及境外被投资企业清册８５户
次，精准定位“走出去”企业需求，及时

收集企业诉求，提高服务针对性。

【税收风险管理】　区局建立税收风险
立体化监控体系，统筹推进优化纳税评

估方式与加快健全风控监管体系主线，

着力“数据分析 ＋项目应对”两轮驱动，
力争形成综合性的税收风险防控网络。

全年共推送总局级、市局级、区局级风险

任务１９９批次，涉及企业 ５７７０户，查实
有问题户４７７９户，问题率８２８２％。共
完成入库税款收入２０３９亿元，其中已
加收滞纳金或处罚的入库税款收入

６０９亿；联合公安机关破获４起发票团
伙虚开案件，捣毁５个虚开窝点，涉案金
额达７６１９亿元；加强数据应用，落实事
中、事后跟踪监控，２０１９年风险户数比
上年 下 降 ９８２％，涉 税 金 额 下 降
９７５％。 （周　全）

审　计

【概况】　４月，按照区委、区政府机构改
革统一部署，宝山区组建中共上海市宝

山区审计委员会，主任由区委书记担任，

常务副主任由区长担任，副主任由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常务副区长、组织部部

长、纪委书记担任。全年区审计局共开

展审计和审计调查项目３１个，其中审计
２６个，专项审计调查５个。查出主要问
题金额８０７８６万元，其中违规金额１３２２９
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６７５５７万元；审计
发现非金额计量问题１２８个。出具审计
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８０篇。审计
处理处罚金额２７９９３万元，其中应上缴
财政２１９３３万元，应减少财政拨款或补
贴１２１５万元，应归还原渠道资金８８９万
元，应调账处理金额３９５４万元；移送有
关部门处理事项１件，移送处理金额３１
万元。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金额

５２０４６万元，其中增收节支４８１２４万元；
移送处理落实事项１件。审计提出建议
１１３条，被采纳９９条；推动被审计单位制
定整改措施５９项；促进被审计单位建立
健全规章制度２５项；提交审计综合性报
告、审计专报、信息简报等６５篇。提供
的审计报告、综合性报告、专报等审计成

果获得区领导批示９篇次。向社会公告
审计结果１６篇。年内，区审计局获全市
审计机关法律法规知识竞赛“二等奖”，

季文娟获全市审计机关“最美审计人”

称号。

【政策跟踪审计】　区审计局聚焦财政
政策措施、重大民生项目、生态环境治理

等重点领域，完成中小河道综合整治、生

活垃圾处置及分类、政府购买服务、优化

营商环境规范财政扶持、先进制造业财

政扶持等５个政策落实情况专项审计调
查；并持续跟踪调查区域产业发展“六个

统筹”政策推进和落实情况。审计调查

结果得到区领导重视，区政府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落实整改工作，推动相关

部门完善制度和措施。

【财政审计】　区审计局持续推进全口
径预决算审计监督、财政管理审计、部门

预决算审计，促进完善预算管理体系，盘

活用好存量资金，提高财政管理效能；促

进相关单位完善内部管理、规范支出行

为、依法依规理财。

【经济责任审计】　区审计局完成１２家
单位２１名区管领导干部（人员）的经济
责任审计。结合经济责任审计同步开展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对罗店镇试点开展

独立型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审

计，重点关注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和环境保护责任的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区审计局对区
域内２个重大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开展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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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形成审计闭环管理】　区审计局
持续推行“问题清单”和“整改清单”

“督查清单”对账销号制度，逐条逐项督

办审计整改；坚持跟踪回访全覆盖，组

织对上年实施的３４个审计项目整改情
况的跟踪回访，以跟踪回访促整改。

（张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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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
◎ 编辑　金　毅

综　述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共有银行 ２６
家，证券分支机构２７家，小额贷款公司５
家，融资担保公司１家；银行业贷款余额
２１２９７２亿元，新增１８２０２亿元，比上年
增长 ９３％，全区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９２７６亿元，增长１１６％。年内，宝山区
紧抓科创板注册制发展机遇，围绕“聚焦

资本市场、聚焦转型升级、聚焦金融发

展、聚焦风险防范”四个方面，不断提高

吸引和配置金融资源能力，增强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服务转型发展、参与城市建

设和普惠民生水平。年内推进企业直接

融资取得新突破，年内实现上市、挂牌企

业１５家。搭建金融服务平台，全年召开
１５场不同形式投融资对接会、宣传会和
推介会，有针对性服务成长型企业。参

加第十三届上海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洽谈

会，宝山展台以“北上海金融生态示范

区”为主题，通过“形象展示 ＋主题论坛
＋小型座谈＋对接沟通”等方式，展示宝
山区迈向“国际邮轮之城”和“智能智造

之城”战略定位。

【完善企业上市挂牌服务体系】　１月２３
日，宝山区与上交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成为证监会发布科创板实施意见征求意

见后全国第一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

战略合作区级政府。宝山区每月开展投

融资对接活动，每季度开展企业上市挂

牌培训会，推动投资基金与成长型企业

对接。助推科创企业对接资本市场，起

草《宝山区着力发挥资本市场作用促进

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暨“展翅计划”的

实施意见》。健全宝山区推进企业挂牌

上市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诸如

赛赫智能、快仓智能、福然德等企业上市

挂牌过程中遇到土地、融资、租房等问

题；继续根据企业上市挂牌需要，协调区

相关部门出具合规证明。

【支持优质投资类企业落地发展】　宝山
区全年引入３０余家优质投资类企业项
目，实现诸如经科纬创、希亚斯投资、衍复

投资等一大批优质企业落地。其中，希亚

斯投资公司作为日本ＣＡＣ控股集团在中
国境内首个投资平台，已获审批成为全市

首个医疗类 ＱＦＬＰ项目。经科纬创由国
内知名风险投资机构经纬中国部分合伙

人发起设立，重点聚焦新经济新技术，挖

掘智能制造、企业服务、医疗健康、教育和

产业互联网等行业内头部企业。

【优化融资服务水平】　宝山区深化银政
合作，３月２６日，与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重新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在助力

小微发展方面发力，发展民生金融和普惠

金融，助力民生、服务三农、支持小微企业

等融资弱势群体，提升小微企业综合金融

服务能力。持续宣传引导，１２月１２日，
宝山区制作并发布《宝山区金融产品服

务手册》和《宝山区金融机构服务指南》，

将区内金融机构信息以及特色信贷产品

汇集分类形成手册发布给全区企业，实现

金融与实体经济高效优质对接。加强政

策扶持，宝山区参考外区已出台小微企业

担保基金补贴政策，发挥政策性担保基金

增信作用，制定宝山区扶持政策。

【举办各类金融服务活动】　宝山区年内
举办各类金融服务活动，贯彻落实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４月１５日，举行宝山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专场对接活动，邀请招

商证券、中信证券投行部专家进行科创板

政策方面解读，组织银企对接会，逾３０家
金融机构设摊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５

月２３日，宝山区协同区科委、区科协、区
金融业联合会与两家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中
国宝武集团、法国圣戈班集团共同举办金

融赋能科技、助推宝山双创———“科技＋
金融＋产业化”协同发展中法大企业智
能制造产业专场活动。６月１２日，宝山
区会同宝山区科委在上海移动互联网创

新园举办“聚焦科创板，助力新动能”专

场投融资对接会，活动吸引５０余家科技
型企业和１０余家金融机构参与，近２００
人参会。１０月２５日，宝山区承办“２０１９
年上海全球智库论坛———‘前瞻 前行

前沿’经济形势宝山峰会”，区委书记汪

泓、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区委副书记

周志军等３００余位国内政府官员、智库专
家、企业家代表出席会议，围绕当前国内

外经济形势，如何深化改革、打造高质量

发展与开放新高地，以及宝山区如何发挥

优势，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等话题

展开务实讨论。１１月２１日，宝山区协同
经委、顾村镇举办“优质人工智能产业基

金看宝山进顾村”活动，共计１０余个基金
团队负责人组团调研上海机器人产业园、

智慧湾科创园等顾村镇重点产业园区，展

现宝山区产业结构调整成果和“智造之

城”定位理念。１２月１２日—１４日，宝山
区组团参加第十三届上海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洽谈会，举办多场投融资对接活动，

副区长倪前龙出席金洽会整体开幕式，并

为宝山区金融服务手册发布会暨“浦发

银行无还本续贷”签约仪式致辞。上海

市金融工作党委书记严旭、上海市金融业

联合会理事长牛锡明、常务副理事长季文

冠亲临宝山展台巡展。

【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金融宣传活动】　
宝山区在全区各街镇（园区）开展打非巡

回教育，做到１２个街镇全覆盖，强化打非
宣传深度，针对风险人群，提高宣传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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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区内银行机构电子屏、走马灯等滚动

播放宣传口号。通过给中小学生一封公

开信方式将打非宣传进校园，将金融领域

扫黑除恶、打击非法集资等宣传工作嫁接

到区５个民主法治示范村点位创建，再拓
展到相关镇、园区。 （王　哲）

企业上市

【概况】　宝山区鼓励企业利用多层次

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降低融资成本，提升

和激发企业活力，帮助扩大企业市场影

响力。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共实现１５家企业
上市挂牌（含转板），其中１家香港联交
所上市，３家新三板挂牌，９家上股交科
创板挂牌，２家上股交 Ｅ板挂牌。至年
末，宝山区共实现上市挂牌企业１３２家，
其中上市企业９家，新三板企业５０家，
上股交科创板企业３３家、上股交Ｅ板企
业４０家。

【上海微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微盟
年内在港交所成功上市，股票代码

２０１３ＨＫ，该公司主要为广大中小企
业提供微商城、智慧零售、餐饮 Ｏ２Ｏ、
微信小程序等一体化解决方案，构建

线上线下融合、开放互通智能商业服

务生态体系，帮助更多中小企业向智

能商业转型升级。该公司全年实现营

业收 入 １４３７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６６１３％。 （王　哲）

表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增上市情况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时间 募集资金（亿港元）

香港联交所 微盟集团 ２０１９年 ７．５６

（王　哲）

表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及上股交新增挂牌情况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新三板 上海绿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９年迁入）

新三板 上海晶宇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９年迁入）

新三板
上海永乐聚河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迁入）

上股交科创板 龙孚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９年迁入）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保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转板）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时焦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永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长江唯诚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尊蓝信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安巢在线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同界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芒宇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

上股交Ｅ板 上海国富光启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９年迁入）

上股交Ｅ板 柯瓦力起重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

（王　哲）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９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营业部被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授予
“无障碍环境建设网点”称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提供

银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

行】　２０１９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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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３人，人民币储蓄存款８６０３８２万元，比
上年增加 １５５０％；人民币企业存款
１２３３００５万元，增加９４２４％；人民币个人
贷款１５３０５７２９５万元，增加１４２７％；人
民币公司贷款９５８８２６万元，增加１２８０％。

年内，该支行全力推进普惠金融，助

力进博共享机遇，开展信用卡新户拓客

业务，持续深化区域银政合作。深挖产

业链，持续推进在线供应链业务，夯实客

户基础，开拓金融机构业务，狠抓机会型

业务。开展星级网点创建工作，成功创

建“上海银行业无障碍环境建设网点”，

致力金融服务无障碍。 （梁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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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９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友谊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７５５号 ６６７８６５３２／６６７８６５３４

祁连山路支行 聚丰园路１６５号 ５６１３１６５２

大华支行 真华路１１０６号—１ ６６３６０３１７

灵石路支行 华灵路６号 ６６３５２７１４

高境支行 逸仙路１３２８号１号楼１０２Ａ室 ３６３２７６２５

通河路支行 长江西路１７７７—１７７９号 ６６２１７８５５

顾北路支行 顾北路５８０号１０２—１０６室 ６６６３０２６５

大华新村支行 大华二路２０１、２０３、２０５号 ３６３９５２２７

罗店支行 市一路１９９号 ５６３９０５８６

杨行支行 水产路２６０９号 ３６５８０１９１

共康支行 一二八纪念路８７８弄１号—３号 ６６２８１２６２

庙行支行 纪?路３２０弄３号 ５５１５０９１１

（梁　洪）

表４ ２０１９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网点名称 地　址 电话

宝山支行营业厅 淞滨路３１８号 ５６８４５８５８

大华支行 华灵路６８８号 ６６３９１２７５

宝钢支行 牡丹江路１７０１号 ５６６０９５６７

共康支行 共康路５５５号 ６６６９０５１１

长江支行 长江南路５２８号 ３６１４０５４０

月浦支行 龙镇路８５号 ６６６８０８１５

杨行支行 杨鑫路４４７号 ３６０２０２３９

大场支行 洛场路１０１号 ５６５０１９７０

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４３１号 ５６９９３３３２

行知路支行 行知路２９９号 ６６６７０６８０

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２２９３号 ３６３５３９０９

共江路支行 共江路１１６８号 ３６０９０１４４

呼玛路支行 呼玛路６０７号 ５６７６６３８５

永清路支行 永清路３８７号 ６６６５０１４４

罗店支行 罗溪路２２号 ５６４６６７９３

友谊路支行 友谊支路２０５号 ５６６９７３２７

工业园区支行 真陈路１０００号 ３６１６０７４２

沪太路支行 纬地路９０—９４号 ６０９４０００９

真华路支行 真华路１８１１—１８１３号 ３６３２４７０９

殷高西路支行 殷高西路３１９—３２５号 ３６３２２８１８

新村路支行 新村路６８１号 ３６５２５６１８

水产西路支行 水产西路１０４１—１０４７号 ３６４００５７７

高境支行 吉浦路５２１号 ６５２０１６０９

场中路支行 场中路２９２２号 ６６６９１２５９

共富路支行 共富路３５５号 ３６１９０６３９

顾村支行 菊盛路８９５号 ６６０１７０５９

（蒋易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２０１９年，该支行下设营业网
点２６家，其中二级支行２６家，员工５８８
人，其中大专及以上人员占８５７６％。至
年末，人民币贷款期末余额３３５３亿元，
较年初增长６２亿元，其中：非小企业公
司贷款期末余额１９９亿元，增长４４４亿
元；小企业贷款期末余额２０４亿元；个
人贷款期末余额１１１８亿元，新增１９２
亿元。人民币存款期末余额 ４８７４亿
元，增长４９７亿元，其中：储蓄存款期末
余额３５８８亿元，增长 ３０７亿；对公存
款期末余额 １２８２亿元，增长 １８９亿
元。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５４亿元。

该支行做好区域经济金融服务，参

与区内重大项目建设，在轨交３号线动
拆迁与建设、邮轮港码头建设等区级重

大基础建设项目及南大、临港新业坊等

重大城市建设改造项目中提供信贷支

持。同时，支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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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行履行服务本地社会责任，以营

业网点纵深布局和全方位金融服务，加

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区域民生，为

全区近２００万个人客户提供多元化金融
服务。做好基础客群服务，做好柜面服

务同时，深入社区开展金融服务、普及宣

传，为客户提供优质贴心服务。

（蒋易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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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

支行】　２０１９年，该支行拥有２６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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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个离行式自助设备（银行）、２６个
附行式自助设备（银行）。至年末，该行

共有在册员工５９２人，其中本科以上学
历人数３９４名，占６６５６％；党团员人数
２４３名，占４１０５％；４０岁以下中青年员

工人数 ３２０名，占 ５４０５％。支行配合
区政府转型发展要求，参与政府实事工

程项目建设，如南大化工区环境整治项

目、罗店大型社区建设项目、罗店老镇

风貌保护、顾村旧区改造等政府重大项

目。支行各项业务可持续稳步发展，至

年末，支行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

７８６４１亿元，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
２４６０３亿元，存贷款增量市场份额在可

比同业地区第一，存贷款规模突破千亿

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１９亿元，实
现中间业务收入 ２５８亿元，各项经营
数据系统排名领先。作为区财政国库

行，农行宝山支行财政零余额账户代理

发放区域内各类财政性补贴资金，包括

征地养老、新农保农民养老基金、计生

委补助资金等。 （王　伟）

表５ ２０１９年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营业网点

营业机构 地　址 电话 营业机构 地　址 电话

机关大楼 同济路１３１号 ５６６７８６６６

友谊支行 友谊路１３４号 ５６６９５１４２

杨行支行 水产路２３９９号 ５６８０２０５２

月浦支行 龙镇路７８号 ５６６４６２４８

盛桥支行 古莲路１８７号 ６６０３３０９２

罗泾支行 陈行街２５号 ６６８７８８１８

罗店支行 集贤路６１８号 ３６３０９５５７

罗南支行 南东路６５弄９号 ５６０１０８５７

刘行支行 菊泉街６３８号 ５６０２３４７３

顾村支行 电台路５００号 ５６０４１７２７

宝山工业区支行 锦秋路１２５０号 ５６１３２１３４

大场支行 场联路１８８号 ５６６８０１１５

庙行支行 纪?路５０号 ３３８７３７８４

淞南支行 淞南路３５０号 ５６１４７６６８

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１８２号 ５６９９３５８４

宝山支行营业室 同济路１３１号 ５６６７３３９８

高境支行 三门路５０５弄５１７号 ６５９１９９９５

水产路支行 牡丹江路３５９号 ５６５６１２００

宝德路支行 共和新路４７１７号 ６６９７０８２２

大华支行 华灵路１０８８号 ６６３７５３０８

牡丹江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３３７号 ５６１２９２２６

共富路支行 共富路３７３号 ３６５１８３７７

真华路支行 真华路１０９９号 ６６６７０３３８

长江南路支行 长江南路６８５号 ５６８２８８４３

市一路支行 市一路２５１号 ５６８６３０７５

顾村公园支行 陆翔路１３３号 ３６６２００７５

?川路支行 友谊路２９９４号 ５６８７８０７３

（王　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

宝山支行】　２０１９年，该支行下辖网点２８
家，各类员工６００人。其中，具有大学以
上学历４７２人，占７８７％；中级以上技术
职称２２１人，占３６８％。至年末，一般性
存款时点余额 ８７２３３亿元，新增 １１７４
亿元；日均余额 ７８７２７亿元，新增 ３４２
亿元。其中对公存款时点余额４３６３８亿
元，新增５８７０亿元；个人存款时点余额
４３５９５亿元，新增５８６０亿元。一般性存
款、对公存款、个人存款时点及日均总量

均保持四行第一。各项贷款、对公及个

人贷款总量均位列四行第一。本外币各

项贷款余额５８３３３亿元，其中对公贷款
余额３４３１９亿元，个人贷款余额２３４６４
亿元，新增１７亿元。普惠金融“８＋１”贷
款余额２２４５亿元，新增１０２亿元。支
行中间业务实现６４亿元收入，继续保

持四行排名第一。中间业务收入计划完

成率１０２％，同比新增４１７０万元。实现
拨备前利润１６８亿元，继续保持四行排
名第一，同比新增３３２２万元。

宝钢宝山支行注重提升综合实力，

在服务国家建设方面，持续巩固深耕央

企业务，持续提升区域金融龙头影响力，

持续推进金融精准扶贫，持续推进劳动

者港湾建设。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修

订完善各类办法，运用预审和集体评审

制度，强化贷前风险把控，加大信贷业务

风险管理检查力度，培育良好信贷文化。

在提升国际竞争力方面，加大国际融资

贷款投放，发展国际收支客户数，增加国

际结算量。在创新方面，取得５项总行
首单、３项分行首单、６项支行首单创新
应用成绩。拓展外汇金融服务物理渠

道，新增开办１８家对公外汇网点，增强

竞争优势。有效发展住房租赁，发挥信

贷手段资源整合能力，推动住房租赁蓝

海项目发展。结合托管模式，加大与政

府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就自持房源签

约力度。发展金融科技，成功落地顾村

公园等场景下无感停车业务。发展普惠

金融，分别与宝山区农委等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并新增１５个村战略合作和党建
共建签约。把握零售业务，做大做强个

人核心存款与资金总量，提升财富管理

价值创造力。完成“裕农通”渠道全面

布局，拓展社保卡和 ＥＴＣ成果显著，信
用卡发卡和收入实现突破，分层分群经

营差异化服务初见成效，保持个人贷款

业务强劲发展势头。强化基础管理，推

进内控合规管理长效机制建设，加强柜

面操作风控，扎实做好安保工作，提高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水平。 （吴叶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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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９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宝山支行营业网点

网点名称 地　址 办公电话 网点名称 地　址 办公电话

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３９８号 ５６１２５６１２—５１３３

宝武大厦支行 世博大道１８５９号宝武大厦１号楼 ５８９２１５９１

高境支行 殷高西路３０１号 ３６３２５１３２

罗店支行 市一路１６９号 ５６８６４８５３

顾北东路支行 顾北东路１４２号 ５６４６７３９３

月浦支行 四元路３０７号 ５６９３８８５２

水产路支行 水产路２４４９号 ５６５７１１６０

吴淞支行 淞滨路１３７号 ５６６７２５４９

杨行支行 杨桃路１５５号 ５６８０２８２１

团结路支行 团结路４１号 ５６６９５００１

大场支行 环镇北路７０３号 ５６５０６５７３

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７６８号 ５６７３３０５２

双城路支行 双城路３７４号 ５６５６３３４０

华灵路支行 华灵路１６８８—１６９５号 ６６３５１１５４

华和路支行 华和路２５８号 ５６０３８１６７

长逸路支行 长逸路３７３、３７５号 ６６１４０５６０

东林路支行 东林路２６３号 ３６２１１７１３

淞南支行 长江南路５３８号 ３６５１１３１１

三门路支行 三门路５０５弄５１９号 ５５０３４４９０

共康路支行 共康东路３３３号 ５６７１０２６５

海江路支行 海江路３６８号 ３６５１５０７５

真华路支行 大华二路３１６号 ６６４００８８１

锦秋路支行 锦秋路７１７号 ６６０３１０１３

呼玛路支行 呼玛路６９０—１号 ５６７４９２６５

庙行支行 共康路３２０号 ５６４８９９６７

大华支行 新沪路４５１号 ６６４０６５０８

绥化路支行 绥化路１６２号 ３６３０１０７５

陆翔路支行 陆翔路１１１—１１７弄６号楼１楼 ５６６４１２０７

（吴叶锋）

表７ ２０１９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网点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营业部 淞滨路１３８—１４６号 ５６８４９６７０

牡丹江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５７７号底层 ５６６０８３９５

真华路支行 大华二路２８１—２９５号 ６６４０５８３７

场中路支行 新市北路１５２９号 ６５６１５５８０

三门路支行 三门路４８８号 ５５０６１７６３

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２２３１—２２３５号 ３３８７５７４１

共康支行 共康路３４５—３６３号 ５６４１３００３

罗店支行 市一路１９９号１５０１室 ５６８６２７８５

杨行支行 水产路２５６６号、２５６８号 ５６９３１０５１

顾村支行 顾北路６８３、６８５号 ３６４１８９７６

大场支行 纬地路３２８号、３３８号 ６５８７１０８９

（谢慧丽）

表８ ２０１９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网点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宝山支行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２８３号 ５６１１１６６６（总机）

牡丹江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７１８号 ５６８２６８０３

〗月浦支行 龙镇路９５号 ５６９３６５０７

高境支行 殷高西路２２５号 ５６１４０７９４

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１９２９号 ５６９９０４８４

大华支行 武威东路９０号 ６６３６２６９２

顾村支行 顾北东路３７７号 ５６１１０２５９

经纬绿洲社区支行 纬地路３３８号 ５６９８３１５９

（金　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２０１９年，该支行下设宝山支行营业部、
牡丹江路支行、场中路支行、长江西路支

行、共康支行、三门路支行、真华路支行、

罗店支行、顾村支行、大场支行、杨行支行

等１１家营业网点，在册人员２４２人，其中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占 ８３０６％，党员占
３２６４％，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占 ２１１％。
至年末，人民币存款时点规模达２２６０９
亿元，人民币贷款时点规模达１５２７亿
元，实现国际结算量２４２亿美元。年内，
支行被评为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文明
单位，辖属牡丹江路支行获中国银行业文

明规范服务星级营业网点称号。

支行围绕总分行工作目标，推进“三

提一高”（提高首位度、提高美誉度、提

高满意度，推进分行高质量发展）发展理

念落地。支行与宝山区政府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深化银政合作。以发展客户就

是发展业务为理念，坚持抓大拓中不放

小，做大客户群体，提高市场份额。年内

全面落实厅堂固化项目，推进所有网点

服务模式转型，厅堂转型达 １００％。在
分支行各条线、各部门、各网点业务融

合，实现物业、养老管家、单位预付卡、国

际离岸转手买卖等业务突破。多维度开

展营运管理和风险管控，做好整章建制

工作，夯实营运管理基础。

作为宝山区金融业联合会理事长单

位，支行员工融入区域经济发展，为地方

经济建设、民生改善服务。参加宝山金

融业服务实体经济专场对接活动，志愿

服务进楼宇，帮助企业“明政策、知产品、

会融资”。参与区科技金融服务站揭牌，

发布高企贷产品，推动上海科技金融政

策在区内实施落地，发挥金融优势培育

科技型企业。参加区发改委组织“打击

非法集资暨扫黑除恶宣传月”活动、防范

金融风险宣讲进社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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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１９
年，该支行下设宝山支行营业部、牡丹江

路支行、高境支行、大华支行、长江西路

支行、月浦支行、顾村支行以及经纬绿洲

支行等８家营业网点。至年末，共有在
册员工１６３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人员 １６１名，占 ９８７％；本科学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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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名，占 ６９３３％；硕士以上学历人员
２４名，占１４７２％。２０１９年支行存款规
模达２７２３６亿元，比年初增长５７２８亿
元，增幅２６６３％；贷款余额达１５４２７亿
元；金融资产余额达６７９３６亿元。全年
实现营业净收入９７４亿元，中间业务收
入 ３６６亿 元，不 良 贷 款 率 保 持 在
０２８％。获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工人先锋
号”、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等荣誉。

表９ ２０１９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网点

网点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宝山区支行 友谊路１５１８弄４号 ５６７８６４１４

（刘冠亦）

表１０ ２０１９年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网点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７２号 ５６１１３２８５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大华支行 大华路３５２号 ５６３１８３８７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顾村支行 陆翔路１０１８弄７号楼１２８室 ５６６９１０７５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大华支行阳城花园社区支行 阳城路２４６—２４８号 ６３０６６８２９

（沈佳音）

支行服务城市建设及民生工程。参

与大场镇联东村“城中村”改造、顾村老

集镇“城中村”改造、中集—金地美兰产

城融合综合体等，提供综合授信支持达

４４３亿元，惠及居民５０００户。面向区内
医疗机构推进银医通项目，协助宝山区

内医院提升信息化水平，免费提供设备

设施，改善软、硬件配置，提高群众医疗

便捷性和满意度。主动对接建筑施工企

业提供完善农民工工资监管、支付服务，

累计代发户数近 ２０００户。助力宝山完
成从“钢花”到“浪花”产业转型战略，支

持上海宝山国际邮轮港建设，参与银企

对接、园区志愿服务、金融知识普及等各

类活动，涉及园区１２家，基本覆盖区内
主要园区。参与南大区域项目规划建设

和金融配套服务，提供融资支持、招商引

流、金融服务对接等各项支撑。宝山区

政府机关、事业、区级公司、镇相关单位

在支行开立结算账户共计４０余家，实现
区属国企授信户数３户，综合授信６３亿
元。支持区内重点央企中国宝武集团，双

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主动服务区内

科技小巨人企业，每年实现１００％对接，
近３年向区内科技小巨人企业累计发放
贷款超４０亿元，扶持科技小巨人企业近
９０家。推动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至年末，累计服务中小微企业逾２００
家，全年累计发放普惠金融贷款近１亿
元。此外，支行为４１万名个人客户提供
金融服务，零售金融资产日均规模达３６５
亿元，全辖８家网点平均每日接待客户
１５００人次。坚持“新思维、心服务”的平
台主张，把提升对特殊金融消费者服务质

量、老年客户满意度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至年末，支行为特殊人群上门服务共计

５０余次。每年开展５０余场金融知识普
及活动，协助１３０００余名企业员工、退休
人员、中小幼学生，进行社保卡换发工作。

（金　帆）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

行】　２０１９年，该支行在册员工 １６人。
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１６名，占
１００％；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１６名，占
１００％。至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２５７７亿
元，比上年增加 ８８６亿元，增幅为
５２４３％。年内，支行被评为 ２０１９年度
宝山区平安示范单位、２０１９年分行服务
民营小微模式创新奖。

支行作为宝山区内唯一一家农业政

策性银行，聚焦“三农”重点领域和短板

弱项，立足宝山区辐射全上海，先后对光

明集团、林业集团、国药集团、大华集团

等大型集团客户提供信贷支持，支持小

微企业发展，体现农业政策性银行服务

“三农”，服务实体经济职能作用，服务

国家粮食安全。至年末，储备粮贷款余

额５亿元，共支持市、区级储备粮１９万
吨。服务国家、区域战略，支持农业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年末中长期贷款余额较

上年增加 ６９％。服务民营小微等实体
经济，年末小微贷款余额达５０００万元。

（刘冠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

支行】　２０１９年，该支行辖内有支行本
部、大华支行、顾村支行、阳城社区支行，

金融从业人员６１人，全部具有大专以上
学历。经营机构年末各项存款余额 ４８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４０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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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均设有离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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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中之

重”，将安全防范意识始终贯穿于工作过

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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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１９年，
该支行在册员工 ３９２人，其中具有本
科及以上学历 ２８１人，占 ７２％。至年
末，支行各项存款期末余额 ５３２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７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２３７亿元，增长 ２０亿元。支行下辖营
业网点 ２７个，共有包括 ＣＤＭ存取款
机、ＡＴＭ取款机等各类自助设备 １２０
余台与智能柜员机 ６７台，网点及机具
分布于各街镇。

支行坚持为辖区内居民及企业提

供多样化综合金融服务。支行面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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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消费提供丰富选择渠道；

面向中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个体工

商户推出企业经营贷、票据质押授信、

国际贸易融资、跨境人民币结算、“收钱

码”产品以及小微企业担保基金贷款等

各类投融资服务，助力宝山区经济发展

结构转型；与区农委签订“乡村振兴”服

务方案，发挥该行支持“三农”企业方面

优势，推出农担保贷款等业务；面向企

业职工、退休人员与社区居民推出“工

会卡”“敬老卡”“金融社保卡”等产品，

为辖区内居民提供便捷、畅通业务受理

渠道。 （沈　龙）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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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２０１９年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机构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机构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１９８号 ５６６７５２１２

吴淞支行 淞宝路７４号 ５６１７５６５４

杨行支行 杨鑫路３２８号 ５６８０１３７０

月浦支行 月罗路２５１号 ３６３８８６２５

盛桥支行 鹤林路７８弄２号 ５６１５１７９５

罗泾支行 潘沪路１８８弄２００号、２０２号、２０４号、２０８号 ５６８７５７００

罗店支行 集贤路６０２—６１２号 ６６７１１９６８

罗南支行 东太路１１８号 ５６０１１９５１

刘行支行 菊泉街６２８号 ５６０２３６６１

顾村支行 水产西路１０９８号 ３３７１８７４２

祁连支行 聚丰园路５８８号 ５６１３０２５０

大场支行 界华路８２—９０号 ６６６２０１５２

庙行支行 共康路４３０号 ５６４８６１１２

淞南支行 淞南路３９９号 ３６１４０６１０

高境支行 殷高路６５号４幢１０４、１０５室 ５６８２７６１７

顾北路分理处 顾北路５７４号、５７６号、５７８号 ５６０４２８７９

友谊分理处 友谊路１９１３—１９１７号 ６６７５０５９１

杏林分理处 菊太路１２２３—１２２７号 ３６３８８６５３

市一分理处 市一路２５３号 ５６８６３６７１

陈行分理处 陈行街６６号 ５６８７１０３７

共富分理处 共富路３５３号 ３３７０９８９２

大华分理处 行知路３３９号 ５６７０３３２６

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１８１８号 ５６９９０９４３

长江南路分理处 长江南路６９５号 ６６７９９６２８

杨泰路分理处 镇新路１８８号 ６６０３７６７９

美安路分理处 美安路２１１号 ５６４５１５９１

四元路分理处 四元路１５１号 ６６９３００２１

（沈　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宝山区支行】　２０１９年，该支行内设 ５
个部门，下辖１个直属营业部、７个二级
支行，业务管理上包括３０个代理网点。
在册员工１８５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
１３３人，占７１８９％。

支行按照大型零售商业银行战略地

位和“普惠金融”经营理念，为支持地方

经济建设、企业发展和丰富城乡居民生

活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至年末，个人

年末储蓄时点余额５６７９亿元（不含邮

政代理网点），信用卡结存卡量３７２万
张，零售信贷共放款１６３５亿元，结余余
额３４５２亿元；公司存款时点余额７８７
亿元。各项业务总体发展良好，始终保

持“零案件”态势。

邮储银行作为上海最早开办离退休

人员养老金发放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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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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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行辖内所有网
点全部提供代发养老金服务，并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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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离退休人员提供优质高效

金融服务。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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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稳定金融环境。

（潘宇清）

表１２ ２０１９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区支行网点

营业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营业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宝山支行营业部（自营） 牡丹江路１３１７号 ６６７９３１０１

双庆路支行（自营） 双城路８０３弄９号楼１０１室 ６０９５００５０

塘西街支行（自营） 塘西街９０号 ５６８６２９０５

美兰湖支行（自营） 罗芬路９８９弄３号 ３６６２２７２８

泗塘支行（自营） 呼玛路６９０—２号 ６６２１６０５８

罗泾支行（自营） 新川沙路５１６号 ５６８７１７７９

月浦支行（自营） 德都路５２—４号 ６６９３１７９８

锦秋路支行（自营） 锦秋路７６５号—７６９号 ５６５６９３３１

宝林八村营业所（代理） 宝林八村８５号 ３６１００１５４

月城路营业所（代理） 月城路２３１号 ５６８００６１４

罗店营业所（代理） 市一路１６６号 ５６８６３０５４

南东路营业所（代理） 南东路６５弄１１—１６号 ３６５１８９７９

大场营业所（代理）） 沪太支路１３１６号 ５６６８１４２９

高境营业所（代理） 殷高西路１００号 ５６８２３０１４

海滨营业所（代理） 青岗路１２号 ５６１７４３８０

吴淞营业所（代理） 淞滨路８１１号 ５６６７３５５４

盛桥营业所（代理） ?川路５５４２号 ５６１５７７７１

共康新村营业所（代理） 长临路５６８号 ５６４０２７５６

牡丹江路营业所（代理） 牡丹江路１７４５号 ５６６９２８４０

长江西路营业所（代理） 长江西路１５９９号 ５６６９８０８２

淞南路营业所（代理） 淞南路３５１号至３５３号 ５６８２６２１１

共富路营业所（代理） 共富路１７８—１８０号 ３３７１１２６５

张庙营业所（代理） 长江西路１４５１号 ５６９９２２０５

永清路营业所（代理） 永清路２９１号 ５６１７６６０５

长江南路营业所（代理）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９２—１９４号 ５６８２３３５９

潘沪路营业所（代理） 潘沪路２０５号 ５６１５０１８１

新贸路营业所（代理） 新贸路５号 ５６０４６０２４

聚丰园路营业所（代理） 聚丰园路１２７号 ３６１４０７２０

阳曲路营业所（代理） 阳曲路１０７３号 ５６７９６１０２

龙镇路营业所（代理） 龙镇路７１号 ５６１２３０６８

顾村营业所（代理）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３００号 ６６０４０１４１

杨泰路营业所（代理） 杨泰路１９８号 ５６８０８３２２

大华营业所（代理） 真华路１１０８号１楼 ６６３５２３４１

刘行营业所（代理） 菊泉街６１８号 ５６０２２０２８

大华二路营业所（代理） 大华二路１３９号 ６６３６７１２４

三门路营业所（代理） 三门路５０５弄５１５—５１７号 ５５０３４１８１

庙行营业所（代理） 三泉路１７１１号 ５６４１９２１２

馨佳园社区营业所（代理） 菊盛路８７７号１楼 ５６１２２０２１

（潘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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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１９年，该支行
下设公司业务部、零售业务部及综合部，

下辖营业网点１０个（上海银行罗店支行
筹建中），在职员工人数 １４４人。至年
末，各项本外币存款时点余额１５６３３亿
元，本外币贷款时点余额４２２１亿元，受

益权投资业务时点余额２４２５亿元，全
年累计实现净营业收入 ３２７亿元。年
内，杨行支行获评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

星级银行网点”（四星级）。

支行围绕总分行发展战略和经营理

念，将深耕区域作为发展主线，努力开拓

各项业务，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建设，推进

区域经济发展。紧贴宝山“一区两城三

园”定位，对接园区内优质企业，并致力

于宝山注册企业经济扶持，在合作的民

营企业中，普惠中小微企业占一大半。

（薛　佐）

表１３ ２０１９年上海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宝山支行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５２８号 ５６１１６６６０

吴淞支行 淞滨路１５３号 ５６６７５５００

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５５５号 ５６７３２７３８

月浦支行 德都路２号 ３６３０３１０６

岭南路支行 岭南路１２５１号 ５６８１６０１８

淞南支行 长逸路３７１号 ５１２７７５８８

共康支行 共康路２８９号 ５６４０８２４５

祁连支行 聚丰园路３５７号 ５６１３６７７１

杨行支行 杨鑫路４４３号 ５６４９３６５９

顾村支行 菊联路２８号 ３６３８１１７１

罗店支行 美安路２０１—１号 ３６２１００２３

（薛　佐）

表１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及营业网点

网点名称 经营地址 联系电话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市华灵路证券营业部 华灵路８４９号 ６６３４７８０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１８８号 ５６６７３５７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团结路营业部 团结路４１号 ５６６９８７０７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２６５号 ５６５６６４８０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共和新路证券营业部 共和新路５１９９号 ５６７６１２２８

华泰证券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 ５６１０６６６５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长江西路１７８８号 ５６７５０９９７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殷高西路证券营业部 殷高西路６３８号 ３６３２７７１１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淞南路证券营业部 淞南路４２７—１号 ６６２２８６０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康路证券营业部 共康路３２８号 ５６４３３８３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翔路证券营业部 陆翔路１１１弄２号 ６６０３５５５１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宝山友谊路证券营业部 友谊路１５０６号 ５６９３２７９９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宝山月罗路证券营业部 月罗路２５３号 ５６８７０８３３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宝山华秋路证券营业部 华秋路５８弄 ６６７８２２９０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同泰路证券营业部 同泰路８８号 ５６６７１１８８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长江南路证券营业部 长江南路６８１号 ６６１８１８５０

招商证券上海牡丹江路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２４８号 ６６０２２３８８

光大证券上海牡丹江路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２４８号 ６６５９３８１１

光大证券上海华和路营业部 华和路２８０号 ３６５２７８８８

首创证券上海宝山区殷高路证券营业部 殷高路６５号 ６５６８８３９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一二八纪念路证券营业部 一二八纪念路７８５号 ５６８７０７５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跃路证券营业部 高跃路１５１号 ６７３５１０２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 ６６８６１２５７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顾北路证券营业部 顾北路５８６号 ６６０３６６５１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长江西路２３４１号２３４３号 ６１７３５９１５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淞滨路证券营业部 淞滨路６００号２楼Ａ区 ５６６７２４２４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陆翔路证券营业部 陆翔路１１１弄６号６１０室 ４００１８８３８８８

（王　哲）

保　险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公司】　２０１９年，该支公司内设总
经理室、综合部、机构业务部、营销发展

部、收展发展部、个险培训部五部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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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１人，其中签订劳动合同２２人，签订劳
务派遣合同 １５人，签订保险代理协议
３７４人。全年完成总保费９５１３万元。年
内，该公司新成立培训部促进周签约班、

月启航班常态运作。贯彻落实“２０１９合
规文化年”建设工作，推进合规文化和诚

信文化建设。持续开展公益”映山红进

社区“活动，组织营销员队伍走进学校、

走进社区。 （施小花）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宝山支公司】　２０１９年，支公司在编
员工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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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车商业务一至三部、兼业代理业务

部、综合部，支公司下辖大场营业所和江

湾营业所两个营业网点。全年完成各类

保险费收入 ３３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８４％。 （雷晓燕）

证　券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各类证券分支
机构共２７家。

３２２

证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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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
◎ 编辑　吴嫣妮

文化艺术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有文化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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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６２万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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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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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１家，网吧１１８家，电影院３３家；印刷
类１７０家，出版物零售（原“音像制品、图
书报刊零售”）９８家，表演团体１５个，剧
场３个，艺术品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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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举
办各类文化旅游服务活动４１万场，参
与人数５５６万人次。弘扬红色文化，完
成上海解放纪念馆功能提升改造项目

并开馆。打造“国际化”文化品牌宝山

目录，“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和“上

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２个创新案例
成功入选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

“上海文化”品牌工作创新案例选编活

动。升级举办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文化旅游
节。沪剧电影《挑山女人》获第３２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实现上海

地方戏在金鸡奖上“零突破”；参加第

６７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
２０１９黑池舞蹈节创黑池百年新纪录。
推进宝山率先建成现代化服务体系建

设工作，推进区级文化馆总分馆制建

设；基本建成宝山区图书馆、文化馆以

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实

施“文化空间梦想改造计划”，正式启用

４个宝山“众文空间”；完善和健全四级
公共文化资源配送体系。探索文旅融

合发展之道，提升市民艺术素养，依托

各大景点、商圈，先后举办樱花节系列

文化活动、邮轮体验周、文旅诗会等活

动。艺术名家工作室显成果。市民艺

术修身导赏培育和引导市民文化消费

理念和生活方式。构建“多维度”全域

旅游新格局，开展邮轮文化系列活动，

组织策划 １０余条主题特色旅游线路。
打造“高能级”文创产业集群，修订细化

相关产业政策，形成“１＋８＋Ｎ”文创产
业园区格局。

【领导调研】　４月 ２２日，区委书记汪
泓，区委常委、副区长苏平，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赵懿，副区长陈筱洁等到新成

立的区文化和旅游局，专题调研宝山文

旅工作，并就加强全区文化建设、推进文

旅融合发展举行座谈会。５月 ７日，副
市长宗明到宝山调研文化旅游工作，实

地察看第１２届中国艺术节宝山演出剧
场，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宝山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
年文艺汇演举行】　９月２６日，宝山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汇演
在宝山体育中心举行。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李萍、丁大恒等出席活动。总政治部

原副主任童世平，海军原副政委徐建中等

老将军代表，部市属企业、高校代表，市、

区优秀共产党员、道德典型、劳模、先进工

作者、三八红旗手、平安英雄、新长征突击

手等社会各界人士代表等约３０００人到场
观看。演出分为“号角嘹亮”“时代礼赞”

“梦想征程”３个篇章，通过大合唱、舞蹈、
音乐舞蹈史诗、朗诵等节目，反映新中国

成立７０年历程。

【上海解放纪念馆重新开馆】　９月 ３０
日，上海解放纪念馆提升改造后重新开

馆，并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约 ６００
名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代表共同缅怀在

上海解放战役中牺牲的解放军官兵。９
月２６日，市委书记李强瞻仰烈士纪念
碑，并参观“战上海———上海解放革命历

史主题展”。展览分为“运筹帷幄”“军

政全胜”“城市新生”３个部分，通过３００
余幅图片资料，１４３套２９６件革命文物和
历史档案、影像资料，记录上海解放前后

历史瞬间。

【宝山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年系列活动举
行】　５月２２日，上海解放７０周年系列
纪念活动在上海解放纪念馆举行。粟裕

将军之子、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粟戎生

中将，解放上海战役亲历者上海警备区

原副司令员相守荣少将，老将军代表总

政治部原副主任童世平上将，海军原副

政委徐建中中将，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会长刘苏闽少将，宝山区领导汪泓、

范少军、李萍、丁大恒、赵懿等出席活动。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单位向上海

解放纪念馆赠送粟裕将军塑像。童世平

上将、徐建中中将、李萍和丁大恒为“战

上海———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年图片文
物展”揭幕。展览分为“渡长江进军江

南”“战上海军政全胜”“新上海屹立东

方”３个部分，展出 １５０余幅图片资料，
５５套７０余件革命文物和历史档案。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式举行】

　１１月１４日，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
奖仪式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

活动现场宣布各奖项得主，５本图书获年
度图书（文字）奖，５本图书获年度图书
（绘本）奖，４篇单篇获年度单篇作品奖。
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出版人任溶溶

６２２



（中国），童书历史学家及评论家伦纳德

·Ｓ马库斯（美国）获特殊贡献奖。

【陈伯吹童书屋亮相２０１９上海书展】　８
月１４日，以“童心、梦想、创意”为主题的
陈伯吹童书屋亮相２０１９上海书展。现场
采用ＭＲ（混合现实）技术，读者可通过佩
戴互动设备，看到作品中的场景。现场提

供４７部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五届陈伯吹国
际儿童文学奖获奖图书，并设置２台“电
子画册”展出历年插画展获奖作品。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７日，“诵读经典 点亮童心”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典作品诵读展演举行
区文旅局／提供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１日，罗泾镇塘湾村众文空间开展特色活动 区文旅局／提供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典作品诵读

展举行】　８月１７日，“诵读经典 点亮童

心”———２０１９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
典作品诵读展演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

厅举行。集体节目《屋檐下的腊八粥》和

个人节目《河马先生的熟食店》并列第

一，１６件作品分获优秀诵读奖、优秀表演
奖、优秀风采奖。“诵读经典 点亮童心”

长三角阅读联盟正式成立，由长三角地区

公共图书馆组建，打造儿童文学阅读聚合

平台。２０２０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
典作品诵读比赛报名通道正式开通。

【２０１９年第四届黑池舞蹈节（中国）举
行】　８月 １８日，２０１９黑池舞蹈节（中
国）在宝山体育中心开幕。市文化和旅

游局局长于秀芬，区领导汪泓、范少军、

李萍、赵懿、陈筱洁等出席，为２０１９黑池
合作伙伴授牌，并颁发“２０１９年度黑池
国际影响贡献奖”“２０１９年度黑池国际
影响杰出贡献奖”“２０１９年度宝山杰出
品牌贡献奖”。活动持续３天，共有来自

１５０个国家和地区的约８５００组次舞者参
赛，创黑池舞蹈节百年新纪录。

【《挑山女人》获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

　１１月 ２３日，宝山沪剧团原创沪剧电
影《挑山女人》获第３２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最佳戏曲片奖，上海地方戏在“金

鸡奖”实现零突破。１１月 ２７日，召开
《挑山女人》交流会，区委书记汪泓出席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交

流会，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陈东出席。

【大型原创沪剧《苔花》试演】　７月 ８
日，宝山沪剧团大型原创沪剧《苔花》在

中共宝山区委党校完成试演。《苔花》

聚焦当下教育热点问题，演出中加入街

舞和现代舞等时尚元素。《苔花》全年

演出７场，获２０１９年上海市舞台艺术作
品评选展演优秀作品奖，主演赵隽晴、戈

莉君获２０１９年上海市舞台艺术作品评
选展演新人奖。

【“众文空间”项目启用】　宝山区在庙
行、月浦月狮村、罗泾塘湾村及高境新业

坊打造的４个“众文空间”自５月８日起
相继启用。结合宝山美育大课堂、四级

文化资源配送和文化导赏等资源注入，

打造文化空间，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项

目通过改造区内乡村老旧活动房、闲置

库房、闲置公共用地、居委活动室等公共

空间，打造百姓家门口的“文化客厅”，

是宝山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过程中的

一项创新尝试。

【宝山市民“美育大课堂”开启】　３月
２３日，上海市民文化节“文化服务日”暨
宝山市民美育大课堂启动仪式在顾村公

园开幕。第一课樱花下午茶“与樱共

舞”诗词大会由主持人阎华邀请华东师

范大学古诗词教授方笑一讲述古诗词中

的樱花。“宝山市民美育大课堂”首批

课程包含七大主题：宝山大剧荟、陈伯吹

国际儿童文学阅读季、宝山市民艺术修

身导赏计划、美术馆计划、行知读书会、

宝山红色文艺轻骑兵和非遗手工艺系列

课程，活动内容超千场，在全区范围内持

续一年。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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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６月５日，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系列活动在龙湖宝山天街开幕 区文旅局／提供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３日，宝山区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８２周年系列活动
区文旅局／提供

【第三届“宝山星舞台”总决赛举行】　３
月２４日，群“樱”荟萃———第三届“宝山
星舞台”总决赛在顾村公园举行。２０余
个来自宝山各行业的文艺作品参赛，展

示宝山传统文化和海派文化风情。

【２０１９年上海樱花节活动】　３月 １５
日—４月１５日，以“樱满枝头花争艳”为
主题的２０１９年上海樱花节在顾村公园
举办，开展６项１１场文化活动，吸引中
外游客１６５５５１６人次。高定时装秀展示
华服、亲子装、婚纱等高定时装；樱花下

午茶邀请文化名人、文化学者解读古诗

词中的樱花、春花；传统文化导赏每周上

演木偶剧《偶戏奇观》、皮影戏、评弹导

赏、滑稽戏专场、“小武魁”亲子体验活

动等系列演出；第三届上海樱花节女子

１０公里精英赛集结３０００余名社会各界
女性跑步爱好者；冠军面对面乒乓专场

活动邀请国手徐寅生、曹燕华讲述国乒

故事；邮轮文化中国行举办“十城联动，

为你加‘邮’”———邮轮文化中国行暨

“樱邮尽有”樱花节专场活动。

【２０１９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活动】
　６月５日，“非遗保护·中国实践”———
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系列活动

在龙湖宝山天街开幕。活动宣布宝山区

第七批非遗项目名录，宝山谚语、吴淞万

盛号白玫瑰酒制作技艺、老香斋茶点制

作技艺、顾村结艺制作技艺４项入选，宣
布４位第六批区级非遗项目增补传承人
名单并颁发证书。仪式发布万盛号白玫

瑰酒和老香斋茶点伴手礼产品。宝山非

遗丛书《罗店龙船文化》专著首次赠阅

市民。罗泾十字挑花、大场棕编等非遗

传承人在活动现场与市民互动、教授制

作。展示周期间，宝山区１２个街镇与３５
名传承人继续履行“非遗在社区”协议，

在街镇开展传承活动，通过培训、展览等

形式开展累计５０余场“非遗在社区”活
动，吸引市民２万余人次。至年末，共１７
组艺人落户宝山。

【“水＋墨：回望书法传统”展览举办】　
７月１８日—８月３１日，“水＋墨：回望书

法传统”展览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博览馆举行。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

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丁申阳，宝山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赵懿，副区长陈筱洁出席

开幕活动并剪彩。展览以“回望传统书

法”为主题，设有４大板块，展出乐心龙、
黄建国、黄渊青、刘彦湖、徐庆华、阎伟红

等６位艺术家的５０余件作品。举办“水
＋墨：在传统中的现代书法”学术研讨，
围绕“水 ＋墨”展览的学术性和可持续
性等特征开展讨论。

【纪念全民族抗战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

发８２周年活动举行】　８月１３日，上海
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暨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８２周年系列活动。
来自社会各界的２００余人在“汇聚”胜利
火炬台前参加纪念仪式。由上海市红十

字会主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协办的

《淞沪抗战中的红十字》主题讲座在淞

沪馆召开。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以文教

融合形式，与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联合

举办《陶行知与抗日战争》专题展览揭

幕并展出。展览展示陶行知先生在抗日

战争各历史时期，从事反抗外来侵略、争

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事迹。展览在上海

淞沪抗战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为期 １
个月。

【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暨亚太邮轮
大会主题文艺晚会举行】　１０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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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暨亚太邮轮
大会主题文艺晚会在吴淞炮台湾国家湿

地公园贝壳剧场上演。市政协主席董云

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副市

长宗明，市政协秘书长贝晓曦，市政府副

秘书长顾洪辉，宝山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李萍、丁大恒等出席活动。晚会以

“东方船说、世界畅想”为主题，分为序

《东方之睛》、上篇《亚太之约》、下篇《未

来之光》和尾声《我和我的祖国》４部分，
史依弘、王瑜、霍尊、力量之声等名家

献演。

表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总分馆名 地址

高境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东片） 吉浦路５５１号

高境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西片） 共康东路１２９号

高境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中片） 高境路３７１号

罗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陈行街１２３号、陈功路７９９号

杨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松兰路８２６号

顾村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富联路３６８号

顾村镇菊泉文体中心 菊盛路９９弄７０号

顾村镇馨佳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潘广路１４５５号

月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龙镇路８８号

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美兰湖中心） 美诺路１３１号

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塘西街馆） 塘西街３６６—３７０号

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罗南文化馆） 南东路１２８号

淞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长江南路５８３号

庙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长江西路２６９７号

大场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沪太路２０１０号

张庙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通河路５９０号

吴淞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淞浦路４７０号

友谊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永清路８９９号

【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活动举行】　１２月１３日，第六个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在上海淞沪

抗战纪念馆举行。来自社会各界５００人
参加升国旗、致哀、敬献花篮、敲警世钟

声等活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与上海

朵云轩联合举办的“初心使命———红色

经典连环画作品展”开展。展览以时间

顺序展出１５０余幅抗战时期、抗美援朝
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典连环画英

雄人物故事，同时展出报刊社论、新闻

稿、照片、年画等作品。 （李永红）

表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社区图书馆

总分馆名 地址 总分馆名 地址

宝山区图书馆 海江路６００号

月浦镇图书馆总馆 安家路３号

月浦镇图书馆龙镇路分馆 龙镇路８８号

月浦镇图书馆盛桥分馆 盛桥三村４８号

顾村镇图书馆总馆 共富二路１２２号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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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村镇图书馆广场分馆 富联路３６８号诗乡文化广场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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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店镇图书馆总馆 美诺路１３１号

罗店镇图书馆塘西街分馆 塘西街３６６—３７０号

罗店镇图书馆罗南分馆 南东路５８号（改建中，暂停开放）

淞南镇图书馆总馆 长江南路５８３号文化活动中心２楼

淞南镇图书馆淞南十村分馆 淞南十村１９５号（改建中，暂停开放）

淞南镇图书馆老龄委分馆 一二八纪念路５５弄盛达家园

大场镇图书馆总馆 沪太路２０１０号—１

大场镇图书馆乾溪分馆 场联路１３９号４楼

罗泾镇图书馆 陈行街１２３号（待搬迁）

高境镇图书馆 高境路３７１号５楼

庙行镇图书馆 长江西路２６９７号２楼

杨行镇图书馆 松兰路８２６号

吴淞街道图书馆 淞浦路４９２号３楼

友谊路街道图书馆
密山路１３１号友谊市民分中心２楼
２１８室

张庙街道图书馆 通河路５９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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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不可移动文物

级别 名称 现地址

上海市文物

保护单位

罗店红十字纪念碑 罗店镇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陈伯吹中学内）

宝山孔庙大成殿 友谊路街道友谊路１号（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内）

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 友谊路街道友谊路１号（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内）

山海工学团遗址 大场镇大华路龙珠苑２００号

吴淞炮台抗日遗址 友谊路街道塘后路１０９号

吴淞炮台遗址 吴淞街道塘后支路２７号内

无名英雄纪念墓遗址 张庙街道爱辉路１９８号（上海市泗塘第二中学内）

侵华日军小川沙登陆地点 罗泾镇川纪路（罗泾水源涵养林内）

大中华纱厂和华丰纱厂旧址 吴淞街道淞兴西路２５８号

宝山区文物

保护单位

大通桥 罗店镇新桥居委亭前街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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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世桢墓 罗店镇毛家弄村三树南路以东，圃南路以南

梵王宫 罗店镇罗溪路５１８号

宝山古城墙遗址
友谊路街道友谊路１号（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东南侧）；友谊路街道（增加：盘古路）２４７弄２０号宝山中学西
北角

上海少年村旧址 大场镇少年村路５０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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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龙桥 罗店镇市一路１３０号（罗溪公园内）

积福桥 罗店镇潘泾路１２０１号以东５００米

宝善桥 友谊路街道友谊路１号（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内）

花神堂 罗店镇赵巷西街１３６号

石家桥碉堡 罗店镇拾年村石家桥２７号以北２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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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桥碉堡 罗店镇拾年村张家桥２９号（村民宅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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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房桥 罗店镇王家村五房桥９号东南侧７米

东小宅碉堡 罗店镇远景村东小宅４１号院后西北侧３米

利用锁厂 罗店镇向阳居委东西巷街１２８号

潘家门楼 罗店镇向阳居委西西巷街４９号

三桥宅碉堡 杨行镇盘古路１１５８号西侧

沙浦河 顾村镇广福村老卢宅至杨行镇八字桥村八字桥

随塘河 罗泾镇新陆村杨家宅至月浦镇老石洞口

走马塘 大场镇五星村胡家村至大场镇场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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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林炮台遗址 月浦镇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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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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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浜村碉堡 杨行镇泰和路１７８８号西南侧１０米

宝杨路防空洞 友谊路街道宝杨支路宝杨路交叉口东侧１００米

友谊路碉堡 友谊路街道友谊路３６号

宝山十村碉堡 友谊路街道宝山十村１０２—１０３号楼之间

共和公园碉堡 庙行镇场北路２３８号共和公园西北侧

庙行公园碉堡 庙行镇庙行公园内

聚源桥村碉堡 月浦镇聚源桥村

万年桥 大场镇祁连公园内

秦家店烽墩遗址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红柳路山连路以东南，外环绿化带内

东南水关遗址 友谊路街道友谊路１号（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东南侧）

梦熊桥 顾村镇白杨村白杨宅东１０号

大场烽墩遗址 大场镇洛场路１０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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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级别 名称 现地址

宝山区

文物保护点

大场公墓遗址 大场镇东方红村南大路１８弄１—２号南对面

大场石牌坊 大场镇（修缮中）

圆瑛大师纪念塔 大场镇葑村村丰宝路３５０号金皇讲寺内

顾村节孝坊 顾村镇（修缮中）

杨行石牌坊 杨行镇（修缮中）

庙行纪念村牌坊 张庙街道一二八纪念路７０３号西侧

高境庙纪念村牌坊 高境镇殷高西路逸仙路口

马桥纪念村牌坊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五星村真陈路８１８号对面约１５０米，五星村马三１３号内

顾太路４３５号住宅 顾村镇顾太路４３５号

小白桥 吴淞街道民康路９５号

宝钢水库碉堡 罗泾镇花红村宝钢水库南侧

瑞方桥 罗泾镇潘川路潘泾路路口东北侧

长春桥 罗泾镇肖泾村长春宅１４号

太平桥 罗泾镇牌楼村石墙宅２１号前面

张华浜工场旧址 吴淞街道吴淞三村居委逸仙路３９４５号（修缮中）

上海第一钢铁厂旧址 淞南镇长江路一居委长江路７３５号（一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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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第五钢铁厂旧址 友谊路街道水产路１２６９号

吴淞煤气厂旧址 淞南镇长江路一居委长江路５５５号

鸿昌面粉厂旧址 顾村镇教育路２２号

顾村轧花厂旧址 顾村镇街４４号

俭丰织染厂 顾村镇６号

杨娥桥 顾村镇广福村北街，跨杨泾支流

聚龙桥 顾村镇（修缮中）

牌楼宅碉堡 杨行镇泗塘村牌楼宅２２４号西侧５０米

王质彬门楼 罗店镇向阳居委东西巷街１１８号屋后

潘氏墙门 罗店镇新桥居委塘西街８—１０号间

敦友堂 罗店镇向阳居委亭前街２８４号；亭前街２８８弄５号

承恩堂 罗店镇向阳居委亭前街２９４号

朱履谦墙门 罗店镇向阳居委亭前街３００弄１１号楼下

金家墙门 罗店镇新桥居委市河街２弄２号宅院内

沈氏旧宅 罗店镇新桥居委布长街２６弄１、２、５号

罗店三官堂旧址 罗店镇罗太路４２８号

万寿桥 杨行镇杨宗路２６８号

西街村碉堡 杨行镇宝杨路３３６６号华亿包装有限公司仓库南侧

宝杨路碉堡 杨行镇宝杨路３３６６号华亿包装有限公司厂房内

杨行中学碉堡 杨行镇宝杨路２８８８号

远景村王宅 罗店镇远景村东小路西小塘子２号

表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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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罗店划龙船习俗 民俗 √

月浦锣鼓 传统音乐 √

罗店彩灯 传统美术 √

杨行吹塑版画 传统美术 √

罗泾十字挑花技艺 传统技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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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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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场江南丝竹 传统音乐 √

第二批

顾村民歌民谣 民间文学 √

庙行江南丝竹 传统音乐 √

刘行白切羊肉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第三批

无

第四批

萧泾寺传说 民间文学 √

第五批

沪剧 传统戏剧 √

大场微雕微刻 传统技艺 √

友谊民间剪纸 传统技艺 √

淞南蛋雕技艺 传统技艺 √

大场棕编 传统技艺 √

罗店天花玉露霜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罗店公大酱制品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花格榫卯制作技艺 传统美术 √

高境布艺堆画 传统美术 √

大场易拉罐画 传统美术 √

第六批

宝山“鞋底”年糕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罗泾四喜风糕点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罗店鱼圆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蔡氏剪纸技艺 传统技艺 √

月浦竹编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吴淞面塑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俞氏百宝镶嵌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淞南树根造型技艺 传统技艺 √

宝山寺木结构营造技艺 传统技艺 √

大场白切羊肉技艺 传统技艺 √

宝山
!

鱼烹饪技艺 传统技艺 √

顾村内劲一指禅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

白癜风、脱发中医药特色治疗 传统医药 √

（李永红）

旅游事业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发挥文旅融合
职能，服务国际邮轮之城、智能智造之城

“双城战略”，丰富旅游内涵和外延，促

进旅游业提质增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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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８２万人次，全年直

接营业收入７５７５亿元，实现旅游总收
入１０５０４亿元。

【升级举办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　９月
２２日—１０月１１日，上海旅游节市级重
点活动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在宝山举

行。活动围绕“水岸联动”“国际论坛”

“文化荟萃”三大板块，举办２０１９上海邮
轮文化旅游节暨亚太邮轮大会主题晚

会、上海旅游节花车宝山巡游及定点展

示、“乐享邮轮·乐游宝山”体验周、海

洋之恋邮轮婚典、阅读邮轮分享会、邮轮

文化交流活动、“诗和远方”旅游诗歌活

动等系列活动，组织邮轮公司参加首届

长三角文旅市集。１０月１０日，以“东方
船说·世界畅想”为主题的２０１９上海邮
轮文化旅游节暨亚太邮轮大会主题晚会

在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贝壳广场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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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累计观众约２０万人次。“上海邮轮
文化旅游节”宝山主题花车获２０１９上海
旅游节花车评比最佳创意奖。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２日，上海旅游节花车宝山巡游举办 区文旅局／提供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宝山区举办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暨亚太邮轮大会主题文艺晚会
区文旅局／提供

【培育上海旅游节宝山系列精品活动】

　上海旅游节期间，宝山区举办８大系
列３２项品质活动。指导举办顾村公园
金秋游园会、上海木文化节、上海飞镖音

乐节、共享艺术季“中外玻璃艺术交流

展”、上海智慧湾科艺欢乐节、半岛１９１９
工业文明体验季、“金秋畅游民博馆”等

系列节庆活动，助推市场化运作模式，丰

富宝山旅游节庆品牌。９月—１０月，上
海旅游节宝山区系列活动、景点共接待

市民游客８１２３万人次。

【整合推出宝山特色文化旅游主题线

路】　区文旅局整合宝山文化旅游资源
特色，“赏樱花飞舞好时光，享艺术文化

魅力”“叹钢花奔流不息，探访心中的

‘钢铁侠’”“触摸厂房记忆，品味前世今

生”等３条线路和“上海邮轮文化旅游
节”“上海樱花节”“月浦花艺嘉年华”３
个活动，在 ２０１９“看大戏，游上海”———
百万市民看上海网络评选中入围上海市

民最喜爱的“微游上海”特色线路、上海

市民最喜爱的城市活动，并各有２项获
评，在全市１６个区中数量最多。

【扩大上海樱花节名片效应】　区文旅
局牵头举办“樱邮尽有”樱花节专场活

动、“宝山春季旅游宣传日”（苏州站）

活动。联合上海邮轮中心组织邮轮公

司在樱花节期间举办邮轮文化中国行

首场活动，先后在杭州、黄山开展，加大

宝山作为邮轮旅游目的地的国际品牌

吸引力。限量发行《宝山旅游惠民手

册》。拓展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发布

“一分钟游宝山”主题短视频，发起“抖

出宝山旅游新玩法”微话题，视频总播

放量达２３２１万次。

【开发乡村旅游功能】　宝山区依托田
园风光、农林资源和乡村文化，将乡村

游与“樱花、浪花、钢花、文艺之花”等元

素结合，设计精品主题线路，推动串点

成线，融合“月浦花艺节”“罗店花神庙

会”“罗店龙船文化节”“宝山湖长江蟹

品鲜节”“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等特

色主题节庆活动，推出“田园采摘之旅”

“邂逅美丽乡村之旅”等乡村旅游体验

示范线路，以节造势，推动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发展。

【指导乡村民宿新业态健康发展】　宝
山区制订出台《宝山区关于促进乡村民

宿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成立乡村民宿

发展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推进乡村民宿

发展，对罗泾、月浦等镇民宿建设项目给

予政策讲解指导。邀请上海旅游智库专

家指导罗泾镇塘湾村萱草文化园开发，

完善游览动线、景观名称以及参观讲解

词等。

【开展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区文旅局参
展２０１９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昆明），参
加市文旅局组织的促销团赴北京、天津宣

传推介，展示宝山邮轮旅游目的地形象。

拓宽《宝山旅游手绘地图》《乐享邮轮　
乐游宝山》宣传品发放渠道，进各区旅游

咨询中心和区内酒店客房。全年发放宣

传品约６５万册。通过原“上海宝山旅
游”微信公众号、“文旅宝山”共发布微信

２０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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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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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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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罗店美兰湖景区因改建

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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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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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家参加星级复核
并通过，宝山宾馆因停业装修暂缓复核。

金树叶级绿色饭店２家，银树叶级绿色饭
店７家。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创建上海
市社会旅馆优质服务达标单位，维也纳顾

村公园店、全季殷高路店创建上海市社会

旅馆规范服务达标单位。上海市社会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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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旅游企业经营情况

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增减（％）

旅行社

接待人数 人次 ３５３３６２ ４０２０５４ １３．８

组团人数 人次 ４８４２６０ ５３８６１０ １１．２

营业收入 万元 ７６９３３７．１７ ６８２２０９．９ －１１．３

饭店

接待国内游客 人次 １０８８６３３ １１９２８５８ ９．６

接待海外游客 人次 ９６６０６ ６８４０７ －２９．２

主要饭店营业收入 万元 ５９２０９．５４ ５４０６３．４４ －８．７

客房率 百分点 ６２ ６３ １

景点

接待游客 人次 １０９６１１２５ ９５１８６９６ －１３．２

营业收入 万元 １９２５９．５７ ２１１７２．５９ ９．９

表６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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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１７１ 上海启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呼兰西路６０弄９号楼９１２ ６０３０３９３３

Ｌ－ＳＨ－１００１７３ 上海游然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陆翔路１１１弄５号楼１８０９室 ６６７８２７８０

Ｌ－ＳＨ－１００１７４ 上海北半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爱辉路２０１号３幢３０２４—１室 ５０９０９９０３

Ｌ－ＳＨ－１００１９１ 上海薇客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４９９５号２１０５室 ６０５５４２４５

Ｌ－ＳＨ－１００２１８ 新方向（上海）旅行社有限公司 新沪路６８９号３号楼４０７ ５２９０８３０６

Ｌ－ＳＨ－１００２２４ 上海伊间旅行社有限公司 恒高路８５号１—２层 ６２１２１６１０

Ｌ－ＳＨ－１００２５８ 上海瑞莱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呼兰路７９９号４号楼４３２—１ ５６７６０１０８

Ｌ－ＳＨ－１００２６５ 上海丰翼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友谊路１５８８弄３号楼７０８室 ５１６７２０５１

Ｌ－ＳＨ－１００２６６ 上海归燕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郁江巷路８７号 ６６１６５８１１

Ｌ－ＳＨ－００９４８ 上海欣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市一路１９９号１楼１３７４Ａ ５８６０７２７２

表７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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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旅国际旅行社 日月行国际旅行社 日月行国际旅行社 亿游国际旅行社

２ 宝钢集团国际旅
行社

大新华运通国际旅
行社

亿游国际旅行社 大新华运通国际旅行社

３ 大新华运通国际
旅行社

亿游国际旅行社 辰亿国际旅行社 日月行国际旅行社

４ 在途国际旅行社 辰亿国际旅行社 莲花之旅旅行社 莲花之旅旅行社

５ 通达国际旅行社 莲花之旅旅行社 世豪观光旅行社 妙途国际旅行社

表８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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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山德尔塔酒店 宝山德尔塔酒店 北翼大酒店（维也纳）

２ 衡山北郊宾馆 维也纳顾村公园店 维也纳顾村公园店

３ 金仓永华酒店 维也纳国际酒店盘古路店（满豪酒店） 全季友谊路店

４ 新长江大酒店 全季友谊路店 全季顾村店

５ 共康智选假日酒店 共康智选假日酒店 全季水产路店

【旅行社行业发展】　至年末，全区有旅
行社７４家。年内新注册９家旅行社，分
别为上海启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

游然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北半球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薇客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新方向（上海）旅行社有限公

司、上海伊间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瑞莱

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丰翼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和上海归燕旅游服务有限

公司；迁入１家旅行社，即上海欣程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迁出１家旅行社，即上
海天海星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注销１
家旅行社，即上海碧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区内有上海Ａ级旅行社９家，４Ａ级
旅行社３家，３Ａ级旅行社６家。９家旅行
社通过全市Ａ级旅行社复核。

【旅游相关企业等级评定与复核】　至
年末，区内有金盘级旅游餐馆１３家，银
盘级旅游餐馆 ７家。上海锦巷大酒店
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区新罗金饭店成

功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单位。上

海锦巷大酒店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区

新罗金饭店评定为金盘级旅游餐馆，上

海天
#

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评定为银

盘级旅游餐馆。上海玻璃博物馆获评

上海市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单

位。新增国家 Ａ级旅游厕所１１座（３Ａ
级１座、２Ａ级４座、１Ａ级６座），市一路
生态公厕、塘湾母亲花主题厕所获评

２０１９“最美厕所”，至年末，有 Ａ级旅游
厕所２８家（３Ａ级 ２座、２Ａ级 ６座、１Ａ
级２０家）。

【优化旅游公共服务】　邮轮港综合服
务中心新增纪念品和非遗文化展示等游

客互动功能。培育“旅游 ＋”公共服务
品牌，开展“乐游宝山———午间一小时运

动巡回赛”活动１２次，服务好“万名老人
看发展”公益活动。“乐游宝山小助手”

微信小程序上线试运行。在上海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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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服务创优”评选

活动中，区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获二等奖。

表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星级旅游饭店

星级 单位 地址 电话 备注

四星 宝钢集团（宝山宾馆） 牡丹江路１８１３号 ５６６９８８８８ 停业装修

四星 上海衡山北郊宾馆 沪太路４７８８号 ５６０４００８８

四星 上海金仓永华大酒店 水产路２６５９号 ３６３０６５５０

四星 华美达安可酒店 共康路５５５号 ５６４０８５５５

三星 维也纳吴淞码头店 淞滨路６００号 ５６６７６８６８

三星 红露圆邮轮码头店 友谊路４０号 ５６６０８７７７

表１０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社会旅馆优质服务达标单位（宝山区）

单位 地址 电话

锦江之星（宝杨路店） 宝杨路５８０号 ５６１１１１８９

锦江之星（场中路店） 洛场路１１８号 ３６５６２２００

锦江之星（盛桥店） ?川路５５７５弄３号 ６６０３６８１８

邻江壹号国际邮轮酒店 友谊路３３号 ５６７８０１０１

上海共康智选假日酒店 南?藻路１０号 ２６０７９３３３

上海曙光薇酒店 化成路３６６弄６号 ６６７９８９９９

维也纳国际酒店（盘古路店） 盘古路７８０号 ６６７９６９９９

全季（友谊店） 同济路９９９号１号楼 ６６１８８８６６

上海邻江壹号国际邮轮精品酒店 淞宝路６５号 ６６２２０１０１

锦江之星（逸仙路店） 逸仙路１３３９号 ６５６０９９８８

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 罗芬路８８８号 ６１８５１３８８

【旅游资源品质提升】　顾村公园获评
２０１９年上海十佳乡村旅游优选地。智
慧湾、中成智谷、新业坊·源创和三邻桥

体育文化园等文创园区入选市文旅局

“休闲好去处”，区内“休闲好去处”总计

达１０家。

【旅游行业监管】　区文旅局开展年度
旅游安全督导巡查，帮助旅游企业寻找

安全隐患，督促整改。全年累计
$

动

２２５人次，受检单位１９０余家，下发各类
安全文件、宣传资料３０００余份。处理各
类旅游投诉和问题近百起。

【完成进博会住宿保障任务】　区文旅
局指导６１家纳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住宿保障宾馆做好服务保障，做

好７３４５间客房预订入住数据统计监测
工作。落实动态信息日报和周报要求，

是全市首个实现报送率１００％的区。会
同区发改委（物价局）做好酒店房价监

控工作。统一制作配送《垃圾分类新时

尚 文明旅游我先行》宣传折页及宝山旅

游宣传品，确保行业知晓率１００％。
（徐　韵）

表１１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服务达标单位（宝山区）
单位 地址 电话 单位 地址 电话

汉庭锦秋路店 锦秋路８３９号 ６６０３６７６８

汉庭星空（海友） 南华苑路１５２号 ６５８７５３３５

格林豪泰电台路店 电台路３２４号 ５６０４０８９８

博泾宾馆 新川沙路５１８号 ３６５５１０１８

共富大酒店 共富路２６８号 ３３７１１０３８

鑫辉大酒店 市一路１８８号 ５６８６３１３１

格林豪泰共康店 共康路５５５号乙座 ５６４８００９９

知青时代酒店 沪太路３７７７号 ６１３９７１６８

吉泰连锁酒店（上海吴淞码头店） 同济支路８８号 ５６１６８８２０

格林豪泰?川路店 ?川路８８９号 ６６７６９０２８

蓝波万酒店长江南路店 长江南路４７５号 ６６１８６０００

万紫千红宾馆环镇北路店 环镇北路５５５号 ６６５５４４３１

蓝波万时尚精品酒店吴淞店 同济路３１１号 ５６５８６２６８

莱思莉宾馆 牡丹江路１７７１号 ５６６０９９７７

紫凌轩大酒店 古莲路２００号 ５６１５９１８８

格林豪泰殷高西路店 殷高西路５０６号 ６０８２０２８８

法莱德大酒店 逸仙路１６００弄６１号 ６６１８６６６６

富春居精品连锁酒店 电台路５４７号 ５６１１７６７７

格林豪泰杨行水产路店 水产路２３９９号 ３６５５８９９８

通莹酒店 水产西路３０８号 ５６８０５７６６

锦江之星顾村公园店 沪太路４９８８号 ５６１８７９９９

成帆酒店 月罗公路２１０６号 ６６８６３３９９

锦怡酒店 ?川路５５６９号 ５１６２２１８８

永吉宾馆 德都路２８５号 ６６９３１１８８

星岛假日酒店 淞宝路３６８号 ５６５６１１８８

新长江大酒店 淞宝路９６号 ５６１６２２２２

锦江之星共富店 ?川路６号２号楼 ６０７１６０７１

汉庭美兰湖酒店 沪太路６４９７号 ５６０１７００１

锦江之星友谊店 盘古路７１１号 ６０２５５５００

美丽豪酒店 松兰路８７９号 ６６０１６６９９

维也纳美兰湖店 罗芬路１６８８弄 ３６５５１６６６

上海联泰假日酒店 联谊路４７７号 ３３７０６４０９

格林豪泰江杨南路店 江杨南路１６４６号 ６６１８６６２８

城市便捷中环店 华和路３３３号 ６６９７８７８８

全季殷高西路店 殷高西路６７７弄１号７—１０层 ５６８８５６６８

全季淞南店 长江路１８０号 ６６１５０８０８

锦江之星品尚杨行店 宝杨路３０９０号 ３９８８１８８８

全季刘行店 菊联路１５０号 ５６１８２２６６

维也纳顾村公园店 沪太路５０１８号 ５９５７９８８８

全季殷高路店 殷高路６５号 ５５８９５７９９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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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国家Ａ级旅游景区

等级 单位 地址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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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ＡＡＡ 顾村公园 沪太路４７８８号 ５６０４５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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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ＡＡＡ 金罗店美兰湖景区 沪太路６６５５号 ６６０１１１１０

ＡＡＡＡ 闻道园 潘泾路２８８８号 ５６６７０５０３

ＡＡＡＡ 上海玻璃博物馆 长江西路６８５号 ６６１８１９７０

ＡＡＡ 东方假日田园 罗恒路３８８８号 ６６０１８５９０

ＡＡＡ 上海半岛１９１９文创园 淞兴西路２５８号 ５６８４０７０２

ＡＡＡ 上海木文化博物馆 沪太路２７５１号 ５６６５２６６１

表１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旅行社

单位 地址 电话 备注

宝钢集团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宝杨路８８９号宝学汇２楼 ５６１２０９９７ 上海市ＡＡＡＡ级旅行社

上海通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泰和路５号 ５６５７５１９８ 上海市ＡＡＡＡ级旅行社

上海龙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淞桥东路１１１号１５１９室 ５６８４１５８３ 上海市ＡＡＡＡ级旅行社

上海诚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友谊路３７号—５Ａ室 ５６６７４４８８ 上海市ＡＡＡ级旅行社

上海天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月罗路２４１号４幢Ｂ座１０１室 ５６５６２５５５ 上海市ＡＡＡ级旅行社

上海新浦江商务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长临路９１３号５０２２室 ５６４２０６０７ 上海市ＡＡＡ级旅行社

上海锦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东林路４０１号 ５６６０９７０５ 上海市ＡＡＡ级旅行社

上海辰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淞青路１３３号２幢１楼 ６６７９５０９６ 上海市ＡＡＡ级旅行社

上海泰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沪太路２９９９弄１号５０３室 ６６８２２５８９ 上海市ＡＡＡ级旅行社

上海宝览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６７８号 ５６６０８６６６

上海长江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市一路１９９号１楼Ａ—１２４５ ５６７８５８２３

上海桔园旅行社有限公司 高逸路１０３号 ５５０４４２８９

上海世豪观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同泰路６８号２楼 ５６８４５５６１

上海明曙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梅林路３５８号１３幢７００室 ３６０７１８７９

上海天翼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友谊路１５８８号３号楼７０８ ５１６７２０５２

上海三胜旅行社有限公司 罗芬路５５５弄４８号２楼 ５６５９０５９５

上海正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宝杨路２１２１号２栋５１２室 ５１９５０６３１

上海宝盛旅行社有限公司 淞兴路３０４号 ５６６７７３８６

上海腾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宝杨路１号零点广场钟楼２楼 ３１１０３３００

上海跃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共康路１５１号５１１室 ５６４１３６６３

上海华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友谊路１３号 ６６７８１７０８

上海锦城旅行社有限公司 盘古路１３５号 ５６６０１３６９

上海上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江杨南路２５００弄３０号１０８室 ５６７３０８９４

上海国力旅行社有限公司 新沪路６８９号３号楼４１０ ３６１５０３４６

上海宝恒旅行社有限公司 长逸路１２８号 ６６１８２７１８

上海吴淞口水上旅行社有限公司 宝杨路１号零点广场 ５６１７０１１６

上海亿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殷高西路１０１号１００６ ３６３９６８６９

上海静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德都路３８９号 ６１９９６８１８

上海金罗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罗芬路５５５弄２１号 ５６５９１２６０

上海为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长逸路１５号 ５６４５６８９１

上海春和景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真陈路１０００号４０６—１ ６４２８１９６１

上海吴淞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宝杨路１号 ５６１１９３７１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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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 地址 电话 备注

上海天伟旅行社有限公司 顾陈路１２８８号５幢 ６０６４２６８９

上海幸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泰和路２０３８号２幢１层４５室 ３６３３７７０１

上海凯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陆翔路１１１弄２号１７０９ ６６２５１８７３

上海日月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东林路３９５弄８号２０１室 ３６５８６７８８

上海杰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祁北东路２２１号Ａ室 ３６５１７９６２

上海福地在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４７２７号１４楼 ５１７５１１１７

上海远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共康七村１３６号１０１室 ５２０４３０５１

游大大国际旅行社（上海）有限公司 泰和路２０３８号２幢１４６室 ６６９７３３６１

上海宏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４７２７号１４楼 ５１７５１１１０

上海大昂天海邮轮旅游有限公司 双城路８０３弄１１号１６０１Ｂ室 ３４０６４８８０

上海环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同济支路６５号Ａ９９７室 ６２５８９６３６

上海妙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盘古路３８８弄６号４２３ ６１８１２７１９

真旅国际旅行社（上海）有限公司 南?藻路３９３号４号 ３１０８７７７９

上海漫道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４９６５号１２０５室 ６１５５２２９２

上海文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４７２７号１４楼 ５１７５１１２２

游轮海（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宝杨路１号零点广场钟楼２楼 ３１１０３３００

上海远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长临路９１３号１０１７室 ５６７７８２５８

上海莲花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南卫路３９号１幢－２号 ５５５８０８８３

上海春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真华路９４２号第三空间Ｂ１１８室 ６６５００２０８

上海泰怡然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沪太路２９９９弄１号楼３Ｆ３０１室—３０５室 ６０７０５７６７

上海音谱旅行社有限公司 呼兰西路１２３号１号楼２０４室 ３１２２４５６１

上海大新华运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园和路２３５号３幢Ａ１１２５ ６０９００１２２

上海唯一视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长江路２５８号Ｃ３ ５６５６８７５８

上海乐学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一二八纪念路９６８号１号楼１５０６室 ３３７１３０２３

上海新视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双城路８０３弄１０号１９０１ ６１０１４３６６

上海在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纪?路５８８号南区８号楼０３室 ６１９８４８８７

上海众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４９６５号１３０８室 ５８５５２２２５

上海航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环镇南路８５８弄１２号９０３室 ６０２９７２６７

上海中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高跃路１７６号５楼 ３１６０３８８３

上海背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水产路２６０９号３３６室 ６０７１６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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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万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７２８号２楼Ａ座 ６６６８０７３８

上海启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呼兰西路６０弄９号楼９１２ ６０３０３９３３

上海游然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陆翔路１１１弄５号楼１８０９室 ６６７８２７８０

上海北半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爱辉路２０１号３幢３０２４－１室 ５０９０９９０３

上海薇客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４９９５号２１０５室 ６０５５４２４５

新方向（上海）旅行社有限公司 新沪路６８９号３号楼４０７ ５２９０８３０６

上海伊间旅行社有限公司 高境镇恒高路８５号１—２层 ６２１２１６１０

上海瑞莱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呼兰路７９９号４号楼４３２－１ ５６７６０１０８

上海丰翼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友谊路１５８８弄３号楼７０８室 ５１６７２０５１

上海归燕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郁江巷路８７号 ６６１６５８１１

上海欣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市一路１９９号１楼１３７４Ａ ５８６０７２７２

（徐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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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 编辑　吴嫣妮

基础教育

２０１９年７月４日，宝山区高境三中学生在跳绳世界杯赛打破交互跳绳世界纪录 区教育局／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特教中心被评为
“全国助残扶残先进集体”，培智学校被

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余文

君老师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主办、

承办第五届上海创客新星大赛、２０１９
ＶＯＴ第二届中学生与学者、企业家论坛
等１１项市级赛事活动，全区师生获各类
国际大赛奖３７项，全国级奖３５１项，市
级奖５０００余项。

教育惠民，服务群众能力增强。

２０１９年，区教育局解决中小学生入学
３０１１３人，幼儿入托入园１８４８０人。开办

上外附属宝山双语学校和６所幼儿园，
托管世外附属宝山中环实验小学和世外

附属宝山大华实验学校，全区教育单位

增加到 ３３４个，在校学生 １７５５万人。
做好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２９
件主办、会办件满意率和办结率达

１００％。完成市、区两级实事项目，完成５
个公（集）办托育点和１０所学校无障碍
厕所项目建设。开办社会托育机构 １８
家，开设托班６９个（４３个幼儿园开设托
班），覆盖全区１２个街镇。全区入托幼
儿１９９６人，其中享受公益普惠服务的
６４１人，占 ３５７％。制定宝山区小学课
后延时服务实施方案，各校结合实际，为

学生提供作业、阅读、劳动、体育、艺术等

多样化活动。全区１００％学校实施课后
服务工作，学生知晓率１００％，服务学生
总数６５６９０人，延时服务至晚上６∶００，有
需求学生数２３０４人，占比３５％。

提质增效，优质均衡发展水平提升。

推进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城市实验

幼儿园通过市一级园创建评估，乾溪二

幼通过区示范园验收。在全国幼儿园优

秀活动案例征集活动中，宝山区上大附

幼、青苹果、机关、红星、行知实验５家幼
儿园６个案例上榜。推进中小学校品质
提升，打造陶行知和陈伯吹教育品牌，组

织“重走行知路”主题活动，新建陈伯吹

教育集团、宝山世外教育集团，完善 １０
所“初中强校”实验校“一校一案”。开

展学区化办学专题展示活动。开展特教

资源教师评聘工作，融合教育、医教结合

扎实推进，为全国提供先行先试“宝山经

验”。制订《宝山区关于义务教育阶段

民办学校公共资源规范管理工作方案》

《宝山区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民办随

迁子女小学教育工作计划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在全市率先完成民办学校分类
管理改革工作，全区２０所民办中小学转
为非营利性组织。完成宝山职校实训大

楼建设，扩大现代学徒制试点，拓展中高

职贯通培养，提升“乐学宝山”品牌内

涵，推动业大转型方案制定。落实援疆、

援滇教师支教及干部教师来沪培训各项

任务，稳步推进“‘１＋１１’教育互助成
长”项目。

五育并举，健康快乐成长的环境优

化。注重生活德育建设，开展主题阅读、

“美德少年”评选、“十佳百优”宣传、“美

丽宝山”研讨展示等系列活动，组织２期
共计１２５个单位参加的危机干预专题培
训。１７所学校入围上海市“家庭教育示
范校”评选。加强科技、体育、艺术教育，

推进“宝山１００”科技创新培训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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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节展演、艺术名家进校园、非遗传

承、“小华雯沪剧团”等项目，承办上海

市中小学生跆拳道、跳绳锦标赛。在上

海市“明日科技之星”评选、市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挪威跳绳世界杯赛、机械奥

运国际赛、全国青少年桥牌、乒乓球、航

海航空模型、无线电测向等一系列大赛

中获得佳绩。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４日，宝山区陈伯吹教育集团成立 庙行镇／提供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６日，行知中学举行建校８０周年主题活动 区教育局／提供

保障为先，区域教育发展有序推进。

区教育局深化资源配置保障，围绕城乡

一体和教育现代化建设，推动７个学校
新建、改扩建项目，推进 １５个“一场一
馆”、３６个学校专用教室建设项目。落
实学生资助，依托信息技术手段，自创统

计数据库建设，全年承担约２４０所学校
学生资助申请、审核汇总、拨款清算等工

作，基础教育资助学生数占全区在校学

生人数约８％—９％，工作覆盖面１００％。
宝山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作为上海市

“优秀学生资助工作单位案例典型”，在

全市推广经验。完成２４０所学校安全检
查。制定宝山区校园性侵事件预防干预

操作手册。被评为 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平
安示范单位、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集体。

分层施策，师资队伍建设深化。区

教育局分学段完成“信息技术能力提升

工程”“心理素养专项培养”“３６０套餐培
训”“三科统编教材培训”“高级教师培

训”等。完成公办幼儿园 ２０００余名教
师、民办幼儿园１０００余名教师学科素养
全覆盖培训。推进“青陶工程”、学科基

地建设，做好教师招录、大学生“三支一

扶”、见习教师“两选三评”等工作。完

成５９８名见习教师培训任务；通过“两选
三评”，百名新教师获上海市中小学（幼

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基本功大赛

３个一等奖、３个二等奖。“青陶工程”
培养模式在全市推广。

【吴淞中学微电影获奖】　２月 ２１日，
“精彩对话新时代”第五届上海市民微

电影节在上海影城举行，吴淞中学微电

影《祖国在召唤》获剧情类综合类银奖。

电影运用时空穿插手法，讲述上海市吴

淞中学多个不同时期校友的故事。

【陈伯吹教育集团成立】　３月１４日，以
宝山区北部罗店和南部庙行地区部分学

校为主体，共同组建的“上海市宝山区陈

伯吹教育集团”成立仪式在庙行实验学

校举行。陈伯吹教育集团包括上海市宝

山区陈伯吹实验幼儿园、上海市宝山区

陈伯吹实验小学、上海市宝山区第二中

心小学、上海市宝山区罗阳小学、上海市

宝山区庙行实验学校、上海市宝山区陈

伯吹中学、上海市宝山区美兰湖幼儿园

等７所学校。集团以“教育让儿童走得
更远一些”为理念，弘扬陈伯吹教育思

想，服务儿童教育事业。

【特教指导中心获“全国助残先进集体”

称号】　５月１６日，第六次全国自强模
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召开。宝山区特教指导中心获“全国

助残先进集体”称号。区特教指导中心

推进特殊教育医教结合以及融合教育工

作，促进宝山区特殊教育内涵发展。

【打破交互跳绳世界纪录】　７月４日，
跳绳世界杯赛在挪威奥斯陆举行。宝山

区高境三中姜大礼、黄俊凯、金振宇作为

国家跳绳队队员参加交互跳绳比赛，以

平均１秒９５次双脚律动频率再度打破
纪录。

【市检察院检察官兼职法治副校长】　７
月１８日，上海市检察院二分院检察官进
宝山校园暨兼职法治副校长聘任仪式在

区教育局举行。市检二分院、区教育局、

区综治委预青组三方签约，市检二分院

副检察长陈春兰等１１人受聘担任宝山
中学、高境一中等 １１所学校法治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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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帮助学生提高法律意识。

【重走行知路教育考察团】　７月２９日，
第二期“重走行知路”教育考察团出发

仪式在上海市行知中学举行。考察团沿

着陶行知当年的足迹，实地探访陶行知

办学所在地———重庆。通过走访、座谈

等方式，了解陶行知教育实践历程，实地

学习陶行知办学思想。

【孙奥获“金爱心学生”称号】　１１月２
日，上大附中高三（２）班学生孙奥获
２０１９上海市第 １３届“金爱心学生、集
体”颁奖大会“金爱心学生”称号。孙奥

于２０１８年８月前往青藏高原，在拉萨市
特殊教育学校参加为期 ２周的特殊教
育助教志愿者活动，帮助藏族特殊

儿童。

【行知中学８０周年校庆】　１１月１６日，
上海市行知中学举行“承育才薪火传真

谛，悟行知初心拓新境”８０周年建校主
题活动。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萍、丁

大恒、周志军、王丽燕、陈筱洁、张晓静、

杨立红，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向义海、市教

委基教处调研员陈爱平、中国陶行知研

究会书记兼副会长陈洛、中国陶行知研

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吕德雄、上海

市陶行知研究协会会长吕左尔及各届老

教师、老校友等出席活动。

２０１９年９月８日，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揭牌 韦明其／摄影【青少年智能机器人挑战赛举行】　１２
月２日，第二届上海市青少年人工智能
挑战赛在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落幕。

大赛以“走进ＡＩ新世界”为主题，吸引全
市８００余名青少年参与。宝山区青少年
活动中心组织全区２０余所中小学校参
与比赛，行知中学在“智能驾驶”项目比

赛中卫冕冠亚军。菊泉学校在“智能驾

驶”项目中获小学组冠军。

【徐雅芳思辨性历史教学劳模创新工作

室入选市劳模创新工作室】　１２月 １３
日，上海市总工会命名第九批“上海市

劳模创新工作室”，徐雅芳思辨性历史

教学劳模创新工作室入选。工作室由

设在行知中学的中学历史学科研究基

地和市劳动模范、特级教师徐雅芳老师

领衔的区历史名师工作室组成。工作

室培养区级及以上历史学科教学骨干，

提供教学案例经验，成为历史教改排

头兵。

【边楚月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

奖”】　１２月２４日，第八届“上海市青少
年科技创新市长奖”颁奖仪式举行，行知

中学高三年级学生边楚月获“第八届上

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提名奖获得

者”，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颁奖。

【青春艺华活动举行】　１２月３０日，“初
心如磐 逐梦扬帆”宝山区中小学素质教

育成果展示暨２０１９青春艺华·宝山区
教育系统迎新活动在宝山电视台举行。

活动以“坚持立德树人、坚定文化自信、

坚守美育初心”为主题，通过歌舞、传统

戏曲、多彩体育、创意科技等节目内容及

表演形式，展示宝山区中小学素质教育

丰硕成果。 （岳　强）

高等教育

【上海大学】　２０１９年，上海大学有 ２９
个学院、１个学部（筹）和 ２个校管系。
设有本科专业８６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
授权点４２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一级学科未覆盖）１个、硕士专业学位
类别２１种；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２４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一级学科

未覆盖）２个、交叉学科博士点９个；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１９个。拥有国家重点
学科４个、上海市Ⅲ类高峰学科４个、牵
头建设上海市Ⅳ类高峰学科１个、上海

市Ⅰ类高原学科１０个、上海市Ⅱ类高原
学科６个。在校研究生 １６４６４人，全日
制本科生 ２０４０６人，预科生 ５５人，成人
教育学生１６２１５人。在职在编专任教师
３１５５人，其中教授 ７２２人、副教授 １１０２
人。全职中国科学院院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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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人；“万人计划”入选
者８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１１
人、讲座教授４人；青年项目５人；“百千
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９人；上海市领
军人才２２人。校园占地面积约 ２００万
平方米，形成以宝山校区为“一体”、延

长校区和嘉定校区为“两翼”的“一体两

翼”格局。

学科建设谋划新布局。上海大学新

建人工智能研究院、微电子学院和量子

人工智能科学技术中心。推进医学、生

命科学一体化融合建设，医学院牵手合

作医院共建教学医院、临床医学院，获批

新药物与新材料、智能医学诊疗２个交
叉学科博士点。在ＥＳＩ基本科学指标数
据库中，学校９个学科进入全球前１％，
工程学科进入前 １４‰，材料学科进入
前１７‰。位列软科榜单的 １７个学科
中，６个学科排名较上一年度有所提升，
冶金工程跻身全球前５０强。加强马克
思主义学院和理论学科建设，马克思主

义学院入选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基地。８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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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津大学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９
月８日，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揭牌，并举
行力学学科前沿研讨会。

人才培养取得新成效。上海大学试

点“三全育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综合改革，深化“思政课程 ＋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实行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入选

教育部“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

式建设试点高校，入围“上海高校课程思

政整体改革领航高校”；落实“六卓越一

拔尖”计划２０，１５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１个专业通过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新增“国家级精品在线开

放课”１门；与中国科学院长三角地区研
究院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宝山区政府

等开展包括人才培养在内的全面合作。

以智慧校园建设为基础，逐步推进“ＡＩ
＋教育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设，分步
实施共享学科智能计算服务平台，为教

育教学提供较完善的一流信息化服务

体系。建成一批先进的教学实验中心

和多 媒 体 教 室。本 科 生 深 造 率

４５８５％。“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中，４件作品入围终审
决赛，其中 ２项获特等奖、１项获一等
奖、１项获二等奖，２项获三等奖，连续５
届获“优胜杯”。研究生在国际顶级期

刊上发表数篇高水平论文，在全国数学

建模竞赛、电子设计竞赛中获多项一等

奖。２０１９年全球 ＱＳ毕业生“就业竞争
力”中国内地高校排行榜中，上海大学

位居第１６位。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上海大学获第十六届“挑战杯”竞赛“优胜杯” 上海大学／提供

科研实现新突破。上海大学理工科

纵向课题到账经费３２２亿元，横向课题
到账经费突破３３亿元。文科到账经费
累计 ６５２２２７万元，其中纵向经费
２５６０９万元、横向经费 ３９６１３７万元。
在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及其子刊发表论文２３
篇；吴明红、张久俊、李常品３位教授上
榜２０１９“高被引科学家”；国家社科重大
项目立项８项，位居全国第九；获批国家
自然基金委人工智能代码首个重大项

目；土耳其研究中心和拉美研究中心入

选“中国智库索引目录”，全球问题研究

院获批上海市高校智库；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院成立。科研成果转化能力进一步

增强，学校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成立长三

角一体化研究院、临港研究院、绍兴研究

院等机构；深化产教融合，与华为、云锡、

中国宝武集团、中国能源、中国中车等

５００强企业合作；加速国防科技成果有
效转化，获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

究院“年度优秀供方”；无人艇研究院推

出水面智能平台，保障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水上安全；石墨烯研究成

果应用于河道生态修复治理，在上海、苏

州、湖南、福建等地推广；上海电影学院

院长陈凯歌和教师参与制作电影《妖猫

传》获第３２届中国金鸡奖最佳美术奖。
吴明红教授领衔《石墨烯微结构调控及

其表界面效应研究》项目获２０１８年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学校无人艇团队牵头

《海气界面环境弱目标特性高灵敏度微

波探测关键技术及装备》项目获２０１８年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材料学院院长董

瀚教授作为第一完成人项目《基于 Ｍ３
组织调控的钢铁材料基础理论研究与高

性能钢技术》获２０１８年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９月１７日，“工业废气治理关键
技术与工程运用”“精海无人艇”“高性

能工模具钢”“新型纳米气泡设备”等来

自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机电工程与自

动化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悉尼工

商学院、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等科

创成果参展第 ２１届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

师资队伍呈现新面貌。上海大学

２０１９年新增各类高层次人才１１３人，其
中国家级人才 ２４人，上海市级人才 ８９
人。其中，中科院院士１人、中国工程院
外籍院士１人；国家级领军人才（长江特
聘、国家杰青、万人领军）５人、国家级青

年人才（青年长江、优青）４人；上海千人
计划１２人、东方学者（含青年东方）５２
人。６１人入选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
资助计划，２９人入选国家公派高级研究
学者项目等派留学项目。形成创新团队

建设评估机制，新增上海市教委创新团

队４个，共有创新团队 ４１个，涵盖 ８６５
人。陈立群获评“全国模范教师”、彭艳

获评“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顾晓英

获评“上海四有好教师”。

国际合作迈出新步伐。上海大学与

５１个国家和地区２０８所大学或机构签署
校际合作协议，建有４个中外合作办学
学院，与北美洲、欧洲、亚洲等地区大学

合作建立５所孔子学院。继续搭建全球
合作网络，与英国爱丁堡大学、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和日本东北大学等世界一流

大学开展双学位人才联合培养；第一个

境外办学项目东京学院正式开班上课；

悉尼工商学院进行 ＡＡＣＳＢ国际认证；
“面向智慧能源系统的智能自动化与网

络化控制联合实验室”获批上海市“一

带一路”国际联合实验室。全球引智方

面，通过校级海外引智计划共立项资助

１３３名外专来校开展学术合作；６个项目
获批国家“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２
个项目１１名外专入选上海市“高端外国
专家引进计划”；连续３年入选“１１１”引
智基地。全年共派出赴国（境）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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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２１７７人，比上年增长１１％。在校就
读的外国留学生 ４６００人，其中学历生
１８９４人，增长 ２７６％，位居上海市高校
第３名，被教育部评为来华留学示范基
地。 （凌长臣）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９年，学
院在籍学生总数３５６２人（含成教３５人，
参军保留学籍 ４４人）。２０１９届毕业生
１２９８人（含物流中高职贯通６３人）。就
业人数１２９８人，就业率１００％，比上年增
长００８％，签约率９６％。教职员工２３３
人。校内实训中心１８个，校外实训场所
２５个。招生计划２０２０人，录取１５２２人，
报到数１３４４人，计划完成率６７％。

强化立德树人任务。学院聘请上

海大学２名思政课教学名师担任兼职
教师，１２名专兼职教师进入教育部全国
思政课教师信息库。开展新一届文明

评选表彰活动，评选出文明单位 ２个，
文明处室 ２个，文明教职工 １６名。举
办２０１９年宿舍文化节活动，强化宿舍
文化建设，开展“三禁两排查”（禁烟、

禁酒、禁违章电器；排查宿舍安全、排查

教室文明行为）活动，加强学生日常行

为管理。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３日，邦德学院举办第二季“魅·颜”秀展示活动 邦德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国数字经济与跨境电商培训认证（长三角）管理中心、虾皮网跨境电商高
校人才孵化基地揭牌 邦德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实施教学改革。学院推进中高职贯

通、高本贯通项目申报前期准备工作。

年内，与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上海城

市科技学校、上海科技管理学校、上海逸

夫职业学校、上海市北职业高级中学、中

华职业学校等交流沟通，促成计算机专

业、烹调工艺与营养专业、应用英语专

业、会计专业、人物形象设计专业等中高

职教育贯通培养试点项目。组织申报跨

境电子商务专业、会计（管理会计）专

业、应用英语（跨境商务营销）专业、应

用西班牙语（跨境商务营销）专业、学前

教育专业（国控）５个新专业；开展教育
部第二批“１＋Ｘ”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会计专业获批开展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登

记证书试点工作；完成教育部第二批现

代学徒制试点项目（烹饪和酒店专业）

结项、验收工作。

提升教学水平。学院学生参加

２０１９年中国技能大赛———“四大品牌”
上海市职业能力技能大赛，物流师高级

获一等奖、ＸＲ产品开发技术获团体一等
奖。学校获“２０１９年中国技能大赛‘四
大品牌’上海市职业技能大赛”团体银

奖。１３名教师参加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星
光计划”第八届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

大赛，共获６个奖项。其中，教师黄艳、
孙晨婷、王霞组成的应用英语专业参赛

团队获三等奖，同时获上海市高职高专

院校专业建设教学比武（教师教学能

力）大赛优胜奖、上海市第四届民办高校

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三等奖、２０１９年上海
市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说课大赛一等奖、

第一届长三角民办高校教师教学技能大

赛三等奖。

深化国际化办学。４月，中澳物流
与中日舞台艺术设计２个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接受市教委的办学质量专项年检。

９月，接受市教委党建工作专项检查并
通过。５月，中澳物流许可证通过到期
评估，中外合作办学资质延至２０２４年１２
月３１日。

规范学生自助管理。２０１９年，学院
４人获国家奖学金共计３２万元；３人获
上海市奖学金共计２４万元；１２６人获国
家励志奖学金共计６３万元；１８０人获校
内奖学金共计１５５６万元；３２７人获国家
助学金９９０５万元。办理生源地助学贷
款６０人，生源地贷款总金额 ４８万元。
办理校园地贷款３２人，校园地贷款总金
额２５６万元。提供校内勤工助学岗位８
个，参加勤工助学６０人，发放岗位补贴
１０８万元。为３０余名经济困难新生办
理缓交学费，缓缴金额约４３９５万元。

（郑　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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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邦德学院举办“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师生书画作
品展 邦德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济光学院国旗班获第二届“上海杯”大学生国旗班升国旗展示活动竞赛一等奖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９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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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个专业。２０１９年，全年招生总计划２９６５
人，录取２５４８人，计划录取率８５９６％，
到校报到２３５５人，录取报到率８５９％。
２０１９届毕业生 １７２９人，毕业就业率
９９２５％，签约率 ９２０８％。专任教师
２１１人，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专任教师
５３人，占２５１％；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
上学位的教师１２９人，占６１％。校园占
地面积１１２７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０１４
万平方米。

增强办学实力。２０１９年，学院被评
为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建筑设

计专业群“行企校”应用技术协同创新

中心中，３个项目获评国家级骨干专业、
２个获评生产性实训基地、１个获评“双
师基地”、２个获评协同创新中心、１个获
评“技能大师工作室”。建筑设计专业

被评为上海市一流专业，助产专业被评

为上海市一流培育专业。现有３个国家
级骨干专业、２个上海市一流专业、４个
上海市特色专业。建设工程管理专业

（高本贯通５年制）开办，形成城市建设
专业群（建筑、建工）和现代服务业专业

群（经管、艺术、护理、学前教育），正在

建设新能源汽车专业群。落实扩招工

作。录取１７７人，报到１７３人，录取报到
率９７７４％，完成扩招专项任务。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学年，学院师生参加市级及以上各
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４４项，获奖赛项２９
项，获奖项７６个。“建筑工程识图”赛项

获２０１９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团
体二等奖；在２０１９年第八届星光计划上
海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参加２１个赛
项，获奖３０个。

加强校企合作。学院与同济大学深

入合作，打造“１＋２＋３”共建新模式，即
构建１个机制，共享２个平台（党建工作
平台和学生工作平台），建强 ３支队伍
［思政理论课教师、党总支（支部）书记、

辅导员队伍］。强化校企协同育人模式。

二级院系集聚专业优势，与各行业核心

企业合作，联合建设高水平专业化产教

融合实训基地、顶岗实习基地、双师培养

培训基地、应用技术协同创新基地和技

术技能大师工作室。学院与５３家单位
签订校企合作培养人才协议书，与 １１４
家企业签订校外实习基地协议书并建立

校外实习基地。学院拥有２个中央财政
支持建设项目，建有一批由政府资助的

校内实训基地，共有实训室８９个，实训
项目数量 ６５６个，实训工位数 ３３８６个，
学年校内使用频率７６６３５４人时，实训场
所面积 １９１４４７９平方米，可供 ３５００余
名学生同时开展校内实训或开展专业社

团活动。２０１９级成立中捷建筑创新班
及中英护理国际班。与韩国东西大学、

韩国大庆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提升师资队伍。学院鼓励教职工参

加校内外各类专业会议、教育教学技能

培训和竞赛、“１＋Ｘ”证书培训等共计６０
余人次，国内外访学３人，入选高校青年
教师培养资助计划４人，参加校内外产
学研７人。获上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大比武高职组一等奖，第四届上海

市民办高校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二等奖、

优胜奖，首届长三角民办高校教师教学

技能大赛三等奖，２０１９年上海市高等职
业院校教师说课大赛土建类第一名并进

入决赛。

坚持资助育人。学院有７人获国家
奖学金、４人获上海市奖学金、１６７人获
国家励志奖学金，发放国家助学金 ４５９
人，总金额６７７万元。为１００名２０１９年
服义务兵役发放资助补偿经费，合计

１７５２万元。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学年生源地贷
款１３７人，合计１０９６万元，帮助９２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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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参加校内勤工俭学，发放金额１３６万
元。４６名学生应征入伍，其中女生４人。

（杜　宇）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５日—２６日，震旦学院代表队在２０１９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市场营销
技能赛项中获团体一等奖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提供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４日，上药控股震旦校企合作定向班开班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提供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２０１９年，学院有
教职员工４６４人，其中专任教师２８６人。
教师中，副高以上职称８３人，硕士及以上
学位２０６人，“双师型”专任教师８０人。
２０１９年录取新生２５３９人，实到２２４９人，
报到率８９％。２０１９届毕业生１５０６人，就
业率９８３４％，签约率９７６１％。

推进教学改革。学院推进“五年一

贯制”高职教育改革工作，护理及会计专

业面向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物联网应

用技术、药学、学前教育３个专业被教育
部认定为骨干专业。新增空中乘务、健身

指导与管理２个新专业。举办职业体验
日活动，开展８个实训项目，接待２００人
次。２０１７级机电一体化专业王青昊、
２０１８级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王?、２０１７级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杨涛、２０１７级工商企
业管理专业周志恒组成的代表队获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市场营销技能

比赛团体一等奖。学院获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市场营销技能比赛团体

一等奖、首届长三角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

赛三等奖。与新户家集团签订产教融合

合作协议，共同编订教材。与交大医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合作建立“交大医学网院

学习中心”，震旦学习中心获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度“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优秀校外

学习中心”称号。与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笃学砺德”校企合作定向班开班。与美

国锡耶纳赫兹大学合作举办艺术设计专

业高等专科教育项目、与韩国东西大学合

作举办戏剧影视表演专业高等专科教育

项目开班。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学院成立教职

员定编定岗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推进

职称评审制度改革，１人申报副教授，２２
人申报讲师。培养与引进兼顾，选拔年轻

干部，引进４位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教
师。搭建教师专业发展平台，成立教师发

展中心。选派７人参加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组织的民办高校“强师工程”研修班。

获上海市“中华杯”教师职业技能竞赛健

康照护一等奖。

加强德育阵地建设。学院严格各类

奖助学金申请评审程序，评选国家奖学金

６人、国家励志奖学金１５９人、上海市奖
学金３人、校内各类奖学金４４６人。加强
心理课堂主渠道建设，建立“重点关注学

生档案”，开展６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月”系列活动，累计３５００人次参与。心理
健康教育基地与清华大学协作举办心理

健康教育培训班。累计３５００人次参与各
类志愿服务。连续８年开展造血干细胞
志愿者招募工作，获“２０１９年度造血干细
胞捐献志愿者征募工作先进集体奖”。

校跆拳道队在中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

中获４金，取得男子团体总分第二；在上
海市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中获１０金、１２
银、１０铜。

推进依法治校。深化信息公开，获

评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上海高校信息公开评
议工作“优秀单位”。举办“第八届震旦

读书月”系列活动。融合英语教学和科

学化信息技术，在新生中进行混合式英语

教学改革，推动信息化技术与学校育人工

作深度融合。获“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上海
市安全文明校园”称号。 （廖文文）

职业技术教育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９年，学
院全日制在校生４３８１人，其中外省市生
源占５５０３％，比上年增长２０７％。专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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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２５０人。设有２７个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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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毕业生数

１６４３人，就业率 ９５１９％。年内被评为
２０１８年度征兵工作先进单位，院长徐辉
获２０１８年度征兵工作先进个人。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学院汽车专

业与华晨宝马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与特

斯拉汽车进入合作洽谈阶段。新建“运

输组织技术”等 ６门课程为 ２０１９年度
院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纯电动汽车

结构与控制技术”列入 ２０１９年上海高
职高专院校市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立

项名单。申报排水工程技术、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数控技术、大数据技术与应

用４个新专业。５月，完成教育部“双
高计划”申报，经公示成为推荐院校之

一。８月，经公示成为上海“一流专科
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建设”培育单位，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专业和汽车运用

与维修技术专业成为“一流专科高等职

业教育专业建设”立项专业，港口机械

与自动控制专业为培育专业。９月，成
为上海高职首批“１＋Ｘ”证书制度试点
牵头院校，包括汽车运用与维修、物流

管理、智能新能源汽车专业。获 ２０１９
年上海市“星光计划”第八届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高职组）团体奖项４个、个人
奖项１８个。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０日，上海市汽车类专业“１＋Ｘ”省级办公室揭牌暨“试考评”观摩仪式举行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与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共建中国男子板球国
家队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学院完成 ２３
项课题立项工作。上海晨光计划项目、

市思政联盟、高职高专研究会专指委、教

育规划项目等７项课题以及２０余项院

级课题通过结题。汽车系缪巧军入选全

国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典

型案例。

创新思政育人工作机制。１０月，学
院主编《技能中国》校本教材（市教委德

育中心高校“中国系列丛书”之一）并出

版。开展《技能中国》课程教学，举办大

国工匠系列活动，组织８００余名学生参
加。搭建思政实践教学平台，与上海市

劳模协会工会管理学院学员分会签约共

建思政实践课教学基地。

加强招生就业指导服务工作。学院

计划招生１８５０人，录取１７２９人，录取率

９３４６％，实到１５８５人，报到率９１６７％。
其中，依法自主招生录取 １９９人，实到
１９７人；“三校生”招生录取 ４０人，实到
４０人；统一高考招生录取１００８人，实到
８６９人。五年制中高职贯通转段学生
４７９人。招收录取汽车、物流管理等２个
专业２批次共４３名学生。举办“上海交
通物流职教集团２０１９年人才供需招聘
会”，参与企业约３００家，提供岗位３０００
余个。

做好继续教育服务工作。学院成人

学历教育报到注册共计１５０人，其中成
人大专７０人、北京交大远程教育８０人
（专科５９人、本科２１人）。组织１４２名
在校学生参加上海财大专升本自学考试

共计９５４门次。做好成人大专学分银行
工作，为学生转换证书５６人。职业技能
培训鉴定共计１２２４人次，其中，各类培
训１９６人次，各类鉴定５２６人次（在校生
３８３人次、社会生 １４３人次），申报各类
考试５０２人次。

推进助学育人工作。学院修订完善

“奖助贷勤补减”帮困助学有关制度，开

展６项资助：（１）各类奖学助学金评定、
发放、表彰等工作。全年共计发放国家

助学金 １０８６人次，合计 １７００５５万元；
评定学院奖学金 ５９１人次，合计 ２８３６
万元；国家奖学金６人，合计４８万元；
上海市奖学金３人，合计２４万元；国家
励志奖学金１７０人，合计８５万元；上海
市优秀毕业生６１人次，合计６１２万元；
学院优秀毕业生１４５人次，合计７５２万
元；以上共计２０６２人次，３０４２５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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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２）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工作，全年共４１
人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合计３２８万元；
３１６人参加生源地助学贷款，合计
２５０６５万元。（３）特殊困难学生资助工
作，发放学院临时困难补助 ３人，合计
０６万元；学费减免４人，合计３万元。
（４）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地方高校学生应征
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及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学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退役士兵教育学费

资助工作，学生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

助 ５４人次，合计 １８０７５万元，退役士
兵教育学费资助 ６２人次，合计 １８９万
元。（５）学生副食品补贴发放工作，共
８７９７人次，合计４４７６３２万元。（６）全
方位资助育人工作，走进云南保山建档

立卡贫困户学生（１０人）家庭；校园慈
善爱心屋设立“爱心币”机制，帮助困难

学生３１５人次；８９７人次参加勤工助学，
共发放资助 ３６０９７元。以上 ６项总计
资助１２５６１人次，共计１０４１９１５２元。

（王晓红　胡萌萌）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０１９年，
学校有５大类专业，即加工制造类、信息
技术类、交通运输类、旅游服务类和财经

商贸类；８个专业，即数控技术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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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服

务与管理和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年

内，被评为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文

明单位、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上海市依

法治校示范校。在上海市“星光计划”

第八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２０枚奖
牌。其中，一等奖 ４人次；二等奖 ５人
次；三等奖１１人次；刘必华和陈云燕老

师共同指导的上海市“星光计划”文字

录入项目获团体第一名；张媛、章自强共

同指导的“企业经营模拟沙盘”获团体

第三名。刘必华老师获五星级金牌指导

教师称号。

４月２６日，学校参加第十六届上海
教育博览会“迈向２０３５的‘城市·职业
·教育’”展。获上海市优秀社团的礼

仪队表演“礼在宝职，美在心中”旗袍

秀，数控专业推出“三维建模与３Ｄ打印
智造”。

５月，学校开设 ４个市级职业体验
项目，共接待２７４人、１０９６人次，区级职
业体验活动接待１５４５人、３０９０人次。学
前教育专业“橡皮泥脸谱”获最佳项目

设计二等奖，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的“３Ｄ
打印项目”获最佳项目设计三等奖。

５月，学校开设校企合作“订单班”。
企业配备“订单班”班主任，对２４名学生
全方位管理。５位企业专家来校就职业
规划、沟通技巧、桌面技术、ＩＴ基础架构
国际标准、服务规范等主题现场授课。

２４名同学均获企业颁发的结课证书并
进入神州数码实习。

７月，巴士五公司维修班中，１４名学
生成为公司维修车间员工。学生每周２
天以工学交替方式和准学徒身份进入企

业，实施岗位认知与开展教学实习。校

内同时完成汽车维修中级（四级）技能

考证。

８月，学校完成１７级３５６名学生顶
岗实习安排，在岗实习率 ９８３％，实习
对口率 ９０％以上，实习薪酬平均工资
４０７８元／月，学生实习企业总数４５家，其
中调整新增企业数１４家，本区域新增企

业数 ９家，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企业数
２２家。

１０月—１２月，学校在 ２０１８年物流
专业商贸节基础上，举办第二届“中鼎教

育”杯“挑战自我·实现梦想”创·想活

动之微店线下直销体验活动。学生经过

市场调研问卷、商业市场分析、团队组织

架构建立、寻找合作伙伴、组建创业团

队、选择店铺商品、制作创业计划书等过

程，形成３７个创·想活动团队，并对创
业方案进行宣讲。组委会评选出１２个
优秀创业小组进入微店经营实践环节，

开展现场实体零售营销展示。

（孙晓红）

成人教育

【上海行知学院（上海市宝山区业余大

学、上海开放大学宝山分校、上海市宝山

区老年大学）】　高等学历教育。高等
职业教育方面，学院和上海海事职业技

术学院合作办学，宝山校区报关与国际

货运、水运会计专业，在校生共２５６人。
成人高等教育方面，招收开放教育、成人

教育等高等学历教育计算机信息管理、

行政管理、物流管理、会计、城市公共安

全管理、视觉传达艺术、家政服务、老年

服务管理等本、专科专业新生 ５１６人。
远程高等教育方面，奥鹏远程教育工程

管理、行政管理、工程管理等本专科专业

在校生７０人。学历教育上、下半年在册
学生总数分别为２０９１人、１５９８人。全体
教职工一年累计完成学历教育实际课时

数１３５４０节。学校教师申报并获得立项
科研课题４项，公开出版学术专著１部、
主编参编教材２部、发表学术论文和教
育研究论文２０余篇（其中发表于核心期
刊３篇）。

非学历教育。社区教育：学院开展

宝山区优秀社区学习团队、宝山区优秀

民间社团自主发展基地等项目评选工

作。做好第十五届“乐学讲堂”百姓公

益课题培训，开展“市民修身行动”，全

年完成约１０万人次培训任务。学分银
行宝山分部２０１９春季课程申报 ２０门，
学员注册数６７０９人，开设３４３门文化休
闲课程，总开户人数 ３５３４２人。老年教
育：共开设班级 ４２５个，课程数 ２１５门，
招生１４９８５人次（含校区）。新开设“古
琴演奏”“面塑”“货币战争”“键盘和

声”“体育舞蹈（网球操）”等课程。完成

上海市老年素质教育实验项目结题报

告，并以《慕课教学模式在老年远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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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研究与应用》为题，申报第四批全国

老年远程教育研究项目。开发制作 １０
门微课视频教材，向全市１６个区派送；
组建全市１６个区３０名专家教师组成的
兼职教研员队伍。１２月３０日，召开“培
育特色课程创新教学模式”上海市老年

教育教学研究指导中心工作研讨会。

“瓷绘工艺”课程入选上海市新时代老

年教育百门精品课程，并在课程中试点

云视课堂数字化交流新模式。“国画山

水”课程也在云视课堂播出。连续第 ３
年在区图书馆举办“迎新春送春联”活

动。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摄影
作品展、“翰墨歌盛世，丹青颂校园”庆

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国画作品展、“辉
煌七十年翰墨颂祖国”书法作品展以及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老年教育瓷绘工艺优秀
作品展等展示活动。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上海市老年教育教学研究指导中心兼职教研员”授聘仪式举行
老年大学／提供

主要成果。学校获上海市服务学

习型社会建设工作先进集体、上海终身

教育学分银行先进集体、上海市五星级

老年学习团队、上海市区办高校建校６０
周年优秀科研成果奖、上海市老年教育

协会动“最美学员讲述活动”入围奖、上

海市第四届九九重阳节长者风范·天

伦之乐”时装专场展演活动二等奖，

“２０１９上海花样时尚模特大赛”５０强、
宝山区教育系统综改综合评价先进单

位、宝山区优秀民间社团自主发展基地

称号。学校教职工获上海市育才奖、上

海市成人高校优秀教师、上海市成人高

校优秀管理工作者、上海市成人高校优

秀班主任、上海市区办高校优秀教务

员、上海市区办高校招生工作先进个

人、“不忘初心————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全国当代书画名家邀
请展”金奖等个人荣誉。

（董曲波　陆莉莉）

特殊教育

【上海市宝山区培智学校】　２０１９年，学
校有９个年级，１１个班级，在籍学生１４８

人，在编教职工 ４７人。学校参与国家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孤独症教育教学资

源库框架研究”，成为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课题“孤独症学生关键能力的构成及

义务教育阶段培养目标研究”课题基

地，分别在国家教育部基教司自闭症儿

童教育工作座谈会、中残联国际孤独症

康复学术研讨会、上海市教委特教三年

行动计划推进会、上海市教委教育技术

装备中心的资源教室建设和应用大会、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的国家课程学校校

本化实施路径交流会等场合作大会发

言。承办上海市自闭症儿童教育专题

研讨会、上海市教委教研室“融合课程

个性发展”展示、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基

于评估的融合活动实施”展示、宝山区

特教教师研究项目汇报专场等活动。

年内，完成２０１５教育部青年课题１项、
市级课题１项、１９项校级课题结题；完
成２０１８市级项目１项、区级重点课题１
项、区级一般课题 ３项中期论证；完成
２０１９年区级重点课题１项、一般课题４
项开题。新申请区级重点课题１项、校

级课题 ７项。获集体和师生奖项及荣
誉称号国家级６项、市８３项、区６１项，
各类刊物发表论文１７篇。组织随班就
读学校承担或参与上海市教委“基础

教育学校无障碍环境建设实施意见”

编写项目、上海市电教馆“特殊教育资

源征集”项目、上海市特教资源中心

“随班就读管理机制建设”项目、中央

电教馆自闭症微视频摄制项目。作为

全国医教结合实验区，中心邀请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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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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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医上门，家长培训等。被

评为全国助残先进集体、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上海市文明校园、上海市

安全文明校园、教育系统综改综合评

价先进单位，获区五一劳动奖状、区

“同创全国文明城区、共建宝山美好家

园”劳动竞赛先进集体一等奖。

（吴择效）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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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育
◎ 编辑　吴嫣妮

综　述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８日，２０１９黑池舞蹈节（中国）开幕 区文旅局／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体育系统共有在
编教练４０名，注册运动员 １８９６名。年
内开展健身指导培训共６７１次，惠及社
区市民１４万余人次，开展市民体质监测
５０００余人次。全区各级社会体育指导
员４３８６名，其中国家级 １０名、一级 １３
名、二级 １７９名、三级 ４１８４名。全区体
育场地总面积约４３１万平方米，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２１１平方米。

【宝山区第四届运动会】　区运动会围
绕“活力宝山、乐享体育”主题，设置２大
组别、４项系列赛事、６大类别，赛事种类
３５种。包括凸显篮球、路跑、乒乓等宝
山特色项目，并增设电竞、跆拳道等新兴

项目，覆盖各年龄阶层，兼具全民性、竞

技性和趣味性。共举办各类赛事 １５４０

场，参赛人数６８５８６３人次，创下办赛主
体最丰富、赛事种类最广、组织发动最

广、参赛人数最多的“四个历史之最”。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区体育局推进
“１５分钟体育生活圈”建设，完成体育场
地统计调查工作。推进杨行体育中心项

目，完成用地预审，启动项目设计招标、

可研编制等前期手续办理。全年新建９
条市民健身步道、３处６片市民球场、２０
个市民益智苑点。全区建成１１个区级
及社区级市民健身活动中心，４５处 ９０
片市民球场，６１条百姓健身步道，１２８千
米生态步道。

【体育技能培训指导】　区体育局制订
形成宝山区社区体育服务配送工作方

案，组织技能培训及器材配送工作培训，

开展“明星教练进社区系列活动”。街

镇利用市级配送平台共开展技能培训

６７１次，惠及社区市民１４万余人次，开展
市民体质监测５０００余人次。加强体育
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开展教练员培

训８次，参与人员３３２人次；组织区内１４
家市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开展３次季度
沙龙活动。开展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评

估工作，区内现有３Ａ级体育类社会组织
１６家，２Ａ级９家。

【竞技体育】　２０１９年，宝山培养输送的
许昕获布达佩斯世乒赛混双冠军，亚锦

赛男子团体冠军、男女混双冠军、男单冠

军。在２０１９国际乒联公开赛８站中，共
收获３个男单冠军、５个男双冠军、５个
混双冠军。宝山青少年运动员在全国少

年赛获金牌 ２４枚、银牌 ２３枚、铜牌 １６
枚，其中二青会金牌１０枚、银牌１２枚、
铜牌５枚。各类市级赛事累计获金牌５１
枚、银牌 ５３枚、铜牌 ７９枚。举办 ２０１９
中国小篮球联赛（上海宝山赛区）。开

展２０１９年学生阳光体育联赛，新增棒垒
球、空手道等推广项目，组织田径、手球、

啦啦操等１６项比赛，４５所学校３４０８６人
次参赛；推进棒垒球、体操、乒乓、排球等

项目进校园；开展四年级“人人学游泳”

活动，４３所学校５８８９名学生受训。举办
“庆六一”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少儿开放

日等赛事活动；组织２０１９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沙龙及水上运动项目拓展活动。完

成爱心暑托班体育配送，组织宝山区 ９
家市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向区内３６个
爱心暑托班配送足球、篮球、武术等 １１
项７００节课程，区体育局被评为爱心暑
托班最佳支持单位。

【品牌赛事】　宝山区加速体育产业发
展。扩大宝山区路跑品牌活动影响力，

以“乐享体育”为主题，贴合不同健身群

体特点，举办上海樱花节女子１０公里精

８４２



英赛、第三届上海 １０小时超级马拉松
赛、第四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赛等新兴

时尚体育活动。其中，２０１９上海樱花节
女子１０公里精英赛吸引３０００余名来自
社会各界的女性参与，“泾彩同行”２０１９
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集结５０００名
运动爱好者及家庭。做深篮球城品牌，

引进 ＣＢＡ夏季联赛、ＰＡＣ—１２中国赛、
ＫＯＫ篮球争霸赛等品牌篮球赛事。做
精电竞品牌，大华虎城 ＳＫＧ电竞训练营
·雷蛇主题馆启动，第三届中国电子竞

技创新大赛总决赛、人民电竞上海大师

赛等品牌电竞赛事相继举行，推动宝山

电竞行业发展。做强竞演赛事，引进举

办黑池舞蹈节（中国）、ＯＮＥ冠军赛、
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等具有一
定品牌知名度的体育竞演赛事，并带动

场馆周边宾馆旅游等消费市场发展。

２０１９黑池舞蹈节（中国）报名人数创新
高，突破８０００组次，创下门票售罄记录。
上海首个以体育文化为主的产业园———

三邻桥体育文化园开园，共建体育小镇、

高境社区体育中心，培育新业坊、智慧湾

等体育产业园区，申报体育旅游休闲基

地以及市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单位、项

目。体育彩票销售额３０３亿元，募集公
益金１６１５８９万元。 （段楚雯）

２０１９年，新建盘古路绿地球场 区体育局／提供

全民健身品牌赛事

【“大美滨江”定向越野公开赛】　１月１
日，“快乐健身迎新年，健康共享新时

代”———大美滨江定向越野公开赛在上

海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举行，２０１９
年度宝山“四季路跑”活动启动。比赛

分为大众组和亲子组，吸引来自上海市

的３００余支队伍、１１００人参加活动。

【２０１９上海樱花节“樱你而来”体育主
题系列活动】　３月，区体育局主办的
“樱你而来”体育主题系列活动在顾村

公园举办。系列活动由女子１０公里精
英赛、“冠军面对面”之乒乓球世界冠军

讲坛、青少年运动嘉年华３个活动组成，
吸引众多游客家庭参与，深化“樱花＋体
育”品牌活动赛事核心理念，促进全民健

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军民半程马拉松赛】　４月２０日，为庆
祝人民海军成立７０周年，由宝山区政府
和海军某基地联合举办的“军民携手，挺

进深蓝”半程马拉松赛在宝山体育中心

举行。海军某基地司令员姚春勇，区委

书记汪泓等领导出席。赛事全程共 ２２
千米，２００名海军官兵和２０８名百姓选手
参赛。

【第四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　５月 １２
日，“健康家庭·乐享体育”第四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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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幕。来自全市

及周边城市１２００余户参赛家庭３５００余
人参赛。赛事全程围绕公园内悦林湖，

共４２１９５千米。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
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巡视员张梅兴、

副区长陈筱洁等领导出席活动。

【泾彩同行·２０１９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
步赛】　１０月 １９日，由宝山区总工会、
罗泾镇、区体育局、区农业农村委、百变

跑加主办的“泾彩同行·２０１９上海罗泾
美丽乡村徒步赛”在罗泾镇举办。上海

市体育局党组副书记陆檩，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赵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

总工会主席王丽燕，副区长陈筱洁、陈云

彬等领导出席。徒步赛分为成人组 １５
公里及亲子组６公里，集结５０００名运动
爱好者及家庭参加。 （段楚雯）

青少年体育

【中国小篮球女孩训练营】　５月１７日，
中国篮协主办的中国小篮球女孩项目训

练营在宝山实验学校开幕。中国篮球协

会主席姚明，副主席许闽峰，中国篮球协

会青少年委员会主任宋晓波，市体育局

副巡视员杨培刚，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赵懿等领导和嘉宾出席启动仪式。中国

小篮球女孩训练营是中国篮协女孩小篮

球推广计划内容，通过有针对性的内容

设计，吸引女孩参与篮球运动。通过与

青少年篮球培训机构、学校等合作，帮助

更多女孩接受专业规范的篮球指导，推

动女孩小篮球运动发展，为国家培养更

多专业女性篮球人才提供基础。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少儿体育开

放日宝山分会场】　６月１日，“庆六一”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少儿体育开放

日宝山分会场活动在宝山体育中心举

办。宝山区１４家市级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共同参与，举办体育公益活动。现场

设有篮球、蹦床、滑板、击剑、高尔夫、跳

绳、跆拳道、网球、飞镖、拳击等各类运动

项目体验环节和亲子互动游戏。

９４２

青少年体育



２０１９年，翻新市民健身步道 区体育局／提供

【乒乓球一条龙办训协议续签】　７月３
日，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和区教育局、

体育局、上大附中、曹燕华乒兵培训学

校、杨泰实验学校６方共同签署合作共
建乒乓球一条龙协议，副区长陈筱洁出

席签约仪式。区教育局、体育局将协助

交大体育系选择对口乒乓布点中小学，

做好与乒乓布点中小学沟通工作，选派

专人负责所属布点中小学乒兵球运动

管理工作。制订相关配套制度，为布点

中小学提供一条龙训练交流、比赛培训

和招生、输送政策等保障。

【玛琳娜女子篮球学院启动】　１１月 ７
日，玛琳娜女子篮球学院揭牌仪式在宝

山体育中心举行。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

比奇及塞尔维亚代表团、市政府副秘书

长虞丽娟，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陈波，区

委书记、上海市篮球协会主席汪泓，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等领导出席仪式。

玛琳娜女子篮球学院（上海宝山）依托

塞尔维亚国家女篮主教练、宝山大华女

篮主教练玛琳娜团队，带训学校女子篮

球队伍，推动宝山青少年体育发展，拓展

两国体育合作。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
赛】　１２月 ７日—８日、１４日，２０１９年
“曹燕华·杨行杯”上海市中小学生乒

乓球冠军赛在曹燕华乒乓学校举行。比

赛设高中、初中、小学甲、小学乙４个组

别，分别进行团体、单打、双打等共１８个
项目赛，全市３５所中小学校７５３名学生
运动员、教练员参赛。 （段楚雯）

体育竞演赛事

【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　５月
１１日，２０１９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在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下游６０万平方米水域
赛道开幕。赛事为期 ２天，设有 Ｊ８０级
别帆船和 ＧａｓｔｒａＦｕｎ级别帆板 ２个组
别，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挪威、中

国等９个国家和地区１６支职业和业余
船队、７０余名帆船帆板选手参赛。

【ＯＮＥ冠军格斗赛】　６月 １５日，
“ＯＮＥ：追寻传奇”大型格斗赛事在宝山
体育中心举行。这是 ＯＮＥ冠军赛第 ２
次在宝山举办。

【２０１９ＣＢＡ夏季联赛】　７月２４日—２８
日，“２０１９ＣＢＡ夏季联赛暨海峡两岸长
三角职业篮球俱乐部挑战赛”在宝山体

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共进行 １６场比
赛，江苏肯帝亚队和浙江稠州银行队会

师决赛。江苏肯帝亚队夺冠，肯帝亚队

吴冠希获赛事最有价值球员（ＭＶＰ）。

【２０１９ＣＢＡ选秀大会】　７月 ２９日，
２０１９ＣＢＡ选秀大会在智慧湾举行。中国
篮球协会主席、ＣＢＡ公司董事长姚明为

大会致辞，ＮＢＡ球员林书豪出席并分享
选秀经历。北京大学王少杰被北京控股

篮球俱乐部选中，摘下２０１９ＣＢＡ选秀状
元签。大会共６１名球员入围，１６名球员
被选中，均创选秀历史新高。其中６名
ＣＵＢＡ球员被选中，３名 ＮＢＬ球员被选
中。３名台湾球员被选中。

【ＫＯＫ万王之王篮球赛】　８月８日—１２
日，“ＫＯＫ万王之王篮球争霸赛”在宝山
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区委书记、市篮

球协会主席汪泓，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

李金生，中国篮球协会原副主席李光明，

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圣等出席开幕仪

式。１６支队伍入围总决赛，历经３３场比
赛，美国ＶＢＬ队险胜墨西哥ＡＬＬＥＹＯＯＰ
队夺得冠军，美国 ＶＢＬ队卡塔尔获本届
赛事ＭＶＰ。

【人民电竞超级联赛上海大师赛】　９月
８日，“人民电竞超级联赛上海大师赛”
在高境镇新业坊开幕。《人民日报》体

育部主任薛原，《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副

社长李泓冰，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副

区长陈筱洁等出席。赛事为期４天，设
线上赛、城市赛及大师赛３个级别。其
中，上海大师赛作为 ＰＰＬ超级联赛中最
具权威性的国际化电子竞技赛事，每年

举办１次。比赛涵盖格斗、竞速、体育、
策略四大竞技类项目，包含“街霸 Ｖ”
“ＦＩＦＡＯｎｌｉｎｅ４”“ＮＢＡ２ＫＯｎｌｉｎｅ２”“ＱＱ
飞车（双端）”“魔兽争霸 ３”５个比赛
项目。

【第三届中国电子竞技创新大赛总决

赛】　１１月９日，第三届中国电子竞技
创新大赛总决赛在高境镇Ｕ＋时尚艺术
中心举行。现场进行王者荣耀、英雄联

盟２项电竞赛事总决赛。举办第三届中
国信息消费高峰论坛、电竞嘉年华，为电

竞爱好者提供电竞线下互动场景，搭建

行业技术研讨、产品发布与体验、文创产

品创新交流共享平台。

【２０１９ＮＣＡＡＰＡＣ—１２中国赛】　１１月
９日，“２０１９ＮＣＡＡ中国赛”在宝山体育
中心开幕。来自 ＰＡＣ—１２联盟的亚利
桑那州立大学对阵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

分校，最终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以

８１∶７１击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段楚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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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宝山科技大市场在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揭牌 区科委／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聚焦“园区服
务与管理、高新技术产业化、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高端科创资源导入、创新环境优

化”五大任务，推进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

建设，推动宝山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区科委获“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

作先进集体”“上海市科技节优秀组织

奖”“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暨

第二届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优秀组织

奖”“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工作先

进集体”等。

科技奖项获得突破。全区１９个项
目获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其
中，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奖项目１１项；
宝钢钢构有限公司参与完成“上海中心

大厦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获市科技进步

奖特等奖。８６个项目获市级创新资金，
比上年增长２２９％。３２５家企业被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新增科技小巨人（培

育）企业６家、院士专家工作站２家、市
级科技孵化基地２个、区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６家。２０１９年度，实施产学研合
作项目２８项，认定技术合同６２３项。

科技创新提升高度。宝山区推进石

墨烯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发展。召开

２０１９中欧长三角石墨烯创新高峰论坛，
２０１９年新增共性技术中试研发线４条、
高水平研发团队３个；上海大学吴明红
团队“石墨烯强化微生物河道水体治理

项目”在宝山区实现产业化应用，城市工

业园区６条河道治理效果良好；平台下
线的第一批大规格烯碳铝合金锭坯达国

际领先水平，张荻教授团队超高导电石

墨烯／铜复合界面及其复合材料导电率
较铜和银分别提高１７％和１０％，被国际
铜业协会认定为金属材料室温导电率最

高值。开展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上

海）暨第二届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宝

山分赛。“宝山科技大市场”和“法国华

人科技项目上海转化器”揭牌，百余项参

与挑战赛的深圳拟落户上海科技项目、

数十项法国华人及欧盟创新技术以及首

批采集的５９项宝山企业技术需求集中
发布。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与市教委

科发中心、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举办上海市首届“宝

山杯”上海大学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第

二届３Ｄ打印国际创客大赛，推动研发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

科技园区提高发展能级。宝山区以

张江高新区宝山园为科技创新主战场，

支撑科创集聚区发展。提升张江宝山园

显示度。华科智谷（上海）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创新奇智（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张江专项资金科技创新功能集聚板块项

目（Ｈ２５）获立项；１４５个项目获张江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立项。推

进环上大科技创新圈建设。编制完成

《环上大科技创新圈发展规划》；上海大

学科技园区有限公司获批２０１９年度“科
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

务体系建设项目。统筹谋划科技园区。

组织筹建宝山科技园区联盟，制订《宝山

区科技园区评估和奖励办法（试行）》，

通过园区评估和奖励，推动园区提升服

务能力；上海吴淞口创业园有限公司、上

海超碳石墨烯产业技术有限公司通过众

创空间“三化”培育绩效评估期（第二

年）项目立项；上海博济堂科技创业服务

管理有限公司等７家众创孵化载体通过
众创空间“三化”培育引导项目立项；格

桑谷（上海）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通

过市级众创空间入库备案。

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宝山区推动生

物医药产业发展，制订《宝山区支持生物

医药与生命健康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打

１５２



造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承载

区；引进生物医药重大项目，正大天晴康

方生物项目落户宝山。培育氢能科技产

业。编制《宝山区氢能产业规划》，成立

宝山区氢能技术创新联盟、中国能源工

程集团上海氢能研究院，中国能源工程

集团与上海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助

力宝山打造全市乃至长三角氢能产业高

地；上海清能合睿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迁移宝山。

科技创新浓度持续提升。宝山区成

立首家上海市科技金融服务站宝山站，

推广科技履约贷等科技金融产品，解决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强化科技人才激励。上海复控华龙

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李蔚获２０１９年上
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宝山区２人入选第
四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

才；５人入选２０１９年度市科技人才计划
技术。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开展“创享

未来，创赢宝山”常规赛和“智能硬件”

专题赛（全市首次）２项赛事，宝山区３７９
家企业报名参赛，比上年增长 ２９４％，
“智能硬件”专题赛吸引全市各区６１家
企业参加。

【３Ｄ打印混凝土步行桥落成】　１月１２
日，世界最大规模３Ｄ打印混凝土步行桥
在上海智慧湾科创园落成。工程由清华

大学（建筑学院）中南置地数字建筑研

究中心徐卫国教授团队设计研发，并与

上海智慧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建

造。步行桥全长 ２６３米，宽度 ３６米，
桥梁结构借取中国古代赵州桥结构方

式，采用单拱结构承受荷载，拱脚间距

１４４米。

【２０１９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智能硬件
专题赛】　３月２８日，２０１９上海国际创
新创业大赛智能硬件专题赛在吴淞口创

业园举办。专题赛聚焦消费级智能硬件

与工业级智能硬件，包括可穿戴设备、智

能家居、智能交通、智能医疗健康设备、

服务机器人、工业传感器、智能工业网

关、智能ＰＬＣ、工业级可穿戴设备、无人
系统等，集中展示全市约６０个智能硬件
项目。

【发那科“超级智能工厂”登陆宝山】　４
月３日，发那科（ＦＡＮＵＣ）宣布，继日本
之外，全球最大机器人生产基地将登陆

宝山，命名为发那科“超级智能工厂”。

新项目占地２８７３公顷，建筑面积３０万

平方米，总投资约１５亿元，预计实现年
产值达１００亿元。

【联合国人居署人工智能城市研讨会召

开】　４月１８日，联合国人居署人工智
能城市研讨会召开，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苏平、吕鸣，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副院长汪科，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徐斌，联合国人居署

城市经济与金融局局长ＭａｒｃｏＫａｍｉｙａ等
出席会议。会议就《人工智能城市与可

持续发展社区研究计划》、人工智能城市

模式创新及全球合作、宝山及南大建设

人工智能城市和未来社区等议题展开

讨论。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专家研讨会召

开】　４月２６日，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
专家研讨会在顾村召开。中国工程院院

士封锡盛，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秘书长

郝玉成致辞，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

委名誉主任朱森第，机械工业仪器仪表

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欧阳劲松，中

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曲道奎分别发

表主题演讲。研讨会为期２天，围绕当
前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形势与应对、中

国机器人产业联盟近两年工作重点交

流，产、学、研、用、融、管等多维度探讨。

【“京东第二研发中心”落户宝山】　５月
１３日，宝山区与京东集团在京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将在宝山区设立“京东第二研

发中心”，并投资建设“京东华东数字经

济产业园”，打造国内一流电子商务运营

示范基地，项目总投资约５０亿元，年产
有望实现销售额５００亿元。

【宝山区科技节开幕】　５月２４日，２０１９
宝山科技节在上海科普公园启动。科技

节共设置七大版块３０项重点活动，４００
项分场活动。宝武中央研究院———储能

实验室、新材料分析测试平台、上海大学

材料基因组国家重点实验室、３Ｄ打印专
业技术应用平台、石墨烯研发与转化功

能型平台等区四大科技研发公共服务平

台首次向市民免费开放参观。区科委与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共同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

【第二届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开幕】　５
月３０日，第二届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在
智慧湾科创园开幕。现场启动世界３Ｄ
打印建筑设计大赛及上海国际创客大赛

３Ｄ打印专题赛，向全世界征集３Ｄ打印
建筑作品。首次推出国际３Ｄ打印作品
展，包括衣食住行、艺术、文物修复等多

领域展品。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

远院士作“第一个１００年，中国的深空探
测”主题演讲。

【赛赫智能全球总部落户宝山】　６月１２
日，赛赫智能全球总部在上海机器人产

业园举行落户仪式，并举行“赛赫智能全

球研发中心、上海市宝山区企业技术中

心、上海市宝山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揭

牌仪式。项目总用地面积 ２４１４６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３２８２０平方米，是赛赫智
能未来的全球总部和研发中心。项目定

位于车轮智能装配线、车轮智能检测站

以及高速高精度多轴高端机器人运动控

制与伺服控制系统。

【５Ｇ智慧长者照护之家启用】　７月 １
日，５Ｇ智慧长者照护之家启用仪式在高
境镇长者照护之家举行。高境镇运用

５Ｇ技术打造智能养老院，通过为老人配
发专属手环，运用５Ｇ网络高速和精准定
位，掌握老人实时动态，实现集成管理、

实时监测、异常报警、无延时语音连

线等。

【宝山氢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　７
月５日，宝山区政府、中国能源工程集
团、上海大学共同主办的“上海宝山，氢

能澎湃”活动举办。中国宝武集团、中国

能源工程集团等多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宝山氢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举行中

国能源工程集团与上海大学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中国能源工程集团上海氢能研

究院”揭牌。召开宝山区氢能源产业发

展研讨会，中国能源工程集团首席科学

家范钦柏博士，上海大学理学院、可持续

能源研究院院长张久俊院士，清华大学

氢燃料电池实验室主任王诚教授等权威

专家学者、企业领导交流研讨。

【第十九届 Ｒｏｂｏｔｅｘ世界机器人大会首
届亚洲赛在宝山启动】　８月 １６日，第
十九届Ｒｏｂｏｔｅｘ世界机器人大会首届亚
洲赛在宝山智慧湾启动，大赛以“一带一

路”为主题，为期３天，来自１１个国家和
全国２０余个省市３１００余名选手携１２００
余台机器人参加１２大赛项。

【上海科技论坛———上海遗传与分子诊

断产学研大会召开】　９月５日，２０１９上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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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科技论坛———上海遗传与分子诊断产

学研大会在高境镇举行。宝山区政府聘

请中国科学院院士贺林、杨焕明、金力、

黄荷凤担任宝山区生物医药产业战略顾

问。区科委、高境镇政府聘请复旦大学

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中山大学

中山医学院院长宋尔卫、四川省人民医

院副院长杨正林及大会执行主席关明教

授为宝山区生物医药产业咨询专家。国

药医工和润达榕嘉２家企业签署入驻新
杨湾园区协议，区科委、高境镇与普华永

道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暨第二届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宝山分赛
启动 区科委／提供

【华域汽车新能源汽车项目发展】　９月
６日，华域汽车旗下爱德夏汽车零部件
（上海）有限公司在宝山工业园区启动

建设。作为全球最大汽车门铰链供应

商，公司新建工厂占地面积约 ２３３公
顷，总建筑面积约１６万平方米，总投资
预计２１５余亿元，项目达纲后年销售产
值将达１５亿元，年总税收将超过 ８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中欧长三角石墨烯创新高峰论坛
举行】　１０月１７日，２０１９中欧长三角石
墨烯创新高峰论坛在宝山区举行。中欧

合作石墨烯创新中心启动筹建，１５名国
内外知名专家和企业家聘任为发展顾

问。论坛上，欧盟石墨烯旗舰计划项目

主要负责人、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首

席教授冯新亮首次发布欧盟石墨烯前沿

技术。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秘书长李义春围绕石墨烯产业未来共

同研发方向、成果国际转移方法等方面

作《中国石墨烯产业发展态势》工作

报告。

【２０１９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暨建筑指数
论坛召开】　１１月２２日，２０１９绿色建筑
高质量发展暨建筑指数论坛举行。区建

筑学会院士专家服务中心魏敦山院士、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

心处处长梁浩博士、市建筑建材业市场

管理总站孙晓东副站长、上海钢联电子

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朱军红董事长分别作

主题学术报告。

【首届长三角创意设计联展举办】　１１
月２６日，首届长三角创意设计联展在上
海市智慧湾科创园举办。联展以“ＴＳＤ
思想·智造”为主题，展览面积５０００平
方米，设立“企业创新成果”和“高校创

意成果”两大展区。４０所高等院校、３０

家智能制造企业与设计机构等创新设计

成果参与展示。举行长三角设计驱动产

业论坛、长三角设计教育发展论坛、绿色

包装与环保可持续发展论坛和长三角创

意设计“智汇大奖”等。

【创新挑战赛举办】　１１月２９日，第四
届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暨第二届长

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现场赛举办。上海

元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获 ＴＯＰ１０技术
需求奖；上海晶宇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获ＴＯＰ１０解决方案奖；宝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获大赛开放创新奖；中国科学

院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针对美钻能源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水纹识别系统和

水纹采集设备”研发需求所提出的解决

方案获优胜挑战者奖；宝山区科学技术

委员会被评为大赛优秀组织奖。

【首家上海市科技金融服务站宝山站揭

牌】　１２月１９日，２０１９宝山区科技金融
服务站揭牌仪式 ＆银企对接会在麦腾
智能科技平台举行。区科委分别与交通

银行宝山支行、工商银行宝山支行、邮储

银行宝山支行、农商银行宝山支行等银

行签约，为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宝山科技大市场及法国华人科技项目

上海转化器揭牌】　１２月２０日，“宝山
科技大市场”和“法国华人科技项目上

海转化器”在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

（上海）暨第二届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

赛宝山分赛启动仪式上揭牌。“宝山科

技大市场”推进区科委与国家技术转移

东部中心战略合作，发挥区域龙头企业

和特色服务的带动作用，构建“产业＋服
务＋交易”区域创新服务平台。“法国
华人科技项目转化器”对接宝山区企业

技术需求与法国华人科技工作者成果，

为宝山及上海引入高质量科技项目。

【２０１９上海大学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落
幕】　１２月２８日，２０１９第一届“宝山杯”
上海大学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落幕。来

自９所高校的１４个团队分获一、二、三
等奖，１４个项目获优秀作品奖，１７名个
人获优秀指导教师奖，５个单位获优秀
组织奖。麦腾３６５众创小镇与上海师范
大学“智能手功能康复训练系统”项目

团队，财景科技园与上海海事大学“基于

群智能算法和大规模邻域搜索算法的物

流方案”项目团队达成落地意向，并签订

入驻孵化协议。 （郭京京）

气　象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气象局有正式
在职职工２７人，参公人员５名，事业编
制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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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人，工程师１８人。

【气象服务保障到位】　区气象局第一
时间将台风的预测信息及可能对邮轮产

生的影响通报区委区府、滨江委、邮轮

港、海事等部门，针对年内影响邮轮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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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５次台风，跟进滚动发布台风最新动
态，共发布台风信息１０１条。邮轮港根
据气象局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启动相应应

对预案，适时关闭港口；受天气影响的邮

轮公司及早调整航程并通知到每位游

客，把不利天气对邮轮影响降到最低。

【气象观测基地逐步建成】　区气象局
做好宝山超级站建设工作，推进科研发

展，为上海超大型城市综合气象观测试

验提供支撑。承担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

中心及市气象局组织的气象探测设备比

对测试工作，完成全固态Ｋａ波段测云雷
达外场测试任务；联合中国气象局气象

探测中心开展长江口海雾观测实验。开

展人工智能云状识别课题研究，宝山气

象局识云团队机器识别算法在中国气象

局首届“观云识天”人机对抗大赛中获

机器图像算法赛道“优秀奖”（第四），位

列全国气象部门第一。 （高建芳）

信息化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全年新建通信
管线１６７沟公里，新建和共建共享５Ｇ移
动通信基站１２８８个、４Ｇ移动通信基站
６１６个。至年末，累计可用通信管线共
４１３１沟公里；累计公用移动通信基站
４１７１个，其中５Ｇ基站１２８８个、４Ｇ基站
３３０９个；累计接入宽带用户约 ７９７万
户，平均接入带宽达到２００Ｍ；无线覆盖
热点６４９个，无线 ＡＰ数６３３０个。移动
通信应用更加普及，移动电话用户约

３０５５万户；固定电话用户约３７２万户。
ＩＰＴＶ用户数达 ３３４万户，增加 ５４万
户；数字电视线路覆盖全区７４万户，增
加１万户，全区覆盖率达１００％。

加强新型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加快

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示范场景，推进

区信息化重点项目建设，对接和推进区

大数据中心和城市管理智能化平台建

设，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继续蝉联全市非

中心城区第１。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
领，初步形成“１＋４＋７＋Ｘ”（１：建设 １
个区级大数据中心；４：做强“智慧政务、
智慧治理、智慧生活、智慧产业”４个枢
纽平台；７：推进“ＡＩ政务辅助决策平台”
“城市综合管理平台”“融媒体”“一网通

办”“社区通”“大众点评式公共服务平

台”“ＡＩ产业大数据应用平台”７个核心
应用平台建设和深化应用；Ｘ：着力开发
运行一批体验感好、显示度强的大数据、

人工智能系统，用于各领域５Ｇ＋ＡＩ技术

的场景应用）为基本框架的宝山区新型

智慧城市总体建设方案和宝山区智慧城

市场景布局蓝图。完成“一网统管”实

施方案初稿。修订发布《宝山区信息化

项目管理办法》，加强对全区信息化项目

归口管理，２０１９年信息化项目申报首次
实现全区所有委办局全口径、全覆盖。

建设全区统一基础平台，初步启动区大

数据中心建设，完成全区４０余个政府主
要职能部门政府信息数据汇聚，完成区

政务外网网络架构优化调整和传输性能

合理分配。初步完成宝山区级城运平台

部署工作，完成区级城运平台系统主体

架构搭建。建成区移动办公系统，实现

区府１１类公文收发文、６类会议通知等
的全生命周期网上流转与办理以及办文

办会、日程管理、文件查询移动应用。完

成区统一邮件系统国产化改造。加快整

合区统一身份认证及授权系统、区短信

平台、区邮件及系统、区电子印章平台、

区公务员门户等一系列基础支撑应用，

形成全区一体化基础支撑应用体系。

推进公共数据的归集治理与共享开

放，实现政务数据统一汇聚，加快推进视

频、物联感知等社会治理数据汇聚共享。

加快推进“一网通办”，落实公共数据共

享交换，实现市人口库、法人库、办件库

在宝山区落地，累计落地办件库约 ２４０
万条，法人库数据１６００万条，人口库数
据２５００万条，房屋信息数据１３００万条。
以数据推送、接口调用、数据服务等模式

为区“一网通办”应用共享法人、人口、

办件类公共数据 ３２３３万条。打造社
区、村庄智慧治理示范点，大场镇、罗泾

镇塘湾村创建上海市首批智慧社区（村

庄）建设示范点。提升智慧园区（商圈）

建设水平，智慧园区建设水平评估位列

全市第二。推进智慧健康，推进区域“互

联网＋医疗”健康建设应用，全市率先试
点推进移动家庭病床，完成健康云区级

平台升级，健康小屋累计自助测量人次

数３３１６万人次、异常提醒次数 １５２３
万人次。完成全区公交电子站牌建设，

全市率先实现区域公交电子站牌全覆

盖。建设区道路交通实时监控指挥系

统、区共享停车公共服务平台、淞宝地区

停车诱导系统等项目，提升交通通行效

率和智能交通管理水平。创建社区智能

微菜场，连续４年被列为宝山区政府实
事项目，建设３６４个智慧微菜场，数量全
市第一。推进宝山区社区、农村和商务

楼宇智能安防建设。实施２２２个技物防
薄弱小区升级改造工程，实现全区 ８５０

个封闭式小区进出口“微卡口”（人脸识

别系统、车牌识别系统、ＷＩＦＩ嗅探）全覆
盖。南大智慧城启动建设。打造社区垃

圾智能分类回收平台。编制和完善南大

新城、新顾城大居、宝山工业园区以及宝

山国际邮轮港等重点区域信息基础设施

专项规划，宝山区５Ｇ基站建设累计完工
数量１３４１个，向上海市申报１０个５Ｇ商
用案例。新建信息管线约３０沟公里，家
庭宽带用户平均接入速率约 ２００ＭＢ／ｓ，
实现区内１０处社区文化中心、１６处社区
医院共计２６处公共场所ＷＬＡＮ覆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水务局１２３４５热线

及南楼会议室改造信息化项目、宝山区

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工作备忘、移动

办公及搜索平台、宝山区人大无纸化会

议及代表履职综合应用平台、宝山党校

录播系统建设项目、宝山区政务信息资

源共享平台项目、宝山区行政服务中心

“一窗式”系统项目、宝山区干部信息大

数据工程项目、宝山区档案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项目、宝山区数字档案馆建设工

程项目、宝山区融媒体中心“一区一网

站”建设项目、宝山区融媒体中心统一受

理平台宝山区配套建设项目、宝山区行

政服务中心统一受办理系统建设（二

期）项目、“宝山科技”云服务平台建设、

宝山区养老服务信息管理系统项目、宝

山区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电子监管地图系

统项目、宝山区智慧化冷冻食品全程监

管平台项目、宝山社区文化中心及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场所无线覆盖工程项

目、上海文化云宝山子平台建设（一期）

项目、宝山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智能化

工程项目、宝山区安全生产监管信息系

统（二期）项目、宝山区安全生产监管信

息系统升级项目、宝山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职级绩效管理系统及城管执法指

挥中心建设项目、宝山区智慧能源管理

系统项目通过验收。

【“四大板块”５Ｇ规划建设工作】　９月
４日，区信息委召开区“四大板块”５Ｇ
规划建设工作情况汇报会，区规划资源

局、南大指挥部、宝山工业园区、地产北

投、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区各通信运营

企业、东方有线、铁塔公司、市邮电设计

院等单位出席会议。会上，市邮电设计

院介绍宝山区“四大板块”５Ｇ规划初步
方案。区南大指挥部、宝山工业园区、

吴淞邮轮港和地产北投公司分别交流

各自区域５Ｇ规划编制。区电信、区移
动、区联通、区东方有线，以及区铁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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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交流５Ｇ基站建设需求和存在问题。

【上海智慧城市应用开放日活动】　５月
１０日，宝山区开展第四期上海智慧城市
应用开放日并发起“市民献计智慧宝

山”活动。宝山各政府机关单位相关工

作人员、智慧城市领域企业代表及关心

宝山智慧城市建设市民参观“雪亮工

程”“社区通”、大场镇城市运行中心平

台、智能安防小区、智慧商圈等市民生活

相关智慧应用场景。市民参与“市民献

计智慧宝山”活动，听取广大市民对“智

慧宝山”建设意见和建议。

【“２０１９上海智慧城市进万家”系列宣
传活动启动】　５月２５日，区信息委主
办的“探索城市新力量　寻找智慧新场
景”为主题的“２０１９上海智慧城市进万
家”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人工智能互

动体验展暨“智慧宝山”定向赛活动在

新业坊·源创正式开幕。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总工程师张英、宝山区副区长

吕鸣出席活动并致辞。１５０名定向赛参
赛选手、数百名市民参与活动。百度、商

汤、博泰等约３０家人工智能企业参与人
工智能互动体验展，展出人工智能产品

及服务。“智慧宝山”定向赛以宝山区

智慧邮轮港、智慧社区、智慧园区、智慧

商店、智慧场馆、智慧医疗、智慧能源管

理等１２个智慧场景作为定向体验点，以
“运动＋体验”结合形式，展示多维度体
验智能城市服务和“智慧宝山”建设给

生活带来的变化。

【２０１９上海市智慧城市大讲坛智慧政务
论坛举办】　７月１２日，市经信委、宝山
区政府主办的２０１９上海市智慧城市大
讲坛智慧政务论坛在宝山举办。论坛以

“数智赋能　智慧政务”为主题，从政府
宏观政策解读、顶层架构规划、政府成功

实施案例再到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创新、

生态融合；从５Ｇ背景下，ＡＩ人工智能、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创新技术应用

于“互联网＋政务”建设，助推政务服务
更智能更高效等方向探讨交流。来自长

三角地区约３００位政务服务领域专家学
者和嘉宾，研判解读智慧政务政策支持

信息，前沿发展动态；探讨交流互联网创

新技术如何赋能政府公共事务，促进数

据共享和平台互通，提升区域政务服务

便利化标准化水平。 （周隽婷）

融媒体中心

【宝山报】　２０１９年，《宝山报》共出版
５４期（２１０５—２１５８期），特刊３期，共计
版面２５８个，刊登稿件２７００余篇，约１２０
余万字，新闻图片和资料图片 １１００余
幅。获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区报好新闻评
选７个奖项，其中通讯、消息一等奖各１
个，新闻摄影二等奖１个，通讯、融合创
新、评论、头版类三等奖各１个。新闻报
道方面，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开设“扫黑除

恶宝山在行动”“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在

上海”“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一把手谈文明城区创

建”“我们的节日”“宝山道德模范”等专

栏，推出一批反映宝山特色、贴近基层一

线的深度报道，其中“宝山非遗说”系列

通讯被新华网、上观、人民网等全文转

载。９月，《落樱缤纷》散文集由文汇出
版社出版发行，收录近１０年来副刊版面
优秀文学作品，与《江风海韵谱华章》形

成姊妹篇。配合宣传部出书《致敬追梦

人》、微宣讲“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等，

加大优秀作品和典型人物的宣传力度。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２０１９年，上
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结合“一区一网站”

整合工作，优化“一网通办”宝山频道企

业管家小宝专题服务，推出“一网通办”

好差评、政务服务虚拟大厅亮点服务。推

进网站集约整合，围绕全区重大活动和重

要工作，加强各部门联动，推出“中央生

态环保督察在上海”“宝山区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同创全国文明城区·共建宝山

美好家园”“２０１９宝山区第四届运动会”
等１０余个专题。深化宝山“互联网 ＋政
务服务”应用建设。３月２８日，开通“上
海宝山”抖音官方号，发布最美樱花路、

海军阅兵、樱花节、非遗文化等短视频。

开通“上海宝山发布”官方政务小程序，

整合上海宝山官方微信权威发布，区政府

各部门、街镇重点工作动态，医疗、卫生、

教育、文化等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服务信

息。至９月，上海宝山官方微信继续位列
全市各区前列，“上海宝山发布”官方微

博影响力跃升全市第一。

【上海市宝山区广播电视台】　２０１９
年，上海市宝山区广播电视台做好新闻

宣传。至９月１８日，《宝山新闻》共播
发新闻报道３００４篇，深度报道１０８期，
制作各档专题作品，在上视平台共录用

新闻３５４条，大通联６４条，微信１０５条，
抖音１１条，位列全市三甲。做好新中
国成立 ７０周年宣传报道，以“１＋５＋
１０”模式创作多元化播出渠道版本：１
部参与全国联制联播的３０分钟纪录片
《与共和国同行》、５集《宝山纪实》播放
的建国７０周年系列纪录片、１０个适应
互联网播放的优良短视频。做好区内

工作。制作各类重要工作专题片 １０
部。完成不忘初心勇担当、砥砺前行谋

新篇———宝山区红色线路党性教育主

题党日、致敬追梦人———２０１８年感动宝
山人物、“奋斗　追梦新时代”———宝山
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

“活力宝山　乐享体育”———宝山区第
四届运动会等２０余场区内大型活动前
期策划、制作、录制及播出等工作。年

内，被评为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文
明单位、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单
位、宝山区“进博先锋行动”先进基层党

组织等荣誉称号。宝山记者站获 ２０１８
年度《新闻坊》先进集体铜奖。

表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类型 内容／标题 主创人员 奖　项 颁奖单位

电视专题 潮涌吴淞口
缪婧瑛、李学军、唐捷、
李金铤、卫珏、龚昱

２０１８年度节目创优评析结果（电视专题）一
等奖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城
市台上海经济区委员会

２０１８“上海广播电视奖（区台奖）”电视专题类
二等奖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广播新闻
老骥不叹夕阳红　退休教师再
谱“诗与远方”

常亮、袁国良

２０１８年度节目创优评析结果（广播新闻）一
等奖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城
市台上海经济区委员会

２０１８“上海广播电视奖（区台奖）”广播新闻类
三等奖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５５２

融媒体中心



（续表）

类型 内容／标题 主创人员 奖　项 颁奖单位

广播专题 北斗追梦人
梁晓峰、李学军、张晖、
龚昱、华晓瞡

２０１８年度节目创优评析结果（广播专题）一
等奖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城
市台上海经济区委员会

２０１８“上海广播电视奖（区台奖）”广播新闻类
一等奖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广播文艺 驶向新的航程
马萧、龚昱、冯妍青、马
斯曼

２０１８年度节目创优评析结果（广播文艺）一
等奖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城
市台上海经济区委员会

电视新闻
历经调整，中国邮轮能否再迎黄
金十年？

林勇、李学军、顾国荣

２０１８年度节目创优评析结果（电视新闻）一
等奖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城
市台上海经济区委员会

２０１８“上海广播电视奖（区台奖）”电视新闻类
三等奖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电视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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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祖达、许建、龚昱、马
斯曼

２０１８年度节目创优评析结果（电视文艺）二
等奖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城
市台上海经济区委员会

２０１８“上海广播电视奖（区台奖）”电视文艺类
一等奖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２０１８“上海广播电视奖”电视文艺类三等奖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播音主持 周菁———勇于拼搏的少年 周菁

２０１８“上海广播电视奖（区台奖）”播音主持类
一等奖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２０１８“上海广播电视奖”播音主持类三等奖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公益广告 公共法律援助公益宣传片
许鹤晖、李广宇、李
金?

２０１８年亚洲青年文创设计大赛公益传播类
银奖

广东省陈设艺术协会、福建省环境艺术
设计协会、ＣＩＩＤ亚洲青年文创设计大赛
组委会

个人 徐祖达 ２０１８年度《新闻坊》十佳站长 ＳＭＧＮｅｗｓ融媒体中心

个人 龚昱 ２０１８年度“金牌主播”全国百优主持人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持人专业委员会

个人 马斯曼 ２０１９年京津沪渝主持人大赛一等奖 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北京群众艺术馆、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重庆市群众艺术馆

个人

徐祖达、李学军、何斌、
施文波、史美龙、邹建
华、包岗、王伟荣、周玉
明、庄木兰

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集体 宝山区广播电视台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 上海市人民政府

集体 宝山区广播电视台 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 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

集体 宝山区广播电视台 ２０１８年度《新闻坊》先进集体铜奖 ＳＭＧＮｅｗｓ融媒体中心

集体 宝山区广播电视台 宝山区“进博先锋行动”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严　静）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宝山区融媒体中心成立 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宝山区融媒体中心】　２月１８日，宝山
区融媒体中心建设启动。９月１８日，宝
山区融媒体中心成立，区委书记汪泓为

中心揭牌，宝山新闻媒体实现新闻采编

和信息发布资源整合。宝山融媒构建“１
＋７”发布平台。“１”即“宝山汇”客户
端；“７”即“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电
视、广播、网站、报纸。其中，“宝山发

布”官方微博影响力列全市第一、全国政

务微博外宣榜 ５０强、全国政务微博 １２
月月榜冠军。“上海宝山”官方微信传

播力连续多月排名全市第一。针对重大

宣传主题，以专题、专刊、评论、连续报道

等方式，围绕主题教育、文明创建、疫情

防控等加强深度报道力度，开设“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专栏，推出进博会系列报
道，宝山两会侧记等。邀请《萧山日报》

总编王平、东方网市级平台建设负责人

６５２

科技·信息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区融媒体中心开展庆祝第二十个记者节主题活动 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庞博、上海广播电视台资深媒体人何小

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导张骏德开设

讲座。

【“宝山汇”ＡＰＰ上线】　９月１６日，“宝
山汇”ＡＰＰ上线。“宝山汇”以“新闻 ＋
政务＋服务＋互动”为定位，融合区广播
电视、报刊、网站、新媒体等资源，为市民

提供权威新闻资讯和便捷综合服务。

Ａｐｐ共设“看”“听”“帮”“办”“圈子”５
个一级栏目。

【电视节目短视频化】　中心通过传统
媒体内容短视频化，围绕新中国成立７０
周年主题宣传，制作１０个适应互联网传
播渠道的短视频。其中，“素未谋面的父

亲与母亲的第一张合影”“上海宝山：生

态环境的绚丽转变”“宝钢第一代高炉

作业长难忘的炼铁生涯”等短视频入选

“学习强国”平台“我爱我的祖国”大奖

赛征集作品展播。

【广播节目可视化】　８月，《与法同行》
节目同步上传至“宝山汇”ＡＰＰ。微信公
众号“宝山法宣”每周推送节目预告和

节目音频。 （严　静）

宝山东方有线

【概况】　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
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１年３月，前身是上海宝
山区有线电视中心。至年末，宝山区有

线电视覆盖用户 ７４５万户，年内新增
０５万户，宽带正常用户４５万户。

【“美丽乡村”架空线路改造】　５月，承
建区农委“美丽乡村”架空线路整治杨

行镇东街成善宅试点项目，全年完成 ５
个乡镇３９个村１万余户架空线路整治
改造，公司成为宝山区区域化党建乡村

振兴专委会委员单位。

【雪亮工程】　继续承建宝山区政法委
综治项目———宝山区雪亮网，在完成一

期、二期基础上承建雪亮三期、大场镇

大华地区智能安防项目和淞南镇社区

楼宇智能安防 ３个项目，雪亮三期于
１１月１５日完成第一阶段 ９２３个点位
建设。

【物联网智慧社区】　主导建成区—街
镇—社区三级智慧城市大脑雏形，完成

永清二村、白玉兰小区、文华苑、智华苑、

呼玛二村、塘湾村的Ｇ端智慧社区建设，
完成白玉兰小区、呼玛二村 Ｇ端智慧社
区向 Ｃ端智慧社区电视版拓展，即用户
通过家中机顶盒实现信息发布、视频通

讯和平安监控功能。启动淞宝机房地

区、泗塘机房地区及远景机房地区 ３３０
部居民电梯物联网项目建设，以及宝山

区大场镇智华苑应急广播试点建设。

（刘恒苹）

电　信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电信局累计接入
固定电话用户数３８７万户，移动电话用
户数９４７万户，宽带用户数４２１万户，
ＩＰＴＶ用户数３３４万户。

【５Ｇ网络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上海电信于宝山区范围内建设 ３４３座
５Ｇ宏站，覆盖范围约１９０平方千米。５Ｇ
应用落地方面，支撑宝钢于滩涂一期仓

库实施无人驾驶创新应用，基于物联网

感知技术，配合５Ｇ网络低时延及高速率
特性，实现集信息感知、决策规划、智能

控制和调度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天候无人

驾驶物流系统，降低厂区物流的人工及

时间成本。在５Ｇ正式商用前，完成邮轮
港热点区域５Ｇ信号覆盖，包括航站楼、
办票大厅、室外人行通道、廊桥、登船区

域等地点，并配合歌诗达邮轮公司部署

基于５Ｇ网络的在线值船系统。

【区党建服务中心信息化建设】　宝山
电信局为宝山区党建服务中心新址实施

网络、监控、门禁、ＷｉＦｉ和安全等设施及
系统建设，提供全馆统一无线集控系统、

内容调度系统、多媒体互动学习系统、基

于ＡＩ人脸识别的学习历程，并在中心设
置多媒体互动展示区。

【２０１９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　１０
月２３日，宝山电信局参加由中国互联网
协会和宝山区政府共同主办的２０１９（第
六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承办以

５Ｇ应用为主题的圆桌论坛。论坛邀请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

司、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鸭

嘴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５所单位的嘉
宾，就５Ｇ对产业发展影响，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等话题，结合交流分享各自领

域研究与成果。

【塘湾村乡村振兴建设示范村】　宝山
电信局配合罗泾镇塘湾村开展上海市乡

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通过部署鹰眼设

备，实现覆盖全村１５６平方千米监控，
协助实现村违章建筑整治、河道治理、安

防巡查等功能。在居民家中安装烟感、

门磁等物联网安全监测设备，提升安全

预警防范能力。在重点区域安装地磁感

应设备，实现车辆停放集中管理。

【社区智能安防建设】　宝山电信局为
香逸湾小区开发部署视频监控系统、周

界围栏系统、车辆道闸系统、人脸识别门

禁系统、物联网泛感知设备和智能安防

小区平台等物联网感知系统与管理平

台。配合杨行镇实施康桥和冯江巷信息

化改造，社区安防方面，搭建社区管理智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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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平台，开发人口信息采集系统，并为特

保人员提供装备。社区管理方面，结合

车牌识别、人脸识别等技术，实施８３个
小院大门人脸识别门禁改造。社区服务

方面，设立２００余个充电桩，为居民提供
便民服务。 （陈旭逸）

表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电信局营业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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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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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０ ６６７８８３６９

陈镇路天翼专营店 陈镇路４—６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５６８７３４５６

东太路天翼专营店 东太路３８７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６６９３３１２９

聚丰园路天翼专营店 聚丰园路３２９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６６１６０１２９

通河路天翼专营店 通河路３９１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５６７６７０２４

美安路天翼专营店 美安路２０１—２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６６０１５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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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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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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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旭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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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
◎ 编辑　金　毅

青少年事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４日，２０１９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举行 团区委／提供

【概况】　至２０１９年末，宝山区户籍人口
中１４—２８周岁人数共有９４５８７人，１４—
３５周岁人数共有１８８１２９人。常住人口
中１４—２８周岁人数共 ２６６８８１人，１４—
３５周岁人数共５１８５１８人。

【宝山区各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
年座谈会举行】　５月６日，区委书记汪
泓等领导接见全国、市级优秀青年代表，

并出席座谈会。来自区内１２０余名代表
参加座谈会，９位青年代表们结合自身
学习和工作实际，说青春、论志向、话奋

斗、谈理想。区领导、团市委领导共同为

“青年大学习”宝山区青年讲师团成员

颁发聘书。

【区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

集会举行】　５月２８日，“秩年七十领巾
扬，诗书三千童心跃”———２０１９年宝山
区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

集会在宝山区广播电视台举行。团市委

副书记邬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懿

等领导接见优秀少先队员和辅导员代

表。赵懿发表致辞，邬斌带领全体队员

呼号。主题集会以“诗词大会”形式展

开。其间，表彰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度上海
市优秀少先队集体、市优秀少先队辅导

员以及市优秀少先队员。

【区第十五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读书班举行】　７月 １日—６日，团区
委、区关工委、区委党校、区教育局等单

位联合举办“宝山区第十五期青年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班”，来自全区各

高中的４０余名优秀学生参加培训。该
期培训班设置专题讲座、社会实践、课

题调研、红色教育、分享交流等学习

安排。

【宝叶少年手拉手活动举行】　７月 １４
日，２０１９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
在上海宝山举办，活动为期８天，新疆叶
城县共２００名师生参加活动。叶城县孩
子们参观长风海洋公园、长江河口科技

馆、智慧湾３Ｄ打印博物馆等具有宝山特
色标志性场馆，并参观东方明珠和上海

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等上海标志性场

馆。７月１９日，两地师生举行结营仪式。
副区长陈云彬、区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出

席，并为优秀营员、优秀辅导员和优秀志

愿者们颁发证书。

【小学生爱心暑托班总结会召开】　８
月２２日，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小学生爱心暑
托班结业式在通河第三小学举行。张

庙街道党工委书记修燕，区委宣传部副

部长、区文明办主任李一红，区妇联主

席虞春红，团区委书记潘振飞，以及市

经信委团委、区总工会、区教育局、区体

育局等单位领导，各区属团组织负责

人、各办班点负责人、各支持单位、志愿

者、老师和家长代表出席该次结业式。

区体育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朱益新，市

经信委团委书记陆昀为暑托班优秀小

学员颁发证书。虞春红、潘振飞为２０１９
年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突出贡献

志愿者们颁发证书，修燕、李一红为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突出
贡献工作人员颁奖。上海市小学生“爱

心暑托班”项目作为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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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个，服务２２８８
余名小学生。 （刘居奇）

０６２



【做好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　宝山
区老干部局通过深入基层开展关工委工

作调研，并通过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例会平台，推进“党建带关建”工作。持

续开展“五好”基层关工委建设，鼓励和

支持离退休干部为社会治理创新贡献力

量。结合时势，组织开展“老少结对欢乐

迎新春”活动、“我和我的祖国”老少同

台诗歌朗诵比赛等活动。组织本区关工

委系统干部赴杨浦区关工委学习“互联

网＋关工”经验。配合区有关部门办好
第十五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

书班”，５０名高二学生参加学习。上海
市慈善基金会宝山代表机构与区关工委

联合举行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关心下一代助
学金发放大会，向１７１名困难学生发放
助学金２０６２万元。鼓励和支持离退休
干部积极参与理论宣讲、结对帮困助学、

隔代教育、“五好小公民”活动、文化市

场义务监督、青少年心理辅导、“假日学

校”“老少共读一本书”“老青结对博客

秀”活动等，为社会治理创新贡献力量，

进一步打响宝山关心下一代工作品牌。

（范敏琪）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老少同台诗歌朗诵比赛举办 区关工委／提供

老龄事业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６０岁以上老
年人口 ３６３１万人，占户籍总人口
３６１９％。８０岁以上老年人口 ５０５万
人，百岁老人１６７人。至年末，宝山区养
老床位数占户籍老年人口比重为

３５％；新建１家养老机构，新建老年活
动室９８个、改建７４个；“银龄居家宝”项
目和街镇为老服务信息管理平台两项指

标１００％覆盖；社区托养机构与社区医
疗卫生服务机构签约率达 １００％，养老
机构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其他医疗

机构）签约率达 １００％，具有一定规模
（一般为１５０张床位）养老机构（与医疗
机构邻近设置、整合设置除外）设置医疗

机构覆盖率达１００％。

【提升老年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至年
末，宝山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老年护理

床位总数３４９８张，其中包括老年护理院
床位２７１２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床
位４５８张，公立综合性医院老年护理床
位２５３张，康复医院 ７５张。完成 ５５张
肿瘤晚期病人和临终老人安宁舒缓疗护

床位设置。区民政部门３９家养老机构
中，２２家养老机构已设置医疗机构。区
１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辖区３９家养

老服务机构、４３家日间照料机构签订医
疗合作协议，让老年人在家、在社区、在

养老机构都能获得医疗服务支持。创新

探索养老机构与区级医院的远程医疗合

作试点工作，为患病老人提供及时、高

效、优质医疗服务。做实家庭医生工作，

至年末，全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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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一家市级医疗机构进行签约）签约人数

６２５４万人，其中６０岁以上老年人签约
人数３３５０万人，签约率９２７６％。推动
“医联体”建设，通过二、三级医院专家

下沉社区，推进全专结合，做到小病不出

社区。

【推进老年人政府实事项目】　宝山区
自２０１８年起把７５岁以上老年人肺癌筛
查列为政府实事项目，２０１９年继续为常
住居民免费提供肺癌筛查，并将受益人

群范围扩大至６５岁—７５岁。至年末，共
完成肺癌筛查 １０６万人，转诊 ５５９９１
人，转诊率５２７７％，ＣＴ检查完成３５７３２
人，确诊肺癌５９例。为宝山区常住人口
中达到退休年龄老人提供大肠癌筛查

３４万人次，初筛阳性９１９１例；肠镜检查
１９２４例，发现癌前期病变２７４例，确诊大
肠癌２７例。为退休女性提供免费妇科
病和乳腺病检查。至年末，共有 １６３３４
位退休妇女接受两病筛查。为６０岁以
上老人免费接种肺炎疫苗８５０２人次。

【推进老年人长护险试点工作】　至年
末，宝山区长护险共受理申请３８１万人，
评估且符合条件３０４万人，其中：居家照

护２２７万人、养老机构照护７６５８人；居
家照护年服务量达３０３６０万人次。长护
险基金共计支付２６８亿元。按照市长护
险试点工作“规范发展、提质增效”总体

思路，宝山区长护险制度试点工作在定点

机构服务评估上实现“重数量”向“重质

量”转变，日常监管上实现由“线下管”向

线上线下“精细管”转变。平稳完成养老

服务与长护险试点无缝对接，并开展职业

等级培训。至年末，宝山区共有 Ａ类评
估员１５４人，Ｂ类评估员３８５人。

【完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宝山区２０１９
年新建１家养老机构、４４９张养老床位、
１９８张认知症床位、６家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４家长者照护之家、４家社区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１２个助餐点等一批养老服
务设施。至年末，全区有养老机构６１家
（其中包含１２家长者照护之家），养老床
位１２６０９张，占户籍老年人口３５％。全
区有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５１家、社
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１２家、养老顾问点
１４家、助餐点４０个、睦邻互助点９４个、标
准化老年活动室６２２个，实现保基本养老
机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助餐

点街镇全覆盖，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基本实

现“一居（村）一室”。

【完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　宝山区深
化推进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三年行动计

划，完成９家农村薄弱养老机构改造项
目和２６家农村养老机构安装故障电弧
探测器工作。广覆盖实施智能养老服

务，在“银龄居家宝”项目全覆盖基础

上，全面推广“银龄ｅ生活”服务套餐，为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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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龄ｅ生活”宣传册 区民政局／提供

７０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紧急呼叫和５２
项生活代叫服务，实现全区１２个街镇、１
个园区全覆盖。继续贯彻落实《宝山区

“星心工程”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年—
２０２０年）实施方案》，加强养老护理员队
伍建设和职业技能教育，强化对养老机构

和养老护理员进行星级管理和评优表彰。

【推进综合养老服务工作】　宝山区重
点实施《上海市宝山区深化养老服务实

施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宝山区农村
养老美好生活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指

导街镇开展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创建、社

区养老顾问、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室适老

改造服务、农村示范睦邻点等项目。多

部门联动实施安全监管，联合区消防支

队、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元旦、春节、台汛

期、国庆、进博会等重点时段开展养老场

所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专项检查，督促

落实整改工作。

【完善老年人文体服务网络】　宝山区构
建区级老年大学６个、街镇老年学校１１
个、标准化学习点３９５个、老年人学习团
队１０００余个的四级网络，在全区居村委
学习点全面推进“１＋Ｎ”师资课程配送工

作，年均配送课程９００次，学员人数达２５
万余人，共同打造“就近、便捷”的老年人

学习场所。全区１２个街镇均建立老体协
组织，全区有门球、场地高尔夫球、健身气

功、太极拳、广场舞、桥牌、秧歌、手拍鼓、

军鼓等１０００余支队伍，总计１万余人。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老年教育机构开设班级
９９４个，招收人数２９５９３人。宝山区老年
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完成的《老年金融知

识》读本，在区老年大学和街（镇）社区、

老年学校中开设课程，积极打造形成“瓷

绘工艺”，“顾村诗社”等老年教育品牌。

区老体协多次组队参加上海市城市业余

联赛长三角“高智尔球”交流赛、自行车

健身车技赛、“黄浦巾帼杯”门球赛、杨浦

杯“军鼓赛”“祝桥杯”益寿操赛、“曹路

杯”木兰拳赛、“万象杯”高智尔球赛、健

步走等比赛，获得多个奖项。“十三五”

期间举办市老体协组织的创新项目展示，

参与人数累计达３０００人次。

【“银龄ｅ生活”服务项目】　宝山区民政
局在“银龄居家宝”项目基础上，进一步优

化服务功能，创新推出“银龄ｅ生活”服务
项目，７０周岁以上、有服务需求宝山户籍老
年人，通过拨打第三方服务平台服务热线，

可迅速获取紧急呼叫和家电维修、送药上

门等５２项生活代叫服务，平台热线服务费
由政府全额承担。服务项目实现全区１２
个街镇、１个园区全覆盖，累计服务对象１１
万多人，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更安全、更便捷

的生活服务。 （楼越宸）

表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养老机构

隶　属 单　位 核定床位（张） 备注

区民政局 宝山区社会福利院 ２００

友谊路街道

友谊路街道康乐敬老院 １５０

宝康老年公寓 ２７０

友谊社区馨谊长者照护之家 ２５

友谊慧享福长者照护之家 ４９

友谊慧忆长者照护之家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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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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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注销

张庙养老院 １５４

张庙社区异香长者照护之家 ２０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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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隶　属 单　位 核定床位数 备注

庙行镇

庙行镇敬老院 １４０

庙行镇悦馨养老院 ４１７

庙行镇长者照护之家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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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境镇
高境镇养老院 ４３０

高境镇长者照护之家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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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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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４

顾村社区慧享福长者照护之家 ３８

康泰养老院 ２１３

上海宝山区沣德养老院 ３１３

杨行镇

杨行镇金秋晨曦老年公寓 １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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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行镇长者照护之家 ２８

月浦镇

乐业养老院 ６５

怡康敬老院 ５８

金色晚年敬老院 ５０３

月浦恬逸养老院 ４６６

罗店镇

金罗敬老院 １２０

罗福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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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店镇长者照护之家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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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６０９

（楼越宸）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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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事业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有持证残疾人
３７２９９人，其中，视力残疾人６５８６名，听
力残疾人 ４４８９名，言语残疾人 ３２９名，
肢体残疾人１７７９１名，智力残疾人３５２６
名，精神残疾人３７９６名，多重残疾人７８２
名。持证残疾人数比上年新增２６１３人。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宝山区开展“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宝山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
区残联／提供

【落实助残惠残项目】　宝山区残疾人
联合会（以下简称“区残联”）落实区政

府实事项目，组织５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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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户
普通型家庭无障碍改造、１３１户提高型
家庭无障碍改造和３户示范型家庭无障
碍改造。投入 ５９５１６万元，为 ２９万人
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残疾人交通补贴。投入

６３９６７万元，为３７３１人发放助残实物帮
困卡。投入 ８０６６万元，为 １５６名残疾
人大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发放一次性

入学奖励及助学补贴，实现困难对象救

助全覆盖工作目标。

【开展康复服务】　区残联为６５４人发放
医疗救助经费１６２２９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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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７５９万
元，为 ５０８人发放居家养护补贴；投入
３３６万元，为４５５人发放机构养护补贴；
投入９２３万元，为８２例残疾人发放骨

关节手术补贴，投入１５６２万元，为２００
名持有阳光宝宝卡残疾人儿童提供康复

救助；１４２２人次残疾人获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理赔金额约１９２６万元，有效减轻
残疾人家庭生活负担。

【推进就业培训工作】　区残联走访区
内有关企业，挖掘适合残疾人就业岗位。

就业援助月期间，４１名残疾人实现社会
就业。全年共推荐１８５名残疾人顺利就
业。组织艺术插花、创业能力、农村残疾

人实用技术培训等各类培训１５期，参训
１０５６人次。

【举办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　区残联
开展“牵手残疾人　共绘同心圆”宝山
区庆祝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联合区体

育局举办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来自全

区１２个街镇残疾人运动员、培智学校学
生和相关人士共６００余人参加比赛；开
展“同心同向‘益’起行动”助残活动、

“阳光家园”康复成果展示和作品义卖

宣传活动、聋人健康知识讲座暨助听器

适配活动、残疾人就业招聘会、残健融合

定向行走等助残日系列活动。

【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汇演
活动】　宝山区在国庆节前举办“爱我
家园·筑梦阳光·携手未来”２０１９年阳
光家园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汇
演活动。其间，区残联分别为阳光家园

优秀学员代表、阳光家园规范化管理先

进个人、阳光家园社会化教学优秀教师、

阳光家园规范化管理服务先进集体颁发

荣誉证书。

【参加全国技能大赛】　在２０１９年中国
技能大赛第六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

赛摄影艺术创作项目中，月浦镇肢残人

贾宁获第一名。６名社区残疾人工作者
参加２０１９年上海市技能大赛获得优秀
组织奖，庙行镇助残员杨黎波入选上海

代表队参赛全国残疾人专职委员技能

大赛。

【缩短残疾人证核发时间】　区残联结
合全市“一网通办”和“双减半”工作要

求，对残疾人证核发流程进行再造，通过

加强评残审核发证工作人员力量，减少

办事流程和申请材料，及时派专人送达

残疾人证，将原发证时间４５个工作日缩
短到２２个工作日。同时协调区卫健委，
通过增加评残医院和评残医生数量、固

定每周评残时间，解决评残等待时间过

长问题。

【调整残疾人保险理赔】　区残联在大
调研过程中，倾听残疾同胞反映，提倡厚

养薄葬，给予残疾人生前更多福利保障。

及时调整理赔标准方案，与保险公司沟

通，征求调整理赔标准方案可行性意见。

调整后理赔条款中降低残疾人死亡理赔

标准，把原来６０元／天、全年累计不超过
１２０天大重病住院补贴，提高到 ８０元／
天、全年累计不超过１８０天，同时新增保
险合同期内首次发生３１种大重病给予
１０００元补贴保险内容。 （蒋斌彬）

婚姻家庭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共计依法办
理结 婚 登 记 ５９１０对，比 上 年 下 降
６５％；离婚登记 ３６６１对，比上年上升
１３８％。宝山区婚姻登记管理所参与
承办上海市青春益友“５２０”嘉年华启动
仪式活动。完成新中国成立以来至

２００１年宝山区婚姻历史数据补录工作。
完成婚姻登记大厅设施提标改建工程，

优化婚姻服务环境。至年末，宝山区妇

联以“宝家护航”维权联盟为依托，持续

完善“白玉兰开心家园”工作室、ＷＭ
（文敏）工作室、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工作室、“知心妈妈”工作室、

“家好月圆”婚姻家庭指导服务室的维

权功能，共接待和受理婚姻家庭纠纷类

诉求５４６件，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８８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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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社工“一对一”服务 １１７件、法律咨
询和信访接待１３０件；在１４个街镇（园
区）挂牌“宝山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

解专窗”（接待窗口 ＋调解工作室），共
接待办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２１１件，成
功调解 ９７件，形成典型维权案例 ２０
件。其中“金婚夫妇为啥闹离婚”“非

婚生子女就学权益”“父爱可以迟到但

不可缺失”等３个优秀案例登载在《新
民晚报》《上海法制报》等市级媒体上。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８日，宝山区婚姻登记管理所开展主题特色颁证活动 区民政局／提供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日，区妇联举办“家庭行动日”暨顾村镇“绿水青山从我做起”亲子环保创意秀
区妇联／提供

【特色婚姻登记服务】　宝山区婚姻登
记管理所深化“婚姻加油站”品牌建设，

开展“婚姻加油站”社会联动服务项目，

引入专业社会组织，推动婚前教育工作

进社区、进单位、进高校、进军营。加大

推进“离婚劝和”工作，建立由心理、法

律、司法调解等多领域专家组成专业团

队，普及婚姻家庭法律知识、丰富婚姻家

庭心理认知、传递正确处理家庭问题方

法，有效预防化解婚姻家庭纠纷。

【主题特色颁证活动】　５月１８日，宝山
区婚姻登记管理所组织招募１２对新人，
参加由《青年报》社、区文明办、区总工

会、团区委、区妇联、区民政局、顾村镇、

中冶上海企业团工委共同主办上海市青

春益友“５２０”嘉年华启动仪式。在“七
夕”“８·１８”等特殊节日，为新人们举办
形式多样主题特色颁证活动。

【宝山青年婚恋课题研究】　宝山区婚
姻登记管理所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合

作，完成民生保障课题《宝山区青年婚恋

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路径报告》，并在５
月１８日上海市青春益友“５２０”嘉年华启
动仪式上正式发布。 （黄帼英）

【创全“家庭行动日”系列活动】　宝山
区妇联以“新女性·心文明·馨家庭”

为主题，每月第一个周六，组织全区家庭

开展志愿服务、风采展示、亲子实践等

２００余场活动。１月５日，在张庙街道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宝山区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家庭行动日”暨张庙街道“文明

瞬间随手拍”活动。２月１日，在月浦镇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举行宝山区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家庭行动日”暨“幸福一

家门”五福活动展示。３月２日，在顾村
镇菊泉文化街龙现代艺术馆举行宝山区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家庭行动日”暨顾

村镇“青山绿水从我做起”绿色家庭环

保宣传活动。４月 ４日，在大场镇城市
绿洲三居泓益家活动中心举行宝山区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家庭行动日”暨大场

镇“创全进行时，书香飘万家”主题宣传

活动。５月１１日，在淞南公园内举行宝
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家庭行动日”

暨淞南镇“学文明公约、践文明行动”主

题宣传活动。６月 １日，在罗泾镇社区
文化中心举行宝山区创全“家庭行动

日”活动暨“晒家训·润家风·建家园”

微家训征集展示活动。７月 ６日，在高
境镇社区文化中心，举行宝山区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家庭行动日”暨红色故事

代代传———老三八红旗手讲故事主场活

动。８月３日，在庙行镇举行宝山区创
全“家庭行动日”活动暨“与文明同行，

共享绿色科学，共度安全暑假”主题活

动。９月７日，在吴淞街道举行宝山区
创全“家庭行动日”活动暨“国学经典伴

成长”主题活动。１０月１２日，在杨行镇
天馨花园居民区市民广场举行“德润滨

江宝山，馨美家庭邻里”宝山区首届馨家

庭文化季闭幕式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家庭行动日”主题活动。１１月２日，在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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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５日，宝山区开展“馨家庭”文化季开幕暨“妇联系统垃圾分类宣传指导进家庭项
目”启动仪式 区妇联／提供

友谊路街道举行宝山区创全“家庭行动

日”活动暨“除陋习、树新风”主场活动。

【家庭文明建设】　宝山区妇联年内开
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在全区评选出

１００名“最美邻里”、宝山区十佳“最美家
庭”和３家宝山区“最美家庭”标兵，收
集６００余条好家风、好家训，征集“童心
向党”书画作品３００余幅，并进行巡展。
４月—６月，开展“阿姨引领新时尚、垃圾
分类巾帼行”垃圾分类培训项目，举办６
场家政员培训，培训人数 ３００余人。４
月—７月，开展家庭教育进社区、进机关、

进企业、进园区“四进”项目，举办“宝贝

加油站”亲子家庭教育指导活动１０５场，
为３２００余人次提供０岁—１８岁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辐射影响９０００余人次。５
月１５日，在大场镇社区文化中心举办宝
山区“馨家庭”文化季开幕暨“妇联系统

垃圾分类宣传指导进家庭项目”启动仪

式。５月３１日，开展喜迎建国 ７０周年
“礼阅中华 童心同德”宝山区自强少年

欢庆“六一”活动暨儿童文化福利进校

园、进社区、进家庭展示活动。６月 １
日—２日，在区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举办
“为爱悦读　点亮童心———亲子阅读指

导者培训”项目。７月８日—１２日，举办
“分享快乐、童梦启航”宝山区第六期亲

子滨江游活动，组织社区家庭共２２００人
走出家门看宝山发展。９月２２日，举行
２０１９年喜迎７０华诞“绿”动宝山亲子嘉
年华，全区１５０组家庭参加。９月２９日，
在区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举办以“童心向

党　礼赞中国”宝山儿童绘中华为主题
的童画优秀作品展示活动，４０幅优秀作
品参展，其中绘画原创２９幅、四格图文
创作１１幅。 （杜　红）

殡葬管理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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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各墓区共完成落葬 ３１６２
穴，接待祭扫群众８１５万人次、１３３万
辆车次。开展散埋乱葬整治工作，印发

《宝山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整治与管

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宝山区关于加强

散埋乱葬整治工作的方案》，对各类殡葬

服务机构及场所进行排摸、检查和整治。

【实施惠民殡葬政策】　宝山区根据市
民政局《关于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的

指导意见》通知精神，针对重点优抚对

象、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享受

民政定期定量救济人员、享受因病支出

型贫困生活救助人员、未享受社保丧葬

费补贴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具有本区户

籍）、９０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等八大类
对象实施惠民政策补贴，全年共补贴

１１４０户，补贴资金达９３３８４万元，节地
生态葬补贴 ２４１户，补贴资金 ２４１
万元。 （黄帼英）

表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殡葬单位

类别 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邮编

殡仪馆 宝山区殡仪馆 宝安公路１１１号 ５６８０１５０１ ２０１９０１

经营性公墓

宝罗瞑园 苗圃路３５０号 ５６８６０８３３ ２０１９０８

宝凤瞑园 丰翔路６４４号 ５６１３２３０７ ２００４４４

月浦安息灵园 月罗路３４１号 ５６９３１２７１ ２００９４１

经营性骨灰堂 宝安瞑园 宝安公路１２８号 ５６８００４４４ ２０１９０１

（黄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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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宣威市２０１９年沪滇劳务协作暨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热水专场招聘会
举行 李俊冬／摄影

就业创业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就业形势总
体保持稳定，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２３１２６
人，帮扶引领创业 ６７９人（其中青年大
学生３９０人），帮助 ７８５名长期失业青
年实现就业创业，安置“就业困难人

员”３６１２人（其中“零就业家庭”成员
７户），按时安置率达 １００％。区就业
促进中心先后获第二届全国创业就业

服务展示交流活动优秀项目奖、２０１８
年度上海市就业服务工作优秀奖、

２０１９年第八届职业指导师大赛优秀
组织奖等荣誉。

【就业服务】　宝山区全年共组织各类
招聘会 １７４场，提供岗位 ８２５１０个。区
内已建立上海大学等４个院校就业指导
站，通过合作双方就业资源共享，开展职

业指导、政策咨询、就业推荐、主题活动、

精品课程等活动。结合长期失业青年实

际情况和特点，联合街镇开展求职技巧、

职场适应、自我认知等主题活动３２场，
专场招聘会、面试会７４场、专题培训讲
座１９场，企业参观学习１０场，惠及青年
１１２８人。

【创业推介】　宝山区以创业者较密集
的经济开发区、创业孵化基地、商务楼

宇、高校等场所为宣传阵地，在为期一个

月“创业政策宣传月”中对现有“大学生

创业训练营”进行升级，把区内４所高校
全部纳入活动对象，举办宝山区第 １１
届、第１２届大学生创业训练营，通过主
题讲座、园区参观、ＣＥＯ面对面、设摊销
售等环节，体验最真实创业。对现有“创

赢驿站”进行能级提升，推出“驿站管

家”服务。

【精准扶贫】　宝山区建立就业扶贫机
制，分别与云南省曲靖市、维西傈僳族自

治县合作设置驻宝山区转移就业服务工

作站，协助开展稳岗工作。依托工作站

发挥“远程面试”服务功能，为供需双方

搭建网络面试平台。抽调各业务条线精

兵强将组成一支工作团队，包括“招聘管

家”“技能培训专家”“创业指导专家”３
个服务团队。精准对接就业需求，择优

选取区内重点国有及大中型企业，赴对

口支援地区曲靖市及其下辖一市四县和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开展１１场大型劳务
协作现场招聘会活动，共发布岗位

８５２８个。

【资金安全监管】　宝山区相继出台《宝
山区就业促进中心资金内部控制管理办

法》《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促进就

业专项资金检查工作制度》。定期召开

资金安全工作例会，形成中心领导班子、

资金安全工作小组（检查小组）、街镇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三级联动机制，明

确各层级职责，形成具有鲜明特色专项

资金管理体系。根据市、区各级部门对

专项资金监管要求，重新修订各类专项

补贴操作细则，制作详细操作手册，对专

项补贴从申请受理、初审复核、档案管理

等全流程进行统一规范。

【职业技能培训】　宝山区在年度考核
周期内（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
完成职业技能培训人数７２００１人次，其
中：非农技能培训９２５８人次，完成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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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１５４％。发布本区首批６个职
业培训补贴目录，并制定配套政策《宝山

区技能培训补贴项目操作办法》。举办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对
入选第二批“双百计划”２６个优秀技能
团队和２６名首席技能人才进行集中授
牌。启动第三批“双百计划”遴选工作，

最终确定纳入第三批“双百计划”资助

团队５７个。完成本区有就业能力且有
就业意愿农民建档立卡２８０人，其中培
训后实现就业 １９９人，完成年度目标
１２７％。 （黄佳怡）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宝山区举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建院十周年演讲比赛 石雯琼／摄影

劳动关系

【概况】　宝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以下简称“区人保局”）推进劳动人事争

议案件，做好信访和“１２３４５”工单办理工
作。２０１９年，各类调解组织和新一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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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办理仲裁机

构受理案件７９００件，结案７８００件，调解
组织处置４８４４件，先行处置率９５２６％，
综合调解率 ７９０５％，仲裁机构结案率
９４７８％，诉前处置率９１８０％，劳动人事
争议案件全部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处置，有

责投诉率和终局裁决案件因程序违法撤

销率均为０。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处理
工作连续七年获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处

理工作综合优秀奖。宝山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获市文明单位称号。

【加强和谐劳动关系建设】　区人保局
树立和谐劳动关系模范典型。全区新申

报创建企业１７０家，街镇受理１５８家，通
过镇级测评 １５０家，通过区级评审 １４８
家，至年末累计达标７４２家。宝山工业
园区被评为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工业

园区。

【提升行政许可效能】　区人保局贯彻
“一网通办”要求，对接区网厅建设“企

业管家小宝”；引入电子证照应用引用量

居首位；落实“双减半”（减申请材料、减

办理时间）。首批完成“一窗通”和“综

合窗口”建设流程改造任务，创新实行

“并联并轨”保障机制（即：收件与受理

“环节并联”、一线与后台“业务并轨”），

通过设置“窗口中岛”协助一线确保高

效服务。完善“证照同办”机制，与市场

监管局跨部门对接。

【加强劳动保障监察】　区人保局坚持
监察与预防相结合，实施劳动保障守法

诚信等级评价及分类监管制度，对本区

用人单位进行守法诚信等级评价。依托

日常巡视检查、书面材料审查、举报投诉

查处以及专项检查等获取用人单位用工

情况，对１６４５家用人单位进行劳动用工
诚信信息评价，其中 Ａ１类企业为“上海
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共２４９户，
占总数１５１４％；Ａ２类企业为经检查未
发现违法行为用人单位，共１０７４户，占

总数６５２９％；Ｂ类企业为经检查有轻微
违法行为企业，共 ２９３户，占总数
１７８１％；Ｃ类企业为经检查有较严重违
法行为用人单位，共 ２９户，占总数
１７６％。以用人单位守法诚信等级评价
结果为依托，结合当前本区劳动关系现

状和特点，针对性实施分类监管。其中，

对Ａ１、Ａ２类企业实行以服务指导为主、
监管监督为辅管理措施，改善营商环境，

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干扰；对

Ｂ类企业以日常监管为主、预警预防为
辅，引导和督促企业诚信自律、守法经

营；对Ｃ类企业，列入劳动保障监察重点
对象，增加监管频次，通过街镇网格定期

开展日常监督，每季度至少上门一次，及

时掌握单位生产经营和劳资矛盾隐患情

况，主动介入、提前预防，督促和强化企

业诚信自律、守法经营、规范管理。守法

诚信等级评价情况还与区内相关部门进

行信息共享，作为企业评优评先、资格审

查、办理无违规记录信用证明等依据。

【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综合示范工作通过

验收】　杨行镇创新建立“３＋１”调解机
制、案件分类调解机制，落实专职调解员

岗位津贴、兼职调解员专项办案补贴等

激励措施，顺利通过部级调解综合示范

工作创建验收。罗泾镇制作一表（预防

建议表）一书（调解建议书），加强源头

预防；顾村镇开展“每月一讲”，由专职

调解员给企业以案说法；大场镇、顾村

镇、城市工业园区等基层劳动争议调解

机构联合举办 ＨＲ沙龙，走进企业共同
研究法律法规。

【推进“一站式”劳动争议处置工作】　
顾村镇、庙行镇、淞南镇、宝山工业园区

启用全新标准化仲裁庭，全区９个街镇
园区配备标准化仲裁庭，基层工作站硬

件配置基本到位。分批安排基层调解中

心资深专职调解员至区仲裁院内挂职，

其中５人通过人社部仲裁员考试取得资
格，逐步实现专职调解员向兼职仲裁员

转型，基层工作站人员队伍雏形已经形

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下旬各街镇园区仲裁
工作站成立，淞南镇利用工会已有兼职

调解员优势，率先开展争议处置“一站

式”庭审，首次庭审当庭调解成功，实现

立案后三天“案结事了”。

【提升信访服务水平】　区人保局进一
步强化信访工作法治思维，落实信访分

类处置工作机制，做好信访网电登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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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处置及督办工作。共计接收、转送、

登记信访件１２３件，办结１１４件，其中自
办５５件，占总量４８２５％。初次信访事
项按时受理、回复、办结均达 １００％，重
复信访６件，重复信访率４８８％。依托
国网信息系统，自录信访件７件，受理答
复１１件，发出不予受理告知单２９件，分
类引导处理１５件，简复７件。及时解决
群众诉求，回应群众呼声，采取多点设

岗，及时疏导来访群众。局信访大厅共

计接待群众上访５９６３批１０４８１人次；区
信访联合接待大厅接待群众上访１１２批
２９０人次，其中集访３批５７人次；周四区
领导接待日接待６６批１５３人次，其中集
访４批６７人次；市局参予新疆支青接待
２８２批４６９人次。

【做好“１２３４５”工单承办工作】　区人保
局按市、区工作要求，严要求、细分类，妥

处置，共计接单 １００２件，退单 ９９件，办
结８７６件，回访 ６０５件，首日联系率、按
期办结率达１００％，实际解决５０４件，实
际解决率为８３３１％。 （黄佳怡）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７日，区人社局举办惠企服务嘉年华 黄佳怡／摄影

人才人事

【概况】　宝山区以实施“满意１００”人才
集聚工程为主线，以构建“１２３人才服务
体系”为目标，创新人才服务举措，提升

人才服务质量，助力区域营商环境再优

化。全年共受理居住证积分 １２３１９人，
办理居转户９３０人、夫妻解困１６人、人
才引进６５人，发放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７８９张，共有人事档案库存 ９４９９份，为
５５６家事业单位办理聘用合同登记１６３２
人次，职称评审代理２０２人次。

【推进人才申报工作】　宝山区组织开
展国家百千万人才和市级人才发展资

金、青尖、领军人才、优秀 ＨＲ经理人等
项目申报，共推荐各类人才６８人，其中３
名入选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２人被评
为上海市十佳 ＨＲ经理人；结合本区邮
轮产业导向做好航运人才相关工作。推

荐吴淞邮轮港成为首批市级航运新秀培

训基地，配合市中心做好第三届“航运成

就你的未来之航运新秀”系列活动。组

织承办市新经济组织第５８期高级经营
管理人才研修班；经上海市博管办批准

备案，新设博士后工作室２家；完成２个
创业团队、９个拔尖、３个青尖的区创新
创业优秀人才（创业类）评审和推荐

工作。

【打造樱花品牌】　宝山区全年完成２４
场５３堂樱花讲堂，吸引千余家企业１４００
余人参与。《“樱花讲堂”亮出人才服务

“宝山名片”》入选市委宣传部《勇立潮

头———改革开放再出发，我为上海献一

计》；开设“樱花小课堂”，采取组团式、

定制式和上门服务，为区域１２０家重点
园区、企业２００名优秀人才提供差别化、
个性化服务；升级自媒体平台功能，推出

“樱花微讲堂”和常见问题攻略查询等

功能，吸引粉丝６６００余人；利用互联网
为注册型企业推出 ４场网络直播培训
专场。

【基层人才服务工作站】　宝山区新建３
个基层人才服务工作站，通过１３个站点
发放宣传资料１２００余份，承办樱花讲堂
８场，转介人才服务需求５００余人次。开
展评先推优工作，２家先进工作站、２５名
星级联络员和７名“樱花讲堂”优秀宣讲
员获评。发挥基层人才服务力量。面向

镇、园区经济条线和区发改委、区经委等

部门，召开“双招联动”座谈会，重点解

读人才积分、落户政策，并就经济工作中

常遇到人才工作问题展开沟通和交流。

开展“基层人才工作者”增能培训，打造

一支活跃在一线“懂政策、善服务”

队伍。

【搭建引才平台】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开设
春、秋两季教育人才专场招聘会。１６２

家单位９００余个岗位共 ４０００余名大学
生应聘，协同赴市外６所师范学院开展
人才政策宣讲和招聘活动，签约４３人；
借助市区一体化平台，组织９０余家企业
参加长三角地区各类招聘会，３００余个
岗位共１０００余人应聘；发挥博士后实践
基地平台作用。围绕本区“１＋４＋Ｘ”产
业体系（“１”是邮轮，“４”是智能制造、新
材料、平台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Ｘ”
是其他产业），通过增设项目预申报、需

求对接、申报指导等环节，拓宽企业柔性

引才路径；继续做好网上招聘平台岗位

征集和发布工作，近 ６０多家企业推出
２５９多个岗位。 （黄佳怡）

社会保障

【概况】　区人保局精准落实贫困人员
社会保险扶贫政策，加快推进贫困人员

应保尽保工作，持续扩大参保覆盖面，

着力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严格执行

征地保障新政策、新业务规程，落实保

障率１００％；加强征地养老医疗费报销
管理，深化区级统筹管理工作；细化工

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作规范，按期

办结率１００％；全面梳理城乡居保、征地
保障、工伤事务经办风险点，研究制定

风险防控工作方案，落实业务经办清单

化管理措施；完成办公场所搬迁，改善

窗口服务环境，践行“减证便民”服务

举措。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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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　区人保局
征地养老人员月生活费标准人均增加

１５５元，达２２０３元（７０周岁以下）／２２４３
元（７０周岁以上），较上年度增长７６％；
发放征地养老人员节日补助费每人９５０
元（８０周岁以下）、１０００元（８０周岁以
上）；城乡居保月基础养老金增加８０元，
提高至１０１０元，增幅达８６％。

【推进征地保障工作】　区人保局进一
步推进征地保障新政实施，加强对各街

镇沟通与指导，在规范施策、平稳过渡、

系统升级等方面下功夫，稳妥推进各类

建设项目征地落实保障工作。全年办理

征地落实保障项目２７个、为９５４名被征
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审核各类征地保

障补贴 ６９６人次，涉及区级财政补贴
２０９０４万元。

【推进征地养老保障工作】　区人保局
持续深化区级统筹管理工作，定期做好

征地养老人员信息维护，强化医疗费报

销审核程序，按时做好本区征地养老待

遇调整工作，确保各项待遇及时足额发

放到位。年均区级统筹管理征地养老人

员１００００人，共计发放各类待遇 ３４２５
亿元，其中：生活费 ２６８８０万元，医疗费
５８６６万元，节日补助费９７４万元，丧葬补
助费５３５万元。

【推进城乡居保工作】　区人保局积极
推进全民参保计划，深入街镇调研指导

和开展宣传告知活动，制定和实施贫困

人员参加城乡居保工作方案，督促引导

贫困人员参加城乡居保及待遇申领工

作，完成城乡居保缴费划转税务工作。

全年办理城乡居保缴费６４４８人，其中新
增参保３９８人，续缴率为９６％；累计发放
养老待遇约 ２０万人次，发放养老金约
２６亿元。完成贫困人员参保宣传告知
率１００％，城乡居保预折算确认３６７７人。

【推进工伤事务工作】　区人保局积极
开展工伤保险集中宣传月活动，利用“樱

花讲堂”“精品小课堂”等平台，为区内

４００余家企业开展普法宣讲 ９场次；启
用新对外服务窗口，实行鉴定费网上支

付、相关申报材料取消等“减证便民”和

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修订完善《宝

山区工伤事务操作规范》，推进工伤管理

新系统运行，做好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

定工作。全年办结工伤认定３９０３件、劳
动能力鉴定３３３９件，按期办结率１００％；

工伤康复申请确认 １４４件，同比增加
３１％；窗口接待１７２００人次。

【加强社会保障业务经办风险防控】　
区人保局出台《关于加强社会保障业务

经办风险防控的工作方案》《关于进一

步做好社会保障业务经办风险防控工作

意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将

责任落实到人；以“四对照四排查”（对

照岗位职责，排查人员岗位风险；对照经

办规程，排查业务经办风险；对照制度机

制，排查审核审批风险；对照服务要求，

排查能力素质风险）为方向，全区梳理社

会保障业务经办风险点９４项，完成市级
开展的城乡居保风险防控专项检查工

作，进一步完善中心经办管理、业务审核

等各项制度６项。 （黄佳怡）

社会救助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民政局开展元旦、
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共８１项，累计投入
各类帮困资金 ６１０７０９万元，受益群众
９１３８万人（户）次。在全市率先推广运
用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台，提升救助工

作规范化水平。至年末，全区共有城乡

低保９３０４人，开展社会救助７４８３万人
次，支出各类救助资金共计３３９亿元，
救助流浪乞讨２５７人。完成第七批次沪
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核对工作，推

进第一批次非沪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廉租住房等住建、民政、医保、残联、人

社、教委、工会及司法８大领域１５个核
对项目经济核对工作，新增法律援助、困

难职工帮扶核对项目，全年受理各类经

济状况核对委托共计２６７２２户，出具核
对报告２６４０４份。全年共募集慈善基金
２１６３５４万元，出资 １８９８７７万元，为
１１７１万名困难人员、学生和老人提供
帮助，在１２个街镇设立慈善超市。

【加强核对工作培训与交流】　宝山区
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全年培训参与

率、考核合格率和持证上岗率１００％，核
对业务退回率１２３％，位居全市１６个区
最低。将区层面培训逐步扩大到街镇实

地带教，通过“一对一、手把手、面对面”

的方式，将业务技能、实务操作、信访接

待等知识直接带教传授给街镇核对员。

２０１９年，市核对中心授予宝山区友谊路
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为首批核对

工作带教示范点称号。同年，与辽宁省

大连市中山区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开

展业务合作。 （黄帼英）

社会优抚

【概况】　３月８日，宝山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在友谊路１５号挂牌成立。局机关
行政编制１０名，内设办公室、拥军优抚
科、接收安置科。下属事业单位５个，其
中：军休一所，编制１１人，军休干部１０３
人；军休二所，编制 ８人，军休干部 １４６
人；军休三所，编制 ７人，军休干部 １１７
人；宝山烈士陵园，编制９人（上述４个
单位均由区民政局整建制转隶而来）；区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于５月３１日在友谊
路１５号挂牌运行，定编为副处级公益一
类事业单位，内设综合部、业务部，编制

２２人。

【优待抚恤】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完成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调整和补发、优

抚对象节日一次性生活补贴以及优抚对

象价格临时补贴发放工作，全年共发放

各类抚恤补助４１６８５人次共５８７０万元。
组织４批１５６名重点优抚对象代表参加
疗休养活动。做好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信息采集工作，共采集和审核通过

信息 ３９８５５条 ３９３４４人。开展“关爱功
臣”活动，依托“双拥（优抚）之家”、退役

军人服务站和顾问点等载体平台，做好

日常联络关怀、政策宣传及特殊对象走

访慰问等６个基本项目服务。

【接收安置】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完成
６５名军队转业干部（计划安置２１名，自
主择业 ２５名，市里条线系统安置 １９
名）、２７７名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和 ２１名
军休干部移交接收工作。组织退役士兵

参加就业培训，举行２０１９年度退役士兵
欢迎会暨综合培训会。鼓励退役军人参

加教育培训，组织５名转业干部进高校
培训，为４０名退役士兵发放学费补贴。
联系企业和区内相关职能部门举办２场
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持续做好部分退

役士兵社保接续工作，２４７６人通过信息
核查，２４４４人初步符合办理社保接续条
件，１６０１人通过社保 ＡＰＰ申请社保
接续。

【烈士褒扬】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清
明期间组织全区机关干部和中小学生开

展祭扫英烈活动。５月２２日，在宝山烈
士陵园举行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年纪念
活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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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协同区建交委、区绿化市容局、区

文化旅游局，投入５２００万余元完成宝山
烈士陵园和上海解放纪念馆升级改造，

成为上海重要的红色文化地标。结合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上海解放７０周年，利
用新媒体、主题祭扫等形式把红色精神

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全年共接

待祭扫参观６３７００余人次。

【双拥工作】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助
区委办、区府办举办春节团拜会及八一

军政座谈会。协调解决 １１０名军嫂就
业，１６３名随军家属子女入学、转学。表
彰奖励驻区部队科研成果５３个。出资
２３３万余元为驻区某部队整修营院楼房
和改造光缆。组织官兵参加各类培训

班。协同开展“红会精神进军营”“携手

共进、挺进深蓝”军民半程马拉松赛等活

动。完成宝山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双拥考
评及迎接上海市双拥模范考评工作，为

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打下

基础。

２０１９年９月５日，２０１９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举行 宝山慈善基金会／提供

【军休管理服务】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推动３６６名军休干部、２４８名无军籍退休
职工日常服务管理工作，为８名病故无
军籍退休职工发放抚恤金。设立军休老

干部大学宝山教学点，满足军休干部政

治、文化生活需要。举办军休干部“庆祝

建国７０周年”主题书画展、“心系祖国，
勇担使命”主题党日、“笔墨浓情迎新

春，军休真情赠祝福”送春联等活动。

【思想权益维护】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针对局成立之后前来政策咨询和信访人

数较多的情况，梳理排查不稳定因素，靠

前了解退役军人情况，制订攻坚化解方

案，定期研究部分困难退役军人情况和

相关工作案例，建立健全各项信访接待

制度，把矛盾和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保

证退役军人队伍思想稳定。全年共处理

来电、来信、来访 ８９６件，群众满意率
８７％以上。

【推进最美退役军人评选工作】　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区委宣传部评选出艾

进新、徐虎扣、叶昌华、陈雄、沈惠兴、陆

江粼、陈福明、黄爱民、魏刚、黄涛１０位
宝山区“最美退役军人”，季永成获评上

海市“最美退役军人”。“八一”建军节

前夕举办“宝山区庆祝建军９２周年军政
座谈会暨最美退役军人颁奖仪式”。持

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宣讲活动，在驻

区部队和社区举办２场“最美退役军人”
事迹报告会，展示退役军人风采，讲好退

役军人故事。

【开展发放纪念章、悬挂光荣牌工作】　
９月２３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举行“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纪念章
颁发仪式，为１０位纪念章获得者代表颁
发纪念章，部队及社会各界代表３０余人
参加仪式。国庆节前夕共为５６名符合
条件的残疾军人、在乡复员军人、军休干

部发放纪念章。结合退役军人和其他优

抚对象信息采集，为全区３７５２７户烈属、
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

（闫家才）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宝山代表机构

【概况】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山代表
机构（以下简称“区代表机构”）前身是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山区办事处，成立

于１９９５年９月，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直
接领导下的一个分支机构，是依法从事

公益性活动非营利性捐助法人。区代表

机构围绕“安老、扶幼、助学、济困”宗

旨，秉承“依靠社会办慈善、办好慈善为

社会”服务理念，开展形式多样慈善救助

活动，促进宝山区慈善事业稳定发展。

至年末，募集慈善捐赠收入 ２１６３５４万
元，支出 １８９８７７万元，受益人数约

１１７２万人次。

【主要活动】　区代表机构举办第２５届
“蓝天下的至爱”宝山区慈善活动，活动

当天认捐金额１６３３８６万元；１月１２日，
组织６０００余名学生、社区志愿者开展
“蓝天下的至爱———万人捐帮万家万人

上街”劝募活动，共劝募善款４６１万元，
用于资助宝山区困难家庭；筹办以聚焦

困境儿童为主题“中华慈善日”活动，宣

传环境保护、垃圾分类，低碳生活理念；

组织参与上海市“第九届慈善之星”评

选活动，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提交６名
人员参选，最终 １名个人获得“慈善之
星”称号；开展“大爱至简———海上新力

量·宝山宝”慈善义卖义拍活动，由区委

统战部倡议自由职业艺术家用艺术传递

公益正能量，收到捐赠作品３５件，经拍
卖筹得善款４７０５万元；开展“幸福宝山
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步走活动———

“宝公惠”爱心圆梦项目，由区总工会发

动１４家爱心企业认领爱心步数、捐助爱
心款３９万元；在罗泾镇举办“蟹天蟹地
　网罗泾华”２０１９品蟹节活动上，对“蟹
王蟹后”进行慈善拍卖，筹得善款７４万
元，助力罗泾镇慈善帮困项目。

【助困项目】　至年末，区代表机构实施
助困项目 ２２项，支出金额 １０８３１９万
元，受益人数２７２万人次。开展新春帮
困送温暖，对残联、困难老归侨、ＣＡ俱乐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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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２日，宝山区举行万人上街劝募活动 宝山慈善基金会／提供

部会员特殊对象及大重病患者进行帮

困，使用资金 １４０３万元，受益 １６０人
次；开展“情暖巾帼”慰问活动，对区内

困难老“市三八红旗手”开展慰问，使用

资金３４５万元，受益６９人；开展“幸福
母亲”帮困项目，使用资金９万元，受益
１５０人；开展“情暖国资”帮困项目，使
用资金 ３３４万元，受益 ２１３人；开展
“希望之桥”尿毒症援助项目，使用资金

２１６万元，受益１４３人次；开展“携手之

爱”癌症患者援助项目，使用资金１４７
万元，受益１２１人次；开展“宝钢三年定
向援助项目”，对月浦镇、杨行镇、张庙

街道进行帮困，使用资金１０２９０万元；
开展“宝公惠”关爱项目，为高龄劳模提

供家政服务、为环卫工人赠送冬日礼

包、为物流司机免费体检等，使用资金

８０３０万元，受益 ９３１０人次；开展街镇
定向帮困，使用资金 ６８７万元，受益
１３５万人次。

【扶幼助学活动】　至年末，区代表机构
实施扶幼助学项目８项，支出金额９７５３
万元，受益人数０４万人次。在寒暑假
期间，由区关工委组织老年志愿者与困

难学生，开展“关心下一代助学”活动，

全年使用资金 ２１３万元，受益 ２５１人
次；与区妇儿关爱资金配套，开展贫困家

庭儿童文化福利补贴项目，为１８３９名贫
困家庭儿童发放补贴１８３９万元；组织
区内２８００名困难家庭父母及孩子，开展
“分享快乐、童梦起航”亲子浦江游活

动，使用资金３２１万元；开展区内结对
助学，资助 ８９名困难学生，使用资金
２２７９万元。

【助医助老项目】　区代表机构全年实
施助医助老项目 ５项，支出金额 ６７０１
万元，受益人数 ２０００人次。在“春节”
“元宵”“端午”“重阳”“中秋”等传统节

日，慰问１４５０名养老院住养老人，使用
资金２３４万元；为６６名困难对象提供
“普洒祥瑞、目浴阳光”白内障复明手术

援助，使用资金１５１７万元；资助淞南镇
养老院建设４０万元。

【精准扶贫项目】　区代表机构开展
“携手奔小康”结对帮扶，通过区合作交

流办、区工商联、团区委、区司法局、城

市工业园区、宝山工业园区、都市经济

开发区等多家单位牵头，共收到近２００
家爱心企业捐款，募集资金 ６５１０４万
元，全部用于云南迪庆、云南曲靖、新疆

叶城等地扶贫，受益８４万余人次。
（陈毅菁）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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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
◎ 编辑　金　毅

城管行政执法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以下简称“区城管执法局”）加

强违法建筑治理，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加

强吴淞工业区整治，助力区域转型发展，

较好地完成各项年度重点工作目标。全

年共出动执法队员１３２６２８人次，出动执
法执勤车辆 ４３２７５辆次。围绕执法办
案、督察检查、信息报送等专题开展教育

培训３４次，参训人员 １３２０余人次。全
年共受理投诉１２６２１件，其中“１２３４５”热
线１０１４４件，占总数８０３７％。区城管执
法局投诉处理平台“１２３１９”共１４３０件，
占 １１３３％，市民对诉件处置满意率
８３１％。年内，该局取得市局绩效考核
优秀、拆违量全市第３名、城管执法综合
满意度第三方测评全市及郊区均第

三名。

【违法建筑治理】　区城管执法局以无
违建创建为抓手，深入开展违法建筑治

理。全年共拆除违法建筑２７２１万平方
米，其中拆除存量违建２６９４万平方米
（库内销项面积２５６２万平方米），拆除
新增（在建）违建２７万平方米，拆违量
位居全市第三，超额完成年度拆违任务，

保持新增违建“零增长”。顾村、月浦、

罗店、淞南、城工园等５个街镇（园区）先
后通过市级验收完成创建，使全区创建

成功街镇达１３个，创建成功率９２９％，
位居郊区组第三。

【吴淞工业区整治】　区城管执法局牵
头属地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共同推进吴

淞工业区综合整治，聚焦极度脏乱差、

“五违”“三合一”等违法行为，坚持“项

目化推进、联勤联动、全程督查、拆守并

举”等工作方法，整治工作成效明显。全

年共拆除违法建筑１８９４万平方米，整
治违法排污７２家，取缔违法经营６８家，
清退违法居住 ５３６７人，消除安全隐患
２４８个，分别完成年度目标 １３２０％、
１０００％、１０４６％、１７９０％和 １２０９％，
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目标。

【街面环境治理】　区城管执法局结合
“美丽街区”建设，推进大型居住区、集

市菜场、轨交站点、医院、学校等重点区

域及周边街面环境治理。全年共有 １６
条道路被市局评为“示范道路”。在市

局第三方街面实效测评中，宝山区位列

全市第六、郊区第四。庙行、高境等中队

通过提前介入沿街装修商户管理，较好

解决辖区内偷乱倒行为。宝山工业园区

在美丽街区建设中通过第三方巡查与执

法整治相结合，较好解决沿街乱象问题，

年度市第三方街面实效测评全区排名

第一。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区城管执法局
全面治理小区内安全隐患、破坏小区内

卫生秩序、侵占损毁破坏小区绿化、扰乱

破坏小区管理秩序等突出问题，全年共

拆除小区内违法建筑４１８处８０９０２７平
方米，房屋注记（到不动产交易中心对某

不动产限制交易和抵押）２８４起。立案
查处小区内违法行为３０４件，比上年增
加４３％。在市局第三方小区执法实效
测评中位列全市第八，郊区组第六。

【食品安全执法整治】　区城管执法局
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最严谨

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要求，联合多部门分阶段

开展专项治理。全年共开展多部门联合

整治１３９次，查处违法活禽交易、违规处

置餐厨废弃油脂、餐厨垃圾等食品安全

类违法案件７００余件。

【生活垃圾分类治理】　区城管执法局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新时尚”宣传教育，

坚持走到一处、检查一处、宣传指导一

处，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始终维持执法检

查高压态势，保障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落

实到位。全年共开展执法检查４９６２次，
教育劝阻相对人４９６８人次，口头督促整
改２６９４次，发出整改通知书１４７０张，开
展宣传１２８７１次，立案查处１６４起，处罚
金额１３１４９４元。

【环境质量综合治理】　区城管执法局
聚焦建筑垃圾运输、露天扬尘、露天焚

烧、无组织排放油烟扰民、河道管理范围

内违法搭建、倾倒垃圾等影响生态环境

违法现象，会同市容、交警、市场监管等

职能部门开展警示约谈、日常巡查、联合

整治，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全年共检查渣土车辆４９６９辆，立案
查处涉车渣土类案件８０９起，处罚１２４６
万元；查处建设工地无围栏、夜间施工、

向工地外散落粉尘等违法行为３６起，处
罚３００３万元；查处在河道管理范围搭
建房屋、棚舍等构筑物等案件１０起，向
水域倾倒垃圾案件３起。

【户外广告治理】　区城管执法局围绕
“迎国庆、迎世博”保障，加大重点区域

户外广告的治理力度。督促中队及时完

成市绿化市容局、市城管执法局联合下

发的两批任务清单，并加强点位核实和

指导督察，确保违法户外广告设施和电

子显示屏得到及时拆除。全年共拆除市

级督办违法违规户外广告２１４块，完成
率９８２％；拆除电子显示屏２４处２６块，
完成率１００％。友谊、吴淞、顾村、大场、

３７２



淞南、罗泾、张庙和罗店等中队落实下达

工作目标，保质保量完成拆除违法户外

广告任务。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区城管执法局
以城市环境精细化管理为主线，坚持“有

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总要求，强

化领导、压实责任、加强协作、巩固成效，

高质高效开展线索核查、排摸和处置工

作。全年共收到市局、区扫黑办、区信访

办等转派的违法搭建、破坏房屋外貌、违

法占道经营活禽等“治乱”线索核实件

共８起，办结率１００％。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区长范少军到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派遣疑难工单 王耀磊／摄影

【办理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协办件】

　区城管执法局针对中央环保督察组
“回头看”期间下达的６１件交办协办件，
由局领导挂帅包案，开展专项督导，逐一

复查，跟踪问效，对存在问题立行立改、

边督边办，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结

果，并将其中２３件重点难点信访件列为
重点督办件。全年共办结３２件，阶段性
办结２９件。

【城管执法办案】　区城管执法局坚持
依法履职，从严执法，实现绿化管理、市

容管理、市政管理、环境保护、水务管理、

工商管理、建设管理、物业管理、规划管

理、通用语言文字管理十大执法领域全

覆盖。全区城管执法系统共办理一般程

序案件４９０８件，处罚金额９４８８３万元；
办理简易程序案件 ８７１件，处罚金额
９５４万元。一般程序案件人均办案数
达１２９件，超额完成人均１０件的市局

年度考核要求。落实重大案件法制审核

制度，坚持重大案件处罚由局领导集体

讨论决定；落实信息公开制度，实现行政

处罚案件公示率 １００％，有效维护当事
人合法权益。

【“智慧城管”建设】　区城管执法局指
挥中心及各中队指挥室陆续搭建，“网上

办案、网上勤务、网上投诉、网上督查、网

上监控、网上考核”六大系统逐步投入试

运行，逐步建立完善区局指挥中心、中队

指挥室、一线执法队员三级联动指挥机

制。与区信息委、区公安分局对接，将雪

亮工程１７万余个路面监控接入指挥中
心，实现街面实时监控。与市场监管局

对接，将全区３４０７３户沿街经营商户的
基础信息导入区局综合信息指挥平台，

为一线执法队员查询沿街经营商户信息

提供便利，提升门责执法实效。协调区

财政及街镇政府，按照市局要求为中队

配备单兵执法装备、车载记录仪等执法

装备，从严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建立健

全执法装备的管理使用制度。

【城管诉件处置】　区城管执法局以城
管“社区工作室”为抓手，深入居民社

区，加强与居委、物业、居民的沟通联系，

及时发现解决社区内占绿毁绿、违法搭

建等问题，从源头上减少诉件的产生。

全年共有 ５个工作室被市局评为“５０
佳”优秀城管社区工作室。围绕提升群

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聚焦“诉转案”率提

升，明确“应立尽立”要求，改进投诉处

置流程，跟踪诉件处置结果，加大对投诉

案件处置解决力度。在市局组织的城管

投诉诉件处置满意度测评中，宝山区列

全市第七、郊区第四。 （蔡莺华）

城市网格化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
理工作紧扣网格平台和“１２３４５”市民服
务热线考核指标，围绕市区重点工作要

求，拓展网格化巡查领域和管理范围，统

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燃气管道和设施

保护等管理内容的巡查，加大城市管理

主动发现和处置力度；加强“１２３４５”市民
服务热线办理水平，完善办理工作机制、

搭建协调沟通平台、聚焦重点领域督办

以及加强跨部门和跨领域合作等举措，

持续增强市民对政府服务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工单 ７２１６１
件，按时办结率 １００００％，先行联系率
９６３０％，实际解决率８１４０％，综合评价
位列全市第４名。网格化管理受理案件
３１２８０万件，及时率 ９０１３％，结案率
９１８８％，综合评价位列郊区第４名。

【深化拓展网格化重点巡查领域】　区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建立各类专业

巡查网格，推进敏感时间节点期间涉稳

事件、河道两侧及周边环境、环保督察、

“路长制”、邮轮港区域、无证无照经营、

“三合一”场所、扬尘监测点、液化石油

气、非法加油站等管理内容纳入区、街镇

（园区）两级监督员巡查范围，实现“应

发现、尽发现，应处置、尽处置”工作目

标。聚焦重点领域巡查，制定《深化拓展

重点领域网格化综合管理实施意见》，明

确实施范围，制定考核评分细则，结合市

民热线投诉及社区通等问题发现渠道，

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时段开展全

面排查，确认 ２２个重点区块（４８６０平
方千米），解决问题责任清单５９２件，其
中违法搭建１００余件，面积约０１１平方
千米。

【提升网格化综合管理处置实效】　区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拓宽案件信息

来源，在１６４个责任网格巡查基础上，增
加“社区通”、水务 ＡＰＰ、酒类监管 ＡＰＰ
等案件上报形式，扩大网格案件上报途

径，加大城市管理问题在网格中的快速

处置力度。做实案件托底处置机制，区、

街镇（园区）两级网格化中心分别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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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托底处置专项资金，每月针对无

主井盖缺损、架空线坠落等暂时没明确

责任单位的内容重点排查，并根据问题

的安全系数、轻重缓急程度，逐层分派至

托底处置部门。开展城市管理顽症专项

普查，依托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大数

据系统强化数据分析，着重从大量网格

案件以及分散、个性化的群众诉求中，提

炼共性问题，并针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河道两侧及周边区域、扬尘污染、行道

树、电力杆斜拉线护套和交通信号灯等

内容，定期开展专项普查，批量推动解决

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宝山区社会组织发展成果展举办 区民政局／提供

【完善热线工单办理机制】　区城市网
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完善工单办理机制，

细化先行联系率考核体系，运用“音证

宝”电话录音业务和短信提醒业务，加

强对承办单位先行联系的强制约束，提

升先行联系率水平；探索建立工单“存

电”机制（针对符合存电适用范围与条

件的重复投诉事项，由承办单位提出申

请，经审核后予以留存备案。存电后，

该事项不再进行先行联系率和满意度

考核），完善投诉终结体系；健全结案报

告审核、不属实工单审核机制，加大抽

查力度，从源头确保解决市民的合法合

理诉求。建立分级分责工作制度，区级

层面推进落实市民投诉热点矛盾的化

解，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和事项，并深入

调研和督办个案处置；街镇（园区）和承

办部门层面，通过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

理信息系统，建立领导一线协调工单常

态机制，派遣本辖区、本单位的疑难工

单。加强跨部门跨领域合作，与区公安

分局对接非警务信息分流工作，与区社

建办对接“社区通”平台共享工作，实现

工单办理由被动接受到职能部门主动

发现的创新性转变，将大量问题发现和

解决在投诉之前，缓解工单逐年增加的

压力。

【强化工单协调督办力度】　区城市网
格化综合管理中心搭建协调沟通平台，

加强跨部门和跨区域协调合作，牵头属

地政府与职能部门共同商讨，条块结

合，明确主办、协办单位，推动解决问

题；联络市“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办公
室和其他区的承办部门，协调两区交界

产生的问题；针对涉及市相关部门、国

企等问题，利用市、区两级热线的“双向

通道”平台，协同借势借力共同处置。

围绕小区治理、油烟扰民、违法建筑、噪

音扰民、公共设施安全等处置不力的案

件，以及权责交叉、政策空白、民生关注

等具有普遍性的疑难案件，搭建协调督

办平台、分类施策，联合各部门形成工

作合力，提高案件督办的精准度。

（许　莉）

社会组织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民政局（宝山
区社会组织管理局）（以下简称“区民政

局（区社会组织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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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社会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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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末，区内有社会

团体１６２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５４１家，共
计７０３家。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区民政局（区社
会组织管理局）做好“一网通办”与行政

服务中心对接工作。根据市委、市政府

“互联网＋政务”工作要求，在社会组织
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有效期

延续、章程核准等服务事项中，推行全流

程网上办理“一网通办”。全年登记成

立社会团体 １５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４１
家；变更登记社会团体１５家，民办非企
业单位变更８９家；注销登记社会团体６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１５家。加强监
管与扶持力度，实施社会组织规范化评

估工作，提升社会组织管理与运作规范

化水平，至年末，评估社会组织 ２５２家
（次），评估率（包括复评）达 ４２２０％。
其中，５Ａ级３家，４Ａ级２７家，３Ａ级１２６
家，２Ａ级 ２６家，１Ａ级 １５家。修订《宝
山区社区公益服务扶持引导专项资金使

用和管理办法》，发挥２０００万专项资金
激励引导作用，年内，扶持８３个社区公
益服务项目。开展宝山区“公益伙伴

月”活动，举办“砥砺奋进新时代———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宝山区社

会组织发展成果展。

【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区民政
局（区社会组织管理局）实施全区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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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家，合格率８７％，基本合格率
６％；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检数４７９家，合
格率８５％，基本合格率１０％。

（王昕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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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民政局（以下
简称“区民政局”）围绕“魅力滨江、活力

宝山”总体规划，落实区委、区政府工作

部署，统筹协调区相关部门、各街镇（园

区）深化智能化平台建设、破解物业治理

难题、打造社区公共空间、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强化基层队伍建设，推进本区创新

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年内，“社

区通”入选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最佳

案例、首批 ２０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
例，获评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上海思想政治
工作创新成果优秀品牌，被《人民日报》

（头版、内参）、新华社（内参）等媒体报

道，在北京、山东等地推广运用。杨行谊

家基本管理单元、罗店古镇基本管理单

元、月浦盛桥基本管理单元通过市级

验收。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区民政局培育“活力楼组”，居民为邻居提供免费量血压服务 区民政局／提供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区民政局培育“活力楼组”，居民为楼组建设出谋划策 区民政局／提供

【基层建设】　至年末，宝山区共１０３个
村、４００个居委会。指导基层规范形成
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编印《宝山区村规

民约、居民公约范例汇编》；制定并实施

《关于深化完善本区村级民主监督的实

施办法》，健全农村自治机制，村干部开

放式办公基本实现全覆盖。开展农村社

区建设试点示范村建设工作，年内遴选

１４家区级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示范村、申
报５家市级示范村。根据基层需求，调
整社区工作者额度，开展社区工作者公

开招聘，充实基层干部队伍力量。全区

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１８９项事务实现
“全市通办”，在友谊路街道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试点实施长三角地区个人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

【社区治理】　区民政局深化社区精细
化治理，完善智能化社区治理平台，“社

区通”平台新增“垃圾分类”查询功能，

拓展完善“治慧中心”功能，实现与网格

化系统、市局１１０接处警系统智能对接。
升级居村电子台账系统，持续培育“活力

楼组”。推进队伍提效增能，深化培育

“社区导师”，制定方案并举办主题沙

龙；提升“实训基地”效能，优化课程、配

强师资、强化考核。打造社区服务载体，

建成张庙街道公共客厅、月浦八村暖心

悦家园、淞南镇淞谊空间、罗店镇睦邻共

享中心等社区共享空间。在全区举办

“社区达人赛”活动，搭建展示平台，引

导更多社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

【宝山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

进大会召开】　３月２９日，宝山区召开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大会，

制定下发《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建设工作要点》，提出 ３方面
７３项工作，明确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
各相关单位形成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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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５项任务分工。

【深化“社区通”系统】　至年末，宝山区
“社区通”系统已覆盖全区所有居村，近

４９万户家庭、６６万余名居村民实名加
入，互动交流超过１１亿人次，６３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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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关心关切问题１０万余个。优化“议
事厅”版块流程，加强议事协商，１２万余
名居村民参与协商，产生议题２３万余
个，形成公约和项目２３００余个。做深做
实“村务公开”“居务公开”“乡村振兴”

等版块，让居村民随时随地了解社区重

大事项。拓展“智慧治理”功能，完善

“治慧中心”建设，充分运用数据分析，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新开通“农家集

市”“活动上线”版块，让宝山居民享受

到丰富公共服务和特色农家产品，联合

区相关部门，试点推进篮球赛、舞蹈节、

有奖答题、花卉节、采摘节等优质活动上

平台。新增“垃圾分类”查询功能，引导

居村民正确分类。上线“积分系统”等

新功能。优化“大调研”版块，精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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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回应群众需求。与市１１０接处警平
台、区网格化系统等智能对接，提高发现

处置问题精准度。开展“陪伴式”指导，

发挥社区导师、专业社会组织力量，为全

区居村开展深度指导，全面提升系统运

用成效。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宝山
区召开社区公益服务扶持引导专项资金

联席会议，修订完善《宝山区社区公益服

务扶持引导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

加强专项资金运作管理，发挥２０００万元
专项资金扶持引导作用，确定２０１９年度
优选扶持８３个“解决治理顽症、改善服
务供给”项目。结合美丽家园建设，引入

社会组织助力社区微更新。至年末，共

开展活动 ４０４８次，服务逾 ５２万人次。
策划举办宝山首届“社区达人赛”，挖掘

出一大批本土优秀社区达人，促进更多

社区群体在解决社区难题、改善社区服

务、深化社区治理、传播社会正能量等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

宝山“社区通”概况 区民政局／提供

【培育“活力楼组”】　区民政局启动
２０１９年宝山活力楼组建设，采取党建引
领、政府“搭台”、居民“唱戏”、第三方指

导模式，探索出“整体推进”与“突出重

点”“规范培育”与“因地制宜”“楼组建

设”与“挖掘达人”“示范引领”与“宣传

推广”四个相结合推进思路，合理设计出

楼组培育８大体系，获评２０１８中国（上
海）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优秀案例，被《中

国社区报》《解放日报》、新华社等报道。

至年末，全区已培育“活力楼组”３０００余
个，其中星级楼组３１０个。

【打造社区服务综合体】　区民政局以
建设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基地为契机，改

善社区服务供给，指导各街镇打造出张

庙街道“公共客厅”、罗店镇“睦邻共享

中心”、淞南镇“淞益空间”等一批社区

服务载体，让社区群众就近享受更多公

共服务。其中，张庙街道“公共客厅”成

功申报２０１９年上海市标准化项目。基
本实现村干部开放式办公全覆盖，推动

村干部与村民加强沟通，让村民办事高

效便捷。

【提升基层队伍综合能力】　区民政局
实施“社区成长计划”，出台《关于完善

培训体系、推进社区成长的实施办法》，

建立社区系统化培训体系，指导街镇做

好骨干社工增能、常规业务轮训等工作。

加强“社区导师”队伍建设，举办社区治

理系列主题沙龙，提升社区干部“实训基

地”效能。编制《社区治理实务工具

包》，便于居村干部使用和操作。办好

“社区讲堂———百姓连线”节目，搭建群

众与基层干部交流平台，挖掘解决难点

问题渠道。加强考核激励，落实退出机

制。实施本土社会组织“增益计划”，重

点开展“宝山区居委会主任‘百事通’打

造计划”“宝山区居委会骨干社区工作

者‘全科医生’增能计划”等特色项目，

聚焦基层自治、社区规划、社区营造、公

共议题和自治项目形成等重点内容开展

集中授课、主题论坛、多元辅导、参观学

习、户外拓展等各类培训，为全区７５８名
社工骨干、３９１名居委会主任提供增能
平台，加强后备力量培养。

【推进基层减负增能提效】　宝山区贯
彻“基层减负年”有关要求，以制度建

设、台账“瘦身”为重点，推进社区治理

“减负增能”。健全工作制度，起草《关

于完善居村委会协助行政事务事项准

入、变更及退出制度的实施办法》，规范

和健全居村委会协助行政事务事项、开

具证明事项准入管理机制，建立“动态跟

踪、实时反馈”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专项

检查监督。下发《关于规范管理宝山区

下沉居委会工作台账的通知》及居委会

工作台账细目表，缩减基层台账，取消、

合并、调整一批台账，手工台账由原先

５３项缩减至３５项，减少３３％；优化升级
居村电子台账４０系统，台账表单填报
项从７３６项减少至６８项，新增以户为单
位“分色治理”功能，优化智能查询。

（曹圣坤）

７７２

社区建设



社会安全
◎ 编辑　王素炎

人民防空

【概况】　２０１９年，全区共有地下工程
３８４９座，建筑面积６６３１０７８０５平方米。
其中，民防工程共 ７６１座，建筑面积
２４８６３１０平方米，使用面积２１３２４０９平方
米；普通地下室 ３０８８座，建筑面积
４１４４７６８０５平方米。结合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上海解放７０周年和第１９个全
民国防教育日，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

行宝山区“２０１９人民防空综合演练”。

【民防组织指挥训练和演练】　区民防
办召开街镇人防办主任工作会议，部署

年度民防工作。开展人防专业队伍整

组，共计１０支队伍 １０００余人。制订训
练计划，组织人防专业队伍排以上干部

培训。组织街镇人武部长、社区民防骨

干和民防讲师团开展业务培训。开展防

空袭临战疏散及对口接收演练，大场镇、

顾村镇、淞南镇、罗店镇３００余名居民群
众参与演练，实战检验空袭应对和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进街镇人民

防空袭方案编制。组织２４名人防干部
集训，邀请市防办、厂所院校专家授课，

街镇人民防空袭方案编制完成８家。推
进长三角人防一体化建设，同嘉兴、黄

山、南通、金山签定人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推进长三角指挥通信互联互通建设。

组织全区防空警报试鸣活动，参加警报

试鸣的９５台固定警报器和１台移动警
报器鸣响率１００％，完好率１００％。组织
全区１２个街镇１５０个社区３５万余居
民和１０万余名师生开展防空疏散演练。

【民防应急救援】　区民防办加强特救
中心和兼职队伍建设，抓训练和设备添

置。特救中心应急队伍开展训练９０余

次，累计训练 ８６０余人次，着重体能训
练、全身防护训练和侦检设备操作。参

与区内灾害事故处置，共处置各类突发

事故２０起，出警人员１００余人次，出警
率１００％。其中燃气事故１起、异味事故
１２起、化学事故４起、火灾事故３起。组
织危化企业约１００名安全干部开展危险
化学品处置与防护培训 １次。参与区
“５·１２”全国防灾减灾宣传日活动，现
场展示民防特救装备。主动参与由杨行

镇应急避难场所开设启用、人员接受安

置、饮食保障供应演练。参加２０１９宝山
区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应急处置演练。

与区应急局就区地震办划转事宜完成交

接。组织化救队伍点验。组织应急避难

场所启动与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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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宝山区防空警报器布局规划，制订全年

新增防空警报设置点计划，目前全区共

有警报器 ９６台，城区警报覆盖率达
１００％。警报器标识牌安装到位。召开
防空警报技术保障培训会，对防空警报

专管员队伍进行技术培训和现场考核。

按计划完成防空警报器检测和维护保

养，警报完好率达 １００％，无误鸣、误响
现象发生。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和培训】　区民防
办指导张庙街道完成通河三村民防展馆

建设，并组织竣工验收和交付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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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份宣传
手册。借助宝山“社区通”政务新平台，

联合开展人民防空知识宣传，参与有奖

问答网民３万余人次。对５０名社区民

防骨干、４０名民防讲师、学校民防老师
和各街镇人武干部开展业务培训。通过

宝山民防防灾减灾网发布民防知识、技

能等信息５６余条。警报试鸣期间，各街
镇设摊摆点，讲授民防知识、分发民防宣

传资料；友谊路街道以文艺汇演形式在

宝乐汇举办一场大型国防民防知识汇

演。推进白玉兰广场民防科普馆建设的

前期各项准备工作。

【避难场所建设】　区民防办坚持平战
结合建设应急避难场所，兼顾场所灾时

与平时的双重情况，经市有关部门批准，

结合宝山区实际现状，全年完成行知中

学、宝山职校两个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

工作，均为ＩＩ类应急避难场所，当年完工
并通过市防办验收。对已建成的应急避

难场所落实年度维护保养，并组织避难

场所开设演练。

【民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区民防办坚
持建设和管理两手抓。在建设上突出

抓建设规划和依法行政两个方面，在管

理上突出抓公用民防工程和非公用民

防工程两个方面，民防工程完好率逐年

提高。加强规划引领，推进《宝山区民

防骨干工程规划布局》编制工作，编制

年度公用民防工程维修养护计划，全年

完成公用民防工程维修养护 ４８座，建
筑面积４６８８５平方米。完成２０１９年公
用民防工程中维修项目施工。开展非

公用民防工程维修养护推进工作试点，

年内对吴淞街道、杨行镇、高境镇、淞南

镇开展非公用民防工程落实维修养护

工作，对符合非公用民防工程养护条件

的工程，年初制订维修养护计划，并开

展汇总评估、宣传协调工作，签订维修

养护责任书，跟踪落实工程的维修

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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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管】　区民防办与
各街镇园区签订地下空间安全管理责任

书，进一步明确街镇园区对本区域地下空

间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和要求。依托网

格化管理平台，强化日常监管。全年共出

动检查人数５０１６人次，检查工程３１００３
座，上报网格案件１８７８件，向街、镇安全
事务所发送安全建议书５份。围绕重要
时节、重大活动开展地下空间安全专项检

查，采用联合检查、交叉检查、突击检查等

方法，确保全区地下空间安全平稳可控。

开展地下空间防汛防台示范演练。全区

１６３家地下空间管理使用单位观摩演练，
实战演练检验防汛防台应急预案的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 （王卫峰）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３日，宝山区消防救援支队招录消防员 施佳露／摄影

消防安全

【概况】　２０１９年，全区在勤消防站 １１
个、消防车 ７６辆，在用消火栓 ８５７８只
（其中市政５４０４只，居民１５８５只，单位
１５８９只），在定区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５４９家。全区累计发生火灾２３３起，死亡
３人，受伤２人，直接财产损失３５３３万
元。消防支队接警出动５７４９次，出动车
辆８６０１辆次，出动警力 ６６６２４人次，抢
救被困人员 ３４５人，疏散被困人员 ２５２
人，保护财产价值１７亿元，处置“４·１”
一二八纪念路老板电器物流仓库火灾、

“１１·９”上海鑫德物流有限公司冷库火
灾等灭火救援任务。投入经费约 １６００
万元，更新９３７６件（套）装备和３辆进口
泡沫水罐车，组建水域救援队、大跨度灭

火专业队、通讯保障分队，组织特种装备

综合演练、多种形式消防队伍体育运动

会。完成全国两会、国庆７０周年、“奋进
上海彩车”、第二届进口博览会、邮轮大

会、上海樱花节等消防安保任务，确保社

会面火灾形势稳定。全区累计监督检查

社会单位８２３１８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５１６３４处，下发各类检查整改文书７９６８９
份，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７２３份，下发临
时查封决定书 ８６份，责令“三停”５８０
家，罚款 ９１７５万元，火灾原因查结率
１００％。大场、吴淞、宝二３个中队被评
为总队执勤岗位练兵先进中队，大场、宝

三、顾村３个中队被评为总队先进中队。
何裔城、郝星宇记二等功，田桦、王涛、张

帆等１８人记三等功，黄佳波被评为申城
“最美消防员”。

【深化消防执法改革】　消防支队贯彻
落实《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

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向区建管委顺利移
交消防建审验收职责，逐步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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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新

模式。

【履行消防安全责任】　年内，宝山区分
别召开消防工作专题调研会、推进会、部

署会共１１次，组织开展防范化解消防安
全重大风险调研，审议通过《宝山区关于

进一步加强城市公共消防安全的工作意

见》。消防支队联合相关委办局、各街镇

（园区）定期督导检查消防工作，督促各

街镇完善村、居委消防安全制度，建成社

区微型消防站５０８个、重点单位微型消
防站４９６个；累计开展“零点行动”２０余
次，对宾（旅）馆、饭店、敬老院、寺庙等

人员密集型场所、易燃易爆场所和不放

心单位开展消防检查；搭建“邻里守望　
远离火灾”微信群，实时上传日常工作和

专项排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由消防部

门评估、跟踪、反馈，彻底畅通隐患发现

及报送渠道，将隐患从发现到处置形成

闭环。

【完成重点消防安保任务】　消防支队
落实重大安保最高等级灾害响应机制，

制定和细化消防安保方案。在国庆 ７０
周年、“奋进上海彩车”、第二届“进博

会”、邮轮大会、上海樱花节等各项重大

消防安保任务中，落实双主官带班、班子

成员分片包干制度，设立分指挥点，５００
余名指战员保持最高戒备，１０个流动消
防站深入前沿巡逻驻防，组成防火、灭火

骨干力量安保联勤团队，缩小保卫半径，

实现“５分钟灭火救援圈”作战效能。

【推进消防风险整治】　消防支队牵头
督改市、区两级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和１７
处区域突出风险隐患点位，全程跟进整

治吴淞工业园区２０４处隐患点，清除违
规住宿１４０余间，拆除违章建筑３３万
平方米，清退违规住宿人员 ５９０余人。
提请区政府下发《宝山区重点火灾隐患

区域单位治理工作方案》，开展厂房仓库

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及整治“回头看”行

动，扭住火灾隐患重点整治对象。开展

“防风险保平安　迎大庆护进博”消防
安全专项行动。区安委办制发《宝山区

“防风险保平安　迎大庆护进博”消防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消防支队会同属地

派出所对１１类场所开展专业化检查行
动，明确区１７处消防安全重大隐患风险
点，上海朝华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等 ８
处消防安全重大隐患风险点整改完毕

（其余９处正在整改中）；１处市级挂牌
督办整治区域、４处区级挂牌督办整治
区域均达到预期整治目标。

【严控烟花爆竹】　区委、区政府、区公
安分局先后召开推进会、协商会、部署

会、培训会等，全面部署烟花爆竹管控工

作，严把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发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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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群防群治力量，组织“零点夜查”，

基本实现外环内零燃放、外环外大幅度

减少燃放的总目标。烟花爆竹管控期

间，共发动烟花爆竹管控平安志愿者

２２万人，重点看护巡逻全区５０８个居村
委、８７４个小区和１０６条重点线路，设置
１０处临时回收点，共查获非法从事烟花
爆竹销售案件１起、收缴各类非法烟花
爆竹１００余箱、带所训诫１人，制作悬挂
宣传横幅 ７０００余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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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宝山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我与国旗合个影”活动 摄影／施佳露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宝山区开展“１１９”消防宣传月活动 摄影／宋霁昊

【完成政府消防实事项目】　区消防委
印发《宝山区落实２０１９年市、区两级政
府消防实事项目实施方案》，推动市、区

两级政府消防实事项目，总投入资金

２２００余万元，为１０幢老旧高层建筑、１０
个老旧居民小区实施消防设施增配或改

造、安装 １０００套“三合一”安全感知系
统，完成１００个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
电点建设。

【打牢区域联勤防火基础】　消防支队
依托区消防委和联勤防火工作平台，与

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对接，在全区开展人

员密集场所消防检查、易燃易爆单位消

防隐患治理、儿童活动场所消防检查等

重点任务。联合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对国

资委下属１９７３家出租租赁场所开展地
毯式消防隐患排查，其中厂房、仓库

１６８０处，累计约谈单位７９家，处罚６３８
万元，“三停”１６家，查封８家，拆除违章

７１万平方米，清退违规住宿人员 ５００
余人。

【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消防支队
优化整合战备基础数据库，升级作战指

挥系统平台，完成 ５７６４处“三合一”场
所、７４３家微型消防站、３８０只智能感知
消火栓等个性化数据定制、布点工作，实

现“一张网”“一张图”指挥作战模式。

年内新建１００只市政消火栓，争取２０２０
年新增２９０余万元的市政消火栓新建、
维修预算经费，落实３年消防车更新经
费２３４０万元，落实门卫值班、炊事员外

包服务经费７８０万元，增加每人每天１６
元的伙食费补贴。推进“十三五”规划

消防站点建设，协调将庙行、南大、友谊

消防站纳入区重点工程“一网通办”范

畴，落实站点土地、“七通一平”（指基本

建设中前期工作的道路通、给水通、电

通、排水通、热力通、电信通、燃气通及土

地平整等的基础建设）投资计划。建成

投用宝安小型消防站，优化高风险区域

消防站点布局。先后下发５５１８（件）套
特种装备、常规性消耗装备、日常训练装

备，邀请器材厂家技术人员下队开展培

训２８队（次）。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　区消防委依托
广播、电台、微博、微信、消防巡防车以及

市、区主流媒体，广泛开展消防常识宣

传、火灾隐患曝光、播放消防公益广告

等；深入社区、单位开展用火用电用气用

油消防常识宣讲、居民疏散逃生演练、火

场自救等；重点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独居

老人、孤、病、残、疾、中小学生等弱势群

体，联合教育局对 ２０余所学校开展培
训；联合区公安分局、应急管理局等开展

“５１２”防灾减灾日、６月安全生产月、１１９
消防宣传月等主题宣传活动，印发海报、

挂图２０余种１０余万份。累计在市级、
区级主流媒体报道３５次，消防支队发布
微博、微信２１０余条，开展各类消防培训
授课 ２００余次，组织参加疏散演练 １１
万人，发放各类消防宣传资料 １２余万
份，受益群众２５余万人。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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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４·１”火灾事故】　２０１９年４月
１日７时１５分，一二八纪念路４６５号仓
库发生火灾。市应急联动中心（消防指

挥区）接到报警后，立即调派彭浦、江杨、

大场、顾村、杨行、吴淞、国定、广延、五

洲、江湾、政和、宝二等１２个中队３０辆
消防车赶赴现场处置。７时 ３１分通知
支队全勤指挥部出动。主管中队７时２６
分报到场，７时２７分报出水，８时２９分
报控制，８时４４分报熄灭。现场为砖混
结构仓库，存放油烟机等电器，总面积

３５００平方米，过火面积４５０平方米，无人
员被困。

【处置“１１·９”火灾事故】　２０１９年１１
月９日１７时０１分，宝山区?川路３７３５
号上海鑫德物流有限公司冷库发生火

灾。市应急联动中心先后调集宝二、杨

行、宝三、顾村、江杨、嘉定、彭浦、石洞

口、罗南、龙阳、战保、金卫、五洲等中队

４０辆消防车 ２００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处
置，宝山、嘉定、特勤全勤指挥部到场指

挥。主管中队于１７时０８分到场组织扑
救，１７时１６分报出水，１７时４２分报控
制，１８时２７分报熄灭。此次火灾过火面
积约５００平方米，燃烧物主要为冷库内
的肉类和一楼装修用的发泡剂，现场消

防人员共搜救疏散出被困人员８名，其
中受伤１人。 （冯建斌）

平安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政法系统主动适
应机构改革和职责调整，以争创“上海市

平安示范城区”目标，推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把握各类风险防控主动权，推进社

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全区社会治安

形势根本向好。宝山区获评“上海市平

安示范城区”；平安建设综合考评位列全

市第２；全区公众安全感、满意度指数分
列全市第５和第６；区公安分局获评“上
海市优秀公安分局”；区检察院先后获评

“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上海

检察机关先进检察院”；区法院获评“全

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先进单

位”；区国安分局年度目标管理考评绩效

全市第一；区司法局综合考评获得优秀；

区信访办获得上海市信访系统先进集

体。顾村镇、罗泾镇、罗店镇、友谊路街

道、杨行镇、吴淞街道６个街镇被命名为
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庙行
镇、高境镇、大场镇、淞南镇、张庙街道５
个街镇被命名为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平安

社区”；上海市宝山体育中心、上海幸福

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区文

化馆等２６２个单位被命名为２０１９年度
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顾村镇、罗店

镇、罗泾镇、杨行镇、庙行镇、吴淞街道、

友谊路街道、张庙街道８个街镇被命名
为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平安示范社区”，张
庙街道呼玛三村第三居委、杨行镇大黄

村、庙行镇馨康苑居委等６９个居村委被
命名为 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平安示范小
区”，淞南镇盛达家园居委、大场镇东街

居委、月浦镇月狮村等２７２个居村委被
命名为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平安小区”，上
海宝莲房地产有限公司宝山德尔塔酒

店、张庙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上

海长江软件园等 １３７个单位被命名为
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平安示范单位”，宝山
税务局第三税务所、上海西门子制造工

程中心有限公司、上海高校冷链物流有

限公司等１９５个单位被命名为２０１９年
度宝山区“平安单位”。与区委宣传部

开展第四届宝山区“平安英雄”评选宣

传活动，授予关丕杰、朱煜、张华、陈丽

莉、陆昊罡、沈春、杨秋珍、张晖、金岳英、

须群英１０人第四届宝山区“平安英雄”
荣誉称号。

【扫黑除恶斗争】　区扫黑办与公、检、
法、纪委监委、组织、宣传等部门沟通协

调，建立线索排查、双向移送、核查反馈、

问题整改、“一案三查”、媒体宣传等各

项工作机制，出台《疑似涉黑涉恶类案件

联合研判实施办法》等文件，编印《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知识读本》等各类宣传材

料１６０余万份；累计收到涉黑涉恶线索
１２３６条，办 结 １１４６条，办 结 率 为
９２７％；破获涉恶犯罪集团７个，涉恶犯
罪团伙５３个；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３１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２８人，留置２人，组织处理１０人；排查整
顿软弱涣散党组织２个，清理问题在岗
居村干部３人。专项斗争成效受到中央
扫黑除恶督导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迎接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回头看”，制定

《中央扫黑除恶下沉督导问题立行立改

方案》和《宝山区关于对黄赌毒和黑恶

势力听之任之、失职失责，甚至包庇纵

容、充当保护伞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全区联动、挂图作战、对账销

号、标本兼治，做到“条条必整改、件件必

落实”。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拳出

击、高压整治，开展打击惩治“套路贷”

专项行动。实施涉黄涉赌场所查控双机

制并轨运行，全区赌博机场所实现“全面

清零”。开展“严扫净保”专项行动，全

力攻坚“两入”盗窃案件，遏制电信网络

诈骗高发势头，“严扫净保”总体绩效位

列全市第１。

【社会风险防控】　区政法系统做好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第二届国际进口博览
会等重要节点期间信访维稳工作，９月１
日至１１月１０日，全区启动属地稳控、劝
返分流、社会面治安防控等一级安保维

稳工作预案，加强矛盾隐患排查研判、重

点人员疏导吸附。深化“长三角”区域

警务合作，扎紧水陆道口屏障，筑牢“环

沪安保圈”，未发生有重大影响的案事

件。成立区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

全区国家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细化 ７
个方面２０项重点工作，形成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工作协调机制，织密织牢国家安

全防范网络。做好对邪教痴迷者教育转

化工作，强化社会面宣传引导，落实涉邪

教重点人员防控措施，保持对邪教类案

件高压严打态势。打击间谍渗透、情报

窃密以及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

动。成立宝山区涉恐风险隐患排查和防

范化解工作领导小组，深入推进打击严

重暴力恐怖等专项行动，守住暴恐袭击、

政治安全案事件“零发案”的安全底线。

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对全区３２６个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进
行预研，纳入常态化管理，细化落实风险

防控措施。对影响全区社会稳定的重点

问题、重点领域和重点群体开展集中排

查化解，按照“属地管理”“一岗双责”原

则，形成“一案一策”化解工作方案，实

行区领导“双牵头负责制”，推进突出群

体性矛盾防范化解工作。

【服务区域保障】　区政法各部门发挥
法治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和规范作

用，全力支持保障市场主体健康发展。

区法院与区工商联举办共同推进法治化

营商环境建设联席会议，发布《涉民营企

业民商事审判和执行白皮书》，加大办理

破产案件力度，推动建立市场主体救治

和退出机制。区检察院出台“进一步服

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十条措施”，在全国

首发“企业常见刑事法律风险防控提

示”，审慎处理民营企业案件，保障民营

企业家合法权益。区司法局制定“优化

营商环境公证工作实施细则”十条，组建

知识产权专家库，推动成立宝山区知识

产权服务联盟，构建与创新驱动发展相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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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推进“智慧公

证”建设，主动提供涉外公证书的认证代

办、快递送证等配套服务；组建律师志愿

服务团队，为重点产业项目提供各类法

律服务，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人民

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建成“升级版”的

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实现街镇居村公

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室）全覆盖。区公

安分局最大限度释放公安“放管服”改

革红利，在已建６家派出所“综合窗口”
基础上，在全市率先完成 １８家派出所
“综合窗口”建设任务，全面建成综合窗

口“一网通办”，实现窗口业务“进一网、

能通办、全覆盖”，窗口服务好评率达

９８５９％。区司法局立足区委全面依法
治区委员会办公室，深入开展“七五”普

法，压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提升依法治区水平和全民法治素养。

【社会治理转型】　宝山区全面启动“雪
亮工程三期项目建设，完成全区商务楼

宇的主要进出口安装人脸识别系统、车

牌识别系统、“ＷＩＦＩ嗅探”，建成智能安
防社区，视频监控覆盖率达７３个／平方
千米，全区８０２个小区实现入民宅盗窃
“零发案”。稳步推进“智慧公安”建设，

依托“宝山智慧城市中脑”大数据中心，

推进区级城市联动运行中心建设，着力

打造集数据应用中心、网格管理中心、应

急联动中心为一体的地区社会综合治理

平台，健全完善区、街镇、社区社会治理

三级架构，逐步实现对社会治安各类要

素的精准管控。区法院打造通办诉讼全

程业务的“智慧诉讼服务”新模式，全面

实施网上实时立案，完善自助立案、微信

立案功能，提高网上立案效率。区检察

院依托远程视频传输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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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法部门动员平安志

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群防群治，组织发

动党员干部、社区群众、单位职工、安保

人员等平安志愿者约１万人，投入社区
治安巡防、隐患问题排查、护校安园、轨

交出入口驻点守护、无名道口防控等工

作，织密群防群治“红色守护网”。各街

镇相继组建 １０支应急联动队伍，２４小
时承接处置综合指挥室感知的城市风险

和“社区通”治理平台推送的民生诉求，

显现平安建设组织者作用和综合治理多

赢态势。

【禁毒预防工作】　区禁毒办开展“两打
两控”“严扫净保”等专项行动，严厉打

击涉毒犯罪，管控制毒物品、管控吸毒人

员，与分局刑侦支队、缉毒队多次分析宝

山的毒情形势，采取“打源头、破要案、打

团伙、催网络”行动，以公安部目标案件

为重点，确定专项行动方案。召开“清

隐”工作专题会议，下发相关文件，各街

镇、相关成员单位及时成立“清隐”专项

行动领导小组，围绕社会面吸毒人员及

其社会关系、交往人员，开展滚动排查和

核查评估，发现一批隐性吸毒人员。协

调公安分局依托“智慧公安”进行排查、

通过大数据警务中台研发的“隐形涉毒

人员发现模型”“涉毒人员聚集模型”

“语意分析模型”等系统进行数据碰撞，

找出与吸毒人员特征相符的“隐性”吸

毒人员或发现吸毒人员聚集地，核查一

批、打击一批。开展芬太尼类物质底数

情况排查管控工作，开展“芬太尼类”

“大麻素类”“色胺类”等重点易制毒物

品专项排查行动，组织动员所有涉及此

类重点易制毒化学品和机械设备研发、

生产、加工、存储、销售、进出口和使用的

企事业单位及各类化工市场，开展全方

位的滚动排查，全面摸清涉重点易制毒

化学品的企业、部位、人员、原料、设备等

底数变化及实际经营情况。对农村地区

易制毒化学品、毒品原植物种植情况等

涉毒物品开展排查。推进零售药房特殊

管理药品监管工作，区禁毒办、公安分

局、市场监管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推

进零售药房特殊管理药品监管工作的实

施意见》，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召开专题会

议，明确职责分工，落实排查管控措施。

推进零售药房特殊管理药品监管系统建

设工作，经过与区信息委、经委、科委、财

政局等相关部门协调，由区市场监管局

具体落实区级特殊管理药品监管后台系

统的安装经费，并安装网络终端系统。

做好对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安全监

管、行政许可和备案工作，落实易涉毒化

学品双向核查机制，紧扣生产、运输、储

存、使用等关键环节，严防易制毒化学品

在这些环节中流失。“６·２６”前夕，分
别在上海大学、邦德学院开展禁毒主题

宣传活动。６月中下旬，组织区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区禁毒委成员

单位分管领导、各街镇禁毒专职干部、妇

联干部、中国银行宝山支行职工等 １００
多人，分三批参观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

毒所。６月２６日，区禁毒办在宝山区教
育学院开展“６·２６”国际禁毒日大型禁
毒宣传活动。９月，区禁毒办下发《关于
贯彻落实加强新时代全民禁毒宣传教育

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及分工方

案》。推进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

字化平台的注册工作，开展“远离毒

品———珍爱生命在行动”禁毒宣传观影

活动。与区委宣传部协调，安排区媒体

全面跟踪报道，构建多维的禁毒宣传平

台。在市、区两级主流媒体进行重点宣

传报道，其中青年报《大场中学举行禁毒

宣传教育》、上海法治报《高境戒毒所

“变身”戒毒科研基地》《国家安全日　
禁毒入人心》等新闻展示了区禁毒宣传

工作亮点。４月 １日起，区广播电视台
在各主要时间段重要节目前后，分别插

播禁毒公益广告。

【司法执法监督】　宝山执法监督根据
机构改革后分工和工作部署，调整执法

监督队伍评聘标准，优化执法监督队伍

的人员配置、素质结构、知识结构和年龄

结构，对相关候选人进行纪律审核。９
月，召开执法监督工作会议暨新任执法

监督员聘任仪式（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将原
执法监督员队伍进行调整，并增额至２８
名，将选聘范围扩大至纪检监察、新闻媒

体、卫生健康、高校等行业领域，调整律

师配置数量为６名，增加政法干警特别
是人民陪审员的比例。组织新任执法监

督员参加“套路贷”案件庭审旁听活动，

提升执法监督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制订《宝山区刑事受立案专项调研督查

实施方案》，加强对公安机关刑事受立案

工作的监督管理和检察机关对刑事受立

案的法律监督，相关优秀经验做法，获得

市委政法委有关部门表扬。制订《宝山

区开展集中排查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积案

专项工作方案》，召开工作部署会议，落

实领导包案机制，建立“一案一档”工作

档案，持续跟踪案件化解动态。制订《宝

山区民事执行专项评查实施方案》，开展

集中评查，及时梳理、汇总问题清单，督

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调查研究执法司

法领域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专

题撰写《坚持高位推动 聚焦重点难点　
提高执法司法监督工作规范化、常态化

水平》一文，被市委政法委《执法监督情

况》转发。 （陈伟华）

应急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共发生生产安
全死亡事故１１起，死亡１１人，比上年死
亡事故起数下降２１４％，死亡人数下降
２１４％。严格事故查处，全年追究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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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３人，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４
人。全年共检查单位１３４２家次，开具法
律文书 ９４１份，立案查处 ８７起，处罚
１０３７７３万元。

【编制体制调整】　２月２４日，宝山区应
急管理局组建。根据《上海市宝山区机

构改革方案》，将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的职责、区政府办公室的应急职责、区公

安分局的消费管理职责、区民政局的救

灾职责、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的地区灾

害防治职责、区水务局的水旱灾害防治

职责、区地震办公室的职责、区农业委员

会的森林防火职责，以及有关城市网格

化应急处置职责等整合，归口区应急管

理局。该局现设７个内设机构，分别为
办公室、法制宣传培训科（行政许可

科）、综合协调科、应急指挥科、安全生产

执法监察科、综合减灾科、危险化学品监

督管理科。

【强化责任落实】　宝山区分别于 １月
１１日、８月９日两次召开全区安全生产
工作大会，年初区政府即与各街镇园区、

委办局，基层政府与各村（居）、公司、重

点单位逐一签订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

责任书共计１４００余份，签约率达到２个
１００％。编制下发《宝山区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告知书》２万余份，督促指导企
业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落实执法检查】　区应急管理局科学
编制２０１９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聚焦重点
领域、关键环节，实行区级重点监管单位

“全覆盖”检查、其余单位“双随机一公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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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落实差异化、精准化分级动态监管，

持续加强安全生产信息化平台运用。结

合创全、进博会、吴淞工业区整治等重点

任务，联合市场监管局、建管委、消防救

援支队、交警支队分组对区级挂牌督办

单位和重大风险隐患单位开展联合督

查，并多次组织开展专题推进会，全部提

前完成整改任务。落实警示约谈制度，

对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以及瞒报、谎

报、漏报、迟报事故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

规严肃追究责任。

【开展专项治理】　区应急管理局着力
推进风险和隐患双重预防管理机制，邀

请第三方单位对１４个街镇（园区）、４００
余家企业开展专题培训。持续推进危险

化学品安全治理三年专项行动，依法实

施危险化学品行政审批，２５家危化企业
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研判与承诺公

告制度。启动“去氨化”专项改造治理，

源头治理行业风险隐患。完成３３家危
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和液氨使用单位、７３
家加油站专项检查和４４家有限空间作
业企业、５家粉尘重大事故隐患单位专
项整治。

【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区应急管理局
及时调整区防汛指挥部成员、修编防汛

预案、举办“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防汛干部培
训班”。督促整改低洼小区、老旧房屋、

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等防汛区域重点隐

患７项，完成区级防汛物资和排水泵车
点验。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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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观看人数１９６万余人；分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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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安”主题教育延伸至企业，

３７９家企业、１３２９１名企业职工参加。

【落实消防重点任务】　区应急管理局
固化消防工作目标责任考核机制，联合

区府督查室完善“消防安全”分项考核

细则，进一步规范“小网格”落实消防安

全职责。全力做好重要节日、重大活动

期间消防安保任务，组织开展夜间“零

点行动”２０余次，推进“防风险保平安
迎大庆护进博”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强

力督改５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和１７处
突出风险隐患点位。坚持“规定动作 ＋
自选动作”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经常性排

查检查，继续对农民自建出租房、居民

小区电动车室内停放和充电的问题实

施专项整治。扎实推进市、区两级政府

消防实事项目，为１０幢老旧高层建筑、
１０个老旧居民小区实施消防设施增配
或改造和安装１０００套“三合一”安全感
知系统。

【提高应急管理意识】　区应急管理局
启用官方微信公众号，实时发布全区应

急管理工作动态。分１３期组织街镇园
区、村居、公司检查人员和部分企事业单

位安全干部共１２００余人进行安全生产
业务培训。举办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

审（自评）人员培训班，１８０家标准化创
建和复评企业完成现场评审工作。组织

“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５·１２防灾减
灾日和防灾减灾周宣传互动，累计开展

应急预案演练２０场次，发放安全生产、
应急管理宣传资料３万余份、接受咨询
互动市民２万余人次。 （江佳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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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
◎编辑　吴嫣妮

卫生事业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宝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揭牌 区卫健委／提供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有各级各类卫
生计生机构 ３０１个。其中：医院 ３０所
（其中综合医院１１所，中西医结合医院
１所，中医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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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个，诊所、医务室５９个，
门诊部６３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６个，
其他医疗机构４个。医疗机构共有床位
１０９８９张，每千人口床位１０８８张（户籍
人口）；共有卫生技术人员１１１１１人，其
中执业（助理）医师３９０９人，每千人口执
业（助理）医师 ３８７人（户籍人口）、
１９１人（常住人口）；注册护士５２１２人，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５１６人（户籍人口）、
２５５人（常住人口）。医疗机构诊疗总
量１５３０７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４１２％。
其中：门急诊１４８６２万人次，出院２２０５

万人次，住院手术１２０５万人，院前急救
４１７万人。全区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
命８３７３岁，男性８１３３岁，女性 ８６３４
岁。常住人口婴儿死亡率１４２‰，常住
人口孕产妇死亡率０，常住人口甲乙类
传染病发病率８７６６／１０万。新增 ＨＩＶ／
ＡＩＤＳ疫情 １４１例。其中：ＨＩＶ感染者
１１７例，艾滋病病人２４例，历年 ＨＩＶ感
染者转为艾滋病人 １６例。累计报告
ＨＩＶ／ＡＩＤＳ共计 １４７９例，其中艾滋病病
人３１１例。

宝山区常住人口总数２０４４３万人，
比上年增加 ０２万人；常住人口出生
１２７０９人，减少４６１人，减幅３５２％。户
籍人口总数 １００９８万人，增加 １６５万
人；户籍人口出生６３０９人，减少１１５人，
减 幅 １７９％。户 籍 人 口 一 孩 率
７６６５％，上升２５１％；二孩率２２７３％，
下降 ２６９％；多 孩 率 ０６２％，上 升
０１８％。全区生育峰值年龄２９岁，上升

１岁。育龄妇女１８７５６３人，占总人口数
１８５７％，增加６０８人，增幅０３３％。

全年区镇两级财政卫生事业费

１５３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０８％，其中经
常经费 １２２５亿元，专项经费 ３１１亿
元。区级财政卫生事业费 １１６３亿元，
增长６９９％，其中经常经费８６３亿元，
专项经费３０亿元。区级财政投入计划
生育事业经费１７８３２２万元。

【公共卫生服务】　区卫健委积极落实
本市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２０１９年
宝山区完成６０岁以上老年人肺炎疫苗
接种８７７１剂次，社区居民大肠癌免费筛
查初筛３３７万人。实施区政府实事项
目“老年人肺癌筛查”工作，完成肺癌筛

查１０６１万人，完成率１０５８８％，发现可
疑病例３０９４例，确诊肺癌５８例。年内，
全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１２
种１８３６例，发病率８７６６／１０万，低于全
市平均水平 １１８１０／１０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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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户籍孕产妇系统管

理率９７１５％，外地户籍８６８３％。完善
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建设，成功抢救危重

孕产妇 ２１例，转会诊危重新生儿
５５２例。

【开展卫生监督】　区卫健委开展医疗
乱象专项整治监督行动，完善医疗机构

不良执业行为、医师不良执业行为惩戒

机制。完成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

督综合评价、医疗废物和医疗污水监督

等专项工作。开展重点公共场所监管，

落实“上海樱花节”“第二届进博会”等

重大活动保障，完成重点公共场所卫生

监督量化分级管理１６９５家。开展二次
供水卫生管理及投诉举报（或水质异常

事件）处置标杆点建设，及时反馈追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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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发现的“二次供水改造”后续问题，

重点推进二次供水应急工作。从学校采

光照明着手，提升学校教学环境合格率

及综合评价优秀率。构建卫生医保两部

门联动执法新机制，通过长护险执法端

ＡＰＰ，实施有效监管护理站居家上门护
理行为。对接应急管理部门，推动职业

健康监管工作平稳过渡。全年共监督检

查１１２８８户次，实施卫生行政处罚案件
４２６件。其中：警告２５件，罚款４０１件，
没收违法所得２４件，完成“行刑衔接”５
起。卫生行政处罚罚款金额 １６１８４万
元，没收违法所得１９３５万元。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区卫健委与同济大学医学院共建附属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筹）签约仪
式举行 区卫健委／提供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２日，第四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暨“５·１５国际家庭日”活动举行 区卫健委／提供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宝山区完善医
院治理机制，市一宝山分院参加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市级试点，“宝山互联网医

院”获评市第三批“创新医疗服务品牌”

项目。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市一宝

山分院入选上海市首批区域性医疗中心

建设计划名单。完成上海市第二康复医

院创建上海市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建设

签约，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建同

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

约，各医院围绕创建目标加强整体能力

建设，提高地区百姓优质医疗服务普

及性。

【推进社区卫生综合改革】　宝山区做
实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利用现有全科医

生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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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家庭医生“１＋１＋１”（居民在自愿
选择１名家庭医生签约的基础上，可在

全市范围内再选择１家区级医疗机构与
１家市级医疗机构签约）签约工作。年
内，全区“１＋１＋１”签约６２５４万人，全市
排名第３位，签约率３３６４％；重点人群签
约３２２８万人，签约率６９１２％，全市排名
第１位；开具延伸处方１１５５万张，全市
排名第 ８位，涉及金额 ２７１１８５万元。
开具慢病长处方７９６６万张，涉及金额
１６３０９６４万元。实施市政府实事项目，
完成全区５个智慧健康小屋建设，并通
过市级专家现场验收。健康小屋累计自

助测量人次数４８２万人次、异常提醒次
数２２万人次。开通“社区通 ＋家庭医
生”微信平台服务，全年共有３０３名家庭
医生上线，覆盖５６６个居村委，发布各类
健康类科普常识２６９万条，回复居民咨

询４０３条，４１８１名居村民参与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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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临床

路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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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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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９８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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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各医疗联合体９５名专家
下沉社区 ２２３０人次，开展专病门诊
３６６００人次，会诊２３０人次，参与社区查
房４９０４人次，医联体内双向转诊 １２８
万人次。

【推动中医药工作发展】　宝山区深化
“宝山区名中医”工作室建设，完成第二

届“宝山区名中医”评选工作，建成名中

医工作室１０个，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０名中医、综合性医院２４名中医的师承
学习。继续推进区域内４个市级“家庭
医生中医药服务示范岗”建设。宝山区

中西医结合医院肾病专科和乳腺外科入

选上海市中医专科培育项目；８人入选
第二轮“上海市中医专家社区师带徒”

项目；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廖

陆雷和吴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

科陈晓晖入选２０１９年上海市杏林新星
培养计划。完成１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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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２０１８年度基层中医药服务监测数据
上报工作。配合完成 ２０１８年度中央对
地方转移支付中医药资金绩效评价工

作。２个专科入选上海市中医专科培育
项目，５个项目入选上海市中医优势病
种培育项目，３个项目入选中医特色诊
疗技术提升项目，１个项目入选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年度中医药传承和科技创新项目，
１个项目入选“治未病科”服务能力建设
项目。通过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

位复评审。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市府办到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 区卫健委／提供

【学科人才建设】　宝山区推进市区两
级“重点学科”项目建设，３个市级医学
重点专科（市一宝山分院所属妇产科和

检验科、仁和医院危重医学科）通过市级

验收（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宝山分院所属妇产科、骨科、检

验科入选新一轮市级医学重点专科建设

计划。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所

属药剂科入选上海市医疗机构临床药学

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宝山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肾病和乳腺入选上海市中医专科培

育项目。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５个项
目入选上海市中医优势病种培育项目，１
个项目入选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中医药传
承和科技创新项目，１个项目入选“治未
病科”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宝山区中西医

结合医院、长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淞

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３个项目入选中
医特色诊疗技术提升项目。取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５项。开展宝山区卫生
健康系统第二届“宝山区十佳家庭医

生”评选，长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陈培

森获上海市“十佳家庭医生”提名奖。

首次启动区内医疗卫生机构伦理委员会

宝山区区域备案工作。

【加强卫生应急保障】　区卫健委完成
上海樱花节、ＷＣＢＡ中国女子篮球联赛、
２０１９年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
动、２０１９黑池舞蹈节（中国）、２０１９上海
旅游节花车·宝山巡游、２０１９年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等１１９项医疗应急保障任
务，出动医疗急救车２６１车次，派出医疗
保障人员１８８９人次。

【推进“健康宝山”建设】　区卫健委开
展健康教育周、爱国卫生月、世界无烟

日、中医药膳烹饪大赛、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宣传月等健康促进主题活动。抓好健

康自管小组可持续创新发展，启动实施

糖尿病同伴支持项目。组织参加市健康

家庭大赛，健康上海案例征集、健康促进

比武大赛等活动。推进杨行镇创建国家

卫生镇工作（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指导月浦
镇、庙行镇、罗店镇做好迎接国家卫生镇

复审工作。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

和美丽乡村建设，组织各街镇相继开展

以环境整治、防蚊灭蚊等为重点的季节

性爱国卫生运动。

【加大计划生育家庭帮扶力度】　区卫
健委全年审核发放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

助金 ２１１１６人次，金额 ５１３９６８９万元。
审核发放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

助目标人群１００９２人，发放金额１５４４７２
万元。审核年老退休时一次性计划生育

奖励费１３２１９人，其中财政发放５３８人、
金额２６６０９万元。审核发放独生子女
伤残死亡一次性补助３２３人，金额１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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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９３场次，
１３３１万人次受益。

【推进家庭发展能力建设】　区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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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０８例，审批再生育子
女申请２３６例。落实社会抚养费征收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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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９次，取缔
“两非”窝点１８５个。落实“百千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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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流动人口

计划怀孕夫妇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１１８６人，１８６６名流动人口育龄妇女免费
妇科检查及１２万余名来沪人员计划生
育政策、生殖健康知识培训。

【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　宝山区深入
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建设应用，在
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移动家庭

病床应用，中心“家庭病床诊疗管理系

统”获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医院协会信息专委
会优秀应用案例。拓展市一宝山分院互

联网医院应用，实现“医养结合”应用、

“全专联合”应用和援滇远程会诊医疗

扶贫应用。区卫健委获“２０１９年度上海
市卫生健康行业网络安全工作先进单

位”称号。积极推进健康云智慧健康小

屋信息化支撑建设，完成健康云区级平

台升级，试点推进健康档案清洗工作。

探索推进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数据治理平

台的建设应用，实现基于数据治理平台

的脑卒中高危筛查、慢性病管理质控和

老年人健康管理的数据综合应用。

【民营医疗机构管理】　至年末，全区有
核准登记民营医疗机构有 １７２家。其
中，医院１４家（包括妇产科医院１家、中
医医院１家、护理院 １０家、口腔医院 ２
家）；门诊部８３家（包括口腔门诊部６８
家、综合性门诊部５家、中西医结合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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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１家、中医门诊部６家、医疗美容门诊
部１家、儿童保健门诊部１家、眼科门诊

部１家）；个体诊所４６家（包括口腔诊所
２３家、中医诊所１６家、中医坐堂医诊所

７家）；护理站 ２５家；临床检验所 ３家、
临床病理中心１家。

表１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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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８１ ３５９．８３ ４１．３８ 循环系病 １７８２ ３５４．３８ ３６．７９ 循环系病 １７９９ ３６５．４０ ４７．２２

２ 肿瘤 ２７１６ ２７２．９１ ３１．３８ 肿瘤 １７７８ ３５３．５８ ３６．７１ 肿瘤 ９３８ １９０．５２ ２４．６２

３ 呼吸系病 ５７７ ５７．９８ ６．６７ 呼吸系病 ３７８ ７５．１７ ７．８０ 内营代 ２５７ ５２．２０ ６．７５

４ 内营代 ５３９ ５４．１６ ６．２３ 内营代 ２８２ ５６．０８ ５．８２ 损伤中毒 ２０６ ４１．８４ ５．４１

５ 损伤中毒 ４２７ ４２．９１ ４．９３ 损伤中毒 ２２１ ４３．９５ ４．５６ 呼吸系病 １９９ ４０．４２ ５．２２

６ 消化系病 ２１１ ２１．２０ ２．４４ 消化系病 １００ １９．８９ ２．０６ 消化系病 １１１ ２２．５５ ２．９１

７ 神经系病 １４９ １４．９７ １．７２ 神经系病 ７０ １３．９２ １．４５ 神经系病 ７９ １６．０５ ２．０７

８ 精神病 １２２ １２．２６ １．４１ 精神病 ４４ ８．７５ ０．９１ 精神病 ７８ １５．８４ ２．０５

９ 泌尿生殖 ６６ ６．６３ ０．７６ 传染病及
寄生疾病

４１ ８．１５ ０．８５ 泌尿生殖 ２７ ５．４８ ０．７１

１０ 传染病及
寄生疾病

６３ ６．３３ ０．７３ 泌尿生殖 ３９ ７．７６ ０．８１ 传染病及
寄生疾病

２２ ４．４７ ０．５８

表２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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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２ ６８．５３ ２５．６５ 肺癌 ５２４ １０４．２１ ３０．０１ 肺癌 １５８ ３２．０９ １７．３１

２ 肠癌 ３２３ ３２．４６ １２．１５ 胃癌 ２２１ ４３．９５ １２．６６ 肠癌 １２４ ２５．１９ １３．５８

３ 胃癌 ３１７ ３１．８５ １１．９２ 肠癌 １９９ ３９．５７ １１．４０ 胃癌 ９６ １９．５０ １０．５１

４ 肝癌 ２２８ ２２．９１ ８．５７ 肝癌 １６３ ３２．４２ ９．３４ 胰腺癌 ８２ １６．６６ ８．９８

５ 胰腺癌 ２２４ ２２．５１ ８．４２ 胰腺癌 １４２ ２８．２４ ８．１３ 乳腺癌 ７５ １５．２３ ８．２１

６ 食管癌 ８０ ８．０４ ３．０１ 前列腺癌 ７８ １５．５１ ４．４７ 肝癌 ６５ １３．２０ ７．１２

７ 乳腺癌 ７５ ７．５４ ２．８２ 食管癌 ６４ １２．７３ ３．６７ 脑及神经系
统恶性肿瘤

３３ ６．７０ ３．６１

８ 前列腺癌 ７８ ７．８４ ２．９３ 膀胱癌 ４０ ７．９５ ２．２９ 卵巢癌 ３０ ６．０９ ３．２９

９ 脑及神经系
统恶性肿瘤

６２ ６．２３ ２．３３ 白血病 ３５ ６．９６ ２．００ 胆囊癌 ２６ ５．２８ ２．８５

１０ 白血病 ５９ ５．９３ ２．２２ 脑及神经系
统恶性肿瘤

２９ ５．７７ １．６６ 白血病 ２４ ４．８７ ２．６３

表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公立医院

分类 名　　称 等　级 执业地址
实有床位
（个）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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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０ ９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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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０ １０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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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６ １６２．１５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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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类 名　　称 等　级 执业地址
实有床位
（个）

２０１９年
门急诊
（万人次）

主　要　科　室

二级

医疗

机构

市一院宝山分院 二级甲等 同泰北路１０１号 ６０３ ８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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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６ ５２．８８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罗店医院 二级乙等 永顺路８８号 ３５２ ７８．２４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精神

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 未评 长江路８６０弄２５号 ４２５ ３．３８ 康复

仁和医院 二级甲等 长江西路１９９９号 ３９５ ８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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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８９ 精神科

中冶医院 二级甲等 春雷路４５６号 ８５２ ５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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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７９ 老年护理

民政老年医院 一级 富锦路６６０号 ９７ ０．９８ 老年护理

建工护理院 一级 虎林路５２１号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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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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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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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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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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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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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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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８４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顾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水产西路１１３８号 ０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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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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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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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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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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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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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６０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罗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潘沪路２８号 ４３ ２６．８６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罗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美诺路２５１号 ３８ ３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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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３６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上海上农医院 一级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

区上海农场四岔河

院前路

４２ ２．４５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表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民营医院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上海美兰湖妇产科医院 罗迎路５００号 妇产科医院

上海通大中医医院 淞滨路１３０号 中医医院

上海宝罗护理院 罗店镇张桥路１２号 护理院

上海宝济护理院 同济路８６８弄２号 护理院

上海高逸护理院 何家湾路９９弄８号 护理院

上海爱以德护理院 业绩路８号５号楼 护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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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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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上海爱以德联泰护理院 联泰路６３号 护理院

上海礼孝护理院 国权北路５３０号 护理院

上海金色怡福护理院 潘泾路５９９８号临２号楼 护理院

上海感恩护理院 宝安公路７弄８号 护理院

上海懿康护理院 锦秋路１６８８号１—５层 护理院

上海通大中医医院 淞滨路１３０号 中医医院

上海摩尔星华口腔医院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建路１５号２１７５—２１７６室 口腔医院

表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民营门诊部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上海金悦门诊部 丰宝路４７—５７号 综合门诊部

上海新园门诊部 电台路５６７、５７１、５７５号 综合门诊部

上海广福门诊部 宝安公路２３３８号 综合门诊部

上海昌豪门诊部 水产西路１８８号 综合门诊部

上海中正中医门诊部 真华路１７９５号Ｄ区 中医门诊部

上海初沁堂中医门诊部 场北路７１２号２０５—２０８室 中医门诊部

上海翼康中医门诊部 菊盛路８７９号２０２—２０３室 中医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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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童康门诊部 同济路９９９号３号楼１１１—１１６室 儿童保健门诊部

上海荣恩医疗美容门诊部 一二八纪念路６４４号 美容门诊部

上海凯德口腔门诊部 华灵路１９４５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宋扬口腔门诊部 蕴川路１４３８弄２２８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罗缘口腔门诊部 美丹路２２２号１０１室 口腔门诊部

上海雅郑口腔门诊部 杨鑫路３５０—２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美而佳口腔门诊部 长逸路３８５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博凡口腔门诊部 阳曲路１３７０—１３７２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昊艳口腔门诊部 三泉路１９１６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维佳康科尔口腔门诊部 锦秋路８２１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珞朦口腔门诊部 盘古路３８８弄２号３０５室 口腔门诊部

上海沪佳口腔门诊部 共江路８５５、８５７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雅悦口腔门诊部 陆翔路１１１弄１号２０３室 口腔门诊部

上海齿伽口腔门诊部 呼玛路５７９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真华口腔门诊部 真华路１７８７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博文口腔门诊部 长江南路６８１号甲１楼１０１—１０２室 口腔门诊部

上海博美口腔门诊部 同泰北路５３３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经华口腔门诊部 纬地路３８６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青苗口腔门诊部 长江西路２３４５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贤佳口腔门诊部 牡丹江路３７７号—１ 口腔门诊部

上海超美口腔门诊部 环镇北路７２１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梦诗口腔门诊部 罗泾镇潘沪路２３３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博恩口腔门诊部 长江西路１４０８号 口腔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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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上海奇正口腔门诊部 真金路１０４１号１楼 口腔门诊部

上海华和口腔门诊部 华和路２９０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康尔雅口腔门诊部 鹤林路２６２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新洋口腔门诊部 长临路９１３号１１０室、１０９室 口腔门诊部

上海淞康口腔门诊部 淞南路４０５号—４ 口腔门诊部

上海尤旦盛菊口腔门诊部 菊盛路８６５号—２０２ 口腔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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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丽尔康口腔门诊部 罗店镇南东路７８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拜博宝尔口腔门诊部 牡丹江路１２７２号６楼 口腔门诊部

上海丹德口腔门诊部 顾北东路５１６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博信口腔门诊部 聚丰园路１８８弄２７８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德赫口腔门诊部 沪太路４８８９弄２号１０２室 口腔门诊部

上海文凯口腔门诊部 顾村镇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１４３—１４４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卓艺口腔门诊部 大华二路２５５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均兴口腔门诊部 菊太路１３３４、１３３６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雅杰口腔门诊部 共富路５００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博缘口腔门诊部 共康路１５７—１５９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佳十美宝杨口腔门诊部 宝杨路８２６—８３０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宏齿口腔门诊部 月浦镇宝泉路３０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鑫尔口腔门诊部 淞滨路８２４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睦禾口腔门诊部 淞宝路１５５弄９号５０６—５０９室 口腔门诊部

上海拜博康尔口腔门诊部 共和新路５０００弄５号楼３０６—３０７室 口腔门诊部

上海怡华口腔门诊部 场联路２１—２９号（单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博
!

口腔门诊部 罗泾镇陈川路１７２—１７４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皓诺口腔门诊部 大场镇涵青路６７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佳雅口腔门诊部 东林路３９５弄９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美冠口腔门诊部 水产西路７９７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大唐口腔门诊部 河曲路１１５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瑞申口腔门诊部 罗店镇市一路１６８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志琴口腔门诊部 罗店镇祁北东路７５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博业口腔门诊部 罗店镇亭前街１８１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邦缔口腔门诊部 顾太路１７０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康宏口腔门诊部 淞兴路２３６号、２３８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浦华口腔门诊部 华灵路１０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毓华口腔门诊部 共和新路５２１２弄８９—９１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仁缘口腔门诊部 菊太路８２６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莱康口腔门诊部 塘西街３８０、３８２、３８４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皓芽口腔门诊部 一二八纪念路８７８弄９号 口腔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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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昶灿口腔门诊部 殷高西路５９８号１０７—１０８室 口腔门诊部

上海凯明口腔门诊部 真华路９２６弄１号３０１—３０３室 口腔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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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上海美瞡口腔门诊部 何家湾路１０４号、１０６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梦浩口腔门诊部 美安路２１８弄２３２号—３ 口腔门诊部

上海一舟口腔门诊部 场中路３３２９号３０１室 口腔门诊部

上海勋德口腔门诊部 绥化路２５７号、２５９号—１临 口腔门诊部

上海春丽口腔门诊部 共富路１３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慧博口腔门诊部 一二八纪念路７５９号、７６１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申浩口腔门诊部 松兰路８７９号１幢—３１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国医之家中医门诊部 联杨路３８８８号—甲６号 中医门诊部

上海德众堂中医门诊部 新沪路１０７３号１层 中医门诊部

上海玉医堂中医门诊部 菊泉街６７５号４幢１０８室、２０１室 中医门诊部

上海润通眼科门诊部 牡丹江路１２７２号３０１—３０５室 眼科门诊部

表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其他民营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上海益乐护理站 友谊街道宝林四村１２号２层２０６室—２１０室 护理站

上海海波护理站 罗店镇美平路４１０号１层 护理站

上海佳家安心护理站 淞南镇淞肇路８８号１０３室 护理站

上海爱以德亿诺护理站 大场镇南?藻路１８７７号 护理站

上海护礼家护理站 高境镇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支弄４２号—１ 护理站

上海金色怡泰护理站 罗泾镇长虹路７９８号 护理站

上海爱至家护理站 月浦镇德都路１８号２３１７室 护理站

上海逸乐护理站 吴淞街道淞宝路３９２—３９６号２层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４、２０６室 护理站

上海全程久久泰宝护理站 水产路１０７０号 护理站

上海康顺护理站 杨行镇淞兰路１１６６弄９７号 护理站

上海济家杨泓护理站 杨行镇宝杨路１９４３号６１９室 护理站

上海骥祥护理站 杨行镇月城路２９９弄５号１０１室 护理站

上海烨霖护理站 顾村镇顾北路５６６号１—２１０室 护理站

上海爱以德荣浩护理站 顾村镇富联路１５４号 护理站

上海弘爱护理站 顾村镇菊联路８９弄６６号 护理站

上海长护庙康护理站 庙行镇长临路９５９弄３８号３１１室 护理站

上海长护通康护理站 张庙街道共江路１０９２号 护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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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钧济医学检验所 沪太路２９９９弄１９—２０号１层 检验所

上海今创医学检验所 高逸路１１１号２幢１层 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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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陈明口腔诊所 新沪路１４６８号 口腔诊所

上海陈昌富口腔诊所 长江西路１８４９号 口腔诊所

上海杜光明口腔诊所 月浦镇绥化路９０号 口腔诊所

上海李秋华口腔诊所 上大路１２８８弄１０２号２０７室 口腔诊所

上海朱和相口腔诊所 行知路３９６号 口腔诊所

上海王延萍口腔诊所 淞青路２２５号 口腔诊所

上海覃荣林口腔诊所 永乐路５３８号—５４０号 口腔诊所

上海陈文华口腔诊所 古莲路３５８弄７８号１—２０５ 口腔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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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上海宋敏口腔诊所 新沪路４５９号 口腔诊所

上海周乃琴口腔诊所 罗店镇亭前街８０号 口腔诊所

上海陈国民口腔诊所 新村路８１３号 口腔诊所

上海虞松寿口腔诊所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５支弄１３号 口腔诊所

上海吴根柱口腔诊所 海江路３５号 口腔诊所

上海陈真口腔诊所 上海华灵路１７８８弄５号１楼—２号 口腔诊所

上海潘志强口腔诊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８号楼１０１室 口腔诊所

上海金荣内科诊所 顾新东路３８５号 口腔诊所

上海丁士德口腔诊所 双城路２９１号 口腔诊所

上海金
"

口腔诊所 同济路９９９号４号楼１１７、１１８室 口腔诊所

上海方捷敏口腔诊所 新二路９９７弄３号甲 口腔诊所

上海刘理口腔诊所 友谊支路３０号、３６号 口腔诊所

上海黄怡口腔诊所 祁连山路２６２０号 口腔诊所

上海宋庆华口腔诊所 月浦八村１号１０２室 口腔诊所

上海朱恬口腔诊所 华灵路１６８１弄３７号１０５室 口腔诊所

上海康乾中医内科诊所 殷高西路５１０号 中医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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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张根全中医内科诊所 大场镇乾溪新村洛场路３００弄１９号 中医诊所

上海汪金宝中医针灸推拿诊所 淞兴路３１１号 中医诊所

上海李浩中医骨伤科诊所 共泉路１１０号 中医诊所

顾孝信私立中医针灸诊所 罗店镇新桥街１９号 中医诊所

上海杨中奕中医针灸推拿诊所 长江西路１８４３号 中医诊所

上海一德中医内科诊所 淞滨路１３０号 中医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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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寿堂大华中医内科诊所 新沪路６８９号 中医诊所

上海李作初中医内科诊所 大场镇南大路２２弄１号 中医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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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众泰中医诊所 淞发路２５弄２５号１层 中医诊所备案

上海谊涛中医诊所 华秋路２０７号、２０９号 中医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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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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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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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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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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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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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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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烨盛护理站 月浦镇段泾村月新北路３８１号１０９室 护理站

上海欣云逸护理站 祁华路２０２号 护理站

上海悦活乐护理站 共和新路５３０８弄１１６号部分（共泉路１１８临） 护理站

上海宝易护理站 一二八纪念东路５２５号 护理站

上海嘉志护理站 一二八纪念路１５５号西侧 护理站

上海舒逸护理站 呼兰路９１１弄１１号６幢２０６室 护理站

上海博霖护理站 顾北东路５１８号、５２０号 护理站

上海全程玖玖友宝护理站 盘古路１２５号甲 护理站

上海薛茜中医诊所 顾北路５１５号１—２层 中医诊所备案

上海黄郁斌中医诊所 一二八纪念路８７８弄７号２３０室 中医诊所备案

（卢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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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工作

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宝山区举办２０１９年登革热防控应急处置演练活动 浦晓磊／摄影

２０１９年６月５日，宝山区举办中医药膳烹饪大赛决赛 浦晓磊／摄影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爱卫指导中心做好
早春蚊蝇压制、春秋季突击灭鼠、夏季压

蚊蝇高峰、灭蟑以及消灭越冬蚊虫等季

节性病媒生物消杀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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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第二届进

博会病媒生物防制保障任务。年内，发

现１０例输入型登革热病例，宝山区成立
１５人的宝山区病媒生物应急处置保障
队伍，赴疫情现场统一指挥和开展应急

处置。开展健康促进宣教活动，举办第

２９届健康教育周、爱国卫生月、中医药
膳烹饪大赛、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健康

徒步定向赛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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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市爱卫

办发放《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

（含平衡膳食营养速查盘冰箱贴）至全

区７４万户常住家庭。在宝山区各街镇
设立为居民免费提供自助血压监测服务

的“宝健 ｅ家”智慧血压亭，共计１２台。
持续推进室内外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

月浦八村、宝山区祁连中心校、友谊路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安畅网络有

限公司、杨行镇人民政府等５家场所启
动上海市健康单位创建。在健康示范企

业东芝电梯厂，试点开展道路交通安全

健康促进专项活动。举办主题为“无烟

上海，携手共建”———《上海市公共场所

控制吸烟条例》修正案贯彻实施二周年

主题宣传暨控烟健康大讲堂活动。加强

控烟宣传，在顾村公园樱花节门票、导览

图上印制控烟宣传广告。全年，宝山区

共处罚单位案例 ９６例，金额 ２４１７万
元，个人罚款案例 ２８例，金额 １７２０元。
４月，中心获宝山区“五一劳动奖状”“同
创全国文明城区、共建宝山美好家园”劳

动竞赛先进集体。杨行镇刘辉家庭获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健康家庭大赛优胜奖。

【国家卫生镇新创（复审）任务取得阶段

性成果】　区爱卫指导中心推进杨行镇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国家卫生镇创建工作，
指导月浦镇、庙行镇、罗店镇完成国家卫

生镇复审任务，开展以“集贸市场、老旧

小区、中小道路及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

与城中村、五小行业”等为重点的“６０天
专项整治行动”。年内，月浦镇、庙行镇、

罗店镇、杨行镇国家卫生镇新创（复审）

工作通过全国爱卫会综合评审。月浦

镇、庙行镇、罗店镇被重新命名为国家卫

生镇，杨行镇创建为国家卫生镇。

【健康自管小组建设列入“健康上海在

行动”优秀案例】　年内，区爱卫指导中
心以村居委为单位新建健康自我管理小

组４２６个，招募组员７３２６人。印制《宝
山区健康自我管理小组指导手册》，涉及

“概念主题和社会公益”“三减三健核心

知识”“中医养生市民行动”“健康行为

和基本技能”四大系列，共 ２０堂课程。
优化《宝山区健康自我管理小组星级评

定实施细则》，评定２０１９年星级示范小
组３０个。举办第２９届健康教育周、宝
山区中医药膳烹饪大赛、宝山区健康自

我管理小组健康技能展示与传播大赛、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启
动仪式等活动。作为上海市６个试点区
之一，在罗店、祁连社区各招募１２０名糖
尿病患者，开展“糖尿病同伴支持”专项

课题研究。１０月，宝山区健康自管小组
亮点做法专题列入市卫健委“健康上海

在行动”十大优秀案例之一。

【农村爱国卫生运动助力乡村振兴】　
区爱卫指导中心组织开展迎元旦、迎新

春、迎国庆、迎“进博会”等重要时间节

点的城乡环境卫生整治活动。４月，在
月浦镇聚源桥村举办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第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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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个爱国卫生月城乡环境集中整治行
动暨月浦镇国家卫生镇迎复审主题宣传

活动。完成农村卫生环境情况本底调查

质量控制、农村环境卫生监测等工作，指

导开展农户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列入

计划２４户，完成率１００％。８月，月浦镇
聚源桥村，罗泾镇海星村、花红村、新陆

村、塘湾村、洋桥村７家单位参与上海市
首批健康镇、健康村试点建设。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区爱卫办举办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健康机能
展示与传播活动决赛 摄影／浦晓磊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上海市宝山区医疗保障局挂牌成立 区医保局／提供

【编制《健康宝山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送审稿）】　区健促委、区卫健委
协同有关部门反复修订，形成《健康宝山

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送审稿）。包括
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合理膳食行动、全民

健身行动、控烟行动等１８个专项行动、
９０条举措，明确工作目标、指导原则、考
核指标、保障措施、时间节点和实施路

径。 （李　彤）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年内，协
（商）会加强食品安全培训，全年培训各

类管理、操作人员２９４４人。开展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年度食品安全先进单位评选工作，
表彰６６家食品安全先进单位。推动第三
方督查、小餐饮监管、油烟整治、行业工会

成立等工作。围绕食品安全主题，结合

“放心食堂”“放心餐厅”和“明厨亮灶”

工作，组织会员单位参与宝山区创建全国

旅游标准化示范区评比，开展现场参观学

习和评议。瓷忆（上海）事业发展有限公

司等１０家单位通过全国旅游标准化“金
盘”企业复核；上海柴门酒楼（全璞宴）等

５家单位通过“银盘”企业复核。新罗金

大酒店、锦巷大酒店获第六批全国旅游标

准化“金盘”试点单位，上海天
#

农产品

销售有限公司（五分之一生活馆）被确定

为“银盘”试点单位。１０月，联合区总工
会、区工商联等开展“美好宝山·健康餐

饮”———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餐饮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召开餐饮企业执行《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相关问题座谈会，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专家做具体指导。协

（商）会法律顾问起草劳动用工合同范

本，通过协（商）会网站、微信平台推荐给

各会员单位。配合监管部门加强溯源管

理和食品安全源头管控，成立上海宝餐协

食品配送股份有限公司，助推监管并利惠

会员单位。年内，通过区社团局“ＡＡＡ”

社团的复评。 （宋婧宇）

医疗保障

【概况】　宝山区医疗保障局（以下简称
“区医保局”）积极推进医保惠民政策实

施、维护基金安全、强化医保管理、优化

经办服务。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２０１９
年参保登记受理２１５万人；市民社区医
疗互助帮困登记受理２９９万人，缴费率
达９９７３％。为职工医保人员结算医疗
费用３６１８７９５４万元，结算居保医疗费
用共计３６８２６８１万元，结算市民互助帮
困医疗费用总计９９３５２５万元。４月，上
海市宝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获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荣
誉称号。

【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区医
保局在长护险居家服务机构定点纳保

上，实现由“促培育”向“严准入”转变。

在定点机构的服务、评估上，实现“重数

量”向“重质量”转变。开展评估工作质

量考核，引入评估人员准入、淘汰机制；

在对机构日常监管上，实现由“线下管”

向线上线下“精细管”转变。持续推动

宝山区长护险机构定点布局更趋合理，

服务更规范有序，评估更公平公正，监管

更严格有力。至年末，全区长护险共受

理申请２６４万人，评估且符合条件２０９
万人，新增享受长护险１７１万人，当年
居家照护服务量达 ２２８５４万人次。长
护险基金共计支付１８２亿元，其中，评
估机构３６８３４万元，居家护理机构１２９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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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养老机构４９０３７５万元。

【强化医保基金监管】　区医保局开展
“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严查严打。

２０１９年全区医保定点机构２６０家，至年
末，共检查审核４７９院次，每家机构平均
检查次数达１８７次。先后取缔３处非
法收购药品贩卖窝点；对３名违规医师
作出行政处罚；对５家违规护理机构作
出停止新增护理对象处理并在区域内通

报，会同卫监所对１家违规护理机构给
予行政处罚。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区医保局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主题宣传月活动 区医保局／提供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区医保局召开宝山区“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治理暨定点服务协
议签订工作会议 区医保局／提供

【提升医疗保障工作】　７月医疗救助职
能划转至区医保局以来至年末，医疗救

助３２６６人，发放医疗救助金 ９６３８８万
元。推进长三角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

结算，５月开通长三角地区异地门诊就
医直接结算以来至年末，共结算４６５８人
次，医保统筹基金支付２５８４万元，医保
帐户资金支付５０９２万元。加强“两定”
协议管理工作，完成２０１９年度１０４家医
保定点药店、４６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协
议签订。

【优化医保经办服务】　至年末，宝山区
医保中心共收到７３９条办事群众评价，
其中５星好评７３７条、４星好评２条。接
听接待来电来访２９６７８人次；办理卡册
业务４３２９５人；登记类业务 ３２１４人；办
理零星报销及减负３９６３５人，医保基金
支付９９１２９３万元；办理各类清算５３４６
人，清算金额１９５１７９万元；办理互助帮

困补助３８３０人次，实际补助金额７８８９０
万元；审核工伤费用５０５７笔。５月开通
“宝山医保”微信公众号平台便民服务。

至年末，微信公众号搭建信息发布、防范

骗保、服务机构三大模块１３个小栏目，
３５７人关注量，推送信息５９条，累计阅读
量达１９万。 （吴　婷）

医疗机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北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北部院区位于宝山区漠河

路 ２８０号。２０１９年，有在职员工 １３０５

名。其中医生 ３３３人，护士 ６７３人。正
高２９人，副高６０人，中级３６５人；博士
７８人，硕士２１２人，本科５８３人。北部院
区全年门急诊量 １０８９３５９人次；年出院
４９４８９人次；手术３９６３０人次，床位使用
率１００３３％；平均住院日６４９天。医院
有临床科室４４个，核定床位８００张。
１月２９日，医院急诊科救治宝山区

公交车追尾事故伤员２９名，多为轻伤。
３月６日，医院对接“空中１２０”救援浙江
湖州１名不慎从９楼坠落的３３月龄男
孩。颅颌面创伤急救作为医院口腔颅颌

面科多学科（ＭＤＴ）工作特色之一，近４
年来，收治全国颅颌面创伤急诊患者 ５
万多人次。４月 １日，整复外科杨军主
任团队切除患者枕、项、背部２８千克重
（８５×６５ｃｍ）巨大神经纤维瘤，完成瘤体
皮反取回植。

２月２８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自
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种植修复科研

究中心主任刘月莲教授至医院口腔第二

门诊部访问，双方将在基础和临床课题

方面开展合作。４月１６日，召开宝山临
床营养质控小组成立大会暨学术会议。

４月２０日，成立上海九院集团心脏专科
联盟，建立覆盖长三角和山东、安徽、江

西、云南、宁夏等全国范围的心血管学术

联合体。６月，放疗科（北部）和烧伤整
形研究团队在期刊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上发表
“ＴｈｅＭＴＯＲ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ｏｕｓｅＭｙｅ
ｌｏｉｄ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ｓｂ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揭示造血干细胞通过ｍＴＯＲ分子介导的
自噬途径分化为巨噬细胞，获国家自然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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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上海市“东方学者”和“浦江

人才”等课题和项目资助与支持。

５月３１日，举行第３２个“世界无烟
日”义诊活动，呼吸科北部院区医生为群

众讲解吸烟的危害、戒烟方法等。６月６
日，心内科开展“关爱心声关注房颤”中

国房颤日大型义诊活动，提醒公众关注

“房颤”，为患者检查心率，对有住院治

疗需求患者开辟绿色就诊通道，共诊治

患者２００余人次。７月２８日，医院感染
科开展“丙肝的筛查与防控”———世界

肝炎日暨上海市“爱肝公益”专家义诊

活动。感染科专家坐诊，医护人员为市

民免费测血压、丙肝抗体定性检测及丙

肝病毒定量检测、骨密度检测、肝纤维化

及肝脂肪含量检测。

２０１９年３月６日，九院对接“空中１２０”成功救治３３月龄男孩。图为口腔颅颌面科护士长运送
伤者 九院／提供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宝山曙光中医医疗联合体成立十周年总结报告会暨曙光医院托管宝山医院
第三轮签约仪式在宝山医院举行 陆海萍／摄影

７月１７日，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北部分公司开业，在樟岭路

４８号开设服务部，提供医用弹力袜、口腔
护理产品、骨科护理产品、激光术后护理

产品、整形美容护理产品等，同时也提供

如床垫、尿垫、医用冰袋等日用品。９月８
日，普外科青年医师樊强作为第十一批中

国（上海）青年志愿者赴老挝服务队成员

出征老挝，成为医院首位赴老挝医疗援助

的青年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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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以下
简称“宝山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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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在岗职工１０９０名。

其中：卫计人员 ９９７人（其中医生 ３７９
人，护士４６５人，药学４２人，检验、病理、
放射等７６人，管理３５人）；正高４１人，
副高９７人，中级 ４０７人；博士 ３３人，硕
士１８５人，本科 ４９７人。全年医院门急
诊量（含体检人次）１７１３６５３人次，出院
４３７１５人次，住院手术２４７７７人次；设置
临床学科４４个，医技科室１３个，研究所
５个，护理单元２６个，核定床位５０４张，
实际开放床位７２６张，平均住院日６０７
天，床位使用率１００４２％。医院推进上
海市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三级甲等医

院复评审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创

建，获２０１８年度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Ａ级，中西医结合分类全国排名１２位；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第十九届上海市文明单
位，急诊医学科获“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工人
先锋号”，院长周华获２０１８年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年内，肾内科、乳腺外科立

项上海市中医重点专科培育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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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７个区重点学科完成第１年建
设任务；眼科、骨伤科、急诊医学科、内窥

镜室、肛肠科、心血管二科６个２０１６年
立项的院重点专科结题；康复医学科、针

灸科、血液科、检验科、超声科、耳鼻喉

科、脊柱外科成为新一轮院级重点专科。

获各级课题立项３１项，其中国家自然基
金项目５项，完成课题验收２４项，获上
海市科技成果１０项；获实用新型专利１１
项；出版著作、手册 ７部；发表论文 ３４３
篇，其中ＳＣＩ论文２５篇。

创建上海市区域性医疗中心，宝山

医院成为２５家上海市首批建设单位之
一，１１月７日正式启动创建，医院软硬件
要求均达标。签署第三轮曙光医院托管

宝山医院合作协议。持续推进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创建工作。完成宝山医

院胸痛中心创建，成为国家级胸痛中心，

在“中国胸痛中心认证 １０００家总结大
会”暨“２０１９年度第二批次通过认证胸
痛中心授牌仪式”上授牌。《宝钢七村

居民治未病中医健康自我管理示范站建

６９２

卫生健康



设》被列入上海市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之治未病健康工程项目。宝山

区首个国家级名老中医工作室“叶景华

名中医宝山工作室”落户。医院儿科门

急诊中心改造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接

受验收成为２２家上海市标准化示范儿
科门急诊之一。项目改造面积５７０平方
米，新增儿科抢救室、留观室、雾化吸入

室、隔离诊室等，达到１人１诊室，新增
抢救室备有心电监护仪、心电图机、除颤

仪、负压吸引器、抢救车、抢救床、远红外

辐射床等设施。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宝山医院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暨第二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歌会
方臖毅／摄影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徐军等领导一行到华山北院慰问
华山北院／提供

推出宝山曙光中医医疗联合体成立

十周年纪念册《十年携手戮力同心———

致敬曙光·宝山牵手十年》。开展“追

梦宝医人，献礼七十华诞”第十六届文化

艺术节暨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系列
活动，拍摄医院《我和我的祖国》快闪

ＭＶ，开展“初心使命·传承经典”庆祝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暨第二个中国医师节
主题歌会、医护系列技能大赛、“科普点

亮生活健康伴随你我”第一届科普传播

大赛等活动。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八十回眸———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

结 合 医 院 历 史 文 化 图 录 （１９３７—
２０１７）》。年内，共有１６人参与援疆、援
滇对口医疗支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指定新增一家对口支援医院———新疆喀

什地区叶城县中医医院，为期３年。
（顾爱花）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２０１９年，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设临床科室３６

个，病区１７个，核定床位６００张。全年医
院门急诊量９４２３３１人次，出院患者２９３６３
人，住院手术 １５１９７人次，平均住院日
６６９天。年内开设急救、儿科、介入病
房，成立卒中中心，成为宝山区血液透析

质量控制中心。在科教方面，新增放射科

为医院第四个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全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７项、
省部级课题３项、委级课题１４项、横向课
题２项，发表 ＳＣＩ论文１８篇。坚持公益
立院，参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援建及无锡

燃气爆炸救援等工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海市樱花节等重大会议活动提供

医疗保障。获评上海市卫生健康系统

“创新医疗服务品牌”“上海市学生社会

实践基地”。后勤保障部与护理部协作

的“守针圈”及急重症医学科与护理部协

作的“畅通圈”分别获第五届上海市品管

圈大赛一等奖、二等奖，第七届全国医院

品管圈大赛一等奖、三等奖。

７月１６日，华山医院党政领导班子
率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到医院专题调研

多院区资源协同整合问题，了解北院在

临床发展、资源配置情况，促进华山医院

大格局的统筹联动。８月１２日，儿科门
诊改建完成并正式启用，优化就诊流程、

调整儿科布局、新增肺功能室，抢救室位

置调整至诊区中心与诊室相连通，最大

程度地赢得抢救时间。８月２１日，麻醉
科医师王彬成为华山北院首例、宝山区

第２９例、上海市第４６６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被授予中华骨髓库荣誉奖牌、上海

市红十字会荣誉证书、上海市红十字会

博爱奖章。１１月１日，医院与顾村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杨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菊泉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罗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１＋１＋１”双向转
诊分级诊疗合作协议，选取心内科、呼吸

科、肾病科、内分泌科为首批合作专科，

通过集中培训、科普义诊等方式加强专

科合作建设，梳理双向转诊流程，完善区

域内院间合作。 （朱思睿）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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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 编辑　吴思敏

乡村振兴

罗泾镇水稻收割现场 区农业农村委／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农村工作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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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新农办以落实“美丽家园”

工程为抓手，结合宝山实际，统筹考虑提

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将构筑乡村振

兴新优势作为建设上海更高水平城乡一

体化的主要示范区的重要内容。在涉农

区２０１９年度乡村振兴工作考核中，宝山
区与崇明区、奉贤区考核成绩为优秀。

【建设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宝山区
依托原生态、开发新业态，找准母婴康养

切入点，走出一条将环境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的新路，领先示范。４月，罗泾镇海
星村、月浦镇聚源桥村、罗店镇天平村入

选第二批示范村创建名录。６月，第一批
示范村塘湾村完成建设，７月通过市级评
审。１１月，罗泾镇花红村被追加进入创
建名录。至年末，第二批示范村建设均完

成前期招投标，建设进度正常。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宝山区明确“美
丽乡村创建两个全覆盖”的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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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末，全区

累计创成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９家，区
级美丽乡村示范村２５家，区级美丽乡村
达标村１９个。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区乡村振兴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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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目标任务。推
进６０个村人居环境整治任务。至年末，
全区农村地区ＡＱＩ空气指数全年优良率
达８７１％。清理４４个村８１２９户农户的
宅间架空线２２１２４７千米。拆违２５４万
平方米，完成２２５座农村公厕、５６０间垃
圾厢房改建，实现保留保护村美丽乡村

创建全覆盖。完成１０５千米“四好农村
路”（建设好、管理好、养护好、运营好）

农村公路铺设，６０个整治村村主路、支
路道路硬化率达１００％。全面消除劣Ⅴ
水体，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１００％。

（陈启昊）

农村集体经济

【概况】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参加农村收益
分配的行政村１０３个，村民小组７０４个。
全区农村集体组织总资产６０２８９亿元，
增长１１８３％；净资产２０７４４亿元，增长
２２８％。全区村级可支配收入总额
１３９８亿元，增长 ７３３％。全区村级可
支配收入超过５００万元的村７４个，与上
年持平。

【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

革】　根据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
制度改革总体要求，按照“一村一

策”、分类指导，因村施策、精准推进。

年内完成大场镇场南村改革，至此，全

区１０２个村完成村级产权制度改革，
占全区总村数 ９９％。年内完成月浦
镇、大场镇、高境镇、淞南镇和庙行镇

改革，至此，全区９个镇完成镇级产权
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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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

管理条例》】　加强《上海市农村集体资
产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宣

传培训，重点抓好农经人员培训学习，利

用业务培训会和座谈会集中宣传解读

《条例》。５月，区人大就《条例》执法检
查后落实情况开展跟踪调研。６月，通
过“宝山三农”微信公众号发布《条例》

全文，增加社会知晓度。８月，按照《条
例》第二十二条及《关于贯彻 ＜条例 ＞
执法检查中清理银行账户的口径》相关

要求，调查梳理全区村级经济合作社、村

民委员会和村实业公司的银行账户。

市民到罗泾镇体验水稻收割 区农业农村委／提供

【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根据１
月１７日市农委召开的农村集体资产清
产核资工作专题会议精神，对２０１８年全
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所形成数

据进行核查，区镇农经部门先后３次对
平台信息核实完善。５月，根据《关于开
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验收的通

知》要求，制定《宝山区农村集体资产清

产核资工作验收实施方案》，各镇全面开

展自查工作。６月，区级清产核资工作
验收小组开展区级检查验收，对各镇存

在问题及时反馈并要求整改。８月，通
过市农业农村委对宝山区农村集体资产

清产核资工作检查验收。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管理】

　加强“三资”（资产、资源、资金）平台
日常维护管理。要求各镇根据２０１８年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范围，梳理并完

善纳入“三资”平台的单位。至年末，纳

入平台单位６０１家，其中２０１９年净增８
家。加强对“三资”工作的指导和监管，

确保数据采集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

性，提高平台数据质量。“三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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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市农
业农村委开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

“回头看”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组织各

镇排查，对暂缓确权的３个村经民主程
序确认，继续暂缓确权；对罗店镇蔡家弄

村、天平村重新启动确权登记颁证。年

内因征地因素等变更农户５３户，减少确
权面积４４９公顷。宝山区农村承包地
确权登记档案６５１卷，档案资料移交区
档案局。对标市农经站公开交易流转市

场建设新要求，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公开交易市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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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转合

同进行实地检查。至年末，区委托流转

率９８３６％，承包地流转率 ９７７６％，签
订土地流转合同 ６６份，流转面积
６６９５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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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共计４７人开展专题培训。

【涉农人员业务培训】　６月—９月，区
农经站分７期开展农村财会人员支农惠
农政策集中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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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人。８月中旬，组织３３名农村财
会人员代表参加２０１９年上海市财政民
生（支农）政策网络知识竞赛，获优秀组

织奖，４名农村财会人员代表获竞赛优
胜奖。１０月下旬，组织各镇农经人员、
代理会计及部分村会计共计５７人开展
农经业务培训。 （颜剑鸣）

【完善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保障】　
区新农办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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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根据村内的基本农田面积

和农业户籍人口划定标准，实行村级组

织基本运转经费财政保障。年内落实

４８个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财政保障
补贴资金６８８７２８万元。 （陈启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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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与建设
◎ 编辑　吴思敏

城乡规划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６日，区规划资源局组织瞻仰龙华烈士陵园 张蓉／摄影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以下简称“区规划资源局”）聚焦加快

规划编制、强化规划实施、规范资源管

理、优化营商环境，完成各项年度工作。

重点推进南大未来智慧城规划提标和吴

淞创新城建设发展规划编制，启动相关

报批程序；实现宝山区北部五镇郊野单

元（村庄）规划全覆盖，支撑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推进７００户农民集中居住工作，
形成至２０２２年农民集中居住总体方案
和工作实施机制；研究制定《关于宝山区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产业用地高

质量利用的实施细则（试行）》，完成“２
＋４”产业园区地块调查，形成产业项目
“一图一表”；完善征地补偿工作机制，

建立“宝山区房屋征收信息化管理平

台”并启动电子签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作为全市审改试点区，实现多个第

一，并启动竣工验收和登记发证同步试

点工作；完成第三次国土调查阶段性任

务，并通过国家验收。

【组建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３月，根
据宝山区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上海市宝山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为正处级，不再保

留上海市宝山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同

时，撤销中共宝山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委员会，建立中共宝山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委员会。３月２８日，上海市宝山区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正式挂牌。

【落实新一轮区域总体规划】　区规划
资源局深化研究沪通铁路、北沿江铁路、

Ｓ１６快速干道、Ｇ１５０３抬升方案、近期轨
道交通建设等市级交通专项规划方案，

促进邮轮经济发展，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推动宝山产业经济转型。推进各

层次规划编制，加快宝山中心城和主城

片区街道单元规划编制，完成评估成果

及意见对接；推进北部五镇新市镇总体

规划编制，月浦新市镇总体规划获批；完

善各专项规划，调整优化全区电力黄线

专项规划，深化研究大通道、轨交预控方

案及Ｓ２２、沪太路高架、铁山路等专项规
划方案。

【重点地区规划编制】　滨江地区根据
新一轮市、区总体规划对宝山滨江的定

位及全市加强“一江一河”沿岸建设规

划的要求，区规划资源局完成宝山滨江

段整体概念型城市设计，并启动滨江沿

线控详规划局部调整；形成宝山滨江示

范段风貌景观设计、?藻浜两岸功能研

究及风貌景观规划。南大地区推进规划

前期研究和城市设计等提标优化工作，

结合新的城市功能定位，形成稳定规划

成果并启动报批程序；完成南大地区首

发地块出让并开工建设。吴淞创新城推

进建设发展规划报批，形成系统性规划

控制要求与功能布局，同步开展先行启

动区控详规划编制，推进首发区域建设。

顾村大居拓展区完成的核心区附加图则

报批并编制完成新顾城绿色生态城区专

业规划。

【镇村规划编制管理】　区规划资源局
编制完成罗泾、罗店、月浦、杨行、顾村

五镇镇级村庄布局规划，汇总形成全

区村庄布局规划及“Ｅ＋Ｘ＋Ｙ”村庄布
局方案。编制完成罗泾、罗店、月浦、

杨行、顾村五镇郊野单元（村庄）规

划，提前实现全区乡村规划全覆盖，深

化落实总体规划明确的乡村规划建设

内容，优化调整建设用地、基本农田、

生态用地等各类用地布局，形成近期

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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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专项规划】　区规划资源局完成
全区中运量网络规划编制，形成稳定成

果并纳入新一轮区域总体规划。推进全

区电力黄线专项规划编制，调整优化全

区２２０千伏及以上等级电力系统。深化
研究沪通铁路、北沿江铁路、轨道交通预

控方案以及 Ｓ１６、Ｓ２２、沪太路、铁山路等
建设方案。配合市级部门，完成吴淞江

工程沿线相关交通工程专项规划、长江

西路快速路新建工程专项规划和逸仙路

高架长逸路下匝道道路红线专项规划。

完成一二八纪念路下穿张庙车站和宝杨

路道路红线专项规划、金石路原水管专

项规划及再生能源利用中心选址专项

规划。

【推进农民集中居住项目】　区规划资
源局按照市下达宝山２０１９年启动农民
相对集中居住７００户的分区工作目标，
聚焦城市开发边界外农民的进城镇集中

居住（上楼）和农村平移集中（平移）两

类，确定全区农民相对集中居住项目计

划，并初步形成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近期实施
计划。牵头研究制定《关于推进宝山区

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工作方案》《关于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宝山区集体土地协议

置换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等文。有序

推进农户签约，全年完成７１０户签约，签
约率达１０１％，提前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落实项目安置地块，月浦上楼项目安置

地块完成基地认定，顾村上楼项目安置

地块、罗泾上楼项目安置地块建设稳步

实施。平移项目聚焦试点项目开展方案

设计。月浦北部工业园区试点项目实施

方案获市住建委批复，罗店平移项目及

月浦月狮村和顾村星星村上楼项目完成

实施方案编制，并报市住建委审批。

【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执行率９９％】　区
规划资源局根据市下达１３７４４公顷与
减量化挂钩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全年

安排７２个项目，共使用 １３６０７公顷新
增计划。其中，公建及市政类项目用地

３０幅、新增用地面积２９９８公顷，主要项
目包括大居配套项目、区档案馆、市政道

路等用地；动迁房等民生保障项目用地

６幅、新增面积２８５３公顷，主要项目包
括顾村拓展区市属保障房地块、罗泾镇、

顾村镇动迁安置房等用地；产业及研发

类项目１０幅、新增面积 ５２１７公顷，主
要项目包括罗泾镇京东一期地块、宝山

工业园区百联地块、上药一期、罗店工业

园区国药地块等；经营性项目１０幅、新

增面积２０２２公顷，主要安排顾村拓展
区内住宅地块、富锦工业园区住宅地块

等；乡村振兴项目１６幅、新增面积５１７
公顷，主要安排罗泾镇塘湾村、月浦镇聚

源桥村、罗店镇天平村等示范村项目。

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执行率９９％。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区规划资源局完
成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２３７７８公顷。其
中，公开出让地块３２幅，土地面积１４０９８
公顷（产业用地６幅、土地面积３８６５公
顷，动迁安置房用地 １２幅、土地面积
４４２１公顷，普通商品房用地１０幅、土地
面积４９６２公顷，租赁住宅用地１幅、土
地面积４０６公顷，商办用地３幅、土地面
积４４４公顷）。完成市政公建类项目划
拨供地５７幅，面积９６８０公顷。

表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情况

街镇
立项（公顷） 确认（公顷）

计划面积 完成面积 计划面积 完成面积

罗泾镇 ２８ ４３ １９ ３４

罗店镇 ２６ １７ １１ ２０

月浦镇 １７ ３５ ２７ １３

顾村镇 １９ ２２ １５ １８

杨行镇 ３０ ３５ ２８ １５

合计 １２０ １５２ １００ １００

【推进产业用地标准化出让】　区规划
资源局全年出让产业用地３８６５公顷，
其中按照产业用地标准化供应不低于年

度产业用地出让幅数的 ２０％要求。至
年底，完成产业标准地公告和出让２幅，
土地面积３８公顷。

【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宝山区
依照新一轮耕保责任目标明确本区至

２０２０年，耕地保有量 ４２５万亩，根据
２０１８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至２０１８年
末，全区耕地数量 ５０７万亩（纯耕地
４２４万亩，按耕地管理的可调整地类
０８３万亩）。至２０１８年末，建成高标准
基本农田１４４０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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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减量化验收１００公顷】　区规划
资源局根据市下达宝山区完成立项１２０
公顷、完成验收１００公顷的减量化任务，
全年实际完成立项１５２公顷，占年度任

务的１２６７％；完成验收１００公顷，完成
年度任务目标。

【集体土地征地补偿】　区规划资源局
全年承办集体土地征收项目３６宗，土地
征收面积１００７８公顷，受理拟征地告知
书项目５５个，涉及土地征收面积１６２０９
公顷。张贴拟征地告知书７２份、征收土
地方案公告３３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
告２４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告知书
２７份，完成结案２７宗；签订征地费包干
协议书２４份，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协
议书 ２５份，涉及征地补偿总金额
１１１３９７３万元。

【征地房屋补偿】　全年新增及变化３１
个征房基地，涉及征地面积 ５６５３４公
顷，居农民总户数 ５６８户，其中企业 ５
家；启动签约基地１５个，涉及签约户数
４８０户，签约４２１户；启动责令交地程序
签约４５户，共签约４６６户；送达具体补
偿方案 １５户，其中 ８户成功消减完成
签约。

【外商投资土地使用费征收】　区规划
资源局针对外商投资企业使用集体土地

的企业户３９户，根据政策核销１户，应
征收 ３８户，全年应征收土地使用费
３４９１５万元，已征收 ２０２万元，征收
率５７８％。

【建立区房屋征收信息化管理平台】　
区规划资源局完成宝山区房屋征收信息

化管理平台搭建工作，实现对全区房屋

协议安置补偿数据的实时汇总和成本测

算。推进全区农村集体土地房屋协议置

换电子签约，月浦镇、顾村镇两个基地进

入签约程序，并加快协议置换房屋补偿

历史数据录入。

【宝山城市规划展馆运营】　上海宝山
规划展示馆位于塘后支路２３号，主要展

３０３

城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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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设 ５大展厅，布展面积约
２０００余平方米。全年共接待３００余批，
总人数１１万余人次。

【推进规划行政审批许可】　区规划资
源局全年审批数量１８０５件，其中：规划
土地意见书１７７件、建设工程规划设计
方案 １１５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８５
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２６７件、临时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５件、储备项目选址
用地合办３０件、开工放样复验１７４件、
竣工规划验收９７件、土地租赁用地审批
３件、国有土地划拨审批４９件、划拨决
定书核发、补发６１件、签订有偿使用合
同５１件、出让合同调整撤销审核３２件、
设施农用地备案４件、农转用征地项目
报批７３件、存量房地产补地价审批 ２１
件、临时使用土地６件、建设项目用地预
审１８件、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９３件、建
设用地批准文件调整撤销审核４件、开
发整理复垦立项审批７８件、土地开发整
理复垦新增耕地确认报批８４件、分批次
农转用征地审查（市批）４１件、土地储备
审批５４件、招标拍买挂牌用地审批 ２８
件、使用集体土地审批３件、乡村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１件、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认可１１５件、地名审批２７件、村庄规划
的审批９件。重点完成市级重大工程国
权北路（三门路—何家湾路）道路改建

工程、宝杨路（同济路—双庆路）改建工

程、泰和污水厂配套道路、月浦城区排水

系统、南大首发项目等项目审批。

【土地执法监察】　区规划资源局组织
开展２０１８年度卫片执法检查工作，对

２４５宗、２３８７亩疑似图斑现场核查，完成
核查数据上传、完成与土地变更调查数

据的对接，对核实的４７宗、９５１公顷违
法用地推进整治，全面完成整改验收。

【推进“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　
区规划资源局根据国家集中开展“大棚

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及市政府要

求，锁定“大棚房”问题违法违规项目２６
个、５５６公顷，采取拆除复垦和完善手
续等方式落实整改。至５月底，２６宗项
目中拆除复垦２３宗、补办手续３宗，完
成整改并通过国家及市级检查验收。组

织开展“大棚房”另案处理４０宗项目整
改工作，至年底除个别项目仍在补办手

续外，其余均整改完毕。

【开展土地测绘调查服务】　区规划资
源局全年完成建设用地土地勘测定界

１３２件，审核勘测定界项目成果２４５件。
完成地籍变更项目 ８８件，审核地籍变
更项目成果１１６件；完成存量补地价项
目勘测５件，集体土地所有权地籍变更
项目２２件。同步做好大机系统（规划
国土资源统一数据平台）宝山区数据的

日常维护，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现

势性。

【城建档案管理】　区规划资源局全年
接收各类竣工档案共１１５项，建筑面积
３４９２万平方米。其中，工业建筑类竣
工档案 ３４项，建筑面积 １０４１万平方
米；民用建筑类竣工档案５３项，建筑面
积２４５１万平方米；市政道路、公建配
套、燃气、信息管线等项目 ２８项，长度
３４１９千米。接收“一书两证”（建设项
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档案５０１件，验收
和处罚档案１６６件，土地档案６８９件，文
书（会计）档案 １６３２件。整理著录“一
书两证”档案 １１６件，验收和处罚档案
５１６件，土地档案３３２件，文书档案１４２０
件。对外提供档案调阅服务为 ５２９人
次，内部查（借）阅为２６８人次。

【阶段性完成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任

务】　区规划资源局上半年完成全部外
业调查、权属调查及数据库初次建库，

共计调查图斑３０６万个。第三季度重
点推进开展市区联合、各专项协同的建

库检查，通过专题梳理和全面查漏补

缺，完成全域、全要素图面整体检查，全

区最新数据库成果完成调整并上报，作

为上海市第一个上报的区通过部级

验收。

【地名管理】　区规划资源局做好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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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个、道
路命名９个。

【组建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

　宝山区理顺完善不动产登记管理体
制，组建成立宝山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事务中心，９月１日正式挂牌运行，全面
履行全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及不动产统

一登记工作。全年累计完成各类登记业

务 １０５４２４件；完成不动产权证颁发
５９４０７件，完成登记证明颁发４１６３４件；
受理不动产登记信息查阅１１８２１４件。

（张燕娣）

表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规划编制批复情况

规划名称 规划类型 发文号 批复时间

关于同意《宝山区顾村潘泾社区ＢＳＰ０—０３０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１５、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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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１０号 １月８日

关于同意《宝山区ＢＳＰ０—１２０２单元（炮台湾公园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Ａ５街
坊吴淞市民中心局部调整（实施深化》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
调整）

沪府规划［２０１９］２７号 １月２５日

关于同意《宝山区祁连社区 Ｗ１２１６０１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Ｇ１Ａ、Ｇ１Ｂ、Ｅ１Ａ、
Ｅ２Ｂ、Ｊ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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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５３号 ２月２８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杨行中心社区 ＢＳＰ０—０５０２单元控详规划 ＹＨ—Ｂ—
２—０９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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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１４２号 ７月２６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杨行东社区ＢＳＰ０—０８０２单元控详规划２４、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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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１３８号 ７月２６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罗店老镇区 ＢＳＰ０—１９０１、ＢＳＰ０—１９０２单元控详规划
局部调整》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
调整

沪府规划［２０１９］１５７号 ８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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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规划名称 规划类型 发文号 批复时间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大型居住社区ＢＳＰ０—０１０１、ＢＳＰＯ—０１０２、ＢＳＰＯ—
０１０３、ＢＳＰＯ—０１０４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重点地区附加图则暨ＢＳＰ０—０１０４单元
控制性详细规划０４３４街坊局部调整（实施深化）》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附加
图则）

沪府规划［２０１９］１０９号 ５月１７日

关于同意《宝山区ＢＳＰＯ—１４０１单元（顾村公园特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Ａ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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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１９２号 １０月２９日

关于同意《宝山区杨行杨鑫社区ＢＳＰ０—０６０１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０７街坊、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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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２１８号 １２月４日

关于同意《一二八纪念路下穿张庙车站专项规划》的批复 专项规划 沪府规划［２０１９］１０３号 ５月１３日

关于同意《陈行水库原水管金石路段改线工程专项规划》的批复 专项规划 沪府规划［２０１９］１０４号 ５月１３日

关于同意《联杨路（杨南路—Ｇ１５０３）道路红线调整专项规划》的批复 专项规划 沪府规划［２０１９］１３３号 ７月２３日

关于同意《宝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项目选址专项规划》的批复 专项规划 沪府规划［２０１９］１６９号 ９月１９日

关于同意《宝杨路（宝杨支路—邮轮港）道路红线专项规划》的批复 专项规划 沪府规划［２０１９］１７４号 ９月１９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９］５６号 ４月１７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报送《宝山区和各镇镇级村庄布局规划》备案的函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９］６８号 ５月５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９］１４０号 ８月２１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９］１６２号 ９月１６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９］１６４号 ９月１８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９］１８８号 １０月１８日

关于《宝山区月浦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含近期
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的批复

总体规划 沪府规划［２０１９］３８号 １月３１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上海新顾城绿色生态专业规划》的批复 专业规划 宝府［２０１９］５４号 ４月１７日

表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地名命名登记情况

标准名称 行政审批号行政许可号 所在地 命名类别 相对位置及范围

为派新创城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０１号 淞南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淞行路、西近逸仙路、南至规划路、北至规划瑞
吉路

华景新苑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０２号 大场镇 建筑物 居住区 南至上大路、西至Ｅ１—１８地块

祁真华苑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０３号 大场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华瑞路、南至祁真路、西至鹅蛋浦

美罗家园菁鹰苑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０４号 罗店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远景村路、南至美健路、西至罗店路、北至美丹路

中建锦绣佳苑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０５号 罗泾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集贤路、南至罗北路、西至合兆路、北至大理港

丰明文体大楼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０６号 大场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上大路以南

胡欣苑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０７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富长路以西、联康路以北

映月佳苑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０８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南至白荡河路、西至电台路

大华四季园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０９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潘泾路、西至宝荻路、北至宝安公路

罗溪佳苑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１０号 罗店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荻泾、西至罗溪路、北近练祁河

泾腾佳苑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１１号 罗泾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荻泾、西至长发路、南至陈功路、北至潘新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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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名称 行政审批号行政许可号 所在地 命名类别 相对位置及范围

美罗家园 蓉庭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１２号 罗店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罗店路、南至美秀路、西至罗贤路、北至杨南路

锦寓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１３号 大场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区界、南至区界、西至规划路、北至规划路

美罗家园中集金地名庭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１４号 罗店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规划吉贝路、南至美康路、西至远景村路、北至年
喜路

鼎灏苑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１５号 庙行镇 建筑物 居住区 南至共康路、西至东茭泾

华泰新苑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１６号 大场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沪太路、西至桃浦、北至锦秋路

学景汇 沪宝名（２０１９）第１７号 大场镇 建筑物 居住区 大场镇，南至上大路、西至桃浦

秀祥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１９）８号 宝山工业园区 道路
南起萧云路（规划）／迎贤路（规划），北折至萧云路
（规划）／金勺路

秀乐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１９）９号 宝山工业园区 道路 东起秀祥路、西至沪太路

藻城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１９）２５号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道路 东起规划永岚路、西至真陈路

康联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１９）２６号 顾村镇 道路 东至富长路、西至规划路

淞湾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１９）２９号 淞南镇 道路 东至规划政和路、西至规划恒耀路

永岚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１９）３４号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道路 南起锦秋路、北至规划藻城路

城安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１９）３５号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道路 东起规划永岚路、西至真陈路

吉江路 沪宝地办审（２０１９）０１号 淞南镇 道路 规划丁巷宅路至规划淞行路

瑞吉路 沪宝地办审（２０１９）０２号 淞南镇 道路 规划丁巷宅路至规划淞行路

（张燕娣）

建设交通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建管委和区交通委
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重点，加快重大工

程建设步伐，完善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提

高行业系统管理能力，推动宝山城市建

设交通管理水平持续、健康向好发展。

调整优化公交线路１６条，公交线网密度
达１６８千米／平方千米。宝山区共有公
交线路１４８条，全年累计新增３条公交
线。运营公交车辆１８９３辆。公交站点
１４３０个，比上年新增２６个。新增公交候
车亭６０个，总数达６７８个。全区共有宝
山公共自行车 １５万辆，网点 ６１１个。
共享单车数量估算约２２万辆。全年累
计受理区“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数件７２５件，
区热线工单满意率５６７１％，实际解决率
５９１７％，同比提升 ２８６％和 ６８６％。
受理市“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６１８５件，全区
城建托底工单３２件。全年办结来信来
访３２２件，妥善处理农民工工资信访投
诉５５１起，信访人数 ２３２９人，涉及农民

工工资４８４９万元。全年共承办人大代
表建议和政协提案 ７３件，其中主办 ５２
件，会办 ２１件。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办
结，按期办结率１００％，代表委员对办理
态度满意率为１００％，办理结果解决（正
在解决）率为 ８４６％，代表委员对办理
结果满意率为９４３％。

【重大工程建设】　宝山区市、区两级重
大工程共５９项，其中市级２８项、区级３１
项，总投资约 ７３５２６亿元。其中，市投
资５１１０２亿元（主要为高速公路、轨交
等市属项目）；区投资２１３５３亿元（含已
核定的市补贴５６８５亿元），涵盖交通、
水务、基建、绿化、电力等市政民生领域。

Ｓ７公路一期工程１０月１８日正式通车；
二期全线完成动迁腾地工作；Ｇ１５０１越
江段 １２月 ２８日正式通车；Ｇ１５０１Ａ段
（牡丹江路—江杨北路）沿线企业动迁

基本完成。Ｂ段动迁腾地前期摸底完
成；江杨北路８月２８日全线建成通车；
滨江大道拟置换地块控规调整启动，全

力推进大堤保护立项工作；泰和污水厂

配套道路（铁城路—共富东路、泰联路、

联谊路）管线招标完成；轨交１５号线和
轨交１８号线涉及６个站点腾地全部完
成；国权北路、殷高路以南段６月通车，
殷高路以北段进行西半幅上水、弱电排

管施工，何家湾路开始道路施工；陆翔

路—祁连山路北隧“宝山先锋号”矩形

顶管机１０月２８日顺利始发，南桥“帆船
大桥”主塔１２月２５日完成吊装；潘广路
建成路段临时移交接管完成；陆翔路南

段（宝安公路—沙浦河）７月上旬建成通
车；富长路联水路—石太路段 １１月 ２２
日双向开放交通，杨南路—金石路段全

线贯通；南大地区骨干道路正抓紧推进，

祁连山路道路主体施工基本完成（轨交

站点占地范围除外）、丰翔路完成绿带河

桥打桩，丰宝路至祁连山路雨水管施工

以及丰收河改道、南大路完成祁连山路

以西段北侧６００米段污水总管敷设及部
分道路、南陈路—南秀路道路施工、监理

招投标完成；沪通铁路宝山范围动迁摸

底完成，两个工作井腾地梳理完成；宝杨

路（同济路—双庆路）１２月１５日竣工。

６０３

城乡规划与建设



表４ 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重大工程（市级项目）建设计划

项目名称
项目
属性

总投资
（万元）

项目年度目标 宝山区任务及进度计划分解

建设单位
形象进度
计划

宝山区任务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区牵头单位 区责任单位

Ｓ７公路（Ｓ２０—主线
收费站）

结转 ２９４１２２ 市城投公路
集团

基本建成
完成腾地及
配合施工

推进１户居
民腾地

完成１户居
民腾地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建管中心、顾村镇

Ｓ７公路（主线收费
站—月罗公路）

结转 ３５５２８９ 市城投公路
集团

基本建成
完成腾地及
配合施工

动迁腾地全
部完成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建管中心、罗店镇、顾村镇

Ｓ７二期（月罗公路—
宝钱公路）

结转 ２８２１６８ 市城投公路
集团

下部结构完
成至 ３０％，
上部结构完
成至１５％

完成全部动
迁腾地

调查摸底、
启动居民征
收腾地；配
合组卷报部

居民动迁完
成至５０％

居民动迁完
成至８０％

动迁腾地基
本完成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建管中心、罗店镇

沿江通道Ｇ１５０１Ａ段、
Ｂ段工程 结转 ５９８３３３ 市城投公路

集团

江杨北路老
桥改建南半
幅下部结构
完成 ７０％；
上部结构拆
除至８０％、
完成至４０％

完成全部动
迁腾地

Ａ段 完 成
宝 武 集 团
需退界５处
８６７．５ｍ２，Ｂ
段配合办理
前期手续

炫 海 进 道

２０３３．５ｍ２
（征地或避
让），Ｂ段配
合办理前期
手续

配合施工，
Ｂ段前期动
迁摸底

配合施工，
Ｂ段前期动
迁摸底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建管中心、杨行镇

沿江通道 Ｇ１５０１越
江段

结转 ７４１２８６ 市城投公路
集团

沿江越江段
隧道具备通
车条件

配合施工
配合相关证
照 办 理 及
施工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建管中心

江杨北路改建工程 结转 ４４０５８ 市城投公路
集团

宝杨路以北
道 路 完 成
１００％；具备
通车条件

完成全部动
迁腾地

清绿蓝环境
公司、兴通
仓储公司、
宝山区良种
繁育场完成
签约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建管中心、杨行镇

军工路快速化改造
工程

结转 ３０３１１１ 市城投公路
集团

先行实施杨
浦 段 闸 殷
路—民星路
桥梁

推 进 动 迁
腾地

配合开展规
划设计方案
审批工作

配合开展规
划设计方案
审批工作

完 成 ３０％
动迁腾地

完 成 ７５％
动迁腾地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建管中心、淞南镇

轨道 交 通 １５号 线
工程

结转 ４２１３６００

申 通 集 团
（十五号线
发展有限公
司）

丰翔路站、
南大路站结
构封顶，顾
村公园站二
阶 段 管 线
复位

完成全部动
迁腾地及配
合施工

申通公司完
成征地补充
协议签订并
落实资金，
在此前提下
完成陈太路
停车场出入
段线２家企
业动迁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建管中心、大场镇、南大指挥
部、顾村镇

轨道 交 通 １８号 线
一期

结转 ３８８８１００

申 通 集 团
（十八号线
发展有限公
司）

长 江 南 路
站、国权路
站结构封顶

完成 ７３８０２
部队征地

推进征地 推进征地 推进征地
完成全部动
迁腾地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建管中心、人武部、高境镇、淞
南镇

沪通铁路（太仓—四
团段）

结转 ３６８２０００
沪宁城际铁
路公司／申
铁公司

项 目 全 线
开工

完成先开段
征收腾地，
启动全线征
收准备

配 合 手 续
办理

启动先开段
２个工作井
征收腾地。

在明确征地
范围、落实
补偿资金前
提下：启动
全线征收腾
地准备（央
企、部队、三
福院除外除
外）

推进全线征
收腾地准备
（央 企、部
队、三福院
除外）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建管中心、杨行镇、月浦镇、罗
店镇

吴淞江行洪工程 结转 ３０００００ 市水务局

启动嘉定段
Ｇ１５０１高速
公路跨吴淞
江 桥 改 建
（宝山不涉
及）

完成前期摸
底、做好动
迁启动准备

完 成 前 期
摸底

做好动迁启
动准备

做好动迁启
动准备

做好动迁启
动准备

区水务局
建管中心、发改委、规土局、农
委、罗泾镇、罗店镇、顾村镇、
大场镇、城市工业园区

大居外围配套（第三
轮）：陆翔路（宝安公
路—沙浦河）拓宽改
建工程

结转 １６１３８ 区公路中心 建成通车
完 成 工 程
收尾

主 体 工 程
完工

竣工并开放
交通

— —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公路中心、顾村镇

大居外围配套（第三
轮）：祁连山路（锦秋
路—塘祁路）道路改
建工程

结转 ３４５８６ 区市政中心
完 成 工 程
量９０％

推 进 工 程
建设

完成东半幅
道路结构层

完成西半幅
道路路基

完成西半幅
道路结构层

完成道路施
工（除轨交
１５号线围
挡以外）

区建管委
（市 政 中
心）

市政中心、大场镇

７０３

建设交通管理



（续表）

项目名称
项目
属性

总投资
（万元）

项目年度目标 宝山区任务及进度计划分解

建设单位
形象进度
计划

宝山区任务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区牵头单位 区责任单位

大居外围配套（第二
轮）：陆翔路北段（美
兰湖路—鄱阳湖路）
拓宽改建工程

结转 ８０９９４ 区建管中心
加快推进、
力 争 开 工
建设

前期手续及
开工准备

完成工可评
审及批复

完成初步设
计批复

完成施工招
标和施工监
理招标、开
工准备

完成施工许
可证、开工
准备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建管中心、发改委、规土局、水
务局、区房管局、罗店镇、顾
村镇

大居外围配套（第二
轮）：潘广路新建工程

结转 １４６０４１ 区建管中心 建成收尾
完 成 工 程
收尾

固化部队攀
线 桩 改 造
方案

取得部队同
意批复

完成攀线桩
改造和涉及
的半幅道路
施工

—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建管中心区人武部

区区对接及断头路：
国权北路（三门路—
何家湾路）道路改建
工程

结转 ８０４０６ 区市政中心

三门路—殷
高路道路贯
通，完成殷
高路—何家
湾 路 主 体
道路

证照办理及
推 进 工 程
建设

推进申态建
设公司、良
友公司动迁
腾地；办结
划 拨 决 定
书、用地批
准书等；完
成殷高路以
南东半幅人
行道；殷高
路以北电力
搬迁５０％

办结全部证
照；完成全
部 动 迁 腾
地；殷高路
以南段全面
贯通；完成
殷高路以北
段 军 缆 搬
迁、燃气搬
迁进场；

完成殷高路
以北段东侧
煤气搬迁，
道 路 施
工２０％

殷高路以北
段道路基本
建成（除１８
号线站体围
挡部分）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市政中心、规土局、高境镇、区
房管局

区区对接及断头路：
陆翔路—祁连山路贯
通工程

结转 １６２２３６ 区建管中心

完成全部动
迁腾地；完
成全部前期
手续；完成
主 桥 结 构
施工

证照办理及
推 进 工 程
建设

推进腾地；
办理划拨决
定书和用地
批准书；完
成１标南侧
引桥箱梁、２
标顶管工作
井围护结构
施工

推进腾地；
办结相关证
照；１标主
桥 桩 基 施
工、北侧桩
基 完 成，２
标工作井主
体内部结构
完成

完成全部动
迁 腾 地；１
标 主 桥 结
构、北侧引
桥下部结构
施工，２标
接收井、外
环 线 管 棚
完成

１标主桥结
构 施 工 完
成，北侧引
桥箱梁完成
５０％。 ２
标：争取完
成单侧顶管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建管中心、规土局、大场镇、顾
村镇、生态指挥部

２０１９年度保障房建设
（含租赁房）

新增 —
地产北投等
相 关 实 施
单位

完成市推进
办下达任务
（任务量以
正式下达为
准）

落实大居推
进办下达的
市 属 保 障
房、内配套
计划；落实
与市政府签
订的租赁房
目标责任书

以市下达计
划及签订目
标 责 任 书
为准

以市下达计
划及签订目
标 责 任 书
为准

以市下达计
划及签订目
标 责 任 书
为准

以市下达计
划及签订目
标 责 任 书
为准

区住房保
障局 （大
居 推 进
办）

顾村镇、罗店镇、大场镇

郊区湿垃圾资源化项
目（宝山）

新增 待立项
区 绿 化 市
容局

完成总工程
量３０％

证照办理及
推 进 工 程
建设

完成项目规
划选址和启
动立项

完成工可、
环评及施工
许可

施工准备
完成总工程
量３０％

区绿化市
容局

区绿化市容局、有关街镇

郊区生活垃圾焚烧项
目（宝山再生能源利
用中心）

新增 待立项
区 绿 化 市
容局

开工准备
证照办理及
开工准备

完成项目规
划选址和启
动立项

完成工可、
环评及施工
许可

开工准备 开工准备
区绿化市
容局

区绿化市容局、有关街镇

郊区建筑垃圾资源化
项目（绿化枯枝处理
站改造）

新增 ３７４６ 区 绿 化 市
容局

建成收尾
完 成 工 程
收尾

加快推进 建成收尾 — —
区绿化市
容局

区绿化市容局、有关街镇

生态廊道（宝山） 新增 １２８８ 区农委
完 成 造 林
４１６亩

宝山绕城生
态廊道完成
招投标

宝山绕城高
速生态廊道
完 成 造 林
２００亩

宝山绕城高
速生态廊道
完 成 造 林
４１６亩

— — 区农委 区农委、有关街镇

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污
泥处理二期

结转 １１３２４３ 市排水公司

项目土建及
设备安装基
本完成，投
入试运行

配 合 施 工
（无具体任
务）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区水务局 —

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
造工程（南大北系统）

结转 ４６０８６ 区水务局 建成收尾
完 成 工 程
收尾

加快推进 建成收尾 — — 区水务局 区水务局

５００千伏输变电工程
（杨行站增容）

结转 —
国网上海市
电力公司

杨行站增容
完 成 初 设
批复

配 合 施 工
（无具体任
务）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区发改委 国网电力、顾村镇

２２０千伏输变电工程
（逸仙路电力隧道）

结转 １３１２４３ 国网上海市
电力公司

推进施工
配 合 施 工
（无具体任
务）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区发改委 国网电力、高境镇

预备项目 长江路快速化 结转 ８５００００ 市城投公路
集团

前 期 手 续
（工可阶段）

配合办理前
期手续、动迁
摸底

配合办理前
期手续

配合办理前
期手续

动迁摸底 动迁摸底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区建管中心、淞南镇、张庙街
道、庙行镇

预备项目
轨交 １８号线
二期

结转 待批复 申通集团
前 期 手 续
（工可阶段）

配合办理前
期手续、动迁
摸底

配合办理前
期手续

配合办理前
期手续

动迁摸底 动迁摸底
区建管委
（交通委）

区建管中心、淞南镇、张庙街
道、庙行镇

８０３

城乡规划与建设



表５ 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重大工程（区级项目）建设计划

项目名称
项目
属性

工可批复情况／
总投资（万元）

建设单位 年度目标 任务分解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责任主体

富长路（Ｓ２０—金石
路）拓宽工程

结转
沪发改城〔２０１３〕
８８、８９号调整／
２５７４５３

区建管中心

完成前期动
迁；除 涉 及
１５０１路段以
及杨北路—友
谊西路施工
外，其余路段
实现通车。

施工组织、腾
地、维稳

推进腾地；杨
北路—友谊西
路段相关施工
评审工作；移
交部分已完成
路段

推进腾地；完
成石太路—罗
北路高压铁塔
改造、开放交
通，杨北路—
友谊西路进场
施工

推进腾地；杨
北路—友谊西
路段推进施工

推 进 腾
地；杨 北
路—友谊
西路段除
杨行变电
站和湄浦
河 节 点
外，其 余
路段主体
结构基本
完成

建管中心、发改委、维
稳办、顾村镇、杨行镇、
月浦镇

滨江大道新建工程 结转
宝发改〔２００９〕１１６
号工可／１３５５１ 区建管中心

完成全部动迁
腾 地；工 程
完工

腾地及配合
推进南空房管
处腾地。其余
全部完成

推进南空房管
处腾地

推进南空房管
处腾地

完成南空
房管处腾
地。根据
腾地节点
力争道路
主体完工

建管中心、人武部、规
土局、滨江委

南大地区配套道路：
南大路改建工程（南
陈路—Ｓ２０）

结转
宝发改〔２０１４〕２７２
号工可／１０７６３３ 区公路中心

工程开工，祁
连山路以西半
幅道路主体
贯通

施工组织与配
合腾地

南大指挥部完
成南大路动迁
腾地及各类架
空线完成入
地，在此前提
下地下管线搬
迁设计

地下管线搬迁
结合架空线入
地同步入地，
祁连山路以西
施工进场

地下管线搬迁
结合架空线入
地同步入地，
祁连山路以西
施工进场

力争实现
祁连山路
以 西，半
幅主体道
路贯通

公路中心、规土局、大
场镇、南大指挥部、市
北供电公司

南大地区配套道路：
南陈路—南秀路改造
工程

结转
宝发改〔２０１３〕６００
号项目建议书／
７２３６３

区公路中心

办理各项土地
手续，办理施
工许可证，争
取开工

前期手续与施
工组织

争取完成用地
协议的签订，
视用地签订情
况办理供地批
文、建设用地
批准书，编制
施工图

争取完成施工
图审图、办理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同步
启动施工监理
招投标

办理施工许可
证，力争施工
进场

加快管线
搬迁及施
工推进

公路中心、规土局、教
育局、绿化市容局、大
场镇、南大指挥部、市
北供电公司

南大地区配套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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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３５５ 区市政中心 主体工程完工 施工组织

南大路至普陀
区界翻交至西
半幅

南大路至普陀
区界西半幅道
路施工

南大路至普陀
区界西半幅道
路施工完成，
丰翔路至南大
路西半幅道路
施工

丰翔路至
南大路东
半幅道路
施 工，主
体工程完
工（除轨
交 １５号
线围挡以
外）

市政中心、大场镇、南
大指挥部、市北供电
公司

南大地区配套道路：
丰翔路（祁连山路—
Ｓ２０）道路改建工程

结转
宝发改（２０１５）７１
号／３８８５３ 区市政中心 道路主体贯通

施工组织与配
合腾地

推进腾地；强
电搬迁完成，
开始燃气搬迁

完成久科动迁
腾地；燃气、弱
电搬迁完成

雨污水管施工
完成，道路结
构施工

道路主体
贯通

市政中心、水务局、大
场镇、南大指挥部、市
北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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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８５２

区建管委（市
政中心）

基本完成道路
施工

施工组织
道路翻交至西
半幅

西半幅各类管
线搬迁施工

西半幅道路
施工

完成西半
幅道路施
工，主 体
工程完工
（除 轨 交
１５号线围
挡以外）

市政中心、大场镇

锦秋路（丰宝路—规
划二路）拓宽改建
工程

结转
宝发改〔２０１４〕４５７
号／３２３２２ 区公路中心 完工 施工组织

下水道施工完
１００％，道路完
成９０％；桥梁
施工完成８０％

完工 — —
公路中心、大场镇、城
市工业园区

宝杨路（同济路—双
庆路）改建工程

结转
宝发改〔２０１８〕３７７
号工可／４２３２ 区市政中心 开工 前期手续 工可批复

完成规划设计
方案；启动管
线、绿化搬迁
招投标

完成初设批
复、施工图审
图，完成施工、
监理招投标；
完成施工许
可证

道路工程
开 工，进
行道路南
侧拓宽部
分施工

市政中心、发改委、规
土局、绿化市容局、交
警支队、友谊路街道

国江路（军工路—国
江路Ｋ０＋３４０） 结转

宝发改〔２０１８〕３７７
号项建书／４５００ 区建管中心 施工进场

前期手续及施
工组织

工可批复，初
步设计方案
编制

初步设计批
复，施 工 图
审图

办理施工图审
图，委托上海
铁路局工务处
代建，力争施
工进场

加快推进
管线搬迁
及施工

建管中心、发改委、规
土局、水务局、绿化市
容局、淞南镇

９０３

建设交通管理



（续表）

项目名称
项目
属性

工可批复情况／
总投资（万元）

建设单位 年度目标 任务分解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责任主体

江杨南路北段（呼兰
路—Ｓ２０）道路大修
工程

新增 待批复／５５４９ 区市政中心 实施道路施工
前期手续及施
工组织

完成工可批复
初设批复，施
工图审图，施
工监理招投标

办理施工许可
证，计划工程
开工

道路施工
市政中心、发改委、交
警支 队、杨 行 镇、淞
南镇

铁山路（长江西路—
Ｓ２０）道路新建工程 新增 待批复／４８５００ 区市政中心 上报工可 前期手续

进行专项规划
方案编制

专项规划方案
批复

项建书批复

工可上报
（具 体 节
点以轨交
１９号线方
案确定时
间为准）

市政中心、发改委、规
土局、交警支队、绿化
市容局、水务局、吴淞
转型 办、杨 行 镇、淞
南镇

联杨路 Ｇ１５０１跨线
桥工程

新增
宝发改〔２０１４〕４５７
号项建书／２４９７４ 区建管中心

稳定方案、上
报工可

前期手续
进行专项规划
方案编制

专项规划方案
批复

工可上报 工可评审
建管中心、发改委、规
土局、罗店镇、地产北
投公司

泰和路污水厂周边配
套（泰联路、铁城路
共富路污水管网）

结转
宝发改〔２０１８〕４０２
号工可／２６４５７ 区建管中心

完成工作井腾
地，配合泰和
污水厂同步
竣工

动迁腾地及施
工组织

完成工作井范
围腾地，开工
建设

加快施工
配合泰和污水
厂同步竣工

—
建管中心、水务局、杨
行镇

泰和路污水厂周边配
套（联谊路、泰联路、
铁城路—共富路）

结转
宝 发 改 〔２０１８〕
１６６、１６７号 项 建
书／４９５００

区建管中心
结合杨盛东排
水系统建设计
划批复工可

前期手续 工可评审
结合杨盛东排
水系统建设计
划批复工可

结合杨盛东排
水系统建设计
划批复工可

结合杨盛
东排水系
统建设计
划 批 复
工可

建管中心、发改委、规
土局、水务局、绿化市
容局、杨行镇

月浦城区排水系统 新增
宝发改〔２０１８〕２３４
号项建书／１１１３３７ 区水务局

基本完成泵站
下部结构施工

前期手续、腾
地及施工组织

工可批复，开
展并完成项目
招投标及前期
腾地工作

完成初步设计
报批及相关证
照办理并开工
建设

泵站下部结构
施工，外部顶
管井、接收井
施工

泵站下部
结构施基
本 完 成
工，顶 管
施工

水务局、发改委、区规
土局、月浦镇

张华浜东排水系统 新增
宝发改〔２０１８〕２５４
号项建书／７５０００ 区水务局

基本完成泵站
下部结构施工

前期手续、腾
地及施工组织

工可批复，开
展并完成项目
招投标，开展
前期腾地工作

完成腾地，完
成初步设计报
批及相关证照
办理并开工
建设

泵站下部结构
施工，外部顶
管井、接收井
施工

泵站下部
结构施基
本 完 成
工，顶 管
施工

水务局、发改委、规土
局、淞南镇

区精神卫生中心 结转
宝发改〔２０１８〕３９３
号工可／８００５５

区卫计委（区
建管中心）

施工
前期手续及施
工组织

施工招标和施
工监理招标，
办结施工许可

开工建设，施
工进场

桩基施工、基
坑维护

土 方 开
挖、力 争
地下室底
板施工

建管中心、规土局、绿
化市容局、卫计委、顾
村镇

大场医院二期 新增 待立项／２９０００ 区卫计委（区
建管中心）

开工建设 前期手续
设计勘察招
标，工可批复、
方案批复

初步设计批复

施工图设计、
审图，启动施
工招标和施工
监理招标

办结施工
许 可，开
工建设

建管中心、发改委、规
土局、卫计委、大场镇

吴淞医院综合楼 新增
宝发改〔２０１８〕２０４
号项建书／１９８００

区卫计委（区
建管中心）

开工建设 前期手续

２月底前规划
设计条件批
复，在此前提
下设计勘察招
标，工可批复、
方案批复

初步设计批复

施工图设计、
审图，启动施
工招标和施工
监理招标

办结施工
许 可，开
工建设

建管中心、卫计委、吴
淞街道

总工会二期 结转
宝发改〔２０１４〕１１３
号工可

区总工会（区
建管中心）

开工建设 前期手续

２月底前完成
租户搬迁，在
此前提下方案
批复，初步设
计编制完成

初步设计批
复，施工图设
计完成，审图

施工招标和施
工监理招标

办结施工
许 可，开
工建设

建管中心、总工会、吴
淞街道

宝山区文化馆加固修
缮工程

结转
宝发改〔２０１８〕１７５
号工可／１２２９０

区文广局（区
建管中心）

完成外立面施
工、室外总体
施工 ５０％、剧
场机电、剧场
舞台设备安
装。剧场室内
装 饰、新 建
屋面。

施工组织

原外立面拆除
完成。防护棚
及脚手架搭设
完成、玻璃幕
墙及外墙拆除
完成。剧场、
室内墙体及地
坪拆除完成、
结构加固施工
完成。钢结构
深化设计及加
工完成

室内墙体砌筑
完成。新建外
立面施工。剧
场改建施工完
成 ５０％。钢
结构施工完
成５０％

原屋面面层拆
除完成。新建
屋面保温完
成。外立面施
工 ５０％。剧
场内部机电安
装、剧场舞台
设备安装。剧
场内装饰施工

外立面施
工 完 成。
外总体施
工 完 成
５０％。 剧
场机电完
成。剧场
舞台设备
安 装 完
成。剧场
室内装饰
完成。新
建 屋 面
完成

建管中心、文广局、规
土局、绿化市容局、友
谊路街道

０１３

城乡规划与建设



（续表）

项目名称
项目
属性

工可批复情况／
总投资（万元）

建设单位 年度目标 任务分解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责任主体

淞沪抗战纪念馆 结转
宝发改〔２０１７〕４０
号工可／９２５３

区文广局（区
建管中心）

完工 施工组织 加快施工 土建基本完成
室外总体、布
展基本完成

—
建管中心、规土局、绿
容局、文广局

杨行体育中心 新增
宝发改〔２０１７〕４７１
号项建／３１０００

区建管委（建
管中心）

开工建设 前期手续

２月底方案锁
定，在此前提
下，工可批复、
方案批复

初步设计批复
施工图设计、
审图

施工招标
和施工监
理 招 标，
办结施工
许 可 证，
开工建设

建管中心、发改委、规
土局、体育局、杨行镇

殷高西路周边地区治
堵：一二八纪念东路
下穿张庙车站立交
工程

结转
宝发改〔２０１８〕２８７
号项建书／６３８７８ 区公路中心

办理各项土地
手续，完成招
标，办理施工
许可证

前期手续

完成《项目选
址 意 见 书》
《用地预审》
等前期手续
办理

编制工可报
告、办理 《建
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工程
报建

开展建设用地
征收补偿，办
理供地批文、
建设用地批准
书，开展设计、
勘察招标，编
制初步设计，
争取完成初设
评审，开展施
工图编制

施工图审
图，办 理
《建 设 工
程规划许
可证》、进
行施工招
标，办 理
施 工 许
可证

建管中心、发改委、规
土局、绿化市容局、高
境镇

殷高西路周边地区治
堵：长逸路下匝道

结转 待立项／１６０００ 区建管中心
项目建议书
审批

前期手续 红线专项调整 红线专项调整 红线专项调整
项目建议
书审批

建管中心、发改委、高
境镇

预备
项目

殷高西路周边
地区治堵：殷
高西路跨北杨
支线立交工程

结转 待立项／３２０００ 区市政中心 稳定建设方案 前期手续 稳定建设方案 稳定建设方案 稳定建设方案
稳定建设
方案

市政中心、发改委、高
境镇

预备
项目

美兰湖中央公
园（美兰西湖
公园）

新增 待立项／１２２６７ 区绿化市容局

完成前期手
续，进场施工；
完成土方造
型，局部苗木

前期手续及
施工

完成用地预审
和工可审批

完成初步设计
和施工图设计

施工监理招投
标和办理施工
许可证

进场施工
绿化市容局、发改委、
规土局、罗店镇

预备
项目

泰和污水处理
厂配套公共绿
地一期

新增 待立项／５９４０ 区绿化市容局

完成前期程序
办理，进场施
工；完成土方
造 型，局 部
苗木

前期手续及
施工

完成用地预审
和工可审批

完成初步设计
和施工图设计

施工监理招投
标和办理施工
许可证

进场施工
绿化市容局、发改委、
规土局、杨行镇

预备
项目

逸仙公园 新增
宝发改 〔２０１８〕
２５５ 号 项 建
书／４２００

区绿化市容局
完成前期程序
办理

前期手续及
施工

完成用地预审
和工可审批

完成初步设计
和施工图设计

施工监理招投
标和办理施工
许可证

进场施工
绿化市容局、发改委、
规土 局、水 务 局、淞
南镇

预备
项目

场中路道路绿
化整治工程
（部队停偿）

新增
宝发改 〔２０１８〕
２７６、２７７ 号 工
可／３４０３

区绿化市容局 竣工 建成收尾 施工 竣工 — —
绿化市容局、城管执法
局、大场镇

【道路规划储备】　区建管委和区交通
委聚焦吴淞创新城板块规划，开展综合

交通规划编制工作，铁山路（Ｓ２０—长江
西路）道路专项规划方案研究完成公示，

深入开展规划轨交１９号线方案的研究，
推进吴淞工业区的转型发展。优化滨江

邮轮板块交通，完善滨江地区路网结构，

完成宝杨路（宝杨支路—邮轮港）道路

专项规划，优化 Ｇ１５０３郊环越江隧道节
点周边交通组织，持续推进吴淞口路（盘

古路—漠河路）贯通，启动吴淞口路（密

山路—宝杨路）拓宽改建研究。组织编

制吴淞东块沪客隆周边“三纵三横”道

路研究。持续推进殷高西路地区、军工

路地区治堵工作，完成一二八纪念东路

辟通工程和逸仙路高架增设长逸路下匝

道的专项规划批复，优化军工路快速路

工程周边交通路网结构，完成军工路快

速路宝山段方案公示及批复，完成长江

西路快速化专项规划批复，完成区区对

接国帆路及人行通道的研究，启动国帆

路人非天桥的前期研究、推进国江路工

可方案研究。配合重大工程，不断完善

本区路网体系，一是推进北沿江铁路、沪

通铁路进展，线路段、新杨行站方案基本

稳定，动车所方案继续深化研究。二是

完成Ｓ７公路地面辅道方案研究和工可
批复，确保Ｓ７一期全线建成通车。三是
跟踪Ｇ１５０３Ａ、Ｂ段工可及方案优化，做
好富锦路地面道路东西贯通方案研究。

四是协调推进吴淞江行洪工程（宝山

段）跨河交通方案研究，重点就陈广路、

罗宁路、潘泾路和宝安公路等跨河通道

深入方案对接，完成专项规划批复。五

是完成重点道路研究规划，完成宝钱公

路（沪太路—潘泾路）改建工程的方案

研究、完成联杨路道路红线调整专项规

划批复。至年末，宝山区总体路网密度

达到３３１千米／平方千米，提前完成“十
三五”制定的目标。

【道路管理与养护】　宝山区共有道路
１１８９条，长１２９６千米，道路面积２６７５万
平方米。其中，市管道路１１条，长１２５７
千米，道路面积４４９４万平方米；区管道
路 ３３０条，长 ４９８２千米，道路面积
１３７６４万平方米；镇管道路 ３４６条，长
２８９２千米，道路面积５１４８万平方米；
村庄道路４２０条，长３１０千米，道路面积
１１７万平方米；在建和未移交道路８２条，
长７２７千米，道路面积２１７３万平方米
（主要为房产配套道路、重大市政在建道

路及其他）。全区桥梁 ５１２座，桥孔共
３１９７孔。全年完成３９条道路大中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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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５８０３千米。全区“四类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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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３７万平方米，行道树３８１万株。

【推进微循环道路】　区建管委和区交
通委结转和新增微循环项目共１２个，其
中永顺路和祁北路断头路打通工程２个
项目竣工；其他１０个项目中有６个项目
在施工，４个项目办理前期审批手续。

【加强交通行业管理】　宝山区共有汽
车维修企业２７５家，机动车综合性能检
测站５个，区域出租车（沪 Ｃ）６７０辆，铁
路道口 ４个。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３０３６
户，累计增加２８户，其中危险货物运输
企业４４户。在册道路货运车辆５２５万
辆，累计新增１９１０辆，其中注册危险货
物运输车辆 ２３５１辆，累计新增 ２４８辆。
全区驾校２６户。

【完善公共交通】　宝山区全年累计新
增公共停车场泊位３５６８个，备案公共停
车场泊位达４１７万辆。新增１１条道路
停车场泊位４６０辆，８２条道路停车场泊
位总数达４２２２辆。其中，协调完成景观
广场、昊元生活广场等１２个项目５８０个
共享停车泊位；完成１７个社会公共停车
场建设，提供公共停车泊位２５５４个；建
成淞宝地区停车诱导系统一期工程，完

成二期工程立项；建成宝山区停车共享

信息平台。

【内河港航】　区建管委和区交通委根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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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户，从年初
的６７户到５２户，其中易扬尘码头数从
年初的２５户减少至２２户。全区航道数
９条，总里程７３２２千米。辖区注册船员
９５人，在籍船舶１１６艘，危险品船舶备案
２５艘。

【整治非法客运】　区建管委和区交通
委加强非法客运整治，治理交通顽疾，维

护客运市场秩序，全年查扣非法客运四

轮机动车８９９辆，超额完成全年４００辆
的任务目标，查扣数据创近年新高。交

通行政处罚结案１８９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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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进”主题宣传活动，开展

非法客运主题宣传１３次，发放各类宣传
品１５３万件。

【加强建设工地管理】　宝山区工地总
数５６８个，建筑面积 １２３３万平方米，工
程总造价约６１４亿元，在建工地总数３０９
个，其中基坑工地６１个。全年项目信息
报送４５３个，核发施工许可证２９０张，在
册建筑企业 ９８５家，核发企业资质 ２５５
家。全年累计完成竣工验收备案 １８０
个，新发放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３３２家。开具行政措施单 ８６５份，其
中整改指令单６８８份，局部暂缓施工指
令单１３７份，停工指令单３１份，行政处
罚告知书全年累计２份，约谈通知书全
年累计７份。制定《宝山区工程建设领
域保障农民工工资联动处置机制实施办

法》，进一步完善全区农民工欠薪网格化

处置机制，２０１９年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考核被评为Ａ级。

【规范工程招投标管理】　区建管委和
区交通委建成开评标违规行为“曝光

台”，试点投标保证金仅接受银行保函形

式，营造一流的公平、公正和法制化营商

环境。落实沪建建管“沪十二条”相关

措施，从严规范招投标市场秩序，遏制违

法行为发生；按计划开展施工公开招标

项目的评标评估，通过后评估形式规范

开评标各方主体行为，加强招投标事后

监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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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

区建筑管理所被评为上海市招投标先进

集体。

【加强执法安全检查】　区建管委和区
交通委共出动执法人员１４７７９人次，车
船４８２４（辆艘／次），组织安全检查３９０９
次，检查２７７１户单位。其中，领导参加
检查 ５６１次。检查车船 ３２８４（辆艘／
次），超限车辆 １９（辆次），危险品船舶
１９１（艘次）；共查出各类隐患２７４１条，整
改隐患２７４１条，发出法律文书 ８６７份，
查处各类交通行政违法违章案件 １０２０
件，查扣非法客运车辆６５７辆；各类行政
罚款７２１８５万元。查处建设工程项目
项目经理违法违规行为 ２９起，扣分 ６１
分；监理单位项目总监 １１起，扣分 ２３
分；船员扣分１９８分；累计查获液化气钢
瓶７９３只，查处违法违规经营使用燃气
窝点７９处，立案２起，公安部门行政拘
留２４人。

【扬尘污染防治】　区建管委和区交通
委成立区建管委（交通委）扬尘防治领

导小组和蓝天保卫战工作领导小组，按

照“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

保”工作要求，推进扬尘监测系统安装，

持续强化制度加科技的监管。７月完成
上海骏豪混凝土搅拌站关闭搬迁。全区

１４７个符合安装要求的在建工地、２１个
易扬尘码头和１５个搅拌站均正常上线
运行扬尘在线监测设备。全区建设工

地、搅拌站和内河码头３个行业的扬尘
监测数据月均值皆低于全市同行业的平

均值。以宝山区加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

作三年行动计划为总纲，制订“绣美宝

山”的建设工程文明施工、内河港口、搅

拌站扬尘防治等专项工作方案，以“最美

工地”“标杆混凝土搅拌站”等创建标准

为基础，提标、细化和固化建设工地、码

头和搅拌站扬尘防治行业监管标准，提

高引导相关企业扬尘防治管理水平。

【装配式建筑和 ＢＩＭ技术发展】　区建
管委和区交通委以土地供应环节为抓

手，严格落实出让地块的装配式建筑、绿

色建筑和ＢＩＭ技术应用要求，加强建筑
施工许可、日常监督和竣工验收等环节

监管。通过购买第三方专业服务，开展

ＢＩＭ技术的应用推广工作，完成建设工
程ＢＩＭ技术应用调研，成功举办２０１９宝
山区建筑产业化升级转型论坛和绿色建

筑高质量发展暨建筑指数论坛。积极上

门服务，结合第三方专业咨询服务等方

式，给予企业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和支撑，

帮助装配式建筑项目做出亮点、特点，攻

克重点、难点环节。全区共有上港军工

路项目等６个项目被评为上海市装配式
建筑示范项目，１个项目被认定为住建
部科技示范项目。

【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区建管委和区
交通委加快推进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改

革，社会投资项目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

平均审批时间分别为１４１天和８４天，
助力中国营商环境“办理建筑许可”指

标，从 ２０１８年的 １２１名跃升至 ２０１９年
第３３名。组建区建设事务受理中心，负
责建设和交通系统全部审批工作，构建

“一套班子管、一支笔签发、限时办结”

的运作模式。牵头成立宝山区工程建设

项目“单一窗口”，围绕工程建设项目全

流程涉及的审批和服务事项，统一收件、

统一出件，形成审批流程闭环，让企业和

群众真正获得便利、高效服务。全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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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各类审批事项３４３９５件，办结３４１４２
件（其中超２６０００件当场办结），完成网
上预审３１４件，完成网上咨询６６９件，共
受理容缺审批２１件，收到锦旗１０面。

【燃气管理】　宝山区共有燃气经营企
业１８家，燃气用户８１万户，中高压燃气
管道长度７７５千米，燃气场站２４个，其
中液化气供应站累计关闭３座。全年完
成燃气内管改造２１４万户，比年初２万
户计划超额７％。换出腐烂锈蚀内管５９６
根，其中穿孔９４根，超额并提前完成全年
目标。开展燃气入户安检３２９５万户，严
重隐患督促整改９２３４户。查处非法液化
气钢瓶９６５只。企业液化气工商用户安
装燃气泄漏报警器２８９８台。 （张　弛）

水务（海洋）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水务局（区海洋局）
［以下简称“区水务（海洋）局”］以水生

态文明建设为纲要，以区域国考市考指

标为抓手，做好水安全水环境协调发展，

为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城区建设提供水务

保障。全年成功抵御９号台风利奇马、
１８号台风米娜等４次台风和５次暴雨、
大暴雨侵袭；完成１７３条段水体消劣任
务，全区劣Ⅴ类水体占比５％；受理河道
蓝线划示项目 １６１项；疏通雨水管道
８１９０１千米、污水管道５４８９７千米、连
管５０９２７千米；发出行政处罚决定 ５５
件，罚款金额５２３５万元；完成潘泾、练
祁河３７千米骨干河道，祁北河等２３条
断头河综合治理和鹅蛋浦等４条中小河
道治理；完成罗泾污水泵站扩容改造工

程以及泵站达标改造工程；完成南?藻

路、阳泉路、铁力路积水路段改造。年内

主动公开公文类政府信息２３５条，全文
电子化率 １００％，公开率 ９８７％。行政
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双公示。与

区委信访办、区府信访办签订信访工作

目标责任书，落实办理各类信访事项４５
件，受理率１００％，按期答复率１００％，网
信公开率１００％。完成区政府重点工作
目标与任务细化分解２类１０项内容的
督查；完成碧水保卫战７项任务的专项
督查。完成市、区领导批示落实４０件。
承办区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共

计９件，其中人大代表建议２件（主办２
件），政协委员提案７件（主办３件，会办
４件），全部按时办结。５件主办的人大
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均网

上公开。接处市、区水务热线工单１２６８

件，比上年减少４件，减少０３１％，按时
办结率１００％。

【水务海洋规划编制】　区水务（海洋）
局编制完成《宝山区水利规划（２０１７—
２０３５年）》《宝山区污水处理系统专业规
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宝山区城镇雨水
排水专业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通过
市水务局专家评审；１２月，《宝山区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专项规划》通过区政府专

家评审。全年受理河道蓝线划示项目

１６１项，图纸２３５５张，包括９个重大工程
项目：上海至南通铁路太仓至四团段、黄

浦江堤防专项维修、上海市北彭家 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上海城投水务（泰和污

水处理厂）３５千伏供电配套工程、上海
大宗商品电子商务项目（二期）、铁城

路—共富路道路新建、新建友谊战勤消

防站、宝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交通信息

产业中心项目（一期）。

【防汛防台和安全监管】　区水务（海
洋）局成功抵御９号台风利奇马、１８号
台风米娜等４次台风和５次暴雨、大暴
雨侵袭。启动防汛防台应急响应２３次，
其中Ⅱ级响应１次、Ⅲ级响应６次、Ⅳ级
响应１６次。２月２２日，区防汛指挥部办
公室召开汛前准备工作会议，落实汛前

各项准备工作；４月３０日，完成《宝山区
防汛防台专项预案》修订工作；５月 ２８
日，召开全区防汛工作部署会；同日，首

次组织新石洞水闸防汛应急闸门吊装演

练；６月—９月，持续推进防汛隐患排查
治理和汛中应急处置工作；８月，启动市
区两级防汛物资基地项目建设。全年在

建项目受监项目５１项，监督检查水务建
设工地１３５项次，查处安全质量隐患问
题１１０７个，执法处理 ２个，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度水务建设质量工作考核被评为 Ａ
级。１月２９日，与１６家局属基层单位签
订安全责任书、承诺书；３月，编制完成
《水务行业安全生产风险评估报告》；４
月，开展“治水管海先锋”在建工地安全

生产十幅海报的宣传；６月６日，召开安
全生产月活动动员部署会，落实“安全

月”主题活动；９月，开展“质量月”主题
活动。全年召开 ４次安全生产工作例
会，举办 ２次行业安全生产培训，开展
“安全月”“防汛防台”“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安保”期间的专项检查工作。

【河道工程建设】　区水务（海洋）局完
成潘泾、练祁河３７千米骨干河道，祁北

河等２３条断头河综合治理；完成鹅蛋浦
等４条中小河道治理，推进新槎浦等骨
干河道疏浚；启动湄浦、荻泾、杨盛河１２
千米骨干河道，新河南浜等３条中小河
道，罗店镇远景村、联合村、罗溪村９千
米中小河道以及俞家潮塘等４６条断头
河整治，南大水系整治三期开挖河段

３８０米，宝泰和水系整治完成３５０米河段
桩基施工；完成罗泾污水泵站扩容改造

工程以及泵站达标改造工程，吴淞大桥、

海滨（新铁力）等７座市管雨水泵站配套
截流外管基本建成；完成南?藻路、阳泉

路、铁力路积水路段改造。

【河长制】　区水务（海洋）局完成 １７３
条段水体消劣任务，全区劣Ⅴ类水体占
比５％；深化“１＋１６”（“１”指练祁河—?
川路桥国考断面；“１６”指 １６个市考断
面）水质考核断面达标治理专项方案、

“１＋１６”水质断面考核实现动态达标。
全区共有河湖９５３条（个），长度８０６５５
千米，面积２１３２７５平方千米，河湖水面
率７８７％，比上年增加００２％。区级河
长累计巡河５３次、召开区级河长会议２０
余次，镇村级河长累计巡河４万余次、召
开镇村级河长会议４２０次，实现河长制
从全面实施到全面见效转变。组织专项

督查２８次、印发督查通报１８期，督促相
关街镇、园区落实问题整改消项，形成制

度闭环。根据《宝山区河长制标准化示

范街镇的实施方案》，开展以罗泾、罗店

等北部五镇为重点地河长制示范街镇创

建工作，５个河长制示范街镇创建方案
通过市河长办评审。

【水利设施管理】　区水务（海洋）局完
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改革面积７００公
顷（１０５万亩），实现灌溉设施日常运行
属地化、维修养护市场化；２月，印发《宝
山区农田灌溉设施长效管理及农业节水

考核办法》；在市级补助５４０元／公顷（３６
元／亩）的基础上，区级按照７５０元／公顷
（５０元／亩）给予补助。完成第二轮市区
管河道养护市场化招标，通过科技手段，

引进航拍、水下机器人、光谱分析等，掌

握河道真实情况；加强上海河湖养护

ＡＰＰ和区级河道综合管理平台实际应用
管理；９月，完成２０１８年度黄浦江（宝山
区）堤防专项维修工程。

【供水管理和排水管理】　区水务（海
洋）局开展节水型社会创建工作，创建３
所节水型学校、１０个节水型小区，２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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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机关。完成沪太路北段约８４千米
二级管网建设，吴淞街道１１千米二级污
水管网建设，各镇、园区配套的１８千米
污水收集管网全面推进；完成４３个点源
整治、多个驻区部队截污纳管改造工程。

疏通雨水管道 ８１９０１千米、污水管道
５４８９７千米、连管５０９２７千米、清捞窨
井８８９４２只、清捞雨水口９８６６９只、清捞
污泥１９５１９立方米、清扒雨水自流口８２
只、清扒潮拍门８２座。全年完成３９处
污水管修复，更新大华地区８５５座雨水
口和截污挂篮；完成雨水管预防性修复

一期工程，局部树脂固化１１６个点、ＣＩＰＰ
整体修复 ３４０米，雨水连管拆除翻建
１１８６米，雨水口翻建１１０座；启动雨水管
道预防性修复二期工程；完成共和新路、

通河路、呼玛路雨水管道预防性修复工

程。推进３１６个小区、２４１７２３万平方米
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工作；完成农村生活

污水纳管提标工作；开展一年两测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监测工作。

【水文监测】　区水务（海洋）局对区域
内４２个常规监测断面的３４项指标，每
月监测１次；对１６个水功能区断面每月
加测２次；监测１０７条１１１个断面苏四
期河湖４次；完成建成区４＋７条河道４１
个断面全年１２次监测。

【滩涂海塘管理】　区水务（海洋）局推
进长江干流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改工

作。对２２个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
管理条例》规定办理涉河建设许可手续

的项目，分类进行整治，拆除取缔１项、
规范整改４项、补救整改１７项。

【海洋管理】　区水务（海洋）局开展海
岸线调查工作，掌握岸线开发利用现状

和权属情况，统计海岸线长度、类型、用

途等，形成海岸线修测初步成果；８月—
１０月调查报送“利奇马”“玲玲”“米娜”
台风影响期间的海洋灾情信息。

【水务行政执法】　区水务（海洋）局开
展以擅填河道、雨污混接、水土保持为重

点的水务执法专项行动，落实事中事后

监管，行政处罚决定 ５５件，处罚金额
５２３５万元。８月、１１月开展２次图斑扰
动复核工作，加强水土保持监管，审批水

土保持方案１９件，开出整改单２８份。

【水务行政审批】　区水务（海洋）局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３８７件。优化审批时

限流程，取消“核发河道临时使用许可

证”审批，法定时限缩减三分之二。加强

“一网通办”，完善水务审批事项办事指

南，新增“接入服务”板块开放授权，实

现水务单一窗口建设。

【水务信息化工作】　９月，区水务（海
洋）局启动宝山区智慧水务大数据平

台一期———水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项

目建设，内容包括水务大数据资源中

心和可视化水务一张图（数据整合共

享管理、数据管理与维护、统计分析、

基础信息维护）、智能感知采集监测数

据服务系统建设以及视频监控数据服

务、河道水质监测数据服务、井盖监测

数据服务，总预算金额为１９２万元。
（吴月光）

市政工程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境内有市政道路
３０８条，总长度 ３０３７７千米，总面积
７７８７０万平方米，市政桥梁１６３座。其
中：市管市政道路 ３条，长度 １１４３千
米，面积３４０７万平方米；区管市政道路
２２１条，长度 ２５７２６千米，面积 ７０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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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座、人行天桥９座、人行地
道２座；镇管市政桥梁１４座。区市政工
程管理中心全年共受理市民热线、信访

１１６７件，其中：市交通热线 ９０３件，区
“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２５５件，区交通委转办
９件，处置率１００％。共收到相关舆情８
件，均已及时处置并回复。完成“两会”

代表建议及政协提案处理（主办件 １７
件，会办件６件）。

【市政道路技术状况】　全区市政道路
综合 完 好 率 ９２３１％，比 上 年 上 升
００１％。检测道路路面平整度指标平均
ＩＲＩ为 ４３５，略高于上年平均值 ４１９。
其中，主干路和支路平均 ＩＲＩ分别为
４０７和４４６，达到优级水平，次干路平
均ＩＲＩ为４４５，为良好水平。路面损坏
指数ＰＣＩ平均分为８９０３，比上年平均值
８９６６有所下降，次干路和支路达到优
级水平，主干路为良好水平。路面结构

承载能力指数 ＤＥＦ为 ７９３１％，比上年
的８９５８％有所下降。主、次、支路的结
构承载能力处于临界及以上水平比例分

别为７４７５％、７７６１％和８６９４％。

【桥梁检测普查结果】　区市政工程管
理中心委托第三方专项检测桥梁１３座，
对其余桥梁开展普查。评估结果：Ａ级
４４座；Ｂ级１０９座；Ｃ级９座；Ｄ级１座；
无Ｅ级。其中，区管市政桥梁Ｃ级８座，
无Ｄ、Ｅ级；镇管市政桥梁Ｃ级１座、Ｄ级
１座、无 Ｅ级。比上年 Ｃ级桥梁减少 ３
座；Ｄ级桥梁减少２座。全年检查中发
现区管市政桥梁 Ｄ级桥２座，为宝山党
校桥、泰和路杨盛河桥（北桥），通过拆

除重建和抢修分别达到 Ａ级和 Ｂ级。
全年对１４座镇管桥梁进行全覆盖普查，
其中Ａ级１座、Ｂ级８座、Ｃ级１座、Ｄ级
１座，无Ｅ级；另３座桥梁因１８号线施工
临时封堵和临时拆除不予评级。镇管市

政桥梁１座Ｄ级桥为罗店镇罗升路市河
桥，该桥自２０１６年检测为 Ｄ级桥后，列
入罗店镇 ２０１９年专项整治工程，于 １２
月进场施工，预计２０２０年６月竣工。

【市政养护资金及项目安排】　宝山区
共投入日常养护资金５８０６０４万元（其
中道路及附属设施 ４２９４６４万元，交通
四类设施１５１１４万元），养护资金投入
保障率１００％，保养小修率３５４％，大中
修率４３８％。２０１６年度检测报告中建
议大中修道路共５条（段），其中同济路
在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实施完成。２０１７年度检
测报告中建议大中修道路共３条（段），
其中长江路列入２０２０年大中修项目，长
江西路１条（段）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进场施
工，计划２０２０年６月底竣工。２０１８年度
检测报告中建议大中修道路共 ２条
（段），其中克山路列入２０１９年大中修项
目并实施完成。

【重点市政工程项目建设】　（１）市政府
约束性指标项目２项：区区对接国权北
路道路改建工程殷高路以南段道路通

车，小吉浦河桥以北段道路完成粗沥青

摊铺和强电、煤气搬迁；完成祁连山路塘

祁路段主体工程（轨交站体除外）。（２）
“十三五”指标项目２项：江杨南路（呼
兰路—Ｓ２０）道路大修１０月初开工，正实
施大桥南侧快车道，年底完成工作量

４０％；铁山路（长江西路—Ｓ２０）道路新建
在规划局牵头下，论证确定桥梁方案，推

进风貌保护研究。（３）区政府重点工作
项目４项：祁连山路锦秋路段主体（轨交
站体除外）工程竣工；祁连山路普陀区界

段中，南大路至普陀区界范围内全幅道

路完成并开放交通，丰翔路至南大路范

围内东半幅开工交通，西半幅道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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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完成道路主体（除轨交站体外）结

构并开放交通；宝杨路道路改建年底竣

工；丰翔路道路工程完成燃气搬迁、绿带

河桥桩基及祁连山路—瑞丰路雨水管。

（４）上港十四区配套工程３项：牡丹江路
管线工程剩余污水管待地道工程实施后

施工；牡丹江路富锦路段完成西侧围堰、

桥梁灌注桩施工，完成地道旋喷桩施工

及第一道支撑，正进行东侧人行道及非

机动车道施工；牡丹江路护厂河段推进

前期手续中，完成土地供地、土地划拨决

定书及用地批准书。

【市政大中修及整治工程】　宝山区市
政大中修及整治工程共１５项：牡丹江路
整治８月底竣工；宝泉路、爱辉路、水产
西路人行道、军工路何杨支线防撞护栏

安装及 ２０１９年市政道路路灯安装等 ５
项９月底竣工；长逸路大修 １０月底竣
工；湄浦路大修、?川路辅道大修、长临

路整治、党校桥抢修及?藻浜沿线整治

等５项１１月竣工；水产路大修１２月竣
工；长江西路及泰和路大修等２项１１月
开工，计划２０２０年二季度竣工。

表６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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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１１．４３ ３４．０７ ０

区管市政道路 ２２１ ２５７．２６ ７０９．９０
１４７

（１３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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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８ ３０３．７７ ７７８．７０ １６３

（徐根福）

【市政道路日常养护管理】　区市政工
程管理中心完成车行道养护２２１５８６平
方米，人行道养护 ２９１０７平方米，护栏
保洁 １３２０５万米，护栏维修 １１０万
米，清理桥梁伸缩缝 ７６７万米。针对
市政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共发出

巡查结果处置意见１５份。对外环线内
９９条道路平整度、人行道和井盖全覆盖
排摸，拟定整治方案，其中８９条道路病
害通过日常养护维修予以解决，１０条道
路列入 ２０１９年大中修和专项整治计
划，已完成８条道路，泰和路、长江西路
大修工程正在施工中。完成路面平整

度整治及人行道整治，面积占总工程量

的７９２％。

【井盖专项治理】　区市政工程管理中
心全覆盖巡查排摸外环线内市政道路上

各类井盖设施，召集井盖权属单位参加

井盖整治专题会议，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安排专人负责专项治理工作，与井盖权

属单位组成工作微信群，建立协调督促

机制，推进井盖治理工作。全年共检查

排摸病害井盖３９４座，１２月８日前完成
全部问题井盖整改。年内，结合大中修

及整治工程项目，更换各类可调式窨井

盖总计 １１５６座，其中雨污水检查井盖
１１３７座、电力检查井盖７座、电信检查井

盖１２座。

【创建精品示范路】　区市政工程管理
中心全年共创建申报５条精品示范路，
分别为镇泰路、松兰路、双城路、海江路、

东林路。按照创建工作要求，细化整改

方案，落实责任主体，深入现场排摸，确

认各病害位置及具体情况。成立道路病

害整治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各

司其职，以促进道路各类病害整改到位。

【缓解交通拥堵和慢行交通】　区市政
工程管理中心组织实施交通缓拥堵工程

４项，其中共和新路共江路口和友谊路
方正路口排堵保畅２项工程是２０１９年
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通过增设新的车

行道缓解路口交通拥挤状况。另２项是
克山路（友谊路—泗塘卫生室）和班溪

路（淞滨路—淞兴路）排堵保畅工程，均

提前至第三季度竣工，给周边百姓带来

交通便利。慢行交通建设工程１项，水
产西路（富长路—?川路）人行道大修

工程。工程于７月２０日开工，９月２９日
完成竣工验收，将局部损坏严重且由于

历史原因形成的各种不同规格人行道板

砖翻排为统一尺寸的彩板，并协调镇政

府清除原来人行道上的机动车停车，改

善沿线居民出行条件。

【推进养护四新技术应用】　区市政工
程管理中心引进道路基层废料再生利用

施工工艺，探索解决道路废料外运难题。

试用预防性养护技术手段，采取新型聚

合物注浆修复方法对牡丹江路（双城

路—水产路）机动车道采取路基及基层

注浆加固，该项技术大大缩短养护周期。

按照相关行业标准组织，实施道路复线

及各类标牌普查工作，建立健全四类设

施内业资料。年内完成外环线外９２条
区管市政道路全覆盖热熔漆复线及损坏

标牌维修调换工作。

【市政专业网格化管理】　市政中心专
业网格化共发现病害２１７８２件。属于中

心管辖范围的有 ２２８４７件，处置 ２１３０８
件，处置率９９６３％；接收区城市网格化
管理中心派发的案件９７３３件，结案９６８１
件，结案率９９４７％。除道路交通信息除
工程因素外平均完好率９５０５％，其中重
要路口平均完好率９５０７％，一般路口平
均 完 好 率 ９５０３％。平 均 总 完 好
率８５００％。

【道路信息化管理】　区市政工程管理
中心在日常养护管理工作中，针对新接

管或减少市政设施量的情况，及时修改

ＣＩＭＳ基础数据库信息，确保设施量数据
完整、准确。在完成２０１９年市政桥梁全
覆盖检测工作完成后，７月１５日前按要
求将检测动态数据录入市道运局桥梁技

术状况评定系统。

【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　区市政工
程管理中心组织开展各类安全专项整治

行动，共出动检查人员３９３人次，检查工
地１８５个，全覆盖检查４８个桥孔，清退１
个违规使用桥孔单位，开具整改意见书

５份，安全生产约谈５次，劝退拾荒者４
人；组织开展立杆倒伏应急抢修演练和

消防演练各１次；１６个达到文明工地创
建要求的项目均参与文明工地创建，申

报率１００％，其中祁连山路道路改建等３
个项目参与上海市文明工地考评，其余

项目均已参加区级文明工地考评。

【应急保障措施】　区市政工程管理中
心修订完善《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市政工程管
理中心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预案对

防汛防台薄弱处实行“一处一预案”，对

２座下立交，２座人行地道，２０００余块标
志标牌、立杆和太阳能路灯建立“一杆一

档”制度，定期检查、养护。建立由主要

领导担任组长的防汛防台领导小组，制

定全员轮流值班制度，防汛期间全天值

守；建立养护应急仓库９个，养护单位建
立值班值守制度，汛期内加大路面、标志

标牌巡查力度，尤其对下立交、积水点、

人行地道等重点部位加强检查养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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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设施安全运行。

【市政工程行政审批管理】　区市政工
程管理中心共受理审批１１１５项，其中大
型掘路４４项，小型掘路３４１项，营商环
境项目１２项，急抢修掘路６４６项，大修
工程 １７项，临时占路 ３１项，进口坡 １６
项，夜间施工备案８次。实际审批总面
积占区管市政道路设备量总面积的

２８４％（小于１０％），月平均在建项目面
积占道路总面积的０２８％（小于２％），
大型掘路月平均执行率７６５％，小型掘
路月平均执行率６２２％。

【进口博览会交通设施保障专项整治】

　宝山区围绕第二届国际进口博览会相
关保障区域为国际邮轮码头周边的宝杨

路及吴淞口路。区市政工程管理中心制

定专项保障及应急预案，与区滨江委、区

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形成联动，加强日

常巡视力度，每周两次由领导带队步行

检查，原则上对发现的问题当日办结，全

力保障“进博会”举办。 （徐根福）

公　路

表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公路类型 数量（条） 长度（千米） 总面积（万平方米） 桥梁（座）

公路 ２４３ ４２３．３７３ ７５１．４２５５ ３８６

县道 ９７ ２３４．１３５ ５５８．９１４７ ２２１

乡道 １１９ １６４．１９６ １７７．４０９４ １５２

村道 ２７ ２５．０４２ １５．１０１４ １３

（王森晔）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公路管理中心（以
下简称“区公路中心”）管养公路共２４３
条，长度 ４２３３７３千米。全年落实公路
养护经费３２９８８万元，其中，公路养护管
理经费１５２６万元，日常养护（小修保养）
经费 １１７１８万元，大中修、整治经费
１０５５６万元，农村公路养护和大中修经
费７５０５万元，其他经费 １６８２万元。年
内逐步推进颗粒物和噪声污染在线监控

系统建设、做好在建工地扬尘控制情况

的监督和管理、加强路面保洁与路政执

法，管养公路路容路貌明显提升。全年

受理市、区“１２３４５”“１２３１９”、涉区舆情、
区网格化等热线平台等转办处置回复工

作，规范办理程序，狠抓工单办理办结质

量，及时化解市民诉求。全年共受理

１４２１０件（不包括中心平台），经核实退
单４２２４件，办结９９８８件，“先行联系率”
“按时办结率”均达１００％。

【公路日常养护管理】　区公路中心有
力、有序推进管养公路养护、文明施工等

精细化管理，构建文明有序的交通出行

秩序，提升路容路貌和日常养护管理水

平。科学制订公路养护年度和月度计

划，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实施养护作业，

将养护管理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轨

道；完善各类规范化管理制度，落实养护

监督检查考核机制，做到考核奖惩规范

化；落实公路病害快速报告、快速处置制

度，掌控区内公路养护质量变化；提升城

区段道路清扫保洁质量。大场城区段公

路保洁增加道路日常保洁频率，增派洒

水车、机扫车等大型机械化保洁车辆进

行喷雾压尘作业，开展专业保洁管理，提

高城市道路的保洁质量。

【道路设施管理养护】　区公路中心优
化应急预案处置机制，强化防台防汛责

任制，汛期前完成防汛防台应急预案的

修订。重点做好防汛预案演练、防汛物

资检查、雨水管道清淤疏通、６个积水点
改造、安装窨井防坠网等相关工作。汛

期，应急处置１０次、安排值班８２０人次、
出动应急人员１９５７人次、应急巡视车辆
２２７台班、洒水车 ２台班、抽水车 １７台
班、高压冲水车３台班。遭遇强台风“米
娜”“利奇马”期间，加固树木 １２６０棵、
扶正２８６棵，修剪１３７６株。通过多途径
检查发现井盖安全案件８７７个，其中７４５
个做好缺失处理，沉降移位１３２个，在规
定时间完成处置工作，消除公路运行安

全隐患。

【公路大中修工程建设】　区公路中心
严格按大中修项目前期手续规范要求，

完成区管公路人行道整治工程、宝菊路

公交港湾式停靠站工程、上大路（沪太

路—祁连山路）中修工程、盛石路（石洞

口—?川公路）中修工程、泰和西路

（ｋ１＋０００—ｋ２＋０００）中修工程、电台路
（宝安公路—顾北路）中修工程、环镇南

路（真大路—桃浦河）中修工程、真北路

（环镇南路—汶水路）中修工程、潘桥路

（徐潘路—沪太公路）中修工程、真大路

（跨线桥—区界）中修工程、陈广路（陈

行桥—锦秋路）中修工程、潘泾路（杨南

路—宝安公路）整治工程、新沪路（沪太

路—ｋ１＋０００）整治工程顾太路（顾新
路—沪太路）整治工程、宝菊路（宝安公

路—沙浦桥）整治工程、江杨北路宝钢九

支线污水冒溢抢修工程、完成南大路二、

三号桥抢修工程。所有中修、整治工程

管理全部按要求完成。

【公路重大项目建设】　区公路中心协调
推进陆翔路改建、锦秋路改建、南大路改

建、南陈路—南秀路改建、一二八纪念东

路下穿张庙车站立交工程、汇丰路北段打

通工程６项工程。陆翔路（宝安公路—
沙浦河）改建工程、锦秋路（丰宝路—规

划二路）改建工程完工。南大路（南陈

路—Ｓ２０）改建工程祁连山路以西段北侧
可实施段雨水连管敷设完成，部分路段土

基施工；临时路灯设置完成；上水管保护

完成。南陈路—南秀路改建完成施工图

审图及招标。一二八纪念东路下穿张庙

车站立交工程完成工可初稿、排水对比方

案、规划边界确认及土地勘丈报告。汇丰

路北段打通工程完成项目工可评审、项目

工可批复、项目用地规划许可办理、项目

方案征询、项目用地协议签订。

【深化农村公路管养机制改革】　区公
路中心完成铁峰路（宝杨路—兰岗路）

整治工程、杨宗路辅道（良浜路—杨宗

路）整治工程、长建路（金石路—新川沙

河）中修工程、溪宇路（沪太公路—联杨

路）整治工程、练祁路（?川路—钱陆

路）中修工程、川巷路（钱陆路—月新北

路）大修工程、飞跃路（?川路—罗东

路）大修工程、联杨路（月罗公路—嘉罗

公路）大修工程８项工程。罗东路（金石
路—潘川路）中修工程由于技术难度大，

计划２０２０年完成。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２０１９年是
深化农村公路日常管理改革年，为加快

各镇四好农村路建设推进，区公路中心

协调各镇，根据行业规定及相关技术标

准，提前组织力量按时完成建设任务。

做好镇农村公路、村庄道路提档升级前

期配合和推进。日常养护经费增加至

１８００万元（区、镇各承担一半），农村公
路大中修补贴增至 ３４００万元。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９年大中修工程实施２２个项目，
总里程２３７千米，提高各镇对农村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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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养护积极性，改善老百姓出行条件。

编制《五年建设行动计划》，优化农村路

网结构，每年安排６８００万元农村公路大
中修经费。助力乡村振兴，对乡村振兴

示范村创建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并配合推

进。配合北部四个示范村创建，展示各

村村容、村貌，结合各村实际情况，选取

重要道路，开展道路周边环境提档升级

工程，打造示范村示范路。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宝山公路中心获评宝山区“进博先锋行动”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宝山公路中心／提供

【桥梁管理】　区公路中心安排１０３万元
专项经费，定期检查桥梁７６座（其中区
管公路３６座，农村公路桥梁４０座）。根
据桥梁普查数据，针对性采取应急措施，

有计划地安排年内桥梁养护计划和抢修

任务，使全区管辖范围内桥梁始终处于

良好技术状态和高度受控之中。

【路政执法】　区公路中心持续加强路
政执法工作力度，全年路政巡视共清除

违章堆物３７８６吨、非公路标志１９０２块；
发生设施赔偿８２件，赔偿金额２３７万
元。安排超限运输执法行动２９次，共检
查车辆２６８辆，查处超限车辆３８辆，卸
货５１３３３吨。

【路政许可】　区公路中心严格按法律
法规做好涉路行政许可审批，共办结各

类许可１３３起（管线１００起、道口２０起、

掘路１２起、占路１起）。全年共收许可
赔（补）偿修复费２６３２８６万元。

【开展桥梁桥孔整治】　区公路中心加
强桥下空间环境卫生整治，全年自行检

查桥孔累计共３１７８孔。联同设施科、罗
店镇城管派出所、大场环卫，分别对

Ｇ１５０３沪太路立交桥、锦秋路跨线桥下
违章建筑多次反复整治，直到彻底清除，

保障桥孔完好与安全。

【交通综合补短板】　区公路中心做好
交通综合补短板工作，完成２０１９年市政
府实事工程———月罗公路交通安全改善

工程。该工程对月罗公路与罗迎路／罗
溪路、抚远路、潘泾路、罗东路共４个交
叉口进行针对性工程改造，消除月罗公

路交通安全隐患。 （王森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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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９年是宝山区第七轮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关键
年，区生态环境局统筹推进“１＋１＋３＋
１０”污染攻坚体系，协调推动生态环境大
整治，协同配合完成第二轮中央环保督

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年区域环

境保护资金２０９亿元。稳步推进生态环
境机构改革、基层执法改革试点２０版、
扬尘防控片长制２０版，推动区级危废
收集平台延伸服务，继续探索信访多元

调解机制，全年和督察期间信访量实现

“双降”。高质量完成污染源普查并代表

上海市接受国家抽查获优秀，推出环保专

家送诊上门服务，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体

系，开展执法质量提升年活动。全年出动

执法人员 ５０９４人次，检查企业 ３２６７户
次，其中，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４５６户
次。行政处罚１９２件，罚款总额 ３０８９２
万元，实施按日计罚２件，处罚金额１２２７
万元，查封扣押２件，限产停产１件、环境
污染犯罪５件，移交公安拘留１件。实施
工程减排项目 ５个（锅炉低氮燃烧改
造），共减排氮氧化物６４６吨。审批环评
３１０个，其中报告书１个、报告表３０９个
（含告知承诺１５个），夜间施工３１个，污
防设施停用３个，核发排污许可证９７个，
辐射安全许可证６８个，办理危废转移备
案３１７３个，移动探伤备案９４个。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类别分布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宝山区ＰＭ２．５浓度变化趋势

【环境空气质量】　宝山区环境空气质量
指数（ＡＱＩ）优良天数３１８天，ＡＱＩ优良率
８７１％。其中，优９１天，良２２７天，轻度
污染４５天，中度污染２天，无重度及以上
污染天。全年４７个污染日中，首要污染
物为 ＰＭ２５的有 ２５天，占 ５３２％；ＮＯ２
的有９天，占１９１％；臭氧的有８天，占

１７０％；ＰＭ１０的有５天，占比为１０７％。
细颗粒物年均浓度３５微克／立方米（１０
月２９日—３１日、１１月１日—２日和１１月
１８日受沙尘输送过程影响，根据环保部
规定，全区ＰＭ２５年均浓度和ＰＭ１０年均
浓度扣除沙尘影响。细颗粒物和可吸入

颗粒物年均浓度为实况数据计算得到，同

比时采用标况下浓度进行计算），首次达

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比上年上

升２７％。ＰＭ２５浓度空间分布呈现东

南低，北部、西部较高的特点。可吸入颗

粒物年均浓度为５０微克／立方米，上升
３８％。ＰＭ１０浓度空间分布总体上从南
到北逐步升高。ＳＯ２年均浓度８微克／立
方米。

ＳＯ２浓度空间分布总体上呈南低北
高的态势。二氧化氮年均浓度为４９微
克／立方米，离国家二级标准仍有一定差
距。ＮＯ２浓度空间分布总体上呈中南高
西北低的态势。臭氧日最大８小时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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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区域降尘量变化趋势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主要河流氨氮浓度变化

第９０百分位数浓度 １２１微克／立方米。
３个区域评价点臭氧日最大８小时平均
值的达标率在９２９％—９９１％之间，比
上年有较大幅度上升。ＣＯ２４小时平均
第９５百分位数浓度 １１毫克／立方米。
近５年的监测结果表明，宝山区一氧化
碳日均浓度达标率１００％。年均降尘量
３８吨／平方千米·月，比上年（４２吨／
平方千米·月）下降９５％。

表１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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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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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 ５８．７ ５１．３ ５３．５ ４６．９ ４９．９ ４４．２ ５６．２ ４９．１

表２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ｄＢ（Ａ）

年度
Ｌ１０ Ｌ５０ Ｌ９０ Ｌｅｑ 车流量（辆／小时）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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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 ７５．２ ７１．５ ６８．０ ６５．１ ６１．０ ５８．８ ７２．２ ６８．９ １７４３ ９９０

道路扬尘颗粒物年均浓度０１０９毫
克／立方米，比上年（０１１４毫克／立方
米）下降４４％。１４个设置点位的街镇
中，宝山城市工业园区的道路扬尘最高，

为０１１５毫克／立方米，友谊街道的道路
扬尘最低，均为００９５毫克／立方米。道
路扬尘颗粒物浓度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

东低西高的态势。酸雨频率１０４％，比
上年（４３８％）下降３３４个百分点。降
水ｐＨ均值５７７，酸雨ｐＨ均值５０５。

【水环境质量】　宝山区监测河流的７７
个断面中，Ⅲ类断面１６个，比上年同期
上升１４３个百分点；Ⅳ类 ４１个，上升
２６个百分点；Ⅴ类９个，下降６５个百
分点；劣Ⅴ类 １１个，下降 １０４个百分

点。主要污染指标氨氮和总磷浓度大幅

下降，氨氮比上年下降 ２５９％，总磷下
降 １５８％，耗氧型指标五日生化需氧
量、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浓度分

别下降２６０％、１１４％和６５％，溶解氧
浓度提升 １５６％。其中?北河流氨氮

平均浓度为０８２毫克／升，总磷平均浓
度为 ０１６６毫克／升，下降 ２６８％ 和
１２６％；?南河流氨氮和总磷浓度分别
为１７２毫克／升和０２３５毫克／升，氨氮
下降２４９％，总磷下降２０３％。?藻浜
设置５个监测断面，其中陈广路桥和吴
淞大桥水质为Ⅳ类，其余３个断面为Ⅴ
类，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与上年相比，

总体水质有所改善，陈广路桥、江杨南路

桥和吴淞大桥３个断面水质类别均提升
１个等级。主要水质指标中，氨氮浓度
下降 １９８％、总磷浓度下降 １６８％，溶
解氧浓度提升２９９％。练祁河设置５个
断面监测，其中?川路桥断面水质为Ⅲ
类，其余４个断面水质均为Ⅳ类。与上
年相比，各个断面水质基本持平。主要

指标中氨氮浓度持平，五日生化需氧量

和总磷分别下降 ２１３％和 １３２％。潘
泾设置６个监测断面，其中金勺路和富
锦路断面水质为Ⅲ类，其余四个为Ⅳ类。
与上年相比，总体水质略有好转，富锦路

桥断面水质类别提升１个等级。主要指
标中，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浓度分别

下降 ２０９％和 １２５％，氨氮浓度略升
２１９％。杨盛河设置 ４个监测断面，其
中２个断面水质为Ⅲ类，２个断面为Ⅳ
类。与上年相比，月罗路桥断面水质类

别提升１个等级，泰和路桥水质类别提
升２个等级，其余断面水质类别持平。
主要指标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和总磷浓

度分别下降２１６％、１５１％和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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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ｄ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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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升高１１ｄＢ（Ａ）；夜间时段平均等
效声级为４９１ｄＢ（Ａ），下降０８ｄＢ（Ａ）。

【道路交通噪声】　宝山区道路交通噪
声昼间计权等效声级７２２ｄＢ（Ａ），夜间
道路交通计权等效声级６８９ｄＢ（Ａ）。与
上年相比，昼间计权等效声级上升

１１ｄＢ（Ａ），夜间计权等效声级上升
２４ｄＢ（Ａ）。近５年的监测数据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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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要求。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宝山区根据
《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和《国务院关于

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自

２０１７年起开展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２０１９年完成。污染源普查由区普查
领导小组、区普查办、街镇园区领导小组

三级机构组成，各村居委协同参与，第三

方机构技术支撑。经过清查建库、普查试

点、全面普查、总结发布４个阶段，最终形
成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为标准时点的宝
山区污染源库。宝山区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对象总数 ３５９８个。其中工业源
３０７４个、集中式治理设施３１５个（集中式
污染治理设施３１３个、危险废物集中处置
场２个）、生活源２０８个（行政村８６个、生
活源锅炉 ４６个、油库 ２个、加油站 ７４
个）、以行政区为单位的普查对象数量１
个。全区各类污染源水污染物排放总量

为：化学需氧量 ８１８６９吨，氨氮 ４５１２
吨，总氮２８６３０吨，总磷１１６２吨，动植
物油 ４１２吨，石油类 ９２１吨，挥发酚
８９６６千克，氰化物 ９７６３千克，重金属
（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１６０３９千克。
全区各类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为：

二氧化硫７２４３５２吨，氮氧化物２４１８７０５
吨，颗粒物 ８５３１８２吨，挥发性有机物
１２２８２７１吨。

【配合中央第二轮生态环境督察】　７月
１１日—８月１２日，宝山区配合中央第二
轮生态环境督察，建立“三张清单”（整

改任务清单、清查清单、问题清单）。全

面整改督察中查出的问题，对标生态保

护新要求主动清查，对发现的问题实施

攻坚解决。推动全区生态环境整治，抓

紧补齐短板弱项，开启 ３３天连轴转模
式，完成１０２份转办单交办任务，推动交
办问题线索和 １８８件信访件的边督边
改。信访量较第一轮督察下降１４％，并
开展现场回访核实、全面复查复核和定

期调度。针对餐饮一条街扰民、汽修４Ｓ

店危废等突出问题，启动先行整改。对

全区１２１家“淘汰关闭”类违规建设项目
开展复查复核。

【开展“春晓”系列专项行动】　宝山区
年内开展环保系列专项行动。（１）蓝天
保卫战。２月—６月，在化工、印刷、家
具、涂装、汽修等行业开展 ＶＯＣｓ排放企
业专项执法检查，倒逼企业做好 ＶＯＣｓ
污染治理防治工作。１０月，开展秋冬季
空气质量改善专项行动，督促企业自觉

落实应急减排措施，为进博会期间空气

质量筑牢防线。（２）绿水保卫战。组织
对区内２１家涉重金属排放企业开展跟
踪监管，上级抽查没有发现问题；开展长

江经济带３５家化工企业专项治理，倒逼
产业区块外化工企业转型发展；强化与

水务、街镇联勤联动，开展中小河道周边

企业巡查，提升水环境质量，强化水源地

和缓冲带巡查，切实保障饮用水源地生

态环境安全。（３）守牢环境安全底线。
３月—４月，组织开展对６３家重点产废
和环境应急预案备案单位的环境安全专

项检查，防范环境风险。组织对４６家汽
车销售４Ｓ店危险废物管理开展自查自
纠，指导企业抓好问题整改。

【持续推进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上海市第七轮环
保三年行动计划中宝山区２０１９年任务
清单共６９个项目，启动率１００％，任务清
单的项目完成率 １００％。通过三年计
划，平台完成宝山工业园区、顾村工业

园区、罗店工业园区、杨行工业园区、月

浦工业园区 ５个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
方案的编制修订，通过市级专家评审。

推进新顾城、罗店新镇海绵城市建设，

购置投放２７５辆新能源车公交车，落实
装配式建筑面积 ２６６７６万平方米，文
明工地达标率超过９８％，推进南大试点
土壤修复项目及康家村、南大二期绿地

建设。

【持续推进清洁空气行动计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　区生态环境局完成４４项市
级产业结构调整项目和７４台中小燃油
燃气锅炉提标改造，开展１１３家企业工
业炉窑排摸治理，完成餐饮企业油烟在

线监测１６６家，推进机动车尾气监测、非
道路机械污染防治、企业内部加油站点

专项整治。深化扬尘污染综合治理，实

施秋冬季大气治理攻坚行动，在较为不

利气象条件下，完成进博会空气质量保

障。全年宝山 ＡＱＩ优良率达８７１％，列
全市各区首位，首次出现无重污染天。

【推出扬尘防控“片长制”２０版】　区
生态环境局将宝山区划分为３＋３３＋５０
＋Ｘ个“扬尘控制片”（“３”即３个市级
环境空气质量点周边１０００米范围；“３３”
即３３个市级道路扬尘点位周边５００米
范围；“５０”即５０个区级道路扬尘点位周
边５００米范围；“Ｘ”即镇级点位），除市
级点位、区级点位以外的区域，实现全域

化覆盖，并按照市、区、镇级进行分层管

理。根据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要求，

按照美丽乡村、美丽街区、文明道路分类

考核，各街镇扬尘值同比下降。全年全

区降尘量３８吨／月·平方千米，远低于
控制线，比上年下降１０５％；工地、码头、
搅拌站的扬尘监测每月均值均远优于全

市均值，道路扬尘监测月均值由全市倒

数跃升至中游。

【保障进博会空气质量】　区生态环境
局在１１月５日—１０日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期间，开展大气

污染专项治理，对 １７家企业及相关码
头、堆场、工地启动重污染天气重点企业

应急管控措施，加强油品质量抽查，严厉

打击黑加油站点，核查企业内部加油站

点８０家，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３０３
台，申报登记６１００辆，路检柴油车９６６２
辆，入户检查１０２０辆。

【先行先试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区生态环境局开展长江入河排污口排
查。年内，生态环境部，通过三级排查，

完成长江沿岸２千米范围内河段水体入
河排污口排查。结合生态环境保护机构

改革，入河排污口纳入生态环境局监管，

同步开展３１主干河道入河排污口排查
及重点排口溯源工作。（１）有口皆查，
通过人工现场踏勘、人随船走、无人船走

航监测、无人机航测等方式，实现入河排

口应查尽查。（２）有水皆测，对现场排查
发现排水的排口现场快速检测，结合排口

周边环境，初步判断排口性质。（３）试点
溯源，选取典型排口对排污口周边环境分

析、采用管道机器人及潜望镜检测、示踪

法，溯源查清污染来源。（４）立行立改，
对溯源发现的问题，会同区水务局组织相

关街镇制定方案，立即开展整改。（５）形
成指南，总结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的技

术路线、技术手段、实施流程，形成可借

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查、测、溯作业体系，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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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续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提供技术支

撑，从源头管控排口污染源，持续改善区

域水生态环境质量。

【超额完成重点行业重金属减排】　宝
山区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涉重金

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及市生态环境

局相关工作要求，聚焦重点行业、重点

区域和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深化总量减

排，完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体系。系

统排查及时更新涉重金属清单，确保涉

重金属企业全面监管。将涉重企业列

入年度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强化常态化

严格涉重企业。严控新建涉重金属项

目，原则上不得新增排放砷、汞、铅、铬、

镉等重金属建设项目。监管与服务并

重，提升涉重企业环保管理水平，依托

第三方技术力量入户核查，每户一张

“环保体检单”，指导企业逐个对接核查

问题逐项整改。专项行动强化执法检

查，监察、监测、监管三监联动，全流程

全面核查企业环境行为，跟踪检查发现

的问题整改，闭环管理。滚动推进涉重

金属企业清洁生产审核，从源头上减少

或避免涉重金属等污染物的产生，推动

绿色发展。全年完成区域内电镀行业、

皮革等重点行业区管企业全口径核查，

经国家生态环境部核定，富国皮革、申

和热磁４家企业完成重金属减排，重金

属减排率达８６％，超额完成到 ２０２０年
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排放量比２０１３年
下降１０％的目标。

【共建全市首个法制教育基地】　６月５
日，区生态环境局和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共建上海市首个生态环境法治教育基

地。教育基地坐落于长江西路节能环

保园吴淞工业区综合整治馆内。教育

基地围绕“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

护生态环境”的主线，介绍上海市全面

贯彻落实中央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相

关工作，集中宣传市、区典型环境违法

案例，其中包括生产废液非法偷排、采

用暗管排污逃避监管、倾倒混杂垃圾被

宣告“从业禁止”、禁猎区非法捕捉野生

鸟类、环境污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长

江禁渔期使用禁用工具捕捞水产品、非

法倾倒填埋有毒有害垃圾、非法处置危

险废物、露天喷漆违法排放挥发性有机

废气案、雨水排放口非法排放污水案、

环保行政拘留打击偷排废水案、废水超

标排放污染环境案、擅自闲置环境保护

设施案、限制生产措施强制治污案、生

产工艺重大变化未批先投案、废气超标

排放案等。

【开展环境宣传】　区生态环境局年内
借助“环保宝山”微信、微博和区政府门

户网站“两微一网”新媒体平台，以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全方位、多角度

宣传区生态环境保护“守底线、促发展、

惠民生”的宗旨，系统性展示全区污染

防治攻坚战成效。全年微信公众号共

推送图文信息千余条，微博 ６００余条，
网站３００余条。依托宝山环保监测监
控中心，建设“环保宝山”文化走廊，开

展生态文明思想理念宣传；依托社区环

保宣传阵地，定期发放宣传资料，开展

最新生态环境政策、法规、制度宣传；依

托“６·５”世界环境日，开展多种形式的
主题宣传活动。培育公益性社会组织，

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主题，开展

环保进园区、企业、商场、楼宇和学校的

环保宣传“五进”活动，全年在宝山城市

工业园区、诺亚新天地等不同场所开展

１０场活动，活动参与及辐射影响人群超
１０万人次。利用区社区公益服务扶持
引导专项资金，围绕“美丽家园，我是行

动者”主题，开展环保艺术秀微课堂等

社区环保宣传活动１２场。全年共组织
开展环境应急预案备案、土壤法专题、

危废规范化管理、危废管理信息系统操

作等企业环保培训活动。年内开展 １
家金叶级绿色饭店申报和评审工作。

新评选６所绿色学校，复评 ４５所。推
行系列中小学绿色创建实践活动。

（赵晓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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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市容
◎ 编辑　吴思敏

绿化市容

高境镇三门路绿化街景 区绿化市容局／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９年，区绿化市容局围绕
“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结合创全工

作、中央环保督察、“双迎”（迎新中国成

立７０周年、迎第二届进博会）工作、“美
丽街区”建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五

个一百”（百座公园绿地、百个街心花

园、百公里绿道、百条区级景观林荫道、

百棵古树名木）绿色生态建设等重点，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年内，美兰金苑养老

院成功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单位”。

【全面开展垃圾分类】　４月１日，宝山
区召开垃圾分类动员大会，强化硬件 ＋
软件、人工 ＋智能、科技 ＋传统、自创 ＋
取经等“四个结合”，深化垃圾分类新时

尚“七个一”（一本读本、一张海报、一首

主题歌曲、一辆宣传车、一部动画片、一

套文艺节目、一个吉祥物）体系宣传，形

成垃圾分类“宝山经验”。承办国家住

建部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首届专题培

训班及参观活动，年内两次全市测评排

名宝山区成绩优秀，罗店镇、大场镇、庙

行镇、高境镇、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入

选上海市垃圾分类示范街镇。完成垃圾

分类各项指标。全年累计申报创建达标

居住区８１１个，绿色账户开卡６８５８户，
建成两网融合回收点９１１个、分拣中转
站１３个、集散场１个。干垃圾日均清运
量１５２０２吨，可回收物量日均 ２９１９４
吨，湿垃圾分类量日均８６８９吨，其中居
民区湿垃圾分类量５８５４７吨（含菜场）、
餐厨垃圾分类量日均高于２７２２吨。完
成改造垃圾箱房２４９０间，配置干垃圾运
输车３００余辆、湿垃圾运输车１１０余辆。

【形成垃圾分类工作体系】　区绿化市
容局健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

实”的责任体系，各街镇园区建立联席会

议制度；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联席会议

办公室建立定期会议、宣传培训、统计月

报、监督检查、考核考评、简报通报等制

度；创新组建“１＋１＋１”分片联络推进
工作模式，１４个分片联络小组下沉并开
展指导协调工作；建立信息快速共享平

台，“宝山分类时尚”微信群及时推送进

展情况；加大监督力度，７个小组实施开
展实地检查，及时反馈问题。推进垃圾

末端处置设施建设，建设宝山再生能源

利用中心，该项目包含湿垃圾处置中心

和干垃圾焚烧厂。

【推进市容景观建设】　区绿化市容局
推进同济路和牡丹江路２个市级美丽街
区、５０个区级美丽街区建设，执行宝山
区“美丽街区”奖补政策。实施黄浦江

（宝山段）景观灯光工程（一期），建设任

务为光之山门１处，吴淞口灯塔，公园水
岸线约３３千米，国际邮轮港引桥、廊桥
和３栋航站楼。

【推进绿色生态建设】　区绿化市容局
全面完成新建各类绿地７７０７公顷的市
级考核指标（其中公共绿地３３０２公顷，
居住区及单位附属绿地４４０５公顷）；完
成立体绿化３０１７０平方米，花柱６根、花
墙１０００米；完成绿道１３４７千米。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达３９％（经市重新划定建
成区范围后的指标）。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达１２１平方米。林业方面，全面完成
全年（即：“十三五”期间目标）市级重点

生态廊道 ２７４公顷，其他生态廊道约
３５３３公顷，一般公益林３５６公顷，森林
覆盖率达１６４１％。全力推进“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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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月罗公路文化墙改造后 区绿化市容局／提供

“五个一百”建设计划。在参加的第十

三届中国菊花展览会上，景点《午后》获

上海展区室外景点特等奖。

【推进绿化市容重大项目建设】　区绿
化市容局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庙行公园

改建和西北街区花园建设；完成泰和污

水厂配套公共绿地一期初步设计审批；

确定美兰湖中央公园方案；完成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公园三期改造、场中路停偿

地块绿化建设。快速路景观路提升（同

济路）施工。３０公顷绿地改造整治项目
按计划办理前期手续。完成?川公路西

侧水产西路南侧、荻泾河东侧 Ａ２０外环
南侧等１１个水体整治工程。

【建筑垃圾处置管理】　江杨北路永久
性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投入运行，

全年资源化处置装修垃圾７８万吨。加
强对３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的日
常监管，处置“五违整治”建筑垃圾４６万
吨。加强对７个装修垃圾中转分拣场所

的日常监管，加强与各街镇（园区）沟通

协调，督促落实属地责任，开展辖区内固

废堆点排查整治工作。整治固废堆点

１３７处，整治量１２０万吨，完成全年整治
目标，加强工程渣土运输处置管理。

【加强市容环境整治】　区绿化市容局
完成市绿化市容局下达宝山区户外设施

整治任务，大型电子显示屏计划量 ２６
块、楼顶招牌计划量２２２块。１３５处零星
设摊整治基本完成，２１处违规亭棚整治
完成１６处、６８处“微治理”整治任务全
部完成。抓好“双迎”（迎新中国成立７０
周年、迎第二届进博会）市容保障，市

“双迎”平台转来督办问题，宝山区涉及

重要通道两侧外立面改造５处，涉及第
三方巡查市容环境问题约 １５０件，９月
底全部整改完成。推进市容环境责任区

管理“七个一”重点工作。举办《责任区

管理办法》实施四周年宣贯活动，开展创

全劳动竞赛责任区制度先进评比。教育

培训责任单位、管理人员１万人次，完善

“一点一档”信息档案５２８１家。对７４条
（段）中小道路６６００余家门责单位实施
垃圾上门收集。

【加强道路“四清”作业】　全区市政道
路清扫冲洗率达 ８６％，机扫率达 ９５％。
突出“夜间作业、白天保洁”模式，每月

开展“清死角、消盲区、大冲洗”城市清

洁专项行动，完善“一路一档”，实施“一

路一策”，将作业流程根据道路属性、车

辆行人流量、气候变化等因素差别化配

置，提高道路保洁质量。以“最美公厕”

创建活动为突破口，加强公厕管理，提升

公厕建设和管养服务水平，改善公厕环

境，满足市民和游客需求。

【绿化养护管理】　区绿化市容局完成
《宝山区公园绿地“四化”规划纲要

（２０１９—２０３５年）》和《宝山区绿化市容
局“四化”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编制工作，修订《行道树分类分级

养护管理方案》。公园管理开展日常巡

查与月度考核，完成“一园一案”“一路

一案”“一道一案”“一树一案”设施量调

查、梳理、统计工作，推进行道树分类分

级管理工作。新增市级公园５座，新增
夜公园开放 ７座，新增花坛花境 ５个。
水产路成功创建市级林荫道，潘泾路创

建特色道路。做好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防

治工作及森林植物检疫工作，推进野生

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野生动物保护和湿

地管理。

【社会绿化管理】　区绿化市容局以“绿
色人生、绿色守望；绿色家园、同创共建”

为主题，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和绿化宣传活

动，以“园艺进家庭、绿化美生活”为主

题，开展“市民绿化节”系列活动，针对老

旧小区突出的树木违规修剪问题，邀请市

局专家举办指导讲座，受益人数达千人。

结合“六进”服务开展绿化指导工作。坚

持社会绿地巡查管理，完成对全区２８６家
原“上海市绿化合格单位”摸底，为２０２０
年创建“上海市花园单位”做准备，美兰

金苑养老院于９月成功创建成为“全国绿
化模范单位”。 （倪晨洁）

３２３

绿化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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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行镇

２０１９年７月８日，宝山新城杨行杨鑫社区 ＢＳＰＯ—０６０１单元０６—０７（Ｂ—２）地块动迁安置房开
工 杨行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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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６９２户，
户籍人口 ７２４４８人，常住人口 ２４８１２６
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人口密
度５２３８人／平方千米。镇党委下辖３个
党委、３９个党总支、２３７个党支部，党员
人数６５２７人。辖区内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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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镇获得２０１９年全国科普日
优秀活动、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文明

镇、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民族团结进
步先进集体、２０１９年度考核优秀、宝山
区生态整治先进集体、宝山区政务公开

优秀单位等荣誉。２０１９年，大黄村成功
创建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北宗村成

功创建宝山区美丽乡村示范村。镇政府

地址：水产路２６９９号。

【经济建设】　杨行镇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４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８％；完成镇级地
方财政收入８亿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８３亿元，增长 １４％；合同外资
１３５亿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３８亿
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累计新增注册户

１６４２家，其中５０００万元以上６１家。全
面推进２９个重点产业项目建设，自控资
源不断增加。其中，中铝上铜城市更新

项目在办理施工许可；宝发展湄浦路地

块转型项目，完成市规土调规公示和产

业平台准入；吴淞泗塘科技园已初步建

成，完成税收６０００万元；智斌、东门子、
南汀路等“８＋４”个（“８”是指宝磁地块、
南汀路、杨东村地块、润地地块、城西二

村地块、小额站地块、湄浦村地块、北宗

村地块等；“４”是指工业园区部分地块，
即：凯元鼓风机、东门子、智斌金属、佳悦

钢琴等）可调控项目完成储备。招商花

园城商业综合体开业，助推水产路商业、

商务中心更趋完善。２０１９年帮助企业
对接落实市、区优惠政策，申请招大引强

资金共４８３万元；扶持２８家企业申请“１
＋９政策”（“１”指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的总的意见，“９”指关于邮轮经
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

金融服务、节能减排、文化创意、农业产

业化、人才发展等９项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申请资金３５７０万元，镇级配套５２５
万元。

【城乡建设】　杨行镇加强与宝武集团、
宝冶、二十冶、北翼集团等大型企业的战

略沟通，在重大项目、动迁安置建设等方

面开展深度合作。总投资 １８６６亿元、
共计１９１２套房源、总建筑面积约２１万
平方米的杨鑫社区 Ｂ—２动迁安置房项
目正式开工建设，计划于２０２１年底全面
建成，彻底解决杨行动迁居民在外过渡

长达十余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推进经营

性地块储备出让工作，完成牛津地块出

让，开展西城区北块 １２—０２、１３—０２地
块收储场调。全年共调整１０４、１９５低效
工业仓储用地１７０公顷，完成约１１５公
顷土地减量化工作，为下一步发展积蓄

动能。启动杨行镇总体规划编制和?川

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工作，完成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专项规划和杨行镇郊野

单元（村庄）规划编制。推进动迁安置

房建设，提速“５＋２”动迁基地建设，和

６２３



家欣苑４组团和铁峰路东侧０９地块实
现结构封顶；着力推动杨泰路等１２条重
点道路建设，其中，莲花山路、湄浦路等

６条断头路已正式打通，盘古路等 ３条
（段）道路已建成并移交，同时，启动杨

泰路等３条（段）道路建设；推进公共绿
地建设，盘古路绿地 ＩＩ期等７块绿地已
完成。三年来，该镇共累计新增绿化

１０３公顷；白沙公园于９月３０日正式开
园，提升杨行居民生活环境品质。持续

推进江杨市场区域、吴淞工业区、?藻浜

沿线两岸等“３＋２”重点区域、重点领域
整治。全面完成“大棚房”清理整治工

作，恢复耕地４１６７公顷。开展吴淞工
业区重点区域整治，拆除违法建筑 ９７
万平方米，清退违法居住人员２２４３人，
违法排污、违法经营取缔取得良好成效。

完成湄浦村违法用地整治任务，拆除无

证建筑１８５万平方米。提速实施“三场
减量化五年行动计划”（“三场”指停车

场，堆场，集装箱堆场），共拆除各类违建

１０８８５万平方米，清理住人集箱房 １１０
个，整治集卡车辆１６０辆。实施老旧小
区电梯加装工程，年内完成１０台电梯加
装立项。

【就业和社会保障】　杨行镇财政支出
用于民生比重达 ７２％以上。协调推进
杨北中心村和大黄中心村农民集中建房

户口备案，逐步解决上户难历史遗留问

题；推进创业型城区建设，提升服务能

级，帮扶引领创业成功５４人，安置就业
困难人员２５６人，安置率达１００％，全镇
登记失业人数始终控制在区下达的

１４６６人指标内，顺利通过国家级劳动人
事争议综合示范工作验收。建立健全基

层医疗卫生网络，完成“智慧健康小屋”

建设，并通过市级验收。办理城乡居民

医保、帮困参保缴费５３０４人次，发放医
疗救助金 ７５６万元。坚持托底保障开
展社会救助工作，共计发放各类镇级救

助金４９５万元，救助覆盖人数达１２４万
余人次。

【平安建设】　杨行镇全年各类刑案比
上年下降３２６％、各类治安和盗窃案件
分别下降１５４６％和５４６％；全年共受
理群众来信、电子邮件、来电来访 ３２９
件，减少２４５％；全年共受理热线工单
６６３９件，先行联系率、实际解决率、市民
满意率较往年有明显提升；开展全镇范

围生产消防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累计检查单位 ９２３５家次，整改隐患

１５２万条，完成市区两级火灾隐患挂牌
督办点位整治，年内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率下降 ６６７％；发生火灾事故率下
降７２％。

【社会事业】　杨行镇加强老年服务设
施建设，新建１所日间照料中心、１家助
餐点和２个睦邻点，完成２家农村薄弱
养老机构改造。积极构建“１＋３”公共
服务网络体系（“１”是指镇级社区事务
服务中心；“３”是指镇域西部和家欣苑
地区级社区片区中心，镇域北部盘古路

铁山路规划地区级社区片区中心，镇域

南部招商花园城水产路南侧地区级社

区片区中心），启用红林路综合为民服

务中心（该中心包括社区卫生服务站、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含日托及助餐点〕、

综治中心和司法所四个主要便民服务

点），打造和家欣苑地区级社区片区中

心。开展“爱心暑托班”“欢乐暑期”等

系列活动，凝聚群团力量提升居民生活

品质。

【生态文明建设】　杨行镇在全面消除
黑臭河道的基础上，水生态环境治理进

入长效管理和提标改造阶段，完成全镇

水系和雨污分流专业规划，完成４条断
头河治理，推进２８条段劣五类不稳定河
道工程性、管理性措施，实施２０个住宅
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实现农村生活污水

处置全覆盖；按照“扬尘控制达标区”要

求，将全镇区域划分为“１＋２＋６＋８”
（“１”即１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子站控
制单元周边１０００米范围；“２”即２个市
级道路扬尘点位周边５００米范围；“６”即
６个区级道路扬尘点位周边 ５００米范
围；“８”即８个除市级点位、区级点位以
外的网格区域）个“扬尘控制片”，实现

扬尘污染防控范围全覆盖，区域大气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开展固体废物堆点大

排查和整改，完成１５个固废堆点核查、
清场和规范堆存工作。

【精神文明建设】　杨行镇推进文化体
育建设，成功举办“曹燕华·杨行杯”乒

乓球比赛。更新维护１０４个健身苑点，
完成９家农家书屋提升改造。围绕杨行
文化特色，开展２０１９年“文化服务日”，
全年举办各类特色活动３１９场，共计观
众６７万人次。

【美丽乡村创建】　杨行镇针对农村地区
环境突出问题，制定“一宅一方案”，在全

镇６个村２５个宅开展“全覆盖、全领域”
整治。通过每月“人居环境整治日”行动

以及每周“村宅清洁主题日”等活动，共

拆除各类披棚搭建２８００多处，共８８３万
平方米，整治违规出租房屋６７６５间，搬离
流动人口１４万人；取缔农村无证经营
７１６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７３０余处；清运
宅前屋后垃圾杂物２７４万吨；完成大黄、
西街、湄浦、北宗、东街村共２３个村宅架
空线整治。杨行镇按照“一村一品”工作

方针，完成美丽乡村１个市级示范村（大
黄村）、１个区级示范村（北宗村）、２个区
级达标村（西街村、湄浦村）“１＋１＋２”创
建任务。大黄村通过农民新村的提标改

造，结合外环绿带美化和体育文化主题产

业，成功打造“生态大黄”市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北宗村结合基本农田保护区特

点，因地制宜传承乡村特色，推进“村社

联动”发展模式，创成以休闲景观农业为

特色的“绿色北宗”区级示范村。西街

村、湄浦村通过村宅基础设施、智慧安防

建设，创成区级达标村。杨宗路等２１条
农村公路目前已完工。新建农村垃圾压

缩站３座、修缮垃圾箱房３１座，改建公厕
３７座。

【党风廉政建设】　杨行镇认真办理人
大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委员提案１０件，
代表满意率１００％。全年公开公文类政
府信息１０５条。严格落实“一岗双责”，
加强财政投资小型工程监督，严格执行

“备案制”，全年共备案４７项。推进政府
运行目标管理，制定镇“三重”任务清单

１４０项，每季度开展督查，实行定期通
报、督导机制，建立从目标制定到执行、

监督、评估、问责的工作闭环。持续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调研活动，全

镇累计调研 ８２３３次，共 ２６４９９人次，收
集问题和建议 １１９０条，问题解决率达
１００％，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

【垃圾分类】　杨行镇全年投入资金
３０００余万元，在全镇８４个小区开展主题
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６８万份，开通
绿色账户６２万余户；改建垃圾压缩站４
座，修建１０５间四分类垃圾收集房，向居
民分发两分类垃圾桶２４万余只；完成
７２个服务点、２座中转站“两网融合”布
点工作。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

创建１个垃圾分类示范村和１６个垃圾
分类达标村。完成杨北、北宗等５个行
政村的卫生服务站标准化建设。

７２３

杨行镇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９日，招商花园城开业 杨行镇／提供

【招商花园城商业综合体开业】　１１月
２９日，招商蛇口入沪的首个商业项目宝
山花园城正式开门迎客。项目招商率

９５％，综合开业率超９０％。开业当天，客
流超８万人次，诸多品牌取得超越预期
的成绩。

【举办“曹燕华·杨行杯”乒乓球比

赛】　１２月 ７日、８日、１４日，由上海
市体育局和市教委主办的２０１９年“曹
燕华·杨行杯”上海市中小学生乒乓

球冠军赛暨第二届上海市乒乓球校园

积分巡回赛在曹燕华乒乓学校举行，

共有来自全市 ３５所中小学校的 ７５３
名学生运动员、教练员参加比赛，经

１５００余场比赛的激烈争夺，决出各个
项目的前八名。

【红林路综合为民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１２月２０日上午，宝山区杨行镇红林路
综合为民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中心包括

社区卫生服站、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公共

法律服务工作站、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服

务中心四大窗口，总占地约１２７万平方
米。四大窗口启用解决镇西南区域公共

服务资源的紧缺，为天馨花园、和家欣

苑、大黄馨园、飘鹰锦和、印象苑等小区

和大黄村总计１２１００余户居民日常生活
带来方便。 （冯　海）

表１ ２０１９年杨行镇辖区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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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春兰）

表２ ２０１９年杨行镇村委会

村委会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户籍

户数（户） 人口（人）

东街村 杨泰路７２５号 ３３９１２３８８ １０９６ ３０３０

西街村 宝杨路３２５８号 ６６７６３３８５ ７９８ ２５５６

钱湾村 杨泰路１１８号 ５６８０５８１８ ３４５ １０２０

西浜村 泰和路１９６９号 ５６８０３５２９ ３１２ １１２９

大黄村 ?川路１１８８弄４８号 ５６８００２２５ ３２９ １１２６

城西一村 江杨北路１５１９号 ５６８０２８７６ ４７３ １２２２

８２３

镇



（续表）

村委会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户籍

户数（户） 人口（人）

城西二村 富杨路４６０号 ３３９１１０５１ ５４６ １８０２

湄浦村 ?川路２２５２号 ５６８０１３３９ ７００ １７５６

杨北村 杨北路１８５弄３６５号 ３３８５３５２７ ３９６ １３３２

苏家村 共祥路２５５号 ５６３９１８５６ ３４９ １１６９

桂家木村 富锦路２３７９号 ５６３９１０４５ ３６６ １００１

北宗村 杨宗路３６８号 ３３８５２８１５ ２８３ １３０４

陈巷村 铁力路２８８号 ３３７９２５３５ １３４ ３１２

泗塘村 铁力路７８５号 ５１２６７１５７ １３５ １３６０

杨东村 宝杨路２０２６号 ３３７９２３１１ ５５９ １３７０

三汀沟村 铁山路１２８号 ３３７９４２２１ １３５ ３４５

（冯　海）

表３ ２０１９年杨行镇居委会

居委会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户籍

户数（户） 人口（人）

常驻人口

（人）

杨泰二村一居 杨泰二村２５号 ５６８０３１１６ １０９２ ２６１２ ５２７３

杨泰二村二居 杨鑫路３１１号 ５６８０２５８０ ５２２ １３０８ １６３１

富锦苑 富锦苑１８１５弄９０号 ３６３００４１８ ５７９ １２４２ ２６６２

城西居委 富锦路１６５９号 ５６９２０１７６ ３６２ １０１７ １５２５

杨泰三村一居 杨泰三村１９５号 ３３８５０３３８ ９５９ ２２８１ ４２５５

宝地绿洲居委 湄浦路２１８弄３４号 ３６２１６５６８ ３９１ ８２２ ２１５３

宝杨路２０２１弄居委 铁力路５５０号 ３３７９５０２１ ３９６ １２６４ １８２３

杨泰春城居委 镇泰路３８２号 ３６０４５６５８ １２８ ２４０ １３５８

天馨一居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６号 ５６８０７８４３ ６５２ １７２０ ４５００

天馨二居 ?川路１４９８弄２８９号 ５６４９３５８０ ８５６ １９３４ ５９２６

宝启公寓 ?川路１６２５弄６８号 ５６８０９６５９ ６５９ １９１９ ２２５７

康桥水都一居 水产路２６００弄８８号２楼 ６６７６９９０５ ８３３ ２４８９ ６０１８

宝启花园 宝杨路３２８８弄９０号 ５６４９２６８５ ３７０ ８１６ ２８４８

友谊家园一居 铁峰路２０００号会所２楼 ３３７９７０８８ ２５３ ４９７ ２７８９

友谊家园二居 铁峰路２００１弄１９９９号 ３３７９７３７８ １８８ ３７６ ２４１８

四季花城一居 松兰路１１６９弄３９号１０１室 ３６０４５５０２ １５７７ ３１９９ ５０４６

四季花城二居 松兰路９６０号２楼 ３６０４７９００ ６２８ １６２３ ６３２２

富杨居委 富杨路２２３弄 ５１０５２０６９ ３４８ ９４２ １７３０

杨泰一村一居 杨桃路１５９号 ５６８０１３５８ ５５９ １２６９ ４２４１

杨泰一村二居 杨泰路３３８弄５７号 ５６４９２００８ ４０２ ８１４ ４１３８

梅林居委 杨鑫路４５１弄４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０５６９０ ３８０ ８７７ ２３９８

禄德嘉苑居委 竹韵路２５８弄２７号２楼 ５６８０７２７７ ４２０ １７６８ ２７７７

柏丽华庭居委 ?川路１６２３弄４号１０３室 ６６７６０５８７ ３４４ ７７５ ２３１８

大黄馨苑居委 水产西路４８９弄４号 ３６３１７６１３ １５３ ３２７ ４７４３

同盛家园居委 月城路２５０弄１号３０７室 ３６０４５９７７ ２６１ ５７６ １７８８

丽景翠庭居委 盘古路２６１８弄４２号 ３３９１４２２７ ３５７ １０５３ ２３８１

杨鑫居委 杨鑫路９５号２楼 ３６５１１９２５ １８１ ３４９ ２３５０

福地苑一居 友谊路１８６９弄１０号 ３３８５０８５６ ５８２ １１９４ ４００９

福地苑二居 友谊路１８６９弄５１号 ３３７１７５９８ ３４８ １０２５ ２２５６

保集绿岛居委 友谊路１９９９弄７号 ３６２１１３８８ ２１８ ６６７ ２６０９

香逸湾居委 莲花山路５１７弄１２８号 ３６５０６２１１ ８４６ １８８９ ６０９５

东方丽都居委 友谊路２８５８弄６３号 ３３９１３８０９ ４５６ １０６１ ２６７６

宝虹水岸居委 梅林路８６５弄４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０６６３２ １１３ ２９８ １７９８

飘鹰锦和花园 红林路５８弄１０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０６８８９ ２４３ ８６３ ２３５９

９２３

杨行镇



（续表）

居委会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户籍

户数（户） 人口（人）

常驻人口

（人）

香颂名邸居委 杨泰路５５弄２３６号１０１室 ３６５１０６３９ ４５８ ９８３ ４１２１

紫辰苑居委 江杨北路１５６８弄７７号 ５６１７６２９９ ６２４ １９７９ ９３４６

春江美庐居委 松兰路１９８弄１５８号 ５６８０９２３９ ４１６ １４２０ ２６２１

友谊苑居委 铁峰路２２６８弄１６—１号 ５６４５００９１ ８５ １７２ １２８３

和家欣苑居委 顾北东路３９弄２０—１号 ５６８００３１８ １７５ ２６４ ２８８０

海德花园居委 海笛路３３３弄２９３号 ３６３８１２９８ ２９３ ６７０ ２５８０

远洋悦庭居委 杨泰路２１５８弄１０号 ３６２１１０２９ ６９３ １５４３ ６８２７

和家欣苑二居委 红林路５７６弄６５幢１—２号 ６６０１１８１３ ０ ０ ２５００

中铁北宸居委（筹） 月辉路２１８弄１号楼２楼 — ６４ １２５ １７００

宝悦华庭居委（筹） 松兰路２３３弄１５号 — ７１ ２０７ １６３８

（杨晓玲）

月浦镇

【概况】　月浦镇地处上海市宝山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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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２０１９年 １２
月，月浦镇实有人口数 １４８９６４人，户籍
人口６９１２４人，常住人口 １４８７６１人，户
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８７％，人口出生数
４０３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１４２‰。月
浦是３７个少数民族融合的大家庭，其中
上海户籍少数民族人口 １１２５人。镇党
委下辖 ７个二级党委（含 ３个非公党
委），３２个总支部，４０个一级党支部，２０８
个二级党支部，７５６１名党员。２０１９年新
增体育健身面积２万平方米，新建２条
健身步道，改建及新建１５个益智健身苑
点，改建１个篮球场。月浦镇在２０１９年
内第六次成功创建上海市爱国拥军模范

镇和上海市“无违建街镇”，获评上海市

反邪教优秀社区、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

先进集体（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等荣誉，在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上海市容环境社会公众
满意度测评中保持优秀行列。聚源桥村

成功创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政府

地址：月罗路２００号。

【经济建设】　月浦镇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３１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８１％；实现地
方财政收入１２２８亿元，增长１％；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１４亿元，增长
１２６％；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９亿
元。培育壮大楼宇经济，推动商务载体

多元融合，加大租税联动、科技创新、金

融服务等政策的扶持力度，不断做强未

来已来、普洛斯、叁九叁八文创园等产业

载体，为经济腾飞奠定坚实基础；建立与

镇域内国企、央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共谋发展的工作机制，成功引进宝武清

洁能源有限公司。拓宽招商引资思路，

营造亲商引商、安商稳商氛围，引导优质

企业上下游产业链进驻月浦；新建武汉

招商点，深化与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新

加坡科技局等专业机构的合作，引入希

亚思基金、丽翔航空、唯品会、斯菲尔等

一批千万级优质企业。１月—１２月，新
增注册户数 ３２３９户，新增注册资金
１３４８亿元，其中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及
以上企业９５户。

【城乡建设】　月浦镇首创农商用地推
介会，与多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并以此

为契机，大力开展招商工作。聚焦农村

风貌提升，制定《美丽乡村风貌建设“六

不六宜”管理办法》（六不六宜：不破坏

村容村貌，宜遵从乡村自然肌理；不恶意

破绿再建绿，宜保护乡村自然生态；不填

占村宅水域，宜保持乡村自然水系；不占

用农用地非农化，宜保有田园自然风貌；

不大拆大建重金打造，宜流露乡村自然

质感；不得过度使用墙绘和标语，宜突出

特色文化元素），大力开展“厕所革命”

和“走村入宅星级评定”行动，１４４户村
庄改造项目竣工验收；加强城镇空间规

划管理，《月浦镇郊野单元规划》获区政

府批复；全力配合区水务部门启动月浦

城区排水系统工程，大幅改善月浦镇汛

期积水问题，月川路西侧新增绿地约

１２００平方米；提高农村地区交通可达
性，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启动塔源

路微循环道路改造，基本完成月新南路

提档升级项目，加速推进２２千米村庄道
路提升工程；顺利推进庆安一村、乐业五

村等９个老旧小区的住房修缮工程。提
升城市管理的社会化、精细化、智能化水

平，重点查处“六摊六乱”（六摊：流动摊

点、烧烤摊点、排挡摊点、修理摊点、废旧

回收摊点、出店经营六类摊点；六乱：指

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设摊点、乱拉乱

挂、乱贴乱写乱画、乱扔乱吐）等热点难

点问题，保持镇区市容环境整洁有序；加

快建设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项目，

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稳步推进，实

施“１＋２＋３＋４”［１个市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月狮村启动第三批市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策划工作。２个村（沈家桥村、茂盛
村）进入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申请创建

序列。３个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段泾
村、钱潘村、长春村通过验收。４个区级
美丽乡村达标村沈巷村、茂盛村、新丰

村、勤丰村已全部通过验收，并启动区级

美丽乡村示范村规划编制工作］美丽乡

村创建计划，形成“点上突破、面上推

进”的创建格局；集中开展拆违攻坚行

动，聚焦“存量减量、增量为零”，全年拆

除违建超８万平方米；进一步深化住宅
小区综合治理，基本完成 ２０个小区、
１２１８万平方米的雨污分流工程，成功
创建７个“精彩社区、美好生活”示范小
区；聚焦“美丽街区”建设，积极推进古

莲路、德都路综合景观改造项目；坚持水

岸并举、标本兼治，全年轮疏河道１９条
段总长６４５０米，全面消除劣Ⅴ类河道；
全镇投入近１０００万元，建成两网融合服
务点５８个、中转站１个、智能垃圾回收
点３个，垃圾厢房改造实现全覆盖，分类
垃圾桶下发至所有村（居）民；创新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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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减量管理机制，全镇所有小区实现

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分类达标小区创建

率１００％，１１个村实施垃圾分类减量，聚
源桥村率先在全区实现“湿垃圾不出

村”。

【就业和社会保障】　月浦镇聚焦大龄
失业人员、残疾人员及新成长的劳动力，

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多措并举推

进就业创业，举办各类招聘会６场，推出
岗位４８００余个，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１６９２
人，有效控制在２０９５人的指标以内；鼓
励和扶持创业，以创业带动更高质量、更

加充分的就业，帮助３５周岁以下大学生
创业３４户，完成率达１１０％；完善社会救
助保障体系，加大帮困救助力度，全年累

计发放各类低保金、帮困金２３９０万元，
完成２３５０位退休和生活困难妇女的免
费妇科病、乳腺病筛查；积极宣传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加快实现贫困人

员城乡居保“应保尽保”，新征地人员落

实社会保障率达 １００％，居民城乡居保
续保率达１００％；关爱残疾人事业，完成
９户残疾人家庭的提高型无障碍改造，
安排３００名残疾人健康体检。

２０１９年５月８日，第二届上海宝山月浦花艺展开幕 月浦镇／提供

【社会管理】　月浦镇持续提升社会治
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年内，１４个小区业委会完成换届选举，２
个小区新组建业委会；各村居线上线下

同步发力，用活用好“社区通”智能治理

平台，实现服务居民零距离、全天候；以

德治为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

真落实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创建要

求，开展“三创联动”（创全、创卫和农村

人居环境专项整治工作互相联动）４５天
专项整治行动，以“一线工作法”（情况

在一线掌握、决策在一线形成、问题在一

线解决、作风在一线转变、感情在一线培

养、能力在一线锤炼、政绩在一线检验、

形象在一线梳理）提升创全实效。１６
万余名志愿者用行动树立起精神坐标。

《我妈是城管》获得第五届上海市民微

电影大赛剧情类单元金奖、《三生石畔》

在中国第三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

微电影征集展示活动中载誉归来。深化

平安月浦建设，打造智慧社区、智能小

区，将所有小区全部纳入“雪亮”工程，

增设高清视频监控探头 ２５７个，１０６套
ＷｉＦｉ嗅探系统实现镇域全覆盖；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持续强化对“家

庭棋牌室”“套路贷”“黑车运营”等现象

的排摸打击；全力保障社会稳定和群众

安居乐业，偷盗类１１０报警数同比下降
１１％，刑案数同比下降 ４３％，万人报警
类数和刑案发案数处于全区低位；探索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开发应用城市网格

化综合管理智能化信息系统，１２３４５市
民热线处理综合排名保持在全区前列；

扎实开展信访维稳工作，以真心、诚心、

耐心换取群众的信任心、包容心。再生

能源利用中心项目平稳有序推进。定期

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教育，“以案说安”培

训企业１１０家，培训人数达 ３０００人；落
实较大安全隐患和挂牌督办单位整改工

作，开展打击非法加油点专项行动；保持

对食品安全高压态势，守护市民“舌尖上

的安全”；深刻反思、汲取“１１·９”鑫德
火灾事故教训，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行动。

【民生事业】　月浦镇推动基础养老设
施增量、增能、增效，增加养老服务设施

６处（养老院１家、日照中心２处、综合
为老中心 １处、长者照顾之家 １处、顾
问点１处）。新建月浦恬逸养老院启动
试运营，提供养老床位 ４６６个、长者照
护床位１５个；睦邻点建设实现各村全
覆盖，新增示范睦邻点２家（沈家桥村、
月狮村）。社会爱老助老氛围日益浓

厚，对９０岁以上老人、敬老院老人开展
春节、重阳节和高温慰问。稳步实施教

育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实现财政

教育投入及生均预算支出“只增不减”，

完成２所学校设施设备添置项目和 ６

项暑期修缮工程；传承弘扬“月浦锣鼓”

“月浦竹编”等非遗文化，丰富文体活动

供给，完成四级文化配送１７０场，新建、
改建益智类健身苑点 １８个；积极创建
“上海市健康村镇”，顺利通过第四次国

家卫生镇复审；成立退役军人服务站和

顾问点，积极推进月浦攻坚战纪念碑改

造项目。

【党建工作】　月浦镇善始善终抓“严”
学习，以理论学习、专题讲座、实地参观、

电影党课等多样形式，围绕８个方面专
题共计开展集中学习２２次，镇领导带头
讲党课１３场。全镇２８２个党组织、６６３２
名党员在主题教育期间全员“上线”，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学习强国”“远

程教育”“学习分享会”“主题党日”等平

台构建起多渠道、立体化的学习途径。

按照“点上突破、面上推进”的思路，典

型引领树新牌并在聚源桥村先行先试，

“新乡聚，心服务”活动、党建“六聚”项

目［一个党员一面旗帜（聚帜）、汇聚民

志民愿民意（聚志）、开设村级红帆讲堂

（聚知）、建设老书记工作室（聚智）、聚

集各方诚挚之意（聚挚）、深化区域党建

联建（聚治）］，党员联系户制度等拉近

党心民心，全村党员干部在各项重点难

点工作中勇当先锋。全面实施基层党组

织书记能力优化提升工程，实行备案管

理制度，强调主责主业，推动履职尽责，

打造“专业化”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在

农村坚持红色领航、筑牢基层堡垒，让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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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高高飘扬。

【聚源桥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　月浦镇聚源桥村获评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聚源桥村持续推进乡村振

兴建设，产业转型加速升级，乡村社会快

速转型，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聚源桥村

利用创新工作方式，总结出“１２３”乡村
善治模式，不断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该村把农业当作最大的资源

和优势，着力推动结构调整、产业转型、

业态融合，发展特色化生产，拓展中高端

供给，努力实现农业的全环节升级、全链

条升值。与上海交大临近空间研究团队

合作建立飞艇研制基地，打造国内领先

的高端飞艇研制基地，研发国际一流飞

艇产品。与当地企业上海黄海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合作建立中草药种植基地，依

托中草药种植基地开展多元化经营，开

发简易中草药产品。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宝山区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年纪念活动上，胡文杰烈士之子胡晓军、胡继军凭
吊革命先烈 月浦镇／提供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９日，月浦镇举行区域化党建联盟启动仪式 月浦镇／提供

【第二届月浦花艺展】　５月８日，月浦
镇第二届月浦花艺展盛装开幕，花艺展

以“乐谱花海田园风采”为主题，在“艺”

字上做文章，渲染“乐里有诗、诗里有画、

画里有花”意境；围绕花艺展示、产业拓

展、文化服务，在展示规模、互动体验、产

业融合、主题导入方面呈现出新的特色

亮点，规模更大。在约 １５３３公顷的月
狮村花卉基地基础上新增３６７公顷打
造田园花海、农夫市集和聚源桥村一水

间花卉基地，花卉数量５０万盆，展出品
种１００余种，接待体量大幅扩容；互动增
加。风车隧道、稻草人、草坪音乐会、微

盆景插花ＤＩＹ等，为游客创造亲子互动
环境；十场文化配送好戏连台，老百姓的

观看满意度高、社会反响好；众文空间揭

牌启用，非遗作品、“花艺”衍生品陆续

落户，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

里”；８００平方米的农夫市集将特色农产
品及非遗作品带到游客身边，得到热烈

追捧。产业融合。月狮村积极探索“龙

头企业 ＋合作社 ＋农户”的花卉产业模
式，引导建设农户花卉种植园，培养花卉

种植人才，实现产业转型，促进农民增

收；宝钢国旅和月浦农发公司在本次花

艺展签订了发展绿色生态旅游合作框架

协议，探索工业游与乡村游融合新业态，

推动一、二、三产深层次融合。结合美丽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内容，围绕垃圾

分类、美丽庭院，推出庭院布展样板间和

垃圾分类主题节目，由区绿化市容局进

行读本设施赠送宣传、区农委为８家最
美庭院发放花种，宣传引领美丽乡村建

设新风尚。

【举行“致敬英烈———宝山区庆祝上海

解放７０周年纪念活动”】　５月２７日，
“致敬英烈———宝山区庆祝上海解放７０
周年纪念活动”在月浦公园上海战役月

浦攻坚战纪念碑前举行。各界代表３００
余人参加纪念活动，月浦攻坚战亲历者

钱华生无比动容地讲述被解放军解救的

经历，１２名新党员进行庄严的入党宣
誓。现场所有人员向纪念碑敬献寄托哀

思的黄菊花。

【月浦镇组团赴北京举办产业招商推介

会暨项目签约仪式】　８月 １５日—１６
日，镇党委书记王建带队赴北京开展招

商考察，并举办产业招商推介会暨项目

签约仪式。招商洽谈会期间，月浦镇向

与会企业介绍该镇区位优势、资源配套

及产业政策以及月浦工业园区概况并与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组委会、中关

村发展有限公司、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等１０余家企业开展交
流。考察期间，实地参观清华启迪控股

和迈瑞司两家公司。

【区域化党建联盟启动】　９月２９日，月
浦镇举办“喜迎新中国７０华诞·奏响新
时代壮美乐章”———月浦镇区域化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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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启动仪式。以此为契机，号召联盟

成员充分认识搭建区域化党建联盟平台

的重要性，积极加入区域化党建联盟“大

家庭”，为区域化党建增添活力；积极建

言献策，为区域化党建联盟贡献智慧和

力量；依托区域化党建平台，凝聚镇域内

不同行业基层单位组成，集帮困捐赠、助

老抚幼功能于一体，共同签订盟约，定期

举办系列活动。积极利用好区域化党建

联盟大平台，发挥各自优势作用，真正实

现辖区治理从单打独斗到联盟作战的转

变，从树木到树林的量变式快速发展。

【启动农商用地招商推介会暨项目签约

仪式】　１０月２４日，“２０１９月浦镇农商用
地招商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月浦

镇经济发展公司综合大楼举行。该推介

会旨在为乡村导入社会资源、社会资本、

社会智慧，激发乡村活力，为乡村和企业、

高校搭建合作共赢的平台。月浦镇正处

于经济强镇、花卉特色小镇、社会治理示

范镇“新三镇”升级版建设的关键时期，

该镇以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培育本地

“三新”经济体，借力上海近郊区位优势，

将月浦建设成为“品质农业展示基地”和

一、二、三产业融合示范区，提振乡村产业

发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 （鲍诗婧）

表４ ２０１９年月浦镇辖区学校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在职教工数
（人）

学生数（人） 性质 联系电话

月浦实验学校 庆安路２５号 １４７
小学８０４

初中９１６
公办 ６６９３０１６０

盛桥中心校 古莲路２７１号 ６０ ６１３ 公办 ５６１５１７３９

月浦中心校 月罗路２２８号 ４３ ５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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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月宁４０９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２２０

满天星幼儿园 鹤林路７８弄５１号 ４３ ２５３ 公办 ６６０３０１３１

北岸郡庭幼儿园 塔源路２８８弄９号 ３６ ２３２ 公办 ６６０３８２１０

惠民小学 川巷路１６０号 ５５ ５６１ 纳民 ５６９３１３１２

博爱幼儿园 绥化路２８８号 ５１ ３７０ 民办 ３６３０１０４７

盛桥幼儿园 石太路３１弄１号 ３２ ２８７ 民办三级 ５６１５０２６４

淞浦中学 德都路１６８弄８７号 ８０ ７２９ 公办 ５６９３１４９５

月浦中学 四元路２０弄７８号 ６４ ６０３ 公办 ５６１９８９１５

宝钢新民实验学校 月浦四村１号 １００
小学４６１

初中４６２
公办 ５６６４６７４６

行中中学 月浦塘南街５２号 ５４ 高中４４１ 民办 ５６１９２００２

盛桥中学 石太路１０号 ５６ ５７３ 公办 ５６１５４７３２

灵石学校 盛桥一村８０号 ３２ ４９ 公办 ５６１５００５１

月浦二小 月浦七村３４号 ３９ ３９３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６６５

月浦三小 月浦八村１３８号 ４７ ５１５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４５５

乐业小学 春雷路３３１弄８４号 ５７ ５６５ 公办 ５６１９３０８５

石洞口小学 盛桥三村１６号 ４６ ５１０ 公办 ６６６８３４５５

同达小学 德都路１６８弄１号 ４５ ５４８ 公办 ５６１９５６６２

月浦二村幼儿园 月浦二村６号 ２８ １８５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７４５

月浦四村幼儿园 月浦四村２９号 ４１ ２６８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１４８

月浦六村幼儿园 月浦六村４９号 ２８ １８９ 公办 ５６６４６９１４

月浦八村幼儿园 月浦八村７５号 ３５ ２９２ 民办 ５６６４７６７３

宝星幼儿园 宝泉路６３号 ３４ ２５６ 民办 ５６６４６４００

马泾桥幼儿园 月罗路３００弄１８号 ４８ ２６８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５３８

太阳花幼稚园 四元路２０弄７６号 ５８ ３５１ 公办 ５６１９５８１６

盛桥新村幼儿园 盛桥二村４４号 ３０ １８４ 公办 ５６１５７８７６

震旦中等专业学校 富乐路３８号 ８６ ８３８ 民办 ５６９３９９９８

贝贝艺术幼稚园 德都路２５１弄１号 ３２ １５５ 民办 ５６１９９５８８

菲贝儿幼稚园 月浦九村４９号 ２９ ２２２ 民办 ５６９３１６１４

合计 １６３７ １４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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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９年月浦镇村、居委会

居、村委名称

户籍人数

户数（户） 人数（人）

居委地址 电　话

月浦二三村居委会 １３５０ ２２６６ 月浦三村４１号２楼 ５６９３０２３０

月浦四村居委会 ８７０ ２２０７ 德都路３９９弄６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３１７６５

月浦五村居委会 ６３４ １４８３ 月浦五村４４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３０２５９

月浦七村居委会 ７８７ １５１８ 月浦七村３５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４２４１３

月浦八村居委会 １７４９ ３６６８ 月浦八村８４号 ５６９３５５４０

月浦九村居委会 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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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４ ４０５２ 春雷路４３１弄４０号 ５６９３４６１４

乐业二村居委会 ６２８ ２６９８ 春雷路３５４弄３号 ５６６４３５１４

乐业四村二居委会 １１３１ ２７２０ 德都路２６９弄３７号２楼 ５６１９８９６１

乐业五村居委会 １５７３ ４４９０ 德都路２１８弄５号 ５６１９８３００

庆安一村居委会 ７９６ ２３５２ 庆安一村２５号 ５６９３７３４１

庆安二村居委会 １６２４ ２８３２ 庆安三村绥化路５２弄６３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４

马泾桥新村居委会 １２３５ ２９１０ 马泾桥二村１５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５

盛桥新村居委会 １３５７ ３２６８ 盛桥一村３８号２楼 ５６１５３８８４

盛桥三村居委会 ９５５ １８３２ 塔源路２５８弄５８号 ５６１５２０１４

盛桥四村居委会 ４１７ １０２１ 月川路３３弄３７号２楼 ６６０３６６１８

庆安四村居委会 １７０２ ２８８６ 绥化路２６０弄２２号１０２室 ３６３０１０３０

庆安五村居委会 ７０５ ２１３１ 春雷路２８８弄７号２楼 ３６３０３２２８

星月居委会 ６３０ １４９８ 盛桥塔源路５８弄７８号 ５６１５８０８１

时代富浩居委会 ２０３４ ６１０２ 德都路２８弄２５号２楼 ３６３０２５１２

宝月尚园居委会 ４９９ １２８５ 申浦路２８８弄１７号２楼 ５６４５０６３９

新月明珠园居委会 ９８ １８２ 塔源路１５０弄９８号２楼 ３６３０８５２６

鸿锦苑居委会 １３１ ３１８ 月罗路２５９弄８—３号２楼 ６６８６０２９３

北岸郡庭居委会 ８５２ ９０４ 塔源路３０２弄５号２楼 ６６０３８８０９

阳光锦园居委会 ２５７ ６６５ 月富路２１８弄１９号楼 ６６９３１９２０

昱翠家苑居委会 １３２ ４７４ 月盛路５１号２楼 ６６９３１９３０

长春村 ３３５ １０５３ 园和路８１９号 ５６６４６６２１

茂盛村 ３９０ １１７０ 月新南路８２２号 ５６９３１５８８

沈巷村 ２１０ ７１２ 月罗路３０９号 ５６６４６８２２

段泾村 ３４４ １１０３ 月新北路３８１号 ５６６４８０１０

梅园村 ７６ １７５ ?川路３９６５号 ６６８７６２９６

勤丰村 ３８９ １２９９ 月丰路２５号 ５６９２８８７１

新丰村 ２８８ ８４０ 石太路９８号 ５６１５１５２０

海陆村 ３９５ １０６１ 和合路９号 ５６１５３３８６

盛星村 ４５２ １４７３ 石太路６６５号 ５６１５１７９７

沈家桥村 ３７６ １１４７ 石太路４８９号 ５６１５３３６２

聚源桥村 ２７１ ７７７ 聚发路２４１号 ５６１５００３１

友谊村 ２１４ ５４８ 月宁路３０１号 ５６１９６００４

钱潘村 ２８３ ８５６ 钱陆路４２５号 ５６９３０３３７

月狮村 ２４９ ８４６ ?川路５４７９号 ５６１５２１０７

（鲍诗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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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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个居委
会（其中在筹２９个居委会）。至２０１９年
末，有户籍人口 ７０３９９人，比上年增加
３９４４人，户籍人口密度１５９３０９人／平方
千米；列入管理外来流动人口８１７０１人，
增加 ０８％。常住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８４％。辖区内有学校１７所，建有公共
运动场所６个，居民健身点７３个，农民
健身园４５个。镇党委下辖２个基层党
委、８个党总支、１８４个党支部，党员总数
５２４４名。２０１９年获评“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度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通过全国卫生

镇复评；连续８年被评为上海市平安示
范社区；成功创建上海市无违先进街镇、

上海市垃圾分类示范镇；北金村、天平

村、联合村获“上海市文明村”称号；美

兰金苑养老院获“全国绿化模范单位”

“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罗店中心校获

第４０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赛季军。镇
政府地址：沪太路６６５５号。

【经济建设】　罗店镇全年完成财政收
入６３亿元，比上年增长约３％；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４２亿元；完成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４１３亿元，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１０亿元。《宝山区罗店镇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初稿进入公示阶段，老镇控规

和郊野单元规划编制完成并获批复；罗

店工业园区结构调整、富锦工业园区转

型升级步伐加快；沪太路沿线产业布点

逐步优化，中集金地美兰城项目进展顺

利；新镇东部地块开发建设有序推进，

美兰湖区域提标改造工作正式启动。

加大生物医药领域优质项目的引进，正

大天晴康方项目正式落户；国盛产投

１３３３公顷生物医药园项目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首发地块正式启动；晟济药业、

同源康生物等项目意向落户；前海瑞

集、西门子交通电气等项目正式落户；

东明家居设计体验中心、罗溪画家艺术

文化村项目、国际品牌酒店、国际进出

口商品交易中心等项目成功引进。秉

承“亲商、重商、尊商、安商”理念，召开

２０１９年罗店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
进会。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罗店镇坚持补
短板、优生态，打造城镇环境新面貌。成

功创建上海市无违先进街镇。低效建设

用地持续减量化，超额完成计划任务量；

以城市管理为抓手，条线协同作战，通过

精细化管控，保证新建违建零增长，逐步

推进小区存量违建拆除；整治大棚房、卫

片、历史存量等各类违法用地５２宗，拆
除违章建筑近３０万平方米。基本完成
７４条劣 Ｖ类河道消除任务，实施１９条
断头河整治工程，强化２０３条中小河道
长效管理，进一步推进河长制示范镇建

设。整改违法排污企业１８９家，全面推
进３７个居民区雨污混接改造，完成１０３
座农村公厕、４０座农村垃圾房改造，市
容环境得到显著提升。完成１１３座农村
生活污水设施提标改造。落实垃圾分类

配套工程建设。完成村居１３０个四分类
库房改造，完成 ２１８个两网融合点及 １
个两网融合中转站的改建运行，北金村、

天平村实现湿垃圾不出村，成功创建上

海市垃圾分类示范镇。

【城镇建设与管理】　罗店镇顺利推进
重大工程，Ｓ７二期动迁工作，基本完成
签约任务；潘泾路大修工程正式实施，４４
条村级道路提档升级，罗新路（沪太路—

抚远路）、罗溪路（罗新路—石太路）、永

顺路（罗溪路—集贤路）、祁北路（潘泾

路段）、罗升路市河桥危桥、赵巷东街

（罗溪路—荻泾）等市政道路（桥梁）改

建有序推进；罗店古镇 Ａ１９—０３杜家桥
基地、罗店大居 Ａ９、Ａ１０、Ａ１１动迁安置
基地开工建设；完成 Ｄ３、Ｄ４地块动迁安
置房进户工作。创建月罗公路（西段）

“美丽街区”，着力打造“１＋６＋１０＋７”
（１个乡村振兴示范村，６个市级美丽乡
村示范村，１０个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７
个美丽乡村达标村）“美丽乡村”，建设

罗溪花苑、罗贤苑等１３个“美丽家园”示
范小区，深化保利物业第三方管理服务

建设“美丽古镇”。建立镇建管中心，规

范项目工程管理。全面推进“河长制”

“路长制”“片长制”实施，注重常态化监

管；引入智慧停车管理项目，新建杨南路

非机动车停车场，解决地铁周边区域“乱

停车、停车难”问题。深入推进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推动罗店文明程度逐步上升；

以迎卫生镇复审为契机，完善基础设施，

规范行业管理，巩固和提升国家卫生镇

创建成果，全年共计出动执法人员５千
多人次，开展卫生监督检查近 １７００户
次，督促整改问题３０４户次。

【乡村振兴】　罗店镇积极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改善乡村面貌；天平村

乡村振兴示范村基本完成６大类（农村
相对集中居住、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现代农业

产业建设、新产业新业态建设）１４个项
目建设，完成市、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和

达标村（１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联合
村；４个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王家村、
光明村、张士村、毛家弄村；１个区级美
丽乡村达标村：罗溪村）创建；完成 １５９
户兵营式改造农民集中居住签约。完善

农田基础设施，推动生态循环农业建设，

实现水稻种植 １０２６７公顷，蔬菜种植
３００余公顷，完成７个合作社绿色认证工
作，全镇稻谷生产全部通过绿色认证。

统筹各村闲置资金，成立罗村实业公司，

入股东明家居、宝罗瞑园等优质项目，实

现经营性收益，对村级集体经济稳定持

续发展形成有力支撑；发挥农业合作社、

农业龙头企业产业优势，增加农民的工

资性收入。

【就业和社会保障】　罗店镇全年举办
各类招聘会 １２场，共计推出工作岗位
１８２０个。该镇开展“创业项目对接会”
等主题活动，营造创业氛围。认定市级

就业困难人员３０９人均安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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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
人，其中大学生创业成功的３７人，创业
带动就业５１人，完成职业指导５８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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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５起，先行调处率达１００％。完成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９４６人。办
理门诊大病登记 １９１４人，医保减负
２３１人。

【社会事业】　罗店镇开展家庭医生签
约和延伸服务；举办各类招聘会，共开设

工作岗位１８００余个；开展与云南省维西
县、会泽县和罗平县携手奔小康行动，累

计捐赠资金共３００余万元。建成罗店古
镇睦邻共享中心，惠及周边５万余名群
众，完成蔡家弄村、远景村、毛家弄村 ３
个睦邻示范点建设；推进“博爱家园”创

建，完成智慧健康小屋建设；落实关爱老

人基础工作，为全镇７０周岁以上老人家
庭提供紧急救助、生活代叫服务，完成

１０台电梯加装立项；办理各类计生行政
事务和扶助奖励２１万人次，发放金额
９１０余万元。美兰湖九年一贯制学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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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结构封顶，美兰湖第三幼儿园进入可

研阶段，金锣号幼儿园完成上海市一级

幼儿园创建；开展“乐学讲堂”培训活

动，丰富社区教育。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０日，第三届罗店花神庙会举行 罗店镇／提供

【社会治理】　罗店镇结合线上“社区
通”平台和线下“四三五融六必访”［“四

三”指三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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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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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

步提高群众反映问题的解决率和满意

度，有效推动“居村融合”，构建具有罗

店特色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睦邻体系。罗

店镇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

强化治安防范，全年警情比上年下降

４０６％；推进网格化管理，“１２３４５”市民
服务热线受理工单按时办结率达

１００％；围绕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主题，
全年共检查企业６０２３家次，门面房４１０２
家次，建筑工地４１９家次，地下空间５５４
家次，巩固全镇安全工作基础；做好防台

防汛工作，落实各项预案，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全年完成村居４５个智
联网平台建设，推动综治信息化、智能化

转型；完成８９个封闭式住宅小区的ＷｉＦｉ
嗅探安装工作；完成王家村“智慧农村”

和天平村“智慧乡村”项目，与“宝山区

综治智能化信息系统”有效对接；继续深

化治安巡逻防控、武装应急处理突发事

件、群防群治守护“三张网”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　罗店镇全年完成光
明村、罗溪村等新建健身点９处、更新２
处；开展全民阅读，１９家农家书屋新增
图书近３万册，镇图书馆新增图书５千
余册；开展各项群众体育活动，举办

“２０１９中国青少年高尔夫大师赛”、定向
越野赛、全民健身日“百人大会操”等活

动；开展“小蝌蚪”亲子课堂共４８场，参
与１７００人次。围绕“春有花神秋有画、
夏有龙船冬有灯”的四季文化品牌，成功

举办“万花主宰·盛世花开”第三届花

神庙会、罗店民俗画展、“魅力龙船·诗

颂端午”第十三届罗店龙船文化节、“文

香罗店·灯耀元宵”罗店元宵灯彩年会。

申请国家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

补助资金６０万元，参展宝山非遗市集，
举办罗店鱼圆制作交流品鉴会；启动罗

店民俗文化传艺中心建设；在１５个村居
及３所学校开展“非遗进农村、进社区、
进校园”活动，近千人次参与。

【加强政务服务建设】　罗店镇严格执
行“一岗双责”和廉政建设各项规定，执

行政府采购监管机制，强化基层单位公

务活动经费管理，规范公车使用管理；自

觉接受人大监督，持续强化建设法治政

府，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

促进政府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全年主动

公开政府信息１３０条，公文类文件公开
率达１００％，公开行政处罚类信息 ３４５
条；注重区、镇人大代表和区政协委员书

面意见及提案的办理，全年９件人大和
政协提案全部办结，满意度达１００％。深
化目标管理、绩效管理，加强对政策执行

情况的监督。注重经济运行分析，提前

预判抓落实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注重向

民生和重大项目的倾斜，全年在社会事

业、民生保障、城镇维护管理等方面投

入，分别达到２３４亿元、２８７亿元、２２６
亿元。

【党的建设】　罗店镇根据区委“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体部署，先后

组织１４次集体学习研讨，形成２９篇交
流材料，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为基层党员

作了１３场专题党课，形成１４篇调研报
告，全年累计开展调研走访１２６００余次，
覆盖各类调研对象２６７００余家，梳理问
题２５００多个，一批困扰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得到解决。开展庆祝建

党９８周年座谈会、“七个一”（对党支部
书记进行１次轮训，通过党员大会、支委
会、党小组会交流学习体会，党支部书记

要讲１次专题党课或向所在党支部党员
报告１次个人学习体会，组织党员查找
不足列出问题做好整改，组织党员至少

参加１次志愿服务，组织党员为身边群
众至少办１件实事好事，党支部召开 １
次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

工作）系列活动。举办“一把手”培训

班、基层党组织书记轮训班。推进党支

部规范化建设，规范３６个党组织设置，
整顿２个软弱涣散党支部；推进村级事
务阳光运行，做到党务村务线上线下同

步公开，完成 ２０个村两委班子下楼办
公。坚持在经济发展、环境整治、社会治

理等一线岗位考察、培养及选拔干部，加

强党员干部经常性廉政谈话和教育管

理，梳理４９７项“岗位廉政责任风险”，制
定工作措施１１７３条。完成２８个村（居）
巡察工作。用好金罗店３６５微信号、罗
店新声宣讲团等平台，广泛开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宣传

活动。

【举办第三届上海宝山罗店花神庙会】

　４月１０日，“２０１９第三届上海宝山罗
店花神庙会”在“罗店花海”举行。祈福

仪式以花序、花舞、花迎、花开、花行等传

统环节，旨在深深唤醒乡土记忆，再现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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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相传的遗风古俗，重现花神风采，其中

迎神启航别具新意，花神及十二花仙分

乘罗店非遗“龙船”自水中翩翩而来，撒

花降福让人印象深刻。农耕文化特色的

花神巡游和专场演出，展现罗店百姓传

承和发扬民俗文化。

２０１９年６月５日，第十三届罗店龙船文化节活动开幕 罗店镇／提供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２日，罗店镇“我爱我罗”大型动迁安置基地暨重大项目开工仪式举行 罗店镇／提供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２０１９社会治理与协同创新中国镇长论坛在罗店镇举办 罗店镇／提供

【举办第十三届罗店龙船文化节】　６月
５日，“我们的节日·端午”之“魅力龙船
·诗颂端午”第１３届上海宝山罗店龙船
文化节活动在美兰湖畔盛大开幕，吸引

了上万市民前来参与和体验。“立竿”

“燃旺盆”“送标”“接龙”“砍缆”“启航”

等罗店划龙船独有的习俗在美兰湖畔上

演。作为首批上海市非遗名录项目的罗

店彩灯也在龙船文化节上亮相，让市民

游客在流光溢彩中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

魅力。

【“我爱我罗”大型动迁安置基地暨重

大项目开工】　６月 ２２日，罗店镇“我
爱我罗”大型动迁安置基地暨重大项目

开工仪式举行。开工项目涉及投资总

额８５亿元，包含动迁安置、产业转型、
文旅融合以及市政工程４个方面项目。
在动迁安置方面，总投资近５５亿元，总
建筑面积 ６９万平方米，动迁置房约
６４００套，包括大居动迁安置基地和老镇
动迁安置基地共 ７个项目。在产业转
型方面，富锦产城融合项目占地约２２３
平方千米，建筑面积 １６０万平方米；北
上海生物医药科创园总投资 １４亿元，
总建筑面积１８万平方米。在文旅融合
方面总投资 １０亿元，主要包含罗溪画
家艺术村、东明家居装饰设计体验中

心、国际品牌酒店等核心项目；潘泾路

（杨南路—月罗公路）段大修工程等市

政建设。

【举办２０１９社会治理与协同创新中国
镇长论坛】　１１月２２日，“精细善治镇
兴中国———２０１９社会治理与协同创新
中国镇长论坛”在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

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吸

引５００多名县市镇乡领导参与，共同探
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可行性路径。

其间，来自政界、学界、业界的嘉宾在主

题演讲环节分享城镇治理经验，就基层

治理新思路展开交流探讨。全国相关领

域的领导、专家共同探讨“社会治理共同

体”的可行性路径。 （吕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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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９年罗店镇辖区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数（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罗南中学 ２０ ７４７ ７４ 富南路１９８号 ６６０１３１８３

陈伯吹中学 １８ ６１９ ５９ 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 ５６８６５８６７

美兰湖中学 ５ １４４ １８ 美诺路１５０号

罗南中心校 ４３ １７４４ １２４ 富锦路５８５５号／美诺路４８号 ３６１３３２２７

罗店中心校 ３０ １２１８ ８９ 罗新路７６５号 ５６８６０５４４

小天鹅幼儿园 ３１ ９０９ ５３ 南东路１０１号／罗迎路１００号 ５６０１１９００

申花幼儿园 １０ ２９２ ２０ 市一路１６２号 ６６８６７８３３

金锣号幼儿园 １１ ３６０ ２８ 集贤路７０１号 ６６７１１８０１

美兰湖幼儿园 １４ ５１２ ３６ 美诺路５１号 ５６５９１２０２

罗店中学 ３４ １５７１ １３０ 罗新路７０７号 ５６８６１１５７

罗店二中 １２ ３２９ ３７ 美安路５９９号

罗阳小学 ２０ ７５６ ６８ 东西巷街３３号 ５６８６０５６３

美罗一小 ２７ １０１５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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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２０２ ２３ 美安路４８０号 ５６６９６７７８

罗希小学 １１ ５９７ ３８ 十年村张家桥 ５６８６１１１０

表７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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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１５ ２０１５ 永顺路７１号 ５６８６３４６０

金星村 １９３１ ２３５３ 罗溪路３７１弄８８号 ３３８５３３９３

罗溪村 ２２１８ ２４９１ 罗太路２６９号 ５６８６０３２４

四方村 ４９０ １４６１ 石太路３６０５号 ５６８６６２６８

天平村 ５２０ １６６９ 石太路２０１８号 ６６８６５６３３

光明村 １３５３ １６６８ 罗东路３２５号 ５６８６５９０１

束里桥村 ２６５ １４９２ 罗东路１００号 ５６８６１３２８

毛家弄村 １０３６ １０４５ 毛家路３９８号 ６６８６１４６２

义品村 ０ ８０１ 石太路２３９８号 ６６８６２９２７

王家村 ２６００ １９７３ 潘泾路１２０１号 ５６０１４９２０

朱家店村 ２ １５１０ 锦南路２６号 ５６８６９７７６

十年村 １９３ １５１８ 十年路杨南路 ６６８６５５６０

蔡家弄村 ６３４ １９１２ 沪太路６０１８号 ５６０２２３４８

西埝村 ５８８ １８６７ 南长路２３１号 ６６０１０５１５

繁荣村 ０ １５１７ 月罗路２１９８号 ５６８６１１６３

北金村 ６５６ １９３８ 沪太路６４８６弄１６号 ６６０１５９１８

南周村 １０８３ ２０９８ 王家湾路２号 ５６０１０９３７

张士村 １３９８ １４２１ 联杨路３６０６弄１１０号 ６６０１９２０８

富强村 ０ １８１０ 沪太路６６６２号 ５６０１１７７３

远景村 ９５０ １９５５ 月罗路３３５９号 ５６０１０３２１

联合村 ５０６ １５５０ 联杨路４５６８号 ５６０１２１７５

捕捞大队 １５２ ４６０ 月罗路２４６８号 ５６８６０２１１

富南居委 ９７０ ８０６ 南长路１１１弄１５号１０１室 ６６０１０３４０

罗南居委 １７０３ ２４４６ 南东路８９弄２３号 ６６０１５８０６

富丽居委 １４４３ １１３４ 富南路１９９弄５５号 ５６０１０９９６

富辰居委 １１７９ １０２１ 南东路１０８弄１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０１２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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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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阳居委 ９６２ １５９８ 向阳新村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６３８１３

新桥居委 ７５３ １９１９ 罗升路２５７弄１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２

古镇居委 １２１８ １８２２ 塘西街１８１号 ５６８６３８２９

祁南居委 １２９８ ９７３ 市一路１５３弄３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７

罗溪居委 ８１４ ６６６ 罗溪路６７１弄１６号２楼 ６６８６６６５１

罗新居委 １５７０ ７７８ 集贤路８００弄２６号 ６６７１２０８０

金星居委 ８２０ ５８７ 集贤路５００弄３４号２楼 ６６８６６２６９

金星二居委 １２７９ ６４５ 集贤路５０１弄１３０号 ５６８６６５０８

美兰湖颐景园居委 １１７１ ９５９ 美艾路１９８弄１９２—１９６号 ３６５０９９１８

顺驰美兰湖居委 ８１３ ７１８ 罗迎路５５８弄１００号２楼 ５６５９０５４２

美兰湖琥珀郡园居委 １１２３ ９２６ 美艾路１７７弄１０６—１０７号３楼 ３６５０８９２８

美兰湖景瑞欧兰高邸居委 ８７３ ５４３ 罗芬路９８弄３３号２楼 ３６１９０６２６

美兰湖朗诗绿岛园居委 １２８３ ９１５ 罗芬路１１９９弄１号１０２室 ３６５１１８９１

美兰湖中华园居委（筹） １６５４ １５４６ 抚远路１２８６号２楼 ３６５５２６８８

美兰湖中华园第二居委（筹） １２１６ １２８２ 罗迎路８００弄４７号２楼 ６６８６２３２８

正荣美兰观庭居委（筹） ５８２ ５２８ 抚远路１２１１弄４５８号 ５６８６０６７５

罗盛居委（筹） ６９５ １３６ 塘西街３９８弄４０—１号 ３３７９８２２７

罗贤苑居委 １０３０ ２１０ 美安路２５０号 ３６５５９５００

美安苑居委 １１５９ ３３９ 罗店镇美平路４３１号 ３６５５９５１１

美文苑居委（筹） １０９０ ２７ 罗智路２５８弄９号 ６６８７５５９６

罗安苑居委（筹） ９５４ ２７ 美安路２１５弄１３号 ６６８７５６１６

罗翔苑居委（筹） ６１５ １３ 罗贤路３８８弄６号 ６６８７５６３２

罗秀苑居委（筹） ８９３ ５３ 美秀路３５８弄１６号 ６６８７５７０７

宝欣苑第一居委（筹） １１９３ ２３７ 美平路６９６弄１２号１楼 ３６５５５２８８

宝欣苑第二居委（筹） １０６２ ３１３ 美平路７４５弄１８—１号３楼 ３６５５０００３

宝欣苑第三居委（筹） ７０４ ５２２ 美平路１０６０弄５号１楼 ３６５５９５２２

宝欣苑第四居委（筹） ７７７ ５３５ 美平路９９９弄２号 ３６５５９５３３

宝欣苑第五居委（筹） ８７８ ３５３ 天家路２００弄３号 ３６５５９６００

宝欣苑第六居委（筹） ８３３ ３９８ 天家路１９９弄３号 ３６５５９６１１

宝欣苑第八居委（筹） ４６９ ３９４ 天家路１１６弄２号１０４室 ３６５５９６２２

金丰苑第一居委（筹） １３５０ ４０７ 美康路８１８弄５号２０５ ３６５５０１０８

金丰苑第二居委（筹） １２１０ １６４ 罗和路９３５弄１３号 ３６５５１８０８

佳欣苑居委（筹） ７２５ ３１３ 美丹路１０５８弄 ３６５５２２２３

金丰苑第三居委（筹） １１３２ ３１９ 罗和路８５５弄１５号楼２０３室 ３６５５１８６８

佳境苑居委（筹） １８１９ ７２８ 美丹路１０３３弄９号２楼 ３６５５２２２５

润苑居委（筹） ７７０ ６５７ 年吉路６５０弄１—１号２０５室 ３６５５２２２６

佳翔苑居委会 １５９３ ４１０ 陆翔路３４８９弄 ３６５５２５８８

绣苑居委（筹） １１３３ ２８７ 美平路５００弄４号２０１室 ６６８７５８９１

宝欣苑第九居委（筹） ３８９ ９２ 美安路６２８弄７号２楼 ６６８７５５８０

鼎苑居委（筹） １５０９ １０２４ 美秀路５５８弄１２号２０１室 ６６８７５９８９

保翔苑居委（筹） １３１７ ０ 陆翔路３５００弄１号 ３６５５９５８８

罗兰佳苑第一居委（筹） ９６５ ６９４ 罗真路１８８弄２１号２０４室 ６６７１１１７２

罗兰佳苑第二居委（筹） １１４２ ６８４ 美丹路９９８弄１２—１号 ６６８７６２０８

年吉苑居委（筹） １１６５ ０ 年吉路１００弄２５、２６号 ６６８７８２７２

云雅新苑居委（筹） ５１ ０ 罗太路８６９弄云麓之城 １３７０１８１４４５２

（唐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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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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区占地２０５４平方千米。辖区内现有
２１个行政村，１８１个村民小组，６个居委
会，２个筹建组。至２０１９年末，全镇有户
籍１０５５４户、２８７７８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２０９户、减少１４４５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
员３２０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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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党总支（机关党总支、老龄党总
支、宝经公司党总支、前卫公司党总支），

１３１个党支部（含 ２２个老龄党支部、５８
个“两新”组织党支部），共有党员２４６０
人。辖区内有学校６所，建有市民健身
中心１所，居民健身点８４个，农民健身
运动场２座，游泳池１座。２０１９年顺利
通过全国特色小镇复审，被评为２０１９年
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获２０１８
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称号；塘湾村

成功创建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并入

选上海首批智慧村庄建设示范点和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名单。镇政府地址：飞达

路８５号。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２日，罗泾镇０７—０１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开工 罗泾镇／提供

【经济建设】　罗泾镇全年完成增加值
４６３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８％；区级地方
财政收入４７亿元；固定资产投资１６亿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６亿元。推
进京东电子商务运营示范基地项目；推

进长建激光拼焊项目和盘点视频项目；

美威三文鱼、百图低温项目顺利投产；完

成住建日商地块项目股权收购、厦门象

屿高端冷链项目方案优化和飞云工业园

区控规调整；完成４２户低效劣势企业的
整治，盘活厂房资源３６万平方米。累
计新增注册企业６８９户，注册资本６３８５
亿元，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１６２
户，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２２户。
引进航安机场设备、纳米波普全谱反射

薄膜等一批优质项目。

【社会事业】　罗泾镇第二幼儿园成功
创建上海市一级园，罗泾镇中心幼儿园

成功创建宝山区一级园，罗泾镇中心校

“新优质学校”建设稳步推进，罗泾中学

教科研水平、学生成绩持续提升。“一校

一特色”全面启动，十字挑花、篮球、婉娥

沪剧等本土品牌全面进校园。稳步推进

罗泾中学改造项目和罗泾第三幼儿园新

建前期准备工作。完成潘新路“科普之

光”城市景观带二期项目建设。

【就业和社会保障】　罗泾镇开展各类
招聘活动１１场，发布岗位５１０３个，服务
求职者３６５０人次，促进罗泾百姓实现就
近和稳定就业。积极加强合作，深挖家

门口的岗位，完成非农就业培训及岗位

技能培训４４３人，建档立卡农民培训６１
人、实现就业５６人。组织开展“罗泾十
字挑花”“十大名菜”、母婴护理项目等

培训，共培训１４２人。加强劳动关系调
处机制建设，在园区、公司设立调解室、

配备调解员，全年受理案件６２起，结案

５９起，成功调解 ４６起，调解成功率
７７９％，获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和谐调
解”创新奖。完成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建设，推进长者照护之家、老年人助餐

点和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加快完善为老

服务设施布局。全年居家养老服务人次

达４１万，长护险服务人次达 １８万。
完成全镇７５８４名６０周岁以上户籍居民
免费健康体检。推进社区卫生服务综合

改革，年终考评位居全区第一，区卫计系

统社区卫生服务重点项目年终考评名列

前茅，顺利通过“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

进单位”复核评审。推进“专家下社区、

服务进农家”工作，受益居民 １７２４人。
做好退休职工医疗互助保障、经适房、廉

租房、公租房等服务项目，获益人群７９４
人。加大残联帮扶工作力度，关爱失独

家庭，落实关怀制度。向全镇户籍家庭

每户发放 ３０斤“宝农 ３４”大米。完成
１４０６名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信息
采集工作，悬挂光荣牌１３８５块。全面落
实扶贫帮困工作，与新疆叶城县乌吉热

克乡签订帮扶协议，提供帮扶资金５０万
元；上海宝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等７家
镇属公司与云南曲靖市宣威市、会泽县

２０个村结对，提供帮扶资金１００万元。

【镇村建设与管理】　罗泾镇年内完成
１９６千米村庄道路提档升级工程，“四
好农村路”建设扎实推进。加快萧泾路

（潘新路—潘沪路）、长虹路（潘沪路—

陈功路）、潘新路（荻泾—长发路）３条微
循环道路主体工程建设，启动长虹路（潘

新路—陈功路）、长发路（陈功路—潘新

路）、潘新路（沪太路—长发路）３条微循
环道路前期建设手续办理，道路布局进

一步完善。完成潘沪路、潘新路“美丽街

区”建设和罗宁路（陈川路—集宁路）大

修工程，潘泾路（新川沙路—陈功路）被

评为上海市绿化特色道路。全镇动迁工

作稳步推进，全面推进０７—０１地块动迁
安置房建设，完成 ３０％主体结构，建成
后可提供９３６套房源，满足在外过渡农
户每户至少 １套安置房的需求。推进
０２—０４、０１—０５和０６—０５动迁安置房地
块及１３—０１商品房地块收储及出让工
作；顺利完成环卫压缩转运站建设；完成

集建区外建设土地减量化３４３公顷，超
额完成任务８０％；配合区交通部门完成
宝山３１路公交线路调整，延长宝山 ８１
路末班车时间，打通罗泾百姓出行“最后

一公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完成洋新路等３３５千米二级管网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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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７个点污染源纳管整治，完成５６
个农村公厕提档升级，着力加强农村生

活污水设施长效管理，农村人居环境进

一步提升。完成陈行饮用水源保护区环

境提升项目建设，并顺利通过市级考核。

完成９条劣 Ｖ类河道整治和１７条生态
示范河道建设，河道面貌和水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落实“一河一策”，切实履行

河长职责，推进河长制标准化街镇创建

工作。统筹推进农村垃圾分类工作，完

成废弃物处置中心建设，实行生活垃圾

村民“统分结合法”（将生活垃圾分为干

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定期

上门收取）、村“四分类法”（将生活垃圾

分为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

物四类）、镇“五集中法”（将田间垃圾、

绿化垃圾、废旧家具、建筑渣土、历史存

量垃圾等五类垃圾在镇废弃物处置中心

集中处置），推进上海市垃圾分类示范镇

创建工作。聚焦村级治理难点和群众需

求，在各村启动“六治三理”（治建房、治

租房、治河道、治田林、治村宅、治秩序和

理群众需求、理村级“三资”、理人员配

置）工作法，推行１０项清单、千分考核工
作制，努力打造“有实力、有颜值、有活

力、有温度、有乡愁、有清风”的“六有”

村庄。严格按照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和全国文明村镇工作要求，落实领导

包干测评点位负责制，完善村居志愿服

务中心运行机制，优化现有保洁力量，圆

满完成创全迎检各项任务。严格落实日

常巡查制度，加大重点路段和重点区域

监管执法力度。开展“优美庭院、花园单

位、特色楼道、美亮村宅”等创评活动，着

力打造美丽新家园。

【乡村振兴】　罗泾镇年内完成全国特
色小镇规划方案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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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完成罗泾镇郊野单元

（村庄）规划编制，开展罗泾镇总体规划

修编前期工作，进一步完善罗泾镇域水

系规划、排水规划等一系列功能性布局。

塘湾村成功建成上海市首批乡村振兴示

范村，创建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并被市

委确认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

成功入选上海首批智慧村庄建设示范点

和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努力打造国

内首个母婴康养村，已接待各级调研参

观团队１２２批次 ２４００余人次。全面推
进海星村和花红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

设。统筹资源制定塘湾、海星、花红、新

陆和洋桥北部五村联动方案，打造一村

一貌、一村一特色的乡村振兴示范新片

区。推进陈行村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建

设，潘桥、肖泾村成功创建区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牌楼、新苗村成功创建区级美丽

乡村达标村，实现整建制村创建美丽乡

村示范村全覆盖。完成宝丰、牌楼村４０
公顷农田水利建设和洋桥、塘湾村粮食

烘干设施设备建设，新陆村４１９公顷设
施菜田投入生产并完成田园综合体方案

编制。成功创建３个区级示范合作社，
预计农场职工年平均收入增长６％。全
镇安排水稻面积５６０４公顷，其中种植
“宝农３４”“花优１４”等优质稻面积４００
多公顷。顺利完成 ４７５３公顷 ２３００吨
大米绿色认证，基本农田和水资源保护

区内水稻绿色生产覆盖率达 １００％，长
江口大闸蟹连续八年获“王宝和”杯全

国河蟹大赛评比金蟹奖，实现农产品销

售产值８０００万元。以北部五村联动为
契机，着力打造宝山湖农业休闲区，举办

第四届长江蟹品鲜节、第三届小龙虾垂

钓节、农民丰收节和全国首届萱草文化、

育种与应用研讨会等活动，生态优势逐

步向产业优势转化。

【平安建设与综合治理】　罗泾镇坚持
巩固无违建创建成果，存量违法建筑应

拆尽拆，新增违法建筑实现“零增长”，

全年拆除各类违法建筑 １６３６万平方
米。每周开展２次专项整治行动，共整
治规范违法违规经营餐饮和摊点 ２６
家、农村废品回收站（点）２２个、涉黄涉
赌场所２１家。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深入排查线索，精准打击违

法犯罪，有效治理各类乱象，处置线索

核查件５８件。积极配合区开展“雪亮
工程”三期智能安防小区建设项目，完

成小区人脸识别监控、车牌识别系统、

ＷＩＦＩ嗅探微卡口建设全覆盖。全镇刑
案立案１７７起，同比下降４０％，盗窃类
案件７７起，同比下降４５％；１１０报警类
案件接警数１４９１起，同比下降７７９％。
推进“平安智慧乡村”建设，塘湾村、花

红村综治中心启动运行，塘湾村刑案实

现“零发案”。圆满完成全国“两会”、

五四运动 １００周年、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
年、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点

时段的稳控工作任务。及时梳理历史

遗留突出矛盾和信访问题，落实领导包

案，积极推进矛盾化解攻坚战，已化解７
个历史遗留问题。完成信访“人民满意

窗口”标准化建设，全年共受理网格各

类案件 ５９２０９件，非标案件 ５５０６４件，
标准类案件 ４１４５件、及时完成 ３８６８
件，及时完成率９３３２％，网格化管理和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取得优良成绩。
深入开展《宪法》宣传和“七五”普法，

积极推进塘湾村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

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生产教育，落实企

业第三方安全监管，巩固安全生产标准

化创建成果，全年排查安全隐患 ４２４１
条，整改完成９７％，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不断提高。建立镇级农产品监管工作

站，农产品安全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

扎实做好消防、交通、食品、建筑安全等

领域工作，获区 ２０１９年度消防工作先
进集体。

【社区建设】　罗泾镇完成宝虹家园综
合改造和４１２３万立方米小区雨污混接
改造，推进陈行街１７弄加装４台电梯工
作，社区配套服务设施不断改善。依托

“社区通”平台，深化镇管社区模式下的

社区自治共治，引导居民有效参与住宅

社区综合治理，完成２０１９年宝平苑、宝
悦家苑“精彩社区、美好家园”示范小区

创建，“活力社区”“泾彩社区”品牌建设

取得积极成效。

【精神文明建设】　罗泾镇严格按照宝
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和全国文明村镇

工作要求，落实领导包干测评点位负责

制，完善村居志愿服务中心运行机制，优

化现有保洁力量，圆满完成创全迎检各

项任务，创建成绩位于全区前列。开展

“优美庭院、花园单位、特色楼道、美亮村

宅”等创评活动，加大精神文明建设宣传

力度，不断提升百姓文明素质，着力打造

美丽新家园。

【陈行—宝钢水库被评为上海市第一批

市级重要湿地】　２月，市绿化市容局等
７个部门公布了第一批市级重要湿地，
其中位于宝山区罗泾镇的陈行—宝钢水

库榜上有名。陈行水库于１９９０年１１月
兴建，１９９２年５月投产，投产至２０１２年
底通过水库安全供水８１５亿吨，是长江
引水工程重要组成部分。水库呈矩形，

面积１３５万平方米，东傍新川沙河口，西
连宝山湖（宝钢水库），是上海市主要取

水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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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２日，上海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开幕 罗泾镇／提供

【市领导到罗泾调研】　３月１９日，上海
市副市长彭沉雷、市政府副秘书长赵祝

平来罗泾调研乡村振兴工作。４月 ２６
日，上海市政协常委、人资环建委员会主

任马云安、市农科院院长蔡友铭、市农业

农村委副主任方芳来罗泾调研乡村振兴

建设推进情况。４月２８日，北京市农业
农村局村镇建设处调研员徐兴华带领调

研组来泾实地调研特色小镇建设情况。

上海市住建委村镇建设处副处长马长

征、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项目管理办

公室主任任伟参加调研。６月１９日，市
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来罗泾开展乡村

振兴战略推进生态宜居情况监督调研工

作。６月２０日，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冯
志勇来罗泾调研塘湾村乡村振兴示范村

推进工作。７月１０日，市农业农村委副
主任黎而力带队市级复核工作组对塘湾

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开展现场复核工

作。７月１５日，市农业农村委主任张国
坤、副主任黎而力来罗泾就乡村振兴示

范村创建工作进行实地调研。７月 １７
日，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孙雷

来罗泾调研乡村振兴工作。７月３０日，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赵兴泉，原农业部产业政

策与法规司副司长贺军伟，中国农民发

展研究中心、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专

职研究员汪明进博士，微笑草帽联合执

行官胡涛来罗泾调研评估塘湾村乡村振

兴示范村创建工作。８月１３日，市农业
农村委秘书处处长方志权来罗泾调研乡

村振兴工作情况。８月２８日，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殷一璀带队来罗泾调研塘湾村

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情况。１０月１６
日，市文明办副主任唐洪涛来到罗泾镇

宝通家园、塘湾村调研精神文明创建工

作。１０月 ２４日，市委“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第六巡回指导组组长吴

福康来罗泾调研指导主题教育。

【第二届宝山湖小龙虾节】　５月１８日，
罗泾镇第二届宝山湖小龙虾节于宝山湖

生态农业园开幕，此次活动吸引了大批

本地居民与各地龙虾爱好者参与。罗泾

镇虾稻共作养殖总面积超过２００公顷，
稻田立体养殖淡水小龙虾项目采用“一

水两用、一田多收、种养结合、生态循环、

绿色发展”的生态稻虾共养循环农业方

式，通过“旅游 ＋体验 ＋农产品”提质，
实现了农业产业的“接二连三”，通过

“稻＋虾”高效综合种养管理和绿色生
产关键技术，生产出优质大米和小龙虾，

虾稻田亩产值从原先仅仅种植水稻时的

２８００元／公顷增加到１００００元／公顷。虾
稻米于２０１８年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产品
质量认证中心绿色认证。

【“泾光闪闪”农民篮球联赛】　７月 ７
日，２０１９“泾光闪闪”罗泾镇农民篮球联
赛在罗泾中心校篮球馆正式开赛。罗泾

镇“泾光闪闪”农民篮球联赛每年队伍

规模不断扩大，每届联赛历时３月，全镇
各级村居、企事业单位等积极参赛，同时

配套丰富篮球嘉年华配套活动，满足各

年龄层次享受篮球运动的乐趣。罗泾镇

篮球传统优良，２０１９年被授予“篮球特
色小镇”称号。篮球在罗泾已经扎根社

区、扎根村落，篮球氛围浓厚。

【“八·二三”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

同胞悼念活动】　８月２３日，罗泾镇举
行“八·二三”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

难同胞悼念活动，缅怀在侵华日军小川

沙登陆中不幸遇难的罗泾同胞，激发市

民“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爱国情怀和

“凝聚力量、锐意进取”的昂扬斗志，活

动在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

碑前举行。

【宝山区第四届运动会“罗泾杯”篮球联

赛举办】　９月２１日，宝山区第四届运
动会“罗泾杯”篮球联赛正式开始，于１０
月２０日落下帷幕。本次篮球联赛分为
３ＶＳ３、５ＶＳ５篮球对抗赛两个项目，经过
一个月的激烈角逐，罗泾镇泾光闪闪队

获得３ＶＳ３、５ＶＳ５项目两个第１名，实现
大满贯。

【２０１９年上海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　
１０月１２日，“蟹天蟹地网罗泾华”２０１９
年上海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开幕式在宝

山湖生态农业园拉开帷幕。品鲜节上，

新老蟹农喜提丰收第一篓参加新一届的

蟹王和蟹后选拔，最后公蟹以４５５克称
王，母蟹以３５０克封后。通过公益慈善
拍卖，蟹王和蟹后分别以３８万元和３６
万元被上海意内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

畅的新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拍得，

拍卖所得资金全部捐赠给罗泾镇慈善基

金会。活动吸引大批游客走进罗泾，品

尝鲜美的宝山湖长江蟹，感受扎蟹的新

奇体验。活动还特设宝山地区名特农产

品展示、现代农业农村成果展示、宝山特

色美食品鉴展区等来晒丰收、贺丰收。

【泾彩同行·２０１９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
步赛】　１０月１９日，泾彩同行·２０１９上
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在全国特色小

镇———罗泾镇举办。本次活动由宝山区

总工会、宝山区罗泾镇、宝山区体育局、

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百变跑加主办，

上海尊安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此次

徒步赛倡导健康、文明、低碳的生活方

式，通过“体育 ＋旅游”的方式，将体育、
艺术、文化、旅游、美丽乡村建设等融为

一体，吸引５０００多位运动爱好者及家庭
参加。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作为宝

山区政府重点打造的路跑品牌赛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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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在罗泾镇连续举办四年。

【宝山长江口大闸蟹连续第八次斩获

“王宝和杯”全国河蟹大赛金蟹奖】　１０
月３１日，第十三届蟹文化节暨２０１９“王
宝和杯”全国河蟹大赛在上海王宝和大

酒店拉开帷幕。经过评委评审、参数测

量、口感评审等，宝山区罗泾镇沪宝水产

基地养殖的中华绒螯蟹再次斩获金蟹

奖，连续第八次获此奖项。沪宝水产养

殖专业合作社，位于宝山区罗泾镇海星

村，靠近长江口，一直坚持以古法养殖为

主要饲养方式，配以先进的科学水产养

殖技术，为大闸蟹提供最接近原生态的

安乐居所。目前，中华绒螯蟹及其他养

殖水产品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是宝

山区唯一的市级标准化水产养殖场，成

为罗泾镇特色龙头企业之一。

（张诗瑶）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上海宝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完成销

售收入６２２亿元，完成年计划１００３３％；
完成税金总额１００６亿元，完成年计划
１００６１％；完成区税总额 ３２６４９亿元，
完成年计划１００２１％。招商工作方面，
至年末，新增注册企业 ５５０户，新增纳
税企业６７８户。全年共２２个项目申报
引进，其中 １０个企业项目获镇相关部
门批准、８家企业完成税务关系转入，其
余企业正在办理相关手续及送审中。

公司年初与 １７３家园区落户企业签订
２０１９年度安全生产责任书，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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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坚持

定期开展安全检查与整治，发现安全隐

患，及时责令企业整改，园区安全形势

得到进一步改善。同时，进一步加强园

区日常督查力度，提高隐患整改率。公

司开展“环保督查”整治和“无违”创建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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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

发现问题企业持续跟踪，督促其整改。

对园区内环保手续不全企业进行劝停，

对劝停无效企业实行强制措施，确保此

类企业不生产，同时督促其尽快办理相

关手续。配合罗泾镇“无违建居村”创

建工作，至年末，对严重影响消防通道、

存在安全隐患９家园区企业违建进行拆
除，面积共计６１７０平方米（库外面积）。

（张　瑛）

表８ ２０１９年罗泾镇辖区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数（人） 地址 电话

罗泾中学 ２２ ８３５ １１０ 东朱路８号 ６６８７０１０５

罗泾中心校 ３０ １１６０ １１３ 陈功路２８号 ５６８７１８６４

罗泾中心幼儿园 １５ ４４２ ６１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号 ５６８７１９８１

罗泾第二幼儿园 ９ ２７１ ４２ 潘沪路３０１号 ３６５８１９２８

民办肖泾小学 １５ ６１０ ４１ 沪太路９１０１号 ６６８７８２０８

宝宝乐幼儿园 ９ ３０８ ２４ 塘湾村 ５６８７４０４１

（张诗瑶）

表９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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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３５ 袁家宅８号 ５６８７１０７０

川沙村 ４４８ １２２０ 萧月路１６６号 ６６８７９１２３

宝丰村 ４４４ ２３９０ 陈东路８５号 ５６８７１５２５

牌楼村 ２６５ ９４４ 青三路二房宅５８号 ５６８７７５２８

合建村 ４１９ １３３６ 罗宁路１９９６号 ５６８７０２６１

潘桥村 ４８９ １６８９ 飞马路２２５号 ５６８７１８５６

陈行村 ４３９ １５５３ 陈镇路２８５号 ５６８７００８７

海星村 ５４４ １７９７ 北?川路１６８８弄８号 ５６８７００２７

花红村 ３８３ １２３９ 北?川路２３９９弄２２１号 ５６８７０６８３

新陆村 ３６１ １０８４ 北?川路２５０１弄２６８号 ５６８７００１３

王家楼村 ２９８ ９７５ 罗北路１５５８号 ５６８６１４２２

新苗村 ４７５ １４５３ 沪太路９４０５号 ６６５９８７６６

塘湾村 ３７８ １２４３ 沪太路９７１３号 ５６８７８０３１

洋桥村 ３６７ １１１７ 沪太路９８９８号 ６６５９９３６６

合众村 ２５３ ２１９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４４号３楼 ６６８７６８１８

高椿树村 ３８４ １１２１ 潘川路９９９号南首 ５６８７４１２０

三桥村 ３９８ １１５６ 金石路１８８号富长路交界 ５６８７１８７３

肖泾村 ４２８ １４４６ 沪太路８８７２弄２５号 ５６８７１６７８

民众村 ２５５ ７４５ 罗东路１２５０号 ６６８７６００７

解放村 ３２９ １０４５ 金勺路１６８８号５号楼５楼 ５６８６３５４５

和平村 ２９１ ８２３ 潘泾路山茶路口 ５６８６２５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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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第一居民区 ２４４ ７３４ 陈东路７９弄１５号 ５６８７８６５１

宝虹家园 ３７９ ８４２ 陈川路５５５弄１１号 ５１２８３０２５

宝通家园 ２０２ ７４６ 潘新路１１８弄 ６６８７９１２３

宝悦家苑 １９４ ９５３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４４号 ３６３８００２５

宝祥宝邸 １４１ ３４５ 潘沪路６９弄４０号 ５６１４３２７８

海上御景苑 ２０２ ５４８ 长虹路７７９弄 ５６１４３３５６

（张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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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有 １６个行政
村，７５个居委会。至２０１９年末，全镇有
户籍４６９０１户、１１７２５４人，分别比上年增
加１５９５户、３９８７人；列入管理的外来人口
１２９０７０人，减少４０人；户籍人口出生率
７４４‰。镇党委下辖５７个党总支、２６９个
党支部，在册党员８６７０人。建有市民健
身步道２０条，市民球场６个，村居健身苑
点１４６个。辖区内有学校４６所。年内，
顾村镇获得市平安社区、市无违建创建先

进街镇等称号，非公企业职工之家建设经

验入选上海社会治理创新十佳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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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９亿元，比上年减少 １３４亿
元，减少１５５％；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６５９
亿元；农业总产值０１４１亿元；实现增加
值８３７亿元，增长 ８％；完成合同外资
６７１６万美元；完成国家税金３０６亿元，
减少３９％；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２０９亿
元，其中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６２亿元；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７３亿元，增
长６１％。粮食总产量１４６９吨。全力
打造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标杆区，加快园

区产业、控详、形态规划编制。持续推进

发那科三期、赛赫智能等项目建设，实现

中铁、宝禾总部及鑫燕隆二期等项目竣

工；完成４３３公顷园区低效用地产调工
作，引入伏能士、小卫科技、仪坤动力等

一批优质企业，其中，伏能士、小卫科技

实现当年引进当年产税（共２５００万元）。
加大园区景观设计改造升级力度，引入

金茂高端人才公寓，加快园区展示服务

中心及可视化管理平台、配餐中心、中央

厨房等项目建设。主动对接区智能制造

“一核四区”（以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为核

心发展区，以高陆工业区为总部集聚区，

新顾城产业社区为研发创新区，智慧湾

科创园为应用示范区，月杨工业园区为

未来拓展区），形成集总部运营、研发创

新、制造生产等全产业链空间布局。在

１号线沿线，智慧湾加快打造机器人及
智能制造融合应用示范区，引入弗兰奇、

途炫机器人等行业先进企业，承办第二

届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Ｒｏｂｏｔｅｘ世界机
器人大会、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专家研

讨会等盛会，获评市级文创产业示范园；

交运智慧湾项目启动建设。在沪太路沿

线，谋篇布局高陆国际总部集聚发展区，

加快引进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头部

企业。在７号线沿线，加快建设新顾城
综合研发创新区，稳步推进砂之船奥特

莱斯、食行生鲜创新基地、龙湖数字科创

中心等项目。主要服务业载体“三率”

（注册率、驻地率、税收产出率）显著提

升，平均单位面积税收突破千元关口，同

比提高１５％。坚持向存量要增量，全镇
全年盘活６个地块，释放产业发展空间
１３８７公顷。借力“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大调研、第四次经济普查，

深入企业走访调研，落实定点联系、帮跑

帮办等机制，当好服务企业“金牌店小

二”。推动实现全区首家园区通、商圈通

正式上线，搭建政企高效沟通桥梁。定

期梳理企业纳税情况，锁定问题并提供

精准跟踪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

通过领导干部牵头外出招商、在外区设

立招商办事处、组织企业参加工博会、进

博会等方式提高招商工作质效。

【城镇建设与管理】　顾村镇推进城市
更新改造，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完成郊野

单元规划编制、共富单元控规调整，加快

镇域总规、水系、排水规划编制，推广“一

村一业”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安置房建

设，完成潘泾社区等２８万平方米地块出
让，新开工１０万平方米安置房基地，实

现罗青湾新苑等４０万平方米地块主体
竣工。交付使用馨清佳苑等３０万平方
米安置房小区，１５００多户动迁群众入住
新居。推进存量基地动迁工作，完成

Ｓ７、大居闵虹地块等５个项目腾地，消减
长期滞留的３０户民房、１８家企业，有力
保障后续项目建设。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攻坚战，做实查、控、管、督环保工作闭

环，引入专业环保管家，确保６０２个整治
项目全面受控。打造扬尘污染防治片长

制２０版，通过在线实时监测全面落实
尘源管控，道路扬尘浓度同比下降

３０％。深化落实河长制，不断强化水环
境治理，保持水质考核断面动态达标。

加大财力投入，相继启动３３７万平方米
小区雨污混接改造。深化土壤固废污染

防治，加大危废、固废企业监管力度，完

成１９３公顷土地减量化任务，占全区总
量的２５％。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结合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工作，推进

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拆除违

建５５万平方米，获评市无违建创建先进
街镇。实现村居垃圾分类设施全覆盖，

惠及１１万户群众，老安、羌家等７个村
通过农村垃圾分类达标（示范）村考评。

开展跨门经营、店招店牌等市容大整治，

完成电台路、宝菊路等道路景观提升。

创建１４个精彩社区、美好生活示范小
区，完成菊泉街２６号等老旧住宅小区改
造。制定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创

建沈杨、白杨等６个区级美丽乡村达标
村，推进农村封闭式管理、架空线整治等

专项工作，加快顾陈路等四好农村路建

设，修缮农村公厕３０座。

【社会事业】　顾村镇坚持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开办招生，

华二宝山实验学校办学质量稳步提升，

顾村实验学校委托管理模式取得实效，

菊华幼儿园开园。增强为老服务能力，

改造升级顾村敬老院，民办沣德养老院

投入运营，启动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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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新建 １处助餐点、１０处睦邻点。
有力推动老年女性积极参与健康老龄化

项目，通过国家卫健委中期督导评估。

完成顾北菜市场标准化改建。文体事业

繁荣发展，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
年、我和我的祖国第１１届诗乡顾村年会
等系列活动。打通基层文化最后一公

里，为 ４６个村居配送 ２３０场次文化大
餐，诗话二十四节气获评市公共文化服

务创新项目奖。举办镇第３届运动会。
馨佳园体育中心正式开放，服务群众超

１８万人次；完成更新 ４条市民健身步
道，新建“美丽乡村”老安村体育设施等

体育实事项目。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０日，顾村镇第三届运动会开幕 顾村镇／提供

【就业与社会保障】　顾村镇扎实推进
民生保障工作，实现泰和、共富、馨佳园

和好日子大家园４大就业服务站分区划
片，站点分布更加均衡；打响启航计划、

月月招聘会等就业品牌，推动创业带动

就业，为４１７名就业困难人员１００％落实
岗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控制在１７７９
个（指标控制数１８５５个），就业形势保持
稳定。启用镇劳动争议预防调解中心，

完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深入开展

民政救助，发放各类救助资金 ５２２５万
元，惠及受助对象１１万余人。织密保障
网，完成大居沈宅Ａ、Ｂ、Ｃ等９个征地项
目保障，为１２１３人落实保障资金６２亿
元。创建市爱国拥军模范镇，设立退役

军人服务站。

【基层建设】　顾村镇推动智慧公安、社
区通、智联城、网格化综合管理等智能化

系统的有序对接和深度应用，升级镇社会

管理智能化指挥中心，打造全范围覆盖、

全天候响应、全阶段参与的镇级社会治理

智能化综合指挥平台，将城管、市场监管、

综治协管、特保等队伍纳入平台统一指

挥，提高协同作战能力。组建２４小时应
急联动队，与网格队伍联勤联动，全年受

理公安非警务类１１０分流案件３１７１件，
结案率１００％。坚持重心下移，推动更多
资源下沉到基本管理单元，强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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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协

调能力。利用好社区通、顾村微社区平

台，线上线下齐头并进，打通社区治理双

向通道，推动解决韶光花园加装电梯等一

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做实为民服务中

心、百姓自我服务家园、居民区联席会议

等工作机制，创建１１个社区治理创新实
践基地。全面推进阳光村务，１６个村全

部实行两委班子开放式办公。规范村民

民主议事程序，加快构建自治、共治、德

治、法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平安建设】　顾村镇聚合力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办结率达到

９７％，查处涉恶刑事案件３６起，打击涉
恶团伙１５个，查处套路贷专案４起，关
停涉黄、赌场所 ３７８处，处理涉毒人员
１１３人，整治群租３７０户，取缔无证照经
营场所６７５处，公众安全感指数测评位
居全区各街镇首位。加强综治群防群治

守护网建设，做好国庆、第二届进博会等

重要节点稳控。深入推进雪亮工程，在

４０个小区新增１３５个探头。加强信访历
史遗留问题处置，及时将矛盾化解在基

层。１２３４５热线平均实际解决率从
４３８％提高到 ５８８％，平均满意率从
４６％提高到５４５％。守牢安全底线，完
成微型消防站培训演练及设备更新实事

项目，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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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

工等重点领域，开展地毯式排查整治，查

改隐患１万余条。

【举行馨佳园体育中心开放揭牌仪式】

　１月３日，顾村镇馨佳园体育中心举
行正式开放揭牌仪式。中心为大居公共

配套设施，建筑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北至
孟泗泾，东至韶山路，南至潘广路，西至

养老院。２０１６年由北投集团移交给顾
村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７年装修并投入设
施，装修 ４９３万元、设施设备等 ２８０万

元。２０１８年安装设施设备，２０１８年９月
１日经前期招标后委托第三方上海华爱
社区服务管理中心运营进行管理，物业

委托宝房集团管理，２０１８年９月１日至
１２月底进行试开放。

【世界最大规模３Ｄ打印混凝土步行桥
落成】　１月１２日，目前世界最大规模
３Ｄ打印混凝土步行桥在上海智慧湾科
创园落成。该工程由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中南置地数字建筑研究中心徐卫国

教授团队设计研发，并与上海智慧湾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建造。该步行桥全

长２６３米，宽 ３６米，桥梁结构借取了
中国古代赵州桥的结构方式，采用单拱

结构承受荷载，拱脚间距１４４米。该步
行桥桥体由桥拱结构、桥栏板、桥面板三

部分组成，桥体结构由 ４４块 ０９米 ×
０９米×１６米的混凝土３Ｄ打印单元组
成，桥栏板分为６８块单元进行打印，桥
面板共６４块也通过打印制成。

【食品药品科普站正式启用】　３月 ４
日，顾村镇食品药品安全科普站正式启

用。顾村镇食品药品科普站设立于菊泉

街５７７弄１６号１楼（宝沁苑居委内），宣
传站悬挂统一标识，划分为现场服务区、

展示区、互动体验区、阅读区、快检区等

功能模块，内设有食品药品知识展示区、

科普宣传专栏、多功能触摸屏终端设

备等。

【顾村镇举办第三届运动会】　４月 ２０
日，顾村镇第三届运动会开幕式于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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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中心校拉开帷幕，各村委、居委、学校、

公司、机关事业、企业等４９支代表队近
９００名运动员，以及６００名团体操演员参
加了开幕式。３月—６月期间举办赛事。
顾村第三届运动会共设２２项赛事，有乒
乓球、羽毛球、足球、篮球、中国象棋、围

棋、桥牌、拔河、田径赛、定向赛，团体展

示赛有广播操、健身气功、广场舞，趣味

类有欢乐三打一、大怪路子、飞镖、跳绳、

踢毽子等。１０月１９日，顾村镇第三届运
动会闭幕式暨市民健康跑活动在顾村公

园举行。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专家研讨会召

开】　４月２６日，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
专家研讨会在顾村镇召开。本次研讨会

为期２天，对当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
的形势与应对、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近

两年工作重点进行深入交流，产、学、研、

用、融、管等多维度探讨，助推机器人行

业健康、和谐、高质量发展。

【第二届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开幕】　５
月３０日，第二届国际 ３Ｄ打印嘉年华
（２０１９）在宝山区顾村镇智慧湾科创园
举办。本届嘉年华以“印”为主题，秉承

开放创新理念，坚持“共识、共创、共

享”，联合国内外多个城市、院校、企业

和组织机构，通过连续三天的系列活

动，打造具有国际号召力、影响力的创

新创业平台和会展品牌，形成辐射全球

的创新活力源，为国际３Ｄ打印创新创
意创业提供强力支撑。本届嘉年华邀

请我国探月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欧阳自

远院士，带来“第一个１００年，中国的深
空探测”主题演讲。继世界最大规模

３Ｄ打印混凝土步行桥在智慧湾园区落
成后，本届嘉年华将启动世界３Ｄ打印
建筑设计大赛，向全世界征集３Ｄ打印
建筑作品。同时，首次推出国际 ３Ｄ打
印作品展，囊括了衣食住行、艺术、文物

修复等多领域的展品。２０１９国际 ３Ｄ
打印嘉年华献礼建国 ７０周年，共筑中
国梦———通过向社会征集，在智慧湾园

区及全市范围设置多个打印点，完成千

余件作品打印，最后组成巨型作品“中”

“国”伴随中国工业科技发展，见证“千

人打印”作品诞生。

【上海市决策咨询委调研】　５月 ３１
日，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委员、北京万里

智库秘书长赵悦一行来顾村镇调研社

会经济发展情况。赵悦一行调研智慧

湾科创园、龙现代艺术馆、发那科机器

人公司、伏能士智能设备公司、保集 ｅ
智谷、顾村公园、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

览馆，“零距离”感触宝山顾村转型发展

的脉搏。

【赛赫智能全球总部落户上海机器人产

业园】　６月１２日，赛赫智能项目开工
仪式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举行。上海机

器人产业园是上海第一家以“机器人产

业”命名的园区，集聚着机器人全产业

链、智能装备制造、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正积极打造具有国内外最高端的技术、

产品、应用和研发实力的机器人及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基地。本次赛赫智能

全球总部项目总用地面积 ２４１４６平方
米，设计规划总建筑面积３２８２０平方米，
是赛赫智能未来的全球总部和研发中

心。项目定位于车轮智能装配线以及车

轮智能检测站以及高速高精度多轴高端

机器人运动控制与伺服控制系统。开工

仪式上举行了“赛赫智能全球研发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企业技术中心、上海市宝

山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新产

品发布会和赛赫智能三家子公司与顾村

镇的现场签约仪式。莅临仪式的领导们

一起共同挥锹铲土，为项目奠基。赛赫

智能从属于战略新兴产业中的高端装备

制造业，同时为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与电

池制造提供核心装备与技术，专注于工

业４０。

【上海市妇联调研居村妇女之家工作】

　６月１４日，上海市妇联主席徐枫、副
主席孙美娥一行到宝山调研，走访顾村

镇文宝苑和老安村妇女之家，了解妇女

之家在基层开展工作的情况，了解基层

巾帼志愿者参与垃圾分类等工作的情

况。妇女代表积极履职，围绕妇女群众

的需求畅所欲言，将基层妇女的心声带

到了座谈会上。

【伏能士（中国）有限公司新址开业】　６
月２４日，伏能士（中国）有限公司新址于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保集Ｅ智谷盛大开
业，标志着底蕴深厚的伏能士在中国制

造业升级大潮中开启新篇章。成立于

１９４５年、来自奥地利的伏能士，是高端
焊接设备制造和解决方案方面的业界翘

楚，产品遍布６０多个国家，应用于特斯
拉铝车身焊接等重点项目，一直走在全

球焊接领域前沿。新址开业的伏能士

（中国）作为伏能士（国际）在中国大陆

地区的唯一子公司，现已在上海机器人

产业园建成拥有研发、实验、仓储、物流、

办公和会议完整功能的中国总部，有利

于更深程度地参与中国汽车行业新能源

化、轻量化、互联网化进程。同时，也进

一步完善了园区智能装备产业链，与发

那科等产业伙伴，共同在宝山实现根植

沃土、推陈出新、拓展市场、分享红利、健

康成长、基业长青。

【第十九届 Ｒｏｂｏｔｅｘ世界机器人大会首
届亚洲赛启动】　８月１６日，第十九届
Ｒｏｂｏｔｅｘ世界机器人大会首届亚洲赛在
宝山启动，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会长

戴柳，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周志军、陈筱

洁等出席启动仪式。

【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举行开学典礼】

　９月３日，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开学
典礼在顾村镇举行。开学典礼以“展翅

飞翔———Ｉｃａｎｆｌｙ”为主题，共分为４个篇
章。开学第一课“人之初”以汉字“人”

的演变为线索，讲述养成勤用脑多动手

的学习习惯的重要性；模拟联合国大会

“沧海一粟、一粟沧海”聚焦全球粮食问

题，流利的英语表达、清晰的观点传递表

现出宝外学子的特质；闪亮的誓言响彻

会场，一个个立志锐意进取、开放兼容、

卓越不凡的宝外追梦人令人对学校的未

来充满期待。在《我和我的祖国》的大

合唱中，开学典礼落下帷幕。

【２０１９年“我和我的祖国”第十一届诗
乡顾村年会举行】　年会涵盖３月启动
的“建国７０年印记·我的顾村情缘”诗
歌散文和摄影作品征集、２０１９年宝山区
“顾村杯·我的祖国我的梦”儿歌童谣

大赛、２０１９年《诗乡和韵 ８———时光深
处》作品点评会、诗歌音乐会和群文展演

等系列活动。１０月１５日，名家点评诗集
《诗乡和韵８———时光深处》举行。中国
诗词学会副会长、上海诗词学会原会长、

鲁迅文学奖原评委褚水敖等６０余人参
加点评交流会，对２０１９年出版的顾村诗
人《诗乡和韵８———时光深处》作品集结
合诗坛现状进行点评交流。近千人在诗

乡广场参加２０１９年“我和我的祖国”第
十一届诗乡顾村年会诗歌音乐会。诗歌

音乐会分颁奖、朗诵、音乐会三个部分：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顾村杯·我的祖国我的
梦”儿歌童谣大赛“十佳”小诗人及“新

中国成立７０年周年印记·我的顾村情
缘”诗歌散文和摄影作品征集优胜奖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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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顾村镇举办第十一届诗乡顾村年会 顾村镇／提供

奖、泰和新城小学学生们朗诵十佳小诗

人作品、上海轻音乐团演出“我和我的祖

国”献礼音乐会。

【龙湖椿山万树首个公建民营项目落地】

　１２月１３日，顾村镇正式与龙湖椿山万
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联手打造顾

村镇一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综合体，开启

政企合作打造品质公建民营社区型综合

养老服务的新模式。该机构总建面约

２５００平方米，定位为宝山区专业性、高品
质的示范型“养老服务综合体”。按规划

设计，整个机构有四层功能区，涵盖老年

社区食堂、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长者照

护之家等多元服务业态，正式运营之后将

同步为周围居民提供专业、全面、便捷的

健康养老服务。 （黄云宏）

表１０ ２０１９年顾村镇辖区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数（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顾村中学 ３８ １３３７ １４０ 电台路９３号 ５６１８３５８０

馨佳园学校 ２８ １００９ ８５ 黄海路５９９号 ５６８７０２７１

鹿鸣学校 ２８ １０７１ ７９ 菊联路２６０号 ３６５５３６１１

宝虹小学 ２０ ８０５ ５５ 菊盛路１５０号 ６６０２２８３７

扬波幼儿园 １０ ３９０ ２７ 菊太路４５６号 ６６０２６１８１

小雨点幼儿园 ６ ２０３ １５ 教育路５６７号 ３６３０８８５８

彩虹幼儿园 １５ ４８０ ３８ 宝菊路３７５号 ３３８５１７６１

馨佳苑幼儿园 １１ ３３５ ２１ 丹霞山路１９９号 ３６５１３３２１

馨佳苑二幼 １０ ２９６ １６ 沪联路４２５号 ５６４５０２７６

保利叶都幼儿园 ２３ ７０８ ５６ 联杨路１００１号 ６６０３８８３２

刘行新华实验学校 ３０ １１０１ ９６ 菊太路１０５８号 ３３７９２５７２

共富实验学校 ５５ ２３５３ １８６ 共富路５０１号 ３３７０２０３２

顾村实验学校 ３０ １２２２ ８０ 宝安公路１１２３号 ６６０２２０５０

顾村中心校 ３５ １５０１ １０７ 顾北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４２４２８

泰和新城小学 ２５ １０１９ ７３ 泰和西路３４９９弄１８８号 ６６０２２０５９

共富新村小学 ２０ ７０７ ５９ 共富路７５号 ３３７０６８７６

菊泉学校 ２５ １０４６ ７２ 菊太路３２１号 ５６０２２２９２

顾村中心幼儿园 １２ ３４８ ３３ 顾北东路９９号 ３３８５５６１５

刘行中心幼儿园 １６ ５２８ ３２ 菊太路１００号 ５６０２２８１４

泰和新城幼儿园 ９ ２８７ １２ 泰和西路３４３６弄３５号 ６６０４１１２６

依云湾幼儿园 １１ ３２８ ２７ 顾荻路１５０号 ３６０７０８６２

荷露幼儿园 １２ ３９１ ３０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１９号 ６６０４８９２５

荷露幼儿园檀乡湾分园 ９ ２６０ ２１ 水产西路７７８号 ５６６７６３３０

沙浦路幼儿园 １２ ３６８ ２３ 沙浦路３７７号 ３６５０９２０６

帕堤欧幼儿园 １４ ４２５ ２１ 顾北路５２９弄１号 ６６０２８３７６

贝贝佳双语幼儿园 １５ ５１１ ３０ 共富四村３２１号 ３３７０８９３５

贝贝佳第二幼儿园 ８ ２６７ １６ 共富路４７６弄５８号

菲贝儿第二幼稚园 ９ ３７０ ４９ 共富二村３０１号 ３３７０３２５６

菊泉实验幼儿园 １２ ３２５ １５ 菊泉街１５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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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数（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民办海兰小学 １１ ３９０ １９ 陈广路５５５号 ５６０２０１４８

顾教小学 ２６ １１９５ ６１ 菊泉街５２８号 ５６０２２２４７

顾教（初中） ７ ２７９ １９ 宝安公路８５３号 ３６０４１２１５

陈行新竹幼儿园 ９ ２８５ ９ 陈富路１１６８号 １３１６７０５３８２５

喜羊羊幼儿园 １０ ３９６ １０ 沪太路４３２８号 ５６１８５７１８

学成幼儿园 ８ ３０３ ８ 佳尤路３６８号 ５６１８７９９２

娜荷芽幼儿园 １２ ４２２ １６ 宝安公路３３８号 １５８０１７５２３７５

菲儿幼儿园 ４ １５９ ４ 共富路９９号１０１室 ３３７０２５９５

青秀城幼儿园 ８ ２６３ １０ 苏家浜路３２８号

菊华幼儿园 ２ ５２ ５ 菊太路１５８１号

贝贝佳欧莱幼儿园 ２１ ５５３ ４２ 宝菊路３７７号

上外附小幼儿园 １０ ２１０ ２０ 丹霞山路３６６号

民办华二宝山实验学校 ２０ ７５８ ５２ 鄱阳湖路５９９号

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 ８ ２３４ ３８ 建设中

乐之中学 １０ ３４８ ３３ 菊泉街１０６号

海豚幼儿园 １５ ５５９ １５ 沪太路５５５３号

鸿文职业高级中学 １０３３ ４５ 宝安公路２１８６号 ５６０２２５２３

表１１ ２０１９年顾村镇村委会
村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白杨村 ４８９ １４３８ 顾陈路１５１号 ６６０１２３７３

顾村村 ５４５ １５８８ 电台路９１号 ６６０４６１８６

朱家弄村 ４０９ １４０１ 佳龙路２００号 ５６０４２６２７

羌家村 ７４２ ２１８４ 苏家浜路４９９号 ６６０４５０５８

谭杨村 ４３７ １５５７ 潘泾路９１５号 ３６０４２８７２

盛宅村 ８７８ ２２９１ 泰和西路３３５８号 ５６０４４１５８

星星村 ５２９ １６３１ 湄星路１８１５号 ３６０４００６７

杨木桥村 ２４６ ８５３ 潘泾路２３８弄６号 ５６０４２５０２

胡庄村 ３０７ １０１５ 联谊路５００弄１０号 ３３７１１１５３

老安村 １２６１ ３３４１ 潘广路９９３号 ５６０２２６５１

沈宅村 ６３７ １８８２ 联杨路２２１１弄５号 ５６０２８８４６

归王村 １１１ ３６０ 陆陈路３３８号 ５６０２３１９３

广福村 ５７６ １９７６ 宝安公路２１８５号 ５６０２０７０４

陈家行村 ９３３ ２２６８ 陈广路５５６号 ５６０２９００５—８１３

正义村 ４９０ １２５６ 菊联路８９弄５５—５７号 ３６３１２３２５

沈杨村 ６３８ １７３５ 顾陈路７１５号 ５６１８９０８１

表１２ ２０１９年顾村镇居委会
居委会名称 小区总户数（户） 本镇户籍人数（人） 居委地址 单位电话

泰和一居 １８７２ １７６７ 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４７号１０３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６

泰和二居 １６９３ １８３０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６３号２０２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０

泰和三居 ２４２６ ２２１１ 泰和西路３４９３弄４２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１９

荻泾居委 １０５１ １２３１ 泰和西路３５２７弄３０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１

大唐居委 １８３６ １８９６ 沪太路３７１７弄１３３号 ５６０４９５０４

天极居委 １０７７ １０８４ 富联路２５弄４８号 ５６１８２７７４

顾村居委 ７１４ １７３８ 顾新路３２号 ５６０４３３４９

菊泉居委 １０４４ １２５６ 菊泉街６００弄１０２室 ５６０２０９７９

共富一居 １５１６ １６８５ 共富路９９弄１８号 ３３７１０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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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居委会名称 小区总户数（户） 本镇户籍人数（人） 居委地址 单位电话

共富二居 １９５０ ２０９７ 共富一村８８９号 ３３７０２２７３

共富三居 １７６５ １９５５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２室 ３３７１２５５３

共富四居 ２３５０ ２７３０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４室 ３３７１２３０５

共富五居 １２４３ １１０９ 联谊路５０１弄３７号３楼 ３３７０７３１６

共富六居 ２０２０ ２１３６ 共富二路１２０号 ３３７００３８７

共富七居 ２５０８ ２９１８ 共富路３５１弄８８号 ３３７０８３４２

新顾村大家园一居 １６１０ ３５３４ 顾北东路５０１弄１３１号 ３３７１９２２９

新顾村大家园二居 １４８８ ２１８５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２９号甲 ３６０４１０３５

新顾村大家园三居 ２４００ １４１０ 顾北东路１５５弄１８３号 ３３７１９０３１

丰水宝邸 ３１８５ ３８５０ 教育路５５５弄 ５６１８６７０２

成亿宝盛 １７７８ １５６９ 水产西路８５８弄３５号 ３６０４４２９６

绿洲花园 １４２２ １２２２ 沙浦路１２８弄３９号 ３６３１３３６３

铂庭居委 ８８３ ８０４ 沙浦路５１８弄１号１楼 ３６３１３４００

盛宅一村 １２２０ １３７４ 富联路１２８弄１８号１０１室 ３３８５４５８６

菊泉新城一居 １４９３ １４１８ 菊泉街３９弄１６号 ６６０２９０８５

菊泉新城二居 １６０４ ２６６２ 菊盛路５０弄１０号底楼 ６６０２５０９２

菊泉新城三居 １４２１ １３４３ 陆翔路３５８弄９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０２９７６８

菊泉新城四居 ２０４５ １３０５ 陆翔路６９８弄１７号１０４ ６６０２９０８６

文宝苑 １９４８ １２２３ 菊联路１５７号５楼 ６６０２８２５６

采菊苑 １７２０ ２１７０ 菊联路６８弄３２号 ３６３１５０８１

古北菊翔苑 ２３０９ １７２０ 菊联路２３３弄６８号 ３６３１５２８３

好日子大家园一居 １３９２ ６８１ 菊太路７７７弄１０９号２楼 ５６０２９７３６

好日子大家园二居 ２３５２ ３１０９ 宝菊路６５５号２楼 ６６０２６００２

好日子大家园三居 １６２０ １２１５ 菊太路１２２１弄８２号 ３６３８３０２９

好日子大家园四居 １８２４ １５９０ 菊太路１３９９弄１９号 ６６０２８１９５

新天地荻泾居委 １３５６ １０９５ 顾荻路３０３号 ３６３１４０３８

世纪长江苑 １７５２ １１２２ 电台路５６８弄１７号 ３６３１０１３２

上投佳苑 １２００ ８５１ 水产西路７２９弄１１号１０２室 ３３８５５６４７

旭辉依云湾 １１７０ ７５４ 顾北路６６６弄４号２楼 ３６３１０５４９

东方帕堤欧 １１１６ ６９３ 顾北路７３９号 ３３７１５２２０

保利叶都一居 ２５０６ １４０２ 菊太路１１９８弄１０—１大会所２楼 ５６１８０２６５

保利叶都二居 （筹） ２４０６ １６７７ 联杨路１０７８弄１６０２号４０１室 ５６０４０５１６

保利叶城一居 （筹） １２９０ ８８７ 宝菊路２２弄１号 ６６７８１５９５

保利叶城二居 １８９５ １３９８ 宝菊路１３３弄２９５号１层 ６６７８８７５０

自然居 （筹） ９２０ ４６８ 水产西路９９９弄７—１号（３１１室） ３６３８１５８０

新天地荻泾二 （筹） １０８９ ５６６３ 沙浦路３１１弄２９８号 ５６１８３９３２

绿地宝里 （筹） ３９１ ２５７ 富长路１０８０弄２５２号 ５６１８３９０７

宝翔苑 （筹） ７９７ ３１５ 菊盛路４６８弄８—１号 ６６０３２３８６

中怡家园 （筹） １３４０ ５７６ 菊泉街５４７弄１２号２０７室 ６６０３８６７７

馨佳园一街坊 （筹） ９６６ ８８７ 韶山路４１９弄２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０２７５６８

馨佳园二街坊 （筹） ８６４ ６０４ 韶山路４１８弄３９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８１３６３

馨佳园三街坊 （筹） １１８２ １００８ 菊泉街１５９６弄８号西侧 ５６１８３６６８

馨佳园四街坊 （筹） ５１６ ６０７ 菊泉街２８９９弄８号 ３３９１００５６

馨佳园五街坊 （筹） ５１７ ２４５ 菊泉街１９６９弄５号２０１室 ５６５６６０６１

馨佳园六街坊 （筹） １７５５ １１３２ 菊泉街１３４６弄３０号１楼 ５６１８６６９０

馨佳园八街坊 （筹） ２０４４ ２２５９ 丹霞山路２５７弄６１号１楼 ３３７０３７１１

馨佳园九街坊 ２２７７ ２８４９ 韶山路３４８弄６号—１ ５６１８５９３５

馨佳园十街坊 １４６８ ５１８ 韶山路２４５弄２０号办公楼１层 ３６５０８３５５

９４３

顾村镇



（续表）

居委会名称 小区总户数（户） 本镇户籍人数（人） 居委地址 单位电话

馨佳园十一街坊 （筹） ２１９９ １２８４ 菊盛路８５１弄３０号１楼 ３６５１１５７９

馨佳园十二街坊 （筹） １２７７ ７８０ 菊泉街１２８０弄１９号１０５室 ３６０４６２９８

馨佳园十三街坊 （筹） ５９３ ２４０ 菊泉街１２８１弄５号 ５６５６３６２９

新顾村大家园四居 １２５８ １０３ 顾北东路１８８弄４２号 ５６８７８２０５

中铁建青秀苑一居 １２０１ ６４６ 宝荻路５００弄５８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４５１０９

馨佳园七街坊（筹） ６１８ ３２４ 潘广路１７６５弄１０号楼１楼 ３６５８１７６９

宝沁苑居委会（筹） １５７６ １０５６ 菊泉街５７７弄１６号２楼 ５６５９０８０５

宝顾佳苑 １００６ １３３ 苏家浜路４３５弄５６号—１ ５６８０８８０５

上坤公园华庭居委（筹） ２８２ １９８ 富联路６４６弄１７号２楼 ６６７８７５５７

融创玉兰园（筹） １０５８ ４２８ 联谊路６４９弄１５号２楼 ５６１１０９６１

金地云锦苑 １５４０ ６９８ 苏家浜路４２８弄１—３号 ６６０２０１０９

青秀苑二居（筹） １０６２ ５１８ 宝荻路５３５弄１号２楼 ６６０２０２１９

菊华苑（筹） ９７８ ６１３ 菊太路１７５５弄８—３号２楼 ６６０２６８５１

菊祥苑（筹） １３９８ １０９８ 菊太路１６０９弄３号—４２楼 ６６０２６１１６

菊晨苑（筹） １１２０ ６３５ 长白山路６３３弄２４号 ６６０２６３５８

中怡雅苑（筹） ５９６ — 菊泉街１５８弄１０号２０１室 ６６０２６７６８

馨清佳苑（筹） ２３４６ １７１２ 菊联路５５弄１３号 ６６０２６８１１

胡庄佳苑（筹） ５６０ — 共富路５６９弄８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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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与?藻浜为界，总面积

２７２２平方千米，辖有 １０个行政村、８６
个居委会（包括 １０个筹建居委会）。
２０１９年末，有户籍６６４７９户，比上年增加
３０６户；户籍人口 １７１７４９人，增加 ４６５１
人；列入管理的外来流动人口 １４０６７４
人，与上年持平。辖区内学校５１所，其
中镇管学校２６所。镇党委下辖党组织
总数４０９个，其中直属党组织３１个（党
委２个，党总支８个，党支部２１个）；二
级党组织 １７８个（党委 １个，党总支 ７０
个，党支部１０７个）；三级党组织２００个，
登记党员总数１４３９３名。年内创建首批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镇、上海市首

批智慧社区建设示范点，获评上海市社

会综合治理先进集体、上海市文明信访

室、上海市双拥模范镇七连冠及上海市

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镇政府地址：

大华路１４６９号。

【积聚经济发展动能】　大场镇２０１９年
完成地方财政收入９２０６亿元，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３１９７亿元，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６１５２亿元。营
商环境构筑服务新优势，聚焦企业服务

和人才服务，做到服务企业“终生制”、

对接服务“零遗漏”。全年引进企业

３７７户，引进注册资金２４９１亿元，商汤
信息、大锰矿产、永乐聚河、碧水源等１０
多家优质企业和地区总部落地，合同外

资同比增长 ３１７２倍。产业结构升级
调整，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

比达９２％，其中商业、商务服务业占全
镇比重４４％。加快推进９个总建筑面
积达７０万平方米的重点现代服务业项
目，经纬汇商业广场建成开业，宝山日

月光项目经多方协调顺利复工，大华虎

城“智慧商圈”优化升级。推动税收属

地化，全镇 １３个重点商务载体实现总
税收１０２亿元，同比增长 ５７１％。支
持龙头企业、科技成长型企业加快创新

发展，帮助３３家企业申报市、区级各类
文创、科创等专项资金，高新技术企业

累计达到３２家，１２家企业在新三板和
股交中心挂牌。完成第四次经济普查。

完善农村集体“三资”（资源、资产、资

金）监管平台建设，全面完成镇、村两级

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成立大场

镇经济合作社。

【改善镇域环境面貌】　大场镇南大地
区改造提速换挡，工作重心由征收动迁

逐步转向开发建设，完成南大首发地块

出让以及集体土地地块上１３条配套道
路、８个公建配套项目的启动，继续做好
农民征收安置保障，新增签约３３户，居
农民总签约率达到９７２％，新开工１５１８
套、１２２万平方米安置房建设，南大Ｄ２、
Ｄ３地块安置房通过上海市质量工程白
玉兰奖专家评审，南大一期６４７户居农
民实现回搬，二、三期８００户居农民落实
“一户一房”过渡安置。加快推进重点

功能区及基础建设步伐，联东村“城中

村”全部实现腾地，区域内朗香湖、玉龙

湖、养老院等配套项目稳步推进，场中村

“城中村”改造项目整体签约率达

９７７％，４个地块完成储备，２个地块完
成出让，大场老镇改造实现１００％腾地，
经适房祁连基地动迁全部完成，启动 ２
幢经适房建设，南大路、丰翔路、祁连山

路、南陈路拓宽改造工程等市、区级重大

项目完成前期腾地，陆翔路—祁连山路

工程实现结构贯通，落实“路长制”试

点，完成上大路东段、少年村路大修工

程。加码生态环境治理，深化落实“河长

制”长效机制，提前完成３２条河道全面
消除劣Ｖ类任务，探索示范性美丽河道
建设，启动４６个小区约６００万平方米雨
污混接改造，落实扬尘污染防控“片长

制”，加大公共绿地和各类绿化建设力

度，年内新增各类绿地２５５７公顷，人均
绿地面积达 ２８１平方米，绿化覆盖率
达３４４％。

０５３

镇



【加强社会治理能力】　大场镇深化“五
位一体”（党支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

公司、社区民警）社区治理体系，成立

“大场镇社区巡访团”，实现３８家业委会
“交叉任职”，做实“社区通”线上平台和

“居民打钩”制度，开通４１家居委会“社
区通—物业之窗”，推进城市绿洲三居、

铂金华府等居民区创新实践基地创建，

积极打造大场“聚益场”社区公共空间。

成功创建首批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镇，深入推进“美丽街区”建设，从统一

店招店铺、优化景观绿化、增设雕塑小品

和市民休闲设施等功能布局入手，完成

新沪路、大华路、真华路、场中路、丰宝

路、锦秋路６个“美丽街区”建设和３４个
标准化管理小区创建，积极巩固无违建

街镇创建成果，共拆除违法建筑面积约

５７万平方米，镇城管中队获评上海市
城管执法系统示范中队。在全区率先推

进“智慧社区”建设，形成以公安为基础

保障，城管、网格、安全、环保等管理信息

互融互通的智慧城市运行管理平台，完

成全镇 １５３个小区智能安防基础版建
设，实现智慧城管平台、“１２３４５”网络平
台对接融合，成功创建上海市首批智慧

社区建设示范点。建立镇社会管理综合

指挥平台，成立大场镇应急联动队，镇域

刑案总量比上年下降７３％，４８个村居实
现“零发案”，被评为上海市综合治理先

进集体。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加大对“群租”、农村租赁房等专项整治

力度，全年未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完

成信访接待窗口标准化建设，打造基层

信访人民满意窗口，年内获评上海市文

明信访室。

【均衡社会事业发展】　大场镇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新设２家就业指导服务中
心，做优“创响大场”创业服务。年内城

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３０３９人之内，扶
持成功创业６９家，就业困难人员安置率
１００％，连续９年获评上海市充分就业社
区。兜底社会保障，依法落实各项救助

政策，全年发放各类救助金 ６１７４４１万
元，惠及９４万人次。以大华分中心为
试点，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推进窗口“一

口式”受理服务，全年接待服务对象约

２８万人次。推进为老实事项目，完成大
场敬老院农村薄弱养老机构改造工程和

６家敬老院故障电弧探测器安装工程，
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长者照护之家、日

间照料中心建成运行，４１１３名老人享受
“银龄ｅ生活”服务。开展“关爱功臣”

活动，设立７５个退役军人服务站，做好
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完成５３７７户退役军
人光荣牌悬挂工作。稳妥推进义务教育

阶段公民同招，共招收小学一年级新生

２７５５名、幼儿园新生３１１２名。中环实验
小学、大华新城学校由世外教育集团托

管，关闭非法办学场所１４个，完成８２个
社区和４２所学校“科普 Ｅ站”建设，祁
连中心幼儿园获评全国足球特色幼儿

园。加大基层基础医疗卫生投入，完成

祁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大修，宝祁

雅苑二居卫生服务站建成开诊，新建镇

红十字服务中心并投入使用，９１家村居
红十字服务站完成标准化建设，其中７４
家成功创建“博爱家园”。加快发展“文

化大场”，提高“潜溪”文化特色品牌辐

射力，行知读书会新增“行知赏艺会”，

逐步成为北上海文化新地标，获得２０１９
年上海市公共文化创新奖。夯实基层公

共文化体系，完善居村四级公共文化配

送体系，做好乐学驿站，抓好“一地一

品”书画特色活动，全年开展各类免费公

益场次惠及４５万人次。

【获首批上海市垃圾分类工作示范镇称

号】　大场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从２０１８
年１０月起试点推进。２０１９年３月扩大
试点，５月全面启动。落实“五位一体”
组织体系，即由党员领导干部牵头，各居

委、物业公司、业委会、第三方全力配合，

打造全员行动、全民培训、全网覆盖、全

程督导的模式，通过制度保障、民意支

撑、科技加持，探索实施“一五一十”工

作法，即建立“环保小先生”制度、公布

居民楼“红黑榜”、完善居民家庭“二维

码”系统、升级“大场 ｅ社区”ＡＰＰ平台、
凝聚志愿服务力量等五大举措和十小贴

心工程（垃圾分类宣传车、垃圾投放点美

化、湿垃圾破袋神器、定时开放洗手池、

快递破袋小神器、电池药品方便投、室外

集中吸烟点、小区内宣传氛围、入户分类

宣传册、垃圾投放点位图），提高居民区

垃圾分类的覆盖率、知晓率和纯净度，提

升全镇８６个居民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
水平，９月被列入上海市２０１９年度第一
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示范街道（镇、乡）

名单。

【举行红十字服务中心启用仪式】　６月
２０日，大场镇红十字服务中心启用仪式
在汶水路 １７１８号举行。作为全市首家
镇级红十字服务中心，大场镇红十字会

经过近一年筹备，新建成这家集“综合帮

扶、爱心互助、志愿服务、会培中心、体验

互助、宣传咨询”等功能于一体的６＋Ｘ
现代服务型红十字服务中心。中心面积

８００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内容丰富，功
能齐全：一楼设前台接待区、展示区、会

议室、办公室、资料室；二楼设博爱书吧、

志愿者之家、多功能培训教室、生命健康

体验室、模拟火灾逃生通道等。

【举行“世外中环、世外大华”冠名揭牌

仪式】　９月１日，大场镇在上海世外附
属大华实验学校举行原大华新城学校、

中环实验小学新的冠名揭牌仪式。至

此，大场镇原大华新城学校、中环实验小

学正式更名为“上海世外教育附属宝山

大华实验学校”和“上海世外教育附属

宝山中环实验小学”。年初，宝山区委、

区政府与上海世外教育集团签订合作办

学的战略协议，委托世外教育集团全面

管理大华新城学校和中环实验小学，努

力办成管理规范有序、教学质量逐年提

高、办学特色鲜明、教师队伍可持续发

展、社会认可度高的优质学校与优质

小学。

【南大首发项目临港南大智慧城正式开

工建设】　９月２９日，南大首发项目临
港南大智慧城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位

于轨交１５号线现南大路站上盖，占地约
２２万平方米，容积率４０，地上地下建
设体量约１２万平方米，为商业办公综合
体，是南大地区未来的“城市门户”，是

南大提升品牌形象、增强产业能级、深化

产城融合的引领性项目。项目由世界顶

级建筑设计事务所 Ｅｎｎｅａｄ设计建筑方
案，两幢百米塔楼与一幢多层独栋组成

的办公区域，以智慧楼宇、ＬＥＥＤ建筑为
特色，吸引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智能制

造研发、３Ｄ打印、车联网、物联网等产
业，以产业基金为引领的高端金融服务

业，引领南大地区的产业发展、激发产业

创新活力；裙房形成的商业区域，以沉浸

式、体验式为特色，以产业聚集为主要依

托，构建社交、休闲、运动、创新空间，打

造ＡＩ赋能的高端体验性商业中心。项
目计划于２０２２年竣工投入使用，标志着
作为市级五大重点整体转型区域之一的

南大地区驶上全面开工建设的快车道。

【颜敏杰入选预备役部队方阵参加国庆

阅兵】　大场镇年初根据上级工作要求，
推荐２名预备役士兵参加国庆阅兵仪式
选拔。来自场中村的颜敏杰，凭着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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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质和不服输的劲头，顺利通过高强

度的训练和残酷的考核遴选，成为庆祝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阅兵仪式预备役部
队方阵的一员。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行知读书会周年荟”暨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１２８周年活动在读书会行知
剧场举行 大场镇／提供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行知纪念广场建成开放 大场镇／提供

【“行知读书会周年荟”活动举行】　１０
月１８日，“行知求真，以文化人———行知
读书会周年荟”暨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

１２８周年活动在读书会行知剧场举行，
活动分“初心”“知心”“恒心”３个篇章。
“初心”篇讲述陶行知先生行知求真的

故事，分享导演王珏拍摄的陶行知微电

影故事《小先生》；“知心”篇由大家一起

探讨读书与赏艺，与行知读书会知心相

交；“恒心”篇则共话美育故事，分享行

知理念，传递为文化人的坚守与恒心。

上海市文明办副主任唐洪涛、宝山区委、

区政府及该镇主要领导等共同揭晓读书

会年度标签“文学 ＋文艺 ＋文化———以
文化人”。“行知读书会”以宝山“市民

美育大课堂”为依托，一年来为广大市民

呈现了２４场主题广泛、形式鲜明、内容
高雅的读书赏艺活动。内容覆盖戏曲

（昆曲、京剧、评弹等）、建筑、美术、音

乐、影视、舞台等，邀请众多艺术名家和

文化学者，被市文明办授予上海市市民

修身行动市级示范点。

【大场镇经济联合社成立大会暨第一届

社员代表大会召开】　１１月２０日，大场
镇召开经济联合社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社

员代表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上海市宝

山区大场镇镇级产权制度改革镇级集体

资产清产核资报告》《上海市宝山区大

场镇镇级产权制度改革土地核查报告》

《上海宝山区大场经济联合社股权设置

方案》《上海宝山区大场经济联合社章

程》，通过大场经济联合社社员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和第二次会议决议，选

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杨金

娣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刘建中

当选为常务副理事长，姜炜当选为第一

届监事会监事长。大场经济联合社的成

立，是大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的一个重要成果。

【行知纪念广场建成开放】　行知纪念
广场位于大场镇中环路以北、沪太路西

侧，比邻宝山宜家家居。广场呈带状，沿

宜家建筑进行围合形成绿地，占地面积

１３公顷，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建成开放。广场
设计遵循“教育纪念”“生态修复”“经济

合理”的理念，采用大草坪、观赏草、纪念

景墙、文字介绍等方式，突出广场中心的

陶鼎雕塑，带领游客回忆陶行知先生的

故事、语录，用陶行知先生的事迹感动游

人。广场中设置散步道、休憩座椅，供周

边居民散步、休息。该广场致力于打造

集教育、学习、休闲为一体的新空间，是

自然与文化共生、实践行知文化、传承教

育思想的景观新地标。

【获评上海市首批智慧社区建设示范点】

　１２月２日，大场镇在２０１９年上海智慧
城市体验周开幕式上被市经信委授予

“上海市智慧社区建设示范点”称号。自

２０１４年获评上海市智慧社区试点以来，
大场镇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和

社交媒体等互联网技术，依托智能化硬件

和综合管理平台，积极推进“智慧社区”

建设：一是聚焦“物联”，实现“智慧社区”

全面的感知，在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公共

服务等重点领域做强“城市神经元”建

设；二是依托“数联”，实现“智慧社区”广

泛的互联，建成多条线融合的、以城市感

知数据为核心的数据共享平台；三是突出

“智联”，在深度学习、跨界融合的基础上

实现“智慧社区”智能的融合，使“看得见

的眼睛”升级为“会思考的大脑”；四是坚

守“民本”，围绕民生热点和难点，在智慧

养老、文化服务、医疗卫生、垃圾分类等领

域打造智慧民生，实现“智慧社区”持续

的创新。 （许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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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２０１９年大场镇辖区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数（人） 地址 联系电话

大华中学 １６ ５１８ ７０ 华灵路１３９１号 ６６３４０７０７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 ４１ １８０１ １３７ 丰宝路１３５号 ５６１３３３６０

世外大华实验学校 ２１ ７１４ ９０ 环镇南路３２５号 ６６０５９８２７

行知小学 ２４ ９１２ ９７ 行知路３８９弄１号 ６６３９８９９５

大华小学 ２２ ７９７ ６７ 华灵路６２３号 ６６３７４４２７

大华二小 ２０ ６３７ ６２ 大华路８６３号 ６６３５３３００

大场中心小学 ２１ ６６９ ８７ 南大路１６弄６号 ５６５０４３２６

上海大学附属小学 ２４ １０６２ ９１ 上大路１２６５号 ６６７４００２４

祁连中心校 ２１ ８１１ ８９ 祁连二村１１８号 ５６１３２２１６

嘉华小学 １５ ４６７ ４１ 大华一路１５１号 ５６３５４６９６

世外中环实验小学 １７ ５３３ ５２ 华和路２５５弄１２号 ３６５２０１０３

行知实验幼儿园 １８ ５５２ ７１ 真金路１０３９弄４１号 ６６３７７１０２

真华幼儿园 ９ ３００ ３９ 真华路１３９８号 ６６４０１３９８

山海幼儿园 １２ ３９２ ５０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４６号 ６６３５０１７１

大华一幼 ９ ２７４ ３７ 大华路９９号 ５６３５８４５１

乾溪二幼 ９ ２８０ ２２ 环镇北路４００弄１９号 ６６５００２９２

联建幼儿园 ８ ２３３ ３４ 南大路１３８弄５号 ６６５０７４５４

祁连中心幼儿园 １４ ４０５ ５７ 锦秋路１２８２号 ６６１６１３３９

经纬幼儿园 １２ ４０１ ５６ 纬地路８８弄１０５号 ６１０７３０１８

小精灵幼儿园 １０ ３２４ ４１ 瑞丰路８８号 ６６１２１０７０

青苹果幼儿园 ２８ ８６９ １１１ 真大路３３３弄３６号 ６５０８８９８０

慧华幼儿园 ９ ３０２ ４３ 南陈路２８０号 ６６６８０２８８

学府涵青幼儿园 １２ ３８７ ４６ 涵青路３９８弄８０号 ６１４８９３８１

锦秋幼儿园 １０ ３１９ ４０ 锦秋路６９９弄１１２号 ５６６９８１９６

上附实验幼儿园 １６ ５１５ ７０ 祁华路３００号 ５６１６２６００

小天使幼儿园 ９ ２７６ ２５ 瑞丰路３５０号 ５６１６０９６６

镇管合计 ４２７ １４７４２ １６４１

表１４ 大场镇各村、居委会

村、居委会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办公地址 办电

东方红村 ９７６ ３１８５ 环镇南路８５８弄９号楼１１楼 ６６３６４１６９

场南村 ６４９ ２９８５ 龙珠苑２００号 ５６６８６５３３

场中村 ６００ １８５７ 沪太路２００９号５楼 ５６６８１６９４

联东村 ４８８ １４７８ 沪太路２７５１号 ５６６８７６４０

联西村 ６３０ １７９８ 上大路６７８号４０６室 ６６１６２９６８

南大村 １２８４ ４４３４ 南大路３９５号 ６２５０１６１６

红光村 ８０６ ２２７３ 沪太路３６５１弄１８８号 ６６５０９２６０

丰明村 ３０２ ９０８ 祁连山路２０８８弄２号３楼 ５６１３８２２６

丰收村 ４０７ １２１３ 锦秋路１６８８号１２楼 ６６７４０１０６

葑村村 ６３２ １８６９ 丰宝路３８８号 ５６１３２４４６

大华一村一居 １３４６ ３２０４ 沪太路１５００弄２８号甲 ６６３４００５３

大华一村二居 ８２６ １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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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６０ 华灵路８６０号２楼 ６６３４７７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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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村（居）委会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办公地址 办电

大华一村五居 １２０７ １３３４ 华灵路８２弄６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４８７３

大华一村六居 １４５３ １２４７ 新沪路１９８弄１２号２楼 ６６４０２００２

大华一村七居 １１５７ ２４４８ 华灵路１３５１弄５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７９９３

新华居委 １１１７ ３３６８ 华灵路１２２５弄４１８号 ６６４０８８３２

大华二村一居 ２１１８ ３５１０ 大华路４５５弄３８号旁 ６６３４３４６８

大华二村二居 １２０２ １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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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１３ 新沪路１０６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４９５０４

大华二村六居 ９９５ １２２５ 新沪路１０５９弄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９７８６０

大华二村七居 １８６４ ２３２７ 华灵路１１８０弄４５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１９０７

大华二村八居 １７１０ ４３１０ 新沪路１０９９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５５２５

嘉华苑 １２７８ １３５７ 新村路７８９弄４６号２０２室 ５６３５２３７１

滨江雅苑 １５７０ ３８３０ 大华路９８８弄１２１号２０１室 ６６３４２５８３

铂金华府 １５９８ １３３２ 真华路１０３０弄４６号１楼 ６６３４５５１２

大华三村一居 ８１６ 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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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６０ 大华路１１９５号２楼 ６６３４２９５０

大华三村四居 １０５０ １２４１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３３号 ６６３５３２３７

大华三村五居 １５７９ ２９８６ 大华路１３７６号２楼 ６６３６２２６２

大华三村六居 １１２８ １４１５ 行知路５７２弄８２号 ６６３４２２３２

大华三村七居 ６４０ ９８２ 行知路６３５弄１号 ６６３４９１３３

大华四村一居 １３９１ ２１３６ 华灵路１８８５弄２５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４９７１

大华四村二居 １９７３ ２４７２ 华灵路１８９５弄４２号２０１室 ６６３９１３４３

大华四村三居 １１７０ １６９２ 真金路１２５０弄３１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６８５９３

大华四村四居 １５１９ ２４０８ 行知路６３８弄１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６０８７０

大华四村五居 ２５０３ ５７００ 华灵路１７８１弄７２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９５６７

大华四村六居 １２６７ ２６３６ 华灵路１７８８弄３７号１０１室 ６６４０８１２２

大华四村七居 １８７５ １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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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５５ 真华路１８０１弄５４号１０２室 ６６５０９５５６

大华五村三居 ２６９６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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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五村五居 ２０９７ ３１４７ 真大路４０６号２楼 ５６０５６８１０

大华五村六居 ３５０ １５９ 真朋路６９号物业公司２楼 ５６４２２２３２

乾溪一居 １９２２ ２１９５ 乾溪路１５０弄１３号 ５６６８９９４０

乾溪二居 １５９６ ２６８７ 乾溪路２５０弄２６号 ５６６８８９６２

乾溪四居 ２２２３ ４７９２ 环镇北路５００弄３８号 ５６５０４２８５

乾溪五居 １５６４ ２０９８ 环镇北路６００弄６１号 ５６５０１９５５

乾溪六居 １６４５ ２６２８ 环镇北路４１７弄３４号 ５６５０１８５６

乾溪七居 １７３８ １４９６ 环镇北路６９９弄１１７号 ５６５１４８２５

乾溪八居 １３３６ １３５３ 上大路１２８弄１２号２楼 ５６５１０６５４

乾宁苑 ９７２ ８７２ 上大路１７８弄３２号２楼 ５６６８４５１３

慧华苑 ２１５３ ８８６ 南陈路２７８弄９２号 ３６３８２４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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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村（居）委会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办公地址 办电

乾皓苑 １０３５ ０ 丰皓路１３８弄２４号２楼 ５６５０５９６１

东街居委 １１０６ ２０９４ 场中路３６５８弄２８号２楼 ５６５０００２４

西街居委 １６７９ ３２７６ 南大路１８弄５号底楼 ５６６８０８０４

联建居委 １７５４ ３６１０ 南大路１２６弄８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８１０７１

联合居委 １５３０ ２１７６ 南大路１５８弄２９号２楼 ５６６８１０３７

联乾居委 １３６７ １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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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９１ 祁连山路２５００弄５号 ５６１３２３３５

祁连一村二居 １４３９ ２１００ 聚丰园路３８８弄７５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３１４７７

祁连一村三居 １０８８ １１４６ 聚丰园路５００弄６３号２楼 ６６１６５１２２

祁连二村一居 １３３６ １８９１ 祁连山路２８２８弄２０号１楼 ５６１３３２５３

祁连二村二居 １６５８ ４６２８ 锦秋路１４５６弄３３号２楼 ５６１３２６３４

祁连二村三居 ６７７ ５６７ 聚丰园路６６９弄６３号２楼 ６６１２７０２２

聚丰景都 ２７４４ １８０１ 聚丰园路６２８弄１６５号２楼 ６６１６７４６６

祁连三村一居 １５０６ １９７２ 上大路１３２９弄１７０号 ５６１３３７３４

祁连三村二居 １１２８ １３４２ 聚丰园路１８８弄４９号２０３室 ６６１２２７７２

祁连三村三居 １５３３ １８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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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６３ ３８ 锦秋路１５８８弄４８—２ ５６８７８９１８

丰皓苑 １３３１ ５２５ 丰皓路６７２号５楼 ５６４５１８１６

文景华庭 １２１３ ４１９ 丰皓路６３３弄６７号 无

保利熙悦 １５４６ ４８１ 走马塘路１２２８弄３４号３楼 无

祁连四村 １１２６ １６９７ 祁连山路２７７７弄２０号１０１室 ６６１２２５９８

当代高邸 １５１２ １３２６ 聚丰园路１０５弄１５号２楼 ５６１３８５４６

锦秋一居 ２１８６ ２２３８ 锦秋路６９５弄６８号 ６６１２８２７８

锦秋二居 ３３３７ ２７４９ 锦秋路６９９弄八区２２６号 ６６１２８８５０

城市绿洲一居 １８８７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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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０８ 纬地路３５８弄２３号１０１室 ３６３９３２１３

学士逸居 ９７０ ４３９ 纬地路９９弄６１号—５（２楼） ５６５１１００６

学府阳光 １８４１ ７９７ 涵青路１００弄１８号—４ ５６７７９１２２

和泰苑 １８９７ １１８５ 沪太路４０９９弄３１号２楼 ６１４７２９６６

葑润华庭 １５５２ １８９１ 华秋路１８６号 ６６１２３０９８

天缘华城 １３５５ ７８６ 华秋路５８弄６５号 ３６２１６６０６

宝祁雅苑一居 １９８９ １７４４ 锦秋路１６０１弄１６号１楼 ３６３８３０５７

宝祁雅苑二居 １５１２ ４９５ 祁华路６５５弄２５号２楼 ３６５０８７３５

汇枫景苑 ２７７７ １９５０ 祁华路３００弄４号 ５６１２７９３９

保利叶之林 １５７０ １４５６ 华秋路３４９弄１４号２楼 ５６８７８０３３

凯旋佳苑 １０７５ ７５ 塘祁路５１７弄５２号２楼

　注：带“”号的为筹建居委会 （许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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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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４６４户、４３０１７人，
分别比上年增加５３２户、１２７２人；列入管
理的来沪人员３１９８０人，减少４１人。户
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３％，常住人口计
划生育率９８％，人口出生率６８１‰。辖
区内有法人单位１６９９个，园校１０所，建
有公共运动场所４个，居民健身苑点４２
个。镇党委下辖 ２个党委，５个直属党
总支，２２个直属党支部，党员人数４１６０
人。年内，获上海市双拥模范镇、上海市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镇等称号，段浦河被

评为上海市第二届“最美河道”。镇办

公室被评为上海市档案系统先进集体，

镇信访办被评为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上海市
信访系统先进集体，镇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被评为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平安示
范单位，镇红会被评为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征募工作先进集

体，镇文化中心被评为上海市“凝心聚力

·提质增效”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打

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立功竞

赛优秀集体和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
“扫黄打非”先进集体，共康雅苑居委会

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共康雅苑

居民区妇女之家被评为上海市提高级妇

女之家、上海市巾帼文明岗，顾长寿被评

为第五届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季永成被评为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刘

晓华被评为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刘思维被评

为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禁毒工作先
进个人，高艺洁被评为“凝心聚力·提质

增效”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打通公共

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立功竞赛活动

优秀个人，共和家园陈忠贤家庭、共康公

寓瞿森家庭分别获评全国最美家庭、海

上最美家庭。镇政府地址：长江西路

２６９９号。

【经济建设】　庙行镇全年完成区级地
方财政收入３８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８％；

完成增加值６６亿元，增长８％；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２５亿元，增长８２３％；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６９亿元，增长６％。推
进上海智力产业园建设，园区年总税收

突破３亿元，获评“上海市信息服务产业
基地”称号。与同济理想空间、哥伦比亚

中国集团、天怡塑胶、郑明集团、东方证

券、筑恺实业等企业加强对接，稳步推进

人工智能、健康产业、汽车零部件、交通

物流、基金、生态文化等特色产业园建

设，推动产业发展多元化。京东第二研

发中心办公总部、永辉超市上海北区总

部、普邦股份总部、武汉依迅第二总部、

卜蜂莲花华东区总部、劢仕电子、笑涵品

牌等落户庙行，共新增注册企业 １０１７
家。对接贝琛创投基金，开展“金融链招

商”，引进懿添新能源、星莱创投等４０家
优质企业，新增税收４３００万元。纳入区
监测范围的１０家商务楼宇年总税收５６
亿元，税收单位面积产出 １５１７元／平方
米，单位面积产出率增长 ８２％。贯彻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加强专项产业扶持

项目申报审核工作，全年下拨各类扶持

资金１１亿多元。完成镇级产权制度改
革。区重大产业项目泰迪活力小镇即将

竣工开业，康宁路加油站完成竣工验收，

庙行市政养护中心即将结构封顶，骏利

财智中心即将完成主体结构，上海大众

交通汽服中心即将竣工，场北健康产业

园、市容综合管控中心开工建设。

【城乡建设和管理】　庙行镇落实“河长
制”，完成劣Ｖ类水体消除，启动研究?
藻浜、东茭泾沿线景观改造，段浦河入选

上海市“最美河道”，完成１０３万平方米
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实施共康路、

泉临路、呼兰西路“美丽街区”改造，推

进共康七村、共康五村、共康老五村、野

桥住宅二区住宅修缮，完成共和新苑、屹

立家园、宝宸怡景园示范小区创建改造。

加强扬尘污染防控，开展建筑工地、码头

堆场、车辆扬尘、渣土专项执法，空气质

量保持优良水平。加大环保整治力度，

三泉路餐饮油烟扰民整治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转变业态 ７家，由“重餐饮”转
“轻餐饮”８家。全年拆除新增违法建筑
２１处、存量违法建筑５６处，共计近７７
万平方米。积极争创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
上海市文明镇，紧紧围绕宝山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提名区）目标任务，贯彻落实

“点位长”制，扎实开展“五清十美”（村

宅清整、绿化带清整、上街沿清整、背街

小巷清整、楼道清整；最美村宅、最美河

道、最美路段、最美工地、最美商家、最美

菜场、最美政务服务窗口、最美楼道、最

美学雷锋志愿服务站、最美公厕）专项活

动，加大巡查和督察力度，及时整改区派

单和自行发现问题近千个。全面开展创

全文化“五进”（进机关、进社区、进校

园、进企业、进单位）活动，全年共发放宣

传品４万余份，探索形成“群众参创、部
门联创、第三方力量共创”格局。

【就业和社会保障】　庙行镇扎实开展
就业创业各项帮扶工作，帮扶引领创业

５６人；公共招聘网发布岗位数２２０４个，
录用４１３人，１００％完成考核指标。建设
完成镇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长者照

护之家、第四家老年日间照料中心、老年

顾问点，第二助餐服务点投用，继续推进

居家养老，全年享受长护险老人８３０人
次，“银龄 ｅ生活”为近４０００名７０岁以
上老人提供服务。继续加大社会救助和

帮困力度，完成慈善超市建设。推动“和

谐劳动关系”建设，评选和谐企业４０家。
启用镇人事争议预防调解中心和仲裁

庭，完成基层调解组织（调解分中心）创

建，全年成功调解劳动争议９６起，维护
劳动者权益近１３０万元。认真做好双拥
工作，为１５１０户退役军人、烈军属等家
庭悬挂光荣牌。

【社会事业】　庙行镇推进集团化办学，
庙行实验学校、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陈

伯吹实验幼儿园、陈伯吹实验小学纳入

“陈伯吹教育集团”，开展集团化活动１０
余次，实现教育资源有效共享。安排专

项资金对１０所园校实施维修改造，庙行
实验学校图书馆按市级标准完成建设。

着力提升幼儿教育水平，陈伯吹实验幼

儿园积极创建市级示范园。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推动“名师 ＋骨干”引领的教学
研讨２０余次。文化体育惠及面不断扩
大，文化中心完成镇社区图书馆和“众文

空间”绿地阅览室建设，陈伯吹少儿图书

馆被大众点评推荐为“２０１９网红打卡
地”，举办和承办“魅力庙行”文化节、市

民文化节、区第四届运动会等系列活动，

做好“四级”公共文化资源配送，全年共

举办承办文化活动５０００余场，完成文化
配送２５０余场，参与惠及群众达３４万人
次。更新镇域内体育场地设施普查和健

身苑点。推进新一轮国家卫生镇复审迎

检工作，通过市、区综合评估验收，进入

全国综合评审。推进上海市示范健康场

所建设试点，强化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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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二、三级医疗机构，邀请专家到基层坐

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评为全国基层

医疗机构呼吸疾病规范化防制体系和能

力建设优秀单位，并通过全国中医药先

进单位创建评审。镇除害站通过市有害

生物防制服务能力二星级资质标准的

评定。

【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　庙行镇坚持
党建引领，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强化居委

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三驾马车”和社

区六大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合力，全年实

现１０５个“社区通”线上议题的落地转
化。引进社会组织协助居民区完成充电

桩安装、社区花园建设、特色楼道打造等

工作，大力开展活力楼组培育创建和社

区达人评选，全镇共有８３个楼组踊跃参
加、９位社区居民入选首届宝山“百强社
区达人榜”。推进“阳光村务”，村委会

全部实施开放式办公。做好既有住宅楼

电梯加装服务引导帮助工作，投入使用

２台、正在施工６台、完成立项报批２台、
完成前期意见征询拟立项１５台，共康五
村１１２号被列为２０１９年全区首个加装
电梯优秀案例予以推广。扎实开展“群

租”整治，全年整治群租２５７户次。加大
违法装修查处力度，共查处违法损坏承

重墙案件５６起，其中强制执行案件作为
全年宝山首例存量违法建筑执法成功案

例在全区推广。积极配合做好中央扫黑

除恶督导和“回头看”工作，切实加强线

索排摸核实，提高“有乱治乱”工作合

力，建立健全长效打防管控模式。严密

防范和严厉打击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

犯罪活动，全镇报警类、偷盗类、诈骗类、

赌博类 １１０接报数分别同比下降
１６６％、４７４％、２６５％、３６７％。深入
开展打击“套路贷”专项行动，排查各类

企业１２８０家。推进“雪亮工程”项目，完
成住宅小区“微卡口”建设，推进商务楼

宇和人员密集场所智能安防建设。开展

信访接待大厅标准化建设，提升信访事

项办理效能，全镇信访总量同比下降

５７％。开展人民调解和社区矫正工作，
全年依法依规受理各类民间纠纷并达成

调解协议 １３５件，调处率 １００％；“两类
人员”（社区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

无重犯率，安置率、帮教率均为 １００％。
共受理网格案件１３６万余起，结案率和
及时率均达到 ９９％以上；受理“１２３４５”
热线工单２５９２件，实际解决率、市民满
意率、按时办结率和先行联系率均位居

全区前列。城市运行平稳有序，全年共

出动６３４１人次，检查企业５５００余家次，
发出执法文书１５８份，排查隐患５９０项，
已整改４７９项。食品药品科普站向公众
开放，全年接待市民５００余人次。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４日，宝山区陈伯吹教育集团正式成立 庙行镇／提供

【养老硬件设施建设】　庙行镇完成镇
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长者照护之家

建设，镇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选址在

庙行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长者照护

之家选址在共康八村５２号１楼，全部验
收完成。完成镇第二助餐服务点建设，

正式对外运营。完成第四家老年日间照

料中心及老年顾问点建设，新建老年活

动室１家。

【推进康家“城中村”改造】　庙行镇基
本完成康家“城中村”范围内动迁工作，

动迁安置房一期实现结构封顶，商品房

一期实现预售，社区服务Ｓ—０４地块、动
迁安置房二期、商品房二期开工建设，动

迁房三期，商品房三期完成土地出让，同

步捆绑出让教育、绿地等公建配套项目

４个。

【垃圾分类】　庙行镇总结形成垃圾分
类“１＋６”工作机制（“１”即以党支部引
领为核心，“６”即六项配套措施：制度保
障、联席会议、自治队伍、示范先行、公益

组织、网上平台）和“爱回收”创新模式，

探索引入第三方监督，逐步提升垃圾分

类实效，垃圾厢房改造达标４３处，实现
小区两网融合服务点、小区“黄马夹”专

管员和“绿马夹”志愿者全覆盖，提高绿

色账户覆盖率。加强执法检查，查处垃

圾分类案件 ８起，开具整改通知书 ２００
余份。

【创建信访“标准化”窗口】　庙行镇按
照街道、乡镇“人民满意窗口”建设标准

化创建要求，完成信访接待大厅“六个

一”建设内容，增加智能化服务设施，提

供饮水等便民措施，完善落实工作人员、

律师接待规范，确保信访窗口“门好进、

脸好看、事好办”，努力实现来访群众

“最多访一次”。

【宝山区陈伯吹教育集团成立】　３月１４
日，宝山区陈伯吹教育集团正式成立。

在已获学区化、集团化成绩的背景之下，

宝山区教育局结合市教委关于加快紧密

型学区集团建设的要求，积极创新，不断

把学区和集团建设向纵深推进。陈伯吹

教育集团由陈伯吹实验幼儿园、宝山区

陈伯吹实验小学、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宝山区罗阳小学、宝山区庙行实验学校、

宝山区陈伯吹中学、美兰湖幼儿园７所
学校组成。

【“京东第二研发中心”落户宝山】　５月
１３日，宝山区与京东集团在京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携手推动宝山数字经济与智

能制造的新发展，项目办公总部选址庙

行。京东集团将充分发挥在电子商务、

智能物流、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机

器人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在宝山设立“京

东第二研发中心”，投资建设“京东华东

数字经济产业园”，打造国内一流电子商

务运营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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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庙行镇经济联合社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召开 庙行镇／提供

【庙行镇商会登记注册成立】　１０月２２
日，庙行镇商会作为社团法人在宝山区民

政局正式登记注册成立。其前身是１９９８
年成立的宝山区工商联庙行镇商会，长期

以来作为区工商联基层组织开展活动，未

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根据相关要求，

２０１９年完成商会筹建等工作。１２月１８
日，庙行镇商会２０１９年会员大会召开，会
议听取《庙行镇商会２０１９年工作总结及
２０２０年工作计划》，表决通过《上海市宝
山区庙行镇商会会费标准和管理制度》，

举行庙行镇商会揭牌仪式。

【上海市科技金融服务站宝山站揭牌仪

式举行】　１２月１９日，上海市科技金融
服务站宝山站揭牌仪式暨银企对接活动

在智力产业园举行，活动由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指导，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

支持，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宝山区庙

行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麦腾３６５众创
小镇承办。

【庙行经济联合社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

召开】　１２月２５日，庙行镇召开经济联
合社首届社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镇

党政班子成员、社员代表、镇级产权制度

改革领导小组成员等 ６１人出席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镇

级产权制度改革镇级集体资产清产核

资、资产界定报告》《上海市宝山区庙行

镇镇级产权制度改革农龄统计核查报

告》《上海宝山区庙行经济联合社股权

设置方案》《上海宝山区庙行经济联合

社章程》《上海宝山区庙行经济联合社

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选举办法》，庙行

经济联合社社员代表第一次会议决议以

及第二次会议决议，选举产生第一届理

事会、监事会成员。 （傅颖
!

）

表１５ ２０１９年庙行镇辖区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数（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泗塘二中 ２１ ５３８ ７８ 爱辉路１９８号 ５６７４５９６９

庙行实验学校 ２６ ８３３ ８９ 场北路８０３号 ５６７７０８６６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南校） １８ ７１５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北校） ２５ ９３２
１３１

长临路１０００号 ５６４１０９０７

南?藻路２５９号 ５６５３１５５２

虎林路第三小学 １５ ５６９ ４７ 泗塘八村１号 ３６０９０４４１

陈伯吹实验小学 １５ ４８８ ４９ 通河八村１１３号 ６６２２３８６８

小鸽子幼稚园（南园） １０ ２９０

小鸽子幼稚园（北园） ９ ２７７
７９

共康五村９６号 ５６４０４１３２

大康路８３１号 ５６８８５１２６

陈伯吹幼儿园（南园） １６ ４３１

陈伯吹幼儿园（北园） １５ ４２０
１２４

长临路１２３６号 ３３８７４７３７

长临路１４６５号 ３６３６０７６９

康苑幼儿园 １０ ２９８ ４３ 共康公寓８１号 ５６４０９８８８

泗塘五村幼儿园 ７ ２１９ ３０ 泗塘五村１２９号 ５６７５３３８３

庙行实验幼儿园 １４ ３８８ ５５ 场北路７２７号 ６６２８１６０８

　说明：各数据为２０１９学年度的统计数据。

表１６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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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８６ 共康路９９９号 ５６４０７７０８

野桥村 １５５ ７７２ 长临路９１３号 ５６４０３６８９

场北村 ６６５ ２４００ 场北路５５８号 ６６３８００１１

共康二村 ６８８ ９７５ 共康路４００弄２３号乙 ５６４１２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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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村（居）委会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共康五村 ３０６０ ５４２３ 共康路４２１号共康五村２３５号２楼 ５６４２０５２４　５６４１９８７５

共康六村一居 １０５６ １７１１ 三泉路１３３８弄共康六村１０—１临号２楼 ５６４１６２８８

共康六村二居 １２００ １８１４ 三泉路１６００弄共康六村１１０号２楼 ５６４１８１００

共康七村 １６５０ ２６５９ 长江西路２３２２号共康七村１６３号２楼 ５６４２８９３６

共康八村 ２０７６ ３４７０ 长临路８８０弄５３号２楼 ５６４１３１３２

共康公寓 １３６３ １４０９ 三泉路１４９５弄共康公寓５３号１０１号 ５６４０９３１１

屹立家园 １０２０ ２６５２ 长临路１１１８弄屹立家园５０号２楼 ５６４０７７２７

馨康苑 ８８２ ９１２ 共康路１６９弄２５号—２临２楼 ５６４７１５３８

共和家园 １８８３ ２０２７ 三泉路１８５８弄共和家园２号 ３３８７３０１２

九英里 １３０２ ２５７７ 长临路１３１８弄３０号１０１—１０２室 ３３８７３０２８

和欣国际 ２２０３ ２２２１ 场北路３９弄３号 ３３８７３００６

新梅绿岛苑 １０６４ １９８０ 场北路３９９弄２号２楼 ３３８７３４５４

怡景园 ２９９０ ２５７６ 三泉路１８５９弄３１号２楼 ３６３５３００５

共康雅苑 １５１８ １９２１ 花园宅路５２弄２４号２楼 ３６０６０５４４

中环国际 ７５２ ５９３ 场北路５４７号２楼 ３６３３７６８１

共康雅苑二居 ３０９０ ２２４０ 大康路８９１弄１０２号２楼 ６５８７５６６９

场北居委 １８４８ ２９６７ 场北路７４０弄１３号４楼（恒达家园外） ５６４７３３６２

中环三期 １０２３ ７０６ 大康路１０７９弄１—３号２楼 ６６６１００１８

丽都雅苑 ８４６ ６２３ 长江西路２２３０弄１０号 ５６４１５２２０

中二（筹） 场北路６６９弄２号２、３楼 ５６４８１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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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到一二八

纪念路，北至?藻浜，地铁３号线、逸仙
高架路、长江路隧道、规划建设中的１８
号线、军工路—长江路快速路穿镇而过，

具有一定区位优势。全镇区域面积

１３６５平方千米，其中近 ７０％面积为宝
武集团、吴淞煤气厂等大型企业，可规划

面积４２５平方千米。全镇辖有２４个居
委会。至 ２０１９年末，有户籍 ２８９３８户、
６８３３８人，分别比上年减少１２８户、减少
９１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３１８５９人，减
少９人；常住人口１１８６２７人，减少１９２８
人；人口密度 ９３８９人／平方千米。户籍
人口出生３２６人，流动人口出生３６８人，
户籍人口出生率４８８‰，人口自然下降
率７０５‰。镇党委下辖２个党委、２７个
党总支、１４４个党支部和 ５１４０名党员。
辖区内有法人企业 １１００５家（工商登
记），学校１８所（镇管９所），建有公共运
动场所２个，健身苑点５１个，健身器材
６００件。年内，淞南镇获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

国家卫生镇荣誉称号。镇政府地址：淞

南路５００号。

【经济发展】　淞南镇全年完成增加值
５７４亿元，同比增长８％；区级地方财政
收入４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２％；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７４３亿元，同比增长６％；固
定资产投资３１８亿元，同比增长３７％。
全年新增注册企业１０９６户，新增注册资
金５７４亿元，新增注册资金 ５０００万元
以上企业３１户。加强产业载体建设，复
旦软件园、五矿青创园、同济创园二期开

园投入使用，微谱检测、创崴裸眼３Ｄ、同
济室内设计、穗丰医疗器械等一批优质

项目入驻；宝地互联宝山园改造基本完

成。新增上市公司５家，全镇上市公司
累计达到２３家。新增认定高新技术企
业２３户，累计达到６２户。全年为企业
争取各类扶持资金６４２万元。

【城市建设与管理】　淞南镇年内完成东
亚、远洋地块控详规划编制，完成淞军路

地块收储工作。加快推进军工路快速路、

张华浜东泵站等重大市政工程前期动迁

腾地工作。完成国帆路、淞行路、吉江路

道路建设，加快新二路、通南路、长江南路

“美丽街区”建设。加快推进市民活动中

心、文化中心项目配套建设与内部装修，

市民服务中心投入使用，１５家单位入驻
办公。完成４所学校暑期修缮工程。完
成“无违建街镇”创建工作，年度拆违面

积１４１万平方米。压实“片长制”，通过
加强清扫洒水作业和渣土车执法整治，减

少降尘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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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镇域空气环境质量。推行“路长

制”，细化路长责任内容，结合门责收集

和责任区管理，确保陆域环境整洁有序。

加强市容环境整治联勤联动，累计整治占

道经营１０２５起，规范店招店牌３２１起，拆
除违法广告设施１８块。建立健全防汛防
台机制，确保安全平稳渡过汛期。全面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设立定时定点投放

点位１３４处，基本实现全覆盖，设立１１２
个“爱回收”智能垃圾回收箱。开展垃圾

分类执法工作，累计开出整改通知书５９
张，立案处罚１７起。

【就业与社会保障】　淞南镇推进就业
援助，帮助 ６０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

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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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业。受理调解案件２８５件，涉及调
解金额 ３９２９万元。落实社会救助政
策，做好低保救助、综合帮扶、支内回沪

帮扶等工作。加强残疾人服务工作，有

效落实居家养护、无障碍改造等政策。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新建１家老年人日
间照护中心、１家社区长者食堂，１家慈
善爱心超市；实施“银铃ｅ生活”项目，服
务对象６８３６户；对３２户老年人家庭进
行适老性改造。积极开展双拥工作，完

成镇、居二级退役军人服务站设置。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８日，“寻找淞南符号”第三届旅游摄影周开幕 淞南镇／提供

【社会事业】　淞南镇严格执行招生政
策，完成幼升小信息登记及验证 ５８８
人，幼儿园新生报名５０３人。长江二中
中考零志愿达线 ３２人，高中达线率
７８％，创历史新高。深入推进终身教育
师资建设和“乐学讲堂”百姓公益培训，

组织培训活动 ２３２场，培训人数 ９７９１
人次。淞南镇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中心投入试运行，依托“陈静工作室”，

为０—３岁婴幼儿家庭提供专业指导服
务，全年惠及约１万人次。落实困境未
成年人结对帮扶，未成年人安全教育率

达１０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年度综合
评价全区第一。全镇常住人口家庭医

生“１＋１＋１”（每名社区居民签约１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家区级医院、１家
市级医院）签约近 ４万人，签约率
３０４％。区内首创门诊区域前置健康
管理驿站，进一步优化家庭医生健康管

理的模式和流程；成立白癜风与脱发中

医药特色专病研究室，继续做大做强特

色专科。签约挂牌同济大学医学院附

属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阳

光相伴，安养淞南”公益项目活动，为失

独群体提供陪诊、心理辅导、手工培训、

心理艺术沙龙等服务。

【社会治理】　淞南镇创建“美丽家园”
示范小区６个、住宅修缮示范小区４个。
完成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工程一期１０３万
平方米、６个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建设、１２个小区主要出入口门卫室和管
理处规范化建设、１４台老旧电梯改造更
新、５台加装电梯立项等工作。建立“美
好家园”长效管理机制，形成常态化工作

体系。结合“遇见最美”系列（包括“最

美楼道”“最美长廊”“最美庭院”等项

目）评选活动，打造６个“最美楼道”，培
育８０个“活力楼组”，创建１６０个“三无
楼道”（无堆物、无小广告、无非机动车

停放），挖掘培育１０位社区达人参加区
级片区赛，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自

治共治热情。推行居委会、业委会交叉

任职，完成业委会换届５个，启动换届８
个，累计组建业委会 ４６个。淞南十村
“淞益空间”正式开放运营，打造居民公

共服务平台。深化巩固“社区通”工作，

全镇“社区通”平台上线人数达 ４７万
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线索核查，加强打击整治，对中央督导组

反馈的共性问题积极落实整改。全面平

稳完成通南路花鸟市场综合整治清退工

作。持续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全年检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场所 ２２７５
家次，排查各类隐患３４７２条。加强网格
化管理，“１２３４５”受理热线工单３３３５件，

同比增加５３８件，结案率９９９％。

【文化发展】　淞南镇全力完成“创全”
关键阶段各项测评迎检工作，加大对第

一阶段“回头看”点位、未成年人专项测

评的整改推进力度。开展“最美学雷锋

志愿服务站”评选工作，申报５个小区参
与区级创评。扎实推进志愿服务工作，

不断丰富志愿服务内容，５家居委获评
年度区垃圾分类“百佳”志愿服务集体，

５人获评年度区垃圾分类“百佳”志愿
者。加强群众文化建设，围绕新中国成

立７０周年主题，开展交响音乐会等各类
红色文化活动。丰富各居民区文化配送

服务内容，继续开展各类文化培训班，新

增越剧培训班和“新声音”合唱班。举

办太极、木兰、乒乓球、篮球等体育健身

辅导班。举办第三届“寻找淞南符

号———旅游摄影周”系列摄影活动。以

“夜风尚”为主题，举办第二届淞南文创

艺术节，并首次纳入上海市旅游节系列

活动。打造全民健身品牌赛事，举办“芝

麻梦想 ＋创游淞南”迎新亲子登高跑。
支持中成智谷、上海玻璃博物馆等文创

载体开展“未来之星”足球赛、博物馆帐

篷奇妙夜等活动。

【打造登高跑体育品牌活动】　淞南镇
打造全民健身品牌赛事，举办“芝麻梦想

＋创游淞南”———２０１９上海淞南迎新亲
子登高跑，以“Ｈｅｌｌｏ，ｗｏｒｌｄ！”为主题，在
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引入“编程”概

念，将赛场打造成为一个现实版“创游淞

南小程序”。增设“Ｈｅｌｌｏ，ｗｏｒｌｄ！”主题文
化创意与科普宣传嘉年华，融入“文创＋
科普”概念，利用富有时代感、未来感、科

技感的活动形式和内容继续打造“芝麻

梦想＋创游淞南”这一特色品牌，进一步
提升淞南文创 ＩＰ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
力，使参与亲子家庭在体育赛事活动中

体验升级版“创游淞南”亲子文化、科技

新意之旅。

【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政府质量

创新奖】　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
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在科研管理上不断

创新、勇于改革，承担上海市社区中医药

特色项目、上海市中医优势病种培育项

目、上海市中医药三年行动计划建设项

目和宝山区医学特色社区项目；开设的

“白癜风脱发”中医药治疗特色专病门

诊已有４６年的历史传承，获“上海宝山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在２０１９年

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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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科研能力排行榜

上挤身前５０，综合得分８８５７分，跃居第
１４位。中心通过全专结合带教模式，做
精、做实分级诊疗工作，提升中心服务社

区居民的综合能力，这一融管理、带教和

服务为一体的创新模式获宝山区第三届

（２０１９年度）政府质量创新奖。

【淞南镇人大代表之家建成】　淞南镇
人大代表之家正式运行，设置展示区、接

待区、交流区、档案区、资料区等５大功
能区，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新建人大

代表之家位于淞南路４７９号（镇政府以
东），在镇域的东、中、西片区各设立一个

人大代表联络站，中心片区的人大代表

联络站并入人大代表之家，东、西两个人

大代表联络站由原来的两个人大代表联

系室（淞南五村一居委员会、国际工业设

计中心）重新整合转型为联络站，人大代

表活动和联系选民群众面基本覆盖整个

镇域。

２０１９年７月４日，淞南镇举行纪念建党９８周年主题党日暨区域化党建红色联盟成立仪式
淞南镇／提供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上海飞镖黄金联赛在淞南镇举行 淞南镇／提供

【淞南镇“两新”组织创建区“红帆港”党

群服务站示范点】　淞南镇启动党支部
规范年建设，研究制定“一镇一特色”，

确定该镇“红帆港 ＋”党建品牌，逐步形
成党建引领明显、效益影响叠加的区域

化党建格局。７月 ４日，淞南镇在华滋
奔腾大厦举行纪念建党９８周年主题党
日活动暨区域化党建红色联盟成立仪

式。联盟按照“１＋６＋Ｘ”（“１”是健全组
织构建，“６”是“六联工作法”，即发展联
促、民生联保、平安联筑、文明联创、人才

联育、成果联享，“Ｘ”是创新推动各类共

建活动项目）的模式重点打造“红色联

盟”区域化党建，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和资

源优势，集聚各方力量，共推“五型”（创

新驱动型、生态宜居型、和谐幸福型、平

安保障型、文明进取型）新淞南建设。

【“都市小镇文创淞南”系列创新特色活

动】　９月 ２０日—２２日，淞南镇举办
２０１９第二届淞南文创艺术节，首次引入
“夜间经济”的概念，以“夜风尚”为主

题，并首次纳入上海市旅游节系列活动。

开展飞镖音乐节、“都市夜风尚”微游淞

南嘉年华、“寻找淞南符号”旅游摄影

展、“上海飞镖黄金联赛总决赛”和“飞

镖时尚音乐会”等系列活动，内容涵盖飞

镖大赛、音乐表演、文创市集、摄影展览、

非遗展示、特色小食等分支板块，融“畅

玩、畅购、畅品”于一体，打造“文创淞

南”特色“夜间经济”及“文创集市”，探

寻淞南符号，凸显淞南之“变”。从区域

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着手，在时尚现代

元素中打造公共游憩空间，焕发老工业

基地转型发展、后工业风微旅游、休闲娱

乐消遣文化新的活力。

【解决国帆路出行难问题】　１０月，淞南
镇打通被阻隔多年的杨浦新江湾地块和

宝山淞南张行地块，给区域转型升级、融

合发展带来契机，更是实现居民出行由

“３千米到４００米”的转变。淞南镇积极
对接铁路、公安、市政等部门，完成国帆

路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宝山、杨浦

两区之间沟通。通过“硬件完善、软件提

升、应急处置”等手段，国帆路及周边环

境面貌焕然一新，为周边用地转型开发

提供硬件基础，实现市民的便捷出行。

【魏刚入围全国“四个１００”最美志愿者
上海推选名单】　１１月，通过上海市现
场展示评审活动，魏刚入围候选“最美志

愿者”名单。７６岁的魏刚从事志愿服务
已有１６年，担任淞南镇关工委中心组组
长、基层理论宣讲团团长、淞涛读书会会

长、基层党支部书记、人民调解员等十几

项社会职务。４年前查出癌症晚期后，
一直保持乐观，争取在有限时间里通过

志愿服务实现人生价值。 （杨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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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７ ２０１９年淞南镇辖区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数（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淞南中心幼儿园 １３ ４０６ ５４ 淞南三村６２号 ５６１４４５７４

大昌幼儿园 ９ ３１３ ４４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６１号 ６６１４７４４６

星星幼儿园 ８ ２６２ ３４ 淞南十村１３１号 ５６１４２９９３

淞南实验幼儿园 １２ ３８５ ５１ 淞塘路１３８号 ６０７１６２７８

三湘海尚幼儿园 ９ ２８０ ４０ 淞肇路４０８号 ５６０２０１１８

益钢小学 ８ １６３ ２８ 长江南路淞南新村３１号 ５６８２１６２８

依乐新天地幼儿园 １３ ３８２ ５６ 华浜新村１４２号 ５６４４８７５６

东方剑桥幼儿园 １４ ３９２ ５４ 长逸路４１８号 ５６４６１８２０

好时光小拇指幼儿园 １３ ３６１ ５６ 新二路１０８８弄８３号 ６６１８８８１９

民办天安幼儿园 １２ ４３７ ４２ 江杨南路１６４８号 ６６２２６１０８

极享怡如幼儿园 ５ ８４ ３２ 长江路２５８号中成智谷创意园内Ｃ１区 ６０５５５５６３

长江幼儿园 ６ １６１ ２６ 淞南新村３０号 ５６１４１２７６

长江路小学 ２７ ８９０ ８５ 淞南三村６号 ３６１４０２０３

淞南中心校 ２９ ７５７ ６１ 华浜新村１６８号 ５６４５０２５２

淞南二小 ２０ ７４９ ５５ 新二路１１９９号 ５６１４９７３３

长江二中 ２４ ８５６ ８３ 通南路８８号 ５６１４０９４５

吴淞二中 １６ ４１３ ５８ 长江路８６０弄１号 ５６１４１８００

宝山职校（总部校区） ３１ ８６０ ９４ 淞发路８８５号 ５６８２０２１８

表１８ ２０１９年淞南镇居委会

居委会名称
户籍

户数（户） 人数（人）

常驻人口

（人）
地址 电 话

淞南一村居委 １４６８ ３０４９ ４６２４ 淞南二村５０号 ５６８２５８９４

淞南三村一居委 ２４４２ ３８８０ ６２６３ 淞南三村１２８号 ５６８２２２１７

淞南四村一居委 １６６２ ３８６９ ６８１３ 淞南四村７６号甲 ５６８２２２３０

淞南五村一居委 ３１１２ ４６４３ ７８４８ 淞肇路８８号２楼 ５６１４３４９０

淞南五村二居委 ２００８ ４８５１ ５９１１ 新新五村５００号 ５６８２８５０３

淞南六村居委 ２１０２ ２９７２ ５６４５ 淞南六村８９号１楼 ６６１８５９３９

淞南七村一居委 ３０２５ ５２９４ ７７８２ 淞南七村８７号２楼 ３６１４０３６４

淞南八村居委 １９２３ ４１４８ ５９１７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号 ６６１８６０２５

淞南九村一居委 ２２１０ ３３５５ ６９２９ 通南路５５弄３号２楼 ５６８２５８７９

淞南九村二居委 １１８９ ２９３８ ４７２１ 淞南九村１９２号 ６６１５６３３８

淞南十村居委 １５２０ ４５４５ ８９５２ 淞南十村１９５号西首 ６６１４８９０９

长江路一居委 ２２３３ ４９０８ ６９３４ 长江路８４８弄４号１０３室 ６６１４３８５５

长江路五居委 １２８５ ２５５８ ３７０１ 长江路４０６弄６号 ５６４４８３０２

长宏新苑居委 １７０４ ３５７１ ４８５０ 淞南路１１１弄（逸居苑）Ａ房２楼 ５６４５０８２３

张华浜居委 １３７８ ２９２２ ４５１８ 长江路２０弄５号 ５６４５１２３３

华浜居委 １３８９ ３１１６ ５５５８ 华浜新村１９号 ５６４４８３０３

华浜二村居委 ２２０３ ２７５１ ６３４４ 逸仙路３４５６弄２２号 ５６４４５１２８

嘉骏花苑居委 ４０２ １１５４ ３２３６ 新二路１０８８弄２５号２楼 ５６１７７２２５

盛达家园居委 ７７５ １７４１ ４９８８ 一二八纪念路５５弄４５号３楼 ６６１５５５６５

新城尚景居委 ４９５ １３９１ ３０５４ 淞肇路３３３弄１５号１０１室 ６６１８５８５６

新梅淞南苑居委 １５１０ １２３２ ４３２８ 长逸路３０１弄２４号２楼 ５６４５０３９５

嘉骏香山苑居委 ４６５ １００５ ３０１６ 通南路３２８弄８２号 ３６２１５６８８

盛世宝邸居委 ６４０ １３６２ ６０７０ 淞塘路７２号３楼 ６０７１９６８１

三湘海尚居委 ３１３ ６８８ ２６８６ 长江西路２１０号５楼 ５６１４３５３３

（杨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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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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个居委会（其中５个筹建中）。至年末，
镇域实有人口 １４５０９５人，比上年增加
２７７９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７２５１５人，
列入管理的外来流动人口３１９１０人。常
住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２％，人口出生率
５８７‰。辖区内有法人单位 ２５２８３个。
镇域内共有学校１８所，其中公办学校１４
所，民办学校４所。建有综合性文化活
动中心１个，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２个，
游泳馆１个，社区建设苑点５７个，市民
建设步道３条，球场１个；镇级图书馆１
个；社区学校１所，分校２个；养老院 １
个，综合为老服务中心１个，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４个，长者照护之家１个，老年
食堂１个。镇党委下辖２个二级党委、
３２个党总支、２２５个党支部，党员人数
６７６８名。年内，成功创建“上海市垃圾
分类示范镇”，全市首批创建为“上海市

特色创业型社区”，获评“上海市安全社

区”“上海市平安社区”，通过上海市“无

违建先进街镇”复查。镇政府地址：殷高

西路１１１号。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高境镇建成上海首条垃圾分类主题宣传街 高境镇／提供

【经济建设】　高境镇全年地方财政收
入首次突破５亿元，达到５０３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１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２７４６亿元，增长 ５７５％；引进外资
８５２０万美元，增长６９％；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 ３０００万元。主动融入宝山
“双城”发展战略，形成信息服务、物联

网、健康医疗、文化创意四大产业和大数

据、智能制造、能源科技、邮轮等新兴产

业集聚的“４＋Ｎ”科创产业体系，服务业
产生财政收入增长 ５５％，占财政收入
比重为４３２％，房产开发占财政收入比
重降至１％以下。以特色小镇发展推动
“科创小镇升级版”建设，丰富产业功

能、服务功能、营商功能。围绕“体育小

镇”建设，设立体育发展专项资金，建成

上海首家体育文化主题产业园———三邻

桥体育文化园，成为上海最新时尚地标。

围绕“健康小镇”建设，集聚国药医疗器

械、国药医工、润达榕嘉等生物医药和大

健康企业９０７家，形成生命健康产业集
群，新杨湾科创产业园打造为生物医药

总部园。围绕“５Ｇ小镇”建设，完成全镇
５Ｇ网络布点，实现５Ｇ室外信号在镇域
内全覆盖，召开宝山首场５Ｇ视频会议。
围绕“基金小镇”建设，制定促进金融投

资产业良性发展的实施意见，引进东方

君和、申创、国和、联升等金融投资类企

业１０６０家，基金企业产生财政收入增幅
达１８６２％。围绕“电竞小镇”建设，建
成专业电竞赛事场馆，吸引优质企业、热

门赛事落户，举办第三届中国电子竞技

创新大赛、ＥＡ冠军杯春季赛等一系列热
门赛事，举办各类电竞比赛２４场。提升
产业园区品质，新业坊·源创获评“２０１９
年全国十大优秀产业园区”，长江软件园

获“上海市知名品牌示范区”“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年度市级文创产业园区”，新业坊
·源创、三邻桥体育文化园入选“２０１９
年第二批上海市民休闲好去处”。全镇

载体面积达到９０万平方米。１２个重点
商务载体单位面积税收增长 ４％，落地
型企业注册率提高１５个百分点。集聚
高新技术企业，年内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４２家，增幅 ９７７％。全镇共有“上海市
科技小巨人”（含培育）３家、“双软认
证”企业２６家、“四新企业”２８３７家。举
办第三届中国信息消费高峰论坛、

２０１９ＡＩ先行者大会等诸多重要活动。
引进重大项目取得突破，与智能制造行

业领先企业亚系集团达成战略合作，中

船集艾、海霸王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项

目相继落地，全年新引进企业３７８７家，
其中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７４
家。优化营商环境，全面落实优化营商

环境２０版要求，成立高境镇企业服务

生态联盟，创新重点企业一对一专属服

务管家机制，建立１家区级人才工作服
务站。率先在全区推行企业办证全程电

子化服务。加强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引

进、培养、激励和服务，深入推进“十、百、

千”工程，引进９名市、区级领军人才，６１
名博士，１０２９名硕士，３０６名中级以上职
称的高层次人才。为８０余名人才提供
人才公寓，为优质企业骨干人才、优秀新

引进人才成功申请专项激励 １４３４７
万元。

【城镇建设与管理】　高境镇以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创建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上海
市文明镇为抓手，探索城市运营管理新

模式，进一步凝聚城管、综治、环卫、网格

巡查等队伍合力，建成宝山首个“城运驿

站”。结合“创全提高年”主题，重点推

进背街小巷和楼道清整，落实沿街商铺

“门责制”，取缔流动设摊、跨门经营３００
余处，处理违规停放非机动车 ６０００余
辆，清理街面无主垃圾４００余吨，清整楼
道４５０个。持续推进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和空气清洁计划，落实“河长制”“路长

制”“片长制”。推进小吉浦河、南泗塘

河生态提升，建成南泗塘河生态步廊，种

植水生植物３０００余平方米，改善河道水
质及沿岸环境。强化水环境综合治理，

推进２９个小区１６０万平方米雨污水混
接改造，完成２７家商铺和１个园区截污
纳管工程。加强扬尘污染防治，区域降

尘量大幅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持续推进

“无违”创建，拆除违法建筑３９３万平方
米，消库７３８万平方米，通过上海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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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建先进街镇”复查。推进垃圾分类，

“高境经验”得到多家中央、市级媒体报

道和推广，成功创建“上海市垃圾分类示

范镇”。镇财政投入１２００万元，用于购
置硬件、氛围营造等，实现６３个小区垃
圾分类硬件设施、６万余户居民家庭二
分类垃圾桶发放、镇域内所有居民家庭

和单位入户宣传“三个全覆盖”，全年开

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５００余场。垃圾分
类达标小区创建达标率１００％，５个小区
创建成为垃圾分类特色小区，三门路打

造成为上海首条垃圾分类主题宣传街，

绿色账户覆盖 ６７１万户。依托高科技
手段助力垃圾分类，建成“垃圾分类智慧

大脑”，设置智能点位３５个，启用“两网
融合”再生资源中转站１个、点位８４个。
全镇日均处置湿垃圾４９６３吨。“治堵
工程”稳步推进，１８号线殷高路站点动
迁腾地全部完成，国权北路拓宽工程基

本完工，南何线高逸路下穿立交竣工，３
号线殷高西路站站台增容改造工程基本

完工。与铁路部门共同推进铁路道口智

慧管理系统研发应用，道口通行效率进

一步提高。加快推进新二路绿地公园项

目设计和评审，河曲路、三门路２个街心
花园建成开放。围绕“双美”建设，岭南

路、三门路、殷高路３条“美丽街区”展现
新貌，高境一村、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共和
新路４７３９弄“美丽家园”建设共计４７７
万平方米小区综合改造收尾，７个标准
化小区创建完成，１１万户居民家庭燃
气软管完成更换。着力为居民创造宜居

环境，解决多层住宅“下楼难”问题，１台
电梯开工建设，１３台电梯完成立项，共
和八村创新组团式按揭加装电梯新模

式。推进社区执法管理，查处破坏承重

结构案件５２起，拆除小区地锁５６０个，
整治“群租”１５５０户。创新方式、因地制
宜安装小区充电棚、充电桩、充电柜，实

现小区电瓶车充电装置全覆盖，新装充

电点位６５１０个，整治“飞线充电”“楼道
充电”顽症。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完成殷

高西路地铁站等５个积水点改造。拓展
“智慧治理”空间，应用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资源，在河道治理、垃圾分类、物业管

理、“三合一”整治、养老服务等多个领

域拓展智慧管理的场景应用。加强综治

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全面运行“平安宝山

智联网”，完成“雪亮工程”，建成 ６５个
智慧社区、３１栋智能楼宇。促进智能化
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与复旦大学、同济

大学等名校团队合作，共同推进“智慧交

通”“智能社区”建设。

【就业和社会保障】　高境镇多方位推
进就业帮扶，帮助５５名长期失业青年实
现就业，扶持成功创业８１人，“就业困难
人员”“零就业家庭”安置率１００％，新增
１个大学生创业见习基地。提高创业质
量，深化“小境”系列品牌服务，全区唯

一成功创建“上海市特色创业型社区”。

促进和谐劳动关系，４４家企业成为市级
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２家企业成立
预防调解委员会。按照精准有效帮扶原

则，落实各类救助帮扶资金５００２万元，
帮扶对象８万人次。加快完善养老设施
布局，新建１个社区长者照护之家、２个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１个社区老年食
堂，启用首个５Ｇ“智慧养老”项目，新增
养老床位３８张。提高养老服务品质，推
广社区“养老顾问”，应需增加老年人午

餐配餐时段。落实“银龄居家宝”“银发

无忧”等助老惠老服务，做好老年人眼病

普查、免费体检等实事项目。全年为７０
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 ４１６６万
份；１３４名老伙伴计划志愿者为６０７名独
居高龄老人提供志愿服务；为全镇２５２６１
名６０岁以上老人提供“银龄居家宝”服
务；为５５７１名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
检；为４８９９名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开展眼
病普查。深入推进结对帮扶，开展教育、

健康、人才、旅游扶贫，资助各类扶贫资

金２４４６万元，助力对口地区打赢脱贫
攻坚战。

【社会事业】　高境镇致力打造“教育强
镇”，引进上海名校资源，促成高境三中

与交大附中、同洲模范学校与同济存志

学校的深度合作，全面推进教育统筹。

启动新一轮名师培养工程，持续扶持 ８
个重点学科“名师工作室”建设，跨学段

“体育名师工作室”带教学子在２０１９年
挪威跳绳世界杯获８枚金牌、８枚银牌、
３枚铜牌，刷新世界纪录。提升镇域学
校办学质量，高境七幼晋升上海市一级

幼儿园，高境三中课题项目获上海市级

教育成果二等奖。打造“１０分钟科普活
动圈”，全年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５００余
场。深化医疗卫生改革，提供全生命周

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做实家庭医生“１
＋１＋１”签约，６０岁以上居民签约率达
９４％，双向转诊３０７２次，１６个家庭医生
工作室覆盖镇域全部居委。发展中医药

服务，建成３个中医特色家庭医生工作
室，开设中医特色膏方门诊。参与“全国

健康促进区”创建，举办医联体专家进社

区、健康讲座、咨询活动等１１６场。上海

高境小叮当家庭计划发展服务中心“六

大品牌”全年共开展活动５１１场，服务市
民１７６万人次。做好病媒防治等工作。
推进群文体育，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系列文化活动，组织市民参与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宝山区第四届运

动会等重大赛事活动，开展各类文化体

育活动２９５５场，吸引市民近１２万人次
参与，“境美”艺术团舞蹈队获市“百支

优秀市民舞蹈团”称号。提高文化服务

品质，以高境美术馆、彩虹室内乐团为载

体，推动高雅艺术进社区。完善基层文

体服务设施，建成２个图书馆基层服务
点、４个社区健身苑点、１条市民健身步
道。注重传统文化传承，加强“布艺堆

画”“蔡氏剪纸”等非遗项目的保护和创

新，高境三小成为“小华雯沪剧团”学习

基地。深入开展“双拥”工作，成立３３个
退役军人服务点，抓好“关爱工程”项目

和各项优抚政策落实，为２６５０户烈属、
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推

进“上海市爱国拥军模范镇”九连冠创

建。推进文明建设志愿服务规范化、普

及化，全年共开展志愿服务３４８项，２０７
万人次参与，服务总时长８８万小时。市
民巡访团、“民间河长”和全镇志愿者在

创全、环保、垃圾分类、平安守护、交通文

明引导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３个志
愿者服务站创建成为“最美学雷锋志愿

服务站”。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高境镇社区学生指导实践站通过市级验

收。支持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工作，国防

动员、民兵预备役工作稳步发展，民族、

宗教、侨务、对台、档案、史志、红十字等

工作持续加强。

【平安建设】　高境镇深入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集中攻坚重点案件、重点问

题、重点地区，办结涉黑涉恶线索２２条，
结案率１００％，捣毁犯罪团伙１０个，抓获
团伙成员３５人。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
动，保持对电信诈骗、黄赌毒等犯罪的高

压整治态势，“１１０”总警情和报警类
“１１０”案件连续三年保持大幅双下降，完
成迎国庆、迎进博等重要时期稳控任务，

获评“上海市平安社区”。高境镇全年

开展综合安全检查４１６４次，督促整改隐
患４７７２处，关闭取缔企业 ３３家，清退
“三合一”５０２处。深入 ５４万户家庭、
２９８家企业、１４０５家商铺开展风险隐患
诊断，实施居民住宅“楼道通”、居民区

电瓶车火灾预防、住宅用电安全、居家燃

气安全、居家防盗安全、老年人防滑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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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养老院老年人安全、小学生运动伤

害预防、校园门口综合安全、小微企业安

全、沿街商铺“三合一”治理等１２项安全
促进项目，社区居民对家居、治安、交通、

消防的满意度平均值达９５％，成功创建
“上海市安全社区”。构建普法工作新

格局，建立全区首家“谁执法谁普法”责

任制工作联盟，高境镇社区法治文化节

被评为首批上海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品

牌活动，社区矫正案例入选国家司法部

优秀案例。全年为市民提供各类法律服

务７６５项，成功调解民间矛盾纠纷 ３３４
件，开展各类法治讲座、活动４６５场。加
强信访矛盾化解，全年信访总量比上年

下降 ３５３％，初次信访办理效能提
高２２％。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３日，高境镇人民政府与复旦大学无线通信团队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高境镇／提供

三邻桥体育文化园外观 高境镇／提供

【社区治理】　高境镇以党建引领居委
会、业委会、物业公司高效协同治理，推

进２个区级、６个镇级社区治理创新实
践基地建设，完成共和十一居“境享家

园”社区创新实践基地打造，培育星级

“活力楼组”８０个、特色楼组１５个。泰
禾红御、恒盛豪庭２个居委会筹建工作
组进驻小区开展工作。做好业委会换届

指导，２３个小区业委会启动换届，１０个
小区完成换届，持续推进小区维修资金

使用财务账目代管工作。聚焦小区物业

管理难点问题，加强物业业务指导和考

核，每月对５５个托管小区开展“五类服
务”巡查，发出整改单 ８２张，整改率达
９８％。深化“社区通”应用，上线居民户
数达４２４万户，居民留言及时回复率
１００％，通过平台解决居民求助等各类问

题８１７件。落实“基层减负年”工作要
求，推进会议精简，削减台账４９项，释放
社区干部更多精力服务居民。

【高境镇与复旦大学无线通信团队合作

推进高境智慧城市建设】　５月 １３日，
高境镇人民政府与复旦大学无线通信团

队合作签约仪式在长江软件园举行。本

次镇校联动围绕共建“智慧社区产学研

基地”和加强人才交流合作两方面展开。

在促进产学研合作方面，围绕智慧社区、

智慧道口、智能楼宇、５Ｇ通信应用、智慧
城市等领域，推动复旦大学科技成果到

高境镇落户发展。在人才交流方面，双

方合作共建社会实践基地和就业实践基

地，为复旦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提供创

业平台和实习实践平台。

【上海首个体育文化主题园区三邻桥体

育文化园开园】　５月２５日，三邻桥体
育文化园正式开园，举行高境体育小镇

启动仪式暨三邻桥开业嘉年华。上海市

体育局副巡视员杨培刚，区领导陈筱洁、

吕鸣出席启动仪式。三邻桥体育文化园

位于江杨南路４８５号，总占地６８公顷，
一期开发４４公顷，是上海第一个体育
文化主题园区，是高境镇打造“体育小

镇”的重要载体，园区汇集健身、篮球、攀

岩、潜水、跑酷、搏击、射箭、游泳等众多

丰富的体育项目，成为休闲、健身、娱乐、

遛娃的时尚新地标。

【高境“５Ｇ小镇”建设正式启动暨首家
５Ｇ智慧长者照护之家开业】　７月 １
日，宝山区人民政府和高境镇人民政府

召开首场“５Ｇ”视频会议，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应邀视频连线，标志着宝山

区５Ｇ场景的应用和高境“５Ｇ小镇”建
设正式启动。同日，首个５Ｇ智慧养老项
目———高境镇社区长者照护之家也正式

启用，通过构建健康大数据管理养老服

务体系，运用 ５Ｇ网络的高速和精准定
位，精准掌握老人的实时动态，实现集成

管理、实时监测、异常报警、无延时语音

连线等，提高老人晚年生活品质。

【６Ｇ智能通信研讨会在新业坊·源创
举办】　８月１６日，６Ｇ智能通信研讨会
在新业坊·源创举办。会议受市科协指

５６３

高境镇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５日，高境体育小镇暨三邻桥体育文化园正式启动 高镜镇／提供

导，由市电子学会、高境镇政府、上海先

进通信与数据科学研究院主办。市科协

学术部副部长葛朝晖、市电子学会秘书

长龙沪强等出席。复旦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上海大学等多位高校专家学者带来

精彩报告。此次峰会，结合重点高校优

势资源，与高境镇和属地企业共同探讨

成果落地转化途径，助力高境“科创小

镇”“５Ｇ小镇”向“智能小镇”升级发展。

【２０１９上海科技论坛———上海遗传与分
子诊断产学研大会举行】　９月 ５日，
２０１９上海科技论坛———上海遗传与分
子诊断产学研大会在高境镇新杨湾科创

园举行。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张清，区领导汪泓、范少军、陈尧水、陈筱

洁、陈云彬出席。当天，高境“健康小

镇”建设启动，新杨湾生物医药总部园揭

牌。仪式上，宝山区政府特别聘请中国

科学院院士贺林、杨焕明、金力、黄荷凤

担任“宝山区生物医药产业战略顾问”。

宝山区科委、高境镇政府聘请复旦大学

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中山大学

中山医学院院长宋尔卫、四川省人民医

院副院长杨正林及大会执行主席关明教

授，为“宝山区生物医药产业咨询专

家”。同时，国药医工和润达榕嘉两家企

业签署入驻新杨湾科创园协议，宝山区

科委、高境镇与普华永道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旨在调动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合力

提升宝山区高境镇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

业整体竞争力，打造产业发展新亮点、新

名片。

【第三届中国电子竞技创新大赛总决赛

在高境举行】　１１月９日，第三届中国电
子竞技创新大赛总决赛暨闭幕式在新业

坊·源创电竞中心举办。国家工业和信

息化部信息化与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董

大健等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电子竞技

创新大赛是面向全国电竞玩家、爱好者的

一大重要赛事，赛事于４月１０日开幕，７
个月的赛程中，全国超过２０个城市、６６
所高校，数百万观众和众多选手积极参

与。决赛现场进行王者荣耀ＢＯ３总决赛
以及英雄联盟 ＢＯ３总决赛，来自上海的
ＣＨＸ战队夺得王者荣耀冠军；来自青岛
的奥创电竞战队争得英雄联盟项目冠军。

【交大附中、同济存志学校助力高境“教

育强镇”建设】　１１月２８日，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中学与高境镇签署高境三中委

托管理协议，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与

同洲模范学校签署强强联合办学协议。

高境镇与“四大名校”、民办集团化强校

携手合作，全面提升高境三中和同洲模

范学校的教学质量，推动高境教育优质

发展，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

【同济·高境“智能社区”实践教学基地

签约仪式举行】　１１月２９日，高境镇人
民政府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举行合作签约仪式。通过校镇联手，同

济建筑城规学院利用其师资力量为高境

镇提供建筑、规划与景观及其他相关专

业的咨询与建议，为高境的“智能社区”

建设提供理念和技术。高境镇为同济建

筑城规学院学生提供各类教学实践项

目，为学生理论知识的转化和拓展开辟

新的课堂。 （周淑贤）

表１９ ２０１９年高境镇辖区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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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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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数（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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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０ ２０１９年高境镇村、居委会

村、居委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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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盛豪庭居委会 （筹备组） ２１４５ ４５００ 恒高路１２８弄 １３６１１６８１５７０

泰禾红御居委会 （筹备组） ９０１ ２５６３ 恒高路８３弄 １３７６１４５４３０７

（周淑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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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道
◎ 编辑　付江平

友谊路街道

２０１９年９月，友谊路街道获评上海市首批核对工作带教示范点 友谊路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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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个村委
会。至２０１９年末，友谊路街道户籍人口
９４９９５人，来沪人员２６９８８人，常住人口
１２８０８４人。户籍人口出生５７３人，出生
率为 ６００‰，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为
９８９％，人口密度 １２６０４人／平方千米。
街道党工委下辖党委 １个，３９个党总
支，２３６个党支部，党员９３１０名。辖区内
有法人单位２８０４家，有小学４所，初中３
所，高中２所，九年一贯制３所，幼儿园
１８所，医院 ３所（社区卫生服务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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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文艺团队１１７个。年内，街道获全国综
合减灾示范社区、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集体、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首批示

范街镇、“创新、创优”上海市社区志愿

服务管理创优示范中心、宝山区“两会”

办理工作优秀单位、宝山区政府网站建设

优秀单位、宝山区友谊路街道户外职工爱

心接力站工人先锋号等荣誉称号。在上

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状况社会公众满意度

测评中位列全市２１６个街道第１８位。街
道办事处地址：牡丹江路１２９９弄１号。

【街道经济】　友谊路街道着力规范社
会秩序，密切关注长滩、宝龙城、金富门、

临江商业商务广场等在建项目情况，加

快长寿机械厂、同济公寓五期等项目地

块收储，做好服务经济发展工作。以商

会体制改革为契机，成立全区第一家商

会，培养良好政企关系，搭建交流平台。

２０１９年宝龙城项目完成外部道路环境
配套工程，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２日正式开
业；临江商业商务中心项目正在进行项

目基础施工，２０２０年春节前完成顶板浇
筑；宝山时代国际广场项目正在进行总

体方案调整工作；青鲜市场综合改造项

目２０１９年完成；上海长滩项目规划１、２、
３、４路施工完成，６号地块二期销售完
成，５、７地块主体结构施工完成，１、３号
地块部分方案调整（由办公转为公共租

赁住宅），４地块主体结构施工中；金富
门酒店改造项目完成原有建筑拆除，正

在进行建筑原地下基础拆除工作；越江

隧道项目正在进行管线及设备安装工

程；友谊养老院改扩建项目完成主体结

构施工，外墙等二次围护结构于 ２０１９
年底完成施工。项目装修工程承接方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其他专业分包

工程也正有序推进，预计项目在２０２０年
上半年完成竣工验收并在下半年交付

使用。

【民生服务】　友谊路街道完善中心标
准化功能布局。投入近５００万元，对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和文化中心进行综

合改造，进一步优化功能布局，改造后可

新增服务窗口１０个，并实现社区事务与
外口管理窗口合署受理。扩大“一网通

办”业务范围，做到业务范围无死角、全

覆盖，实现新增业务无缝衔接，同时运用

“好差评”系统，将上海市所有政务服务

事项全部纳入评价范围，打响“一网通

办”政务品牌。落实各项惠老服务政策，

加快推进友谊养老院改扩建项目和宝城

８６３



新村嵌入式综合养老机构建设，预计可

新增养老床位２６０个。新建老年人助餐
点１个，受理长护险申请１００４人次，社
区居家护理服务４６９８９人次。对市民分
中心为老服务项目整合优化，为辖区老

人提供更合理、更舒适的活动场地。截

至２０１９年底，友谊路街道６０岁以上老
年人总数 ２８４４２人，独居老人 １８８４人，
９０岁以上老人 ５２３人，百岁老人 ８人。
享受居家养老的老人共有１２３人，其中
暖人心对象１５人。居家上门服务老人
数为１０１人，机构养老人数为２２人。

【城市网格化管理】　友谊路街道扎实
推进网格化管理工作，充分发挥联勤联

动工作机制优势，依托市场所、城管、派

出所等相关职能部门，把集中打击、专项

整治和长效防范紧密结合。年内，网格

平台共接到上报案件２０４５１４件，及时处
置率８８９％；共受理“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
１２３６件，结案１０２２件，回访３７８件，按期
按质处置辖区各类案件。试行“非警

务”分流工作，采取２４小时四班两运转
模式，共接友谊路派出所、双城派出所工

单合计１５９６件，工单处理量从最初平均
每月６０件提升至３４０件，案件受理能力
有较大提升。

【市容环境】　友谊路街道按照“一街一
风格、一路一品格”以及“局部优先打

造，整体汇聚品质”的思路，完成２０１８年
牡丹江路街区、幸福湾街区、北翼商业街

东门街区等７个街区项目建设，启动实
施２０１９年宝林九村街区、临江佳园北侧
街区、东林路延伸段等五个街区项目建

设。年内，全面铺开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工作，实现街道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居

民区生活垃圾厢房改造两个“百分百”，

科学合理构建一个“总体系”，率先建成

以“１个中转站 ＋９９个服务点”为核心
的“两网融合”体系，实现每月１０００余吨
可回收物“有家可归”，收集达标率持续

提高，超过５万户居民顺利开通绿色账
户。聚焦２５个示范小区创建目标，精心
设计“一小区一方案一特色”项目，重点

打造“一个老旧小区、一个商品房小区、

一个商务区、一条商业街和一个城市综

合体”的“五个一”友谊特色垃圾分类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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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监督模式检查

值守整治工作。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主

线，以“三全四化”（即全覆盖、全过程、

全天候，法治化、社会化、智能化、标准

化）为着力点，强化广告店招、市容环境、

“乱占道”等市政市容管理工作。完成

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迎检工作。聚焦第

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上海市环保督察，着

重关注辖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整改，开展

全面清查复核，加大安全监管力度，排查

辖区企业环保监管问题，建立小区建筑

垃圾全封闭点位和临时点位，及时处理

环保信访案件。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友谊路街道对
居民小区高层实施消防设施增配和改

造，不断完善居民小区消防安全硬件环

境；加强宣传居民消防逃生技能知识，

以自行组织的形式在居民区开展消防

安全逃生演练活动。同时进一步推进

微型消防站建设，落实社区微型消防站

防火巡查和 ２４小时值班制度，提高自
查自纠、自防自救能力，实现“救早”

“灭小”，扑救初起火灾。深化“美丽家

园”建设，全面启动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工作。超额完成区里下达的工作

任务，对辖区内 ８个小区 １７台电梯完
成立项，４台电梯实际运行，解决“悬空
老人”下楼难题。率先制订《加装电梯

使用管理指导意见》，强化党建引领“四

治一体”模式，倡导电梯所有权人实行

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

督。进一步健全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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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升“社区通”平

台宣传效应。做好９家“新建创新实践
基地”和８０个“活力楼组”项目培育，完
成长滩居委会办公及服务活动用房功

能设计，打造多功能“公共客厅”。深化

居委会居务公开，及时做好“定期公开”

“即时公开”内容的公示及更新。深入

推进基层自治、共治、法治、德治“四治

一体”功能提升，全面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平安建设】　友谊路街道搭建“平安宝
山智联网”综治信息平台，年内投入试运

行，落实每日巡查通报职责，实时反映小

区安防指数。加快“雪亮工程”建设进

度，投入３００万元用于小区技防升级改
造，设立网格中心操作点，实现“全域覆

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致

力国庆、“进博”维稳安保，对轨交站点、

个别涉及站点较多的居委等重点部位实

行“定人、定岗、定责、定时”守护及志愿

者协调守护方案。至年末，志愿者累计

服务９１６０人次。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对涉及私自破墙开门的 ２３３２户居
民，全部封窗封门，恢复房屋原样。有序

开展各项安全工作，加强群租整治。全

年整治“群租”违法行为３０起，创建“无
群租小区”８１个。推进涉黄涉赌场所查
封清退和转变业态工作，关停涉黄场所

５３家、涉赌场所３１家，辖区“黄、赌”场
所基本绝迹。开展“三合一”回潮整治，

共计排摸沿街商铺１８００余家，签订安全
承诺书５５份，开具隐患整改单５５份，清
退违规住宿人员７０余人。利用技防手
段进一步规范沿街商铺“三合一”现象，

对辖区 １８５７家沿街商铺进行梳理、排
摸、检查，选取其中 ２００家商铺作为试
点，安装“红外安全感知设备”，对辖区

消防安全形势做到可防可控。

【“五违”整治】　友谊路街道根据区拆
违办下达的１５万平方米年度拆违任务
指标，加强目标管理，细化任务分工，明

确时间图表，制定２０１９年度拆违计划方
案和拆违任务细化分解表，并结合人口

调控等专项工作，共拆除辖区内各类违

法建筑 ６２９处、面积 １４７７７０４平方米。
整治韩山木业、金兴汽配等区域五违乱

象，积极探索“自治、共治、法治”社会创

新治理模式，完善同济路９３０号通道区
域等复杂地块管理制度，消除安全隐患

９１处，清退违法居住４５间，清退违法居
住人员２６７人。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筑
滋生，确保新增违建“零增长”。截至

２０１９年底，完成新在建违法建筑拆除１４
处，面积 ２９９９平方米，拆除率 １００％。
推进吴淞工业区友谊路街道片区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全力聚焦重点地块宝杨路

１１８３号北侧地块和 Ｘ整治地块同济
路—宝杨路—泗塘河—友谊路区域及周

边地块共计约１６９３公顷占地面积内的
“五违”问题、扬尘污染等短板和顽症，

完成拆除违法建筑累计５０００平方米，整
治率１００％。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友谊路街道
建立由街道党工委书记任组长、办事处

主任任第一副组长的扫黑除恶领导小

组，明确班子成员齐抓共管，最大限度宣

传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发放张贴《致宝山

市民的一封信》等宣传海报７０００余份，
悬挂横幅１１０条，在主要路口设置宣传
ＰＶＣ展板１００块，利用１１７块电子屏滚
动播放扫黑除恶宣传标语。通过“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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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微信公众号、“社区通”等新媒体

广泛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结合“两

会”“一带一路”等社会面防控工作，持

续开展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加

强重点专案攻坚工作力度，聚焦重点领

域、重点问题，加大治乱拔根力度，推动

团结路小花园治安顽症纳入区级改造项

目。紧盯“黑”的土壤、“恶”的环境、

“乱”的现象，专项治理，着力形成扫黑

除恶去乱的强大攻势。发挥街道行政党

组统筹协调各方作用，整合市场监管所、

城管、派出所、绿化市容所、房管所、网格

中心、司法所等力量，坚持集中打击、专

项整治和长效防范紧密结合，大力开展

扫黑、除恶、治乱整治行动，深化综合治

理成效。

２０１９年５月８日，浙江省平湖市人大常委会代表与选任工委主任步晓燕带队赴友谊路街道宝
林四村考察 陶　澜／摄影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９日，友谊路街道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７０周年文艺汇演 宗爱东／摄影

【党建工作】　友谊路街道根据第二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相关

要求，通过街道领导小组办公室民主决

策，以“三必议”（即以每周安排、节点

事项、重大决策的“三必议”机制）“三

张图”（即“任务图”“整改督办图”“指

导图”）工作机制，抓好各级党组织及党

员的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及

整改落实等工作，稳步推进主题教育工

作进程。深入贯彻落实市、区关于加强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相关要求，进一步

推进城市基层党的工作体制机制创新、

组织设置创新、方式方法创新，深入推

进城市基层党建共同体“九宫格”体系

建设，构建共建共享、互惠互利、双促双

赢的网格化党建工作新格局。友谊路

街道在垃圾分类减量工作中，依托牡丹

江路商业街区自治共治委员会等自治

组织，发挥社会多元治理优势，由街道

党建服务中心牵头召集近百家沿街单

位，对接市场监管、绿化市容、城管等部

门，制定牡丹江路商圈的垃圾分类公

约，为共建“和美社区”提供保障。在创

全攻坚阶段，中心积极动员“两新”组

织、共建单位和社会单位志愿者，直接

参与街面巡视和文明维护工作，助力创

全迎检工作。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的自治共治格局的形成。结合街道“大

调研”和“一支一品”工作，完善《居民

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使用管理

实施方案》《居民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

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指导推进各居

民区党组织党建服务项目规范化建设。

坚持党管干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

则，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有序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及

调整工作。结合《２０１９年友谊路街道
“正能量工作坊”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培

训方案》《友谊路街道居民区党组织储

备人才培训实施方案》，强化党员干部

教育工作。

【浙江省平湖市人大代表来访】　５月８
日，平湖市人大常委会代表与选任工委

主任步晓燕带队就宝山区友谊路街道人

大工委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交流学习，参

观街道宝林四村居委会及人大代表联

络站。

【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海解

放７０周年活动】　友谊路街道以“我和
我的祖国”为主题，围绕“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７０周年、上海解放 ７０周
年”，重点开展“１＋１＋５”系列主题活动
（即一场主题演出、一场主题展览、五项

系列主题活动）。活动全新启用网络图

片直播形式，观众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

即可浏览现场最新的实时照片。图片直

播形式打破地域界限，全方位、多角度地

展现每一个精彩节目。观众还可通过微

信分享链接，与亲朋好友共同感受现场

演出盛况。据不完全统计，有近３万人
次观看图片直播。 （朱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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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９年友谊街道辖区学校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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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江路１２９９弄１号

富锦东路２８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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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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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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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６９９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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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晓婷）

表２ ２０１９年友谊路街道居委会

居委会名称 居委会地址 办公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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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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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街道

【概况】　吴淞街道位于区境东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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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３８７户、７０５３４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
员２６３１５人；计划生育率９７４％，人口出
生率５０３‰，人口密度１２９８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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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个党支部，在册党
员５４２３人。辖区内共有各类法人单位
１０００余家，学校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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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获评上海市垃圾分类示范街

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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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街道办事处地址：淞滨路３８５号。

【创成上海市 ２０１９年度第一批垃圾分
类示范街镇】　吴淞街道经全体居民参
与和共同努力，形成“四全”工作法，即

全员行动、全民培训、全网更新、全程纳

管，推进落实各项工作。街道针对１０万
居民、２２００多家门责单位的垃圾分类，
实现全覆盖上门指导，所有硬件设施达

标。目前居民参与率在９５％以上；湿垃
圾每日分类量达２４吨左右，达到区级指
标的１１９％，纯净度９８％以上；可回收物
达到２３吨，达到区级指标的１２０％。绿
色账户开卡全覆盖３７万户。

【旧区改造】　吴淞街道全面完成吴淞
西块９０号地块动迁，９１号地块动迁４１
户还剩余３户，推进１号楼重建，２号楼
二结构完成外立面粉刷，３号楼出地面
１０层，４号楼出地面３层。有序推进成
套改造，桃园新村开工２栋，海滨新村开
工１栋，筹备开工１栋，海滨新村平改坡
开工１栋。

【吴淞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　吴淞街道
制定吴淞工业区年度整治方案，拆除违章

搭建３９处近４８万平方米，取缔违法经
营２３家、整治违法排污１９处、清退违法
居住２３０５余人，消除安全隐患２５处。

【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　吴淞街
道巩固提升“无违建”创建成果，健全新

建（在建）违法建筑快速发现和处置机

制，拆除７０处违章建筑近 １１２７２８平方
米。提升“美丽街区”建设成果，贯彻落

实“路长制”，推进同济路、泗东路、塘后

路塘后支路、淞浦路步行街“美丽街区”

建设。实施吴淞环岛花鸟市场、和丰区

域环境综合，开展道路停车专项整治，完

善街道店招店牌管理规定。

【推动“美丽家园”升级版建设】　吴淞街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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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精彩社区、

美好生活”创建活动，全面开展“美丽楼

道”建设，完成５１个小区楼道整治１２３１
栋，完成１５台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推进７
台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立项。

【环境保护和水环境治理】　吴淞街道
严格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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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家；完成２０个小区６０８４万平
方米雨污混接改造任务，落实辖区８家
单位的点污染源纳管和１２家大型餐饮
单位油烟在线监控安装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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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与社会保障】　吴淞街道落实“全
市通办”系统上线，社区事务受理服务系

统升级为３０版本；成立街道劳动人事
争议预防调解中心，建立基层调解室，成

立兼职调解员队伍，帮助解决纠纷案件

８起；实施“乐业吴淞”创业就业计划，举
办就业创业“微课堂”，失业人数控制在

２５７５人，扶持４５人成功创业；严格落实
民政救助政策，社会救助各项补助１０７７６
人，共发放１１６５３８万元。

【创新基层治理】　吴淞街道统筹社区
空间，建立空间资源使用集体议事制度，

启动以“大健康”为主题的智慧科普体

验中心建设。筹建吴淞综合服务中心，

吴淞“慈善超市”投入运营。打造吴淞

特色“社区通”平台，平台上线人数近

３６万余人，解决居民提出问题３２２０个，
解决率 １００％。组织吴淞社区达人赛、
“汇民意、惠民生、绘民治”等主题活动，

编写完成《２０１８年吴淞街道“社区通”优
秀案例集》。推进“活力楼组”项目，建

立楼组自治小组，制定楼组公约、议事制

度、主题特色等。完善政府购买公益服

务闭环式管理，加强对“情暖夕阳志愿服

务”、绿色安全楼道———社区楼道安全管

理、２０１９年吴淞街道楼组自治培育项
目、吴淞“公益之家·互爱友家”———公

益厅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吴淞街道物业

服务指导中心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等５个
社区公益项目的全过程监管。

【社区文体建设】　吴淞街道围绕新中
国成立７０周年开展多场文化展示活动，
举办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及宝山第四届

运动会基层赛事。开展非遗项目“吴淞

面塑”进社区、进学校活动，全年公益性

传习授课７２课次。落实“一村一居一舞
台”政府实事项目及“文创空间”申报和

点位勘察，完成８个社区健身点更新改
造。形成２５所学校参与的吴淞学校科
普联盟，实施“乐学讲堂”宝山市民修身

和垃圾分类培训，参与居民１３５４２人次。

【平安建设】　吴淞街道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健全建立相关工作制度，广泛

开展扫黑除恶“大宣传”活动；推进“平

安吴淞”智联网建设，实施４个居民小区
“安居卡”工程建设，增设１１９个公共安
防视频监控探头，完成永清二村“智慧社

区”建设，制订完善海滨八村小区综治中

心建设方案；发挥各居民区“平安吴淞”

小分队作用，做好全国“两会”、国庆７０
周年等重要节点期间社会面稳控工作；

认真落实“四级五覆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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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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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辖区重点

监管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

书；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专项排查整治，

开展危险化学品、建筑领域安全生产大

检查，江南造船厂、吴淞工业园等区域专

项安全检查。落实街道安全实事项目，

整治“三合一”商铺５３家，在１０个居民
区开展火灾逃生演练，完成１７万余户
居民家庭燃气安全检查并落实整改，做

好５幢老旧高层建筑消防设施保养等。
抓好全国“两会”等重要节点期间的信

访稳控，有效落实隐患排查、快速处置及

“零报告”等工作机制，实行重点人员专

人稳控，减少群众去京上访、到市及区集

访。推进居委会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建

设，开展第３１届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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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吴淞街道慈善超市开业运营 吴淞街道／提供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９日，吴淞街道举办“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文艺汇演
吴淞街道／提供

【基层党建工作】　吴淞街道加强党支部
规范化建设，新建党支部１９个，健全支部
班子６个；创新开展“线下学习线上测”
活动，发布５期共１００题供党员检验支部
规范化建设学习成果；召开街道庆祝新中

国成立７０周年暨“五色党建”工作推进
会，集中展示２０１８年街道党建引领社区
治理工作成果；坚持党建引领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机关支部带动事业、“两新”组织

党组织深入开展“班前班后一小时垃圾

分类我先行”活动；提升社区通“党建园

地”的热度和温度，依托“吴淞发布”线上

展示票选“最美”系列活动，“党建园地”

“５＋Ｘ”（组织开展“过好一次线上组织生
活”、“一句话，讲讲我的初心与使命”征

集活动、“我身边的最美初心故事”随手

拍活动、“最感动我的红色名片”寻荐活

动、“我身边的最美党建园地５项主题互
动活动，各居民区党组织开展１项以上受
本小区党员欢迎、发挥党组织影响力和党

员先进性的社区通党建园地互动活动项

目）优秀活动案例展示；完成拍摄庆祝新

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献礼片《我和我的祖
国》。抓牢“两新”党建，组建网格“红帆”

指导员队伍，依托党建网格整合建立第

一、第二、第三、第四联合党支部，新建

“两新”组织党支部３家，半岛１９１９创意
园区成功创建为宝山区第三批党群阵地

示范窗口，“企业课堂”双月系列活动品

牌项目不断深化。加强区域化党建。梳

理形成２０１９年区域化党建“三张清单”，开
展“党建引领新时尚，垃圾分类我先行”主

题活动，启动区域化党建公益圆梦行动，为

１９个家庭、个人圆梦；开展“不忘初心跟党
走砥砺前行谋新篇”优秀党课评选，１０篇
优秀党课纳入社区党校课程库。完成居民

区党组织换届选举，采取“公推直选”方式，

顺利选举产生２５个居民区党总支及下属
党支部领导班子；扎实推进“十星”住宅小

区创建和“五色”党建品牌项目，授予１４个
小区２０１９年度“十星”示范小区称号；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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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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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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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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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

习交流和展示的平台。街道金波浪艺术

团队在市级、区级竞赛中屡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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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项目，于

２０１７年６月由区政府、区文广局予以授
牌，２０１８年作为“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获得区政府和区文旅局的资格认

证。２０１８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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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１１００余人次。同时“吴淞面塑”也走
进了校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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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全年共授课７２余次，近 １４４
课时，受益儿童达１５００人次。

【首届“吴淞工匠”培养选树活动】　吴
淞街道根据《关于开展首届“吴淞工匠”

培养选树的实施意见》（宝吴总工

［２０１８］１２７号）文件精神，组织开展“吴
淞工匠”培养选树活动，经层层推荐、资

格审核、专家评审、社会公示、领导小组

审定，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上海科林国

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王永文

等１０人获首届“吴淞工匠”称号。

【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文艺汇演】　４
月２９日下午，吴淞街道在吴淞中学举办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纪念五四

运动１００周年文艺汇演。大会由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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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吴淞街道青年干部“满天星”实训计划启动 吴淞街道／提供

《吴淞青年说》拉开序幕，区档案局党组

书记、局长奚玲，解放军某部队长庄伟滨

等向区域内２０支“青春点亮社区”青年
志愿者服务队授旗。整场文艺汇演由

“不忘初心青春启航”“奋进拼搏不负芳

华”“筑梦于心圆梦于行”３个篇章串联。
以红色线路之“逐浪”开头，带领党团员

们重温吴淞光辉革命历史；小品《新时代

的城管人》奏响城市管理和谐曲，助力“创

全”；情景剧《医者本能》诠释白衣天使

的使命和救死扶伤的医者本能；大合唱

《我们都是追梦人》献礼百年五四，号召

广大吴淞青年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

于圆梦，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建设

“三个吴淞”贡献青春力量。

【吴淞“慈善超市”开业运营】　８月３０
日，位于智慧七立方园区内的吴淞“慈善

超市”正式开业运营。爱心企业“五分

之一生活”向区民政局捐献一批服装物

资，向海滨新村结对家庭捐赠物资。吴

淞街道慈善超市是以社会公众自愿无偿

捐助为基础，借助超级市场管理和运营

模式，为困难群众提供物质帮扶和志愿

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慈善超市秉承

“以人为本，为民解困”的服务宗旨，委

托第三方“香都（上海）农副产品有限公

司”筹建，设置帮困物资专区、义卖物资

专区、物资捐赠专区等不同专区。

【启动“青春印记·点亮吴淞”吴淞街道

青年干部“满天星”实训计划】　１１月
１５日下午，“看吴淞发展、展青年风采、
守为民初心”暨“青春印记·点亮吴淞”

吴淞街道青年干部“满天星”实训计划

启动仪式在吴淞开埠广场举行。来自机

关、事业单位、居民区的“满天星”宣讲

队成员共３２人，针对８个吴淞新地标开
展宣讲，进一步挖潜吴淞独有的历史底

蕴和文化内涵。８个宣讲点位划分为２
条线路，分别为星·光芒线路（半岛

１９１９文化创意产业园、淞沪铁路吴淞站
遗址、吴淞开埠纪念广场、吴淞街道社区

党建服务中心）和星·闪耀线路（西朱

新村、青岗路步行街、牡丹江路绿荫步

道、双拥小苑）。 （赵　欣）

表３ ２０１９年吴淞街道辖区学校

名称 地址 电话 名称 地址 电话

浪花幼儿园 海滨八村６号 ５６１６０２１５

小主人幼儿园 海江二村１２３号 ５６５６８９３３

海三幼儿园 牡丹江４５４弄８１号 ５６１７４２４８

永清幼儿园 永清新村７５号 ５６１６３４４５

永二幼儿园 永清二村７１号 ５６１６２５３１

叮咚幼稚园 海滨二村７１号 ５７１７２６３９

长征幼儿园 长征新村２１号 ５６８４６８１４

泗东幼儿园 泗东新村３号 ５６６７４３４０

海滨幼儿园 海滨新村１０１号 ６６６５０１８１

八棉幼儿园 淞滨路８０３弄２５号 ５６８４５７０５

和衷小学 海滨五村９号 ５６１６３５１３

永清小学 永清路２７８号 ５６１６１７８０

水产路小学 海滨四村２４号 ５６１７４５２９

同泰路小学 同泰北路２０９号 ５６５７５７０８

淞滨路小学 松滨路１７３号 ５６６７３９３７

淞一小学 淞兴路３８号 ５６６７１０４８８１０２

泗东小学 淞兴西路金杨家宅１１号 ５６８４０７３９

海滨二中 海滨五村１０号 ５６１７８０５８

吴淞初级中学 同泰北路２２２号 ５６１７４８１８８０１９

吴淞实验学校（九年制） 松滨路７１１号 ５６６７２６２０

和衷中学 淞青路２０３号 ５６１６００１２

海滨中学 牡丹江路４５４弄１００号 ５６１７１０８６

吴淞中学 泰和路９９号 ５６５６１５１２

表４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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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４ 西朱新村６４号 ５６６７８１４８

海滨新村⑴ ２０２０ ３５４４ 海滨新村６７号乙１楼 ５６５６２１８３

海滨新村⑵ １６５０ ２６６４ 海滨新村１２１号西侧 ５６５６０１２７

海滨二村⑴ １６４７ ３２０９ 同泰北路２２７弄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５６００５３

海滨二村⑵ １４２６ ２５１８ 海滨二村９５号西侧 ６６６５０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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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海滨三村 １９３６ ３４８７ 海滨三村４５号１０１室 ５６５６０６４８

海滨四村 １４２９ ２４５５ 海滨四村３５号 ５６５６０９５０

牡丹江路１ ２６２２ ４５０４ 海滨六村１３号２楼 ５６５６９８７２

海滨八村⑴ １３９９ ２５４５ 海滨八村５０号 ５６１７２５６６

海滨八村⑵ １０５２ １９４７ 海滨八村５号１０１—１０３室 ５６１７２５６６

三 营 房 ２３７８ ３８５８ 前三营房８８号 ５６１７２３２８

永清新村 ２７１２ ４４５４ 永清新村１１８号 ５６５６７０１０

永清二村 ２１２９ ３６１０ 永清二村１１６号 ５６５６５２４９

海江二村⑴ １３５８ ２５８３ 海江二村３６号 ５６５７８０３３

海江二村⑵ １５７２ ２９０８ 海江二村１５３号 ５６１６３０７７

海江新村 １２５７ ２９５５ 塘后路２０３弄２２号 ５６５６３９４８

吴淞新城 ８３２ １０７２ 班溪路５５弄８２号 ５６８４０２６５

吴淞三村 ７３７ ９８４ 吴淞三村３３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４４８０１

淞新 １１１６ １９８１ 淞滨路１６５弄１号 ５６８４９７２４

和丰 １４０２ ３３０５ 淞滨路７０弄８号 ５６６７００５６

桃园新村 １４６２ ２９３８ 桃园新村２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４７０２３

长征新村 ７６３ １５７０ 长征新村８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４３２７０

一纺 ３８８ １２０３ 淞滨西路８１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５６１７

二纺 １２８５ ２３２９ 宝林雅园５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８４５１

李金 １２１０ ２９０３ 淞滨支路４０弄２号１０３室 ５６８４９３５８

泗东 ９４１ １６４８ 泗东新村２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７９２５６

淞西 ６２６ １３７６ 同济路６０弄４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３７１６

（赵　欣）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４日，张庙街道泗塘一村北块旧住房成套改造集中开工 张庙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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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人口
１１７４８７人、常住人口１６０１２０人、列入管
理的来沪人员２３０６３人，户籍人口比上
年减少 ６９６人，常住人口减少 ４７９人，
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增加 ５６１人。户
籍人口自然增长率 －７１２‰，人口出生
率４５６‰，户籍人口密度 ２２６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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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２座、分
馆１０个。建有公园２座，公共运动场３
个，居民健身苑（点）７５个。至年末，街
道下辖党总支 ３４个，基层党支部 １９９
个，在册党员８５０７名。在编公务员 ５１
名，事业人员７４名，社工２７８名。张庙
街道 办 事 处 地 址：宝 山 区 呼 玛 路

８００号。

【老旧住房成套改造】　张庙街道围绕
“三年全面启动，四年全面开工，五年基

本完成”的总目标，推进泗塘一村成套旧

改攻坚战。５月 ２４日泗塘一村北块旧
改集中开工，全年成套改造竣工９幢，改
善２４２户家庭居住条件，超额完成全年

指标。另有５幢已开工改造，完成居民
签约７００户。

【生活垃圾分类】　张庙街道全面推进
垃圾分类工作，建立３３个小区垃圾分类
实施小组，组建８５０名志愿者队伍、２００
名分拣员队伍，举办垃圾分类志愿者和

分拣员上岗培训２０场，共１５００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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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垃圾分类承诺书６７０００户，发放小
区居民告知书６７０００份、门责单位２０００
份，小区楼道张贴垃圾分类指导手册

４０００张、宣传栏海报５００张。开展系列
主题宣传活动９０场，参与活动人数６万
余人次，发放宣传小册４万余册、各类宣
传小礼品２万余件。设置定时定点指导
投放点位１４５个，其中老旧小区１１７个、
商品房小区２８个，每天安排１５７名志愿
者指导，１４５名分拣员进行二次分拣。
更新分类垃圾桶８５０个、垃圾分类标识
牌６８５块，制作设置建筑垃圾堆放点标
识１０００块，完成小区１００辆驳运车辆分
类标牌配置。发放４个示范小区家庭垃
圾分类桶５２５０个，完成改造老旧小区垃
圾厢房２５０个，街道各企事业单位、办公
场所、公共客厅垃圾分类桶全覆盖配备。

建成两网融合中转站建造１个，两网融
合收集点４２个，新增餐厨垃圾清运车、
湿垃圾清运车各１辆。小区居民绿色账
户实现全覆盖，更换新卡７２２０户。完成
商品房撤桶设点２８个，改建１０幢大楼
管道式垃圾箱房。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张庙街道昌鑫世纪园住宅加装电梯开工 张庙街道／提供

【“创全”工作】　张庙街道组织开展“创
全知识你问我答”“未成年人宣传知识

有奖问答”等活动，发放宣传海报、悬挂

道旗、设立绿地景观牌，利用“异香张庙

微社区”微信公众号、社区通、《张庙社

区晨报》等，营造全员参与、全员知晓的

氛围。以５３个“创全”点位为重点，着力
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楼道清整、

背街小巷清整等工作短板。协调上海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认领包干“回头看”点

位（呼青路），引领中青年后备干部、百

人督查团、社区志愿者三支队伍，做好创

全点位包干督查整改工作。

【“美丽街区和家园”创建】　张庙街道
推进共江路、爱辉路、一二八纪念路等沿

街门头、围墙、绿化改造，制定共江路“美

丽街区”整体设计方案，开展共江路沿街

商铺门前台阶整治，改造共江路沿街围

墙２００余米，对共江路便民生活服务中
心进行改造。改造提升爱辉路（泗塘八

村段）围墙 ２３３米，制作墙面“垃圾分
类”宣传版面，对爱辉路（长江西路至共

江路段）添置花箱种植绿化及加装栏杆，

改造提升一二八纪念路（锦辉绿园南

侧）绿化，完成呼玛四村、泗塘三村、泗塘

五村等小区门岗、物业标准化建设 １９
个，对通河六村、通河七村、通河八村、泗

塘四村、呼玛四村五个居民区８个门头
进行改造。完成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立项１４台。修缮好１６个小区的房屋本
体，其余１１个小区稳步推进中。做好８
个居民区１０个截污井的补贴申报工作，
惠及２４个小区的雨污水混接改造工程
已经开工。

【城市网格化管理】　张庙街道完善网
格化管理体系，落实网格员、城管进小区

制度、网格管理小联勤队伍巡查制度、

“日报告”制度。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治

理，维修井盖 １００余起、修复破损道路
５００余起、治理架空线３００余起。开展市
容环境专项治理，集中整治“三乱”（乱

张贴、乱涂写、乱刻画）现象，对墙体、电

线杆、树干和店面进行“地毯式”检查，

清理“三乱”１００余处。全年上报标准类
网格案件７０６５件。平台及时结案率为
９２７％，最终结案率为９３６％。受理区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转派工单 ３７４６
件，同比增加７５％。当日先行回复案件
３７４０件，先行联系率为 ９９８％，按时办
结率 １００％，满意率 ５１６％，不满意率
１９％，实际解决率５０３％。市、区两级
督办事项实际解决率１００％。市级督查
先行发现率为 ６１４％，高于全区平均
水平。

【城市执法管理】　张庙街道强化城管
街面市容管理，加大道路巡查执法管理

力度。组织开展违法餐饮油烟扰民设

摊、夜排档跨门、夜间无序洗车等综合整

治，取缔无证夜排档设摊２处，商铺跨门
经营夜排挡２２处，暂扣违法经营各类桌
椅９０余个；取缔违法占道经营性洗车摊
２８处，暂扣洗车泵４台，清理无主各类垃
圾 ２０余卡车次。拆除存量违法建筑
１７７０７８平方米，其中库内点位拆除 ２７
处、１２７３５２８平方米，库外点位拆除
４９７２５２平方米。拆除新增在建违建
３０５７４平方米。加强垃圾分类检查执
法，生活垃圾分类立案１９起，处罚金额
１１７００元。对楼道私装防盗门、楼道乱
堆物、私拉电线充电等违法行为进行宣

传教育，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开展综合治

理，拆除楼道私装防盗门１６０余扇，清理
各类侵占楼道废旧物 ２０余吨。全年
１２３４５、１２３１９投诉总量 １０１４起，同比下
降３４２４％。

【区域环境保护】　张庙街道落实“河长
制”，利用“上海河长”ＡＰＰ加强巡河频
度。年内，一级河长旬巡近４０次、河长
办开展巡河５０余次、居民区河长做到每
日巡河。开展河道周边环境整治工作，

集中开展清理活动５次，清理河道周边
新增垃圾４０余吨。７家餐饮企业安装油
烟在线监测装置。区域扬尘平均浓度处

于全区较低水平。督促１３家企业完成
危废处置备案。对辖区汽修企业进行排

摸，为推广使用低ＶＯＣｓ工作做准备。

【住房保障管理】　张庙街道加强小区
业委会建设，年内小区业委会累计增至

６７个，１０个小区业委会完成换届选举。
开通“社区通”物业管理板块，依托“社

区通”及时发布各类信息并发挥线上与

业主沟通的作用。年内对１４家物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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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４７个售后房小区物业服务工作进行
了考核。

【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张庙街道通过
购买服务方式托管居家养老工作，为

３１１名服务对象提供居家养护服务；承
接“长护险”上门照护服务，受理“长护

险”服务对象８３６人，开展上门服务６５９
人。组织５个居民区（通三、通四、呼一、
呼二、泗塘）日间照料批量托管服务试

点，开展托管运营并取得初步成效。抓

好为老实事项目建设，建成共江路为老

服务分中心，完成５个居民区（呼二、呼
三一、通四、泗四一、泗七）３８４个楼道的
扶手安装施工，改造８个居民区（通四、
通六、呼三一、通八二、泗三、泗四一、富

浩、振兴）标准化老年活动室。依托“银

龄居家宝”服务项目，开通“银龄 ｅ生
活”一线直通服务，为辖区内７０周岁以
上的户籍老人提供紧急呼叫、主动关怀

和特殊助急服务，实现“老人一个电话，

服务即可到家”；目前系统录入用户

１６５００余人，覆盖率达到８０％以上。

【社区民生服务】　张庙街道开展常态
化救助和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投入一

次帮困经费达１０５万元，受益对象６８００
余人。加强救助工作教育培训，定期开

展核对审查，依据经济核对报告，做到应

保尽保、应退即退。深化困难对象精准

帮扶，排摸识别低保、低收入家庭 ２００
户，确定为 ３０户家庭在医疗、就业、教
育、精神慰藉等方面提供精准救助服务。

年内，组织临时帮困救助各类特殊困难

对象２６６人次、金额 ４５８万元，开展综
合帮扶救助 ２６９人、帮扶金额 ８４５
万元。

【社区创业就业】　张庙街道加强创业
基地建设。为入驻企业提供培训、咨询、

讲座等创业指导４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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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专

场、综合招聘会３场，求职人员共５７０余
人，现场意向录用１３１人。培育创建“上
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完成创建

３４家。

【社区受理服务】　张庙街道推进网上
政务大厅统一预约平台建设，优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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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全年无休、全市通办、“电子亮

证”等工作。建设社区服务综合信息平

台，完成１８个居民区信息平台安装投入
使用。年内，完成第六轮经适房集中选

房８６０户，接待咨询第七轮经适房３１１８
户。推进本市新版社保卡受理工作，申

领、补办、开通、发放共 ３４２２５人次。办
理各类社区事务２６７６３０件、全市通办业
务９２９６５件。

【双拥优抚工作】　张庙街道落实双拥
优抚政策，关心关爱重点优抚对象，每月

按时足额发放优抚补助，发放 １７４８人
次、发放金额 ２９３８３６１元；组织“春节”
“八一”走访慰问活动，覆盖２０５名优抚
对象和全体现役军人；开展“关爱功臣”

系列活动４次，设立１个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和３２个居民区挂设村（居）级
“退役军人服务站”，完成退役军人３７５７
户、军属 ３７６５户悬挂光荣牌，挂牌
率９９６％。

【社区居民“公共客厅”建设】　张庙街
道以精细化、社会化、专业化、智能化的

社区治理理念为核心，打造３０版本通
河四村社区居民“公共客厅”。年内举

办宝山区街镇层面首个以社区治理为主

题的“社区邻聚节”。街道与社会组织

合作，开展“异香同行，爱在比邻”公益

项目；与人民网合作，在通四公共客厅成

立“未来人民之家”，推进全市首个人工

智能进社区项目；与上海市标准化协会

合作，形成宝山区第一个社区公共服务

和社区治理市级标准；与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合作，开展社区治

理“需求、资源、服务、治理”等四份清单

建设；与软件公司合作，实现“公共客

厅”网上预约功能。

【“社区通”建设】　张庙街道全年“社区
通”平台上线居民４６０１７人、党员亮身份
４０８６人，发布公告３６５３３条，阅读量总计
达３５０８万，居民活跃度１８９４万，解决
居民 提 出 的 问 题 ４７０２个，解 决 率
９９６％。转化“社区通”热议议题３６个，
产生项目１４个、公约７个、倡议１５个。
利用“社区通”开展“寻找身边最美生活

垃圾分类达人知识竞赛”、以“福”为主

题的新春特别活动等。举办张庙街道

２０１９年度“社区通”总结表彰会，为 １２
个居民区颁发“社区通”工作优秀奖、

“社区通”最佳案例奖。

【社区自治共治】　张庙街道完成社区
治理类公益项目 １２个，资金 ３０６９万
元。开展“活力楼组”项目，打造“活力

楼组”８０个，建立“楼组自管会”８０个，
完成楼组初步整治及粉刷工作。举办街

道社区达人赛，选拔出１２名社区达人参
与区级片区赛。通过小小蒲公英公益配

送，开展达人服务３４９场、服务１１２８４人
次。举办张庙社区公益日、共祝新中国

７０华诞达人作品系列展览（“翰墨丹青汇
邻里”书画作品展、“巧手方寸凝匠心”手

工艺品展、“布艺传承展风采”布艺作品

展、“逐梦光影绽韶华”摄影作品展等４
个系列展），举办“益起来”张庙街道第二

届社区公益日主题活动。引入垃圾分类

专业社会组织“绿主妇”，试点打造泗塘

五村二、泗塘六村、通河四村及通河七村

二等４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落实积分
兑换制度和实行红黑榜制度。增设一批

垃圾分类宣传栏，开展环保创意大赛。举

办“公益张庙·善治社区”２０１９年度公益
项目总结表彰会，共为１０个公益项目优
秀团队、１０位公益项目优秀志愿者颁奖、
４位高效“公益导师”颁发聘书。

【社区文化体育】　张庙街道以“华彩四
季”为主题，开展第九届张庙社区市民文

化节系列活动。组织参与第四届宝山区

运动会体育比赛１８场次、１８２人次。以
“喜迎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为主题，举办
社区合唱大赛和文艺演出等活动。开展

市、区级公共文化配送４０场、居村四级
配送１５５场、市民修身导赏活动 ７场。
举办“异香大舞台”展演１２场。开展居
民区社区体育活动５０余场，３万余人次
参与。举办“春风十里、健步同行”健步

走活动、宝山区“张庙杯”广场舞大赛。

完成辖区内现有市民球场３个、市民健
身步道３条、市民益智健身苑点７５处的
普查。推进１６个社区益智体育健身苑
点更新及新建工作。开展国际文化交

流，接待日、韩外宾两批。新建张庙文化

活动中心工程主体施工基本结束，进入

内部装修阶段。

【社区发展服务】　张庙街道强化街道
服务企业职能，定期走访调研企业，加强

工作协调。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和制假售价行为，加强单用

途商业预付卡的管理，对辖区内美容美

发、沐浴行业以及发放预付卡的其他行

业进行排摸，督促企业建立相关制度，规

范企业发卡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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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建】　张庙街道打造“初心３６５”
（“３”指“三亮”，即：党员亮明身份、亮出
特长、亮清责任；“三联”，即：区域联动、

群团联动、线上联动。“６”指“六勤”，
即：勤走、勤看、勤听、勤学、勤思、勤做；

“六微”，即：微建议、微党课、微活动、微

项目、微公益、微服务。“５”指构建５分
钟党建服务圈）党建品牌。深化党建理

事会“１＋４”（“１”指一张党建网，“４”指
４个网格片区）区域化网格党建模式，打
造５分钟党建服务圈。举办庆祝建党９８
周年主题党日活动暨智航红色共享空间

揭牌仪式，评选１０个优秀“初心３６５”主
题党日活动。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张庙街道举办“初心·追梦·前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８周年主题
党日活动 张庙街道／提供

【基层队伍建设】　张庙街道抓好“头
雁”工程和社区增能培训。举办党政负

责干部、居民区“带头人”、中青年后备

干部等培训班 ５个，２０００余人次参与。
打造干部梯队，新招录公务员２名、事业
人员５名，选拔任用干部４名，完成公务
员职务职级套改。选优配强居民区班

子，加强书记培训，选拔居民区书记 ２
名、副书记６名。打造后备干部队伍，举
办中青年后备干部培训班和储备干部培

训班，建立７０名后备干部储备人才库。
打造社工队伍，举办２０１９年社工演讲比
赛，出台《聘用人员管理办法》。

【社区安全实事项目】　张庙街道推进
电瓶车充电智能化升级改造试点工作，

１６个居民区 ３９个室外充电屋建设完
成。完成泗塘、新桥、虎林、呼一、呼二、

呼四６个居委居民家用燃气入户安检项
目，完成１４６１９户居民和户外１４５４根立
管的居民家庭燃气设施入户安检以及户

外用气环境检测工作，完成老旧小区安

装简易喷淋项目及 １栋高楼、６个老旧
小区消防设施改造或增配消防安全实事

项目。

【安全社区建设】　张庙街道落实安全
主体责任，与辖区内企业签约２０１８份。
召开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会

议３９次。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加强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大检查，对涉及危

险化学品、特种设备、交通运输、建设施

工、人员密集场所、老旧房屋、九小场所

等存在危险源的重点行业和领域排查整

治，加强节日期间及季节性安全生产大

检查和各类专项检查，处置安全隐患整

治典型单位３家。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
训、燃气双管员培训等６次，开展“安全
生产月”“交通安全日”等主题宣传

活动。

【平安社区创建】　张庙街道推进平安
智联网和雪亮工程建设，完善智慧社区

建设。加强封闭式小区智能安防建设，

落实智能安防基础版微卡口系统。加大

各小区物业保安履职情况检查力度，坚

持２４小时检查考核机制。实现数字网
络化全覆盖运行，完成３３１个人脸识别
摄像头的安装和调试，打造呼玛二村、通

河四村等市级“智慧社区”试点小区。

推进街面实有单位管理系统建设，建立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进“红袖

章”工程，加强群防群治工作。锁定人口

调控目标，落实“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

定住所”政策，完善“以业控人、以房管

人、以证管人”工作机制。加大对刑满释

放人员、闲散青少年、精神病人、吸毒人

员等特殊群体的帮教管控力度，落实定

期风险评估、分类管理、帮教管控措施。

推进平安小区、平安示范小区、平安单位

创建。２０１９年以来重点对昌鑫时代绿
园、三湘盛世花园、通河九村、呼玛四村、

昌鑫家园等２６个小区开展群租整治，集
中整改群居户４１家，自行整改２４家，口
头警告、开具限期整改通知书９７家，清
退租户２５０户、共７１２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张庙街道坚
持“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注

重责任落实、氛围营造、破案攻坚、机制

建设和乱象整治。中央督导组下沉督导

“问题清单”全部实施整改。区扫黑办

下发的 ６个问题线索，核查回复率
１００％。辖区刑案立案比上年下降３８％，
报警类 １１０总数下降 １１３３％，偷盗类
１１０接警数下降２７５３％。

【信访维稳工作】　张庙街道打造阳光
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加强源头预

防、依法治理，落实周三领导接访、下访

工作机制，落实分级分责解决群众合理

诉求机制，落实信访稳控工作例会机制。

加大矛盾排查力度，做到日常排查矛盾

与重要时间节点排查相结合、处置信访

矛盾与法理相结合、化解矛盾与领导包

案相结合。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排

查各类民间纠纷 １３５６件，调解成功率
９９９％。夯实辖区法治阵地建设，建成
张庙街道公共法律服务站。围绕重点法

治节日开展设摊法律咨询 ８６场，服务
２６００人次。开设法治讲座７８场次、２１００
人次参与，组织法治实践活动１２次。

【“初心·追梦·前行”———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 ９８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６
月２７日下午，张庙街道在智航创新园
举办“初心·追梦·前行”———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 ９８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为进一步落实区“红帆港”党群一体化

阵地建设，张庙街道党工委围绕“白领

共享新空间，创智服务新纽带，楼宇党

建新引擎”的理念，在智航创新园打造

“红帆港”党群服务站———智航红色共

享空间，献礼建党 ９８周年以及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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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７０周年。张庙街道把“初心３６５”
党建品牌建设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紧

密结合起来，与创新社会治理紧密结合

起来，与打造“三个张庙”升级版、推进

“五型”社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着力解

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

提升张庙居民幸福指数。张庙街道经

过不断挖掘和完善，初步形成５分钟党
建服务圈，将街道各方位领域的红色资

源整合，由点成线交织成网，形成一张

辐射整个张庙辖区党员、群众的服务

网。张庙街道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初

心３６５”党建品牌建设，认真落实党支
部建设规范化要求，深入开展“一支一

特”创建，创新构建“红色共享空间”，

着力完善区域化大党建格局，加快打造

５分钟党建服务圈，引领基层党组织与
理事单位聚焦聚力，为建设美丽张庙贡

献力量。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８日，张庙街道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演出 张庙街道／提供

【首届“社区邻聚节”暨通河四村公共客

厅、通河阳光家园、社区卫生服务站启动

仪式】　８月２８日，张庙街道在通河四
村７１号举办首届“社区邻聚节”暨通河
四村公共客厅、通河阳光家园、社区卫生

服务站启动仪式。通河四村社区居民

“公共客厅”充分依靠“社区通”平台，线

上广泛倾听居民心声，线下将服务居民

于办事、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成为“一

站式”服务新典范。紧贴群众需求，优化

设计服务内容，“公共客厅”设有综治分

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智能化设备体验

室、红谱之家、亲子乐园、阳光烘焙室、达

人工作室（健康小厨）、业委会沙龙、法律

咨询室（谈心室）、阅雅室、康乐室等多种

贴近社区居民生活的功能区。通河四村

卫生社区服务站开设全科、中医科、预防

保健等特色科室，增设自助挂号机、自助

血压计、高清液晶智能人体秤等智能化医

疗设备，配备近２００种常见药物，基本满
足社区居民对医疗卫生保健的需求。通

河阳光家园开设了康复劳动室、阳光心

园、音律室、书画手工坊、生活体验室、起

居体验室、康复训练室，优化劳动康复、教

育培训、技能锻炼、服务管理四大功能，

为辖区内５４００多名残疾人提供辅具配
发、档案管理、健康体检等服务工作。

【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演出暨第
九届张庙社区“老街·新居”市民文化

节系列活动】　９月２８日，张庙街道庆
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演出暨第九
届张庙社区“老街·新居”市民文化节

系列活动在依弘剧场隆重举行。整场演

出以新中国 ７０周年的发展为主线，分
“回首往昔峥嵘岁月”“唱响时代团结奋

进”“不忘初心砥砺前行”３个篇章进行。
（陈华剑）

表５ ２０１９年张庙街道辖区学校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博爱双语艺术幼儿园 通河三村６０号 ５６７５０４１３

泗塘五村幼儿园 泗塘五村１２９号 ５６７５３３８３

小百花幼稚园 通河八村１１８号 ３６１１１１０１

虎林路幼儿园 泗塘二村２９号 ３６１１０８９７

革新路幼儿园 泗塘一村４４号 ５６９９５３８２

博士娃幼儿园 泗塘四村４８号 ６６２０１７８８

苗苗幼稚园 呼玛一村７３号 ３６１１０５７９

红星幼儿园 呼玛三村３６６号 ３６１１０５１８

通河新村幼儿园 通河一村４９号 ５６９９５７１５

通河二村幼儿园 通河二村７６号 ３６１１０３０１

呼玛二村幼儿园 呼玛二村２５１号 ５６９９５２２４

通河八村幼儿园 通河八村１１８号 ３６１１１１０１

星河幼稚园 通河一村１２号 ３６１１０５４０

通河八村托儿所 通河八村８８号 ５６７６９６３９

红星小学 泗塘三村３９号 ５６９９４３０８

泗塘新村小学 泗塘一村１００号甲 ５６９９２３１３

虎林路小学 呼玛一村７１号 ３６１１０３７１

虎林三小 泗塘八村１号 ３６０９０４４１

通河新村小学 通河一村１３号 ６６２１９６０１

通河二小 通河二村２７号 ５６９９２４６２

通河三小 通河路３４５号 ６６２０７７２３

陈伯吹实验小学（原通河四小） 通河八村１１３号 ３６１１０４８３

呼玛路小学 呼玛二村１７９号 ６６２２３６１１

宝山区日日学校 通河六村１６６号 ５６７６４４３０

宝山区三中心 呼玛路７９２号 ６６２２０９３５

求真中学 通河一村５号 ５６９９５１２２

泗塘中学 长江西路７６８号 ５６９９４３５１

泗塘二中 共江路６６８号 ３６１１０５３３

虎林中学 虎林路５６５号 ６０１９５０５０

呼玛中学 爱辉路５８５号 ５６７３４４０１

通河高级中学 呼玛路８８８号 ５６７４１５１９

上海市交通学校 呼兰路７６３号、８８３号 ５６９９６２６９

上海市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呼兰路７６３号、８８３号 ５６９９６２６９

上海市新闻教育培训中心 呼兰路７２１号 ５６７５５４１４

宝山职校爱辉校区 爱辉路３０５号 ６６２２１６７６

成人职业培训学校 泗塘一村４５号 ５６９９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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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９年张庙街道居委会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虎　林 ２５０５ ４６０２ 泗塘一村１号１０６室 ６６２０１９２３

泗　塘 ２１８５ ３４６１ 泗塘一村６７号 ６６２０９１０１

新　桥 １８７５ ４０５７ 革新路２５号 ６６２０１５４０

虎　二 １７５６ ３８０７ 泗塘二村２８号—１ ５６９９８１５１

振　兴 １６５０ ３９５８ 泗塘二村１０２号１０２室 ５６７４３６１２

泗塘三村 ２３４７ ４２６６ 泗塘三村５号 ６６２２７１０３

泗塘四村一 １５９６ ２６５８ 泗塘四村１０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９３０３６

泗塘四村三 １６９０ ３２５３ 长江西路１１６０弄２０／１０４ ６６２０５８１８

泗塘五村一 １３１７ ２１８１ 泗塘五村３４号 ６６２０１９６０

泗塘五村二 １８４８ ２７３７ 泗塘五村１７１号 ６６２０５６１３

泗塘六村 １４５２ ２１１１ 泗塘六村５２号乙 ５６７４４４４１

泗塘七村 ２００１ ３３２１ 泗塘七村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４７９４

泗塘七村三 １０９０ １３３５ 虎林路９９弄７５号２楼 ６６２１５７２６

泗塘八村 ２２０６ ３５８０ 泗塘八村１３—１号 ６６２２００２４

呼玛一村二 １６６８ ３０３３ 呼玛一村５６号１０１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１

呼玛一村三 ２０３２ ３１５７ 呼玛一村１０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０

富　浩 ９８４ １５８３ 虎林路８００弄１９号３楼 ３６１１０３４９

通河一村 ４１２６ ７７５６ 通河一村１０９号 ３６１１１１３２

通河二村 ４１４０ ６９１１ 通河二村６０号 ６６２０９９０８

通河三村一 ２００２ ３５７２ 通河三村１５号甲 ５６７６５４３５

通河三村二 １３２９ ２４５４ 通河三村１０９号 ５６７６２８１３

通河四村一 １０９６ １８２９ 通河四村３０号 ５６７６２８９９

通河四村二 １５２０ ２６９７ 通河四村５５号 ５６７４２４５４

通河六村一 １６６８ ２７６９ 通河六村１３９号 ５６７４３６８４

通河六村二 １６１５ ２６０７ 通河六村２４５号 ５６７６２４７０

通河七村一 １１９６ ２１３６ 共江路７５８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５

通河七村二 １２８９ １７１３ 爱辉路２８弄２２号 ５６７３２８０４

通河八村一 １００８ １９０９ 通河八村７１号 ５６７６２７３７

通河八村二 １０３６ １７３８ 通河八村１５０号 ５６７６２９００

通河八村三 １０５０ １８１１ 通河八村１９０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３

通河九村 ２３６４ ２６９６ 通河九村５８号 ５６７３０９７０

呼玛二村一 １８７０ ２９７１ 呼玛二村１２５号 ６６２０１７９１

呼玛二村二 ２０２６ ３８１９ 呼玛二村２１２号 ６６２１００１８

呼玛三村一 １６９２ ３１５３ 呼玛三村３７７号 ５６７５９７０６

呼玛三村二 ７０６ ２３０６ 呼玛三村１９６号甲 ５６７５４８４９

呼玛三村三 １３０６ ２１０１ 呼玛三村４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３１９１

呼玛三村四 ９８２ １２００ 呼玛三村１１０号 ５６７６９６７８

呼玛四村 １９５３ ３１２０ 呼玛四村７４号 ６６２１０３３６

呼玛五村 １４８４ ２３２３ 呼玛五村４号 ５６７４２４４５

三湘盛世家园 ７６０ ７９６ 一二八纪念路６８８弄１８号 ６６９８５０３９

（陈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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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录·光荣榜
◎ 编辑　李宝利

宝山区新任领导人

【陈杰】　男，１９６９年４月生，
汉族，江苏苏州人，研究生学

历、工学博士、副研究员。

１９９６年 ３月参加工作，１９８８
年 １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在浙江大学
光学仪器系光学仪器专业学

习。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为浙江
大学光电与科学仪器工程系

光学仪器专业硕士研究生。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６年为中科院上
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物理电子学与光电子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为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第八研究室
研究实习员。１９９７年任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第八研
究室副主任。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任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
所人事处干部、副处长。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任中科院上海技术
物理研究所研究生部主任、人事处副处长。２０００年任中科院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所长助理。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任美国 ＪＤ
ＳＵｎｉｐｈａｓｅ公司产品经理。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任上海市纳米中
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主持工作）。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任市科
委发展计划处副处长、处长、基地管理处处长，市研发公共服

务平台管理中心主任，市纳米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任市科委发展计划处处长、基地管理处处
长，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主任，市科技奖励办主任，

市技术市场管理处主任。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任市科委发展计
划处处长，市科技奖励办主任，市技术市场管理处主任。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任市科委总工程师。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任
市科委副主任。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６年任市科委副主任，市张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９年任中
共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任。２０１９年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任（正局长级），中

共浦东新区区委常委。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起任中共宝山区委副
书记、副区长、代理区长、区政府党组书记。２０２０年 １月当
选为宝山区政府区长。

陈杰是中共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十

三届、十五届人大代表。 （区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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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１２免）　陈　杰（２０１９．１２任）

周志军

常　委　汪　泓（女）　范少军（２０１９．１２免）
陈　杰（２０１９．１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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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２０１９．１２任）
陈云彬　邵　琦（女）　邵雷明　范少军（２０１９．１２免）
周志军　赵　平　赵　懿　赵荣根　赵婧含（女）
胡　广　修　燕（女）　袁　罡　顾　军　徐佳麟
高　飞　黄雅萍（女）　蒋伟民　瞿新昌

【区委工作机构】

办公室（归口管理区委研究室、区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挂区

委机要局牌子）

　　　　　主　任　陈　巍
区委研究室（２０１９．２区委政策研究室更名，归口区委办公室
管理，不再与区委办公室合署）

主　任　凌　岚（女，２０１９．５免）

２８３



王伟杰（２０１９．５任）
区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２０１９．２设，与区国家保密局实行一
个机构、两块牌子）

主　任　刘正田（２０１９．３任）
区国家保密局

主　任　刘正田
区委机要局

主　任　陈　巍（２０１９．３任）
组织部（归口管理老干部局，挂公务员局牌子，社会工作党委、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与之合署）

部　长　李　峻
老干部局 局　长　朱显武
公务员局（２０１９．２并入组织部，在组织部挂牌）

局　长　吕所良
社会工作党委（２０１９．２与组织部合署）

书　记　姜玮枫（女）
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２０１９．２区机构编制委员会改为
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

主　任　张海宾（２０１９．１１免）
吕所良（２０１９．１１任）

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２０１９．２不再保留）
主　任　张丽英（女，２０１９．３免）

宣传部（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区政府新闻办公

室、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部　长　赵　懿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２０１９．２设）

主　任　孙　晋（２０１９．３任）
区政府新闻办公室（２０１９．２区新闻办公室并入宣传部，在宣
传部挂牌）

主　任　孙　晋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李一红（女）
统战部（挂区政府侨务办公室牌子，区政府民族和宗教事务办

公室、区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挂区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牌子
＞与之合署）

部　长　沈伟民
区政府侨务办公室（２０１９．２并入统战部，在统战部挂牌）

主　任　吴华朗
民族和宗教事务办公室（２０１９．２区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
更名） 主　任　陈继渭
区委台湾工作办公室（挂区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牌子）

主　任　吴华朗
政法委员会

书　记　杜松全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２０１９．２撤）

主　任　沈轶群（２０１９．３免）
６１０办公室（２０１９．２撤）

主　任　施　刚（２０１９．３免）
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　刘志荣
信访办公室

主　任　张学智
档案局（档案馆与之合署）

局　长　奚　玲（女）
档案馆 馆　长　奚　玲（女）
档案局党组书　记　奚　玲（女）
党史研究室（与地方志办公室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主　任　陈　亮（２０１９．３免）
戴建美（女，２０１９．３任）

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　陈　亮（２０１９．３免）
戴建美（女，２０１９．４任）

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陈　健
党校（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牌子）

校　长　李　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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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少雯（女，常务，２０１９．３免）

宋发清（分管日常工作，２０１９．３任）
人民武装部政　委　陈永献

部　长　蒋洪波（２０１９．３任）
区委农村工作办公室（２０１９．２不再保留）

主　任　梅　勇（２０１９．３免）
教育工作党委（２０１９．３建，与教育局合署）

书　记　沈　杰（２０１９．３任）
卫生健康工作党委（２０１９．３建，与卫生健康委合署）

书　记　胡　勇（２０１９．３任）
建设和交通工作党委（２０１９．３建，与建设管理委合署）

书　记　袁惠明（２０１９．３任）

【中共宝山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高　飞
副书记　潘惠芳（女）　陈　健
常　委　高　飞　潘惠芳（女）　陈　健

曹继洪（２０１９．３免）　金明虎（２０１９．３免）
范娟红（女）　林　青（女，２０１９．３免）
葛　荣（２０１９．３任）　李　鹏（２０１９．３任）
杨　燕（女，２０１９．３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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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２０１９．３任）　李一红（女）　
杨　燕（女，２０１９．３任）　邱大德　沈玉春（女）
沈艳兴　张学智　陈　健　范娟红（女）
林　青（女，２０１９．３免）　金明虎（２０１９．３免）
姜　炜　姜玮枫（女）　莫荣明　徐　磊　徐文忠
高　飞　曹继洪（２０１９．３免）　崔海龙
葛　荣（２０１９．３任）　葛玉华　董　果　窦恺芳　
潘惠芳（女）　鞠　焰

【宝山区监察委员会】

主　任　高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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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潘惠芳（女）　陈　健
委　员　金明虎（２０１９．４免）

林　青（女，２０１９．４免）
葛　荣　张　洁（女，２０１９．４免）
范娟红（女，２０１９．４任）　顾伟刚（２０１９．４任）
黄　忠（２０１９．４任）

【纪委、监委内设机构及派驻机构】

办公室 主　任　金明虎（２０１９．３免）
顾伟刚（２０１９．３任）

组织部 部　长　曹继洪（２０１９．３免）
李　鹏（２０１９．３任）

宣传部 部　长　杨　燕（女）
党风政风监督室

主　任　卢雅琴（女，２０１９．３任）
信访室 主　任　林　青（女，２０１９．３免）

杨斌斌（２０１９．３任）
案件监督管理室

主　任　翁癑（女）
第一监督检查室（２０１９．４第一纪检监察室更名）

主　任　刘一平（２０１９．３免）
范娟红（女，２０１９．３任）

第二监督检查室（２０１９．４第二纪检监察室更名）
主　任　顾伟刚（２０１９．３免）

章伟国（２０１９．３任）
第三监督检查室（２０１９．４第三纪检监察室更名）

主　任　王鸿木（２０１９．９任）
第四审查调查室（２０１９．４第四纪检监察室更名）

主　任　葛　荣
第五审查调查室（２０１９．４第五纪检监察室更名）

主　任　张　洁（女，２０１９．３免）
张海涛（２０１９．３任）

第六审查调查室（２０１９．４第六纪检监察室更名）
主　任　章小鹏（２０１９．３任）

案件审查（法规）室（２０１９．４案件审理室更名）
主　任　范娟红（女，２０１９．３免）

黄　忠（２０１９．３任）
第一派驻纪检监察组（２０１９．１设）

组　长　朱锦忠（２０１９．３任）
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２０１９．１设）

组　长　沈艳兴（２０１９．３任）
第三派驻纪检监察组（２０１９．１设）

组　长　莫荣明（２０１９．３任）
第四派驻纪检监察组（２０１９．１设）

组　长　李　慧（女，２０１９．３任）
第五派驻纪检监察组（２０１９．１设）

组　长　钟　轶（女，２０１９．３任）
第六派驻纪检监察组（２０１９．１设）

组　长　何　蔚（女，２０１９．３任）
第七派驻纪检监察组（２０１９．１设）

组　长　施洪俭（２０１９．５任）
第八派驻纪检监察组（２０１９．１设）

组　长　龚庆忠（２０１９．５任）

【区人大常委会、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政协、人武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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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１２免）
陈　杰（２０１９．１２任）

人民政协党组

书　记　丁大恒
人民武装部党委

第一书记　汪　泓（女）
书　记　陈永献

人民法院党组

书　记　王国新
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　记　董学华
总工会党组书　记　王丽燕（女）
共青团宝山区委党组（２０１９．４撤）

书　记　郁梦娴（女，２０１９．３免）
潘振飞（２０１９．３任，２０１９．４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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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３免）
俞　晟（２０１９．３任）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书　记　陆继纲（２０１９．１１免）
经济委员会党组（２０１９．４撤经济委员会党委，设经济委员会
党组）

书　记　胡　广
信息化委员会党组（２０１９．３建）

书　记　沈轶群（２０１９．３任）
商务委员会党组（２０１９．４撤商务委员会党委，设商务委员会
党组）

书　记　张　彬
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党委（２０１９．３撤）

书　记　袁惠明（２０１９．３免）
科委（科协）党组

书　记　王正平
农业农村委员会党组（２０１９．３建农业农村委员会党委，撤农
业委员会党委；２０１９．４撤农业农村委员会党委，设农业农村委
员会党组）

书　记　梅　勇（２０１９．３免）
张丽英（女，２０１９．３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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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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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记　黄　辉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党委

书　记　张　杰（２０１９．７任）
民政局党组（２０１９．４撤民政局党委，设民政局党组）

书　记　贡凤梅（女）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２０１９．３建）

书　记　丁连俊（２０１９．３任）
司法局党委

书　记　沈海敏（２０１９．１免）
贾中贤（２０１９．１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２０１９．４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党委，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

书　记　黄雅萍（女）
医疗保障局党组（２０１９．３建）

书　记　周裕红（女，２０１９．３任）
财政局党组

书　记　宋国安（２０１９．３免）
梅　勇（２０１９．３任）

审计局党组

书　记　张晓宁（女）
统计局党组

书　记　俞　晟（２０１９．３免）
阳　晖（女，２０１９．３任）

教育局党委（２０１９．３撤）
书　记　王　岚（女，２０１９．３免）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委（２０１９．３撤）
书　记　胡　勇（２０１９．３免）

文化和旅游局党组（２０１９．３建文化和旅游局党委，撤文化广
播影视管理局党委；２０１９．４撤文化和旅游局党委，设文化和旅
游局党组）

书　记　王一川（女）
体育局党组

书　记　丁连俊（２０１９．３免）
孙　兰（女，２０１９．３任）

生态环境局党组（２０１９．３建，撤环境保护局党组）
书　记　石　纯（女）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２０１９．３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委，
撤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党委；２０１９．４撤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委，
设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

书　记　王　静（女）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党组（２０１９．４撤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党委，设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党组）

书　记　徐　秡（女）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党组（２０１９．４撤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党委，
设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党组）

书　记　徐荣森（２０１９．３免）
施永根（２０１９．３任）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

书　记　钱荣根
水务局党组（２０１９．４撤水务局党委，设水务局党组）

书　记　李　强（２０１９．３免）
沈　强（２０１９．３任）

民防办公室党组

书　记　赵志敏
应急管理局党组（２０１９．３建，撤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

书　记　苏伟亮
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２０１９．４撤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设市
场监督管理局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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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华威　 蔡永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新民　牛长海　方玉明　邓士萍（女）
白　洋（女，２０１９．４辞）　朱永其　华建国
许金勇（２０１９．４辞）　李　娟（女）　张海宾
陆　军　陆进生　陈亚萍（女）　邵　琦（女）
郁梦娴（女，２０１９．４辞）　周远航（２０１９．４辞）
郑静德　姚　莉（女）　徐　滨　郭有浩　诸骏生
黄　雷（２０１９．２调离）　黄忠华　黄雁芳（女）
曹文洁（女）　曹阳春　傅文荣　虞春红（女）

【区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法制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与之合署）

主任委员　郭有浩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２０１９．６内务司法委员会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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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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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２０１９．６设）

主　任　郭有浩（２０１９．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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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４免）
徐　滨（２０１９．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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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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９免）　羊焕发

徐子良　董　果

【区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　董学华
副检察长　江静良　王　强　房长缨（女，２０１９．６任）

方正杰

人民政府

【宝山区人民政府】

区　长　范少军（２０１９．１２辞）
副区长　陈　杰（２０１９．１２任，代区长）　苏　平　袁　罡　

陈尧水　陈筱洁（女）　陈云彬　王益群　黄　辉
吕　鸣

【区政府工作机构】

办公室（挂区政府研究室、外事办公室、合作交流办公室牌子，

机关事务管理局与之合署）

　　　　　主　任　李远锋（２０１９．３免）
申向军（２０１９．３任）

区政府研究室（２０１９．２在区政府办公室挂牌）
主　任　阳　晖（女，２０１９．３免）

申向军（２０１９．３任）
外事办公室（２０１９．２在区政府办公室挂牌）

主　任　李远锋（２０１９．３免）
申向军（２０１９．３任）

合作交流办公室（２０１９．２并入区政府办公室，在区政府办公
室挂牌）

主　任　詹　军（女，２０１９．３免）
申向军（２０１９．３任）

机关事务管理局

局　长　范建军
法制办（２０１９．２不再保留）

主　任　曹　骏（２０１９．３免）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　任　陆继纲（２０１９．３免）
丁炯炯（２０１９．３任）

经济委员会（２０１９．２不再挂信息化委员会牌子）
主　任　夏永军

信息化委员会（２０１９．２设）
主　任　夏永军（２０１９．３免）

沈轶群（２０１９．３任）
商务委员会（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牌子）

主　任　叶　强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２０１９．２建，不再保留粮食局）

局　长　叶　强
旅游事业管理局（２０１９．２不再保留）

局　长　叶　强（２０１９．３免）
建设和管理委员会（２０１９．２不再挂交通委员会牌子）

主　任　袁惠明　交通委员会（２０１９．２设）
主　任　袁惠明（２０１９．３免）

朱众伟（２０１９．３任）
科学技术委员会（２０１９．２不再挂知识产权局、地震办公
室牌子）

主　任　康　锐（女，２０１９．３免）
石明虹（２０１９．３任）

农业农村委员会（２０１９．２建，不再保留农业委员会）
主　任　梅　勇（２０１９．３免）

张丽英（女，２０１９．３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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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局　长　黄　辉
政　委　鞠　焰（２０１９．７免）

陈英武（２０１９．８任）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

局　长　张　杰（２０１９．７任）
副局长　张　杰（主持工作）

民政局（挂社会组织管理局牌子）

局　长　贡凤梅（女）
社会组织管理局（２０１９．２社会团体管理局更名）

局　长　贡凤梅（女，２０１９．３任）
司法局　局　长　沈海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２０１９．２不再挂公务员局、医保
办牌子）

局　长　黄雅萍（女）
医保局（２０１９．２建）

局　长　周裕红（女，２０１９．３任）
财政局 局　长　李　岚（女）
审计局 局　长　张晓宁（女）
统计局 局　长　俞　晟（２０１９．３免）

阳　晖（女，２０１９．３任）
教育局 局　长　杨立红（女，２０１９．３免）

杨遇霖（２０１９．３任）
卫生健康委员会（２０１９．２建，不再保留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主　任　李晓惠（女，２０１９．９免）
罗文杰（２０１９．９任）

文化和旅游局（２０１９．２建，不再保留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局　长　王一川（女）
体育局　局　长　孙　兰（女）

生态环境局（２０１９．２建，不再保留环境保护局）
局　长　石　纯（女）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２０１９．２建，不再保留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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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３免）
施永根（２０１９．３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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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局　长　钱荣根
水务局（挂海洋局牌子）

局　长　李　强（２０１９．３免）
沈　强（２０１９．３任）

海洋局 局　长　李　强（２０１９．４免）
沈　强（２０１９．４任）

民防办公室（挂人民防空办公室牌子）

主　任　刘建宏（２０１９．３免）
张未稢（２０１９．３任）

应急管理局（２０１９．２建，不再保留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　长　仲　军（２０１９．３免）

沈　斌（２０１９．３任）
市场监督管理局（２０１９．２挂知识产权局牌子，不再挂食品药
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质量发展局牌子）

局　长　顾　瑾（女）
知识产权局

主　任　顾　瑾（女，２０１９．３任）

【区政府其他工作机构】

信访办公室

主　任　张学智
行政学院 院　长　袁　罡

副院长　朱少雯（女，常务）
区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　任　杨立红（女，２０１９．５免）
滨江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主　任　朱众伟（２０１９．３免）
江瑞勤（２０１９．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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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普祥　王毓铭（２０１９．１当选）　
方斐均　方麒林　世　良　朱军红　朱录松
华　宜　全先国　刘发林　刘祖辰　许宏伟
孙　洁（２０１９．１当选）　李　强
李中政（２０１９．１２撤）　李道琪　杨兴华
杨振荣（２０１９．１当选）　吴永旭
汪文德（２０１９．１当选）　沈伟民
张　青（２０１９．１当选）　张　蕾（女）　张明华　
陈　青（女）　邵东明　邵金如　林鹏耀
周汉康　郑晓远　赵　江（女，２０１９．１当选）
侯　艳（女）　陶　侃（２０１９．１当选）
唐佩英（女，２０１９．１２免）　陶华强　黄传军

康　锐（女）　彭铁禄　蒋勤芳（女）
裘东方（２０１９．１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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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１２免）　俞　俊　陈志洪
汪智勇　陈文莉（女）　倪　袁

【区政协工作机构】

办公室（２０１９．６委员联络办公室与之合署）
主　任　李　明

委员联络办公室

主　任　孙　升
专门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丁顺强
提案委员会

主　任　 谭柏杉
经济委员会（２０１９．６第二经济委员会更名）

主　任　潘卫国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２０１９．６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更名）

主　任　魏廉虢
教科卫体委员会（２０１９．６设）

主　任　 喻碧波（２０１９．１２任）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２０１９．６法制委员会更名）

主　任　施　刚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２０１９．６设）

主　任　 凌　岚（女，２０１９．１２任）
企业发展委员会（２０１９．６第一经济委员会更名）

主　任　侯　艳（女）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２０１９．６社会事务委员会更名）

主　任　张建国（２０１９．１２任）
民族宗教和港澳台侨委员会

主　任　刘发林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２０１９．６不再保留）

主　任　张建国
科学技术委员会（２０１９．６不再保留）

主　任　季宝红
教育委员会（２０１９．６不再保留）

主　任　喻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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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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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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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６免）

徐子平（分管日常工作，２０１９．６任）

【共青团宝山区第十届委员会】

书　记　郁梦娴（女，２０１９．３免）
潘振飞（２０１９．３任）

【区妇联第七届执委会】

主　席　虞春红（女）

【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八届执委会】

主　席　曹文洁（女）

【区科协第六届委员会】

主　席　罗宏杰
副主席　蔡永平（常务，２０１９．１０免）

王正平（分管日常工作，２０１９．１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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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６免）
潘振飞（２０１９．６任）

【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七届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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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红十字会第六届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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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３免）

陆洪兴（２０１９．３任，２０１９．８免）
顾建斌（２０１９．８任）

张庙街道党工委

书　记　修　燕（女，２０１９．８免）
陆洪兴（２０１９．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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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３免）

王　建（２０１９．３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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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２免）

徐佳麟（２０１９．２任）
高境镇党委 书　记　张惠彬
庙行镇党委 书　记　徐佳麟（２０１９．２免）

阎丽伦（女，２０１９．３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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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４免）
郁梦娴（女，２０１９．４任）

张庙街道办事处

主　任　汤志浩（２０１９．１０免）
张建平（２０１９．１０任）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主　任　杨遇霖（２０１９．３免）
邢　彤（２０１９．４任）

杨行镇 镇　长　陈　江
罗店镇 镇　长　申向军（２０１９．４辞）

李远锋（２０１９．４当选）
月浦镇 镇　长　王　建（２０１９．５辞）

李　强（２０１９．５当选）
顾村镇 镇　长　沈　强（２０１９．５辞）

陈一岚（女，２０１９．５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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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１０辞）

王忠民（２０１９．１０当选）
淞南镇 镇　长　徐洪发（２０１９．４辞）

黄志刚（２０１９．４当选）
城市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施永根（２０１９．３免）
刘惠斌（主持行政工作，２０１９．３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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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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４免）
陆洪兴（２０１９．４任，２０１９．８免）
顾建斌（２０１９．１２任）

张庙街道人大工委

主　任　修　燕（女，２０１９．９免）
陆洪兴（２０１９．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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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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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　军（２０１９．５当选）
庙行镇 人大主席　朱　琴（女）
淞南镇 人大主席　周剑平

区域内部分单位

【宝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邹继新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侯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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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总裁　蔡伟飞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白小虎
总经理　陈　刚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田　舜

董事长　程并强
总经理　程先云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段荣宗
总经理　段荣宗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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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书记　杨海丰
总 经 理　顾云耀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泾分公司】

党委书记　董明德
总 经 理　任胜华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李孝明
总 经 理　阎　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关】

党委书记、关长　周国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

党委书记、关长　刘学忠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党委书记、站长　黄耀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浦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党委书记、站长　陆卫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党委书记、局长　唐　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党委书记、局长　黄建伟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所】

教导员　贺发明
所　长　于　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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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榜

全国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２０１９年度全国工人先锋号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物料部仓库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项目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

２０１９年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 特等奖

上海大学文学院：百年风华，劳工神圣———有关“一战”
华工文化记忆的调查研究项目团队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基于供应链金融的“三维信用评价
体系”助力中小微企业融资增信项目团队

２０１９年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 一等奖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与社区组织网络
构建———以农村睦邻点为例的调研分析项目团队

２０１９年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 二等奖

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抗结直肠癌活性化合物的设计、
合成与筛选项目团队

２０１９年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 三等奖

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宽色域无镉量子点显示
材料及ＬＥＤ应用项目团队

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基于 ＤＴ／ＡＲ的智能
产线同步监控与虚拟指导技术及应用项目团队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社科
院、全国学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

全国巾帼文明岗 上海美兰金苑养老院

２０１９年全国最美家庭 蒋永琴、黄有猛家庭

中华妇女全国联合会

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先进单位 宝山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宝山法院民事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

推荐微电影作品《三生石畔》获第三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微电影征集展示活动５分钟类三等优秀作品 区委宣传部、月浦镇 中共中央宣传部

２０１９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取得
突出成绩单位

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中央企业先进集体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月浦镇聚源桥村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
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

价格监测先进单位 宝山区发展改革委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罗店龙船） 罗店镇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首批高校“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２０１６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

第二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
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机械自动化工程系智
能制造及机器人中心党支部

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国家优质校）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部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月浦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罗泾镇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厅

石洞口一厂项目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一种适应煤种变
化的燃煤电厂配煤掺烧优化控制系统）

石洞口一厂项目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一种用于火力发
电多功能双介质测量装置）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洞口第一电厂 国家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度全国卫生镇 罗店镇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２０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中央企业五四红旗团委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洞口第一电厂团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七五”普法中期先进集体 宝山区司法局 全国普法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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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荣誉称号 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通过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复核评审 宝山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民革中央“民革示范支部” 民革宝山区委第六支部

民革中央“优秀民革党员之家” 民革宝山区委逸仙画院党员之家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民进全国先进基层组织 民进宝山区委经济支部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

全国绿化模范单位 美兰金苑养老院 全国绿化委员会

２０１９全国“扫黄打非”先进集体 宝山区“扫黄打非”工作办公室 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

沪剧电影《挑山女人》获第三十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戏曲片奖”

沪剧电影《挑山女人》获第二届中国戏曲电影展“优秀
戏曲电影”

上海市宝山区沪剧艺术传承中心（宝山沪剧团）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影家协会

中国电影家协会

２０１８年度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国家减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
中国地震局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扩建工程（Ⅰ、Ⅱ、Ⅲ标段）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黄石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境外）
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３５０万吨钢铁项目（冶金公
司）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境外） 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３５０万吨钢铁项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建筑业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功勋企业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经典工程 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工程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

国家优质工程奖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后续工程

国华乌拉特中旗乌兰４００ＭＷ风电项目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一期扩建工程

普洛斯上海奉城物流园项目Ｂ－１周转仓库、Ｂ－２周转
仓库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最具品牌影响力企业７０强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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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授予单位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纪念章

章阿锡 贵州３２６７厂（航天科工集团群英铸造厂）

徐竹筠 宝山区民宗侨办

徐　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皮革毛皮工业公司

徐金兴 宝山区机电设备供应公司

孙治人 宝钢集团五钢有限公司

王希山 中国二十冶金结分公司

李德陛 中国二十冶电装分公司

庄永元 上海起帆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陆　波 宝钢集团一钢公司

孟德海 宝山第二航运有限公司

周礼荣 吴淞中心医院

章旭飞 上海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

姜万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刘永兴 顾村工业公司

陈　霖 上海东晨市容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袁建斌 宝山区文旅局

康承业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张洁华 宝山区特教指导中心

吴振祥 宝山区总工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２０１８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周　华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国务院

全国三八红旗手 侯　艳 上海联达物流有限公司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郝春燕 宝山区蔬菜科学技术推广站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 杜雨洁 宝山区妇女联合会

中华妇女全国联合会

全国模范教师 陈立群 上海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魏　刚 淞南镇群众性理论宣讲团团长、淞南五村一居委人
民调解员

中共中央组织部

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 陶　华 宝山区法律援助中心 司法部

“大排查 早调解 护稳定 迎国庆”专项活动
表现突出个人

胡海兵 淞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司法部

“千校千项”优秀实践者入围 陈高娃 上海大学环化学院 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

国家奖学金

张琛禄

管学政

丁笛轩

周志恒

殷玮宁

徐一帆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教育部

首批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 薛彭飞 上海大学美术学 教育部办公厅

民进全国组织建设先进个人 臧　波 民进宝山区委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度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统计同工种
竞赛先进个人

韩微微 宝山区供销社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

全国公路行业优秀政研工作者 周跃民 宝山区公路管理中心 全国公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全国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 杨颖琦 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 中国共产党全国律师行业委员会

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贾　路

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工作先进个人 王　力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活动期间
涉诉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俞翔海

宝山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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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文件目录
◎ 编辑　李宝利

区　委

宝委〔２０１９〕１号 关于命名表彰“进博先锋行动”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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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３号 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度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６号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新时代宝山改革发展新篇章的

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９〕７号 关于宝山工业园区招商引资引发的３０５亩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８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干部教育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１０号 关于宝山区和家欣苑周边非法客运舆情处置的专报

宝委〔２０１９〕１１号 关于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改进干部作风建立健全大调研常态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９〕１２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２４号 关于对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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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２５号 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区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２６号 关于推进吴淞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情况专报

宝委〔２０１９〕２７号 关于表彰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度经济工作优秀企业、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９〕２８号 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智慧公安暨智能安防建设第二次工作会议精神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３０号 关于表彰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城乡建设管理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９〕３５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３６号 关于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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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７４号 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７８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７９号 关于实施“红帆港”党建品牌战略推进新时代基层党建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意见

宝委〔２０１９〕８８号 关于区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分工调整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８９号 关于区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调整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１０７号 关于宝山区大棚房专项清理整治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１０８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全力优化环境全心做好服务全面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１２７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１６９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分工》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１７０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１７１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１７２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试点推行路长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１７３号 关于命名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文明小区、文明村、文明单位、文明校园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９〕１７６号 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新时期宝山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１７７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财经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１７８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１７９号 关于邀请李强书记出席“人工智能为数字经济赋能”主题论坛的请示

宝委〔２０１９〕２１５号 关于调整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２２６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组成人员任职等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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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２０１９〕２２７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协调小组组成人员任职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２２８号 宝山区关于落实中央扫黑除恶第一阶段督导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宝委〔２０１９〕２２９号 宝山区关于开展“我和我的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上海解放７０周年系列主题宣
传活动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２３３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２３６号 关于设立宝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２５２号 关于命名表彰宝山区第四批村（居）党组织书记、村（居）委主任排头兵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９〕２６０号 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９〕２６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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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２７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落实中央扫黑除恶第１６督导组第一轮下沉督导要求做好立行立改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２７６号 关于调整区海防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２８６号 关于七届区委八次全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２８７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奋力担当新时代新使命的若干意见

宝委〔２０１９〕２８８号 宝山区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２８９号 关于调整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２９６号 关于贯彻落实６月１４日市委专题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２９９号 关于请求批准《宝山区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公共资源规范管理工作方案》的请示

宝委〔２０１９〕３００号 关于区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分工调整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３０１号 关于区长、副区长分工调整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３０７号 关于设立中共上海市宝山区气象局党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３９０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分工》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４０１号 关于成立中共宝山区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４０２号 关于印发《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４２１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驻区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军地协调领导小组更名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４２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新时代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４３０号 关于印发《关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４５８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邮轮滨江新城区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４５９号 关于成立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４６０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４６７号 关于申报上海市双拥模范区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４６８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９年度处级领导班子和区管干部绩效考核工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４７１号 关于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召开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的请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９〕４７２号 关于区政协党组《关于召开区政协八届四次会议的请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９〕４７３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区处级单位“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９〕４７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全面从严治党履责约谈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４８８号 关于设立宝山区“十四五”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４８９号 关于同意成立中共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干部任免职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９〕４９３号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第二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精神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４９４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４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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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４９８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吴淞创新城开发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４９９号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河（湖）长制工作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５２５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９年工作报告》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９〕５２６号 关于七届区委九次全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９〕５２７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关于高水平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区委办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号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３号 关于印发《关于上海市宝山区纪委监委向区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的实施意见（试行）》

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监察职能向街道、镇延伸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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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办〔２０１９〕６号 关于在全区开展重大风险排查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７号 宝山区关于排查防范重大风险情况的报告

宝委办〔２０１９〕９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政协２０１９年度协商工作计划》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０号 关于在区党政机构改革中加强档案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１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２０１９年督促检查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２号 关于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３号 关于印发《关于落实上海市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工作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深化农村综合帮扶工作实施意见（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５号 关于启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研究室”等六枚印章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６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初心工程”行动计划》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７号 关于认真做好２０１８年度中央文件清退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８号 关于建立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工作制度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９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工作规则》和《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工作细则》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２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２０１９年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实施计划》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２１号 关于印发《关于落实乡村振兴督查反馈问题的整改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２２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委研究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２３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２４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２５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２６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２７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２８号
宝委办〔２０１９〕２９号 关于启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委员会”等七枚印章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３０号 关于启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应急管理局党组”印章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３１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草案）》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９〕３２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８年度区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措施》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３３号 关于转发《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信访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３５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９年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３６号 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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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

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３７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３８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３９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宣传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４０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上海市宝山区民族和宗教事务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宝

山区委台湾工作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４１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政法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４２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４３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上海市宝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４４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４５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经济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４６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工作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４７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４８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民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４９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司法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５０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５１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５２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建设和交通工作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

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５３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交通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５４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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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办〔２０１９〕５５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卫生健康工作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５６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５７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审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５８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５９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医疗保障局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６０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商务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６１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信息化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６２号 关于印发《关于宝山区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６３号 关于报请本案《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办公室内设机构编制、科级领导职数配备方案》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９〕６４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

则》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６５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工作细则》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６６号 关于启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等五枚印章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６７号 关于启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经济委员会党组”等六枚印章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６８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关于深化工会改革加强竭诚服务职工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７１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７２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２０１９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７３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技能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７５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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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７７号 关于印发《关于力戒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７８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１０个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８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全面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行动计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８２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配合做好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８３号 关于印发《关于深化完善本区村级民主监督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８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促进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和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８５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国家安全委员会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８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协调机制”总体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８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十四五”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８８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和《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工作细则》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８９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

员会协调小组工作规则》《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９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推行党政主要负责人法治建设责任制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９１号 关于印发《关于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９２号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９５号 关于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实施方案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９〕９７号 关于成立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９８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迎接和配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９９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０１号 关于调整区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０２号 关于印发《关于宝山区进一步优化供给促进消费增长建设北上海特色消费区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０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深入推进司法行政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０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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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１０６号 关于印发《关于开展居村巡察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０８号 关于启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气象局党组”印章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０９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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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１１０号 关于印发《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１１号 关于转发区委组织部《宝山区党政机关科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１２号 关于印发《关于深化宝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１３号 关于印发《关于深化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１６号 关于组织收看收听中央庆祝大会、阅兵、群众游行的实况转播文件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庆

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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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１７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９年国庆节前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１９号 关于印发《关于深化宝山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２０号 关于印发《关于深化宝山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２１号 关于印发《关于深化宝山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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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１２３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细则》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２７号 关于做好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２９号 关于转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整治总体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３０号 关于成立区党政机关电子公文系统安全可靠应用全面替代工程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３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党政机关电子公文系统安全可靠应用全面替代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３４号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化细化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３５号 关于开展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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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１３７号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３８号 关于申请调整中央、市委文件发放数量的函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３９号 关于印发《关于宝山区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４０号 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４１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区委办公室“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９〕１４３号 关于区委办公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区政府

宝府〔２０１９〕４号 关于恳请支持我区《大场镇场中村“城中村”改造项目５％保障房与１５％自持房屋集中设置方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９〕７号 关于同意撤销罗店镇富强村村民委员会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１２号 关于同意调整１６０套商品房配建房源用途及房地产权利人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１３号 关于调整１６０套商品房配建房源用途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９〕２７号 关于２００５年生态专项建设—宝山区段绿化工程（第３块）项目《征地房屋补偿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３０号 关于本区机构改革涉及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

宝府〔２０１９〕７５号 关于同意建立杨行镇和家欣苑第二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７６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大华五村第五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７７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南秀雅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７８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聚丰福邸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７９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宝祁雅苑第一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８０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宝祁雅苑第二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８１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保利叶之林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８２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汇枫景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８３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丰宝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８５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节能减排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及成员单位工作职责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９〕９０号 关于公布第七批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第六批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

补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９〕９１号 关于对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第０６２４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宝府〔２０１９〕９２号 关于对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０１９９号提案的答复
宝府〔２０１９〕９６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防汛指挥部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９〕１１８号 印发《关于本区建立健全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９〕１４０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１７４号 关于表彰宝山区第三届（２０１９年度）政府质量奖获奖组织和个人的决定
宝府〔２０１９〕１７８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宝顾佳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１７９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保利叶都第一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１８０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保利叶城第二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１８１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东方帕堤欧小城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１８２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金地云锦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１８３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上海馨佳园第九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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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１９〕１８４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上海馨佳园第十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１８５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新顾村大家园第四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１８６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中铁建青秀苑第一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２０４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９〕２１３号 关于调整宝山城市工业园区Ｂ４—０５配套商品房项目安置房源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９〕２１９号 关于萧泾路项目《征地房屋补偿方案》的批复

区府办

宝府办〔２０１９〕５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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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６号 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全区政务公开工作考核评估结果的通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７号 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政府网站建设考核评估情况的通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８号 关于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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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１１号 关于转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农委制订的《宝山区关于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就业的行动

计划》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１２号 关于表彰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两会”办理工作优秀承办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１３号 关于启用上海市宝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三枚印章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１４号 关于启用上海市宝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十一枚印章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１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社会投资项目行政审批帮办服务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１８号 关于废止《宝山区集建区外现状建设用地减量化及土地复垦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１９号 转发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制订的《关于切实加强２０１９年防汛防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２１号 关于印发区长副区长工作分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２３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一网通办”及政府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２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大力开展“双减半”进一步提升“一网通办”改革效能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２６号 关于印发贯彻《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推进全程分类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２７号 关于转发区体育局制订的《宝山区第四届运动会总体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２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３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推进新一轮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暨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行动计划》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３３号 转发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２０１９年本区无偿献血工作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３４号 关于转发区行政服务中心修订的《宝山区“单一窗口”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３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３７号 关于废止《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本区农业规模经营的补充意见》《宝山区粮食生产家庭农场试点工作

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４０号 关于转发区消防支队制订的《宝山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公共消防安全的工作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４３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宝山区关于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４４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乡村民宿发展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４５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４７号 关于申请“宝山区政务公开工作平台”项目实施的函

宝府办〔２０１９〕４９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若干意见

宝府办〔２０１９〕５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行政审批目录（２０１９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５２号 关于印发区长副区长工作分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５３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贯彻落实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５６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消防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６１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地下空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６２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６３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知识产权联席会议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７１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９〕７２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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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
◎ 编辑　李宝利

表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增长％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增长％

土地面积 平方千米 　２９９．１５ 　２９９．１５ 农业总产值 亿元 　　３．１１ 　　３．３５ －７．２

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２０４．４３ ２０４．２３ ０．１ 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２２０２．６２ ２２５２．５８ －２．２

＃外来常住人口 万人 ８３．７８ ８３．７１ ０．１ 工业销售产值 亿元 ２２１４．０４ ２２５３．０５ －１．７

年末户籍人口 万人 １００．９８ ９９．３３ １．７ 建筑业总产值 亿元 ９００．４７ ７７１．７６ １６．７

出生人口 人 ６３０８ ６４２４ －１．８ 商品销售总额 亿元 ６１３６．４２ ５０１７．０６ ２２．３

死亡人口 人 ８７８９ ８２４７ ６．６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７３９．６６ ６８３．３０ ８．２

自然增长率 ‰ －２．４８ －１．８５ 下降０．６个
千分点

电子商务交易额 亿元 ２０６３．６０ ３０．０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１５５１．５１ １３９２．０６ ５．７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２５．１０ １０４．８４ １９．３

第一产业 亿元 １．１５ １．２５ －１２．１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３５１．１９ ３０５．３３ １５．０

第二产业 亿元 ５７５．５１ ５５８．２６ ０．１ 邮轮靠泊次数 艘次 ２４０ ３７５ －３６．０

＃工业 亿元 ５２４．３７ ４４０．９５ －０．４ 邮轮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１８７．１４ ２７１．５６ －３１．１

第三产业 亿元 ９７４．８５ ８３２．５５ ９．５ 进出口总额 亿元 ９４６．６０ ８６６．９８ ９．２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５５５．１７ ４９６．０８ １１．９ 进口额 亿元 ６５９．１４ ５４３．７２ ２１．２

第一产业 亿元 出口额 亿元 ２８７．４６ ３２３．２６ －１１．１

第二产业 亿元 ７８．５３ ７３．０９ ０．１ 银行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４０１２．１０ ３４６９．７７ １５．６

＃工业 亿元 ７８．５３ ７３．０９ ０．１ 银行年末贷款余额 万元 ２１２９．７２ １９４７．７０ ９．３

第三产业 亿元 ４７６．６４ ４２２．９９ １２．７ 专利申请量 件 ８７３８ ８５０６ ２．７

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
增长率

％ －７．３ －６．７ 下降０．６个
百分点

专利授权量 件 ５３２４ ５０１３ ６．２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４０３．１５ ４２１．１９ －４．３ 高新技术企业数 个 ６４９ ３２０ １０２．８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亿元 １６１．００ １６０．４５ ０．３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６８７２１ ６３４９１ ８．２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亿元 ２８８．８１ ３０１．６１ －４．２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万元 ２１１５．４７ １８２９．６６ １５．６

期末工商登记注册
户数

户 １５２２０３ １５４６８０ －１．６ 各类学校数 所 ３３４ ３２７ ２．１

期末工商登记注册
资金

亿元 １２４００．５９ １１８９２．８５ ４．３ 在校学生数 人 １７５５４０ １７２６０４ １．７

利用外资合同金额 万美元 １７６８０３ １５８１０９ １１．８ 医疗机构数 个 ４２ ４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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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增长％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增长％

耕地面积 公顷 ４００３．９ ４０１６ 平 卫生技术人员 人 ９６４８ ９１９１ ５．０

医院核定床位数 张 ６２４６ ６４１７ －２．７

道路长度 公里 １２２３ １０８１ １３．１

公共绿地面积 公顷 ２４７９ ２４４７ １．３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１２．１ １１．９ １．７

绿化覆盖率 ％ ４０．５ ４３ 下降２．５个
百分点

注：地区生产总值增幅按可比价计算。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ＡＱＩ） ％ ８７．１ ８４．１ 上升３个

百分点

表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行　业 ２０１９年 可比增长（％） 行　业 ２０１９年 可比增长（％）

合计 １５５１．５１ ５．７ 　　比重（％） ３７．１

　第一产业 １．１５ －１２．１ 　　＃工业 ５２４．３７ －０．４

　　比重（％） ０．１ 　第三产业 ９７４．８５ ９．５

　第二产业 ５７５．５１ ０．１ 　　比重（％） ６２．８

表３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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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口径） ４１０６０３０ １３８７９９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１１２０９ ３６６８６

一、税收总收入 ４００３２３３ １３８７９９１ 　　住宿和餐饮业 ６０７９ ２１５９

　第一产业 １４７６ ４６９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６５７１４ ２２４５８

　第二产业 １３２１７０５ ３０４６４３ 　　房地产业 １１２４６０２ ５８３５６７

　　工业 １０９５８６４ ２３１２５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３６８２７ １０６００２

　　建筑业 ２２５８４２ ７３３９１ 　　其他行业 ４１１５６３ １３０２８４

　第三产业 ２６８００５１ １０８２８７８ 二、其他税费收入 １０２７９７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２４０５７ ２０１７２３

表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财政收入
单位：亿元

指　标 ２０１９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９年 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４０３．１５ －４．３ 　　　 房产税 ６．９４ －１２．９

　中央级收入 １４６．３３ －１．３ 　　　 印花税 ６．５６ ４８．４

　市级收入 ９５．８２ －１４．８ 　　　 土地增值税 ２１．８３ ５．３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６１． ０．３ 　　　 契税 １９．７２ １７．２

　　税收收入 １４１．２６ ０．１ 　　非税收入 １９．７４ ２．４

　　　＃增值税 ５５．０８ －１．１ 　　　 专项收入 １０．２３ －１５．１

　　　 企业所得税 １６．０８ －１２．９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２．３ ４．１

　　　 个人所得税 ７．４５ －１７．５ 　　　 其他收入 ７．２１ ４３．６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５．５５ １．５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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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财政支出
单位：亿元

指　标 ２０１９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９年 增长（％）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８８．８１ －４．２ 　文化体育与传媒 ５．１３ １３．５

　＃区本级财政支出 ２１０．８２ －５．２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３５．０４ ０．３

　 镇级支出 ７８．００ －１．５ 　 医疗卫生 ２１．４５ ２０．６

　＃一般公共服务 １２．６３ ５．２ 　 节能环保 １．８６ －６７．８

　 公共安全 １３．５８ ９．６ 　 城乡社区事务 ３９．２７ １．４

　 教育 ５２．７７ ６．４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３０．９５ １４．５

　 科学技术 １０．０４ ３．２

表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单位：万元

类　别 ２０１９年 现价增长（％） 可比价增长（％） 类　别 ２０１９年 现价增长（％） 可比价增长（％）

合计 ３１０７８ －７．２ －８．８

一、种植业 ２２７４０ －８．５ －１０．７

　＃谷物 ２０１７ －１．１ －４．１

　 蔬菜 １２７０９ －７．３ －９．５

　 水果 ５５１８ －１４．８ －１８．２

二、林业 ３９６８ ９．０ ８．７

　＃造林 １２ －１２．０ －１２

三、畜牧业 １ －８７．７ －８８．２

　＃猪

　 禽 １ －８７．７ －８８．２

　 奶

四、渔业 １１２４ －０．６ －１．４

五、农业服务业 ３２４６ －１５．７ －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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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时期 “十三五”时期
指标

平均每年增长

“十二五”时期 “十三五”时期

一、年末常住人口 １．２ ０．３ 七、商业

　＃外来常住人口 ２．０ －０．２ 商品销售额 ９．８ ２０．８

年末户籍人口 １．４ １．６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２．５ ８．５

二、地区生产总值（可比增长） ８．１ ５．４ 八、房地产业

　第一产业 －２．０ －１１．５ 　商品房投资额 ６．０ １５．３

　第二产业 ５．３ ０．２ 　商品房竣工面积 ５．２ －５．０

　＃工业 ５．４ －０．７ 　商品房销售面积 ４．９ －１３．７

　第三产业 １０．０ ８．９ 　商品房销售额 ８．３ －３．２

三、财政 九、金融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２．６ ６．１ 　１、银行存款余额 ７．８ １０．４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３．９ ７．１ 　２、银行贷款余额 １０．４ １１．１

四、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１．０ １２．４ 　３、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１０．５ ８．２

　第一产业 十、外经

　第二产业 －１６．４ ８．２ 　三资企业批准数 １４．５ ３２．２

　＃工业 －１６．４ ８．２ 　合同外资额 ６．０ ５９．８

　第三产业 ２．９ １３．２ 　实际到位外资 ５．８ １８．２

五、农业 　外贸出口

　耕地面积 －３．０ －０．８ 十一、私营、个体经济

　总产值 －４．０ －１０．７ 　１、户数 １４．６ １３．４

六、工业 　 ＃私营 ２０．４ １５．４

　总产值 ３．９ １．０ 　２、注册资金 ３３．３ ２６．９

　销售产值 ４．０ １．４ 　 ＃私营 ３３．５ ２６．９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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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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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９年 增长（％）

商品销售额 ７０４４．１５ ４．６

　＃限额以上 ４６４３．６４ ５．０

　＃金属及金属矿批发 ３５０６．５８ ０．７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８２３．７１ ８．２

　＃限额以上 ４４８．４０ １３．６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 ４０２．７０ １７．１

　　　国有 ６．１４ ３１．８

　　　集体 ０．３３ －４１．５

　　　股份合作 ０．０５ －１５．４

　　　联营 ３．０２ １２．６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１．１７ ３３．２

　　　股份责任公司 １５．４３ ０．９

　　　私营 １６６．５５ ２．６

　　　港澳台商投资 ２０．８２ ４．６

　　　外商投资 ２４．８７ －１９．３

按行业分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２３．８１ １６．７

　　＃汽车零售 １１６．５７ －６．４

　　＃互联网零售 １２６．６０ １．１倍

　住宿餐饮业 ２４．５８ －２２．０

表９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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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耕地 镇
上年末耕地
面积

当年增加
耕地

当年减少
耕地

年末
耕地

合计 ４０１５．６ ６１．４ ７３．１ ４００３．９ 　顾村镇 ３７２．２ １４．０ ２１．９ ３６４．３

　罗店镇 １２４５．８ １７．７ １７．９ １２４５．７ 　高境镇 ２１．６ ２１．６

　大场镇 －２３．４ ０．７ －２４．１ 　庙行镇 ２１．５ ２．０ １９．４

　杨行镇 ４０２．２ ７．２ ３．７ ４０５．７ 　淞南镇 １．５ １．５

　月浦镇 ７５４．３ ６．６ ２．１ ７５８．９ 　城市工业园区

　罗泾镇 １２１３．３ １５．９ ２４．９ １２０４．３ 　其他 ６．５ ６．５

表１０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邮政、电信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增长（％）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增长（％）

邮政支局 个 １３ １３ 平

邮政所 处 ２７ ２７ 平

邮政业务总量 万元 ５３０７０ ４１５８４ ２７．６

函件 万件 ６２３ ８８６ －２９．７

报刊累计订销数 万份 ６３９３ ６４８９ －１．５

固定电话用户 万户 ３７．２ ４４．７ －１６．８

宽带接入 万户 ７９．７ ５６ ４２．３

平均带宽 兆 ２００ １５０ ３３．３

公共场所开通 ｉ－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免费上网服务 个 ２０６ ２０６ 平

表１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公共文化设施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合计 个 ６４８ ５４９

　区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１ １

　区级公共文化馆 个 ２１ ２

　街镇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２ ２１

　街镇级公共文化站（中心） 个 １６ １７

　文化活动广场 个 ５８ ５８

　名人故居、纪念馆 个 ８ ９

　博物馆、美术馆 个 １４ １９

　居（村）委文化活动室数 个 ５２４ ４１９

　其他公共文化设施 个 ４ ３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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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广播电视业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全区广播电视机构 个 １ １

广播电视工作者 人 ８４ １０９

区电视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５９２３ ５９１２

　＃自办节目 小时 ２１９８ ２２５４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８８６ ８８８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１５２８ １１８５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２２ １９

　 影视剧类节目 小时 ２５２８ ２８６１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８２３ ９１７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３６ ４２

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３４５ ３３６

区广播电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５１５０ ５１２３

　＃自办节目 小时 １６８１ １５９７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５２０ ５１９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８４０ ６３５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３２８５ ３４０６

　 广播剧类节目 小时 ４４ １０７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４２４ ４２６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３７ ３０

区广播电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３０２ ２６８

有线电视分中心 个 ２ ４

有线电视总用户数 万户 ３７ ３９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干线总长 公里 ２５３０ ２５３０

表１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公共图书馆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机构数 个 ２２ ２２

从业人员 人 １８８ １７８

总藏量 万册、件 １８０．６２ １６５．０４

　＃图书 万册 １７０．３７ １５９．８３

　 报刊 万册 ７．８５ ４．０８

本年新购藏量 册、件 １９．８８ １３．４９

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３．３３ ２．８３

　书库 万平方米 １．００ １．０４

　阅览室 万平方米 １．４１ １．４４

阅览室座席数 个 ４４７８ ４２７５

总流通人次 万人次 ３４０．２２ ３３８．５６

　＃外借 万人次 ４４．０５ ５０．５

计算机 台 ４９５ ６５２

　＃电子阅览室终端数 个 ３４６ ４９８

书刊文献外借册次 万册次 ２０１．４６ ２１６．３５

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 次

　次数 万人次 ２５９ １１８０

　参加人次 ９．０７ ２３．１４

表１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体育事业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举办运动会和比赛次数 次 ２０ 国际级（健将） 人 １

　综合运动会 次 　　国家级（运动健将） 人 ５ ３

　单项比赛 次 ２０ 　　一级（高级） 人 ３２ ６４

举办全民健身活动次数 次 １５４０ １２３８ 　　二级（中级） 人 ６９ ７１

参加体育赛事 　　三级（初级） 人 １

　国家级赛事 项 ６７ ５７ 　专职教练员 人 ４１ ４４

　市级赛事 项 ２２８ ３２１ 　裁判员 人 ３２ ３４

参赛运动成绩 公共体育场馆

　参加国家比赛 　体育场 个 １ １

　　冠军 项 ２６ ２８ 　体育馆 个 ３ ３

　　亚军 项 ２６ １８ 　游泳馆 个 ４８ ４４

　　季军 项 １５ １１ 　运动场 个 ６３７ ４４９

　参加市级比赛 　训练房 个 ４ ４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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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冠军 项 ７７ １３０．５ 社区健身设施

　　亚军 项 ７０ ９２．５ 　健身苑 个 ５ ５

　　季军 项 ８１ ９８ 　健身点 个 ７６２ ６９０

发展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社区公共运动场 处 ４５ ４２

　运动员 人 １０７ １３９ 　农民健身家园 个 ５４ ５４

表１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火灾事故与消防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一、火灾事故

　发生次数 起 ２３４ ２９５

　死亡人数 人 ４ ７

　受伤人数 人 ３ １

　损失折款 万元 ６０８ ２９０

二、消防情况

　消防队 队 １０ １０

　消防车辆 辆 ６０ 　４８

　消防人员 人 ５７７ ４０８

　出动起数 起 ５７４９ ５５０８

　出动人次 人次 ６６６２４ ５２０２０

　出车辆次 辆次 ８６０１ ８６７０

　抢救人员 人 ３４５ ７１２

　抢救财产价值 万元 ２７５６ ３１７７

表１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社会治安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一、刑事案件

立案数 起 １２１７２ １８４４４

破案数 起 ５９７９ ３４３７

刑事案件作案人员中青少年比重 ％ １．２

二、治安案件

受理数 起 ３３８４１ ３６９１２

查处数 起 ３３８００ ３６８５７

查处违法人员数 人 ４１６３ ３３７０

表１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作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律师工作

　律师事务所 个 ５５ ４８

　律师人数 人 ４０４ ３６４

　　专职律师 人 ３９９ ３６２

　　兼职律师 人 ５ ２

　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担任法律顾问 家 ６０８ ６８７

　　刑事诉讼辩护及代理 件 ８０２ ２８０４

　　民事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６４５９ ５５１３

　　行政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８２ ３０９

　　非诉讼法律事务 件 ９４３ ４５３

　　解答法律询问 人次 ５６６ ５０２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件 ２００ ２０２

法律服务 个 １ １

　基层法律服务所 人 １３ 　１３

　基层法律工作人员

调解工作

　街镇建司法所 个 １２ １２

　司法所工作人员 人 ４６ ４７

　人民调解委员会 个 ５２１ ４９７

　调解人员（专职） 人 ５１１ ５１９

　调解民间纠纷 件 ７７８１ ９７８３

　　＃调解成功 件 ７６５７ ９６５８

法律援助工作

　受理援助案件 件 １０７４ ２３５４

　接听１２３４８咨询电话 个 １２０８９ １４０８６

　接待来访当事人 批 ３９０８ ３３３０

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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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８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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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２０ ３１９１４２ ２６９６４２ ３２３３１１ ２７１００１ ３４２０４１２ ３０６６５１３ １０５７９３ １１３１５５

一、按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２２５１ ２８６０２１ ２３９１７１ ２８９５３２ ２３９９６８ ３０３４９２０ ２７１２０９２ １０４８２２ １１３０１９

　　国有企业 １８ ５６２７ ４９０３ ５８０６ ５０２８ ４８８７４ ４５３７７ ８４１７８ ９０２４９

　　集体企业 ３６ ２４９４ １４３６ ２４６５ １４５７ １５６８１ １１３６９ ６３６１５ ７８０３０

　　股份合作企业 ７ ７２６ １６４ ７０５ １５６ ６２９５ １２５２ ８９２９１ ８０２５６

　　联营企业 １１ ２２４ ２２０ ２２５ ２２１ ２０５６ ２０２８ ９１３７８ ９１７６５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０ ９９４０６ ８３５０３ ９９６２６ ８３４１２ １１９９３２０ １０８６０１０ １２０３８２ １３０１９８

　　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 ３１２４６ ２９５０８ ３２４２５ ３０１７３ ６１４３０４ ５９６６２７ １８９４５４ １９７７３５

　　私营企业 １５７５ １４５２８９ １１８７３１ １４７２８０ １１８８１４ １１３１２１３ ９５５４７８ ７６８０７ ８０４１８

　　其他企业 ２ １００９ ７０６ １０００ ７０７ １７１７６ １３９５０ １７１７６０ １９７３１３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５３ ７９８５ ７３２４ ７９９８ ７２５１ ８７４１８ ８０７７９ １０９３００ １１１４０４

　外商投资企业 １１６ ２５１３６ ２３１４７ ２５７８１ ２３７８２ ２９８０７４ ２７３６４３ １１５６１８ １１５０６３

二、按隶属关系分

　中央 １０５ ５１３３５ ４７２５４ ５２７１６ ４８１３３ １０５５１５７ １０１６８５０ ２００１５９ ２１１２５８

　地方 １９２ ４０１１９ ３１９６２ ４００９０ ３２０９５ ４０１００９ ３４８２６９ １０００２７ １０８５１２

　其他 ２１２３ ２２７６８８ １９０４２６ ２３０５０５ １９０７７３ １９６４２４６ １７０１３９４ ８５２１５ ８９１８４

三、按行业门类分

　制造业 ４８２ ８９１３５ ８０９２５ ９１１１２ ８２８８１ １２５９９６４ １１８８０７０ １３８２８７ １４３３４６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７ １５３８ １５３６ １５５４ １５５２ ４００６４ ４００５０ ２５７８１５ ２５８０５６

　建筑业 ２５７ ６１０５３ ４８２８３ ６１８１７ ４７４５４ ５２６６１３ ４３４１３６ ８５１８９ ９１４８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７４ ２９７１３ ２７２６８ ３０１２２ ２７７０１ ３０９９０２ ２９２４６１ １０２８８２ １０５５７８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５０ ２８０１０ ２３９４９ ２８５７３ ２４３８６ ２３５７０１ ２１２９９３ ８２４９１ ８７３４２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６２ １１６０６ １０１９７ １１８２５ １０３４４ ６６５９５ ５９７１９ ５６３１７ ５７７３３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６３ １２７５０ １２２４８ １２６２９ １２１１３ １６８４９０ １６３４２４ １３３４１５ １３４９１６

　房地产业 ２４２ １６５１３ １２６５８ １６０４９ １２３４７ １６８２５３ １４９６１４ １０４８３７ １２１１７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８４ ３１９１６ ２１１８５ ３２９１５ ２１１５３ ２５８７９８ １８１４７３ ７８６２６ ８５７９１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９４ １４２６８ １２９４７ １４２０３ １２９２６ ２３１３５６ ２１７９９４ １６２８９３ １６８６４８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８ ４４２６ ２３０７ ４４２８ ２２８９ ４５１２４ ３０３７７ １０１９０６ １３２７０６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４８ １０５６１ ８９９０ １０４２５ ８７０１ ６７６８５ ５９３０６ ６４９２５ ６８１６０

　教育 ９ ４８４９ ４８４９ ４８６７ ４８６７ ９０４４ ９０４４ １８５８３ １８５８３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６ １８４７ １５３３ １８１３ １５０９ ２４９８４ ２１３９８ １３７８０５ １４１８０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４ ９５７ ７６７ ９７９ ７７８ ７８３８ ６４５６ ８００６０ ８２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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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　李宝利

提升宝山区域经济密度的对策研究（节选）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上海时要求上海要在提高城市经济密度、

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上下功夫。市委提出

促进资源高效率配置、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双高意见”。当前，宝山越来越面

临土地空间、人口承载力、环境资源的挑

战，正处于产业转型创新发展的时期，如

何才能提高经济密度，应对好挑战呢？

一、基本情况

（一）单位面积ＧＤＰ增长情况
近年来，宝山区结合总体规划的编

制，积极落实区域产业转型发展的工作

机制，创新推进产业统筹发展。数据显

示，近年宝山单位面积 ＧＤＰ处于平稳上

升的通道，略低于上海市平均水平，低于

闵行区、嘉定区等近郊区，高于松江区、

青浦区等远郊区。２０１７年，深圳每平方
千米 ＧＤＰ是 １１２亿元，纽约更是高达
１１４亿美元，对标这些先进地区，在一
定程度上也说明，宝山需要在提高经济

密度上狠下功夫。

表１ 上海市及各区单位面积ＧＤＰ产出情况

面积（平方千米） ２０１６年单位面积ＧＤＰ ２０１７年单位面积ＧＤＰ 增幅（％） ２０１８年单位面积ＧＤＰ 增幅（％）

浦东新区 １２１０．４ ７．２１ ７．９７ １０．５３ ８．６４ ８．３９

闵行区 ３７１．７ ４．８１ ５．０３ ４．５７ ５．４２ ７．７０

嘉定区 ４６４．２ ４．２８ ４．７３ １０．４２ ５．０９ ７．６４

宝山区 ２９３．７ ３．９３ ４．４７ １３．７７ ４．７４ ６．１１

青浦区 ６７６．０ １．２７ １．３８ ８．６０ １．４８ ７．０５

松江区 ６０４．７ １．８４ １．９４ ５．４５ ２．１２ ９．０７

奉贤区 ６８７．４ １．１４ １．２７ １１．４０ １．３７ ８．２０

金山区 ６１３．０ １．１７ １．３８ １８．４３ １．４８ ７．１１

崇明区 １４１１．０ ０．２１ ０．２２ ４．０８ ０．２５ ９．５９

全　市 ６３４０．５ ４．３３ ４．７５ ９．７１ ５．１５ ８．４５

　　（二）工业园区单位产出情况
从全市各开发区产出情况来看，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单位土地产值为５３０１亿

元／平方千米，单位土地营业收入为
７１７４亿元／平方千米，单位土地税收为

３６８亿元／平方千米，在全市各郊区里
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表２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各开发区产出情况
单位：亿元／平方千米

名称 单位土地产值 单位土地营业收入 单位土地税收

全市开发区 ７７．３８ １７６．８６ １２．０４

其中：国家级 １０１．４９ ３５１．５２ ２８．６７

　　 市级 ６８．７８ １２６．４３ ６．９０

浦东新区 １２７．６６ ３９８．３８ ３１．０１

嘉定区 １７８．５２ ３００．０９ ９．３９

６０４



（续表）

名称 单位土地产值 单位土地营业收入 单位土地税收

闵行区 ７４．５８ ９８．９３ ７．０４

松江区 ７４．２６ １１５．６９ ６．１４

青浦区 ６９．５０ １００．２９ ４．９４

金山区 ５７．０５ ６０．２１ ５．７８

宝山区 ５３．０１ ７１．７４ ３．６８

奉贤区 ４２．５８ ７１．３７ ５．７６

崇明区 １７．２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从２０１８年２＋４产业园区来看，单
位土地产值、单位土地营业收入、单位土

地税收和单位土地企业利润均呈增长态

势。从２０１８年数值来看，单位土地产值
最高的为城市工业园区７８１亿元／平方
千米，高于全市开发区平均水平，最低为

宝山工业园区２９４亿元／平方千米。单
位土地营业收入最高为罗店工业园区

２４３７４亿元／平方千米，高于全市开发
区平均水平，最低为宝山工业园区３７５
亿元／平方千米。单位土地税收最高为
城市工业园区７１亿元／平方千米，低于

全市开发区平均水平，最低为宝山工业

园区１７亿元／平方千米。单位土地利
润最高为顾村工业园区６６８亿元／平方
千米，最低为宝山工业园区０７亿元／平
方千米。

表３ 宝山区２＋４工业园区产出情况
单位：亿元、亿元／平方千米

年份 宝山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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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园区合计

单位土地产值

２０１６年 ２３．０５ ５４．３１ ２９．７ ４８．８４ ２１．７５ ３１．３３ ３４．５

２０１７年 ２５．３４ ６７．３７ ３１．９５ ５３．５７ ２６．４７ ３６．９７ ３９．９８

２０１８年 ２９．３８ ７８．１１ ３７．９６ ６０．０８ ３０．２９ ３７．２８ ４５．３６

单位土地营收

２０１６年 ２９．３４ ７１．８４ ２２０．３５ ５３．９７ ４８．０１ １５７．０９ ６４．６５

２０１７年 ３０．３７ １００．４３ ２０２．４１ ５８．１４ ５７．９１ １９２．９８ ７２．７３

２０１８年 ３７．４５ １４８．３８ ２４３．７４ ６６．２７ ６０．８１ １４０．５ ８８．６３

单位土地税收

２０１６年 １．２９ ４．３７ ５．６５ ３．３１ ２．４４ ６．８１ ２．９２

２０１７年 １．４２ ６．６６ ５．２９ ４．１８ ２．３８ ５．９８ ３．４２

２０１８年 １．７１ ７．０９ ２．３１ ４．７２ ３．０７ ３．９１ ３．４６

单位土地利润

２０１６年 ０．５２ ２．８８ ３．０２ ４．０８ １．３７ ４．９４ １．９３

２０１７年 ０．４３ ４．３４ ３．１９ ７．５９ ０．８５ ５．０３ ２．６７

２０１８年 ０．７０ ５．１２ ２．９２ ６．６８ １．０９ １．１８ ２．５４

　　（三）重点楼宇产出情况
至２０１８年底，纳入全区统计监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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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１３９８１５
元／平方米，同比增长１７９３％，总体入驻
率 ８００１％，落 地 型 企 业 注 册 率 为

６９９４％，税收收入１亿元以上的载体１３
个。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商务载体各方面的
指标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表４ 宝山区重点商务载体产出情况

２０１７年（６６个） ２０１８年（８４个） ２０１７年（６６个） ２０１８年（８４个）

企业总数（户） １３２６３ ２３４００ 入驻率（％） ８１ ８０．０１

税收总收入（万元） ２９３１６２ ４７２８５５ 税收收入１亿元以上载体（个） ９ １３

单位面积税收（元／平方米） １１５３ １３９８．１５ 税收收入１千万元以上载体（个） ３７ ５４

落地型企业注册率（％） ６１．３８ ６９．９４

　　从各街镇园区的情况来看，商务
载体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中部等现代服

务业发达的地区，如大场镇、高境镇、

杨行镇、庙行镇载体数量较多。同时，

除个别情况外，南部、中部地区的单位

面积税收情况也明显好于北部地区，

超过全区平均单位面积税收的有罗店

镇、友谊路街道、大场镇、淞南镇。入

驻率超过 ８０％的街镇有罗店镇、淞南
镇、庙行镇、张庙街道、友谊路街道、高

境镇。

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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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各街镇园重点商务载体产出情况

载体数（个）
单位面积税收

（元／平方米）
落地型企业

注册率（％）
入驻率（％）

税收收入１亿元
以上载体（个）

税收收入１千万元
以上载体（个）

友谊路街道 ８ ２７４４．０９ ７４．２５ ８８．９５ ３ ７

吴淞街道 ６ ４４２．８４ ５９．６０ ７９．９５ — ３

张庙街道 ４ １３０１．４７ ６３．９３ ８９．１９ — ３

大场镇 １４ １９７４．６９ ６６．１４ ７７．６４ ２ ５

杨行镇 １２ １３６４．０９ ６９．７０ ７５．１４ １ ７

顾村镇 ７ １１３７．３７ ６８．０９ ６６．６３ １ ４

高境镇 １２ １１６３．１３ ８０．６８ ８０．５５ ３ ８

庙行镇 ９ １３４６．６５ ６４．４２ ８９．５６ １ ８

淞南镇 ７ １５３４．２５ ６９．０２ ９０．４２ ２ ４

月浦镇 １ ４０４．５４ １００ ７４．６５ — １

罗店镇 １ １０７２９．５２ １００ ９２．００ — １

宝山工业园区 ２ １２１．２９ ７０ ７．００ — ２

城市工业园区 １ １００６．６４ １００ ９１．００ — １

合　计 ８４ １３９８．１５ ６９．９４ ８０．０１ １３ ５４

　　（四）盘活低效用地情况
近年来，宝山区委、区政府在土地

盘活上加大力度，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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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１０４”产业
区块内工业用地及“１９５”区域规划保

留现状工业用地为对象，明确了土地

收回重新出让、节余土地分割转让或

收储等七种具体盘活方式和五类扶持

政策，全力推进低效存量工业用地的

盘活利用，土地集约利用获自然资源

部１０００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奖励。

２０１７年至 ２０１８年，全区共盘活低效
工业用地 ４４７１亩，２０１９年还将盘活
１５００亩，上半年已完成 ６８０亩腾地任
务。从现状看，工业园区和北部地区

存量盘活占比较高。

表６ 宝山区低效用地盘活情况

单位：亩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计划

宝工园 ４７９ ４００ ２５０

城工园 １１２ ３１８ ２５０

顾村镇 ３５２ ５０４．５ ２００

杨行镇 ３８２ ３５８．６ １５０

月浦镇 ２１５ ３００ １５０

罗店镇 １２０ ３０９ ２００

罗泾镇 １２０ ６９ １００

大场镇 １４８ ５４．５ ５０

高境镇 １０２ ７７ ５０

庙行镇 — ５０ ５０

淞南镇 — — ５０

合　计 ２０３０ ２４４１ １５００

　　二、存在问题
（一）单位土地产出水平较低

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全市开发区单位
土地产值平均约７７４亿元／平方千米，单
位土地税收平均约１２亿元／平方千米，其
中国家级开发区单位土地产值达１０１５

亿元／平方千米，市级开发区为 ６８８亿
元／平方千米。而宝山区“２＋４”工业园
区单位土地产值约为４５７亿元／平方千
米，不到全市水平的三分之二，不足国家

级开发区的一半；单位土地税收约３５亿
元／平方千米，约为全市水平的四分之一。

从“２＋４”工业园区情况来看，各园
区的亩产税收远远达不到宝山区新引进

企业的准入标准５０万元／亩，达到全市
平均亩产税收２５３３万元／亩的只有９８
家企业，达至全市平均亩产税收 ６０％
（１５２万元／亩）的只有５７家，更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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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亩产税收为零或接近零，由此造成

全区产业用地效率整体比较低下。在建

设用地和人口承载量都存在硬约束的情

况下，高质量发展的形势和任务相当严

峻。对此，宝山需始终保持着清醒认识。

（二）低效用地仍占有较大比例

从走访的情况来看，由于多年前工

业园区由镇、村自行进行招商及开发的

土地仍然占有相当比例，目前仍有不少

村镇土地用于仓储、低端物流等用途，使

用效率低下。部分村资产能级较低、集

体资产持续盈利和分配能力都不强，另

外，由于规划、土地限制，新项目难以引

进，老项目难以发展，各方都没有动力去

改变低效用地的现状。

在工业园区内，也仍有不少工业用

地闲置未开发。特别是 ２０１４年前土地
出让不注重全生命周期管理，存在只为

拿地而引进的企业，目前大部分土地闲

置或出租，造成用地效率低下。经调查，

宝山工业园区、罗店工业园区、顾村机器

人产业园都有关停及未投产企业。另

外，宝山工业园区、城市工业园区、杨行

工业园区、月浦工业园区都有一定量的

产业用地园区不掌握相关情况。在宝山

土地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建设用地规模

可能面临负增长的现实情况下，区域土

地利用质量与其他区相比仍存有较大差

距，突出表现在土地利用强度不充分、土

地配置效率不协调、土地利用绩效不均

衡等问题。

（三）新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

近几年，宝山引进了不少优质产业

项目，比如华域电机、华域麦格纳、发那

科三期等等，但是与兄弟区相比，整体数

量和能级差距不小，特别是国家级、市级

重大产业项目比较缺乏。近年来，宝山

区工业投资都面临新开工项目少、大项

目少的状况，比如从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８年，
剔除宝钢后的区属工业投资大约在 １７

亿元、１８亿元、２５亿元、２２亿元左右，总
量与其他区相比仍然较少。今年 １—５
月，全区工业（不含宝钢）新开工项目６
个，已完成投资中没有超亿元项目，完成

投资最多的是宝工园的联东金卓。

（四）创新主体的活力不强

从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看，２０１８年宝
山区有４３６个，占全市总数的４７％，在
８个郊区县中排名第七位，数量仅仅为
闵行的 ５３２％（闵行 ８２０个）、嘉定的
４３４％（嘉定 １００４个）、松江的 ５９８％
（松江７２９个），虽然近年来进步很快，但
总量差距还是不小。从市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看，２０１８年宝山区有１０个，占全市
总数的 ７％，与闵行（１２个）、嘉定（１５
个）差距并不是特别大，但从一些科技创

新的重要指标看，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

相当于全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专利申请

受理数、专利授权量与其它区相比依然

较为落后。

表７ 宝山区科技创新主要指标情况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高新技术企业数 ２１０ ２５２ ２９６ ３４３ ４３６

Ｒ＆Ｄ经费投入占比 ４．２７％ ３．６５％ ４．１２％ ３．３９％ —

专利申请受理数（件） ５００３ ５０３７ ６８８０ ７０７８ ８５０６

专利授权量（件） ２９２８ ３０５２ ３４１３ ３８５１ ５０１３

　　 （五）经营在宝山区、注册在外区企
业仍占相当份额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初步结

果和税务局２０１８年税库数据的对比，发
现全区在地企业单位约３２万家，其中
未注册在宝山的单位约有１３万家，占
全部在地企业的四成左右。这些企业

中，应该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是可以产税

的企业，但并未纳入管理者的视野。特

别是经调查，各工业园区普遍存在企业

占用土地，但未在本区注册纳税，其中部

分企业占用土地面积还比较大。

三、对策建议

（一）扩大经济规模和总量

１．全力打造“１＋４＋Ｘ”产业集群
（“１”即邮轮经济；“４”即在先进制造业
方面重点推进新材料、机器人及高端装

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四大新

兴产业发展；“Ｘ”即互联网平台经济、软
件信息与大数据服务业、建筑科技服务

业、节能环保服务业等特色服务业）。不

断扩大产业的集中度和显示度，在邮轮

经济方面，加速邮轮全产业链聚合，深化

与中船、招商局、芬坎蒂尼等集团合作，

加快引进上下游邮轮企业，打造豪华邮

轮修造、邮轮船供等产业集群；加快发展

邮轮服务贸易，积极争取设立邮轮监管

区，努力在跨境电商、免税购物、金融保

险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制造业“四

大产业”方面，继续做强做大新材料产

业、机器人及高端装备产业等已基本形

成５００亿规模的产业集群，放大发那科、
安川、伏能士、巨什等一批机器人企业的

集聚效应，不断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等快速增长的新

兴产业，营造龙头企业引领拉动、中小企

业快速增长、集聚效应加速显现的良好

态势。在平台经济方面，持续打造上海

钢联、欧冶云商、我的钢铁等２６家重点
平台，巩固全国最大钢铁电商交易中心

地位，加快建设交易额万亿元以上的国

家级示范平台。

２．持续做好招大引强工作。围绕宝
山“１＋４＋ｘ”产业体系，加大招大引强力
度，主攻大项目引进，引进、培育和集聚

一批龙头企业、细分行业单项冠军和产

业链环节关键控制点企业。强化全产业

链招商、区域协同招商、平台招商、以商

引商等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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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高端优质产业项目。同时，向开

放合作要项目，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流动、高效

配置、高效增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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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促进南北区域统筹联动。宝山兼
有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区位特征，可以充

分用好中心城区和郊区“两个战略空

间”，坚持二三产融合发展，鼓励产业南

北互补联动。坚持全区域整合资源，落

实产业地图，实施“一镇一策”，推动各

镇和园区有序发展、错位竞争，促进宝山

区产业链价值区段和土地价值区段最优

匹配，通过土地要素价格、投资强度、产

出强度等杠杆实现产业精准布局。推动

一批项目南北联动落地，形成“南部总部

经济基地 ＋北部制造业基地”的发展
格局。

（二）提升投入产出效率

１．提高存量项目能级。制定“正向

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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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反向倒逼”的政策，引导各类企业
加强创新、提升综合竞争力。鼓励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特别是对于优质企业要

创新机制和政策，给予更多的资源要素

倾斜。实施差别化的资源要素配置政

策，把资源利用效率评价与差别化要素

价格机制挂钩，优化资源要素盘活流转

的操作通道，打开资源要素与优质产业

项目的对接空间，不断提高地均产出和

人均产出。

２．严把产业项目准入标准。在增量
项目的质量上要强化源头把控，加快推

进宝山区域统筹在各镇（园区）落地生

根见效，确低效产业用地标准，凡产出强

度不达标准的坚决不予引进，土地供应

一定要着眼于真正引入优质项目，有效

提升全区产业发展质量。

３．开展企业资源利用效率评价工
作。聚集关注“亩均税收、亩均产值、人

均产值、单位产值能耗、单位主要污染物

税收、总产值、总税收”等核心指标，结合

科技创新、质量品牌、安全生产等方面，

建立宝山区企业资源利用效率评价信息

系统，对全区工业企业资源利用效率开

展综合评价，按照评价结果对企业实施

优先支持、鼓励提升、调整转型、落后淘

汰等分类管理，不断提高各类资源的利

用效能。

（三）加大土地盘活力度

１．持续淘汰落后产能。加强工业园
区单位土地产出监测，落实产业发展正

面清单、负面清单和限制清单，在项目核

准、土地出让、厂房出租等方面形成更多

办法，从源头上杜绝“三高一低”企业和

项目。以单位土地税收低于５万元／亩
和工业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结果为“落后

淘汰”档的地块为重点，建立区低效产业

用地盘活项目库，制定年度盘活计划并

持续推进。开展低效产业用地综合执

法，严格淘汰不符合产业政策的落后产

品、技术和工艺设备，对不符合节能减排

要求的企业予以处罚，对不按期淘汰的

企业，依法予以关停、吊销生产许可证和

排污许可证。

２．推进区域整体成片盘活。在全面
盘点宝山区低效产业用地情况的基础

上，编制全区产业用地绩效图。为有利

于引进重大产业项目腾出土地资源，加

大对工业园区内成片土地的集中盘活，

重点推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低效企业

集中区域）、富锦工业园区的成片调整盘

活。同时，着眼于精准盘活、带项目盘

活，筛选确定一批面积较大的重点调整

盘活低效产业地块，建立“一地一档”的

盘活计划，综合考虑地块规模、待引入项

目能级情况，将资源从低效企业转向高

效企业，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３．探索创新土地盘活方式。针对区
域土地复杂情况，加强存量工业用地的

规划土地管理，用好土地收回重新出让、

土地使用权转让、土地使用权收回、节余

土地分割转让或收储、工业用地提高容

积率、调整主体开发利用、工程转让、调

整为标准厂房类工业用地、建设标准厂

房、研发总部通用类物业等盘活方式。

探索推进实施优质项目“零增地”改扩

建并落实产业绩效挂钩出让价款优惠政

策，研究构建产业用地“标准化”出让方

式，严格产业用地转让管理，开展产业用

地绩效评价及低效产业用地认定、治理

及退出机制，鼓励节余土地分割转让。

同时，在提高用地弹性、土地复合利用、

带建筑收储等方面探索新路，寻求在同

一地块上混合安排生产、研发、办公等功

能的可行路径。

４．加强产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
严格存量产业用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通过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合力，引

导产业用地权利人约定用地绩效和土地

退出机制，纳入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

实施严格的管控措施，坚决把镇村的土

地资源管起来。严控低效产业用地转

让，加强不动产登记、工商登记环节的管

控，对低效产业用地实行清单式重点管

理，非经出让人同意，低效产业用地使用

权及权利人股权不能擅自转让，降低权

利人对地价的不合理预期。

（四）提升工业园区和商务载体

品质。

１．优化一批载体。目前宝山区已有
“２＋４”产业园区和８６个重点商务载体，
对这些载体的整体发展情况、地块和企

业产出水平需加大监测分析，推进载体

精细化管理，推动产业园区转型升级。

鼓励园区和载体完善配套功能，打造更

有社区感的产业园区，布局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高、投入产出比高的新兴产业，推

动“产业上楼”和“以楼聚产”，探索建设

“智慧园区”“智慧商圈”，提升载体集聚

度和形象。加大“２＋４”产业园区、北郊
未来产业园、新业坊、智慧湾、中成智谷

等园区的宣传推介，放大“租税联动”等

政策效应，为载体吸引企业入驻、稳定现

有重点税源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建立与

载体运营方长效沟通机制，进一步提升

载体的入驻率、注册率、产出率，不断推

进园区和载体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

２．建设一批载体。承载高端产业项
目需要宝山有更多高品质产业园区，一

批规划中、在建中的载体项目还需加快

推进。加快把城工科技绿洲建设成为总

部经济、标准研发、孵化器、加速器的集

聚地，加快建成中集产城融合地块、上海

北郊未来产业园、郑明大厦、顾村新城等

一批产业园区。抓好一批大型商业项目

建设，重点推进宝山宝龙城、上海长滩

（商业部分）、临江商业商务中心、杨行

招商花园城、经纬汇商业广场等１２个在
建、拟开业重点商业商务重点项目建设，

推动一批老码头老厂房的园区化改造，

力争新增商务载体和亿元载体创新高。

（五）高标准推进重点地区发展。

总面积３２平方千米的南大和吴淞
两大地区列入全市五大重点转型板块，

要按照产城融合、以产建城思路推动“脱

胎换骨式”转型。

１．加快打造南大生态智慧城。坚持
规划引领，以建设全球领先、国内典范的

人工智能先导区为目标，尽早启动并完

成２０余项专项规划编制，全面打造面向
未来的ＡＩ—ＣＩＴＹ示范标杆，推动高密度
规划带动高密度产出。着力引进复合

型、融合型、总部型、创新型的高质量重

大产业项目，推进以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总部旗舰
为代表的功能性项目落地，加快华科智

谷研究院、商汤智慧医疗总部、博泰车联

网总部、西安铂力特等项目落地，打造具

有集中度和显示度的产业集群。

２．加快建设吴淞创新城。推动吴淞
工业区产业形态从传统“三高”（高能

耗、高污染、高危险），向现代“三高”（创

新浓度高、人才集聚度高、经济密度高）

转变，促进区域产业实现“脱胎换骨”的

跨越，打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区。

通过规划引领、机制优化、先行项目示

范，联动推进央地合作、城市更新、工业

遗存保护和战新产业导入。加强与宝武

集团、上实集团、临港集团的合作，加快

组建一级平台公司，推进不锈钢、特钢、

宝杨路３个地块１０平方千米首发区域
的单元控详规划，尽早开工建设吴淞口

科学城等先行先试项目。

（六）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

１．打造高科技企业集聚地。２０１８
年宝山高新技术企业已达４２７家，１９个
项目获２０１８年度上海市科技创新奖，同
比增长 ７２％，创历史新高。接下来，还
是要按照科创中心建设要求，努力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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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更多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产业

上下游资源要素，让大小科技企业近悦

远来，力争培育５００家以上的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更多独角兽和隐形冠军，持续

提升地区的创新策源能力。

２．持续推进科创功能型平台建设。
依托石墨烯、储能、高温超导、材料基因

组、ＡＩ医学影像等市区两级功能型平
台，通过平台集聚优质团队和价值链重

点企业，以“平台 ＋园区 ＋基金”模式加
快实现技术转化和成果应用。石墨烯产

业技术功能型平台进入中试转化的项目

已有７个，可进一步加强与上海大学、中
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合作，促进项目研发

与转化。

３．加快建设“环上大科技创新圈”。
上海大学是宝山唯一的高等学院，建设

环上大科技创新圈是宝山区和上海大学

一项共同的重要工作。发挥上海大学等

资源优势，推动无人艇、石墨烯、材料基

因组、氢能燃料电池、模具钢等１７个项
目加快成果转化。同时，促进区校、区企

联动，与上海大学、国盛集团、临港集团

合作建设上大科技园，通过优势互补、互

惠互利，加快创新要素资源集聚，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七）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１．增强产业政策供给力度。用好“１
＋９”产业政策、机器人产业专项政策、邮
轮经济“３５条”政策等，不断激发市场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更加关注“品牌亮度、

经济密度、投资强度、科技浓度”，推动财

政扶持进一步向优势龙头企业聚焦。放

大１亿元邮轮产业引导资金效应，加速
邮轮全产业链聚合。加快研究出台新材

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与生命健康等主

导产业领域的“区域 ＋产业 ＋创新”专
项支持政策，研究“四大产业”建设方

案、管理办法、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企业

投融资政策和人才引进方案等政策措

施，对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和产业集聚

区予以政策支持。

２．促进投资便利化。对符合区域产
业发展方向的先进制造业和“四新”企

业，优先提供金融支持，并深入推动企业

直接融资，吸引社会资本向重点产业集

聚。要着力降低企业商务成本，提供更

多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等知识产权服务，

增加租赁住房等配套设施的供给，同时，

注重防范各类金融风险。

３．建立政企沟通的长效机制。促进
区政府提供更优服务，对接服务重大产

业项目，落实审批流程再造，推进全流程

帮办，提供从行政审批到公共事务办理

的全覆盖服务。加强重点企业的走访对

接和联系服务，重视在区央、市属国企发

展和中小民营企业的培养培育，以执行

政策零折扣、提供服务零距离、生产经营

零干扰为目标，创造亲商、富商、安商的

发展环境。

４．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坚持推进
“便捷宝山”“绿化宝山”“文化宝山”建

设，推进长江西路快速路等重大骨干路

网建设，推进水环境、扬尘等污染防治工

作，加快建设宝龙广场等一批城市综合

体，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打造

水岸风光更美、交通出行更便利、城市功

能更完善的大美宝山。

（统计局　阳　晖）

宝山区主导产业发展情况分析———以“四大产业”为例（节选）

　　一、总体情况
（一）建立统计标准

前期，区统计局与区经委、区科委对

“四大产业”领域统计方法和统计范围

进行研讨，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

（２０１８）》标准和方法为基础，制定《宝山
区四大产业分类方案》，增补区经委、区

科委额外认定的企业名录，并应用“四经

普”普查数据和税务数据对涉及“四大

产业”领域的企业进行比对、筛选、调查、

汇总，最终宝山区“四大产业”企业库共

锁定企业７５１家，其中规上企业３１８家，
规下企业４３３家。

（二）２０１８年“四大产业”发展概况

１．经济总量：２０１８年“四大产业”实
现营业收入 １４６９４８亿元，同比增长
０８％，其中，规上企业 ３１８家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１４０１０８亿元，下降０１％，规
下企业４３３家统计口径为四经普库２０１８
年营业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上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６８４０亿元，增长２５０％。

表８ 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四大产业”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家、亿元

四大产业

合计（亿元） 规上（亿元） 规下（亿元）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 同比（％）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 同比（％）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 同比（％）

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１９５ １０８．８８ １４．６ ５４ ８６．６１ １２．４ １４１ ２２．２６ ２４．２

机器人及高端装备 ３２５ ４９６．３８ ８．０ １５６ ４７２．４４ ７．４ １６９ ２３．９４ ２１．４

生物医药 ４４ ４２．４６ １５．０ ２０ ３９．１５ １２．３ ２４ ３．３１ ６０．７

新材料 ２５４ ８７１．９５ －４．５ １０９ ８４７．８５ －５．１ １４５ ２４．１０ ２７．９

总计（剔重） ７５１ １４６９．４８ ０．８ ３１８ １４０１．０８ －０．１ ４３３ ６８．４０ ２５．０

　注：１．“四大产业”中企业存在重复，所以在合计数中剔除重复企业进行汇总，下同；
２．新材料中的宝钢工业总产值、营业收入和税收按照战新系数进行测算，下同。

　　经统计，２０１８年规上“四大产业”企
业３１８家，其中，工业企业 ２６９家，完成

工业总产值 １０８９０２亿元，同比下降
２６％，占 全 区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的

５３４％，服务业企业 ４９家，实现营业收
入６８５５亿元，同比增长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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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宝山区２０１８年规上“四大产业”工业总产值和服务业营收情况
单位：家、亿元

四大产业 单位数

工业总产值 服务业营业收入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 同比（％）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 同比（％）

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５４ １６ ２１．８８ ５．９ ３８ ５４．５９ ７．４

机器人及高端装备 １５６ １５０ ４１５．０６ ６．２ ６ ５．７９ ２９．１

生物医药 ２０ １８ ３１．７０ ４．６ ２ ０．５８ －９．６

新材料 １０９ １０５ ６５９．５６ －７．８ ４ ７．８６ １３．０

总计（剔重） ３１８ ２６９ １０８９．０２ －２．６ ４９ ６８．５５ ９．２

图１　２０１８年规上“四大产业”工业总产值和服务业营业收入环形图

　　从单位数来看，机器人及高端装备
企业数最多，共３２５家；从营业收入总量
来看，新材料产业实现营业收入最大，为

８７１９５亿元；从增速上看，生物医药产业
增速最快，同比增长１５０％；从规模标志
来看，规下企业增速远快于规上企业增

速；从规上企业分行业增速来看，服务业

营业收入增速快于工业总产值增速。

２．经济贡献：２０１８年“四大产业”实
现税收总收入７３５３亿元，比上年下降
１１１％，占全区税收总收入的１６６％，其
中，规上企业实现 ６９２４亿元，下降

１２７％，规下企业实现 ４２９亿元，增长
２５０％。区级税收收入 １８３５亿元，下
降 ２５％，占全区区级税收收入的
１３２％，其中，规上企业实现 １６９９亿
元，下降 ４０％，规下企业实现 １３６亿
元，增长２２０％。

表１０ 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四大产业”税收收入情况

四大产业

合计（亿元） 规上（亿元） 规下（亿元）

税收总收入 ＃区级税收 税收总收入 ＃区级税收 税收总收入 ＃区级税收

２０１８年 同比（％）２０１８年 同比（％）２０１８年 同比（％）２０１８年 同比（％）２０１８年 同比（％）２０１８年 同比（％）

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５．８２ １１．１ １．７４ ９．７ ４．３３ ７．２ １．３２ ５．９ １．４９ ２４．１ ０．４３ ２３．５

机器人及高端装备 ２８．９９ －７．０ ８．７９ －８．３ ２７．４８ －８．１ ８．２９ －９．６ １．５１ ２０．６ ０．５１ １７．８

生物医药 ３．５１ －２２．５ １．１０ －２２．１ ３．３０ －２４．４ １．０３ －２４．２ ０．２１ ３０．５ ０．０７ ２９．３

新材料 ３４．３２ －１５．０ ６．５９ １１．４ ３２．９６ －１６．２ ６．１４ １０．４ １．３６ ３２．０ ０．４５ ２７．１

总计（剔重） ７３．５３ －１１．１ １８．３５ －２．５ ６９．２４ －１２．７ １６．９９ －４．０ ４．２９ ２５．０ １．３６ ２２．０

　　从实现区级税收总量来看，机器人
及高端装备产业实现 ８７９亿元，完成
情况最好；从实现区级税收增幅来看，

新材料产业增速最快，为１１４％；从规
模标志来看，规下企业税收实现正增

长，并且增速要远快于规上企业税收

增速。

（三）２０１９年 １月—４月“四大产
业”发展概况

１．经济总量：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四

大产业”实现营业收入４５６７２亿元，同
比下降６６％，其中，规上企业４２７９２亿
元，下降８６％，规下企业２８８１亿元，增
长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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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四大产业”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亿元

四大产业
合计 规上 规下

１月—４月 同比（％） １月—４月 同比（％） １月—４月 同比（％）

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２８．５５ －２．１ ２０．３０ －７．０ ８．２５ １２．９

机器人及高端装备 １４７．９３ －５．９ １３７．７５ －７．９ １０．１８ ３１．３

生物医药 １３．６０ １１．０ １２．１９ ６．８ １．４１ ６９．１

新材料 ２７９．８７ －８．７ ２６９．０９ －１０．２ １０．７８ ５５．７

总计（剔重） ４５６．７２ －６．６ ４２７．９２ －８．６ ２８．８１ ３５．９

　　经统计，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规上工
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３６９９亿元，同

比下降７９％，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
的 ５４７％，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５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０％。

表１２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四大产业”中规上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单位：亿元

四大产业
工业总产值 服务业营业收入

１月—４月 同比（％） １月—４月 同比（％）

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５．７１ －６．８ １３．６６ －７．５

机器人及高端装备 １１６．０６ －１１．０ ２．８３ ６８．５

生物医药 １０．６１ ８．５ ０．０５ －７４．７

新材料 ２１５．２０ －７．３ ３．００ ２０．９

总计（剔重） ３３６．９９ －７．９ １９．５１ ２．０

图２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规上“四大产业”工业总产值和服务业营业收入环形图

　　从实现营业收入总量来看，新材料
产业实现营业收入最大，为 ２７９８７亿
元；从增速上看，生物医药产业增速最

快，同比增长１１０％；从规模标志来看，
规下企业增速远快于规上企业增速。经

统计２０１９年 １月—４月规下企业营业

收入增长３５９％，比规上企业快４４５个
百分点；从规上企业分行业增速来看，服

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快于工业总产值增速。

２．经济贡献：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四
大产业”实现税收总收入３０５８亿元，同
比下降 ２０４％，占全区税收总收入的

１６９％，其中，规上企业 ２９０２亿元，下
降 ２１２％，规下企业 １５６亿元，下降
０７％。区级税收 ７２１亿元，同比下降
１６６％，占全区区级税收的 １２５％，其
中，规上企业６７３亿元，下降１７７％，规
下企业０４９亿元，增长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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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四大产业”税收收入情况

四大产业

合计（亿元） 规上（亿元） 规下（亿元）

税收总收入 ＃区级税收 税收总收入 ＃区级税收 税收总收入 ＃区级税收

１月—４月同比（％）１月—４月同比（％）１月—４月同比（％）１月—４月同比（％）１月—４月同比（％）１月—４月同比（％）

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２．０１ －１７．８ ０．６０ －１５．９ １．６１ －１５．５ ０．４９ －１４．３ ０．４０ －２５．９ ０．１２ －２２．３

机器人及高端装备 １１．１５ －２２．３ ３．３６ －２２．３ １０．５３ －２３．７ ３．１６ －２３．９ ０．６３ １４．７ ０．２０ １６．１

生物医药 １．２１ －２２．１ ０．３７ －２０．５ １．１５ －２２．２ ０．３５ －２０．８ ０．０６ －１９．９ ０．０２ －１４．９

新材料 １６．９０ －２０．４ ３．０８ －１２．０ １６．３４ －２１．２ ２．９１ －１３．２ ０．５６ １１．８ ０．１７ １２．９

总计（剔重） ３０．５８ －２０．４ ７．２１ －１６．６ ２９．０２ －２１．２ ６．７３ －１７．７ １．５６ －０．７ ０．４９ ２．３

　　从实现区级税收总量来看，机器人
及高端装备产业最多，为３３６亿元；从
实现区级税收增幅来看，新材料产业降

幅最小，为 －１２０％；从规模标志来看，
规下企业税收增速要远快于规上企业税

收增速。

二、发展特点

（一）“四大产业”呈现较强的规模

效应

１．机器人及高端装备、新材料产业
已成为宝山区支柱产业。从单位数来

看，两大产业已集聚了一批具有相当实

力的规模型企业，其中规上企业２４８家，

规下５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２７５家。从产
值来看，两大产业已基本形成５００亿产
值规模的产业集群，２０１８年机器人及高
端装备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４１５０６亿
元，新材料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５９５６
亿元，两项合计１０７４６２亿，占全区规上
工业总产值的５２７％，两大产业已成为
宝山区的支柱产业。从“四大产业”内

部来看，两大产业占具了绝对优势，２０１８
年新材料实现营收８７１９５亿元，机器人
及高端装备实现营收４９６３８亿元，两项
合计１３６８３３亿元，占“四大产业”营收
的比重为 ９３１％，四个产业呈现“两大

两小”的发展现状。

２．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医药两大产业发展较快，但仍需进一

步培育。从单位数看，人工智能及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两个产业合计单

位数２３９家，占“四大产业”单位总数的
３１８％；其中，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
术业规下企业数是规上企业数的 ２６
倍，呈现出较强的发展态势。从工业总

产值来看，２０１８年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两个产业合计完成工

业总产值５３５８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
总产值的２６％，体量相对还较小。

表１４ 宝山区“四大产业”单位数和营业收入占总数比重情况

单位：％

四大产业 单位数占比 ２０１８年营业收入占比 ２０１７年营业收入占比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营业收入占比 ２０１８年１月—４月营业收入占比

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２６．０ ７．４ ６．５ ６．３ ６．０

机器人及高端装备 ４３．３ ３３．８ ３１．５ ３２．４ ３２．１

生物医药 ５．９ ２．９ ２．５ ３．０ ２．５

新材料 ３３．８ ５９．３ ６２．６ ６１．３ ６２．６

　注：产业占比为各产业与总计（剔重）的比例，占比汇总数超过１００％，下同。

　　（二）重点企业占比大，呈现较强带
动效应

从营业收入这个指标来看：２０１８年营

业收入５亿元以上的企业共计４７家（均为
规上企业），占“四大产业”企业数的

６３％，贡献了营业收入的７４４％；２０１７年

为３６家，占“四大产业”企业数的４８％，贡
献了营业收入的７３９％，重点企业的发展
状况决定了整个产业的发展状况。

表１５ 宝山区营业收入５亿元以上“四大产业”营业收入和占各产业比重情况

四大产业
营业收入（亿元） 占比（％）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 单位数 ２０１７年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 单位数 ２０１７年

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５ ３９．６１ ４ ３０．２０ ２．６ ３６．４ ２．１ ３１．８

机器人及高端装备 ２１ ３１２．２９ ２０ ２９６．５８ ６．５ ６２．９ ６．２ ６４．５

生物医药 ２ １６．８１ １ ９．１７ ４．５ ３９．６ ２．３ ２４．８

新材料 ２１ ７４５．７６ １３ ７６３．３０ ８．３ ８５．５ ５．１ ８３．６

合计（剔重） ４７ １０９３．５７ ３６ １０７７．８０ ６．３ ７４．４ ４．８ ７３．９

　注：占比中的单位数占比为５亿元以上该产业的企业数量占该产业企业数的比重，营业收入占比为５亿元以上该产业营业收入占该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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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营业收入１亿元
以上的企业共计７０家（规上企业６６家，
规下企业４家），占“四大产业”企业数

的９３％，贡献了营业收入的７９０％，而
２０１８年１月—４月仅为６４家（规上企业
６３家，规下企业１家），占“四大产业”企

业 数 的 ８５％，贡 献 了 营 业 收 入
的８１０％。

表１６ 宝山区营业收入１亿元以上“四大产业”营业收入和占各产业比重情况

四大产业
营业收入（亿元） 占比（％）

单位数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１月—４月 单位数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１月—４月

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７ ９．５４ ８ １２．６５ ３．６ ３３．４ ４．１ ４３．４

机器人及高端装备 ３１ ９９．７３ ２９ １１２．９６ ９．５ ６７．４ ８．９ ７１．８

生物医药 ４ ８．０７ ４ ７．００ ９．１ ５９．３ ９．１ ５７．１

新材料 ３１ ２４９．９６ ２７ ２７３．５５ １２．２ ８９．３ １０．６ ８９．３

合计（剔重） ７０ ３６０．８９ ６４ ３９６．１４ ９．３ ７９．０ ８．５ ８１．０

图３　近三年宝山区“四大产业”单位数和营业收入分布图

　　从税收收入这个指标来看：２０１８年
实现１亿元以上税收单位数为１１家，占
“四大产业”单位数的 １５％，实现税收
总收入３５５５亿元，占“四大产业”税收

总收入的４８４％，占全区税收总收入的
８０％；２０１８年实现５００万元以上税收单
位数１８１家，占“四大产业”单位数的
２４１％，实现税收总收入６８６９亿元，占

“四大产业”税收总收入的９３４％，占全
区税收总收入的１５５％，重点企业的产
税能力远好于一般企业。

图４　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四大产业”税收总收入分布企业数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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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规下企业发展势头迅猛
规下中小企业发展态势好于规上企

业，个别企业增势良好，“四经普”数据

和区税务局的数据显示，近一年来规上

“四大产业”营业收入速度低于规下“四

大产业”，规下“四大产业”实现营业收

入增速从２０１８年２５０％提高到２０１９年
１月—４月的３５９％，增速加快１０９个

百分点，但是规上“四大产业”增速从

２０１８年 －０１％继续回落到 ２０１９年 １
月—４月－８６％，增速下降８５个百分
点，两者增速呈现相反趋势。

图５　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宝山区规上和规下“四大产业”营业收入增速图

　　从重点企业看，２０１８年规下有６７家
企业营业收入增速超过 １００％，占规下
单位数的１５５％，有１０９家企业营业收
入增速超过 ５０％，占规下单位数的
２５２％，其中，营业收入增速超过５０％且
营业收入１千万元以上的单位共５７家。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有６７家单位营

业收入增速超过 １００％，占规下单位数
的１５５％，有１１２家企业营业收入增速
超过５０％，占规下单位数的２５９％，其
中，营业收入增速超过５０％且营业收入
１千万元以上的单位数３３家。

从营业收入增速超过 ５０％的规下
企业来看，２０１８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２６９

亿元，同比增长１９倍，占规下“四大产
业”营业收入的３３２％；２０１９年１月—４
月实现营业收入１４９４亿元，同比增长
１９倍，占规下“四大产业”营业收入的
５１９％，由此可见，规下有２５％左右的企
业成长性较好，营收能力逐步增强，值得

进一步关注。

表１７ 宝山区营业收入增速超过５０％规下“四大产业”情况
单位：家、亿元

四大产业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

单位数 营业收入 同比（％） 单位数 营业收入 同比（％）

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３２ ４．９５ １８０．３ ２９ ２．５９ ２３７．４

机器人及高端装备 ３８ ７．３９ １３９．８ ４８ ５．２１ １４７．５

生物医药 １０ １．４０ ２３４．６ １０ ０．８７ ３３４．５

新材料 ３７ １０．３２ ２５７．９ ３３ ６．９５ １９８．６

总计（剔重） １０９ ２２．６９ １８９．１ １１２ １４．９４ １８５．２

　　（四）工业企业对全区工业经济贡
献度不断提升

从增速看，２０１８年“四大产业”工业
企业实现税收总收入增速快于全区工业

税收增速９４个百分点，２０１９年１月—４
月比全区快５８个百分点。

图６　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宝山区工业税收和“四大产业”工业税收增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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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占比看，２０１７年“四大产业”工业
企业实现税收总收入占全区工业税收总

收入的比重为 ３９４％，２０１９年 １月—４

月为４６０％，提高６６个百分点；２０１８年
占比较２０１７年占比提高４２个百分点，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占比较２０１８年１月—

４月占比提高３２个百分点，由此可见，
“四大产业”中工业企业的税收贡献度和

产税能力要高于全区一般工业企业。

表１８ 宝山区“四大产业”工业税收占全区税收比重情况

单位：％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提高百分点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 ２０１８年１月—４月 提高百分点

四大产业工业税收总收入占比 ４３．７ ３９．４ ４．２ ４６．０ ４２．８ ３．２

四大产业工业区级税收占比 ５６．４ ５５．１ １．３ ６１．８ ５６．９ ４．８

　　（五）宝武系企业体量大但拉滞效
应明显

从新材料产业来看，２１家宝武系企
业中有１５家企业属于新材料产业领域，
虽然１５家宝武系企业占新材料单位数
的５９％，但实现营业收入占新材料营
业收入的比重一直维持在８０％左右，剔
除１５家宝武系企业，２０１８年新材料实现
营业收入１９６９６亿元，同比增长７２％，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实现营业收入６４１７
亿元，同比下降１１％。由此可见，宝武
系企业对于宝山区新材料产业总量贡献

度较大，但对新材料产业的增速呈现一

定的拉滞效应。

从“四大产业”整体来看，剔除宝武

系企业，２０１８年实现营业收入 ７９４４８
亿元，同比增长９０％，比不剔除宝武系
企业增速快８２个百分点，宝武系企业

产值占全区比重达 ４５９％；２０１９年 １
月—４月实现营业收入２４１０２亿元，同
比下降２７％，比不剔除宝武系企业增
速提高３９个百分点，宝武系企业产值
占全区比重达４７２％。由此可见，宝武
系企业为宝山经济总量做出了较大贡

献，但仍需进一步转型升级，提升发展

速度。

表１９ 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宝武系企业营业收入完成情况
单位：亿元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同比（％）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 ２０１８年１月—４月 同比（％）

宝武系企业 １５ ６７４．９９ ７２８．８８ －７．４ ２１５．７０ ２４１．５９ －１０．７

新材料（剔除宝武系企业） ２３９ １９６．９６ １８３．７９ ７．２ ６４．１７ ６４．８７ －１．１

新材料 ２５４ ８７１．９５ ９１２．６７ －４．５ ２７９．８７ ３０６．４６ －８．７

宝武系企业占比（％） ５．９ ７７．４ ７９．９ — ７７．１ ７８．８ —

四大产业（剔除宝武系企业） ７３６ ７９４．４８ ７２８．６０ ９．０ ２４１．０２ ２４７．５９ －２．７

四大产业（剔重） ７５１ １４６９．４８ １４５７．４７ ０．８ ４５６．７２ ４８９．１８ －６．６

宝武系企业占比（％） ２．０ ４５．９ ５０．０ — ４７．２ ４９．４ —

　　（六）“四大产业”空间分布呈现小
集聚

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从单

位数看，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如高境镇

２７家、大场镇３１家和淞南镇３１家等。

从营业收入总量和增速看，２０１８年
实现营业收入最多的是高境镇和杨行

镇，分别为２７０１亿元和１３３３亿元；增
速最快的是顾村镇和高境镇，分别增长

９８０％和５０６％。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实现营业收入最
多的是庙行镇和高境镇，分别为４９７亿
元和４５１亿元；增速最快的是杨行镇和
月浦镇，分别增长４９２％和３４０％。

表２０ 宝山区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分镇园区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家、亿元

所属镇园区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营业收入 同比（％）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营业收入 同比（％）

大场镇 ３１ ３．３３ －２．８ １．１７ １０．７

高境镇 ２７ ２７．０１ ５０．６ ４．５１ －１２．８

顾村镇 １２ １．５０ ９８．０ ０．５５ １１．１

罗店镇 ８ ８．６０ ３２．１ ２．３３ ２２．２

罗泾镇 ３ ２．７５ １５．３ ０．６９ －２２．５

庙行镇 ８ １０．１７ ４１．２ ４．９７ 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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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所属镇园区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营业收入 同比（％）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营业收入 同比（％）

淞南镇 ３１ １１．６６ －４０．６ ２．６１ －４６．７

杨行镇 ２０ １３．３３ ２４．１ ２．５４ ４９．２

月浦镇 ９ １．９６ ２３．９ ０．７０ ３４．０

宝工园 ３ ７．８１ ７．８ １．８６ －１７．９

城工园 ２２ １１．９７ １６．８ ３．９６ －１．２

航运经济发展区 ２１ ８．７９ １９．９ ２．６６ １２．５

　　机器人及高端装备：从单位数看，主
要集中在“２＋４”产业园区，如顾村镇５９
家、罗店镇５３家和城工园５１家等。

从营业收入总量和增速看，２０１８年

实现营业收入最多的是顾村镇和城工

园，分别为１４３１５亿元和１０９７０亿元；
增速最快的是罗泾镇和高境镇，分别增

长２３４％和１５７％。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实现营业收入最
多的是顾村镇和杨行镇，分别为 ４４４２
亿元和２８３８亿元；增速最快的是高境
镇和淞南镇，分别增长１４倍和８６６％。

表２１ 宝山区机器人及高端装备分镇园区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家、亿元

所属镇园区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营业收入 同比（％）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营业收入 同比（％）

大场镇 ６ ０．１７ １５．４ ０．０７６ ２３．２

高境镇 ７ ３．６１ １５．７ ２．２８ １４４．３

顾村镇 ５９ １４３．１５ ８．４ ４４．４２ －６．６

罗店镇 ５３ １７．４９ １．９ ５．３８ －５．１

罗泾镇 ３７ １４．００ ２３．４ ５．４２ ２０．９

庙行镇 ２ ２．３８ －４．１ ０．７２ －２３．０

淞南镇 １０ ３．７４ ３．７ １．４９ ８６．６

杨行镇 ２６ ９５．２１ ３．１ ２８．３８ －６．７

月浦镇 ３２ ２１．４８ ９．８ ６．１１ ７．５

宝工园 ３５ ７１．２２ １２．４ ２４．０４ －５．２

城工园 ５１ １０９．７０ ７．３ ２４．９５ －２２．６

航运经济发展区 ７ １０．５１ ８．９ ４．６５ ３．１

　　生物医药：从单位数看，主要集中罗
店镇 ８家、罗泾镇 ８家和城工园 １４
家等。

从营业收入总量和增速看，２０１８年

实现营业收入最多的是顾村镇和城工

园，分别为１１８６亿元和１０４７亿元；增
速最快的是高境镇和航运经济发展区，

分别增长６９６％和６８８％。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实现营业收入最
多的是顾村镇和城工园，分别为３８８亿
元和３３８亿元；增速最快的是高境镇和
罗泾镇，分别增长７９０％和４５９％。

表２２ 宝山区生物医药分镇园区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家、亿元

所属镇园区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营业收入 同比（％）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营业收入 同比（％）

大场镇 ２ ０．６１ －２９．０ ０．１２ －３１．９

高境镇 １ ０．１１ ６９．６ ０．０２４ ７９．０

顾村镇 ５ １１．８６ ２４．７ ３．８８ １４．４

罗店镇 ８ ９．９８ １１．８ ２．９０ ５．６

罗泾镇 ８ １．２５ ５．５ ０．５４ ４５．９

庙行镇 ０

淞南镇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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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所属镇园区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营业收入 同比（％）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营业收入 同比（％）

杨行镇 １ ０．４５ －２０．６ ０．１８ １４．４

月浦镇 ３ ６．５８ ４．５ ２．１９ ０．９

宝工园 １ １．０３ １４．０ ０．３８ ２３．７

城工园 １４ １０．４７ ２２．６ ３．３８ １６．９

航运经济发展区 １ ０．１２ ６８．８ ０．０１４ －６０．０

　　新材料：从单位数看，主要集中在“２
＋４”产业园区，如罗店镇６０家、月浦镇
３５家和城工园３６家等。

２０１８年实现营业收入最多的是杨

行镇和月浦镇，分别为 ３５９５５亿元和
２２９７０亿元；增速最快的是淞南镇和宝
工园，分别增长５７５％和２９４％。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实现营业收入最

多的是杨行镇和月浦镇，分别为１２２２８
亿元和６８１４亿元；增速最快的是淞南
镇和大场镇，分别增长１１倍和９２９％。

表２３ 宝山区新材料分镇园区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家、亿元

所属镇园区 单位数 ２０１８年营业收入 同比（％）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营业收入 同比（％）

大场镇 ６ １．４２ ２２．５ １．０２ ９２．９

高境镇 ３ １．７２ ０．８ ０．５２ １．７

顾村镇 ２５ １４．６１ １０．６ ５．１８ ４．２

罗店镇 ６０ １７．７５ １２．９ ５．８２ ３．４

罗泾镇 ２５ １５．５０ ４．９ ５．０４ ４．５

庙行镇 ２ １．４６ －１７．７ ０．４８ －１．２

淞南镇 ５ ７．６４ ５７．５ ２．９１ １１２．４

杨行镇 ２１ ３５９．５５ ５．０ １２２．２８ －３．９

月浦镇 ３５ ２２９．７０ －３．５ ６８．１４ －１７．５

宝工园 ２４ ６９．８３ ２９．４ ２１．０９ －７．５

城工园 ３６ ２４．４１ －１７．５ ８．２２ １．７

航运经济发展区 １２ １２８．３５ －３４．３ ３９．１８ －１７．３

　　由此可见，宝山区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对标“产业地图”，集聚特色产业的

效果初步显现。

（七）注册在外区企业仍占有相当

份额

经“四经普”数据与区税务局数据

比对，２０１８年规下营业收入５００万以上
的“四大产业”中，有９４家注册在外区经
营地在宝山的企业，共占规下企业总数

的２１７％，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有９１家，
占规下企业总数的２１０％，对于这些占
用宝山资源的在地企业，应鼓励及时迁

入、及时纳税。

表２４ 宝山区“四大产业”企业税收为０情况
单位：家

四大产业 ２０１８年 总单位数 占总单位数（％）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 总单位数 占总单位数（％）

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６０ １４１ ４２．６ ５８ １４１ ４１．１

机器人及高端装备 ２８ １６９ １６．６ ２７ １６９ １６．０

生物医药 ０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０

新材料 １５ １４５ １０．３ １５ １４５ １０．３

合计（剔重） ９４ ４３３ ２１．７ ９１ ４３３ ２１．０

（区统计局　吴　嵩）

９１４

调查资料



书书书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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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４ａ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　２９３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６３（表）
爱卫指导中心　２９３ａ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２８３ａ
安全社区建设　３７８ｂ
安全生产部署会　４９ａ
安全生产工作大会　２８３ａ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区安委会全体

（扩大）会议　４７ｃ
案件　１３４ａ，１３９ｃ
澳中国际青少年研学团考察宝山活动

　９６ｂ

Ｂ

８０岁以上老年人口　２６１ａ
Ｂ２Ｂ电子商务交易额　１６８ａ
“八·二三”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

同胞悼念活动　３４２ｃ
八届人大五次会议　１０，１０（图）
办公用房管理　９７ａ

邦德学院第二季“魅·颜”秀展示活动

　２４２（图）
帮困粮油　１６０ｃ
帮困助学　１２８ｃ
帮困资金　２７０ｂ
宝钢产能布局　１５５ａ
宝钢发展　１５７ａ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７ａ
宝钢工程　１５５ａ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５ａ
宝钢工程设计院　１５５ｃ
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含托管单位）　
１５６（表）
宝钢股份　１５２ｃ
宝钢股份成本变革　１５４ａ
宝钢股份改革　１５３ｃ
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　９６ｃ
宝钢生态圈建设　１５５ａ
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　１５２
（图）

宝建集团塘湾村项目　１９７（图）
宝山报　２５５ｂ
宝山采摘地图　１４８（图）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８８ａ
宝山城市规划展馆　３０３ｃ
宝山地方党史研究　７５ａ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２ｃ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８９ａ
宝山公证处　１４２（图）
宝山海关　２０１ｂ
宝山海事局　２０４ｂ
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１９０ｂ
“宝山汇”ＡＰＰ上线　２５７ａ
宝山科技大市场揭牌　２５１（图），２５３ｂ
宝山劳模工匠风采馆　１２５ｃ，１２６（图）
《宝山民革志》　１１６ｃ
《宝山年鉴（２０１９）》　１０７ｃ
宝山青年婚恋课题研究　２６５ｂ
宝山氢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　２５２ｃ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２９４ａ
宝山区“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专项治理工作会议　２９５（图）
宝山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 　２６４（图）
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３８２ａ
宝山区第四次经济普查　９０ａ
宝山区第四届运动会　５３ｂ，２４８ａ
宝山区公安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　１３７
（表）

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２５５（表）
宝山区“进博先锋行动”先进基层党组

织　３１７（图）
宝山区科技节　２５２ｂ
宝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１３３ａ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１３１ｃ
宝山区融媒体中心　２５６ａ，２５６（图）
宝山区—维西县扶贫协作第二次高层联

席会议　１０６（图）
宝山区委　４０ａ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１３２ａ
宝山区运动会职工比赛　１２６ａ
宝山“社区通”　２７７（图）
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　３４６ｃ
宝山特色文化旅游主题线路　２３３ａ
宝山新城杨行杨鑫社区地块动迁安置房

　３２６（图）
宝山学联　１３２ａ

０２４



宝山—叶城对口支援高层联席会议　
１０５（图）
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　２６０ｃ，
２６０（图）
保密工作　７５ｂ
保密培训班　７５（图）
保密宣传教育　７５ｃ
保密自查自评　７６ａ
保险　２２３ａ
保障性住房　１７５ａ
保障性住房配套建设　１７６ｃ
北郊未来产业园　１８９ｂ
北京市密云区代表团　１０５ｂ
北翼国大门市店医保药店　１６７（图）
备灾救灾活动　１２９ｂ
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２１２ａ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２１０ａ
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２１１ｃ
避难场所建设　２７８ｃ
边楚月　２４０ｂ
“扁平精准”指挥调度模式　１３６ａ
标准化养殖场　１４９ｂ
滨江带　１８５
滨江带建设　１８５ａ
殡仪馆　２６６ｃ
殡葬单位　２６６（表）
殡葬管理　２６６ｃ
兵役登记　６７ａ
病虫预测预报　１４８ｂ
博爱家园　１３０ａ
不可移动文物　２３０（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４０ａ，５８ｂ
“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

育活动　１２３（图）
步晓燕　３７０ｃ，３７０（图）
部分政府投资项目调研　８１ａ
部门决算集中调研　８０ｂ
部门预算系列调研　８１ｂ

Ｃ

ＣＢＡ夏季联赛　２５０ｂ
ＣＢＡ选秀大会　２５０ｂ
财政　２１０，２１０ａ
财政部门预算管理改革　２１２ｃ
财政局　２１０ａ
财政局揭牌　２１１（图）
财政审计　２１５ｃ
财政收入　２１２ｂ，４００（表）
财政收支　２２（表）
财政卫生事业费　２８４ｃ
财政政策　２１２ｂ

财政支出　４０１（表）
参保登记　２９４ｃ
餐馆企业自律互查　２００ａ
残疾人保险理赔　２６４ｃ
残疾人工作调研　８０ｃ
残疾人事业　２６４ａ
残疾人证核发时间　２６４ｃ
仓储业　２４ａ
曹燕华乒乓球学校　９６ｃ
“曹燕华·杨行杯”乒乓球比赛　３２８ｃ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１９８ａ
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　１５１ａ
产业投资　１９６ａ
产业项目合作来访团组　９４ｂ
产业用地标准化出让　３０３ｂ
产业援滇　９８ａ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所

　２０６ｃ
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　１９８ａ
长江原水厂　２０８ａ
长江原水厂“我爱我的祖国”活动　２０８
（图）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２９４ｃ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８３ｃ
长三角沿江滨海城市协同创新发展论坛

　３６（图），７２ｃ
长三角一体化　８７ａ，１９５ｂ
长兴公司束里桥加油站　１６７（图）
常住人口　２８４ｂ
常住人口出生　２８４ｂ
常住人口婴儿死亡率　２８４ｂ
车行道养护　３１５ａ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５４ｃ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式　２２６ｃ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经典作品诵读展

演　５４ａ，２２７ａ，２２７（图）
陈伯吹教育集团　２３９ｂ，２３９（图），３５７
（图）

陈伯吹童书屋　２２７ａ
陈佳洱　７３（图）
陈杰　３８２ａ
陈行—宝钢水库　３４１ｃ
成人教育　２４６ｃ
城管诉件处置　２７４ｂ
城管行政执法　２７３ａ
城管执法办案　２７４ａ
城管执法局投诉处理平台“１２３１９”
　２７３ａ
城管执法执勤车辆　２７３ａ
城建档案管理　３０４ｂ
城市安全　２７ｃ
城市钢厂　１５４ｃ
城市管理精细化　３７２ａ

城市管理精细化推进调研　８０ｃ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２７３ａ
城市环境品质　４３ａ
城市基层党建　５８ｂ
城市基础设施　２５ａ
城市建设　３５９ｂ
城市网格化　３６９ａ，３７６ｂ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２７４ｃ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派遣疑难工单

　２７４（图）
城市信息化　２５ｂ
城市执法　３７６ｃ
城乡管理　３５６ｂ
城乡规划　３０２ａ
城乡规划与建设　３０２
城乡建设　３２６ｃ，３３０ｂ，３５６ｂ
城乡居保　２７０ａ
城乡融合发展　８５ｂ
城乡社区支出　２１１ａ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８４ｂ，２６７ａ
城镇集体企业　１９６ｃ
城镇建设　３３５ｂ，３４４ｂ，３６３ｃ
城中村改造　１７７ａ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　４７ａ
持证残疾人　２６４ａ
崇明“瀛鸿嘉苑”住房配售安置抽签　
１４２（图）
出访团组　９３ｃ
出国（境）材料申报　１３４ｃ
出国（境）管理　９３ｃ
出口　１９２ｃ，１９２（表）
出口国家（地区）　１９３（表）
出口商品　１９２（表）
出口市场　１９３ａ
出让地块　１７４（表）
出入境游客　１８５ａ
出生率　１８ｃ
出院　２８４ａ
出租汽车企业　１７９ａ
传染病发病率　２８４ｂ
床位　２８４ａ
“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

　１３２（图）
“创全”工作　３７６ａ
创全工作推进会　４９ａ
创全“家庭行动日”系列活动　２６５ｂ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推进大

会　４８ｂ，２７６ｃ
创新挑战赛　２５３ｂ
创业推介　２６７ａ
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　１２５ｃ
春节团拜会　５２ａ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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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晓”系列专项行动　３２０ｂ
慈善基金　２７０ｂ
慈善捐赠收入　２７１ｂ
慈善捐赠受益人　２７１ｂ
慈善捐赠支出　２７１ｂ
慈善助困项目　２７１ｃ
促进生态发展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提案

　１１１ａ
村　３３４（表），３３８（表），３４３（表），３５３
（表），３６７（表）

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保障　３０１ｃ
村居档案规范化　７４ｂ
村（居）委会　３５８（表）
村民小组　３００ｃ
村社区巡察　１１５ａ
村委会　３２８（表），３４８（表）
存款 　２１７ａ，２１８ａ，２１９ａ，２１９ｂ，２２０ａ，
２２１ａ，２２１ｂ，２２１ｃ，２２２ｂ

Ｄ

３Ｄ打印混凝土步行桥　２５２ａ，３４５ｃ
打击欺诈骗保主题宣传月活动　２９５
（图）

大场镇　３５０ａ
大场镇经济联合社成立大会　３５２ａ
大场镇区域城市联动运行中心　１３６ｃ
大华虎城商圈“红帆港”党群服务站

　５３ｂ
“大美滨江”定向越野公开赛　２４９ａ
“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　３０４ｂ
大企业税收管理　２１５ａ
大事记　３０
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　１４３ｃ
带副春联回家乡活动　１２５ｂ
贷款 　２１７ａ，２１８ａ，２１９ａ，２１９ｂ，２２０ａ，
２２１ａ，２２１ｂ，２２１ｃ
党的建设　３３６ｃ
党风廉政建设　３２７ｃ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１１４ｂ
党管武装　６６ｃ
党建服务中心新址　５３ｃ，５９ａ
党建服务中心信息化建设　２５７ｃ
党建工作　３３１ｃ，３７０ａ
“党建社建群建”融合发展　５８ｃ
党建项目化运作发布会　７２（图）
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　１０９ｃ
党史工作　７５ａ
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６４ｃ
党委　５７ａ
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１２７ｃ
党性修养培训班　７２（表）
党员　５７ａ

党员活动　２０３（图）
党员教育培训　６８ｂ
党政负责干部会议　４８ａ
党支部　５７ａ
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５８ｃ
党总支　５７ａ
档案　７３ａ
档案安全保护　７３ｃ
档案安全管理　７３ｃ
档案工作　７３ａ
档案局　７３ａ
档案史志进军营活动　７４（图），１０７ｂ
档案史志进学校活动　７４（图）
档案信息化　７３ｃ
档案征集　７３ｃ
道路　３１１ｃ
道路管理　３１１ｃ
道路规划储备　３１１ａ
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１７９ａ
道路交通噪声　３２０ａ
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３１９（表）
道路面积　３１１ｃ
道路设施管理养护　３１６ｂ
道路“四清”作业　３２３ｃ
道路停车场泊位　３１２ａ
道路信息化　３１５ｃ
道路养护　３１１ｃ
道路运输管理　１７９ａ
道路运输经营行政许可　１７９ａ
登高跑体育品牌活动　３６０ｃ
登革热病例　２９３ａ
登革热防控应急处置演练活动　２９３
（图）

地方粮食储备　１６０ｂ
地方史志　１０７ａ
地方志办公室　１０７ａ
地理产品标志保护　１４９ｃ
地理产品标志申报　１４９ｃ
地理位置　１７ａ
地名管理　３０４ｃ
地名命名登记　３０５（表）
地区生产总值　２２ａ，２２（表），８４ｂ，１９５ａ，
４００（表）
地下工程　２７８ａ
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管　２７９ａ
地形地貌　１７ａ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３２０ａ
第二届宝山湖小龙虾节　３４２ｂ
第二届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宝山分赛

　２５３（图）
第二届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　２５２ｂ，３４６ａ
第二届进博会安保　１３５ｂ
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国际邮轮服务贸易高

峰论坛　１９２ａ
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交易组织　１９１ｃ
第二届“上海杯”大学生国旗班升国旗

展示竞赛一等奖　２４３（图）
第二届月浦花艺展　３３２ａ，３３１（图）
第二届中国进博会重大涉外活动　９４ｂ
第二经济委员会　１１１ｂ
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专题推进会　４８ｃ
第二十个记者节主题活动　２５７（图）
第十九届Ｒｏｂｏｔｅｘ世界机器人大会首届
亚洲赛　２５２ｃ

第十六届“挑战杯”竞赛“优胜杯”　２４１
（图）

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

动　２２９ａ
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３８３ｂ
第七届节能公益论坛　９７ａ
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３２０ｂ

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调研

　７９ｃ
第三产业　１９１ａ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任务　３０４ｃ
第三届“宝山星舞台”总决赛　２２８ａ
第三届罗店花神庙会举行　３３６ｃ，３３６
（图）

第三届中国电子竞技创新大赛总决赛

　２５０ｃ
第三轮曙光医院托管宝山医院签约仪式

　２９６（图）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参评剧

目　７２（图）
第十届中华环境奖颁奖典礼　１５３（图）
第十五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

班　２６０ｂ
第四届黑池舞蹈节（中国）　２２７ａ
第四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暨“５·１５国
际家庭日　２４９ｂ，２８５（图）

第四届运动会“罗泾杯”篮球联赛

　３４２ｃ
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　２５３
（图）

第一届人大工作研究会第五次会员大会

　８３ａ
第一经济委员会　１１１ｂ
第一批垃圾分类示范街镇　３７２ａ
第一期处级干部进修班　７２（表）
电力　２０７ｂ
电视节目短视频化　２５７ａ
电信　２５７ｂ，４０２（表）
电信局　２５７ｂ
电信局营业网点　２５８（表）
电子商务　１６８ａ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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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平台　１６８ｂ
电子商务企业　１６８ａ
调查资料　４０６
调解　４０４（表）
调整优化公交线路　３０６ａ
定密管理　７６ｂ
东方有线　２５７ａ
动物免疫　１４９ｂ
“都市小镇文创淞南”创新特色活动

　３６１ｂ
对口帮扶地区商品展销会　９８ａ
对口交流交往　９８ｃ
对口支援　９７ｃ，９７ｂ，１３０ｂ
对口支援项目　９７ｂ
对口支援新疆叶城县社会帮扶　９９
（表）

对台工作　９６ｂ
对外经济　２４ｂ
对外经贸　１９１ｃ
对外贸易　１９２ｃ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１７７ａ
多种产业　１９ｂ
多重残疾人　２６４ａ

Ｅ

“２０１８感动宝山人物”活动　５２ｂ
儿童生命教育课程　１２８（图）
儿童友好型社区　１２９（图）
二孩率　２８４ｂ
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获奖工程及科技成

果　１７３（表）

Ｆ

发电　２０７ｂ，２０７ｃ
发那 科 “超 级 智 能 工 厂”　 １９５
（图），２５２ａ

法法衔接　１１４ｃ
法国华人科技项目上海转化器揭牌

　２５３ｂ
法律服务　４０４（表）
法律监督　１３８ｃ
法院　１３９ｃ
法制委员会　１１１ｃ
法治政府建设　１４２ｃ
饭店经营指标排名　２３４（表）
范少军　２，２７４（图）
防范和处置非法金融宣传活动　２１６ｃ
防台防汛检查　８０ｂ，１３５（图）
防汛防台安全监管　３１３ｂ
防汛防台应急响应　３１３ｂ
防灾减灾能力　２８３ｂ

房产测绘　１７６ａ
房产管理　１７５ｃ
房地产　２５ａ
房地产档案　１７６ａ
房地产开发企业　１７７（表）
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企业备案、年检

　１７６ｂ
房地产市场　１７７（表）
房地产业　１６９
房管局　１７５ａ
房屋建设施工面积　１６９ａ
房屋竣工面积　１６９ａ
房屋应急维修　１７７ｃ
房屋征收信息化管理平台　３０３ｃ
非法客运　１７９ｃ，３１２ａ
非规划业务　１５７ｂ
非警务信息分流处置工作闭环　１３５ｃ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２３１（表）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活动　２２８ａ，２２８
（图）

非遗项目“吴淞面塑”　３７３ｃ
非正常宗教活动点　６３ｃ
风头纠纷案件　１４０ｂ
“枫桥经验在宝山，法官社区普法行”主

题活动　１３９（图）
夫妻解困　２６９ａ
伏能士（中国）有限公司　３４６ｂ
扶贫协作　９７ｂ
扶贫协作云南社会帮扶捐资捐物　９９
（表）

扶幼助学活动　２７２ｃ
服务保障进博会临战动员　２００（图）
服务企业工作机制　９２ｃ
服务区域保障　２８１ｃ
服务业　１６０ａ
服务业增加值　１６０ａ
抚养纠纷案件　１４０ｂ
妇联　１２８ａ
“妇联系统垃圾分类宣传指导进家庭”

启动仪式　２６６（图）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１２８ｃ
妇女儿童“十三五”规划　１２９ａ
妇女工作委员会　１２８ａ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２９７ａ
副食品价格补贴　１６０ｃ

Ｇ

改（扩）建标准化菜市场　１５９（表）
改善和保障民生提案　１１１ａ
干部队伍建设　５７ａ
干部监督管理　５７ｂ
干部教育培训　５７ａ

干教培训主体班　７２ｃ
干垃圾清运　３２２
“感悟统战情 携手筑未来”主题征文活

动　６５ａ
岗位　２６７ａ
钢铁领域产业平台　１６８ｂ
钢铁生态圈　１５５ｃ
港口航运　１８ｃ
港务　１７９，１８１ｂ
高等教育　２４０ｂ
高境“教育强镇”建设　３６６ｃ
高境“５Ｇ小镇”建设　３６５ｃ
高境镇　３６３ａ
高境智慧城市建设　３６５ｂ
高水平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

　４７ｂ
高温慰问　１２６ｂ
高雅艺术进校园　２４６（图）
个体工商户　９１ａ，１９９ａ
各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座谈会
　２６０ａ
各类招聘会　２６７ａ
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３０３ｂ
耕地面积　４０２（表）
工程招投标管理　３１２ｂ
工单协调督办　２７５ａ
工会　１２４ａ
工会改革　１２４ａ
工会维权服务　１２５ａ
工伤事务　２７０ａ
工商联　１１６，１２３ａ
工业　２３ｂ，１５１
工业互联网及两化融合政策宣贯培训会

　１５８ｂ
工资总额　４０５（表）
公安队伍　１３５ａ
公安分局　１３４ａ
公安行政管理　１３４ｃ
公共安全支出　２１０ｃ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调研　７９ｃ
公共机构节能管理　９７ａ
公共交通　３１２ａ
公共体育设施　２４８ｂ
公共停车场　１７９ａ，１７９ｂ
公共停车场泊位　３１２ａ
公共图书馆　４０３（表）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８４ｃ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２２６ａ
公共文化设施　４０２（表）
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系列调研

　８１ｂ
公共租赁住房　１７６ｂ
公交车辆　１７９ａ，３０６ａ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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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电子站牌　２５４ｂ
公交候车亭　３０６ａ
公交客运行业　１７９ｂ
公交线路　１７９ａ，３０６ａ
公交线网长度　１７９ａ
公交线网密度　３０６ａ
公交站点　３０６ａ
公立医院　２８７（表）
公立医院改革　２８５ａ
公路　３１６（表）
公路大中修工程　３１６ｂ
公路管理中心　３１６ａ
公路日常养护　３１６ａ
公路养护经费　３１６ａ
公路重大项目　３１６ｃ
公诉　１３８ａ
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执行率　２１２ａ
公务用车改革　９６ｃ
公务员表彰　５９ｂ
公务员考核　５９ｂ
公务员培训　５９ａ
公务员招录　５９ａ
公益电影试映会　１２６ｂ
公用移动通信基站　２５４ａ
公有住房代售　１７６ａ
公证员　１４２ｂ
供水管理　３１３ｃ
供水量　２０８ｃ，２０９ａ
供销合作总社全资、控参股公司　１６７
（表）

供销社　１６７ａ
供销综合改革　１６７ａ
共建共享５Ｇ移动通信基站　２５４ａ
共青团　１２７ａ
共青团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１３２（图）
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

活动　１２７ｃ
共享单车　３０６ａ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　１７６ｂ
固定电话用户　２５４ａ，２５７ｂ
固定资产投资　８４ｂ，１９５ａ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２１５ｃ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１７６ｃ
顾村公园　２３５ａ
顾村镇　３４４ａ
顾村镇第三届运动会　３４５ｃ，３４５（图）
“关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代表建议督

办工作调研　８０ａ
光荣榜　３８２，３９０
广播电视业　４０３（表）
广播节目可视化　２５７ａ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代表团　１０５ａ
归侨侨眷　９５ａ

规划编制批复　３０４（表）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３０２ａ，３０２ｂ
规划投资　１５７ｂ
规划项目　１５７ｂ
规划行政审批许可　３０４ａ
国产大型邮轮建造　１８５ｃ
国帆路出行难　３６１ｃ
国际３Ｄ打印嘉年华开幕式　５３ｂ
“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７４ｃ
国际“逆向海淘”业务　１８３ｃ
国际税收管理　２１５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４８ｂ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免　８１ｃ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２１（图）
国家Ａ级旅游景区　２３６（表）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男

子板球国家队　２４５（图）
国家卫生镇新创（复审）任务　２９３ｂ
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　２１２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２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２ａ
“国旗下成长”主题活动　１２７ｂ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３０３ｂ
国有控股企业　１９６ｃ
国有企业资产　１９６ｃ
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情况调研　８０ａ
国有资产管理　１９６ｃ
国有资产管理改革　２１２ｃ
国资国企综合改革　１９７ａ
国资监管体系建设　１９７ａ
国资委　１９７ａ

Ｈ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扩建工程　
１６９（图）
海关查验　２０１（图），２０２（图），２０３（图）
海归医务专家大型义诊活动　５３ａ
海上新力量·宝山宝慈善义拍义卖活动

　６４ｃ
“海巡０１”轮　２０５（图）
海洋管理　３１４ａ
“海洋光谱号”首航仪式　３２（图），８４
（图）

合同外资　１９１ａ
合作办学　５２ａ，１９０（图）
合作交流　１０５ａ
合作交流办　１０５ａ
合作签约仪式　３６５（图）
和谐劳动关系模范典型　２６８ｂ
河长制　３１３ｃ
河道　１７ａ
河道工程建设　３１３ｂ

黑池舞蹈节（中国）开幕式　５４ａ，２４８
（图）

“红帆港”党群服务站示范点　３６１ａ
“红帆港”党群活动启动仪式　５９（图）
“红帆港”党群系列活动　６０ｂ
“红帆港”党群阵地建设　６０ａ
“红帆论坛”暨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

　４８
红林路综合为民服务中心　３２８ｃ
红色党课“四进”活动　１２６ａ
红色文艺轻骑兵举行新春慰问演出　
１３３（图）
红十字服务中心　３５１ｂ
红十字会　１２９ｂ
红十字会组织　１２９ｂ
红十字救护培训站（点）　１２９ｂ
红十字宣传　１３０ａ
胡文杰之子　３３２（图）
互联网个人消费平台　１６８ｂ
互联网供应链平台　１６８ｃ
互联网专业服务平台　１６８ｃ
互助帮困医疗费　２９４ｃ
户籍人口　１８ｃ，１３４ｂ，２８４ｂ
户外广告治理　２７３ｃ
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重阳制糕活动开展

　１２６ｂ
护栏保洁　３１５ａ
护栏维修　３１５ａ
护士　２８４ａ
沪剧《苔花》　２２７ｂ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２０７ｃ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２０７ｃ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２０７ｂ
华山医院慰问　２９７（图）
华域汽车新能源汽车项目　２５３ａ
环境保护　２７ｂ，３１８，３７２ｂ
环境空气质量　３１８ａ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类别分布　
３１８（图）
环境宣传　３２１ｂ
环境执法检查　３１８ａ
环境质量综合治理　２７３ｃ
环卫工人日　１２６ｃ
环卫行业工会联合会　１２６ｃ
黄俊凯　２３９ｃ
会计事务管理中心揭牌　２１２（图）
会员　１２４ａ
惠民殡葬政策　２６６ｃ
惠企服务嘉年华　２６９（图）
婚姻登记管理所　２６５ａ
婚姻登记管理所主题特色颁证活动 　
２６５（图）
婚姻家庭　２６４ｃ

４２４

索　引



“活力楼组”　２７６（图），２７７ａ
火灾　２７９ａ
火灾事故与消防　４０４（表）
货车司机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１２５ｃ

Ｉ

ＩＰＴＶ用户　２５４ａ，２５７ｂ

Ｊ

“９６２１２１”物业呼叫中心　１７７ｃ
机动车维修企业　１７９ａ
机构编制规范管理　５７ｃ
机构改革　５８ａ
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　４８ａ
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６８ｃ
机关党建　６８ａ
机关党委　６８ａ
机关党组织建设　６８ｂ
机关管理事务　９６ｃ
机关后勤服务保障　９７ａ
机关美食节活动　９７ａ
机关“凝聚力工程”建设　６８ｃ
机关群团　６８ｃ
机关事务管理局　９６ｃ
基层党建　３７３ａ，３７８ａ
基层党组织　５７ａ
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　５９ｃ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５７ｂ
基层队伍　３７８ａ
基层队伍综合能力　２７７ｂ
基层工会　１２４ａ
基层减负　７６ｃ
基层减负增能提效　２７７ｃ
基层建设　２７６ａ，３４５ａ
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综合示范　２６８ｃ
基层人才服务工作站　２６９ｂ
基层团组织　１２７ａ
基层治理　３７２ｂ
基础教育　２３８ａ
集体土地征地补偿　３０３ｃ
集邮文化宣传营销活动　１８３ｂ
计划生育家庭帮扶　２８６ｂ
计划、预算草案解读会　８３ａ
纪法贯通　１１４ｃ
纪检监察　１１４ａ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１１４ｃ
纪律检查委员会　１１４
纪念全民族抗战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

８２周年活动　２２８ｃ，２２８（图）
纪念五四运动 １００周年文艺汇演　
３７３ｃ，３７３（图）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８周年主题党日
活动　３７８ｃ，３７８（图）

纪委队伍自身建设　１１５ｃ
纪委、监委内设机构　３８４ａ
纪委七届四次全会　１１４ａ
技术进出口合同金额　１９２ｂ
济光学院国旗班　２４３（图）
“家家行绿色家庭养成计划”亲子实践

活动　１２８（图）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　２８６ｃ
家庭文明建设　２６６ａ
顾村镇“绿水青山从我做起”亲子环保

创意秀　２６５（图）
监察委员会　１１４，３８３ｂ
监察执法　１１５ｂ
监督执纪　１１５ｂ
检察　１３８ａ
检察队伍　１３９ｂ
检察公益诉讼　１３９ａ
检察公益诉讼调研　８０ｃ
检察机关　３８６ａ
减税降费　２１３ｃ
建管委和区交通委　３０６ａ
建军９２周年军政座谈会　４９ａ
建设工地管理　３１２ｂ
建设交通管理　３０６ａ
建设用地计划执行率　３０３ａ
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　３０３（表）
“建行杯”运动会　９２（图）
建置区划　１８ｂ
建筑垃圾处置管理　３２３ａ
建筑业　２３ｂ，１６９，１６９ａ
建筑业增加值　１６９ａ
“健康宝山”建设　２８６ｂ
《健康宝山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送
审稿）　２９４ａ

“健康上海在行动”优秀案例　２９３ｃ
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启动仪式　２９４
（图）

健康自管小组建设　２９３ｃ
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健康机能展示与传播

活动决赛　２９４（图）
健身指导培训　２４８ａ
江苏盐城市滨海县代表团　１０６ｂ
姜大礼　２３９ｃ
降尘量　３１９ａ
降水　１７ｂ
交互跳绳世界纪录　２３８（图），２３９ｃ
交通　１７９
交通安全保障　１８０ｂ，１８０（图）
交通安全管理　１３５ａ
交通枢纽保障　１８０（图）
交通体系　２０ａ

交通委员会执法大队　１７９ｃ
交通行业管理　３１２ａ
交通行政执法　１７９ｃ
交通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２２０ａ
交通银行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２２０（表）
交通运输管理　１７９ａ
交通运输业　２４ａ
交通运输支出　２１１ｂ
交通执法安全检查　３１２ｂ
交通执法大队　１７９ｃ
交通重大工程建设　３０６ｂ
交通重大工程（区级项目）建设计划　
３０９（表）
交通重大工程（市级项目）建设计划　
３０７（表）
交通综合补短板　３１７ｃ
矫正安帮　１４３ｃ
教育　２５ｃ，２３８
教育委员会　１１２ａ
教育支出　２１０ｂ
街道　３６８，３８８ａ
街道经济　３６８ｂ
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２２９（表）
街面环境治理　２７３ｂ
街镇红十字服务中心　１２９ｂ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８３ａ
节能环保支出　２１１ａ
节日帮困送温暖　２７０ｂ
结对帮扶捐赠活动　１２７ｂ
结婚　１８ｃ，２６４ｃ
界别协商　１１０ａ
“金爱心学生”　２４０ａ
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　２２７ｂ
金盘级旅游餐馆　２３４ａ
金融服务　２１６
金融服务活动　２１６ｂ
金融业　２４ａ
金振宇　２３９ｃ
进博会　８７ａ，１９１ｂ
进博会空气质量　３２０ｃ
进博会住宿保障任务　２３５ａ
进出口总额　１９２ｃ
进口　１９２（表），１９３ａ
进口博览会交通设施保障专项整治

　３１６ａ
进口国家（地区）　１９３（表）
进口商品　１９２（表）
禁毒预防　２８２ａ
“京东第二研发中心”落户　２５２ｂ，３５７ｃ
京东华东地区总部　１９６（图）
京剧《杨靖宇》　７２（图）
泾彩同行·２０１９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
步赛　２４９ｂ，３４２ｃ

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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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光闪闪”农民篮球联赛　３４２ｂ
经济发展　３５０ａ，３５９ｂ
经济管理　１９４
经济建设 　３２６ｂ，３３０ａ，３３５ａ，３４０ａ，
３４４ａ，３５６ａ，３６３ａ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８７（表）
经济社会运行　１９４ａ
经济形势“前瞻·前行·前沿 宝山峰

会”　５４ｃ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１５ｃ
经济转型升级提案　１１１ａ
经营管理　１５７ａ
经营性公墓　２６６ｃ
经营性骨灰堂　２６６ｃ
精品示范路　３１５ｂ
精神残疾人　２６４ａ
精神卫生中心迁建　５３ｂ
精神卫生中心迁建推进跟踪调研　８１ａ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２７ｂ，３３６ｂ，３４１ｃ
精神文明建设大会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工作推进会　４８ｃ
精准扶贫　２６７ｂ
精准扶贫项目　２７２ｃ
井盖专项治理　３１５ａ
警务　１３４ａ
竞技体育　２４８ｃ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１２２ａ
九三学社主题教育活动　１２３（图）
旧里改造　１７７ａ
旧区改造　３７２ａ
救护培训　１２９ｃ
救助关爱活动　１２９ｂ
就业　２７ａ，３２７ａ，３３１ａ，３３５ｃ，３４０ｂ，３４５ａ，
３５６ｃ，３５９ｃ，３６４ｂ，３７２ｂ
就业创业　２６７ａ
就业服务　２６７ａ
就业服务月“五个一”活动　１２５ｃ
就业困难人员　２６７ａ
就业培训　２６４ｂ
就业援滇　９８ｃ
居保医疗费　２９４ｃ
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培训　２７０ｂ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８４ｂ，１９５ａ
居委会　３２９（表），３３４（表），３３８（表），
３４３（表），３４８（表），３５３（表），３６２
（表），３６７（表），３７１（表），３７４（表），
３８０（表）
居住证积分　２６９ａ
居转户　２６９ａ
卷烟批发销售　１６１ａ
军队转业干部　２７０ｃ
军民半程马拉松赛　２４９ｂ
军人子女入学　６７ｃ

军休管理服务　２７１ａ
军转干部　５９ｂ
竣工住宅面积　１７５ａ

Ｋ

ＫＯＫ万王之王篮球赛　２５０ｃ
开放型经济　１９１
康复服务　２６４ａ
康家“城中村”改造　３５７ｂ
科创版注册制　８７ａ
科技　２５１，２５１ａ
科技创新　１５４ｂ
科协　１３３ａ
科学技术　２５ｃ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１１１ｃ
科学技术支出　２１０ｂ
可用通信管线　２５４ａ
肯尼亚上海商会会长　９６ａ
“空中１２０”救治男孩　２９６（图）
口岸管理　２０１ｂ
口岸智能管控综合信息系统　２０４（图）
《口述宝山 对口支援（１９７９—２０２０）》
　７５ａ
《口述宝山 改革开放（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７５ａ
跨境电商高校人才孵化基地揭牌　２４２
（图）

宽带用户　２５７ｂ
宽带用户接入　２５４ａ

Ｌ

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　２６１ａ
垃圾分类　３２２ａ，３２７ｃ，３５７ｂ，３７５ｃ
垃圾分类工作体系　３２２ａ
垃圾分类新时尚“七个一”揭牌　５３ａ
来沪人员总数　１３４ｃ
蓝鲸班组　２０５（图）
“蓝天下的至爱”宝山区慈善活动　
５５ａ，２７１ｃ
劳动保障监察　２６８ｃ
劳动关系　２６８ａ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建院十周年演讲比

赛　２６８（图）
劳动人事仲裁　２６８ａ
劳动争议案件　１４０ｃ
劳模工匠风采馆　３２（图），５３ａ
“劳模工匠展示日”　１２６ａ
老干部大讲堂第七讲　７０（图）
老干部工作　６９ａ
老干部生活待遇　７０ｃ
老干部政治待遇　６９ｃ

老旧住房改造　３７５ｂ
老龄事业　２６１ａ
老年护理床位　２６１ａ
老年人长护险试点　２６１ｂ
老年人文体服务网络　２６２ｂ
老年人政府实事项目　２６１ｂ
老年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２６１ａ
老年宜居社区　３７７ａ
老少同台诗歌朗诵比赛　２６１（图）
老镇旧区改造　１７７ａ
老镇旧区改造调研　８０ｂ
离婚　１８ｃ，２６４ｃ
离婚纠纷案件　１４０ｂ
离退休干部党建　６９ａ
离休干部　６９ａ
李晨师生读者插图作品展　１１６（图）
李强　４９ｃ
历史沿革　１８ｂ
立案　１３８ａ
立体绿化　３２２ｃ
联合国人居署人工智能城市研讨会　
５２ｃ，２５２ｂ
廉租房　１７６ｂ
粮食安全区长责任制　１６０ａ
粮食安全宣传　１６０ｃ
粮食产量　１４８ａ
粮食管理　１６０ａ
粮食科技示范　１４８ａ
粮食科技推广　１４８ａ
粮食面积　１４８ａ
粮食市场稳定　１６０ｂ
粮食应急网络保障　１６０ｂ
粮食中心化验室　１６０ｂ
粮油收购　１６０ｂ
两岸历史人文交流　９６ｂ
两码合一　２０４（图）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保障　６１ａ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者队伍　６０ｃ
“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队伍作用　６０ｃ
“两新”组织主题党日活动　６０（图）
烈士褒扬　２７０ｃ
临港南大智慧城　３５１ｃ
零就业家庭　２６７ａ
零售业　２３ｃ
领导班子建设　５７ａ
领导调研　４９ｃ，５５ｂ，８３ａ，１０５ｃ，１０９ｂ，
２２６ｂ，２８６（图），３４２ａ，３４６ｂ，３７０（图）
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　７６ａ
领导慰问　６９（图），２９７ａ
龙湖椿山万树首个公建民营项目　３４７ａ
龙华烈士陵园　３０２（图）
陆翔路祁连山路贯通工程　１７１（图）
路政许可　３１７ａ

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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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政执法　３１７ａ
旅行社　２３４ａ，２３６（表）
旅行社经营指标排名　２３４（表）
旅游　２２６
旅游公共服务　２３４ａ
旅游景区等级复核　２３３ｃ
旅游景区等级评定　２３３ｃ
旅游企业经营　２３４（表）
旅游设施　２４（表）
旅游事业　２３２ａ
旅游行业监管　２３５ａ
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２３３ｃ
旅游业　２３ｃ
旅游住宿企业等级复核　２３４ａ
旅游住宿企业等级评定　２３４ａ
旅游总收入　２３２ｂ
铝合金双体高速客船　１８１（图）
律师　１４２ｂ，４０４（表）
律师、公证、司法鉴定行业管理　１４３ｂ
律师事务所　１４２ｂ，１４４（表）
律师行业党委　１４４ａ
绿地　３２２ｃ
绿化街景　３２２（图）
绿化市容　３２２，３２２ａ
绿化养护管理　３２３ｃ
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暨建筑指数论坛

　２５３ａ
绿色生态建设　３２２ｃ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１７６ｃ
罗店龙船　２１（图）
罗店龙船文化节活动开幕仪式　５３ｂ
罗店龙船文化节　３３７ａ，３３７（图）
罗店镇　３３５ａ
罗店镇“我爱我罗”大型动迁安置基地

暨重大项目开工仪式　３３７（图）
罗泾分公司　１８２ａ
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位　１８３
（表）

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备　１８３
（表）

罗泾镇　３４０ａ
罗泾镇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开工　３４０
（图）

罗泾镇花红村插秧　１５０（图）
罗泾镇水稻收割现场　３００（图）
罗泾镇塘湾村　８６（图）
罗泾镇塘湾村众文空间特色活动　２２７
（图）

罗泾镇体验水稻收割　３０１（图）
罗矿公司　１８２ｃ

Ｍ

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３５０万吨钢铁
项目工程　１６９（图）

玛琳娜青少年女子篮球训练学院　
５４ｃ，２５０ａ
慢行交通　３１５ｂ
“美好宝山·健康餐饮”职业技能竞赛

　１２６ｃ
“美丽家园”建设项目资金情况调研

　７９ｃ
“美丽家园”升级版　３７２ｂ
美丽乡村创建　３２７ｂ
“美丽乡村”架空线路整治　２５７ｂ
美丽乡村建设　３００ｂ
门急诊　２８４ａ
门诊部　２８４ａ
免费量血压服务　２７６（图）
庙行经济联合社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　
３５８ｃ，３５８（图）
庙行镇　３５６ａ
庙行镇商会　３５８ａ
民兵整组　６６ｃ
民防工程　２７８ａ
民防工程管理　２７８ｃ
民防工程建设　２７８ｃ
民防应急救援　２７８ａ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　２７８ｂ
民防知识宣传培训　２７８ｂ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建设　２７８ｂ
民防组织指挥训练　２７８ａ
民防组织指挥演练　２７８ａ
民革宝山区委　１１６ａ
民革市委专项监督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工作汇报会　４８ｃ
民建宝山休闲旅游论坛　５２ｃ
民建区委　１１８ｃ
民进宝山区委　１１９ｂ
民进会员合影　１１９（图）
民警执勤　１３６（图）
“民警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　１３６ｂ
民盟区委　１１７ｂ
民商事案件　１４０ｃ
民生保障工程　１８８ｃ
民生档案　７３ｂ
民生服务　３６８ｃ
民生事业　３３１ｂ
民事案件（含商事案件）　１４０ｂ
民事审判　１４０ｂ
民营经济　１５２ｃ，１９３ｂ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　５４ａ
民营经济、实体经济发展情况调研　８０ｃ

民营门诊部　２８９（表）
民营医疗机构　２８６ｃ
民营医疗机构管理　２８６ｃ
民营医院　２８８（表）
民政局　２７５ｂ，２７６ａ
民主党派　１１６，１１６ａ，３８７ｂ
民主党派对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专项监督

　１９３ｃ
民族　９４ｃ
民族工作　９４ｃ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１１２ｃ
民族宗教团体建设　９５ｂ
名录　３８２

Ｎ

ＮＣＡＡＰＡＣ—１２中国赛　２５０ｃ
纳税服务　２１４ｂ
南大未来智慧城　１５８ｃ
内河港航　３１２ａ
内河专项清网行动　１４９ｃ
能源基地　２１ｂ
年轻干部培养　５８ａ
农产品绿色认证　１５０ｂ
农村爱国卫生运动　２９３ｃ
农村公路管养机制　３１６ｃ
农村集体经济　３００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３００ｃ
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管理　３０１ａ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３０１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３００ｃ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　３０１ａ
农副产品产量　２３（表）
农工党区委　１２０ａ
农林水支出　２１１ａ
农民集中居住项目　３０３ａ
农民专业合作社　１９９ａ
农商用地招商推介会　３３３ｂ
农业　２２ａ，１４８
农业信息化　１５０ｃ
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４０１（表）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１５０ｂ

Ｏ

ＯＮＥ冠军格斗赛　２５０ｂ

Ｐ

ＰＭ２．５浓度变化趋势　３１８（图）
女律师联谊会　１４３（图）
排水管理　３１３ｃ
盘古路绿地球场　２４９（图）

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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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典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数字化研究中心

　１８９（图）
培智学校　２３８ａ
配建保障房　１７５ａ
批发业　２３ｃ
批准逮捕案件　１３８ａ
乒乓球一条龙办训协议　２５０ａ
平安建设 　２８１ａ，３２７ａ，３４１ｂ，３４５ｂ，
３５７ａ，３６４ｃ，３６９ｂ，３７２ｃ
平安社区创建　３７８ｂ
平均工资　４０５（表）
平均期望寿命　２８４ｂ
凭吊革命先烈　３３２（图）
浦江边检站　２０３ｃ
普通地下室　２７８ａ

Ｑ

其他民营医疗机构　２９１（表）
其他团体　１３０ｂ
《奇女无容》　７２（图）
气温　１７ｂ
气象　２５３ｃ
气象服务保障　２５３ｃ
气象观测基地　２５４ａ
气象局　２５３ｃ
气象气候　１７ｂ
企业　９１ａ
企业创新能力　１５８ｃ
企业上市　２１７ａ
企业上市挂牌　１９５ａ
企业上市挂牌服务体系　２１６ａ
汽车维修管理　１７９ａ
前十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及构成　２８７
（表）

前十位疾病死亡原因及构成　２８７（表）
侨办　９５ａ
侨法宣传落实调研　７９ｃ
“侨法宣传月”活动　９６ａ
侨界至爱大型医疗咨询服务活动　１３１
（图）

侨联　１３０ｃ
侨领眷属　９６ａ
侨务　９５ａ
桥梁管理　３１７ａ
桥梁检测普查　３１４ｃ
桥梁桥孔整治　３１７ｂ
亲情中华台湾学生夏令营　１３１（图）
青春艺华活动　２４０ｂ
青联　１３１ｃ
青年律师联谊会　１４３（图）
青少年事业　２６０ａ
青少年体育　２４９ｃ

青少年智能机器人挑战赛　２４０ａ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
　３２０ｂ
清真供应网点　９５（表）
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座谈会
　１０９ｂ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１２４（图）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纪
念章　２７１ｂ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纪
念章颁发仪式　１２６ｃ

区八届人大代表　７７ａ
区八届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　７７ｃ
区陈伯吹教育集团　３５７ｃ
区府办文件目录　３９８
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　１２６ｂ
区工商联　１２３ａ
区级机关党工委　６８ａ
区级税收　２１３ａ
区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２７９ａ
区领导定点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工作机制

　１９３ｂ
区绿化市容局　３２２ａ
“区民营经济２５条”政策　１９３ｂ
区情概要　１７
区委　４０
区委办文件目录　３９４
区委财经工作委员会会议　４８ｂ
区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　４９ｂ
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度民主生活会　４７ｃ
区委党史研究室　７５ａ
区委党校　７１ａ
区委党校办班　７２（表）
区委工作报告　２
区委工作机构　３８２ｂ
区委七届七次全会　４６ａ
区委七届八次全会　４６ａ
区委七届九次全会　２，２（图），４６ｂ
区委全会　４６ａ
区委统战部　６３ｂ
区委文件目录　３９３
区委学习讨论会　４９ｂ
区委重大决策　４６ｂ
区委重要会议　４７ｃ
区委重要活动　４９ｃ
区文联　１３２ａ
区文物保护单位　２２６ａ
区文物保护点　２２６ａ
区域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５１ａ
区域化党建红色联盟成立　５３ｃ
区域化党建红色联盟成立仪式　３６１
（图）

区域化党建联盟　３３２ｃ，３３２（图）

区域环境保护　３７６ｃ
区域环境噪声　３１９ｃ
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３１９（表）
区域降尘量变化趋势　３１９（图）
区域经济发展　８７ｂ
区域联勤防火基础　２８０ａ
区域内部分单位　３８９ａ
区域特点　１８ｃ
区域在地口径工业总产值　１５１ａ
区域重点项目　１９７ｃ
区政府　８４
区政府工作报告　１０
区政府实事项目　１５９ｃ
区政府文件目录　３９７
区属动迁安置用房供应　１７６ｃ
区属配套商品房　１７５ａ
区总工会　１２４ａ
全国技能大赛　２６４ｃ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２３８ａ
全国模范教师　２３８ａ
全国“四个１００”最美志愿者　３６１ｃ
全国先进个人　３９２
全国先进集体　３９０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３３２ａ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市场

营销技能赛项团体一等奖　２４４（图）
全国助残扶残先进集体　２３８ａ
“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２６４ｂ，２６４（图）
“全国助残先进集体”　２３９ｃ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５２ｂ
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６７ｂ，６７（图）
全民健身品牌赛事　２４９ａ
全市首个法制教育基地　３２１ｂ
群众来信来访　１３４ａ
群众团体　１２４，３８８ａ
群众信访　９３ａ
群众幸福指数　８５ｃ
“群租”整治　１７８ｃ

Ｒ

燃气　２０７ｂ
燃气管理　３１３ａ
燃气经营企业　３１３ａ
燃气用户　３１３ａ
热线工单办理机制　２７５ａ
人才队伍建设　５７ｃ
人才对口支援　９８ａ
人才人事　２６９ａ
人才申报工作　２６９ａ
人才引进　２６９ａ
人大　７７

８２４

索　引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７７ｃ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７７ｃ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７８ａ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７８ａ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７８ａ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７８ａ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二十七次（扩大）会

议　７８ａ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７８ｂ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７８ｂ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７８ｂ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７８ｃ
人大八届四次会议　７７ｃ
人大常委会　３８５ｂ
人大常委会年末集中视察活动　７９ｂ
人大常委会年中集中视察活动　７９ａ
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　８１（表）
人大代表补选　８２ｂ
人大代表工作　８２ａ
人大代表建议　８２ａ
人大代表联系社区　８２ｂ
人大代表履职学习　８２ａ
人大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建设　８２ｃ
人大代表主体作用　７７ｂ
人大代表座谈　８２ｂ
人大监督　７９ａ
人大侨民宗委、外事委工作座谈会　８３ｃ
人大青年干部座谈　８３ｂ
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７７ｂ
人大学习交流　８３ｂ
人大重大决定　７８ｃ
人大重要会议　８２ｃ
人大重要活动　８３ａ
人工智能　１５８ｃ
“人工智能为数字经济赋能”主题论坛

　５３ａ
人居环境品质　８６ｂ
人口　２７ａ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１１１ｃ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１８ｃ
人力资源　２６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２６８ａ
人民代表大会　７７ａ
人民电竞超级联赛上海大师赛　２５０ｃ
人民调解　１４３ｂ
人民防空　２７８ａ
人民防空防护行动演练　５４ｂ，２０４（图）
人民检察院　１３８ａ
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平台　９３ｂ
“人民满意窗口”标准化创建　９３ａ
人民生活　２７ａ
人民团体　３８８ａ
人民武装　６５ｃ

人民政府　３８６ａ
人事任免　８１ｃ
人事任免权　７７ｂ
人武部　６５ｃ
人物　３８２
人行道养护　３１５ａ
人畜共患疫病监测　１４９ｂ
日间照料机构　２６１ｂ
日照　１７ｃ
融媒体中心　５４ｂ，２５５ｂ
融媒体中心成立大会　３４（图），６２（图）
融媒体中心挂牌　６２ｃ
融资担保公司　２１６ａ
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３２０ｃ

Ｓ

“４·１”火灾事故　２８１ａ
３Ａ级旅行社　２３４ａ
４Ａ级旅行社　２３４ａ
４Ｇ基站　２５４ａ
４Ｇ移动通信基站　２５４ａ
赛赫智能全球总部　２５２ｃ，３４６ｂ
三八国际妇女节１０９周年主题活动举行
　５２ｂ
“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１２８ａ
“三创联动”　３３１ａ
三地台联会工作交流会　９６ｂ
“三降一升”交通管理属地化改革

　１３５ｃ
三邻桥体育文化园　２４９ａ，３６５ｃ，３６５
（图），３６６（图）

“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实施

意见　４７ｂ
“三纵三横”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１４３ａ
扫黑除恶　５５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５８ｃ，１１４ａ，２７４ａ，
２８１ｂ，３６９ｃ，３７８ｃ
沙钢连铸无人化浇钢机器人　１５６（图）
商标　２００ｃ
商贸业　１５９
商品防预售许可证　１７５ｃ
商品房维修基金　１７６ｂ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１７８（表）
商品交易市场　１６１ｃ，１６１（表）
商品结构　１９３ａ
商品销售额　１５９ａ，４０１（表）
商务委　１５９ｂ
商务载体税收　１６０ａ
商业　１５９ａ
上海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吴淞站运

行时刻　１９９（表）
上海爱德夏新工厂　１８９（图）

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１８０ｃ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４２ａ
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２５７ａ
上海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　３４２ｃ，３４２
（图）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３４３ｂ
上海宝山“３·５”运销假、私烟网络案
　１６１ａ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２５５ｂ
上海宝冶　１６９ａ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９ａ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级奖项　
１６９（表）
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核心区　１８９ａ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泰和水厂　２０９ａ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吴淞水厂　２０８ｃ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月浦水厂　２０８ｃ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２０８ａ
上海大学　２４０ｂ
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揭牌　
２４０（图）
上海大学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　２５３ｃ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　６４ｂ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７３ａ
上海飞镖黄金联赛　３６１（图）
上海钢联大宗商品电子商务项目（二

期）　１９６（图）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

　１９９（表）
“上海购物”品牌　１５９ｂ
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智能硬件专题赛

　２５２ａ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１８２ａ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１８１ｂ
上海国际婚礼时尚周　１６０ａ
上海国盛集团　５４ｂ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　３４６ｂ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４３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北部）　２９５ｂ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４４ｃ
上海交运智慧湾科创园开园　５５ａ
上海解放纪念馆开馆　２２６ｃ
上海解放 ７０周年纪念活动　６２ｂ，
２２６ｃ，３３２ｃ
上海解放７０周年专题报告会　７０（图）
上海开放大学宝山分校　２４６ｃ

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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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大会　２５２ｃ
上海旅游节宝山系列精品活动　２３３ａ
上海旅游节花车宝山巡游举办　２３３
（图）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８２ｃ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　２２１ｃ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２２（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２２０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２２０（表）
上海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１２７ｃ
上海十佳乡村旅游优选地　２３５ａ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０８ａ
上海市宝山区广播电视台　２５５ｃ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１３０ｃ
上海市宝山区老年大学　２４６ｃ
上海市宝山区培智学校　２４７ａ
《上海市宝山区推动钢铁领域平台经济

发展实施方案》　１６０ａ
上海市宝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１３２ａ
上海市宝山区业余大学　２４６ｃ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２９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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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６ａ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４６ａ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山代表机构　２７１ｂ
《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执法检查

　７９ｂ
上海市第一批市级重要湿地　３４１ｃ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员

会　１３０ｂ
《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执法检

查　７９ｃ
上海市决策咨询委　３４６ａ
上海市科技金融服务站宝山站 　
２５３ｂ，３５８ｃ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２５１ａ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１８１ａ
上海市垃圾分类工作示范镇　３５１ｂ
“上海市老年教育教学研究指导中心兼

职教研员”授聘仪式　２４７（图）
上海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　３７３ｂ
《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

　３０１ａ
上海市汽车类专业“１＋Ｘ”省级办公室
揭牌　２４５（图）

上海市青年文明号　２０５（图）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少儿体育开放

日宝山分会场　２４９ｃ
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

　１３８（图）

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服务达标单位　
２３５（表）
上海市社会旅馆优质服务达标单位　
２３５（表）
《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实施情况调研

　８０ａ
上海市首批核对工作带教示范点　３６８
（图）

上海市首批智慧社区建设示范点　３５２ｃ
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３００ａ
上海市养犬许可证　１３５ａ
上海市智慧城市大讲坛智慧政务论坛

　２５５ａ
上海市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　２５０ａ
上海首条垃圾分类主题宣传街　３６３
（图）

上海微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１７ｃ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８６ｂ
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８ｂ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０８ａ
上海五冶　１７１ａ
上海行知学院　２４６ｃ
上海烟草集团宝山烟草糖酒有限公司

　１６１ａ
上海遗传与分子诊断产学研大会　３６６ａ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２２３ａ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２３（表）
上海樱花节活动　２２８ａ
“上海樱花节”品牌对外宣传推介　６２ａ
上海樱花节“樱你而来”体育主题系列

活动　２４９ｂ
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颁奖典礼　５２ｃ
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　１８６（图），２５０ｂ
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　２３２ｂ
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暨亚太邮轮大会主

题文艺晚会　２２８ｃ，２３３（图）
上海援疆指挥部　５２ａ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２４４ａ
“２０１９上海智慧城市进万家”系列宣传
活动　２５５ａ

上海智慧城市应用开放日活动　２５５ａ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二康复医

院合作签约　５２ｂ
上市挂牌企业　２１７ｂ
“上水杯”活力跑、健康走活动　２０８
（图）

上药控股震旦校企合作定向班　２４４
（图）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１２９ｃ
少数民族　１８ｃ，６３ｃ，９４ｃ
少先队党团队三旗传递仪式宝山专场

　１２７ｂ
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集

会　２６０ｂ
社会安全　２７８
社会保障　２７ａ，２６９ｃ，２６７，３２７ａ３３１ａ，，
３３５ｃ， ３４０ｂ， ３４５ａ， ３５６ｃ， ３５９ｃ，
３６４ｂ，３７２ｂ
社会保障待遇水平　２７０ａ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２１０ｂ
社会保障业务经办风险防控　２７０ｂ
社会风险防控　２８１ｃ
社会工作党委　５９ｂ，５９ｃ
社会共治　２００ａ
社会管理　２７３，３３１ａ
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技能比武活动　１２６ａ
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品牌　６４ｃ
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３９９（表）
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　４０１
（表）

社会救助　２７０ｂ
社会救助群众　２７０ｂ
社会绿化管理　３２３ｃ
社会民生服务　４４ａ
社会生活　２６０
社会事务委员会　１１２
社会事业 　３２７ｂ，３３５ｃ，３４０ｂ，３４４ｃ，
３５１ａ，３５６ｃ，３６０ａ，３６４ｂ
社会体育指导员　２４８ａ
社会托育机构　２３８ｂ
社会卫生服务站　２８４ａ
社会文化娱乐场所　２２６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４０２（表）
社会优抚　２７０ｃ
社会治安　１３４ｃ，４０４（表）
社会治理　３３６ａ，３５７ａ，３６０ｂ
社会治理能力　３５１ａ
社会治理提案　１１１ａ
社会治理与协同创新中国镇长论坛　
３３７ａ，３３７（图）
社会治理转型　２８２ａ
社会主义学院　６５ａ
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班　６５（表）
社会组织　２７５ｃ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２７７ａ
社会组织党建　６０ａ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２７５ｂ
社会组织发展成果展　２７５（图）
社会组织管理　２７５ｂ
社区安全实事项目　３７８ａ
社区创业就业　３７７ａ
社区发展服务　３７７ｃ
社区服务综合体　２７７ａ
社区红十字服务站　１２９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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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　２７６ａ，３４１ｃ
社区居民“公共客厅”建设　３７７ｂ
社区民生服务　３７７ａ
社区受理服务　３７７ａ
“社区通”建设　３７７ｂ
“社区通”系统　２７６ｃ
社区图书馆　２２９（表）
社区卫生服务调研　８０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８４ａ
社区卫生综合改革　２８５ａ
社区委　１２２ａ
社区文化体育　３７７ｃ
社区文体建设　３７２ｃ
社区治理　２７６ｂ，３６５ａ
社区智能安防建设　２５７ｃ
社区自治共治　３７７ｂ
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２７５ｃ
涉黑涉恶犯罪　１４１ａ
涉密计算机　７６ｂ
涉密人员管理　７６ｃ
涉农人员业务培训　３０１ｃ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２１３ａ
涉诉信访调研　８０ｂ
审计　２１０，２１５ｂ
审计闭环管理　２１５ｃ
审计处理处罚金额　２１５ｂ
审计调查项目　２１５ｂ
审结案件　１３９ｃ
审判　１３９ｃ
审判机关　３８６ａ
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２８２ｃ
生产性服务业　１５８ａ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９７ａ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调研　８０ａ
生活垃圾分类治理　２７３ｃ
生态环境　２０ｂ
生态环境保护　３１８ａ
生态环境局　３１８ａ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３３５ｂ
生态文明建设　３２７ｂ
盛桥“９·１５”故意杀人案　１３７ａ
“盛世公主”号邮轮　２０６（图）
诗乡顾村年会　３４６ｃ，３４７（图）
湿度　１７ｃ
“十四五”前期调查研究　１９５ａ
识骗访骗技能宣传　１３４（图）
实到外资　１９１ａ
食品安全　２７ｃ
食品安全执法整治　２７３ｂ
食品药品科普站　３４５ｃ
Ｒｏｂｏｔｅｘ世界机器人大会首届亚洲赛　
５４ａ，３４６ｃ
世界邮轮大会　１８６ａ

“世外中环、世外大华”冠名揭牌　３５１ｃ
市场　９１ａ，１６１ｃ
市场监督管理　１９９ａ
市场监督局　１９９ａ
市场营销　１５４ｂ
市场主体　１９９ａ
市场准入单一窗口　１９９（图）
市级创新资金　２５１ａ
市级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　１５８ａ
市检察院检察官兼职　２３９ｃ
市劳模创新工作室　２４０ａ
市民健身步道　２５０（图）
市民“美育大课堂”　５２ｂ，２２７ｃ
市民体质监测　２４８ａ
“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　２４０ｂ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　８３ｂ
市容环境　３６９ａ
市容环境整治　３２３ｂ
市容景观建设　３２２ｂ
市十五届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８２ａ
市十五届人大代表　７７ａ
市文明进步指数测评　８８ａ
市文物保护单位　２２６ａ
市优秀历史建筑　２２６ａ
市政大中修及整治工程　３１５ａ
市政道路　３１４ｂ
市政道路技术状况　３１４ｂ
市政道路日常养护　３１５ａ
市政道路设施量　３１５（表）
市政道路综合完好率　３１４ｂ
市政工程安全文明工　３１５ｃ
市政工程管理　３１４ｂ
市政工程行政审批　３１６ａ
市政桥梁　３１４ｂ
市政协调研　１０９ａ
市政养护资金及项目　３１４ｃ
市政专业网格化　３１５ｂ
市属经适房基地　１７６ｃ
市属配套商品房　１７５ａ
“试考评”观摩仪式　２４５（图）
视力残疾人　２６４ａ
首届长三角创意设计联展　２５３ａ
首届“社区邻聚节”　３７９ａ
蔬菜产量　１４８ａ
蔬菜面积　１４８ａ
曙光中医医疗联合体成立十周年总结报

告　２９６（图）
束里桥粮食储备中心库　１６０ｃ
数据上云上图　１３６ｃ
数字电视线路覆盖用户　２５４ａ
双随机检查　２００ｂ
双拥工作　２７１ａ
双拥工作汇报会　４９ｂ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

　４９ａ
双拥优抚　３７７ｂ
“双在双争”活动　６８ａ
“谁执法认普法”责任制　１４３ａ
水产品总量　１４９ｂ
水产养殖面积　１４９ｂ
水果产量　１４８ａ
水果面积　１４８ａ
水环境质量　３１９ａ
水环境治理　３７２ｂ
水利设施管理　３１３ｃ
水陆客运　１８０ｃ
“水＋墨：回望书法传统”展览　２２８ｂ
水上交通安全　２０６（图）
水文监测　３１４ａ
水务海洋规划编制　３１３ｂ
水务（海洋）建设　３１３ａ
水务局（区海洋局）　３１３ａ
水务信息化　３１４ｂ
水务行政审批　３１４ａ
水务行政执法　３１４ａ
税收　２１３ａ
税收法治　２１４ａ
税收风险管理　２１５ａ
税收及构成　４００（表）
税收收入　２１３ａ
税收特点　２１３ｂ
税收征管　２１４ｃ
税收总收入　８４ｂ
税务　２１０，２１３ａ
税务局　２１３ａ
税务局第十二税务所“红穗林”展馆　
２１３（图）
税务局专家团队与宝冶集团项目组视频

连线　２１４（图）
税种管理　２１４ｂ
司法改革　１４１ｃ
司法机关　１３４
司法局　１４２ｂ
司法体制改革　１３９ａ
司法为民　１３８，１４２ａ
司法行政　１４２ｂ
司法执法监督　２８２ｃ
死亡率　１８ｃ
死亡人数　２８２ｃ
“四大板块”５Ｇ规划建设　２５４ｃ
“四大产业”研究领域　１９４ａ
“四大品牌”战略　８５ａ
“四好农村路”建设　３１６ｃ
淞南镇　３５９ａ
淞南镇人大代表之家　３６１ａ
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８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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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标的金额　１３９ｃ
粟裕将军塑像揭幕　５３ａ
《岁月印痕———民盟历史人物与宝山》

　１０７ｂ，１１８（图），１３８
孙奥　２４０ａ

Ｔ

台风　１３８，３１３ａ
台湾事务　９６ｂ
台湾桃园市龙元宫暨龙潭义勇消防队参

访团　９６ｂ
台湾中学生乒乓球运动员　９６ｃ
《苔花》试演　５３ｃ
泰和水厂　２０９ａ
泰和水厂水质　２０９（表）
滩涂海塘管理　３１４ａ
塘湾村乡村振兴建设示范村　２５７ｃ
“套路贷”犯罪案件　１４１ｂ
特教指导中心　２３９ｃ
特教中心　２３８ａ
特色婚姻登记服务　２６５ａ
特殊教育　２４７ａ
特载　２
特种设备安全宣讲认　２００ｂ
提案委员会　１１１ａ
体育　２６ａ，２４８
体育彩票　２４９ａ
体育场地总面积　２４８ａ
体育技能培训指导　２４８ｂ
体育竞演赛事　２５０ｂ
体育品牌赛事　２４８ｃ
体育事业　４０３（表）
《挑山女人》　２２７ｂ
听力残疾人　２６４ａ
通信管线　２５４ａ
同济·高境“智能社区”实践教学基地

　３６６ｃ
统计　１９４ａ
统计服务能力　１９４ｂ
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　１９４（图）
统计数据　３９９
统计宣传　１９４ｃ
统计执法监督　１９４ｃ
统计专项调查　１９４ｃ
统一战线　６３ｂ
统战成员运动会　６５ａ
统战工作会议　４８ｂ
　２６７（图）
土地测绘调查服务　３０４ｂ
土地出让　１７３ｂ
土地储备　１７３ａ
土地储备中心　１７３ａ

土地供应　１７３ａ
土地减量化验收　３０３ｂ
土地执法监察　３０４ａ
团委　１２７ａ
团支部　１２７ａ
团总支　１２７ａ
推进新时期宝山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的实施意见　４７ａ
退役军人事务局　２７０ｃ
托班　２３８ｂ

Ｗ

５Ｇ基站　２５４ａ
５Ｇ智慧长者照护之家　２５２ｃ，３６５ｃ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２６９ａ
外贸出口主要商品　２４（表）
外商投资土地使用费征收　３０３ｃ
外事办　９３ｂ
外事工作　９３ｂ
外资大项目　１９１ａ
外资研发中心　１９１ｂ
万人上街劝募活动　２７２（图）
汪泓 　 ２，４９ａ，６９（图），８３ａ，１０５ｃ，
１２８ａ，２５６ａ
“王宝和杯”全国河蟹大赛金蟹奖

　３４３ａ
王淦昌故居　１２３（图）
王绍鏊纪念馆　１２０（图）
网格化重点巡查领域　２７４ｃ
网格化综合管理处置实效　２７４ｃ
５Ｇ网络建设　２５７ｃ
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件　１４０ａ
危货行业安全监管　１８０ａ
微循环道路　３１２ａ
违法建筑治理　２７３ａ
违法卷烟　１６１ｂ
违法嫌疑人　１３４ｂ
卫生　２６ａ
卫生计生机构　２８４ａ
卫生技术人员　２８４ａ
卫生监督　２８４ｃ
卫生健康　２８４
卫生健康委员会揭牌　２８４（图）
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　２８６ｃ
卫生健康支出　２１０ｃ
卫生事业　２８４ａ
卫生应急保障　２８６ｂ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　４９ａ
委员联系社区工作协调指导小组会议

　１０９ｃ
魏刚　３６１ｃ
文化　２６ａ，２２６

文化发展　３６０ｃ
文化馆　２０ｃ
文化馆（站）　２２６ａ
文化惠民水平　４４ｃ
文化旅游服务活动　２２６ａ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２１０ｃ
文化品牌建设工作总结表彰会　４７ｃ
文化体育对外交流　９４ｂ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１１２ｂ
文化艺术　２２６ａ
“我爱我罗”大型动迁安置基地暨重大

项目　３３７ａ
无线覆盖热点　２５４ａ
无线ＡＰ数　２５４ａ
吴淞边防站　２０３ａ
吴淞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新系统启用

　５４ｃ
吴淞创新城产业规划　１５８ｃ
吴淞创新城转型发展工作专题会　３３
（图），４９ａ

吴淞“慈善超市”　３７４ｂ，３７３（图）
“吴淞工匠”培养选树活动　３７３ｃ
吴淞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　３７２ａ
吴淞工业区整治　２７３ａ
吴淞海关　２０２ａ
吴淞海事局　２０５ｃ
吴淞街道　３７２ａ
吴淞街道青年干部“满天星”实训计划

　３７４ｃ，３７４（图）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进境免税店 　
５４ｃ，１８６ｂ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１９（图）
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工程　１９８（图）
吴淞水厂　２０８ｃ
吴淞水厂水质　２０９（表）
吴淞中学微电影　２３９ｂ
“五好”基层关工委建设　２６１ａ
“五违”整治　３６９ｃ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１７１ａ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全国及省市级奖

项　１７１（表）
武警官兵帮居民清扫　６６（图）
物联网智慧社区　２５７ｂ
物流货运行业工会交通安全系列活动

　１２７ａ
物业管理　１７７ｂ
物业小区　１７７ｂ
物资储备　１６０ｃ

Ｘ

吸收合同外资　１９１ａ

２３４

索　引



吸收外资　１９１ａ
吸引外资分产业　１９１（表）
吸引外资分段　１９１（表）
“夏日风暴”集中执行行动　１４１（图）
先进职工文化建设　１２５ａ
现代商业体系　１６１ａ
线下综合窗口服务模式　９１ｂ
宪法宣传周　１４４ｃ
宪法宣传周“宪法进军营”主题活动　
１４４（图）
乡村旅游功能　２３３ｂ
乡村民宿新业态发展　２３３ｃ
乡村振兴　１９５ｂ，３００，３００ａ，３３５ｃ，３４１ａ
乡村振兴示范村　８６（图）
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４７ｃ
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５４ｃ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报告　７９ａ
《想说就说———人大直通车》电视专题

访谈节目　８３ｃ
消防安全　２７９ａ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１３５ｂ
消防安全宣传　２８０ｃ
消防安全责任　２７９ｂ
消防车　２７９ａ
消防风险整治　２７９ｃ
消防工作部署会　４９ａ
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２８０ｂ
消防救援支队“我与国旗合个影”活动

　２８０（图）
消防救援支队招录消防员　２７９（图）
消防站　２７９ａ
消防执法改革　２７９ａ
消防重点任务　２８３ｃ
消费扶贫　９８ｂ
消费者合法权益　２００ｃ
消火栓　２７９ａ
小额贷款公司　２１６ａ
小学生爱心暑托班总结会　２６０ｃ
校园食品安全应急演练　２００（图）
携手奔小康帮扶行动　９８ｂ
新疆叶城县代表团　１０５ａ
新旧动能转换　１５１ｂ
新开工住宅面积　１７５ａ
新任领导人　３８２ａ
新型农民培训　１５０ｃ
新型智慧城市总体建设方案　２５４ｂ
新一轮区域总体规划　３０２ｂ
新增旅行社　２３４（表）
新增上市挂牌企业　２１７（表）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第二个中国医师节
主题歌会　２９７（图）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活动　３７９（图）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陶瓷艺术原创作品

巡展　６４ｃ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汇演活动
　２６４ｂ
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系列活动　４１ｂ
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年主题展　６２ｃ，６２
（图），７５ａ

馨佳园体育中心开放揭牌　３４５ｂ
馨家庭文化季　２６６（图）
信访　９３ａ
信访办　９３ａ
信访“标准化”窗口　３５７ｃ
信访服务水平　２６８ｃ
信访工作联席会　８３ａ
信访监督　１１５ａ
信访理论研究　９３ｂ
信访突出矛盾　９３ａ
信访维稳　３７８ｃ
信访宣传　９３ｂ
信教群众　９４ｃ
信息　２５１
信息化　２５４ａ
信息设备保密管理　７６ｂ
信息系统管理　７６ｂ
信用体系建设　１９６ｂ
星级旅游饭店　２３５（表）
“星级职工书屋”展评活动　１２７ａ
刑事案件　１３４ｂ，１４０ａ
刑事案件破获数　１３４ｂ
刑事审判　１４０ａ
行政村　３００ｃ
行政服务中心　９１ａ
行政服务中心“一网通办”品牌　９１
（图）

行政复议　１４３ａ
行政区划　１８ｃ
行政审批改革　３１２ｃ
行政学院　７１ａ
行政应诉　１４３ａ
行政执法协调监督　１４３ａ
行政（治安）案件　１３４ｃ
“行知读书会周年荟”活动　３５２ａ，３５２
（图）

“行知纪念馆”“盟员之家”揭牌　１１８
（图）

行知纪念广场　３５２ｂ，３５２（图）
行知中学建校 ８０周年主题活动　２３９
（图）

行知中学８０周年校庆　２４０ａ
“幸福宝山，健康相伴”义诊活动　９６ａ
“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步走

活动　１２６ｃ
修身嘉年华主题活动　６３ａ
徐军　２９７（图）

徐雅芳思辨性历史教学劳模创新工作室

　２４０ａ
畜牧业　１４９ａ
畜牧执法管理　１４９ｂ
宣传思想　６１ａ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６１ａ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４８ｂ
宣威市２０１９沪滇劳务协作暨就业扶贫
（易地扶贫搬迁）热水专场招聘会悬

挂光荣牌仪式　５２ａ
学科人才建设　２８６ａ
学生　２３８ｂ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师生书画作品展　２４３（图）
学校　３２８（表），３３３（表），３３８（表），３４３
（表），３４７（表），３５３（表），３５８（表），
３６２（表），３６６（表），３７１（表），３７４
（表），３７９（表）

学校学生　２６（表）
雪亮工程　２５７ｂ
“寻找淞南符号”第３届旅游摄影周　
３６０（图）
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　４８ｂ
汛期　１７ｂ

Ｙ

“１０·１７”特大网络传播淫秽视频案
　１３７ｂ

“１１·９”火灾事故　２８１ａ
“１１９”消防宣传月活动　２８０（图）
１２３４５工单承办　２６９ａ
“１２３４５”热线　３０６ａ
亚太邮轮大会　３５（图），５４ｂ，１８６ａ，１８７
（图）

亚太邮轮经济 ５０人高峰论坛　１９７
（图）

亚洲商务航空展　６９（图）
烟草专卖　１６１ａ
烟草专卖行政执法案卷评审　１６１（图）
烟花爆竹　２７９ｃ
言语残疾人　２６４ａ
颜敏杰　３５１ｃ
扬尘防控“片长制”２０版　３２０ｃ
扬尘污染防治　３１２ｃ
杨行镇　３２６ａ
养护四新技术应用　３１５ｂ
养老床位　２６１ｃ
养老床位数占户籍老年人口比重　２６１ａ
养老服务保障体系　２６１ｃ
养老服务调研　８０ｂ
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２６１ｃ
养老服务设施　３３１ｂ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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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　２６１ａ，２６１ｃ，２６２（表）
养老硬件设施　３５７ｂ
样板档案室　７４ａ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　１７７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１０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１０ａ
一孩率　２８４ｂ
“一网通办”综合窗口　１３６ａ
“一网通力”自助服务区　９２（图）
一线综合执法民警“智能化考核模型”

　１３６ｂ
“一站式”劳动争议处置　２６８ｃ
医保基金监管　２９５ａ
医保经办服务　２９５ａ
医联体建设　２８５ｃ
医疗保障　２９４ｃ，２９５ａ
医疗保障局　２９４ｃ
医疗保障局挂牌　２９４（图）
医疗互助帮困　２９４ｃ
医疗机构　２９５ｂ
医疗救助金　２９５ａ
医疗质量　２８５ｃ
医师　２８４ａ
医院　２８４ａ
依法行政　１９４ｃ
依法治区工作体制机制　１４２ｃ
移动电话用户　２５４ａ，２５７ｂ
移送审查起诉案件　１３８ａ
“以爱之名，为心勇敢”单身青年联谊活

动　１２７ａ
疫苗　１４９ｂ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工作汇报

会　４９ｂ
“银龄ｅ生活”服务项目　２６２ｃ
“银龄ｅ生活”宣传册　２６２（图）
银盘级旅游餐馆　２３４ａ
银行　２１７ａ
银行存贷款余额　２４（表）
银政合作　２１６ｂ
引才平台搭建　２６９ｂ
应急保障　３１５ｃ
应急管理　２８２ｃ
应急管理局　２８３ａ
应急管理意识　２８３ｃ
樱花品牌　２６９ｂ
“樱邮尽有”樱花节专场活动　１９８（图）
营商环境　１９５ａ
拥军优属　６７ｂ
拥政爱民　６７ｃ
优待抚恤　２７０ｃ
优化营商环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

会议　４８ａ
优秀民革党员之家颁奖仪式　１１７（图）

优质投资类企业项目　２１６ｂ
邮轮　８７ｂ，８４ｃ，１８５ａ
邮轮滨江新城区工作方案　４７ａ
邮轮产业发展　１８５ａ
邮轮港公司　１８６ｂ
邮轮港基础设施　１８５ｂ
邮轮港进境免税店　８４ｃ
邮轮经济　１８５，１９５ｃ
邮轮经济发展　８７（表）
邮轮经济发展发展来访团组　９４ａ
邮轮经济工作会议　４８ｂ
邮轮码头三船同靠　１８０（图）
邮轮首航　１８５ｂ
邮轮文化中国行启动仪式　５２ｃ，１９８
（图）

邮轮文化中国行首场活动　２３３ａ
邮轮营商环境　１８５ｃ
“邮速”投递网点整合　１８３ｂ
邮政　１７９，１８３ａ，４０２（表）
邮政仓配一体化模式　１８３ｃ
邮政业　２４ａ
游客　２３２ａ
友好结对地区　１０６（表）
友谊路街道　３６８ａ
有害生物监测点　１４９ａ
余文君　２３８ａ
渔业　１４９ｂ
渔业养殖　１４９ｃ
渔业执法　１４９ｃ
渔业执法管理　１４９ｃ
育龄妇女　２８４ｃ
预备党员　６８ａ
预决审议　７８ｃ
预算调整　２１２ｃ
预算绩效管理　２１３ａ
园区　３８８ａ
园区产业结构调整　１８９ｃ
园区环境综合治理　１８９ａ
园区配套设施建设　１８８ｃ
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高能量

密度动力储能锂电池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　１７１（图）
月罗路文化墙　３２３（图）
月浦水厂　２０８ｃ
月浦水厂水质　２０９（表）
月浦镇　３３０ａ
云南迪庆州党政代表团　１０５ｂ
云南罗平县代表团　１０５ｂ
云南曲靖市党政代表团　１０６ａ
云南曲靖市考察团　１０６ｃ
云南省贫困村结对帮扶　１００（表），１０１
（表），１０２（表），１０３（表），１０４（表）

孕产妇死亡率　２８４ｂ

运行安置房项目　１７３ｃ

Ｚ

在编教练　２４８ａ
在线服务效能　９２ａ
“赞成就、助发展、当先进、作表率”主题

活动　７０ａ
增资外资项目　１９１ａ
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　１５１ａ
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总产值

　２３（表）
张华浜分公司　１８１ｂ
张江高新区宝山园　２５１ｂ
张庙街道　３７５ａ
张庙街道首届“社区邻聚节”　５４ａ
张庙街道首台住宅加装电梯开工　３７６
（图）

张庙街道泗塘一村北块旧住房成套改造

集中开工　３７５（图）
张庙社区“老街·新居”市民文化节系

列活动　３７９ｃ
招商花园城商业综合体　３２８ａ，３２８（图）
招商考察　３３２ｃ
浙江丽水市庆元县考察团　１０６ｂ
浙江省龙泉市党政代表团　１０６ｃ
镇　３２６，３８８ａ
镇村管理　３４０ｃ
镇村规划编制　３０２ｃ
镇村建设　３４０ｃ
镇域环境　３５０ｂ
征兵　６７ａ
征地保障　２７０ａ
征地房屋补偿　３０３ｃ
征地养老保障　２７０ａ
征收（拆迁）　１７５ｃ
证券　２２３ａ
证券分支机构　２１６ａ
证券经营机构及营业网点　２２３（表）
政策跟踪审计　２１５ｃ
政法暨信访工作会议　４８ａ
政府采购调研　８０ｃ
政府采购管理改革　２１２ｃ
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８８（表）
政府法治　１４２ｂ
政府工作部门　３８４ｂ
政府机构改革方案　７８ｃ
政府实事项目　８８ａ
政府消防实事项目　２８０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２１１ｂ
政府债务余额　２１１ｃ
政府质量创新奖　３６０ｃ
政府重要决策　８７ｂ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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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重要政事　８７ｂ
政府自身建设　８６ｃ
政务服务　９１ａ
政务服务建设　３３６ｂ
政协　１０８，３８７ａ
政协八届常委会会议　１０９ａ
政协八届三次会议　１０８ｃ，１０８（图）
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１１３
（表）

政协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　３８７ａ
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　１０９ｃ
政协工作机构　３８７ｂ
政协工作协商会　１０９ｃ
政协论坛　１１０ｂ
政协论坛论文题目　１１３（表）
政协年末视察　１１０ｃ，１１０（图）
政协年中视察　１１０ｂ，１１０（图）
政协提案　１０８ａ，１１０ｃ
政协提案办理　１１０ｃ
政协优秀提案　１１２（表）
政协职能　１０８ａ
政协重点课题调研　１０９ｂ
政协重要活动　１０９ａ
政协主席会议　１１２（表）
政协主要会议　１０８ｃ
政协专委会工作　１１１ａ
知识产权　２００ｃ
知识产权管理　２００ｃ
知识产权局　２００ｃ
知识产权执法　２０１ａ
肢体残疾人　２６４ａ
执行案件　１４１ａ
执行工作　１４１ａ
直属工会　１２４ａ
直属机关党支部　６８ａ
直属机关党总支　６８ａ
职工人数　４０５（表）
职务职级并行　５９ｂ
职业技能培训　２６７ｃ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４４ｃ
植物检疫　１４８ｂ
植物检疫技术培训　１４９ａ
植物疫情监测防控　１４９ａ
志愿服务组织　１２９ｂ
志愿捐献　１３０ａ
“致爱公益”远程教育宝山基站　１２１
（图）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骨干党员学习培训

班　１２３（图）
致公党宝山总支　１２１ａ
“智慧城管”建设　２７４ｂ
智慧城市场景布局蓝图　２５４ｂ
智慧监管　２００ａ

智慧制造　１５４ａ，１５６ｃ
智力残疾人　２６４ａ
智能感知端建设　１３６ｃ
智能制造　１５８ｃ
中共宝山区委　３８２ａ
中国宝武宝山转型区域首发项目　３３
（图）

中国宝武设计院　１５５ａ
中国宝武智慧制造宝钢股份宝山基地现

场会　１５４（图）
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发实践区　１５８ａ
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 　５４ｂ，
１５８ｂ，２５７ｃ
中国电子竞技创新大赛总决赛　３６６ｃ
中国工商上海市宝山支行　２１８ａ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８（表）
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８周年座谈会　４８ｃ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委

员会　１１６ａ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专家研讨会　
１５８ａ，２５２ｂ，３４６ａ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

　１６９（图）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境外工程）　１６９
（图）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宝钢宝山支行　２１９ａ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宝钢宝山支行营业网

点　２２０（表）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２２１ｂ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２２１
（表）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１９ｂ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１８ｃ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１７ｂ
中国南极泰山站（二期）工程团队　１５５
（图）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２０ａ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２２１ｂ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２１９ａ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宝山支行营业网点　
２１９（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上海市宝山支公司

　２２３ａ
中国人寿保险上海市宝山支公司　２２３ａ
中国首个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　１８５ｂ
中国授权专利代理费资助　２０１ａ
中国小篮球女孩训练营　２４９ｃ

中国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２１７ａ
中国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８
（表）

中国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无障碍环境建

设网点　２１７（图）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　８４ｂ，８７ｂ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

　２２２ａ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网点

　２２２（表）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

　１８３ａ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

局所　１８３（表）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会

　１２１ａ
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　２７１（图）
中华环境奖　１５３（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关　２０１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２０４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汇演
　３４（图），２２６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浦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２０３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　２０２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２０３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２０５ｃ
中华人民共和国７０周年文艺汇演　３７０
（图）

中华职业教育社　６４ｃ
中欧长三角石墨烯创新高峰论坛　１８８
（图），２５３ａ

“中秋韵·家国情·少年美”专场活动

　６２ｃ
中小微企业服务　１９６ａ
《中心贯彻落实“好差评”制度的工作方

案》　９３ａ
中央第二轮生态环境督察　３２０ａ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协办件　２７４ａ
中医药工作发展　２８５ｃ
中医药膳烹饪大赛决赛　２９３（图）
种植业　１４８ａ
种植业执法管理　１４８ｂ
种子标签　１４９ａ
“众文空间”项目　２２７ｃ
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３１（图）
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１５２ａ
重大项目推进　５１ａ
重点板块转型　４２ｂ
重点地区规划编制　３０２ｃ
重点工作建档　７３ａ
重点楼宇载体税收　１９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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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商业项目　１５９（表）
重点市政工程项目　３１４ｃ
重点消防安保任务　２７９ｂ
重点行业重金属减排　３２１ａ
重要专项规划　３０３ａ
“重走行知路”教育考察团　２４０ａ
周维金　７３（图）
主题党日活动　５２ａ
主题特色颁证活动　２６５ａ
主要河流氨氮浓度变化　３１９（图）
主要文件目录　３９３
助残惠残项目　２６４ａ
助医助老项目　２７２ｃ
住房保障　１７６ｂ，３７６ｃ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１７５ａ
住房保障支出　２１１ｂ
住房成套改革　１７７ａ
住房改革　１７６ａ
住院手术　２８４ｂ
住宅建设管理　１７５ａ

住宅全装修管理　１７５ｂ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１７５ａ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２７３ｂ，３６９ｂ
住宅修缮　１７７ａ
注册团员数　１２７ａ
注册运动员　２４８ａ
注册志愿服务者　１２９ｂ
驻检察院法律援助工作站　１４４ｂ
驻军　６７ｃ
驻区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　６７ｂ
驻上海市强制医疗所法律援助工作室

　１４４ｃ
专利　２００ｃ
专项民主监督　１１０ｃ
专项治理　２８３ｂ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２８４ａ
装配式建筑和ＢＩＭ技术发展　３１２ｃ
装配式住宅　１７５ｃ
资金安全监管　２６７ｂ
自来水　２０７ｂ

自然环境　１７ａ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　３０４ｃ
宗教　９４ｃ
宗教场所　９４ｃ
宗教活动场所　９５（表）
宗教教职人员　９４ｃ
宗教事务管理　９４ｃ
宗教团体　９４ｃ
总工会七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

　１２６ｂ
总工会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

　１２５ｃ
综合经济　２２ａ
综合经济管理　１９５ａ
综合养老服务　２６２ａ
综合治理　３４１ｂ
“租税联动”资金拨付　１６０ａ
组织工作　５７ａ
最美退役军人评选　２７１ａ

表 格 索 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地区生产总值　２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财政收支　２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２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总产值　２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旅游设施　２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年末银行存贷款余额　２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和主要市场　２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各类学校学生情况　２６
宝山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６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班　６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委党校办班情况　７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情况　８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邮轮经济发展情况　８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８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８８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清真供应网点　９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　９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扶贫协作云南６个县社会帮扶捐资捐物　９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对口支援新疆叶城县社会帮扶　９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贫困村
结对帮扶情况　１００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贫困村
结对帮扶情况　１０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贫困村
结对帮扶情况　１０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贫困村
结对帮扶情况　１０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贫困村
结对帮扶情况　１０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社会组织与新疆叶城县贫困村结对帮扶
情况　１０４

宝山区友好结对地区　１０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　１１２
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１１２
宝山区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１１３
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政协论坛论文题目　１１３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区公安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　１３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律师事务所　１４４
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含托管单位）　１５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推进重点商业项目　１５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改（扩）建标准化菜市场　１５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商品交易市场　１６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全资、控参股公司　１６７
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获国家级奖项　１７０
２０１９年度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获全国及省市级奖项　１７１
２０１９年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获奖工程及科技成果　１７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出让地块情况（含已公告未成交地块）　１７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　１７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房地产开发企业　１７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发放情况　１７８
２０１９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位　１８３
２０１９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备　１８３
２０１９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局所　１８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吸引外资分段情况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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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吸引外资分产业情况　１９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进出口情况　１９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　１９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　１９２
２０１９年主要出口国家（地区）　１９３
２０１９年主要进口国家（地区）　１９３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　１９９
上海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吴淞站运行时刻　１９９
２０１９年吴淞水厂水质主要指标统计　２０９
２０１９年月浦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０９
２０１９年泰和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０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企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增上市情况　２１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及上股交新增挂牌情况
　２１７
２０１９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８
２０１９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２１８
２０１９年中国农业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营业网点　２１９
２０１９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宝山支行营业
网点　２２０

２０１９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２２０
２０１９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２０
２０１９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网点　２２１
２０１９年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２２１
２０１９年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２２
２０１９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区支行网
点　２２２

２０１９年上海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２２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及营业网点　２２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２２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社区图书馆　２２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不可移动文物　２３０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２３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旅游企业经营情况　２３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新增旅行社　２３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旅行社经营指标排名　２３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饭店经营指标排名　２３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星级旅游饭店　２３５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社会旅馆优质服务达标单位（宝山区）　２３５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服务达标单位（宝山区）　２３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国家Ａ级旅游景区　２３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旅行社　２３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２５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电信局营业网点　２５８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养老机构　２６２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殡葬单位　２６６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前十位疾病死亡原因及构成　２８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前十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及构成　２８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公立医院　２８７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民营医院　２８８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民营门诊部　２８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其他民营医疗机构　２９１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情况　３０３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规划编制批复情况　３０４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地名命名登记情况　３０５
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重大工程（市级项目）建设计划　３０７
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重大工程（区级项目）建设计划　３０９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量　３１５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３１６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宝山区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３１９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３１９
２０１９年杨行镇辖区学校　３２８
２０１９年杨行镇村委会　３２８
２０１９年杨行镇居委会　３２９
２０１９年月浦镇辖区学校　３３３
２０１９年月浦镇村、居委会　３３４
２０１９年罗店镇辖区学校　３３８
２０１９年罗店镇村、居委会　３３８
２０１９年罗泾镇辖区学校　３４３
２０１９年罗泾镇村、居委会　３４３
２０１９年顾村镇辖区学校　３４７
２０１９年顾村镇村委会　３４８
２０１９年顾村镇居委会　３４８
２０１９年大场镇辖区学校　３５３
大场镇各村、居委会　３５３
２０１９年庙行镇辖区学校　３５８
２０１９年庙行镇村（居）委会　３５８
２０１９年淞南镇辖区学校　３６２
２０１９年淞南镇居委会　３６２
２０１９年高境镇辖区学校　３６６
２０１９年高境镇村、居委会　３６７
２０１９年友谊街道辖区学校　３７１
２０１９年友谊路街道居委会　３７１
２０１９年吴淞街道辖区学校　３７４
２０１９年吴淞街道居委会　３７４
２０１９年张庙街道辖区学校　３７９
２０１９年张庙街道居委会　３８０
上海市及各区单位面积ＧＤＰ产出情况　４０６
２０１８年上海市各开发区产出情况　４０６
宝山区２＋４工业园区产出情况　４０７
宝山区重点商务载体产出情况　４０７
２０１８年宝山区各街镇园重点商务载体产出情况　４０８
宝山区低效用地盘活情况　４０８
宝山区科技创新主要指标情况　４０９
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四大产业”营业收入情况　４１１
宝山区２０１８年规上“四大产业”工业总产值和服务业营收情
况　４１２

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四大产业”税收收入情况　４１２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四大产业”营业收入情况　４１３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四大产业”中规上企业主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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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完成情况　４１３
宝山区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四大产业”税收收入情况　４１４
宝山区“四大产业”单位数和营业收入占总数比重情况　４１４
宝山区营业收入５亿元以上“四大产业”营业收入和占各产业
比重情况　４１４

宝山区营业收入１亿元以上“四大产业”营业收入和占各产业
比重情况　４１５

宝山区营业收入增速超过５０％规下“四大产业”情况　４１６
宝山区“四大产业”工业税收占全区税收比重情况　４１７

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月宝武系企业营业收入完
成情况　４１７

宝山区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分镇园区营业收入情况

　４１７
宝山区机器人及高端装备分镇园区营业收入情况　４１８
宝山区生物医药分镇园区营业收入情况　４１８
宝山区新材料分镇园区营业收入情况　４１９
宝山区“四大产业”企业税收为０情况　４１９

随文图片索引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第九次全体会议召开　３

２０２０年１月７日，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召开　１０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１９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罗店龙船　２１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３日，２０１９年宝山区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举行　３１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宝山劳模工匠风采馆开馆　３２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日，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邮轮首航庆典仪
式举行　３２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上海市重点地区—吴淞创新城转型发展工
作专题会暨中国宝武宝山转型区域首发项目启动仪式举

行　３３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宝山区融媒体中心成立大会举行　３４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６日，“壮阔７０载·逐梦新时代”宝山区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文艺汇演举行　３４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开幕　３５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７日—２８日，长三角沿江滨海城市协同创新发
展论坛举办　３７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０日，宝山区举办“红帆港”党群活动启动仪式
暨主题党日活动　５９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３日，宝山区举办“两新”组织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上海解放７０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６０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区融媒体中心成立大会举办　６２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６日，宝山区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主题展开
幕　６２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１日，台风过后武警官兵帮居民清扫　６６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１日，宝山区开展第十九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宣传
活动　６７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０日，区委书记汪泓走访慰问宝山区异地居住北
京的离休干部　６９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８日，局级离退休干部参观亚洲商务航空展　６９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９日，离退休干部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年专题报
告会暨老干部大讲堂第七讲举行　７０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２日—２７日，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参
评剧目京剧《杨靖宇》和《奇女无容》在区委党校演出　７１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４日，区委党校召开２０１９年党建项目化运作发
布会　７１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２１日，２０１９年上海市宝山区第一期处级
干部进修班暨党性修养培训班学员开展初心教育现场教

学　７２
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０日，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院士及夫人周维金
教授回到家乡宝山罗店探访　７３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２日，区档案局开展“追寻红色足迹 重温革命历
程”———档案史志进军营活动　７４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４日，区档案局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传递红色力
量”———档案进学校活动　７４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区委保密办、区委机要局联合举办全区保
密、机要干部培训班　７５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日，“海洋光谱号”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首
航仪式　８４

乡村振兴示范村———罗泾镇塘湾村　８６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９日，区行政服务中心打响“一网通办”品牌　９１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７日，区行政服务中心举办“建行杯”运动会
　 ９２
区行政服务中心“一网通办”自助服务区　９２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宝山区召开宝山—叶城对口支援高层联席
会议　１０５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宝山区—维西县扶贫协作第二次高层联席
会议召开　１０６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４日—１７日，政协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举行　１０８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区政协开展２０１９年度年中视察　１１０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４日，区政协开展２０１９年末视察　１１０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走进
“读者”心灵“你的故事”李晨师生读者插图作品展开幕

　 １１６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４日，优秀民革党员之家颁奖仪式举行　１１７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０日，“行知纪念馆”“盟员之家”揭牌暨《岁月印
痕———民盟历史人物与宝山》首发仪式在行知中学举行

　 １１８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５日，民进宝山区委与普陀区新会员合影　１１９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日，民进宝山区委参观王绍鏊纪念馆　１２０

８３４

索　引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１日，“致爱公益”远程教育宝山基站揭牌　１２１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举办２０１９年骨干党
员学习培训班暨“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

活动　１２２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６日，九三学社到王淦昌故居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　１２３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宝山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１２４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劳模工匠风采馆开馆　１２６
２０１９年６月，开展儿童节儿童生命教育课程　１２８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９日，区妇联开展“家家行绿色家庭养成计划”
亲子实践活动　１２８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宝山区启动试点创建儿童友好型社区
　１２９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亲情中华”台湾青年学生夏令营举办　１３１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侨界至爱”大型医疗咨询服务活动举办
　１３１
２０１９年８月９日，“临港杯”２０１９年“创青春”上海青年创新创
业大赛决赛（单元赛—消费升级）在宝山举行　１３２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３日—２９日，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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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　１３２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２日，宝山区红色文艺轻骑兵举行新春慰问演出
　１３３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３日，顾村所民警在农业银行门口向群众传授识
骗防骗技能　１３４

２０１９年８月９日，民警和居委干部在宝山十村开展防台防汛
检查　１３５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民警在路口早高峰执勤　１３６
２０１９年７月，区检察院获上海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
号　１３８

２０１９年３月５日，区法院“普法青年先锋队”到淞南镇举办
“枫桥经验在宝山，法官社区普法行”主题活动　１３９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区法院执行局开展“夏日风暴”集中执行
行动　１４１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６日，宝山公证处为崇明“瀛鸿嘉苑”住房配售
安置抽签活动进行现场电脑摇号公证　１４２

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宝山女律师联谊会、宝山青年律师联谊会
成立　１４３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６日，第三十一届宪法宣传周“宪法进军营”主
题日活动举行　１４４

２０１９年５月，花果宝山采摘地图发布　１４８
２０１９年７月，罗泾镇花红村插秧　１５０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开工建设
　１５２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宝钢股份在第十届中华环境奖颁奖典礼
上获中华环境奖　１５３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２日，中国宝武智慧制造宝钢股份宝山基地现场
会展示　１５４

中国南极泰山站（二期）工程由宝钢工程 ＥＰＣ总承包，图为该
工程建设团队　１５５

沙钢连铸无人化浇钢机器人　１５６
２０１９年８月，宝山烟草开展２０１９年专卖行政执法案卷评审
　１６１
２０１９年５月，北翼国大门市店医保药店开张（上图）　１６７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长兴公司束里桥加油站正式挂牌加盟中国
中化集团（下图）　１６７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扩建工程（Ⅰ、Ⅱ、Ⅲ
标段）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上图）

　１６９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３５０万吨钢铁项目工
程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境外工程）（下图）　１６９

陆翔路祁连山路贯通工程（上图）　１７１
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高能量密度动力储能锂电池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下图）　１７１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日，执法大队在３号线宝杨路地铁站开展交通
枢纽保障工作　１８０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２日，邮轮码头三船同靠，大队确保乘客安全有
序出行（上图）　１８０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执法大队加强安全保障工作（下图）　１８０
铝合金双体高速客船　１８１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１日，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开幕　１８６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９日—１０日，宝山区举办２０１９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
轮大会　１８７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中欧长三角石墨烯创新高峰论坛开幕
　 １８８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８日，磐典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数字化研究中心
揭牌　１８９

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上海爱德夏新工厂举行奠基仪式　１８９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９日，宝山区政府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合作办学签
约　１９０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区统计局开展统计开放日宣传活动　１９４
发那科超级智能工厂　１９５
京东华东地区总部（上图）　１９６
上海钢联大宗商品电子商务项目（二期）（下图）　１９６
宝建集团塘湾村项目　１９７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９日，２０１９亚太邮轮经济５０人高峰论坛在宝山
区举行　１９７

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０日，邮轮文化中国行启动仪式暨“樱邮尽有”
樱花节专场活动举办　１９８

在建中的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工程　１９８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宝山区市场准入单一窗口开通　１９９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区服务保障进博
会临战动员暨校园食品安全应急演练　２００

宝山海关查验供邮轮物资　２０１
宝山海关查验入境旅客行李　２０２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１日，吴淞海关查验“一带一路”项目出口牙买
加货物　２０２

２０１９年８月６日，吴淞海关查验危险化学品　２０３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２日，吴淞边检站组织党员代表参观中共四大
纪念馆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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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浦江边检站启用自主研发的口岸智能管控
综合信息系统（上图）　２０４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浦江边检站实现通关便捷码和船票码两码
合一（下图）　２０４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１日，宝山海事局参加区人民防空防护行动演练
　２０４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海巡０１”轮驶入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　２０５

２０１９年５月，吴淞海事局“蓝鲸班组”获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上海
市青年文明号　２０５

２０１９年８月６日，吴淞海事局护航邮轮“盛世公主”号　２０６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吴淞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持续落实
２４小时值班制度，保障水上交通安全　２０６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长江原水厂职工在陈行水库开展歌唱“我
爱我的祖国”活动　２０８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２日，第四届“上水杯”活力跑、健康走活动在陈
行水库举行　２０８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区财政局揭牌　２１１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区会计事务管理中心揭牌　２１２
２０１９年３月５日，区税务局第十二税务所“红穗林”展馆开馆
　 ２１３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日，区税务局专家团队与宝冶集团项目组开展
视频连线，解答企业问题　２１４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９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
营业部被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授予“无障碍环境建设网

点”称号　２１７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７日，“诵读经典 点亮童心”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经典作品诵读展演举行　２２７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１日，罗泾镇塘湾村众文空间开展特色活动
　 ２２７
２０１９年６月５日，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系列活动在
龙湖宝山天街开幕　２２８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３日，宝山区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暨八一三淞沪
会战爆发８２周年系列活动　２２８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２日，上海旅游节花车宝山巡游举办　２３３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宝山区举办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暨亚太
邮轮大会主题文艺晚会　２３３

２０１９年７月４日，宝山区高境三中学生在跳绳世界杯赛打破
交互跳绳世界纪录　２３８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４日，宝山区陈伯吹教育集团成立　２３９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６日，行知中学举行建校８０周年主题活动
　 ２３９
２０１９年９月８日，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揭牌　２４０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上海大学获第十六届“挑战杯”竞赛“优胜杯”
　 ２４１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３日，邦德学院举办第二季“魅·颜”秀展示活
动　２４２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国数字经济与跨境电商培训认证（长三
角）管理中心、虾皮网跨境电商高校人才孵化基地揭牌

　 ２４２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邦德学院举办“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师生书画作品展　２４３

济光学院国旗班获第二届“上海杯”大学生国旗班升国旗展

示活动竞赛一等奖　２４３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５日—２６日，震旦学院代表队在２０１９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市场营销技能赛项中获团体一等

奖　２４４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４日，上药控股震旦校企合作定向班开班　２４４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０日，上海市汽车类专业“１＋Ｘ”省级办公室揭
牌暨“试考评”观摩仪式举行　２４５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与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
动管理中心共建中国男子板球国家队　２４５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２４６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上海市老年教育教学研究指导中心兼职
教研员”授聘仪式举行　２４７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８日，２０１９黑池舞蹈节（中国）开幕　２４８
２０１９年，新建盘古路绿地球场　２４９
２０１９年，翻新市民健身步道　２５０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宝山科技大市场在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
上揭牌　２５１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上海）暨第二届
长三角国际创新挑战赛宝山分赛启动　２５３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宝山区融媒体中心成立　２５６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区融媒体中心开展庆祝第二十个记者节主
题活动　２５７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４日，２０１９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举行
　 ２６０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老少同台诗歌朗诵比赛举办　２６１
“银龄ｅ生活”宣传册　２６２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宝山区开展“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启动
仪式暨宝山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　２６４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８日，宝山区婚姻登记管理所开展主题特色颁证
活动　２６５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日，区妇联举办“家庭行动日”暨顾村镇“绿水
青山从我做起”亲子环保创意秀　２６５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５日，宝山区开展“馨家庭”文化季开幕暨“妇联
系统垃圾分类宣传指导进家庭项目”启动仪式　２６６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宣威市２０１９年沪滇劳务协作暨就业扶贫
（易地扶贫搬迁）热水专场招聘会举行　２６７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日，宝山区举办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建院十周
年演讲比赛　２６８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７日，区人社局举办惠企服务嘉年华 　２６９
２０１９年９月５日，２０１９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举行　２７１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２日，宝山区举行万人上街劝募活动　２７２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区长范少军到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
心派遣疑难工单　２７４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宝山区社会组织发展成果展举办　２７５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区民政局培育“活力楼组”，居民为邻居提
供免费量血压服务　２７６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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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区民政局培育“活力楼组”，居民为楼组建
设出谋划策　２７６

宝山“社区通”概况　２７７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３日，宝山区消防救援支队招录消防员　２７９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宝山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我与国旗合个
影”活动　２８０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宝山区开展“１１９”消防宣传月活动 　２８０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宝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揭牌　２８４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区卫健委与同济大学医学院共建附属淞南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筹）签约仪式举行　２８５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２日，第四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暨“５·１５国际
家庭日”活动举行　２８５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市府办到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
　 ２８６
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宝山区举办２０１９年登革热防控应急处置
演练活动　２９３

２０１９年６月５日，宝山区举办中医药膳烹饪大赛决赛　２９３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区爱卫办举办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启动仪
式暨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健康机能展示与传播活动决赛

　 ２９４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上海市宝山区医疗保障局挂牌成立　２９４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区医保局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主题宣传月活
动　２９５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区医保局召开宝山区“打击欺诈骗取医疗
保障基金”专项治理暨定点服务协议签订工作会议　２９５

２０１９年３月６日，九院对接“空中１２０”成功救治３３月龄男
孩。图为口腔颅颌面科护士长运送伤者　２９６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宝山曙光中医医疗联合体成立十周年总结
报告会暨曙光医院托管宝山医院第三轮签约仪式在宝山

医院举行　２９６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宝山医院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暨
第二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歌会　２９７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徐军等领导一行到华山北院慰问　２９７

罗泾镇水稻收割现场　３００
市民到罗泾镇体验水稻收割　３０１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６日，区规划资源局组织瞻仰龙华烈士陵园
　 ３０２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宝山公路中心获评宝山区“进博先锋行动”先
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３１７

高境镇三门路绿化街景　３２２
罗店镇月罗公路文化墙改造后　３２３
２０１９年７月８日，宝山新城杨行杨鑫社区 ＢＳＰＯ—０６０１单元
０６—０７（Ｂ—２）地块动迁安置房开工　３２６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９日，招商花园城开业　３２８
２０１９年５月８日，第二届上海宝山月浦花艺展开幕　３３１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宝山区庆祝上海解放７０周年纪念活动上，
胡文杰烈士之子胡晓军、胡继军凭吊革命先烈　３３２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９日，月浦镇举行区域化党建联盟启动仪式　３３２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０日，第三届罗店花神庙会举行　３３６
２０１９年６月５日，第十三届罗店龙船文化节活动开幕　３３７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２日，罗店镇“我爱我罗”大型动迁安置基地暨
重大项目开工仪式举行　３３７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２日，２０１９社会治理与协同创新中国镇长论坛
在罗店镇举办　３３７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２日，罗泾镇０７—０１地块动迁安置房项目开工
　 ３４０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２日，上海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开幕　３４２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０日，顾村镇第三届运动会开幕　３４５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顾村镇举办第十一届诗乡顾村年会　３４７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行知读书会周年荟”暨纪念陶行知先生
诞辰１２８周年活动在读书会行知剧场举行　３５２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行知纪念广场建成开放　３５２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４日，宝山区陈伯吹教育集团正式成立　３５７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庙行镇经济联合社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
（暨成立大会）召开　３５８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８日，“寻找淞南符号”第三届旅游摄影周开幕　３６０
２０１９年７月４日，淞南镇举行纪念建党９８周年主题党日暨区
域化党建红色联盟成立仪式　３６１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上海飞镖黄金联赛在淞南镇举行　３６１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高境镇建成上海首条垃圾分类主题宣传街
　 ３６３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３日，高境镇人民政府与复旦大学无线通信团队
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３６５

三邻桥体育文化园外观　３６５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５日，高境体育小镇暨三邻桥体育文化园正式启
动　３６６

２０１９年９月，友谊路街道获评上海市首批核对工作带教示范
点　３６８

２０１９年５月８日，浙江省平湖市人大常委会代表与选任工委
主任步晓燕带队赴友谊路街道宝林四村考察　３７０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９日，友谊路街道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７０
周年文艺汇演　３７０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吴淞街道慈善超市开业运营　３７３
２０１９年４月 ２９日，吴淞街道举办“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
代”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文艺汇演　３７３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吴淞街道青年干部“满天星”实训计划启
动　３７４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４日，张庙街道泗塘一村北块旧住房成套改造集
中开工　３７５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张庙街道昌鑫世纪园住宅加装电梯开工
　 ３７６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张庙街道举办“初心·追梦·前行”———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８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３７８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８日，张庙街道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文
艺演出　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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