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面积：                     299.15平方千米

镇：                                            9个

街道：                                         3个

居民委员会：                            402个

村民委员会：                            103个

常住人口：                          223.52万人

外来常住人口：                   90.58万人

户籍人口：                        102.82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              1578.48亿元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2.97亿元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1.26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645.46亿元

2020
宝 山

（区统计局提供）

利用合同外资：                           13.98亿美元

耕地面积：                                   2910.9公顷

农业总产值：                                   2.76亿元

工业总产值：                             2187.78亿元

银行年末存款余额：                   4504.43亿元

银行年末贷款余额：                   2314.48亿元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2444.89亿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末内资企业户数：                 

年末私营企业户数：              

年末外资企业户数：                     

内资企业工商注册资本：        2846.25亿元

私营企业工商注册资本：        9954.51亿元

158312户

2406户

4091户

71456元

外资企业工商注册资本：        107.94亿美元

外贸出口总额：                      599.39亿美元

外贸进口总额：                     256.85亿美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80.83亿元

邮轮靠泊次数：                               31艘次

邮轮旅客吞吐量：             

医疗机构数：                                      43个

卫生技术人员：                               8801人

医院核定床位数：                      

各类学校数：                              

在校学生数：                             17.95万人

11.49万人次

6250张

338所

专利申请量：                       9073件

专利授权量：                      6275件

公共文化设施：                     682个

文化活动广场：                            48个

居（村）委文化活动室 ：         531个

公共图书馆：                               23个

道路长度：                              909千米

公共绿地面积：                     2529公顷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12.4平方米

绿化覆盖率：                              40.5%

  

 

户籍人口期望寿命：               84.18岁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AQI）：           89.6

  智慧湾科创园
（区文旅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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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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是连续出版的第三十二卷，系统记载宝山

区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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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设 9 个篇目、43 个类目、     

195 个分目、1357 个条目。条目标题用“ 【】 ”标明。

三、本年鉴记述时间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保持重要资料和

信息的完整性，对个别条目的时限作适当延伸。

四、本年鉴根据社会发展和区域实际情况，对类目和分目设置进行适当调整。其中，

“ 机关管理事务 ”改为“ 机关事务管理 ”。“ 司法机关 ”改为“ 法治 ”，“ 审判 ”改为“ 法

院 ”。“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宝武设计院）”“ 上

海宝地不动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合并为“ 钢铁业 ”。“ 企业上市 ”

改为“ 上市企业 ”。“ 科技 · 信息 ”改为“ 科技 · 信息化 ”。“ 平安建设 ”改为“ 综合

治理 ”。“ 卫生事业 ”改为“ 公共卫生服务 ”。“ 城乡规划 ”改为“ 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 ”。

“ 绿化市容 ”改为“ 绿化 · 市容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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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以上条目由同一人撰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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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附有表格和随文图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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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



上海市宝山区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高奕奕
副 主 任     徐    静       薛飒飒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宝山年鉴》编辑单位

上海市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馆）

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淞宝路104号
邮编　 200940
电话　 021-56560190 
传真　 021-56938579

王一川  王大远  王忠民  王   哲  王毓铭  石明虹

叶   强  申向军  邢   彤  朱峻峰  刘正田  刘建中

刘惠斌  许志康  孙   兰  孙   晋  严春敏  李   岚

杨文杰  杨遇霖  沈邵军  沈轶群  张文良  张   治

张   彬  陆洪兴  陈   俊  陈   亮  郁梦娴  罗文杰

郑   恺  胡   广  胡文原  须庆峰  姜玮枫  奚   玲

凌长臣  高虹军  黄一欣  黄雅萍  曹维渊  蒋恬逸

雷   宏  戴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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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炎

（按姓氏笔画为序）

（按姓氏笔画为序）

田翔辉  付江平  李宝利  吴思敏  吴嫣妮  金   毅  郭莹吉

各单位分目审稿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   波   于   镭   马家伟   王子祥   王忠明   王春明   王春艳

王   勇   王素炎   王晓红   王晓波   王   浩   王培华   王   菁

王   斌   毛勤芳   仇诗伟   文宇浩   方燕斌   尹   燕   叶   正

叶慧娣   田晨珺   冉   旭   冯伟国   邢   丹   邢   彤   邢   侠

吕   胜   朱   力   朱丽莉   朱启忠   朱国金   朱显武   朱   超

邬英杰   刘发林   刘   丽   刘晓宇   刘绪和   江建升   江静良

祁   昕   许书奇   阮仁忠   孙红旺   孙   洁   孙鲁峰   严海港

李华峰   李运冬   李   岚   李   彤   李   炜   杨   成   杨伟杰

杨   敏   杨   霞   吴月光   吴叶锋   吴华朗   吴国兵   吴峻石   

吴璟璆   何   飞   汪   岳   汪新民   沈玉春   沈   龙   沈志萍

沈   洋   宋发清   宋   勇   张秀敏   张宏达   张   妍   张   莉   

张   健   张琴娟   张   鹏   张   静   陆凤宣   陆晓骏   陈亚萍   

陈志英   陈苏华   陈林勇   陈   贤   陈   诗   陈莉华   陈雪兵   

范文骏   范娟红   林凡举   郁   悦   罗文杰   金江波   金   明   

金钦英   金新宇   周少龙   周来成   周   玮   周   俊   周   洁   

周   骏   周   琳   郑   恺   郑   楷   赵婧含   胡盛峰   钟   韬   

段荣宗   施   马   施立群   姚   天   秦险峰   袁建民   贾国良   

夏明明   顾方吉   顾伟刚   顾   玮   顾莉烨   钱叶萍   钱   婷   

倪   中   徐子良   徐文忠   徐   冰   徐   青   殷志浩   凌长臣   

高   宏   郭易楠   唐   武   黄伊文   黄   栋   黄铁红   曹伟珍   

曹胜军   崔旭峰   阎志军   董   义   蒋卓俪   蒋恬逸   储   菁   

谢术平   谢志强   虞春红   蔡莺华   蒋德娟   熊彦哲   潘宇峰   

薛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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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中共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宝山要打造全市科创中心主

阵地。围绕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新定位，勇当“科技+产业”的开路先锋，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转型

升级和城市转型发展。2020年，宝山区立足把重大机遇化为发展动力，打造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

环上大科技园开园，临港城工科技绿洲一期建成并投入使用。对接上大、复旦等高校院所和宝武、临

港等央市属企业，广泛接洽科技服务专业机构，形成市场和政府“两手发力”推进态势。优化增设科

创载体，调整以复旦软件园、同济创园等大学科技园为核心的轨交3号线沿线科创载体，上海第二工

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完成国家大学科技园专家评审，城市工业园区获评科技部科技资源支撑特色载

体，宝山工业园区获批上海市“工业互联网标杆园区试点园区”。

智
慧
湾
科
创
园

1

2

4
5

宝山区打造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

全球最大3D打印混凝土步行桥（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集装箱创客部落（区摄影家协会提供） 

12月30日，宝山艺术名家工作室成立仪式暨智慧湾“海上大美术创研中心”

开幕展览举办（区文旅局提供）

大陆首家星巴克集装箱咖啡概念店（吴嫣妮摄影）

智慧湾夜景（区文旅局提供）

1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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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打造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

环
上
大
科
技
园

11月30日，环上大科技园开园，首批3个产业技术研究院、8家企业、8个重点转化项目入驻（区发改委提供）

环上大科技园1号基地临港城工科技绿洲（区发改委提供）

环上大科技园零号基地宝山科技园（区发改委提供）

环上大科技园2号基地国际研发总部基地（区发改委提供）

环上大科技园3号基地石墨烯功能型平台（区发改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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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上海宝济药业重组蛋白药物产业化项目

奠基仪式（罗店镇提供）

12月9日，“国盛产投·宝山药谷”（MEDIPARK）

奠基仪式 （罗店镇提供）

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研发孵化园（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未来规划效果图（罗店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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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郊
未
来
产
业
园

宝山区打造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

1

2 3

4

9月20日，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开园（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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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上海发那科智能工厂三期开工奠基仪式

（区发改委提供） 

12月23日，上海吴淞创新城宝武吴淞园重大项目

开工仪式（区发改委提供）  

12月23日，中国钢铁博物园数字技术体验中心奠

基仪式（区发改委提供） 

宝武高炉会博中心（区发改委提供） 

吴淞创新城不锈钢先行启动区科创产业园综合项目

效果图（区发改委提供） 

南大控规（修编）效果图（区发改委提供） 

2020年宝山区重大板块、项目建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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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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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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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年，宝山区开展“四史”

学习教育，成立区委“四史”学习

教育领导小组，开展中心组学习14

次，建立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811

家。组建区、街镇两级“四史”宣讲

团，开展“十百千”系列宣讲2050

场，覆盖54.2万人次。开设“四

史”学习专栏，推出100堂精品“空

中微党课”。制作“四史”口袋书，

打造“两馆一村一中心”4个“四

史”学习教育基地，升级7条党性教

育红色线路，5万余名党员群众接受

红色教育。

宝山区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4

8



5

6

10月14—22日，学“四史”、践初心、谱写“人民城市”新篇章——宝山区居村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

举行（区委组织部提供）

区委党校和区融媒体中心开发“红色对话·宝山 《以党之名》“四史”教育微党课（区委党校提供）

6月23日，“四史  学习教育宝山红色研学游线路启动（区文旅局提供）

9月17日，  四史 赋能  助力经济发展”——宝山区“两新”组织主题党日活动举行（区社会工作党委提供）

10月17日，2020上海市机关青年“四史”阅马挑战赛宝山分赛场开赛（区机关工委提供）

6月30日，区卫健委举办承继 四史 足迹 品读 战疫  故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诵读会（区卫健委提供）

1

2
3
4
5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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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响应国家部署，承担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自1994年以来，宝山区根据中央和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先后承担西藏、云南、新疆、青海、重庆等地区对口帮扶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宝山区重点对

口支援新疆叶城县、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及云南省曲靖市的1市4县等地区。2020年，宝山区对口支援地区

新疆叶城县、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及云南省曲靖市下辖的宣威市、会泽县、富源县、师宗县、罗平县全部脱

贫摘帽。

宝山区助力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

1

2

10



上海社会力量助力云南挂牌督战贫困村启动仪式（区府办提供）

10月10日，“畅想健康生活 爱心助力脱贫”——宝山区2020年对口地区特色商品金秋大展销暨旅游

文化推介会（区府办提供）

2020年春节后，云南省曲靖市务工人员到上海市务工（区府办提供）

产业合作——宝山区对口支援宣威市，打造板桥街道稻虾轮作种养示范基地（区府办提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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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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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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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宝山区乡村振兴特色鲜明。率先建立具有全市影响力的长江口美丽乡村示范片区，在全市率先布

局“一脉五花”美丽乡村片区。2020年重点打造“五村联动”和“蝴蝶兰”示范片区，整体效应初现，乡村治

理功能引领不断增强。宝山区获2020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先进县，入选“2019中国乡村振兴先锋十大榜

样”。罗泾镇“新罗泾”牌虾稻米摘取绿博会金奖六连冠，“‘泾’彩绝妙的发现之旅”“花果宝山，享受闲适时

光”2条路线入选2020年上海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线路，塘湾村、海星村获评全国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

罗店镇天平村获“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月铺镇月狮村入选首批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

宝山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罗店镇天平村农民集中居住区（区农业农村委提供）

顾村镇沈杨村花卉苗木基地（区农业农村委提供）

月浦镇聚源桥村（区农业农村委提供）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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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4

5

6

罗
泾
镇
塘
湾
机
械
化
插
秧
（
区
农
业
农
村
委
提
供
）

罗
泾
镇
花
红
村
耕
织
园
（
区
农
业
农
村
委
提
供
）

罗
泾
镇
新
陆
村
住
宅
（
区
农
业
农
村
委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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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

驰
援
武
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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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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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宝山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按照“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要求，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迅速抓好应急性超常规防控、主动服务全国抗疫大局、科学精准开展常态化防控、

全面强化公共卫生防护能力建设、大力书写抗疫精神“宝山篇章”。全区推进联防联控、群防群控、闭环管控，

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实施来沪人员信息登记全覆盖、医学观察全覆盖、管理服务全覆盖。1个月内实现本地新增

确诊病例清零、2个月内实现本地疑似病例清零。选派20名医疗骨干驰援武汉，完成救治任务。制定宝山惠企新

政“8条”，为企业减免租金。

4月14日，宝山区援鄂医疗队队员结束集中观察后与“战服”

合影（区总工会提供）

1月24日，宝山区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支援（区总工会提供）

1月25日，援鄂医疗队员在火车站与爱人告别（区卫健委提供）

疫情防控宣传海报（区总工会提供）

3月19日，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北三楼重症监护病房内，经历

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抢救，“小熊”走出病房，走向下一个病

人（区卫健委提供）

吴淞中心医院援鄂护士沐美玲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北三楼重

症病区护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区卫健委提供）

4月14日，宝山区援鄂医疗队历经援鄂68天、医学观察14天后

顺利归队，宝山区在区政府大楼举办欢迎仪式（区总工会提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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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师为入沪人员录入信息和体温测量，不遗漏一个人，不错放

一辆车（区卫健委提供）

仁和医院第一批支援海关医疗队的7名队员在浦东机场奋战26天，日均检验130架次航班（区卫健委提供）

心中有阳光哪里都是光明（李甜甜摄影）

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是全市首批取得新冠核酸检测的实验室之一，承担区内所有疑似病例

检测任务（区卫健委提供）

临江二村居民隔离观察期满后，对防疫工作者表示感谢（友谊路街道提供）

上海铃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抓紧生产防疫物资（区总工会提供）

 

疫
情
防
控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宝山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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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上海赛赫智能设备公司生产基地项目开工（区总工会提供）

宝山区复工企业工作人员按照规范为员工测量体温（区委办提供）

宝山区宝虹小学复学后，严格落实在校生每日温度检测（区教育局提供）

企业在标准复工复产方案指导下开展工作（区委办提供）
复
工
复
产
复
学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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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18

持续推进“美丽家园”建设，综合

性住宅修缮工程竣工41个项目313万平

方米；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完工100

台；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完工300个

小区约2600万平方米。

1 改善老旧小区

住宅修缮工程屋面改造前后对比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完工

住宅小区雨污混接管道敷设与立管改造

2
3
5

2

3

5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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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19

消除老旧小区及“三合一”场所消防隐患，完成20个老旧小区消防设施改造；完成

3000套“‘三合一’安全感知应用系统”安装应用；完成吴淞街道、友谊路街道、张庙

街道和高境镇1.2万户老旧公房燃气内管改造。

2 公共安全

“‘三合一’安全感知应用系统”应用安装完成

老旧小区消防设施改造验收

现场调研老旧公房燃气内管改造工程

1

2 3

1
2
3



2020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0

健   康3
65周岁老年人肺部肿瘤免费筛查

为退休和生活困难妇女免费安排妇科病、乳腺病筛查

为持证残疾人提供健康体检

提高早期肿瘤检出率，累计为4万名退休和生活困难妇

女免费安排妇科病、乳腺病筛查；累计完成2.19万名65周

岁老年人肺部肿瘤免费筛查；累计为5020名有体检需求的

持证残疾人提供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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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1

吴淞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友谊幸福里养老院

月浦恬逸养老院长者照护之家

长乐养老院认知症床位

张庙街道社区长者食堂

提升城市养老服务能级，完成新增503张养老床位；新增184张认知症床

位；新增5家长者照护之家；新增30个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场所和4家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

养   老4
1
2
3
4
5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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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2

就业服务

完善公共就业服务，累计帮助861名长期

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累计为14.7万名职工

送专项保障。

8月21日，友谊路街道举办宝山区应届高校毕业生

专场招聘会

为十万职工送专享基本保障计划

8月28日，宝山区第十届创业嘉年华启动

5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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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3

6 回应“最柔软群体”看护需求，新增托育点（托班）10个。

托育服务

新增托育点 

1

2 3

1 2 3



2020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4

民生保障

标准化菜场

智能社区微菜场

早餐工程点

平价菜专柜

布全布齐商业布点，公共资源配置到位，新（改）建

5家标准化菜市场；完成30个平价菜和30个平价猪肉专柜

建设；完成新建20个智能社区微菜场；完成5家早餐工程

点建设。7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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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5

8 文   化

提升百姓文化获得感，累计为全区419个居村综合文化活动室配送2098场

公共文化活动。

1 2

3

公共文化活动 1 2 3



2020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6

加快15分钟体育生活圈建设，完

成并开放新（改）建6条市民健身步

道、8片智慧化球场及30个市民益智健

身苑点。

祁连公园智慧化市民球场

新天地荻泾二居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高境二村市民健身步道体   育9 1
2
3

1

2

3



2020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27

10 不断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完成新建95个公交候车亭；完成新增1260

个公共停车泊位；同济路双城路路口排堵保畅工程竣工；逸仙路局部路段

排堵保畅工程竣工。

逸仙路局部路段排堵保畅工程竣工

永乐汇停车泊位

呼兰路共和新路站候车亭

同济路双城路路口排堵保畅工程竣工

交通出行

1 2

3 4

1
2
3
4

（区府办提供）



文化篇

文化·旅游 166

教育 176

体育 180

科技·信息化 182

社会篇

社会生活 19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193

社会管理 197

社会安全 200

卫生健康 204

生态篇

乡村振兴 218

城乡规划与建设 220

环境保护 235

绿化·市容管理 239

镇·街道

镇 242

街道 275

附录

人物·名录·光荣榜 286

主要文件目录 295

统计数据 298

调查资料 305

索引 309

01

27

31

111

165

189

217

241

285

宝山概览

特载 2

区情概要 16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21

大事记

大事记（2020年）28

政治篇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32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59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64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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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90

群众团体 96

法治 103

经济篇

农业 112

工业 114

商贸业 118

建筑业·房地产业 126

交通·港务·邮政 133

滨江带与邮轮经济 137

园区经济 138

开放型经济 140

经济管理 143

财政·税务·审计 154

金融服务 158







书书书

目　　录

宝山概览

特　载
区委工作报告　（２）

区政府工作报告　（８）

区情概要

自然环境　（１６）

地理位置　（１６）
地形地貌　（１６）

气象气候　（１６）

建置区划　（１７）

历史沿革　（１７）
行政区划　（１７）

户籍人口　（１７）

区域特点　（１７）

港口物流畅达　（１７）
多种产业并存　（１８）

交通体系完备　（１８）

生态环境优良　（１９）

历史文化深厚　（１９）

能源基地稳固　（２０）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地区生产总值　（２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财政收支　（２１）

综合经济　（２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及增

长速度　（２２）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

部分）总产值　（２２）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２＋４”工业园区单位土

地产出　（２２）

农业　（２２）

工业和建筑业　（２２）

批发、零售和旅游业　（２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３）

金融业　（２３）

对外经济　（２３）

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２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旅游设施　（２３）

２０２０年末宝山区银行存贷款余额　

（２３）

城市信息化　（２４）

教育和科学技术　（２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各类学校及在校学生　

（２４）

文化、卫生和体育　（２５）

人口和就业　（２５）

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２５）

环境保护　（２６）

城市安全和食品安全　（２６）

大事记

大事记（２０２０年）　２８

政治篇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综述　（３２）

概况　（３２）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　（３２）

建设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　（３２）

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３２）

抓好市委巡视整改工作　（３３）

推动社会经济新发展　（３３）

提升城市功能与品质　（３３）

加强社会民生服务　（３４）

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３４）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３５）

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３５）

区委全会　（３６）

七届区委十次全会　（３６）

七届区委十一次全会　（３６）

重大决策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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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

关于加强和改进区级机关党的建设的实

施意见　（３６）

宝山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　（３６）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共建人

民城市、共创美好生活的实施意见　

（３６）

宝山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行动方案　

（３６）

宝山区关于进一步统筹投资促进工作

推进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的实施办法

　（３６）

关于提高我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实施

意见　（３６）

关于推进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

实施意见　（３６）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于制定上海

市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　（３７）

关于大力推进上海科技创新中心主阵地

建设的实施意见　（３７）

重要会议　（３７）

街镇、园区、委办局党委（党组、党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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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　（３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

会　（３７）

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３７）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３７）

医务工作者代表座谈会　（３８）

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　（３８）

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全体

会议　（３８）

邮轮企业运营座谈会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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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

研究“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工作专题会

议　（３８）

“十四五”规划专题会议　（３８）

统战工作会议　（３９）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３９）

政法暨信访工作会议　（３９）

组织工作会议　（３９）

党管武装工作会议　（３９）

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议　（３９）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推进领

导小组（扩大）会议　（３９）

区级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３９）

精神文明建设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推进大会　

（３９）

“四史”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　（３９）

巡视整改工作　（３９）

传达全国“两会”精神学习会　（４０）

吴淞创新城转型发展工作专题研究会议

　（４０）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９周年座谈会　

（４０）

海南省领导干部“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港”专题培训班　（４０）

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现场推进会　（４０）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暨庆祝建军

９３周年军政座谈会　（４０）

全区领导干部会议　（４０）

区委财经工作委员会会议　（４０）

吴淞创新城先行启动区重大产业项目

“百日攻坚”动员大会　（４０）

复旦大学与宝山区座谈会　（４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居村党组织书记示范培

训班———全区居村干部“四史”学习

教育专题党课　（４０）

环上大科技创新圈建设领导小组会议　

（４０）

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工作会议　（４０）

党政负责干部会议　（４０）

“才聚宝山 智荟滨江”———宝山区新一

轮创新创业优秀人才命名表彰大会　

（４１）

人大工作会议　（４１）

宝山—曲靖扶贫协作高层联席会　（４１）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推进会　

（４１）

区三大市级特色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推进

会　（４１）

宝武集团和宝山区工作对接会　（４１）

双拥模范命名暨最美退役军人表彰会　

（４１）

２０２０年长江警示片涉及问题整改工作

部署会　（４１）

“时代荣光”———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劳模先

进表彰大会　（４１）

区委学习讨论会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

３０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专

题研讨班　（４１）

重要活动　（４１）

中央部委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４１）

市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４１）

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４２）

慰问及表彰援鄂医疗队　（４３）

中国宝武钢铁会博中心开工暨“钢铁荣

耀 铸梦百年”活动标识首发仪式

　（４３）

“五五购物节、宝山欢迎您”系列活动　

（４４）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智能制造生态”主

题论坛暨创新奇智长三角总部启动仪

式　（４４）

吴淞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吴淞医院）揭牌仪式　（４４）

“环上大科技园”揭牌仪式　（４４）

吴淞创新城首发项目开工仪式　（４４）

宝山区重大工程暨杨行体育中心开工仪

式　（４４）

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平台启动运行仪式　

（４４）

行政争议调处中心揭牌签约仪式　（４４）

仁济医院宝山分院血液净化中心、胸痛

中心、卒中中心筹建揭幕仪式　（４４）

宝山—维西扶贫协作高层联席会议　（４４）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７５周年活动　（４４）

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球俱乐部合作签约

仪式　（４４）

烈士纪念日宝山区各界人士向人民英雄

敬献花篮仪式　（４４）

２０２０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　（４４）

吴淞江工程（上海段）新川沙河段开工

仪式　（４４）

上海宝济药业重组蛋白药物产业化项目

奠基仪式　（４４）

２０２０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式

　（４４）

２０２０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大会暨

第六届生物药物创新及研发国际研讨

会开幕式　（４４）

环上大科技园开园仪式　（４４）

“为您而建 因我而聚”———宝山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新址启用仪式暨

“１２·５”国际志愿者日活动　（４５）

中国宝武“钢铁荣耀 筑梦百年———重走

钢铁长征路”上海片区活动　（４５）

快仓全球机器人产业基地项目开工奠基

仪式　（４５）

上海吴淞创新城宝武吴淞（科创）园重

大项目开工仪式　（４５）

“一号创新带”交运智慧湾科创园开园

仪式　（４５）

组织工作　（４５）

概况　（４５）

“四史”学习教育　（４５）

在疫情防控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履行

组织部门职责　（４５）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４５）

年轻干部培养　（４５）

干部教育培训　（４５）

干部监督管理　（４５）

基层党组织工作　（４６）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　（４６）

各领域党建重点任务　（４６）

人才队伍建设　（４６）

机构编制规范管理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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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队伍建设　（４６）

区社会工作党委　（４６）

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４６）
提升“园区通”“商圈通”平台服务效能

　（４７）
推进“两个覆盖”工作　（４７）

做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４７）
深化“红帆港”党群一体化阵地　（４７）

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　（４７）
宣传思想　（４７）

概况　（４７）
“沪网行动”网络安全演练　（４８）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７５周年系列活动　（４８）

环上大科技园项目对外宣传推介　
（４８）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新址启用　（４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４９）
统一战线　（４９）

概况　（４９）
疫情防控工作　（５０）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建设　（５０）

“海上新力量·宝山宝”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工作品牌建设　（５０）

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工作　（５０）
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　（５０）

举办“薪火相传传铭历史　砥砺奋进谱

新篇”主题征文活动　（５０）
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　（５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班　（５０）
强化政治共识教育　（５１）

创新优化教学方式　（５１）
加强课程和教材建设　（５１）

开展统战信息宣传调研　（５１）
人民武装　（５１）

概况　（５１）
党管武装　（５１）
学习教育　（５２）

民兵整组　（５２）

征兵工作　（５２）
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５２）

拥军优属　（５２）
驻军　（５２）

概况　（５２）
拥政爱民　（５２）
机关党建　（５３）

概况　（５３）

疫情防控工作　（５３）

“双在双争”活动　（５３）

机关党组织建设　（５３）
老干部工作　（５３）

概况　（５３）

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５３）

落实政治待遇　（５３）

开展“学先进典型、讲身边故事、助申城

发展”主题活动　（５４）

做好离休干部生活服务和政策落实　（５４）
区委党校　（５４）

概况　（５４）
助力“四史”学习教育　（５５）

突出干教培训品牌　（５５）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委党校学习班　（５５）
档案工作　（５６）

概况　（５６）

推进疫情防控档案工作　（５６）

接受区档案馆业务建设评价　（５６）

推进宝山区档案馆新馆项目建设　（５６）

强化依法治档工作　（５６）

深化民生档案利用服务　（５６）

推进档案接收进馆工作　（５６）

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　（５６）

严格档案安全保护和管理　（５６）

做好档案征集工作　（５６）

开展“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５６）

党史工作　（５６）

概况　（５６）
总结展示宝山对口援助成果　（５６）

梳理宝山地区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

　（５７）

合力推进“四史”学习教育　（５７）

推进党史编研基础工作　（５７）

保密工作　（５７）

概况　（５７）
区委常规巡察（保密工作责任制）　（５８）

规范工作秘密管理　（５８）

保密自查自评工作　（５８）

信息系统和信息设备保密管理　（５８）

涉密人员管理　（５８）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综述　（５９）

概况　（５９）
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５９）

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

　（５９）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５９）

区八届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　（５９）

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　（５９）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５９）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６０）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６０）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扩大）

会议　（６０）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６０）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６０）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６０）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６０）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　

（６０）

重要会议　（６０）

区委召开人大工作会议　（６０）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６０）

“十四五”规划编制调研代表论坛　（６０）

重大事项决定　（６０）

听取和讨论区政府关于“十四五”规划

编制工作情况及规划纲要重点内容的

报告　（６０）

听取区政府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情况报告　（６１）

关于预决算的审议和决定　（６１）

监督工作　（６１）

“十四五”规划专题调研　（６１）

专题视察　（６１）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

　（６１）

促进就业情况调研　（６１）

商业发展情况调研　（６１）

科技工作调研　（６１）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司法保障调研　

（６１）

南大智慧城专题调研　（６１）

生态环境专题调研　（６１）

吴淞创新城建设工作调研　（６２）

区法院刑事审判工作调研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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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调研　

（６２）

职业教育发展情况调研　（６２）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调研　（６２）

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完成情况调研

　（６２）

２０２１年预算编制情况调研　（６２）
重要活动　（６２）

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到宝山调研　（６２）
市人大到宝山调研　（６２）

到太仓市开展学习调研　（６２）

与兄弟区学习交流　（６２）

《想说就说———人大直通车》第六期开

播　（６２）
代表工作　（６２）

市十五届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６２）

代表建议办理　（６３）

代表联系社区　（６３）

人大代表“家站点”平台建设　（６３）

２０２０年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　（６３）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综述　（６４）

概况　（６４）

疫情防控工作　（６４）

稳住经济增长态势　（６４）

打造科创中心主阵地　（６５）

提升城市品质　（６５）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上市挂牌企业　（６５）

提升群众获得感　（６６）

持续深化城市治理　（６６）
重要政事和决策　（６６）

概况　（６６）
推进完成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　

（６６）

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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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

　（６７）

深化“一网通办”改革及审改工作要点

　（６７）

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推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　（６７）

推进健康宝山行动的实施意见　（６７）

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

设的实施方案　（６７）

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　（６７）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年）　（６７）

开展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６８）

政府实事项目　（６８）

概况　（６８）

改善老旧小区　（６８）

公共安全　（６８）

健康养老　（６８）

就业、托育服务　（６８）

民生保障　（６８）

文化体育　（６８）

交通出行　（６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６８）

政务服务　（７０）

概况　（７０）

承接“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７０）

深化综合窗口服务模式　（７０）

推出智能化助办服务模式　（７０）

拓展网上服务平台功能　（７１）

打造宝山区企业专属网页　（７１）

创新全程代办服务模式　（７１）

优化导办帮办服务　（７１）

完善政务服务评价反馈机制　（７１）

探索长三角“一网通办”改革　（７１）

信访　（７１）

概况　（７１）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　（７１）

推进“家门口”信访服务体系建设

　（７１）

协调化解突出矛盾　（７１）

挂牌成立上海市宝山区人民建议征集办

公室　（７２）

信访宣传和理论研究　（７２）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信访工作　（７２）

外事工作　（７２）

概况　（７２）

做好防疫涉外工作　（７２）

对外交流工作　（７２）

落实市委巡视整改事项　（７２）

民族与宗教　（７２）

概况　（７２）

民族宗教法制宣传　（７２）

民族工作　（７２）

宗教事务管理　（７３）

民族宗教团体建设　（７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清真食品供应网点　

（７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　（７４）

侨务　（７４）

概况　（７４）

会见区港籍政协委员　（７４）

接待肯尼亚上海商会　（７４）

走访侨领眷属　（７４）

开展“侨法宣传月”活动　（７４）

召开年度大调研工作部署会议　（７５）

举办“幸福宝山，健康相伴”义诊活动　

（７５）

接待第一期澳中国际青少年研学团考察

宝山活动　（７５）

台湾事务　（７５）

概述　（７５）

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７５）

与崇明区台联会召开交流座谈会　

（７５）

与台北南港区开展线上交流　（７５）

与芜湖市台联会签订友好共建协议　

（７５）

市台协宝山工委会走访友谊路街道　

（７５）

机关事务管理　（７５）

概况　（７５）

公务用车管理　（７５）

办公用房管理　（７５）

公共机构节能管理　（７６）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７６）

后勤管理服务保障　（７６）

举办第八届节能公益论坛　（７６）

对口支援　（７６）

概况　（７６）

区主要领导率队赴云南开展扶贫协作　

（７６）

区主要领导率队赴新疆叶城县开展对口

支援　（７６）

人才对口支援　（７７）

产业扶贫　（７７）

举办对口帮扶地区商品展销会　（７７）

开展消费扶贫　（７７）

开展携手奔小康帮扶行动　（７７）

开展就业援滇　（７７）

推进对口交流交往　（７７）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对口支援 ７个县村村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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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帮扶情况　（７８）

合作交流　（８０）

概况　（８０）
迪庆州扶贫办代表团到访宝山　（８０）

天津市河东区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８０）

天津市河东区考察团到访宝山　（８０）

云南省维西县文化旅游推介会　（８０）

云南省维西县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８０）

山东省青岛市考察团到访宝山　（８０）

云南省曲靖市团队到宝山参加对口地区

农特产品展销会　（８０）

友好地区到宝山参加对口地区农特产品

展销会　（８０）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党政代表团到访宝

山　（８０）

云南省曲靖市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８０）

云南省曲靖市考察团到访宝山　（８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友好结对地区　（８１）
地方史志　（８１）

概况　（８１）
协助国家方志馆江南分馆资料征集　

（８１）

《宝山年鉴（２０２０）》出版发行　（８１）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综述　（８２）

概况　（８２）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８２）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８２）

坚持履职为民理念　（８２）
主要会议　（８２）

区政协八届四次会议　（８２）
区政协八届常委会会议　（８２）

重要活动　（８３）

区委领导调研政协工作　（８３）
市政协到宝山调研　（８３）

市政协地区政协联络指导组到宝山考察

调研并召开各区政协秘书长例会　

（８３）

开展“关于促进宝山氢能源产业发展的

对策研究”重点课题调研　（８３）

开展２０２０年度年中视察　（８３）

开展界别协商　（８３）

举办“助力宝山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协

论坛　（８３）

开展２０２０年度年末视察　（８４）

开展专项民主监督　（８４）
提案办理　（８４）

概况　（８４）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推动重点地区功能

提升　（８４）

改善民生　（８４）

推动社会治理　（８４）

促进生态发展和提升文化软实力　

（８４）

专委会工作　（８４）

提案委员会　（８４）
经济委员会　（８４）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８４）

教科卫体委员会　（８４）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８５）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８５）

企业发展委员会　（８５）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８５）

民族宗教和港澳台侨委员会　（８５）

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８５）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大会

发言题目　（８５）

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政协论坛论文题目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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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

综述　（８７）
监督执纪执法　（８７）

政治监督　（８７）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监督　（８７）

日常监督　（８７）

执纪执法　（８７）

四责协同　（８７）

机制建设　（８８）

廉政警示教育　（８８）
巡察工作　（８８）

巡视巡察一体化　（８８）
突出巡察重点　（８８）

巡察整改落实　（８８）

作风建设　（８９）

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８９）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８９）

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　（８９）

重要会议　（８９）

七届区纪委五次全会　（８９）

全区警示教育大会　（８９）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民主党派　（９０）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委

员会　（９０）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９１）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９１）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９２）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９２）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会

　（９３）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９４）

工商联　（９５）

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９５）

群众团体

工会　（９６）

概况　（９６）

疫情防控中的工会保障　（９６）

非公企业工会改革　（９６）

推进工会经费管理改革　（９６）

打造职工文化品牌　（９７）

推动工会实事落地　（９７）

保障帮扶扩大受益面　（９７）

健全联动维权机制　（９７）

宝山区总工会七届七次全委（扩大）会

议召开　（９７）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莫

负春到宝山调研　（９７）

获评“上海工会维护职工权益十佳案

例”　（９７）

参与“安康杯”活动　（９７）

获市２０１９年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多项

奖项　（９７）

２０２０年千名职工应急救护志愿者培训

计划启动　（９７）

举办护航就业行动应届高校毕业生公益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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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会　（９８）

举行“宝山工匠”颁奖仪式　（９８）

家政护工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　（９８）

上海市职工科技节开幕　（９８）

“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步走

　（９８）

劳模先进表彰大会举行　（９８）

共青团　（９８）

概况　（９８）

宝山青少年“光盘行动”快闪接力活动

　（９８）

宝山青年志愿者接力开展“希望网校”１

周年　（９９）

疫情防控志愿活动　（９９）

结对帮扶活动　（９９）

妇联　（９９）

概况　（９９）

动员妇女投身疫情防控　（９９）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１００）

帮困和助学　（１００）

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１００）

红十字会　（１００）

概况　（１００）

防控新冠肺炎　（１００）

救助关爱和备灾救灾活动　（１００）

救护培训　（１００）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１００）

志愿捐献　（１０１）

红十字会宣传　（１０１）

其他团体　（１０１）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员

会　（１０１）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１０１）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１０１）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１０２）

上海市宝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１０２）

宝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１０２）

法　治
警务　（１０３）

概况　（１０３）

刑事案件侦破　（１０３）

社会治安管理　（１０３）

公安行政管理　（１０３）

交通安全管理　（１０３）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１０４）

完成第三届进博会安保　（１０４）

疫情防控　（１０４）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　（１０４）

提升户政业务管理服务水平　（１０４）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公安局区公安分局及部

分所属机构　（１０４）

全警练兵实战实训　（１０５）

侦破部目标“２０１９—４９３”网上贩买新型

毒品案　（１０５）

侦破“优企宝”公司虚开发票案　（１０５）

查处扰乱公共秩序案　（１０５）

协破部督命案　（１０５）

侦破部目标“２０２０—２０２”毒品专案　（１０５）

检察　（１０５）

概况　（１０５）

办理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案件　（１０５）

服务保障一流营商环境　（１０６）

司法为民　（１０６）

法律监督　（１０６）

公益诉讼　（１０６）

法院　（１０６）

概况　（１０６）

刑事审判　（１０７）

民事审判　（１０７）

强化民生司法保障　（１０７）

案件执行　（１０８）

司法服务保障　（１０８）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１０８）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１０８）

推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　（１０８）

有序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

点　（１０８）

深化“智慧法院”建设　（１０８）

推进非诉争议调解　（１０８）

打造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　（１０９）

司法行政和政府法治　（１０９）

概况　（１０９）

法治政府创建　（１０９）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１０９）

友谊路街道物业纠纷调解项目启动　

（１０９）

宝山公证处为动迁居民公证　（１１０）

区行政诉讼座谈会暨２０１９年度行政审

判白皮书发送仪式举办　（１１０）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　（１１０）

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成立　（１１０）

区域化党建联席会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

成立　（１１０）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１１０）

市委依法治市办第六督察组到宝山区实

地督察　（１１０）

“谁执法谁普法”履职评议会召开　（１１０）

宝山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成立　

（１１０）

上海市“宪法进农村”主题日活动在塘

湾村举办　（１１０）

经济篇

农　业
种植业　（１１２）

概况　（１１２）

种质资源普查和收集　（１１２）

病虫预测预报和植物检疫　（１１２）

种植业执法管理　（１１２）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１１２）

动物疫病防控　（１１２）

概况　（１１２）

动物免疫　（１１２）

畜牧执法管理　（１１２）

渔业　（１１３）

概况　（１１３）

水产绿色养殖　（１１３）

渔业执法管理　（１１３）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１１３）

农产品绿色认证　（１１３）

数字农业发展　（１１３）

新型农民培训　（１１３）

构建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和村镇　（１１３）

工　业
概述　（１１４）

概况　（１１４）

推进重大项目　（１１４）

推动重点园区重点产业　（１１４）

加强招商引资　（１１４）

打造产业发展新模式　（１１４）

钢铁业　（１１４）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４）

６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宝武

设计院）　（１１５）

２０２０年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含托管单

位）　（１１６）

上海宝地不动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宝

钢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７）

智能制造　（１１７）

概况　（１１７）

商贸业

商业　（１１８）

概况　（１１８）

打响“上海购物”品牌　（１１８）

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　（１１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重点商业项目　（１１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改（扩）建５家标准化菜

市场　（１１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早餐门店　（１１８）

培育发展互联网平台经济　（１１９）

总部经济提升　（１１９）

服务业　（１１９）

商务载体产出效益提升　（１１９）

发挥政策引导效应　（１１９）

电子商务交易额稳步增长　（１１９）

粮食管理　（１１９）

落实粮食安全区长责任制　（１１９）

完成地方粮食收购、储备和轮换工作　

（１１９）

推进“粮安”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１１９）

加强粮食长三角产销对接　（１１９）

烟草专卖　（１１９）

概况　（１１９）

推进卷烟营销一体化　（１１９）

提升专卖零售许可政务效能　（１１９）

市场　（１１９）

概况　（１１９）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商品交易市场　（１２０）

供销合作　（１２５）

概况　（１２５）

合力抗疫保供　（１２５）

供销综合改革　（１２５）

产业提质增量　（１２５）

电子商务　（１２５）

概况　（１２５）

电子商务头部企业　（１２５）

电子商务特色企业　（１２５）

推进平台企业发展　（１２５）

建筑业·房地产业

建筑业　（１２６）

概况　（１２６）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６）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１２６）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２７）

土地储备与供应　（１２７）

概况　（１２７）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出让地块　（１２７）

住宅建设管理　（１２９）

概况　（１２９）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１２９）

住宅全装修管理　（１２９）

装配式住宅落地情况　（１２９）

房产管理　（１２９）

概况　（１２９）

征收（拆迁）管理　（１２９）

房产测绘　（１２９）

房地产档案管理　（１２９）

行政许可　（１２９）

住房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售）　（１２９）

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１２９）

私房落政工作　（１２９）

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企业备案、年检情

况　（１２９）

住房保障　（１３０）

概况　（１３０）

廉租房管理　（１３０）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管理　（１３０）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１３０）

保障性住房配套建设管理　（１３０）

区属动迁安置用房供应管理　（１３０）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１３０）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１３０）

市属经适房基地　（１３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　（１３０）

老镇旧区改造　（１３０）

概况　（１３０）

住宅修缮　（１３０）

成套改造　（１３１）

旧里改造　（１３１）

城中村改造　（１３１）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１３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房地产开发企业　（１３１）

物业管理　（１３１）

概况　（１３１）

房屋应急维修　（１３１）

“群租”整治　（１３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发放

　（１３１）

交通·港务·邮政

交通运输管理　（１３３）

概况　（１３３）

道路运输管理　（１３３）

汽车维修管理　（１３３）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１３３）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１３３）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　（１３３）

交通行政执法　（１３３）

概况　（１３３）

整治非法客运　（１３３）

加强行业监管　（１３４）

疫情防控及保障安全工作　（１３４）

水陆客运　（１３４）

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１３４）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１３４）

港务　（１３５）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１３５）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１３５）

邮政　（１３５）

概况　（１３５）

打响抗疫通信保卫战　（１３５）

发行“庚子年”主题封　（１３５）

举办主题邮票展活动　（１３５）

美平路邮政所开业　（１３５）

开拓国际“逆向海淘”业务　（１３５）

２０２０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

宝山区分公司各支局、所　（１３６）

滨江带与邮轮经济

滨江带建设与邮轮产业发展　（１３７）

概况　（１３７）

提升邮轮滨江发展能级　（１３７）

完善邮轮综合防疫体系　（１３７）

完善邮轮港配套设施　（１３７）

推动滨江商业商务载体建设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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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开放吴淞滨江示范段　（１３７）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７）

园区经济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３８）

概况　（１３８）

聚焦科技创新　（１３８）

紧盯产业发展　（１３８）

优化营商环境　（１３８）

开展各类整治　（１３８）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３８）

概况　（１３８）

聚焦科技创新　（１３８）

产业园区建设　（１３８）

紧盯产业发展　（１３８）

优化营商环境　（１３９）

开展各类整治　（１３９）

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１３９）

概况　（１３９）

优化营商环境　（１３９）

聚焦招大引强　（１３９）

抗疫防疫工作　（１３９）

开展企业沙龙常态化活动　（１３９）

推进纪律建设工程　（１３９）

开放型经济

吸收外资　（１４０）

概况　（１４０）

新增２家外资研发中心　（１４０）

外资项目参加市政府项目签约　（１４０）

加强对外投资宣传推介　（１４０）

对外经贸　（１４０）

第三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金额、参展企业

数量超预期　（１４０）

举办第三届进博会宝山投资交易签约仪

式　（１４０）

参加２０２０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１４１）

对外贸易　（１４１）

概况　（１４１）

重点企业影响全区出口数据　（１４１）

重点企业影响全区进口数据　（１４１）

民营企业出口增长　（１４１）

防疫物资出口增长　（１４１）

产品结构、贸易方式持续优化　（１４１）

２０２０年１—８月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　

（１４１）

２０２０年 １—８月宝山区主要出口国家

（地区）　（１４１）

２０２０年 １—８月宝山区主要进口国家

（地区）　（１４１）

４家企业入围商务部防疫物资出口“白

名单”　（１４２）

推进外贸新业态发展　（１４２）

推进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发展　（１４２）

拓宽对外投资领域　（１４２）

民营经济　（１４２）

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　（１４２）

加强民营企业政策扶持　（１４２）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１４２）

降低民营企业经营成本　（１４２）

帮助民营企业集聚人才　（１４２）

经济管理

统计　（１４３）

概况　（１４３）

开展宝山区第七次人口普查　（１４３）

监测经济社会运行　（１４３）

拓展统计服务领域　（１４３）

制定“十四五”规划指标体系　（１４３）

推进ＧＤＰ核实改革　（１４３）

开发经普资料新价值　（１４３）

做好“应统尽统”　（１４３）

加大统计执法监督力度　（１４３）

综合经济管理　（１４３）

概况　（１４３）

启动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　（１４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发展

情况　（１４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市级特色产业园概况　

（１４４）

推进南大、吴淞地区转型　（１４４）

集聚高端产业　（１４４）

优化营商环境　（１４４）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１４５）

推进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　

（１４５）

加强扩投资促消费工作　（１４５）

国有资产管理　（１４５）

概况　（１４５）

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１４５）

国资监管体系建设　（１４５）

区域重点项目推进落实　（１４５）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１４５）

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　（１４５）

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５）

市场监督管理　（１４６）

概况　（１４６）

严守疫情期间市场监管“主阵地”　

（１４６）

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　（１４６）

升级市场准入服务　（１４７）

推动质量水平提升　（１４７）

推动企业合规经营　（１４７）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１４７）

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１４７）

强化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１４７）

强化药械化安全监管　（１４７）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１４７）

推进重点领域执法　（１４７）

公平公正执法　（１４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１４７）

知识产权管理　（１４７）

概况　（１４７）

构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体系　（１４７）

加强重点商标认定和保护　（１４７）

加强知识产权社会治理　（１４８）

构建知识产权指导服务体系　（１４８）

打击侵权假冒行为　（１４８）

口岸管理　（１４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关　（１４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　（１４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１４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浦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１４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１４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１５０）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所　

（１５０）

电力、燃气与自来水　（１５１）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１５１）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１５１）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１５１）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１５１）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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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吴淞水厂　（１５２）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月浦水厂　（１５２）

２０２０年吴淞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１５２）

２０２０年月浦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１５２）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泰和水厂　（１５３）

２０２０年泰和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１５３）

财政·税务·审计

财政　（１５４）

概况　（１５４）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１５４）

教育支出　（１５４）

科学技术支出　（１５４）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１５４）

卫生健康支出　（１５４）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１５４）

公共安全支出　（１５４）

节能环保支出　（１５４）

城乡社区支出　（１５４）

农林水支出　（１５４）

住房保障支出　（１５５）

交通运输支出　（１５５）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１５５）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１５５）

区本级对镇转移支付执行　（１５５）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１５５）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１５５）

政府债务余额　（１５５）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１５５）

推进支付电子化改革　（１５５）

推进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执行　（１５５）

保障疫情防控资金供给　（１５５）

推进乡村振兴　（１５５）

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１５５）

落实各项财政扶持政策　（１５５）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１５５）

税务　（１５６）

概况　（１５６）

税收收入　（１５６）

税收特点　（１５６）

税收法治　（１５６）

税种管理　（１５６）

纳税服务　（１５７）

税收征管　（１５７）

大企业税收管理　（１５７）

国际税收管理　（１５７）

风险管理　（１５７）

审计　（１５７）

概况　（１５７）

政策跟踪审计　（１５７）

财政审计　（１５７）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５７）

自然资源审计　（１５７）

推进审计闭环管理　（１５７）

防疫工作　（１５７）

金融服务

综述　（１５８）

概况　（１５８）

推进金融抗疫　（１５８）

推进上市服务体系建设　（１５８）

优化投资类企业结构　（１５８）

深化银政合作　（１５８）

优化金融营商环境　（１５８）

缓解金融风险　（１５８）

上市企业　（１５９）

概况　（１５９）

福然德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９）

上海兆坤实业有限公司　（１５９）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新增上市企业　（１５９）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在“新三板”及上股交新

增挂牌中小企业　（１５９）

银行　（１５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

　（１５９）

２０２０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宝山支行网点　（１５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

支行　（１６０）

２０２０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１６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

行　（１６０）

２０２０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宝山支行营业网点　（１６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宝

山支行　（１６１）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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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１６１）

２０２０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支行网点　（１６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１６２）

２０２０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

点　（１６２）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１６２）

２０２０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

区支行网点　（１６２）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

行　（１６２）

２０２０年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宝山支行网点　（１６２）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　（１６２）

２０２０年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６３）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区支行　（１６３）

２０２０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宝山区支行营业网点　（１６３）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１６４）

２０２０年上海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６４）

保险　（１６４）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

支公司　（１６４）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宝山支公司　（１６４）

证券　（１６４）

概况　（１６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

及营业网点　（１６４）

文化篇

文化·旅游

文化艺术　（１６６）

概况　（１６６）

推进文创企业复工复产　（１６６）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　（１６６）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图书馆　（１６６）

９

目　录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不可移动文物　（１６７）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１６９）

红色文化　（１７０）

反映上海１４年抗战历史的纪念馆落成

　（１７０）

开展系列抗战纪念活动　（１７０）

文化品牌　（１７０）

制定品牌新规划　（１７０）

举办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系列活动　

（１７０）

推进吴淞文脉建设　（１７０）

文化活动　（１７０）

打造宝山特色公共文化活动　（１７０）

宝山区作家协会成立　（１７０）

上海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举办　（１７０）

樱花季线上专项文旅活动启动　（１７１）

“非遗购物节”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活动举行　（１７１）

第五批名家工作室成立　（１７１）

“小华雯沪剧团”加强戏曲传承发展　

（１７１）

“宝山星舞台”举行　（１７１）

旅游事业　（１７１）

概况　（１７１）

培育上海旅游节宝山系列精品活动

　（１７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旅游企业经营情况　

（１７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新增旅行社　（１７２）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星级旅游饭店　（１７２）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社会旅馆优质服务达标

单位（宝山区）　（１７２）

打造宝山精品旅游主题产品　（１７２）

聚焦重点地区项目资源开发　（１７２）

旅游相关企业等级评定与复核　（１７２）

优化旅游公共服务　（１７２）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服务达标

单位（宝山区）　（１７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国家 Ａ级旅游景区　

（１７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旅行社　（１７３）

教　育
基础教育　（１７６）

概况　（１７６）

区学习促进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　（１７６）

国际标准车模赛道动工兴建　（１７６）

国际青少年博览会云开幕　（１７６）

华东师大二附中宝山校区开办　（１７６）

庆祝第三十六个教师节活动　（１７６）

教育事务服务中心成立　（１７６）

特色普通高中创建展示活动　（１７６）

长三角联合教育集团成立　（１７７）

黄俊凯获评“新时代好少年”　（１７７）

与上海师范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１７７）

世外宝山教育集团成立　（１７７）

市民终身学习人文修身宝山线路启动　

（１７７）

方红梅获评全国劳动模范　（１７７）

宝山中学举行百年校庆　（１７７）

吴淞中学法语特色班签约　（１７７）

教育系统首届硕博联盟成立大会召开　

（１７７）

高等教育　（１７７）

上海大学　（１７７）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１７７）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１７８）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１７８）

职业技术教育　（１７８）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１７８）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１７９）

成人教育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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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９）

特殊教育　（１７９）

上海市宝山区培智学校　（１７９）

体　育
竞技体育　（１８０）

概况　（１８０）

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球俱乐部合作签约

　（１８０）

上海宝山大华女篮获 ＷＣＢＡ首届三人

联赛冠军　（１８０）

群众体育（全民健身）　（１８０）

上海市民运动会宝山赛区系列赛事开赛

　（１８０）

运动魔盒挑战赛开赛　（１８１）

全民健身赛事品牌发布　（１８１）

青少年体育　（１８１）

上海市青少年篮球锦标赛暨青少年体育

精英系列赛篮球比赛开赛　（１８１）

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上海市选拔

赛举行　（１８１）

ＭＡＧＩＣ３上海市青少年三对三超级篮球

赛宝山分区赛举行　（１８１）

上海市青少年手球锦标赛举行　（１８１）

宝山区青少年高尔夫球运动员选拔赛举

行　（１８１）

中国青少年高尔夫球大师赛开幕　（１８１）

体育产业·设施建设　（１８１）

体育产业　（１８１）

设施建设　（１８１）

防疫公益活动　（１８１）

宝山区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　（１８１）

科技·信息化

科技　（１８２）

概况　（１８２）

打造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　（１８２）

创新奇智长三角总部落成　（１８２）

环上大科技园开园　（１８３）

吴淞氢能产业园开园　（１８３）

上海移动式核酸检测方舱实验室落户浦

东机场　（１８３）

宝山科技节启动　（１８３）

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开园　（１８３）

保集ｅ智谷（二期）项目开工　（１８３）

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开幕　（１８３）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大会举行　（１８３）

上海发那科智能工厂三期开工　（１８３）

大学生创新大赛落幕　（１８３）

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举行　（１８３）

气象　（１８３）

概况　（１８３）

完成超大城市垂直综合气象观测技术研

究及试验　（１８４）

人工智能云状识别网站和小程序上线　

（１８４）

重点隐患区域气象防灾减灾　（１８４）

上海超大城市综合气象观测试验区揭牌

　（１８４）

梅雨降水量创有历史记录以来新高　

（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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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　（１８４）

概况　（１８４）

建成“一网统管”平台　（１８４）

建设“一网统管”移动端　（１８４）

深化“一网通办”　（１８４）

区电子政务“城运云”平台建设　（１８４）

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信息管理平台通

过验收　（１８５）

试点推进“社区云”　（１８５）

推进智慧健康　（１８５）

推进智慧教育　（１８５）

推进智慧文旅　（１８５）

“社区通”治慧中心通过验收　（１８５）

全区公交电子站牌全覆盖　（１８５）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１８５）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入选人工智能应用场

景需求　（１８５）

“５Ｇ＋互联网智慧园区”活动举行　（１８５）
融媒体中心　（１８６）

概况　（１８６）
做好疫情防控宣传　（１８６）

做好区内重大报道　（１８６）

开创媒体融合新气象　（１８６）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宝山区融媒体中心获奖

作品　（１８６）
宝山东方有线　（１８７）

概况　（１８７）
雪亮工程建设　（１８７）

“两张网”建设　（１８７）

２０２０年宝山东方有线营业网点　（１８７）

文旅信息化建设　（１８８）

５Ｇ网络建设　（１８８）

电信　（１８８）

概况　（１８８）
南大“智慧城市”规划建设　（１８８）

５Ｇ智慧产业园建设　（１８８）

智能安防工程建设　（１８８）

支撑区域重要通信保障　（１８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电信局营业网点　（１８８）

社会篇

社会生活

青少年事业　（１９０）

概况　（１９０）

宝山区青少年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１周年主

题活动暨升旗仪式　（１９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

儿童节主题云集会举行　（１９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维西青少年“手拉手”活

动举行　（１９０）

持续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　（１９０）

老龄事业　（１９０）

概况　（１９０）

长护险试点　（１９１）

医养结合　（１９１）

老年人生活服务　（１９１）

开展敬老月系列活动　（１９１）

打造敬老品牌　（１９１）

推进养老服务　（１９１）

开展独居老人暖心关爱活动　（１９１）

残疾人事业　（１９１）

概况　（１９１）

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　（１９１）

开展康复服务　（１９２）

举行宝山区融合城市定向赛　（１９２）

举办残疾人文化艺术作品展　（１９２）

婚姻家庭　（１９２）

婚姻登记　（１９２）

家庭文明建设　（１９２）

殡葬管理　（１９２）

概况　（１９２）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殡葬单位　（１９２）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就业创业　（１９３）

概况　（１９３）

成立全市首个区域性培训就业联盟　

（１９３）

全市首创困难行业企业稳就业补贴申请

系统　（１９３）

创业指导　（１９３）

职业技能培训　（１９３）

劳动关系　（１９３）

概况　（１９３）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１９３）

提高行政审批窗口服务水平　（１９３）

基层专业调解组织实体化建设验收　

（１９３）

推进争议处置“一站式”工作　（１９４）

提升案件处理效能　（１９４）

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　（１９４）

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１９４）

信访服务　（１９４）

“１２３４５”工单承办　（１９４）

人才人事　（１９４）

概况　（１９４）

人才申报　（１９４）

开展人才政策“三进三同步”　（１９４）

青年人才服务　（１９５）

“海聚英才”系列活动　（１９５）

社会保障　（１９５）

概况　（１９５）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１９５）

城乡居保　（１９５）

征地保障　（１９５）

征地养老　（１９５）

工伤事务　（１９５）

社会救助　（１９５）

社会优抚　（１９５）

概况　（１９５）

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１９５）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１９６）

烈士褒扬纪念等系列主题活动　（１９６）

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和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１９６）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大队成立仪式暨“最

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宣讲活动　

（１９６）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山代表机构　（１９６）

概况　（１９６）

抗疫防控　（１９６）

扶贫济困　（１９６）

扶幼助学　（１９６）

助医为老　（１９６）

精准扶贫，爱心助力　（１９６）

社会管理

城管行政执法　（１９７）

概况　（１９７）

违法建筑治理　（１９７）

吴淞工业区整治　（１９７）

生活垃圾分类治理　（１９７）

建筑工地文明施工治理　（１９７）

生态环境执法整治　（１９７）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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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面环境治理　（１９７）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１９７）

依法履职　（１９７）

诉件处置　（１９７）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１９８）

概况　（１９８）

“一网统管”城市运行管理平台启动运

行　（１９８）

热线办理　（１９８）

城市精细化管理　（１９８）

积极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１９９）

社会组织管理　（１９９）

概况　（１９９）

开展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１９９）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１９９）

社区建设　（１９９）

概况　（１９９）

培育“活力楼组”　（１９９）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１９９）

深化“社区通”应用　（１９９）

培育“社区达人”　（１９９）

基层建设　（１９９）

社区治理　（１９９）

疫情防控　（１９９）

社会安全

人民防空　（２００）

概况　（２００）

人防指挥所建设　（２００）

人防组织指挥训练演练　（２００）

人防通信警报信息建设　（２００）

民防演习　（２００）

应急抢险救援　（２００）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２００）

重点民防工程建设　（２００）

民防工程维护管理　（２００）

民防宣传与教育　（２００）

消防安全　（２００）

概况　（２００）

履行消防安全责任　（２０１）

启动消防整治三年行动　（２０１）

完成消防安保任务　（２０１）

推进消防风险整治　（２０１）

完成政府消防实事项目　（２０１）

形成区域联勤防火机制　（２０１）

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

消防执勤战备基础建设　（２０１）

处置“５·１０”火灾事故　（２０１）

处置“１０·２９”火灾事故　（２０１）

综合治理　（２０１）

概况　（２０１）

服务区域保障　（２０１）

社会风险防控　（２０２）

扫黑除恶斗争　（２０２）

市域社会治理　（２０３）

应急管理　（２０３）

概况　（２０３）

推动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　（２０３）

落实应急管理制度　（２０３）

卫生健康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０４）

概况　（２０４）

新冠疫情防控　（２０４）

公共卫生服务机制建设　（２０４）

开展卫生监督　（２０４）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２０５）

推进社区卫生综合改革　（２０５）

提升医疗质量　（２０５）

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　（２０５）

学科人才建设　（２０５）

提升卫生应急管理水平　（２０６）

推动“健康宝山”行动　（２０６）

加大计划生育家庭帮扶力度　（２０６）

推进家庭发展能力建设　（２０６）

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　（２０６）

民营医疗机构管理　（２０６）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前１０位疾病死亡原因及

构成　（２０６）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前１０位恶性肿瘤死亡原

因及构成　（２０７）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公立医院　（２０７）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民营医院　（２０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民营门诊部　（２０９）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其他民营医疗机构　

（２１１）

医疗保障　（２１３）

概况　（２１３）

疫情防控医疗保障　（２１３）

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２１３）

提升医保基金监管效能　（２１３）

推进医保惠民政策　（２１３）

优化医保经办服务质量　（２１３）

医疗机构　（２１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北部）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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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４）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２１４）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工作　（２１５）

概况　（２１５）

助力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２１５）

推进国家卫生区复审　（２１６）

开启健康自管小组课堂新模式　（２１６）

倡导传播《上海市民健康公约》　（２１６）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暨宝山区工商

联餐饮商会　（２１６）

生态篇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　（２１８）

概况　（２１８）

推进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　（２１８）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２１８）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２１８）

推进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

作　（２１９）

乡村治理员队伍建设　（２１９）

乡村治理创新榜　（２１９）

农村集体经济　（２１９）

概况　（２１９）

农村集体产权关系及变更　（２１９）

集体资产清查摸排工作　（２１９）

宅基地补充信息调查　（２１９）

收益分配　（２１９）

城乡规划与建设

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　（２２０）

概况　（２２０）

完善规划体系　（２２０）

重点地区规划编制　（２２０）

重要专项规划　（２２０）

推进农民集中居住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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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执行率 ９９％ 　

（２２０）

建设用地供应　（２２０）

产业用地标准化出让　（２２１）

土地减量化验收８０公顷　（２２１）

集体土地征地补偿　（２２１）

征地房屋补偿　（２２１）

外商投资土地使用费征收　（２２１）

开展农村建房乱占耕地调查　（２２１）

完成行政审批许可　（２２１）

土地执法监察　（２２１）

推进违建别墅专项清理整治　（２２１）

开展土地测绘调查服务　（２２１）

不动产登记工作　（２２１）

城建档案管理　（２２１）

地名管理　（２２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　

（２２１）

城乡规划课题编研　（２２２）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规划批复情况　（２２２）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地名命名登记情况　

（２２２）

建设交通管理　（２２４）

概况　（２２４）

重大工程建设　（２２４）

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重大工程（市级项目）

建设计划　（２２５）

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重大工程（区级项目）

任务清单　（２２６）

道路规划储备　（２２９）

道路管理与养护　（２２９）

交通排堵保畅项目　（２２９）

“四好农村路”建设　（２２９）

交通行业管理　（２２９）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２２９）

整治内河港航码头　（２２９）

整治非法客运　（２３０）

建设项目管理　（２３０）

招投标管理　（２３０）

交通安全执法　（２３０）

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２３０）

燃气管理　（２３０）

水务（海洋）建设　（２３０）

概况　（２３０）

防汛防台和安全监管　（２３０）

水利规划编制　（２３１）

水利工程建设　（２３１）

河湖长制工作　（２３１）

水利设施管理　（２３１）

供水管理和排水管理　（２３１）

水文工作　（２３１）

滩涂海塘管理　（２３１）

海洋管理　（２３２）

水务行政执法　（２３２）

市政工程管理　（２３２）

概况　（２３２）

市政道路技术状况　（２３２）

重点市政项目建设　（２３２）

道路大中修工程　（２３２）

桥梁检测普查结果　（２３２）

养护资金及项目安排　（２３２）

道路日常养护管理　（２３２）

道路平整度及人行道专项整治　（２３２）

创建精品示范路　（２３３）

井盖治理　（２３３）

下立交管理　（２３３）

交通缓拥堵和慢行交通　（２３３）

进口博览会交通设施保障专项整治　

（２３３）

养护道路“四新技术”应用　（２３３）

道路交通四类设施管理　（２３３）

道路交通信息化管理　（２３３）

防汛防台应急处置　（２３３）

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管理　（２３３）

路政许可　（２３３）

信访处置与网格化管理　（２３３）

公路　（２３３）

概况　（２３３）

道路设施管理养护　（２３３）

道路大中修工程建设　（２３４）

重大道路项目建设　（２３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　（２３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２３４）

深化农村公路管养机制改革　（２３４）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２３４）

桥梁管理　（２３４）

路政执法　（２３４）

环境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　（２３５）

概况　（２３５）

环境空气质量　（２３５）

水环境质量　（２３６）

区域环境噪声　（２３６）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２３６）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２３６）

道路交通噪声　（２３７）

实施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３７）

主要水污染物减排　（２３７）

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　（２３７）

重点有序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２３８）

环境执法　（２３８）

强化环保行政审批能力　（２３８）

环境保护公众宣传　（２３８）

绿化·市容管理

绿化管理　（２３９）

概况　（２３９）

防疫作业管理模式　（２３９）

绿化和林业管理　（２３９）

美丽街区三年行动计划　（２３９）

编制《宝山区景观照明规划（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　（２３９）

海江绿地获评上海市“园林杯”优质工

程　（２４０）

罗泾镇塘湾村林地列入市级开放式林地

试点　（２４０）

顾村公园打造樱花文化ＩＰ项目　（２４０）

市容环卫管理　（２４０）

建成上海市垃圾分类示范区　（２４０）

创建４个“高标准保洁区域”　（２４０）

镇·街道

镇

杨行镇　（２４２）

概况　（２４２）

经济建设　（２４２）

城乡建设　（２４２）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４２）

社会事业　（２４２）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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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动能　（２４３）

第五届蔬果采摘节暨“花果宝山”乡村

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会举行　（２４３）

杨行体育中心正式开工　（２４３）

与联东集团签约　（２４３）

举办２０２０“曹燕华·杨行杯”上海市中

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　（２４３）

２０２０年杨行镇学校　（２４３）

２０２０年杨行镇村（居）委会　（２４４）

月浦镇　（２４５）

概况　（２４５）

经济建设　（２４５）

城乡建设　（２４５）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４６）

社会管理　（２４６）

民生事业　（２４６）

党建工作　（２４６）

开展“云”花艺展　（２４６）

“志愿米仓”激励平台上线　（２４７）

２０２０年月浦镇学校　（２４７）

２０２０年月浦镇村、居委会　（２４７）

罗店镇　（２４８）

概况　（２４８）

经济建设　（２４９）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２４９）

乡村振兴战略　（２４９）

社会事业进步　（２４９）

加强社会治理　（２４９）

加强政务服务建设　（２４９）

党的建设　（２４９）

启动上海宝济药业重组蛋白药物产业化

项目　（２５０）

通过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评估　

（２５０）

举办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大会　

（２５０）

天平村获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２５０）

２０２０年罗店镇学校　（２５０）

２０２０年罗店镇村（居）委会　（２５０）

罗泾镇　（２５２）

概况　（２５２）

疫情防控　（２５２）

经济建设　（２５２）

社会事业　（２５３）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５３）

镇村建设与管理　（２５３）

乡村振兴　（２５３）

平安建设与综合治理　（２５３）

社区建设　（２５３）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５４）

法治政府建设　（２５４）

市领导到罗泾调研工作　（２５４）

首届塘湾母亲花文化节开幕　（２５４）

沪新路获评“２０２０年上海十大最美乡村

路”　（２５４）

美丽乡村徒步赛举办　（２５４）

获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业余篮球联赛冠军

　（２５４）

２０２０年罗泾镇学校　（２５５）

２０２０年罗泾镇村、居委会　（２５５）

顾村镇　（２５６）

概况　（２５６）

经济建设　（２５６）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２５６）

社会事业　（２５６）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２５６）

基层建设　（２５６）

平安建设　（２５６）

与仁联集团合作签约　（２５７）

交通信息产业中心项目（一期）开工奠

基　（２５７）

与北京联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

签约　（２５７）

华鹿兄弟创业集群入驻　（２５７）

保集 ｅ智谷（二期）项目开工奠基　

（２５７）

椿山万树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开业　（２５７）

顾村镇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暨第一次代表

大会召开　（２５７）

上海发那科智能工厂三期开工奠基仪式

举行　（２５７）

顾村镇获全国 “六保”案例征集优秀奖

　（２５７）

快仓全球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项目开工

奠基仪式举行　（２５７）

２０２０年顾村镇学校　（２５８）

２０２０年顾村镇村委会　（２５９）

２０２０年顾村镇居委会　（２５９）

大场镇　（２６１）

概况　（２６１）

经济建设　（２６１）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２６１）

社会治理　（２６１）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２６２）

疫情防控　（２６２）

党建工作　（２６２）

宝山区人民法院大场法庭恢复使用　

（２６２）

探索宝山南大项目战略框架协议视频签

约仪式举行　（２６２）

行知读书会线下活动重启　（２６２）

获“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称号　（２６２）

２０２０年大场镇学校　（２６３）

２０２０年大场镇村（居）委会　（２６３）

庙行镇　（２６６）

概况　（２６６）

经济建设　（２６６）

城乡建设和管理　（２６６）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６６）

社会事业　（２６６）

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　（２６６）

完成“十四五”规划编制　（２６６）

康家“城中村”改造有序推进　（２６６）

?藻浜沿线环境整治及绿化景观提升工

程启动　（２６７）

市人大常委会到庙行镇开展垃圾分类执

法检查工作　（２６７）

庙行镇联合腾讯教育开展招商引资　

（２６７）

举办“魅力庙行”文化节启动暨“庙行·

印记”展示馆开馆仪式　（２６７）

庙行镇科学技术协会成立　（２６７）

２０２０年庙行镇学校　（２６７）

２０２０年庙行镇村（居）委会　（２６８）

淞南镇　（２６８）

概况　（２６８）

疫情防控　（２６８）

经济发展　（２６８）

城市建设与管理　（２６９）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２６９）

社会事业　（２６９）

社会治理　（２６９）

文化发展　（２６９）

“博绣荟”文创园投入运营　（２６９）

淞南镇全面依法治理委员会成立　

（２６９）

淞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落成　

（２６９）

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药治疗脱发

获发明专利授权　（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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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南镇科学技术协会揭牌成立　（２７０）

华浜卫生服务站恢复开诊解决看病难问

题　（２７０）

２０２０年淞南镇学校　（２７０）

２０２０年淞南镇居委会　（２７０）
高境镇　（２７１）

概况　（２７１）

疫情防控　（２７１）

六稳六保　（２７１）

经济建设　（２７１）

城市建设与管理　（２７２）

社会事业　（２７２）

平安建设　（２７２）

社区治理　（２７２）

三邻桥体育文化园入选全国体育服务综

合体典型案例　（２７２）

打造“夜来·香小镇”　（２７３）

编制完成“十四五”规划纲要　（２７３）

获评全国智慧养老健康示范镇　（２７３）

２０２０年高境镇学校　（２７３）

２０２０年高境镇居委会　（２７４）

街　道
友谊路街道　（２７５）

概况　（２７５）
疫情防控　（２７５）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７５）

经济发展　（２７５）

为老服务　（２７５）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２７５）

市容环境　（２７６）

消防安全　（２７６）

社区建设　（２７６）

平安建设　（２７６）

党建工作　（２７６）

依法治理　（２７７）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７７）

开辟全区首家“一网通办”２４小时自助

服务区　（２７７）

建设社区大数据云平台　（２７７）

吴淞街道　（２７７）

概况　（２７７）
社区疫情防控　（２７７）

旧区改造　（２７７）

规划引领地区转型升级　（２７７）

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　（２７８）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２７８）

创新基层治理　（２７８）

社区文体建设　（２７８）

平安建设　（２７８）

基层党建工作　（２７８）

举办“大国点名，没你不行”为主题的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题宣传活动　

（２７８）

２０２０年吴淞街道学校　（２７９）

２０２０年吴淞街道居委会　（２７９）
张庙街道　（２８０）

概况　（２８０）
老旧住房成套改造　（２８０）

生活垃圾分类　（２８０）

“创全”工作　（２８０）

“美丽街区”创建　（２８０）

“美丽家园”创建　（２８０）

区域环境保护　（２８０）

一网统管　（２８０）

城市执法管理　（２８１）

住房保障管理　（２８１）

食品安全工作　（２８１）

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２８１）

社区民生服务　（２８１）

双拥优抚　（２８１）

社区文化体育　（２８１）

社区创业就业　（２８２）

一网通办　（２８２）

社区居民“公共客厅”　（２８２）

社区通　（２８２）

社区自治共治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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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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素炎

区委工作报告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中共宝山区委七届十一次全会

中共宝山区委书记　陈　杰

　　今年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
刻复杂变化，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区委常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市委

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践行“人民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

念，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团结带领全区

上下鼓足干劲、攻坚克难，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各项事业取

得了新进步，“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

务即将完成。

　　一、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
民战争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按照“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的要求，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

迅速抓好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区委

坚决靠前指挥，第一时间成立区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和 １２个工作组，先后召开
１６３次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组织动
员３１１７个党组织、２５万名党员一线抗
疫，抽调３４７６名机关党员干部赴居村顶

岗，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举全区

之力推进联防联控、群防群控、闭环管

控，统筹人防物防技防，把工作着力点

放在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链上，守好

水上国门、进沪大门和社区家门，实施

来沪人员信息登记全覆盖、医学观察全

覆盖、管理服务全覆盖。“社区通”成为

基层“抗疫利器”，获首届上海社会建设

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十佳项目”。经

全区人民共同努力，一个月内实现本地

新增确诊病例清零、两个月内实现本地

疑似病例清零，得到国务院指导组充分

肯定。

主动服务全国抗疫大局。选派 ２０
名医护骨干驰援武汉，在金银潭医院等

防控最前线出色完成援助任务。２０位
援鄂医疗队队员获“感动宝山人物”称

号，８名队员火线入党。精准高效开展
应急保障，投入抗疫资金２６亿元。第
一时间对医用卫材企业复工复产作出部

署，驻点服务７家重点企业，在最短时间
实现最大产能，为全市输送大量应急物

资。发动全区９万多名党员，交纳特殊
党费１４００多万元。积极组织民营企业
参与抗疫，搭建新冠肺炎防疫物资采购

协调平台，近百家企业捐款３１００万元，
捐物４００余万元。

科学精准开展常态化防控。认真落

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体防控策

略，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

任”，持续紧盯“入城口、落脚点、流动中、

就业岗、学校门、监测哨”等关键节点，做

到常而有序、常而不松、以常保平。动态

研判疫情态势，指导全区因时因势因情

调整防控策略，推动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落细落实。精准施策解决复工复产复

市复学堵点痛点难点问题，畅通经济社

会循环。

全面强化公共卫生防护能力建设。

落实市公共卫生“２０条”，系统推进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应急管理运行效率。

区属公立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规范化改造

基本完成，核酸检测能力大幅提升。加

快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现街

镇（园区）心理服务点全覆盖。开展秋

冬季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推广公筷公勺

等系列专项行动，健康、卫生方式渐成新

风尚。

大力书写抗疫精神“宝山篇章”。

疫情发生以来，全区人民风雨同舟、众志

成城，不仅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

也写下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

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伟大抗疫篇章。

抗疫一线涌现出市、区两级１００个先进
基层党组织和３１６名优秀共产党员，以
及３０６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五一
奖，全国抗击新冠肺炎先进个人、上海市

劳动模范王友农先进事迹得到广泛传

播，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各级党组织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

２



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

导党员干部群众坚定“四个自信”、弘扬

抗疫精神，在新征程上当先锋、建新功。

１２月１６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二、着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经济下
行压力，毫不动摇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扎实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积极融入国内大循

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经济运行趋稳回暖。主要经济指标

自一季度“探底”以来持续回暖，全年总

体呈现“前低后平、稳步回升”的恢复性

增长态势。１—９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可比增长０６％，比一季度提升５５个百
分点。预计全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在为全社会新增减税降费２２亿元的情
况下，完成１５３亿元，同比下降５％；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完成 ６１８亿元，增长
５３％，工业投资１００亿元，区属工业投
资增长约 ２７％；完成商品销售额 ７５００
亿元，增长７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降幅持续收窄；完成实到外资 ３８７亿
美元，同比增长２７９％。全面做好“六
稳”工作，实施应对疫情企业帮扶工作

机制，制定出台援企 ８条政策意见、１５
条实施细则等“组合拳”，搭建宝山区疫

情防控政策服务平台，有序推动复工复

产复市。大力做好招商安商稳商工作，

全年新增企业２４５９２家，新增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５７８户，集聚民营
经济总部、贸易型总部、跨国公司地区

总部１３家。
主导产业加速集聚。以实体经济

为着力点，加快推进京东电子、宝济、国

盛等一批项目落地，引进亿元以上产业

项目５１个，赛赫智能等２７个重大项目
开工建设，华域汽车、联东 Ｕ谷等 ７个
项目竣工，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核心区

Ｉ期项目等产业载体建成。生物医药、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 产 值 分 别 增 长 ３１６％、３１％、
２６６％。放大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北上
海生物医药产业园、超能新材料科创园

三大市级特色产业园品牌效应，加速推

进先进制造业向园区集中。编制生物

医药产业三年行动计划，总投资近 ５０
亿元的上药超级工厂落地，引进癉罗投

资、混沌博荃等生物医药基金。启动上

海机器人产业园提标改造，发那科超级

智能工厂三期开工，快仓全球研发中

心、赛赫智能等重大项目加快开工建设。

召开第七届中国石墨烯大会、中国生物

医药产业创新大会等系列投资促进活

动，推动国内国际合作、产学研融合及商

业化应用。大力推进落后产能淘汰，盘

活低效产业用地６１０７公顷，预计全年
“２＋４”工业园区单位土地主营收入增
长５％，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９１％。深
化与上交所战略合作，出台“展翅计划”

上市行动方案，福然德登陆上交所主板

上市，新增上市挂牌企业１７家，累计达
１４９家。

科创活力持续提升。坚决落实市委

对宝山的新定位新要求，立足把重大机

遇化为发展动力，积极谋划打造上海科

创中心主阵地。成立宝山区建设科创中

心主阵地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科技创新

实施意见、三年行动计划及系列配套政

策，以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功能

为重点，培植核心竞争力。环上大科技

园开园，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首发项目宝

山科技园完成功能改造，临港城工科技

绿洲一期建成并投入使用。与市科委联

动实施宝山转型发展科技专项，对接上

大、复旦等高校院所和宝武、临港等中

央、市属企业，广泛接洽科技服务专业机

构，形成市场和政府“两手发力”的推进

态势。优化增设科创载体，调整以复旦

软件园、同济创园等大学科技园为核心

的轨交３号线沿线科创载体，二工大科
技园完成国家大学科技园专家评审，城

市工业园区获评科技部科技资源支撑特

色载体，宝山工业园区获批上海市“工业

互联网标杆园区试点园区”。成果转化

渐趋活跃，上海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

平台累计建成中试线９条，吴淞口创业
园和格桑创服获评国家级专业化众创空

间，新增 ２家区级功能型平台。８个项
目获评上海科学技术奖。新增市、区科

技小巨人企业２３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超７００家。

服务经济健康发展。牢牢把握扩大

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

展的基础性作用。大宗商品市场持续增

长，“互联网＋钢铁”平台交易额超２０００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０％，交易额占全国
总量二分之一，欧冶云商被认定为全国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企业，７家企业
入选市级示范。新增商业商务载体 ５０
万平方米，亿元以上载体达１６个。大力
发展在线新经济，盒马、叮当等通过网上

下单、快速配送，零售额增长４９６％。推
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综合智慧手段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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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打造宝钢“黑灯工厂”。新业态新模

式不断涌现，“五五购物节”“六六夜生

活节”“６１８年中大促”“网络购物狂欢
季”累计销售额超１００亿元，促进消费回
补和潜力释放。发布夜间消费地图，新

业坊、三邻桥、智慧湾、宝杨宝龙、宝山万

达等特色市集成为夜间经济、时尚消费

网红打卡地。外资外贸总体稳定，积极

推进外资发展，新增跨国地区总部４家、
外资研发中心２家。

　　三、持续激发改革开放新动能

　　立足更高站位、更长远发展，坚持以
改革带动转型，以开放开拓新局，用改革

开放的思路和办法加强各领域的整体谋

划、系统集成，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增

强发展活力、重塑发展格局。

优化重点地区开发机制。统筹推进

南大智慧城、吴淞创新城机制建设、规划

编报、政策创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

设、产业导入等重点任务。南大智慧城

深化与临港集团“政企合作”，首发地块

城市地标临港南大智慧城项目按节点稳

步建设，累计落地企业７５家。控详规划
正式获批，２３项专项规划同步固化。２６
个市政公建配套项目全面推进，最后一

批房屋加速征收收尾。吴淞创新城深入

推进与宝武、上实战略合作，优化建立推

进协调机制。建设规划、首发地块控详

规划、特钢和不锈钢各１平方千米控详
规划获批。宝武首发功能性项目实质性

启动，宝武高炉会博中心竣工，特钢宝杨

路首发项目开工。开展吴淞创新城先行

启动区重大产业项目“百日攻坚”，启动

宝杨路首发地块１８３米超高层等重大产
业项目。不锈钢区域铁力路、特钢区域

海江路等“６＋２”市政公建配套项目稳
步推进。

重点领域改革取得突破。优化政策

供给，推出优化营商环境、“１＋９”政策、
帮办服务等３０版新政，出台区投促工
作实施办法，推动优质资源集聚。各级

领导干部集中走访企业３２万家，解决
企业发展难题 １７４２项。扎实推进国资
国企改革，做大做强国资投融资平台和

产业发展公司，研究确定投融资平台公

司融资方案，推进区属国资国企实现从

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３２家委托监

管企业实行集中统一监管，完善国资出

租出借监管平台建设，提升国有（集体）

资产监管水平和效益。制定国资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方案，探索推进混合所有制

改革、一次分配增量改革等，进一步提升

国有企业动力、活力和竞争力。深化“满

意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累计投入区级人
才发展资金２４７２７万元，“樱花卡”服务
覆盖１０００余人，涌现１１７名（个）创新创
业优秀人才及团队。

开放合作水平实现提升。坚持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发展开

放型经济。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与周边城市在产业协同创新、城市空

间联动、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开展

广泛合作。推进长三角石墨烯产业一体

化，聚焦分析检测、技术开发等领域，加

快服务平台建设。深化医保对接，全区

４６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长三角异地就
医实时结算全覆盖。“长三角精准医学

联盟”揭牌，推动精准医疗科技成果转

化。支持区内单位跨区域合作，区检察

院与崇明、太仓、海门、启东等地检察机

关建立跨区域协作联盟。积极承接进博

会溢出效应，经纬集团、伏能士等１０家
企业签约参展，举办配套投资促进活动

７场，企业意向采购金额２２２５亿元，超
前两届之和。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将优化营商环

境作为对冲疫情影响、激发市场活力的

重要保障，针对企业诉求推出一系列新

招实招。“放管服”改革跑出加速度，新

版行政审批目录审批事项精简至 ５３７
项，推进“容缺后补”“甩项后置”等审批

创新，在全国率先实现“验登合一”，行

政许可事项审批承诺时间比法定时间平

均减少７１７％，京东一期项目实现当月
摘牌、当月核发施工许可证。推进规划

资源审批制度改革，更好保障重大项目

建设。“一网通办”提高全程网办率，首

批３０项“一件事”上线，全市首创“道路
货物运输企业车辆注销一件事”无人工

干预全程网办，企业办理用时、跑动次数

大幅缩减。“两个免于提交”落地率达

９３％，政务服务中心１００％对接电子证照
库、１００％设置“一网通办”线上办理专
区，９５万余条评价好评率达 ９９９８％。
新增１０００多项公共服务事项，在“随申
办”开设移动政务宝山“旗舰店”，设置

全国首创的快递办税、企业“管家”小宝

等栏目。

　　四、加快提升城市功能与品质

　　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推进“绣花式”精细化管

理，突出城市功能和生态风貌，使生产

生活更加绿色低碳，城乡环境更加优美

宜居。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加快建

设。完善邮轮综合防疫体系，会同上海

海关等部门制定出入境邮轮卫生检疫作

业指引、邮轮港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置预案等邮轮防疫“中国标准”，

累计接靠邮轮 １６艘次、游客 ６４万余
人，迎接８３１名中国船员回国，实现疫情
“零输入、零输出、零感染”，中国邮轮旅

游发展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新版邮轮

经济“３５条”正式发布，成功创建上海邮
轮服务业创新发展示范区和吴淞口国际

邮轮旅游休闲区。围绕建设一流邮轮港

口，深化门户枢纽功能，３８千米吴淞滨
江岸线示范段顺利贯通，８０个文脉地
标、超１３３３３公顷滨江景观绿化全面呈
现，“东方之睛”改造、智慧邮轮港、海事

交管中心等重点项目有序推进，上海长

滩、阅江汇等高端商业载体初具雏形，

长滩观光塔主体结构完成封顶。

重大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扎实推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形成“内畅、外

联、互通”交通一体化网络。打造国铁干

线与区域轨交网，协调推进北沿江高铁、

沪通铁路二期及宝山站落点布局，轨交

１５号线、１８号线一期全线贯通，积极推
动轨交１８号线二期、轨交１９号线规划
研究。完善高快速路网，加快Ｇ１５０３Ａ、Ｂ
段、Ｓ７二期以及军工路快速路工程建
设。完善区域骨干路网，江杨南路北段

大修等工程竣工，国权北路全线贯通，陆

翔路—祁连山路年内结构贯通。祁连山

路、丰翔路、吴淞口路、潘广路、富长路等

项目进展顺利。完善公共交通体系，优

化调整１０条公交线路、新建更新９５个
候车亭，新增１０个公共停车场１２６０个
公共泊位，新增５６０个共享泊位，解决群
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坚持都市

型、特色化、精品化乡村发展道路，美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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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提升显示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圆满收官，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美

丽示范”、保护区外“美丽达标”创建全

覆盖。建成５个、在建４个市级乡村振
兴示范村，新增３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
村。建成２条市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线路，２个村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长江口五村联动示范区，成为全市首个

具有较高显示度的乡村振兴集中连片示

范区。绿色田园实现提质增效，４家龙
头企业年销售超１亿元，“新罗泾”牌虾
稻米获中国绿博会金奖，天平村成为全

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海星村评为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幸福乐园增加

群众获得感，“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

点示范区”创建通过中期验收，荣获“中

国乡村振兴先锋十大榜样”，３个村获评
全国文明村，全区分红村比上年增

长１０％。
城乡宜居水平不断提高。以全国文

明城区（提名区）创建为契机，持续推进

创全３０项专项行动和“五清十美”集中
行动，着力强化“背街小巷”难点顽症治

理。持续推进“点位长”“领导责任包

干”“区领导联系点位”等制度机制，打

造更加干净、安全、有序的城市环境。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推

进城中村和旧区改造，６个“城中村”改
造签约完成率９９６１％，启动新一轮城中
村改造。全面完成 １４１５户里弄房屋修
缮改造，吴淞西块旧里９０号、９１号完成
拆迁，新开工区属动迁安置房１０２万平
方米，解决在外过渡动迁居民安置２００９
户。新增１１０个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
车充电设施，１０８台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提标打造“三个美丽”，完成１００个美丽
家园示范小区创建，累计建成１５片市级
美丽街区。

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坚持以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道路，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

卫战。扬尘治理“片长制”３０版细化分
解至 １６９个网格，全区 ＡＱＩ优良率
９１％，较全市平均水平高２９个百分点；
ＰＭ２５平均浓度３１微克／立方米，比上
年下降 ８８％。道路扬尘均值下降
１４５％。水环境治理完成 ２９１个小区
２５４０万平方米雨污混接改造、１６千米污

水二级管网建设、４９条河道消劣、４６条
断头河治理，各级河长开展巡河２万余
次，“１＋１６”考核断面水质全部达标，水
功能区达标率 ９４７％，吴淞江工程（上
海段）有序推进。基本完成南大地区土

壤修复治理试点，建设用地 １００％安全
利用，农用地分类管理全覆盖 ２７６６６７
公顷。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６个街镇
成功创建示范街镇，居住区达标率达

９１６％，宝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项目加
快建设。新建各类绿地 ７００７公顷，建
成 ８个 “口 袋 公 园”，森 林 覆 盖 率
１６４１％，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１２４平方
米，“十三五”规划确定的“五个１００”绿
化工程年内全面完成。

　　五、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认真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

更浓、安全感更强。前三季度，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 ５３３３５元，比上年增
长３４％。

就业保障体系优化完善。坚持援

企、稳岗、扩就业并举，实施一批稳就业

政策举措，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城镇登记

失业人数 １６８万人、控制在 ２５２万人
以内。帮扶引领创业人数６０２人，安置
“就业困难人员”２４６８人，按时安置率
１００％。全市率先实现稳岗补贴全程网
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超１３亿元，
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补贴７５９９万元，困
难行业企业稳就业补贴１６３０４万元，累
计惠及企业２万余家。全区“上海市和
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达７４２家、全市第
二。社会保障更加有力，被征地人员

１００％落实保障，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比
上年增长７５％。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
系健全完善，发放各类抚恤补助 ４５１８１
人次、６１２１万元。开展社会救助 ６１３４
万人次，发放救助金２８亿元。对口支
援“自选动作”２９个项目、３８７０万元全部
到位，消费扶贫采购７７４５万元，建档立
卡贫困户来沪就业２７８人、就近就地就
业１１２万人，对口支援地区年内全部
脱贫。

教育事业优质均衡发展。坚持办人

民满意的教育，全面推行义务教育公办、

民办学校同步招生，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公办高中秋季高考本科达线率连续

四年达９０％以上。推进教育综合改革，
成立长三角联合教育集团、世外教育集

团。引进优质资源，华二高中宝山校区、

上师大宝山实验学校、潜溪学校正式开

学。落实实事项目，新增１０个托育点，
完成９所学校新建、改扩建。承办第八
届国际青少年科技博览会，在全国推广

宝山区“家庭创客行动”经验，获市级以

上荣誉奖项２００余项。推进师资均衡配
置，５１位教师和“三支一扶”大学生参与
区内支教，为薄弱学校补充力量。

优质医疗服务更加可及。坚持把人

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方

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深化医联体建

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吴淞医院揭

牌，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和吴淞中心医院

成为全市首批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单

位，仁和医院、罗店医院成为上海大学附

属医院。吴淞中心医院获批互联网建设

医院。罗店医院、第二康复医院完成修

缮，区精神卫生中心年底结构封顶。全

区 家 庭 医 生 重 点 人 群 签 约 率 达

１０１４２％，居全市首位，“１＋１＋１”签约
人数７５１９万人、全市第三，建成 １２家
智慧健康驿站，优质医疗资源分布更加

均衡。

养老服务供给不断优化。加快打造

“家门口”“智能化”养老服务体系，全面

提升养老服务能力与水平。打造１５分
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圈，大力发展社区

嵌入式养老。优化养老服务设施布局，

新增养老床位５０３张，新建长者照护之
家５家、认知症床位１８４张、综合为老服
务中心４家、老年助餐服务场所３０家。
“银龄居家宝”“银龄 ｅ生活”为老年人
提供智能化贴心服务。全区８８家长护
险护理服务机构累计为 ４１万人提供
５５６７９万人次居家照护服务，支出长护
险基金４５９亿元。

文体事业更具内涵魅力。坚定文化

自信，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

功举办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亚太邮

轮大会、上海樱花节十周年、吴淞滨江贯

通亮灯仪式等重大文体活动，线上线下

参与人次超１６８０万。精准配送公共文
化服务，完成四级配送２０９５场。精心铸
造文化地标，建成全国唯一全面反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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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１４年抗战历史的淞沪抗战纪念馆，市
委书记李强及市四套班子领导实地参

观，并给予高度评价。上海长滩音乐厅、

杨行体育中心、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二期

等项目有序推进。深挖吴淞文脉底蕴，

启动“双百”吴淞文脉地标工程，精彩勾

勒吴淞文化发展历程。大力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实现营收增长 ２４６％、增速列
全市第一。乐享体育深入人心，打响“战

ＦＵＮ”宝山全民健身品牌，新建改建６条
市民健身步道、８片智慧化球场、３０个市
民益智健身苑点。承办乒乓球国青赛、

青少年高尔夫大师赛、市青少年篮球锦

标赛、手球锦标赛等赛事，摘得４５金２８
银２５铜，许昕获３项国际赛事冠军。

　　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牢牢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积极推动构

建共治共享新格局，不断提升社会治理

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

水平。

城市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坚持

创新思维、创新治理，加快推进数字化

治理提质增效。建成区城市运行“一网

统管”框架平台，实现与市区街镇三级

城运平台的无缝对接，拓展 ２３个特色
应用场景。区政务外网升级改造提升

１０倍网络承载能力。“社区通”与城运
平台实现一键派单和闭环处置智能对

接，累计处理问题１４万余个，其中９０％
在居村层面有效解决。“社区云”和

“随申办”移动端区频道改版等全市试

点工作稳步推进，人房数据导入初始化

完成率达１００％，纳入“随申办”移动端
政务服务达１４９项。完成区视频、物联
感知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汇聚２５万路
视频监控数据、１６万个感知终端数据，
公安数据和“一标六实”共享应用，警务

“智综系统”成为全市样板，形成全天

候、高精度的“城市天眼”系统。建成区

大数据中心，累计调用公共数据 ５０余
万次。建成２３００个５Ｇ基站，推进能源
生产等２１个５Ｇ商业应用创新项目。

基层社会治理持续深化。以人民

群众满意度、获得感为导向，推进党建

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创新。夯实基层治

理基础，做优做实街镇管理体制改革方

案。制定实施提升社区治理规范化精

细化水平三年行动方案，加强居委会规

范化建设，清理规范村规民约和居民公

约，完善社区工作者考核指导意见。增

强基层自治活力，实施“社区成长计

划”，累计培育“活力楼组”３０００余个，
表彰并挂牌三星级以上楼组３６３个，建
成一批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基地，组织开

展“达人点亮社区”“社区达人赛展演”

等活动，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规范社会组织管理，实

现社会组织成立、变更登记等事项“一

网通办”和“全程网办”，推进３２家行业
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第七次人

口普查顺利完成。

平安宝山建设扎实推进。全面部署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形

成三年行动方案，着力打造具有时代特

征、上海特色、宝山特点的社会治理新模

式。不断健全区国安委体制机制，为统

筹推进新时代国家安全各项工作提供坚

实保障。推进“雪亮工程”三期建设，人

脸识别、高清监控等城市“神经元”实现

全区封闭性小区、开放式区域、楼宇

１００％全覆盖，农村智能安防建设项目年
内竣工。成立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

将人民建议征集融入党委政府决策程

序。扎实做好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扫黑除恶等工作，开展“四重”矛盾攻坚

化解和重复信访专项治理，妥善处置教

育招生、重大工程“邻避效应”等突出社

会矛盾，信访总量持续下降，各级调解组

织调解成功率达９７９４％。修订完善区
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５４个专
项预案，打造统一高效的应急指挥体系，

切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开展特种设

备、消防、交通、食品等重点领域隐患排

查整治，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七、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
程民主”的重要论断，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巩固发

展民主团结、政通人和、生动活泼的政治

局面。

支持人大依法履职和行使权力。坚

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出台加

强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

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

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尊重代表主体

地位。支持人大加强对“一府一委两

院”监督，听取政府关于疫情防控、财政

预决算、国有资产管理等专项报告，围绕

“十四五”规划编制、“老小旧远”等重点

工作开展监督，聚焦垃圾分类、医疗救治

服务等法律法规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

查。支持人大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

居（村）、企业代表联系点建设，加强代

表议案和建议督办。召开区人大工作会

议，进一步健全完善人大制度建设。

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和发挥作用。支

持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协商

民主落实到履行职能全过程。不断完善

协商讨论与调研视察相结合、委员建言

献策与扩大公民参与相结合等多种议政

建言形式。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高

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集聚”

“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开展

各类专题活动。举行助力宝山经济高质

量发展论坛，支持政协立足区情，提出前

瞻性、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广泛开展理

论学习、座谈交流、走访考察、读书沙龙

等，更好凝聚共识，有效提升政协委员参

政议政能力。

认真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巩固发

展爱国统一战线，支持民主党派履行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等职能，加大党外干部

发现培养和选拔力度，持续深化上海党

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建设，开展第

十二批９名党外干部挂职工作。推动区
各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顺利完成８２
个基层组织换届工作。深化新时代民营

经济统战工作。推进“海上新力量·宝

山宝”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品牌建设，

组织各民主党派继续参与对口帮扶。促

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

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

全面推进依法治区。统筹推进依法

行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

法治环境。开展法治政府创建，压实党

政一把手法治建设第一责任，全区１２个
街镇建立依法治理委员会。组建区政府

行政复议委员会，提高行政复议工作质

量。成立宝山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促

进行政争议源头化解。支持法院、检察

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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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和党的组织路线，持之以恒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纪律建设，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

水平。

发挥区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

导核心作用。区委旗帜鲜明讲政治，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将政治建设贯彻

落实到领导班子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区

委常委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认真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民主集中

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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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委书记会、专题会、常委会研究重要议题

６８８个，切实加强对重大问题、重要方面
的领导。统筹抓好区“十四五”规划建

议和纲要编制工作，坚持发扬民主、开门

问策，通过专题调研会、网络问卷调查等

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把抓好市委巡

视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成立区

委巡视整改领导小组，建立主要领导亲

自抓、分管领导靠前抓、纪检组织部门跟

进抓、督查部门跟踪抓、责任单位具体抓

的工作机制，严格对照四个方面１１项问
题４０个整改事项，制定 １９４项整改措
施，三个月集中整改期内整改率达

７８３５％。全面加强工会、共青团、妇联、
党校、社会主义学院、档案和史志、机要

保密、老干部等工作，深化群团改革，成

立全市首家区级家政护工行业工会。坚

持党管武装，全国双拥模范城实现“八连

冠”。

理论武装和意识形态工作富有成

效。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开展《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坚持不懈推

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人心。广泛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成立区委“四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开

展中心组学习１４次，建立基层党支部工
作联系点８１１家。组建区、街镇两级“四
史”宣讲团，开展“十百千”系列宣讲

２０５０场，覆盖 ５４２万人次。开设“四
史”学习专栏，推出１００堂精品“空中微
党课”。制作“四史”口袋书，打造“两馆

一村一中心”４个“四史”学习教育基地，
升级７条党性教育红色线路，５万余名
党员群众接受红色教育。全面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成立区宣传思想工作

领导小组，修订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

施方案，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加强新闻宣传，在市以上新闻媒体刊播

报道２９９１篇，建立健全舆情动态研判、
有效引导和协同处置机制。搭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三级指挥平台，实现“１＋
１２＋５２０＋Ｘ”阵地全覆盖，加快打造服
务管理一站式、ＰＣ移动一体化的文明实
践服务管理平台。加大道德典型培育选

树力度，切实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切实加

强。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出台新一轮党

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实施意见。坚

持好干部标准，聚焦２０２１年换届，更加
注重发现使用经济、城建等急需领域的

干部，出台干部调整方案２３批次，涉及
干部２１０人次。着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
年轻干部，制定年轻干部成长成才成熟

计划，选派１０８名年轻干部到关键吃劲
岗位经受锻炼，加强选调生跟踪培养管

理，建立健全年轻干部培养“下管一级”

机制，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培养格

局。强化政治素质提升，聚焦专业能力

培养，举办处级干部领导能力培训班、中

青班等各类主体班次９期，举办产业经
济、乡村振兴等“２＋Ｘ”专题班６期，建
立理论双测试制度，探索入村锻炼等教

学方法，提升培训实效。坚持严管厚爱

并举，从严从实抓好选人用人问题整改，

规范提醒函询诫勉操作流程，加强对事

业单位科级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加大对

基层单位选人用人工作监督检查力度，

营造良好干事创业氛围。

基层组织建设质量水平全面提升。

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推进基层党建高

质量创新发展。深化拓展“红帆港”党

建品牌，抓好“红帆联盟”区域化党建平

台建设，培育“红帆先锋”先进典型。强

化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调整优化

１８０个党建网格，健全党员干部包联网
格、走访群众等长效机制，在２９６个符合
条件的业委会中１００％成立党的工作小
组。抓好各领域党建，加强党对新兴领

域的覆盖，进一步推进“园区通”“商圈

通”平台建设，加强机关党建，成立３２支
机关在职党员志愿团队，提升服务群众

能力水平，推进公立医院党建，加强党对

中小学校的领导。强化党支部规范化建

设，做实党支部建设质量提升年，常态化

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排查整顿。积

极稳妥推进居村党组织书记、居村委会

主任“一肩挑”，推行村“两委”班子成员

交叉任职，积极探索“第一书记”工作机

制。深化“班长工程”，完善“１＋１４＋Ｘ”
分层分类培训机制。坚持党建带群建促

社建，完成９５８个党群阵地翻牌，支持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共同发挥

作用。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稳步推

进。始终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高

度，切实担负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着

力构建风清气正、崇廉尚实、干事创业、

遵纪守法的政治生态。巩固发展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胜利，全年立案２１８件，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１６１人次，采取留置措施８
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１２人。锲而
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纠治

“四风”，查处案件８５件，典型案例予以
媒体公开曝光。加强政治监督，压实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上级

重大决策部署的政治责任，聚焦疫情防

控、扫黑除恶、党风政风监督等重点领域

开展专项督察。构建全面覆盖、权威高

效日常监督体系，发现问题４８９个，制发
纪检监察建议书９７份、廉情抄告９４份、
巡察专报６份，不断规范权力运行。持
续推进政治巡察，对１５家区属党组织开
展常规巡察，提前完成本届区委对村、社

区党组织巡察全覆盖，完成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度巡察整改评估并进行全区通报。完

善“四责协同”机制，制定党员领导干部

落实“一岗双责”实施办法，开展全区专

项督查，深入推进“４３６”责任体系落实。
区委常委会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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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烈的使命担当、高

昂的精神状态、有力的行动举措，加快推

进全市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推动各项

事业迈上新台阶，确保“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１００
周年！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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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宝山区代区长　高奕奕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宝山区人民政府，向大

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

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０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宝山

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３０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
紧围绕上海建设“五个中心”、强化“四

大功能”、实施“三大任务、一大平台”等

国家战略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

面落实“六保”任务，实现了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预计全年地区

生产总值可比增长 ２％左右；区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更大规

模减税降费双重影响下，完成１５３亿元，
从最低时的累计同比下降 １７７％回升
到全年同比下降 ５％；预计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６００亿元以上；完成商品销售额
７４４０亿元，同比增长５６％；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４％左右，高于经济
增长速度；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

２５２万人以内。
一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全力以赴打好阻击战，疫情防

控取得战略性成果。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因时因势调整优化防控策略，紧

紧依靠全区人民，筑起抗击疫情的坚强

防线。

疫情防控措施精准有力。坚持“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周密有序做好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切实守护好人民生命健

康安全。精准防控严密细致。第一时间

落实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

制，全区８８２个居民区、７５个行政村（除
空壳村外）、６３２个其他集中居住点实现
封闭式管理全覆盖。邮轮防疫形成“中

国标准”，接待出入境游客６４万人次，
实现疫情“零输入、零输出、零感染”。

常态化防控有力有效。始终绷紧疫情防

控这根弦，持续紧盯“入城口、落脚点、流

动中、就业岗、学校门、监测哨”等关键点

关节点，抓实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

领域疫情防控，加强进口冷链食品核酸

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坚决阻断病毒传播。

坚持平战结合，做好秋冬季预案编制和

物资储备。全面落实市公共卫生“２０
条”，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医疗救治能力显著增强。严格落实

“四早”１“四集中”２，加强医疗卫生力量

的统筹调度，提升救治实效。资源配置

完备齐全。全区９家医疗机构设立发热
门诊，１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发热
哨点，共设置隔离留观床位９８张，发热
门诊诊室１９间。切实提升核酸检测能
力，设置８个 ＰＣＲ实验室，２９个核酸采
样点。先后设立集中隔离观察点３５个，
提供房间 ２０８９间，累计集中隔离观察
２８万人、居家隔离观察２２万人。人员
调配高效有序。坚持全国一盘棋，２０名
医疗骨干驰援武汉，圆满完成救治任务，

成为“最美逆行者”。安排２８４名医护和
保障人员驻守机场，强化入境人员全闭

环转运交接，累计转运５０９２人，严格落
实１４天医学隔离观察。组织区、院二级
专家会诊１８７３人次，累计投入医护力量
１０３６万人次。

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尽最大努

力降低疫情影响，平稳有序实现复工复

产复学。惠企政策务实管用。突出政策

精准帮扶，制定宝山惠企新政“８条”，为
企业减免租金 １１７亿元，动员全区 ２６
家银行落实资金支持近５０亿元，引导企
业坚定信心、稳定预期、加快达产。服务

保障坚实有力。聚焦交通、用工、产业链

等关键领域，保障区内重点企业生产物

资运送通畅、员工正常返岗。落实校园

每日“四检”（每日出门前学生在家进行

测温，到校后由学校安排进行晨检、午检

和全日制巡检），优化发热处置流程，确

保有序复学。全力保障口罩、额温枪、防

护服等重要物资供给，为疫情联防联控、

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坚实保障。同时，做

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群众生活

需求。

（二）坚定不移稳住经济基本盘，恢

复性增长态势逐步显现。坚持危中寻

机、化危为机，积极落实新发展理念，在

逆周期中付出超常规努力，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经济指标逆势回升。坚持全力以

赴稳增长，最大限度减少疫情造成的损

失，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

主要指标逐步向好。地区生产总值、规

上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

核心经济指标呈现逐月转好、逐季回升

的积极变化，分别由最低时的 －４９％、
－９％、－２１５％提升到２％、－４％、－５％。
产业经济持续改善。工业生产逐步恢复，

全区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１９８％，增速快于全市 ２３７个百分点。
服务业逐渐转好，全区规上服务业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７７％，增速快于全市９３
个百分点。金融市场交易保持活跃，金

融业增加值可比增长５８％。单位增加
值能耗同比下降８１２％。

新旧动能加速转换。聚焦实体经济

发展，持续打造高端产业集群，形成支撑

未来发展的增长极。新兴产业不断壮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占

全区规上工业产值比重稳步提升，其中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产值

分别可比增长 ２５２％、２４９％、３２９％。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等３个园区３纳入全

市２６个特色产业园区。在线经济逆势
上扬。紧抓新经济风口，推动新模式、新

业态、新产业加速发展。“互联网 ＋”流
量型经济运行良好，钢银电商、欧冶云商

等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３０％，交易量占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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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二分之一，以票易通、衡道病理、掌

小门为代表的新生代互联网企业逆势增

长。产业招商蓄势增能。强化产业链招

商，深入推进区企合作，与临港集团、上

海电气、联东投资等大集团达成战略合

作，快仓全球智能总部、上药超级工厂、

宝济药业、国盛产投宝山药谷等一批高

能级项目成功落地，全年新增企业数

２７万户。要素供给更加充分。出台投
资促进统筹政策，制定存量工业用地转

型办法。持续拓展产业空间，全年精准

盘活低效产业用地１１１２亩，完成土地减
量化８０公顷，新增龙盛活力小镇等商业
商务载体５０万平方米，亿元以上载体达
１７个。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召开 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三驾马车持续发力。坚持发展第一

要务，全力拓展稳增长空间。巩固扩大

有效投资。聚焦“两新一重”４，着力发挥

重大项目投资牵引作用，发那科智能工

厂三期、赛赫智能等 ３０个项目顺利开
工，北郊未来产业园一期、交运智慧湾、

联东 Ｕ谷宝山科创园等１２个项目建成
投入运营。完成工业投资近１００亿元，
其中区属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２６％。加
速释放消费潜力。成功举办“五五购物

节”系列活动，１７家重点商业企业销售
额同比增长 ３７％，打造新业坊、智慧
湾、三邻桥等一批“夜间经济”品牌，有

效促进消费回补。深入拓展外资外贸。

积极承接第三届进博会溢出效应，组织

５３２家企业参团，意向成交额达２２２５亿
元，超过前两届之和。全力做好外资项

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新增霍富锁具和伏

能士２家外资研发中心，德国亚系、意大
利索灵等一批外资项目成功落地，实到

外资同比增长２９％。
（三）系统谋划打造科创中心主阵

地，基础性工作有序开展。十一届市委

十次全会明确提出，宝山要打造全市科

创中心主阵地。围绕上海科创中心主阵

地新定位，勇当“科技 ＋产业”的开路先
锋，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城

市转型发展。

战略定位不断深化。把握上海科创

中心主阵地建设机遇，坚定不移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规划引领。坚持

功能优先，编制宝山区全域建设科创中

心主阵地专项规划和实施意见，立足宝

山空间要素分布特点，初步构建“四区三

带”５科创中心主阵地空间格局，着力打

造功能突出、要素集聚、生态良好的科创

高地。做实推进机制。充分依托宝武、

临港、上大的资源优势，组建吴淞和大学

科技园两大开发建设平台公司，调整优

化南大开发建设平台公司，明确开发建

设、投资发展等功能定位，实体化投入

运行。

科创资源精准对接。注重借势借

力，全力打好上大、宝武特色牌，加强科

技创新统筹布局。南大地区打好“上大

牌”。控详规划正式获批，临港智慧城等

首发项目按节点有序推进，２６个市政公
建项目加快建设，丰翔路、祁连山路等主

干道路基本建成。与上海大学达成新一

轮战略合作，正式成立环上大科技园并

开园运行，制定专项扶持政策。宝山科

技园基地完成功能改造，城工科技绿洲

基地一期建成运营，首批３个产业技术
研究院、８家企业、８个重点转化项目入
驻。吴淞地区打好“宝武”牌。建设规

划、首发地块和两个１平方千米控详规
划正式获批，１０个专项规划形成稳定成
果。与宝武集团深化合作，发挥宝武产

业链上下游聚合优势，开工建设总投资

达１３５６亿元的欧冶云商产业互联网中
心、新材料创新中心等１０个重大产业项
目。宝武钢铁会博中心正式启用，博绣

荟产业园投入运营。

创新驱动效益初显。围绕产业链部

署创新链，推动创新要素加快集聚。市

场主体活力迸发。深化与上海证券交易

所战略合作，推动科创企业与资本市场

有效对接，福然德实现上交所主板上市，

新增上市挂牌企业 １７家、总数达 １４９
家。全区新增科技小巨人企业２３家、国
家级（专业化）众创空间２家，高新技术
企业总数达 ８５４家。创新项目加速转
化。重点推进石墨烯、高温超导、创新奇

智、３Ｄ打印等一批功能型平台建设，以
“平台＋园区 ＋基金”模式加速成果转
化，石墨烯功能型平台累计建成中试线

９条，中试完成８英寸石墨烯单晶晶圆，
国缆检测中心等８个项目获上海市科学
技术奖，飞凯光电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

（四）持之以恒提升城市品质，区域

综合环境持续改善。突出生态优先和绿

色发展，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补齐

区域环境短板，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

生态环境更加优美。全面完成第七

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不断提升生态环

境治理成效。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片

长制”３０版实现全域覆盖，“路长制”由
１５０条试点道路推广至全区。ＡＱＩ优良
率达８９６％，较全市平均水平高２２个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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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ＰＭ２５浓度为 ３２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８６％。河道环境持续优
化。深化“河湖长制”，新增“民间河长”

２２０名。完成３００个小区雨污混接改造，
建成１６公里污水二级管网，月浦城区、
张华浜东两个排水系统建设有序推进。

４９条河道完成消劣，“１＋１６”考核断面
水质动态达标。吴淞江工程新川沙河段

顺利开工。土壤修复稳步推进。基本完

成南大地区土壤修复治理试点，４１５万
亩农用地实现分类管理全覆盖，确保建

设用地和农用地安全利用。

交通网络更加完善。加快完善区域

交通基础设施，轨交１５号线、１８号线一
期（宝山段）全线贯通，长江路、富联一

路等一批大中修工程全面竣工，Ｓ７公路
二期、沿江通道 ＡＢ段、军工路快速路等
一批重大工程完成节点目标，国权北路、

陆翔路—祁连山路等区区对接道路和断

头路基本贯通，区域交通畅达度进一步

提升。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调整优

化１０条公交线路，建成 ６条微循环道
路，新增９５个公交候车亭、１２６０个公共
停车泊位、５６０个共享泊位。

乡村振兴更具特色。统筹推进“三

园”工程，积极展现大都市近郊乡村发展

活力。示范带动效应明显。梯次推进“１
＋４＋４”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第二批成
功建成，第三批完成５０％建设任务。在
全市率先打造乡村振兴２０版，“一脉五
花”示范片区打造连片风光。人居环境

大幅改善。全覆盖推进１０３个村环境整
治，建成 ９９公里“四好农村路”，改造
１０７座农村公厕，农民集中居住完成７１２
户签约。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示范区

完成中期验收，荣获“中国乡村振兴先锋

十大榜样”。农民增收渠道拓宽。创建

“花果宝山”品牌，依托“互联网 ＋”农
业，促进农村电商蓬勃发展，４家龙头企
业年销售额均达亿元以上，天平村被评

为全市唯一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

村”。

（五）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群

众获得感不断增强。坚持以更大力度、

更实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顺应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稳就业水平持续提高。把稳就业摆

在突出位置，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落实援企稳岗政策。在全市率先实现稳

岗补贴６全程网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资金超１４亿元，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补
贴９６２６万元，困难行业企业稳就业补
贴１６３９３万元，累计惠及企业３４万余
家。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推进新一轮上

海市创业型城区创建，帮扶引领７９７人
成功创业，帮助８６１名长期失业青年实
现就业。成立全市首家区级培训就业联

盟，完成职业技能培训１２３万人次。保
障重点群体就业。围绕高校毕业生、就

业困难人员等重点人群，组织系列招聘

活动，不断拓展就业岗位，零就业家庭、

就业困难人员１００％按时安置。妥善处
理劳动关系矛盾，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先

行 处 置 率、按 期 办 结 率 分 别 达

９９％、１００％。
基本民生保障加快改善。养老待遇

不断提高，城乡居保月基础养老金、征地

养老人员月生活费分别同比增长

８９％、７５％。做强“五心养老”７品牌，
“银龄居家宝”“银龄 ｅ生活”服务不断
提升，新增养老床位５０３张、长者照护之
家５家、认知症床位１８４张，建成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４家、老年助餐服务场所３０
家。医疗保障更加广泛，长护险累计支

出５０７亿元，惠及４５万人。试点建成
医保智能监管系统及长护险三级监管平

台。全面加快旧区改造，住宅修缮竣工

３１３万平方米、旧里无卫生设施改造
１４１５户。新增和转化租赁住房９６２７套
（间），开工区属动迁安置房１０２万平方
米，解决在外过渡居民２００９户。“城中
村”改造实现２３个地块出让，新顾城大
居累计开工１７个住宅地块，一批市政公
建配套项目有序推进。新改建５家标准
化菜场、２０个社区智慧微菜场，新增 ５
家早餐工程网点。

社会事业均衡优质发展。深化“学

区化集团化”办学，成立长三角联合教育

集团、宝山世外教育集团。华二高中宝

山校区、上师大宝山实验等学校成功开

办，新建、改扩建９所学校，新增１０个托
育点。加强“健康宝山”建设，中山医院

全面托管吴淞中心医院，精神卫生中心

迁建项目结构封顶，“１＋１＋１”８签约
７５１９万人、排名全市第三。新建智慧
健康驿站１２家，实现街镇全覆盖。成功
举办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战 ＦＵＮ”
宝山等重大文体活动，线上线下参与人

次超１６８０万。长滩音乐厅结构封顶，淞
沪抗战纪念馆二期对外开放，区文化馆

修缮、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改扩建、杨行

体育中心等一批项目开工建设。新建改

建６条健身步道、８片市民球场、３０个健
身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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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实

现“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

（六）积极深入推进“两张网”建设，

城市治理持续深化。坚持把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建设

作为城市治理的“牛鼻子”，加快提升治

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一网统管”纵深推进。立足“高效

处置一件事”，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互联，

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

到受用。强化平台体系建设。建成区、

街镇城运中心并实体化运行，全面推进

“１＋３＋Ｎ”９系统逐步完善，持续提升智
能化响应、可视化指挥、闭环式处置水

平。加速数据汇集共享。推进神经元和

感知端建设，累计接入２万路视频监控
和１７万个物联网终端。场景开发不断
拓展，建成区城运云等９个信息化项目、
农村房屋租赁管理等 ４个智慧应用项
目。坚持管用为王导向。落实“多格合

一”，调整细化１８７个城运网格，推动资
源下沉，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全区

报警类警情、立案数分别同比下降

１２６％、２４７％。“１２３４５”热线综合评价
保持全市领先。

“一网通办”提质增效。立足“高效

办成一件事”，推动“一网通办”从“能

办”向“好办”转变。推进流程革命性再

造。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容缺

后补、甩项后置等审批创新，在全国率先

实现“验登合一”１０，行政许可事项承诺

办结时限比法定时限平均减少７６５％，
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窗口”现场等候时

间平均减少三分之二。完成３０项“一件
事”改革、３０项全程网办事项定制开发，
１００项事项实现自助智能办理。夯实网
上办理支撑。强化电子印章、档案和证

照应用，实现办事窗口 １００％接入电子
证照库。完善“好差评”管理体系，持续

提升服务质量。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深

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累计减免税收２２
亿元。优化营商环境３０版、“１＋９”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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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３０版等一系列惠企新政相继发布。
当好金牌“店小二”，京东一期等项目实

现当月土地摘牌、当月出规划许可证和

施工许可证、当月开工建设，跑出宝山审

批“特斯拉速度”。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深化。全面提

升市容环境面貌，建成３６条（段）美丽街
区，完成５千米架空线整治。深化住宅
小区综合治理，成功创建１００个美丽家
园示范小区，新增１１０个住宅小区电动
自行车充电设施，加装电梯１００台。吴
淞工业区等重点区域三年整治任务基本

完成，全区拆除违法建筑１２０万平方米。
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建成“两网融

合”中转站１２个，完成一批分类投放点
建设，居住区达标率达９１６％。新建各
类绿地７０公顷，建成８个“口袋公园”。
３８千米吴淞滨江岸线示范段成功贯
通，超２０００亩景观绿化全面呈现。

过去一年，区政府以开展“四史”学

习教育为契机，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不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全面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严格执行“三重一大”

制度，区政府常务会议主动邀请利益相

关方参与审议，政务信息主动公开率全

市第一。坚持过紧日子要求，严格控制

和压减一般性支出，部门日常公用经费

在定额基础上压减 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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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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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８％、表示理解
的占１２％。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是

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坚强领导、科学决策

的结果，是区人大、区政协和社会各界有

效监督、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区广大干

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奋力

拼搏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宝山区人

民政府，向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全区人

民，向关心、支持、参与宝山发展的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老领导、老同志和社会

各界人士，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

的感谢！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

是：新冠肺炎疫情仍存在不确定性，经济

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高端产业引领功能

不够强，财税收入、工业投资、战略性新

兴产业比重、Ｒ＆Ｄ投入、土地单位面积
产出等一批核心指标对标高质量发展要

求仍有差距；交通路网、生态环境、民生

保障、公共服务、安全生产等领域仍存在

短板；部分政府部门担当意识、统筹能力

还不够强，抓落实的韧劲还不到位。我

们要直面问题，尽心竭力做好政府工作，

决不辜负全区人民重托。

各位代表，过去五年是宝山发展取

得重要成果的五年。我们围绕建设“三

创三生三宜”现代化滨江新城区的奋斗

目标，着力打造国际邮轮之城、智能智造

之城，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人民生活

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十三五”规划

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全面建

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回眸

过去，这是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五年。

地区生产总值、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

新技术企业数等核心经济指标稳中向

好，分别较“十二五”末有了大幅增长。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

速。这是城市功能不断优化的五年。成

功获批全国唯一的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

范区，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累计接待邮轮

２２６９艘次、旅客１４１９６万人次，位居亚
洲第一、世界第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长江路隧道、郊环隧道、Ｓ７公
路一期、宝安公路、富长路、康宁路等一

批市区骨干道路建成通车，路网密度提

升至３３７公里／平方公里。这是生活品
质不断提升的五年。就业和社会保障力

度不断加大，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始终控

制在市下达指标内，城乡居保基础养老

金较“十二五”末增长 ６６７％。社会事
业加快发展，高起点开办上外宝山双语

等３７所学校，新建１３家养老机构，居民
三大健康指标均优于全市平均水平，文

体资源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完成８４９万
平方米老旧小区综合改造，累计建成 ５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这是生态环境不断

改善的五年。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

大保卫战，ＰＭ２５浓度较“十二五”末下
降４３９％，劣 Ｖ类水体全面消除，生活
垃圾分类成为新时尚。“五个一百”绿

化工程全面建成，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

均公园绿地等指标均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这是城市治理不断深化的五年。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从无到有、有序

运行。“五违四必”等综合整治取得重

大成果，累计拆除违法建筑３０００万平方
米。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累计建成１５片市级美丽街区、４００个美
丽家园示范小区。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平安宝山建设再上新台阶。

各位代表，“十三五”宝山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离不开市委、市政

府和区委的坚强领导，充分彰显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显著优势，充分彰显了全区人民的实干

精神和奋斗伟力，必将激励我们凝心聚

力、风雨无阻、奋勇前进！

二、关于《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的说明

　　根据《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关于制
定上海市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区政府制定了《纲要（草案）》，

提请本次大会审议。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是

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关键五年，也是

宝山建设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的开局起

步期。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科学把

握新发展阶段，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奋力创

造新时代新征程宝山发展新奇迹。我们

要以建设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为主战

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城市发展模式实

现根本性转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加快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加快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不断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奋力建

设新兴产业创新发展、产城融合创新发

展的创新型城区，为上海建设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

出更大贡献。

为更好引领中长期发展，《纲要（草

案）》展望了 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明确了
２０２５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到２０３５年，
基本建成有创新活力、科技实力和核心

功能的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基本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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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创新型、生态化国际大都市主城

区，成为鲜明彰显开放特征、充分体现滨

江魅力、处处激荡创新活力的人民城市。

到２０２５年，贯彻国家和上海市重大战略
任务取得显著成效，持续打响“科创宝

山”品牌，全力构筑创新主体活跃、创新

人才集聚、创新功能突出、创新生态优良

的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加快建设南大

吴淞核心承载区，大力发展大学科技园，

全面推进新兴产业创新发展、产城融合

创新发展，谱写全面建设更高质量人民

城市的新篇章。

围绕目标，《纲要（草案）》提出了４
个方面２５项一级指标，其中约束性指标
７项，预期性指标１８项。一是主要经济
指标。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区级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率等７项指标。二
是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指标。包括战略

性新兴产业比重、高新技术企业数等 ６
项指标。三是城市治理指标。包括区域

路网密度、城镇污水处理率等５项指标。
四是民生保障指标。包括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公众安全感指数等 ７项指标。
《纲要（草案）》提出了 １０项主要任务。
一是坚持创新驱动，全面建设上海科创

中心主阵地。二是推进新兴产业创新发

展，大力发展“五型经济”。三是推进产

城融合创新发展，加快建设南大吴淞核

心承载区。四是全方位构筑空间新优

势，打造北上海枢纽门户。五是树立绿

色发展导向，建设生态宜居城区。六是

服务新发展格局，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

七是大力推进民心工程，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满意度。八是弘扬城市精神品

格，持续提升文化软实力。九是加强数

字化治理，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十是全面深化改革，充分激发高质量发

展动力。

各位代表，蓝图已经绘就，奋斗创造

未来。我们坚信，全区人民拧成一股绳、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宝山一定能够

创造新的不凡业绩，一定能够建成上海

科创中心主阵地！

三、２０２１年主要任务

今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

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做好今年工作，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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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以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

东开发开放３０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和七届区委

十一次全会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重要理念，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纵深推进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建

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

稳定，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

优异成绩庆祝建党１００周年。
综合各方面因素，建议今年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指标是：地区生

产总值、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不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６３０亿元，其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１５０亿元，同比增长５０％，商品销售额同
比增长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６％，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
于经济增长速度，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

制在１４６万人以内，单位增加值能耗持
续下降。

今年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坚持改革创新，凝心聚力建设

科创中心主阵地。围绕上海科创中心主

阵地的新定位，发挥宝山综合优势和比

较优势，努力把重大机遇转化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着力构筑科创功能新优势。坚持创

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全

力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

特”的核心功能。打造科创金融服务功

能。推动“科创 ＋产业 ＋金融”融合发
展，深化与上交所战略合作，依托科创板

资本市场，用好创投基金，加大上市后备

企业遴选培育力度，新增科创板等上市

企业５家。打造大学科技成果产业化功
能。大力发展大学科技园，推动科技成

果在宝山落地转化。深化常态化区校合

作，依托环上大科技园建设和复旦大学

１２个省部级工程技术中心集体落地，完

善专项政策和服务机制，推动更多孵化

器、成果转化应用项目落地。打造国资

国企科创转型功能。积极对接宝武集团

等在地部市属国企，突出科创引领产业

转型，加快存量厂房、低效土地盘活利

用。聚焦国资国企上下游产业链，引导

在地国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改造提升

传统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做强区属国资产业投融资平台，增

强区属国资产业发展功能，为科创中心

主阵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着力推进核心承载区建设。把南

大、吴淞作为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的核

心承载区，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和产业

政策。加快南大地区开发建设。深化与

临港集团合作，全面启动西南片区１平
方公里首发区域建设，加快各类产业用

地有序、组团出让，同步推进市政道路、

绿化景观等项目建设。结合１５号线地
铁上盖开发，以沿祁连山路 ＴＯＤ地块为
核心，推进区域整体功能提升。加快吴

淞地区转型步伐。围绕两个１平方公里
先行启动区，加快首发项目建设，聚焦战

略性新兴产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等领

域的头部企业，集中力量招引优质项目。

坚持规划引领和基础设施先行，合理安

排开发时序，完善吴淞地区市政配套功

能，推进海江路等一批市政设施建设。

着力加快创新要素集聚。优化资

本、人才、应用场景等科创要素资源配

置，增强集聚效应。提升创新主体活跃

度。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大对科

技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扶持力

度，提高Ｒ＆Ｄ投入比例，确保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增长３０％，列入市高新技术成
果转化项目６０个。提升创新要素集聚
功能，进一步做强石墨烯、高温超导、３Ｄ
打印等功能型平台，为科技成果中试和

产业化提供更多开放场景和共享应用。

积极引入高端人才。坚持把人才作为创

新的第一资源，形成聚才、留才、用才机

制，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研发中心等，

做强“樱花卡”人才服务特色品牌，吸引

更多高峰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健全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优化服务创新的生态

环境。

（二）坚持新发展理念，持之以恒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始终把发展作为第

一要务，牢固树立“四个论英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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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高经济质量效益

和核心竞争力。

以招大引强增添新动能。加强全产

业链招商，提高招商引资精准度，大力引

进行业头部企业和“硬核”创新企业。

强化投资促进“六个统筹”。全方位加

强产业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在产业准

入、产业载体、产业政策等方面加强全区

统筹，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和产业结构优

化。做强懂产业、懂市场、懂政策的专业

招商队伍，综合运用平台招商、以商引商

等手段，提升专业化、市场化招商能力。

强化重大项目引进力度。充分发挥“南

总部＋北制造”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优势，
全面修订招商引资政策，调整优化招商

引资工作机制，集中力量引入一批总部

型和高能级制造企业，推动一批重大项

目落地。全力做好重大外资项目全生命

周期服务，新增外资企业总部和研发中

心２家，完成实到外资２５亿美元。
以扩大投资拉动增长。始终把有效

投资放在抓发展的突出位置，坚持产业

投资为主，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共同发

力。优化投资结构。调整土地出让结

构，加大产业用地供给保障，持续扩大对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投资，

进一步降低房地产投资比重，确保投资

结构更加合理。加大产业项目投资。瞄

准科技前沿和产业高端，推进上药超级

工厂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尽快开工，加

快发那科智能工厂三期、国盛产投宝山

药谷等重大项目建设，推进天瑞金产业

园等项目尽快落地，形成实物投资量。

推进上海长滩等９个商业项目建设，日
月光商业广场建成开业。保持政府投资

规模。着眼城市功能提升，安排区级政

府投资项目５３亿元。建设一批产业园
区市政配套项目，持续改善园区基础设

施，整体优化园区环境，不断提升产业空

间承载力。

以存量盘活换取发展空间。坚持土

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确保好项目不缺

土地、好产业不缺空间。精准盘活产业

用地资源。加快存量产业用地盘活、土

地减量化节奏，用好混合用地出让、容积

率提升等政策，让好项目以更快速度、更

低成本落地，精准盘活存量产业用地

２０００亩以上。切实提升产业载体效益。
聚焦３个市级特色产业园区，提高投资

强度、亩均产出标准，强化产业用地全生

命周期管理，打造高质量的园区经济。

发挥“租税联动”政策效应，提高８９个重
点商务载体“三率”１１，力争单位面积税

收同比增长８％。
（三）坚持功能优化，全力增强城市

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牢牢把握宝山城市

发展规律，注重高标准定位、高品质建

设、高效能治理，持续提升城市功能。

打造高端的现代产业体系。强化高

端产业引领，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不断做大做强以科创为鲜

明特色的主导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做强做优“五型经济”，瞄准具

有高成长性、高附加值、关键核心技术的

产业方向，不断做大新材料、高端装备等

先进制造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

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

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提升战略性新兴

产业比重。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支持数字产业赋能实体产业，加快发展

在线新经济，聚焦智能工厂、工业互联

网、电商平台等重点领域，着力培育新生

代互联网产业集群，形成一批数字经济

特色品牌。做强邮轮特色产业。以中国

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为抓手，推动

邮轮市场复苏，逐步延伸邮轮产业链。

加快滨江岸线转型开发，推进阅江汇等

项目建设，深化港城联动。

打造便捷高效的交通体系。构筑对

外交通体系，配合推进北沿江高铁、轨交

１８号线二期、沿江通道 Ｂ段地面道路、
长江西路快速路等市级重大项目开工，

加快推进南大路、军工路快速路等重大

工程建设，实现 Ｓ７公路二期、陆翔路—
祁连山路等骨干道路建成通车。完善对

内交通网络，新改建５０千米“四好农村
路”，新辟调整１０条公交线路，建设３条
微循环道路，新增 ５０个公交候车亭、
１０００个公共停车泊位。完善交通工程
移交纳管机制，完成４５万平方米道路移
交接管。

打造优质的公共服务体系。深化区

级教育统筹，强化八大教育集团１２品牌

建设和“新优质学校”创建，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完成罗店中学特色高中复评，确

保世外美兰湖、南大九年一贯制等学校

如期开办，华二高中宝山校区开工建设，

新建、改扩建 ７所学校，新增托育点 ５
个。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构建智慧化健

康服务体系，提升远程医疗服务能力。

推进大场医院改扩建，建成精神卫生中

心迁建项目。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提升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文化品牌国际

影响力，启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大修，实现长滩音乐厅试运营。推进

“１５分钟体育生活圈”建设，新建改建３
条健身步道、５片市民球场、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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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口支援和对口

合作地区的协作配合，提升帮扶效益和

合作水平。

（四）坚持宜居宜业，精准施策提升

城市环境品质。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向好，努力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

清，城市更加宜居宜业。

深化环境综合治理。大力推进环境

治理体系建设，探索街镇“最小单元”环

境治理新模式。深入推进大气污染治

理。启动第八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拓

展深化“片长制”，深入推进“智慧 ＋监
管”，严控在建工地、沿河码头等易扬尘

点位，加强工业点源、车船移动源、社会

生活源综合治理，确保空气质量保持全

市较好水平。巩固提升水环境质量。深

化“河湖长制”，溯源整治入河排口，推

进生态清洁小流域示范单位建设，开展

杨盛河等骨干河道治理，加强雨污混接

改造长效监管，完成“３＋１５”考核断面水
质达标任务，不断提升优于Ⅲ类水质水
体比例。推进吴淞江工程新川沙河段建

设。全面建成月浦城区、张华浜东两个

排水系统。加强土壤污染防治。落实建

设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农用地分类管

理，加大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力度，确保土

地安全利用。同时，持续推进中央环保

督察及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

改，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优化“三

园”工程，实现乡村生产美、生态美、生活

美。片区化开展示范村建设。推进第

一、第二批示范村全面运营，完成第三批

４个示范村创建。深化月浦、罗店“蝴蝶
兰花”等示范片区建设，打造罗泾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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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示范镇。组团式提升乡村产业活力。

增加绿色农产品供给，落实粮食安全责

任制，加强粮食生产和储备。出台农村

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提升集体经

济造血功能，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全方

位推进乡村治理。实施农村人居环境优

化工程，完成农民集中居住签约任务，各

涉农镇全覆盖建立宅基地审批管理制

度。迎接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示范区

验收。

美化城市市容环境。聚焦源头减

量、过程管控和末端处置，巩固垃圾综合

治理成效，提标改造生活垃圾压缩站，高

标准建设可回收物中转站、集散场，推进

湿垃圾就地处理，基本建成宝山再生能

源利用中心，１２个街镇全部创建垃圾分
类示范街镇，建设垃圾分类示范区。提

升城市空间品质，对同济路、宝杨路等主

干道和吴淞滨江等重点区域进行景观改

造。优化绿色生态环境，持续推进泰和

污水厂配套公共绿地等项目建设，新建

公共绿地６０公顷、城市绿色步道１０千
米、立体绿化３万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１２４５平方米。

（五）坚持人民至上，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统筹抓好底线民生、基本民生和质量

民生，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常态化加强疫情防控。始终绷紧

疫情防控这根弦，坚持“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毫不放松抓好各项防控工作。

严密防范疫情输入。坚持人、物同防，

严格落实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加强核酸

检测和预防性消毒，严格中高风险地区

来沪返沪人员防控管理。坚决防止疫

情反弹。从严从细加强重点场所、重点

人群的防控，严格落实集中隔离、居家

隔离要求，全力抓好流调溯源、检疫检

测和环境消杀。稳妥有序开展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完善疾控体系，持续推进发热门诊（哨

点）、核酸检测能力建设。启动区公共卫

生中心改扩建项目，推进区疾控中心达

标建设和能力提升工程，新建５家智慧
健康驿站。

全面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聚焦保基

本、兜底线、促公平，不断提升民生保障

质量。强化就业优先举措。落实好减税

降费、援企稳岗等政策，加大高校毕业生

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帮扶，帮助长期失

业青年就业不少于７６０人、帮扶引领成
功创业不少于６６０人，确保零就业家庭、
就业困难人员按时安置率达１００％。提
升养老服务质量。围绕“９０７３”养老格
局１３，推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建成

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６家、老年助餐
服务场所２５家，新增养老床位３３０张、
认知症床位 １５０张。提高医疗保障水
平。深化长护险试点，推进“长护 ｅ安”
监管平台建设１００％全覆盖。完善医保
基金监管机制，推进医保智能监管全覆

盖，实现城乡居民应保尽保。

加大住房保障力度。聚焦张庙街

道等重点区域，统筹推进旧住房成套改

造，年内开竣工 １２幢。推进吴淞西块
９０号地块安置房竣工验收、９１号地块
加快建设。完善“四位一体”住房保障

体系，启动场南村等新一轮“城中村”改

造，统筹做好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加

快动迁安置房建设，新开工区属安置房

７１万平方米，解决２９３９户在外过渡居
民的首套安置房源。加快新顾城大居

开发，做好 ９个地块 ９１２８套房源竣工
交付。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确

保完工１００台。
（六）坚持务实管用，赋能增效提升

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注重从群众需求

和城市治理需要出发，坚持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效果导向，加快补齐治理短板，

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宝山特点的城市治理

新路子。

推进城市治理数字化。提升“一网

统管”效能，实现“观管防”有机统一。

深化拓展应用场景。按照“三级平台、五

级应用”架构，加强应用场景协同开发和

接入，建成建筑工地智慧监管、危险品车

辆监管等实战平台，推进人口管理、非警

务类警情分流等重点领域线上线下整

合。加快推进数据汇聚。推进区城运数

据中台建设，构筑城市智能运行的数字

底座，打通市、区、街镇三级系统数据治

理通道，整合接入政务数据、神经元数据

以及第三方数据，实现城市治理数据“应

汇尽汇”。巩固提升实战能力。加强

“社区云”、非警务类警情与城运平台互

联互通，以“１＋２＋Ｘ”１４模式打造７×２４
小时联勤联动队伍，提升全天候处置能

力，力求在最低的层级、最短的时间，以

最小的成本，解决最大的关键问题。

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以争创全国

文明城区为契机，提升改造重点区域城

市风貌，打造美丽街区２０版。开展新
一轮美丽家园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

住宅修缮工程，改善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水平。推广应用“社区云”，升级打造社

区通３０版，形成居社互动特色品牌。
放大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基地示范效应，

培育活力楼组１０００个。始终保持对违
法占用耕地“零容忍”，确保违法建筑零

增长。继续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工作。

守牢城市安全底线。坚持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月报告制度，加大安全生产监

管力度，以查促改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

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全面落实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重点加强电瓶

车充电、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危险化学

品、道路运输、农村自建房出租等隐患领

域和薄弱环节的排查整改，坚决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实施食品安全百千万示

范工程，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完善应急救援和防灾减灾救灾体

制机制，持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着力做

好风险防范、信访稳定、防汛防台等工

作，确保城市安全运行。

四、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做好今年各项工作，必须全面加强

政府自身建设。我们要进一步转变政府

职能，提升履职能力，加快构建职责明

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推动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一）深化营商环境建设。加强“放

管服”改革，优化对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服

务，打造服务更优、效能更高、感受更佳

的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依托“一

网通办”建设，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

对标“特斯拉速度”，深化业务流程革命

性再造，推出更多的“一件事”一次办，

进一步打响宝山政务服务特色品牌。健

全服务机制。牢固树立“店小二”服务

理念，紧贴企业各类服务需求，构建“一

次申请、专人服务、全程跟踪、办结为止”

的代办服务机制。完善“好差评”制度，

不断优化企业服务。提升服务感受。深

化“一网通办”，巩固“两个免于提交”１５

成效，积极探索“好办”“快办”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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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网上办理率。加强政务服务中心标准

化建设，持续创新容缺受理机制，完善园

区等服务点延伸服务，做到线上服务高

效便捷、线下服务贴心周到。

（二）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坚持法

治引领，尊重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着力

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加强依法决

策。强化重大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风

险评估、合法性审查，提升政府决策科学

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完善政府法律

顾问制度，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

进改革发展。规范行政执法。加强行政

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进“三项制度”１６全

覆盖，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

促进行政执法严格、规范、合法、公正。

做好“八五”普法工作。依法做好居村

换届选举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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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继续走在全市前

列，确保以公开促规范、以公开促服务、

以公开促落实。

（三）深化政府作风建设。以更高

标准、更严举措锤炼更加务实的政府作

风，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支

撑。强化廉政建设。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四责协同”机制，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持续纠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行政审批、工程

建设等重点领域制度建设，压缩权力行

使的任性空间，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强

化财政管理。坚持政府过紧日子，从严

从紧编制和执行预算，部门公用经费定

额压减１０％，基本民生外其他项目支出
压减１０％，优先保障基本民生、重点领
域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强化

队伍建设。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

和约束并重，突出实绩导向，强化培养锻

炼，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

员队伍。

各位代表，新愿景引领新征程，新作

为铸就新辉煌。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

市政府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

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努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加快建设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奋力

谱写新时代新奇迹的宝山篇章，作出无

愧于时代和宝山人民的新贡献！

注释：

１“四早”即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四集中”即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
２即每日出门前学生在家进行测温，到校后由学校安排进行晨检、午检和全日制巡检。
３即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超能新材料科创园。
４即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
５“四区”即以南大地区为核心的南大科创金融集聚区，以吴淞地区为主体的吴淞科创企业集聚区，以美兰湖为中心的美兰
湖研发机构集聚区，以宝武集团宝山厂区拟转型区块为主体的超级工厂集聚区；“三带”即有机连接“四区”的产业带、创

新带、综合功能发展带。

６即重点企业和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通运输、旅游四大困难行业企业稳岗补贴。
７即放心、舒心、暖心、开心、安心。
８即社区居民签约１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家区级医院、１家市级医院。
９“１”即以网格化系统为标准，“３”即首先融入１１０非警情业务处置、综合治理和市场监管等内容，“Ｎ”即今后逐步融通社
区通、司法矫正、社区调解等一批基层治理内容。

１０即综合竣工验收和不动产登记同步办理、同步发证。
１１即企业入驻率、落地型企业注册率、单位面积税收产出率。
１２即行知、陈伯吹、吴淞中学、上大基础、罗店、长江路、长三角宝山联合、宝山世外。
１３即９０％居家养老、７％社区养老、３％机构养老。
１４“１”即街镇综合执法队（城管为主），“２”即公安、市场监管，“Ｘ”即其他参与管理处置的部门、队伍。
１５即凡是本市政府部门核发的材料，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凡是能够提供电子证照的，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实体证照。
１６即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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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情概要
◎ 编辑　王素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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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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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境总

面积３６５３平方千米，陆域总面积３０２３
平方千米，行政总面积 ２９９１５平方
千米。

【地形地貌】　区境为长江三角洲冲积
平原，在江流海潮共同作用下，由长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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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叶全部成陆。
区境内为河口滨海平原，海拔在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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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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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米，有一定开采价值。全
境滨江临海，水网密布，河道纵横，有长

江岸线２９千米，黄浦江岸线７千米。全
区共有河湖 ９５３条，总长 ８０６５４２６千
米，水面积 ２１３２７５平方千米，水面率
７８７％。其 中，河 道 ８７３条，全 长
７６９１８５９千米，水面积 １６８１９２平方千
米。包括：市管河道１０条，全长７９３５１９
千米，水面积５３６７４千米；区管河道１７
条，全长１６５５９４０千米，水面积 ４０７６９
平方千 米；镇 管 河 道 １１８条，全 长
２１１３３３８千米，水面积 ３５９９０平方千

米；村级河道 ７２８条，全长 ３１２９０６２千
米，水面积３７７５９平方千米；其他河湖
８０条，全 长 ３７３５６７千 米，水 面 积
４５０８２平方千米。至２０２０年末，全区农
业耕地面积２９１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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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素炎）

【气象气候】　
（一）宝山区２０２０年气候：年平均气

温显著偏高，夏季高温日偏多。日照偏

少。年降水与汛期降水量均较常年明显

偏多，梅雨期降水量异常偏多。

１气温：年平均气温 １７８℃，比常
年（１６６℃）偏高１２℃。３５℃或以上高
温天数２０天，比常年（１００天）明显偏
多，其中８月高温总日数达１７天，同历
史极值；≥３７℃酷暑日数为５天。极端
最高气温３７６℃（８月１３日），极端最低
气温－６７℃（１２月３１日）。
２降水：年总降水量１６６０８毫米，

比常年（１１６８１毫米）偏多４９２７毫米，
降水日数１４５天，比常年（１２３天）略多
２２天，２４小时降水量≥５００毫米日数８
天，２４小时降水量≥１００毫米日数２天。
３汛期：总降水量１０８４４毫米，降

水日数６１天，较常年（６２６５毫米、４６７
天）偏多４５７９毫米和多１４３天；梅雨
（６月９日—７月２１日）降水量６８６４毫
米，为常年 ２３０毫米的近 ２９８倍，刷新
宝山站６５８１毫米的历史纪录。
４日照：日照偏少，日照时数１８３９４

小时，比常年（１８５２７小时）偏少 １３３
小时。

（二）宝山区２０２０年气候特点
１主要天气气候特征：２０２０年平均

气温为１７８℃，比常年高１２℃，除７月
的月平均气温比常年低外，其余各月的

月平均气温都比常年同期高，尤其１月、
２月和 ３月的平均气温均比常年高
２８℃、２６℃和２９℃。

冬季 １２月—次年 ２月、春季 ３—５
月、夏季６—８月和秋季９—１１月的平均
气温比常年分别高２４℃（常年５８℃）、
１８℃ （常 年 １４８℃）、０６℃ （常 年
２６９℃）和 ０５℃（常年 １３３℃）。年极
端最高气温３７６℃，出现在８月１３日。
≥３５０℃高温天数有２０天，比常年多１０
天，其中７月４天、８月１７天，≥３７０℃高
温日 数 为 ５天。年 极 端 最 低 气 温
－６７℃，出现在１２月３１日。
２异常气候现象：年降水量为

１６６０８毫米，比常年多 ４９２７毫米。年
降水量季节分布不均，冬季（１２月—次
年２月）降水量２９９７毫米，比常年偏多
约六成；春季（３—５月）降水量为１９８０
毫米，较常年偏少；夏季（６—８月）降水
量９００６毫米，较常年偏多五成；秋季
（９—１１月）降水量 ２５５０毫米，较常年
偏多三成。汛期降水量（６—９月）为
１０８４４毫米，比常年同期多４５７９毫米。
年降水日数为６１天，比常年多１４３天，
日降水量≥２５毫米的日数有１７天，≥５０
毫米有 ６天。年日照时数为 １８３９４小
时，比常年少１３３小时。年内影响台风
个数３个。

（三）宝山区２０２０年灾害性天气及
影响

总体来说，２０２０年度主要影响台风
１个。梅雨期偏长、梅雨量大、梅雨期暴
雨多；台风影响次数多；三夏、三秋期间

以过程性天气为主，对水稻的收晒影响

不大；总体上仍属正常年景。

１．梅雨：梅雨期长、梅雨量大、梅雨
期暴雨多。６月９日入梅（常年６月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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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较常年偏早 ７天，７月 ２１日出梅
（常年７月６日），较常年偏晚１５天；梅
雨期长达４２天，较常年偏多２２天，为２０
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第 １位。梅雨量为
５０２２毫米，是常年梅雨量（２０８６毫米）
的２４倍，居１９５４年宝山区有记录以来
第２位（第１位为１９５４年６４９６毫米）。
７月１４日２０时至１５日２０时全区普降
大到暴雨，宝山站６２４毫米。６月２３日
普遍出现６—７级风，局部地区出现９级
大风，宝山站为１６７米每秒（７级）。
２．台风：７月出现“空台”现象，历史

罕见。８月台风活跃，主要影响台风 １
次，第４号台风“黑格比”（台风级）于８
月４日３时３０分前后在浙江乐清沿海
登陆。４日１８时至５日１０时宝山区普
降暴雨，局部大暴雨，宝山本站７９１毫
米，大部分街镇累积雨量均在８０毫米以
上，其中上大附中、顾村公园、杨行莲花

山路、大场汶水路、宝山城工园出现１００
毫米以上大暴雨。全区风力普遍超过８
级。暴雨和大风导致 ５个小区局部积
水；１０条道路短时积水；发生电力故障
１８起，灾情共计１５１起，无人员伤亡。农
业受灾情况：农田受淹面积 ２９５８３公
顷；大棚和棚膜受损 ３１９套，棚架受损
３１９套；落果数量１５７吨，经济损失３８５
万元。池塘受损４１３公顷，经济损失１１
万元。倒塌棚舍１２间，受灾家禽２１万
只，经济损失５７万元。总经济损失４５４
万元。８月２５—２６日受台风“巴威”外
围影响，宝山区普遍出现５—６级西北大
风，最大阵风出现在泖港镇１３５米每秒
（６级）。大风灾情１起。受季风云团影
响，２８日０８时至２９日０８时，普降暴雨，
宝山站６４８毫米。暴雨灾情５起。９月
１日下午至２日受第９号台风“美莎克”
外围影响，宝山出现大风，吴淞水文气象

站出现极大风速为１７８米／秒。
３．强对流天气：受强对流云团影响

４月１２日宝山区普遍出现雷电活动并
伴有７—９级雷雨大风，风灾１６起。４月
１９日，宝山区普遍出现７—８级大风。５
月５日出现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天气。５
月２９日１８时至３０日１７时，宝山区普
降大到暴雨。６月５日０４时至２１时普
降大到暴雨。受冷空气和低涡共同影

响，９月１０日２０时至１１日２０时宝山区
普降大雨，局部暴雨。９月１６日２０时至
１７日２０时，宝山区普降暴雨。

４．冷空气：受冷空气影响，２月１５日
夜里到１６日凌晨宝山区出现雨雪天气，
雨雪量中等。１５日２３时０８分开始出现

雨夹雪，１６日０时３０分逐渐转为纯雪，３
时以后雨雪基本结束，雨雪量３４毫米。
未出现道路积雪和结冰现象。受强冷空

气影响，宝山区最低气温４８小时内下降
８２℃，极端最低气温 －６３℃，有严重冰
冻。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２０２１年１月１
日宝山区出现罕见的寒潮过程，伴有大

风和雨雪冰冻天气。宝山站日最低气温

４８小时降温达１０２℃，极端最低气温零
下６７度（１２月３１日）。２９日下午起宝
山区风力明显增大，全区普遍出现７—８
级西北大风，长江口区８—９级，过程最
大风速为吴淞邮轮港站，２３４米／秒（９
级），３０日夜间起风力减弱。出现大风
灾情３０起，低温灾情２起，多处出现自
来水管冻结爆裂、污水管道冻结、水箱冻

结冻裂、道路结冰等现象，其间新桥基地

附近有轨电车钢轨出现裂痕，一段时间

内有轨电车运营受到影响。 （徐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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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区真如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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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宝山区。６月，成立中共宝山区
委员会，９月完成撤建工作。１９８９年１１
月，五角场乡划归杨浦区。１９９２年９月，
彭浦乡划归闸北区。１９９７年９月，辖区
内原江湾机场８６平方千米和共康小区
内０７２６平方千米分别划归杨浦区、闸
北区。２００５年 ５月，经国务院批准，长
兴、横沙两乡划归崇明县。

【行政区划】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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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７个村民小组；共有４０２
个居委会，其中新建１２个居委会。

【户籍人口】　２０２０年末，宝山区户籍人
口总户数 ４１３９３５户，比上年增加 ７６９１
户，增 长 １９％；户 籍 人 口 总 人 数
１０２８１９２人，增加１８４２９人，增长１８％。
全年出生人口５０１８人，出生率４８８‰；
死亡人口８８１６人，死亡率８５７‰；人口
自然增长率－３６９‰。常住人口２２３５２
万人，增加１９０万人。年内，依法办理
结婚登记５４９２对，比上年下降７％；协议
离婚登记３４８５对，下降４％。全区户籍
人口以汉族为主，常住少数民族人口总

数３９４１６人，有５３个少数民族成分。其
中户籍少数民族人口１３９４７人，有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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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素炎）

区域特点

【港口物流畅达】　宝山位于长江入海
口西南侧，长江、黄浦江汇合处，?藻浜

自西而东贯穿全境，拥有优良港口岸线

资源，是上海北部水路枢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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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年１１月上港九区
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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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树浦装卸站，１９７６年改称上港十区，
１９９３年成立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
公司军工路分公司，２００８年９月由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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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建立上海宝山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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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８月，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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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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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区分国际采购分拨配送中心、钢材市

场配送中心、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综合物

流区、多功能服务区、铁路国际集装箱结

点站６个功能区，面积７５２平方千米。
２００６年４月，吴淞国际物流园区开发有
限公司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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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建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
公司成立。２０１２年９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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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两个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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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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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工业、服务业相互依存，是宝山改革

开放从城乡一体化发展又到滨江新城区

发展的一个缩影。宝山是上海现代工业

的发祥地之一，上海的冶金工业基地。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形成的吴淞工业区内有
上钢一厂、上钢五厂、铁合金厂、钢管厂

等一批钢铁企业。上海宝山钢铁总厂

（简称宝钢）始建于 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３年 ７
月更名为宝山钢铁（集团）公司。１９９８
年１１月 １７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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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家发起组建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钢股份）。１１月，宝钢股份
上市，宝钢集团主要钢铁资产进入宝钢

股份，宝钢股份形成碳钢、特钢、不锈钢

三大生产制造体系，成为集团公司钢铁

生产经营主体。２００８年，组建宝钢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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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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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宝武集团）由原宝钢

集团有限公司和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简称武钢）重组揭牌，总部设在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区，注册资本５２７９１亿
元，资产规模逾７０００亿元。宝武集团在
宝山区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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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宝武集团

位列《财富》世界５００强第２０４位，全球
钢铁企业排名第二位。２０１９年９月，中
科钢研碳化硅项目总部基地落户上海宝

山，宝钢股份成为全球最大、牌号最齐

全、多基地供应的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

用钢专业生产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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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业并存”的产业集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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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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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区统计局初步测算，宝山区２０２０年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１５７８４８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１６％。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１０２亿元，下降６５％；第二产业增加
值５５７８６亿元，下降１９％；第三产业增
加值１０１９６０亿元，增长 ３８％。第一、
第二、第 三 产 业 结 构 比 为 ００６∶
３５３４∶６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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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末，全
区共有道路 １１８９条（含在建道路），长
１２７１千米，实有道路长９０９千米，道路面
积２４４０万平方米，区域线网密度达到
１７１千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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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３条，长 ５０２６千
米，道路面积 １４１５６万平方米；镇管道
路２１１条，长９０６千米，道路面积９７３
万平方米，乡村公路１４７条，长１９０１千
米，道路面积 ２７５３万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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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１座，桥 孔 ３１９７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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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２０年末，区域内共有地面
公交线路 １４５条，其中跨区域线路 ８２
条，区域内线路６３条。区域出租企业２
家，运营车辆６７０辆。公共自行车共有
６１２个租赁点，设置１８９６６个锁柱，投放
１５０００辆自行车。吴淞长途汽车站始发
省际长途汽车线路２４条，美兰湖长途汽
车站２条。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开工建设，成为上海国际邮

轮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岸线总长 １５００
米，有４个泊位，可同时停靠２艘２０万
吨级邮轮或４艘１０万吨级邮轮。２０１０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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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万吨的
“歌诗达·维多利亚号”和１３８万吨的
“皇家加勒比·海洋航行者号”两艘大

型邮轮先后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为母港

开辟亚洲航线，开启亚洲邮轮的大船时

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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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出入境游客超过２万人次，创
下中国邮轮母港单日客流新纪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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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持全球第四位、亚洲第一位邮轮母港地

位。２０２０年，成功创建上海邮轮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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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示范区，吴淞口国际邮轮旅游

休闲区成功入选上海首批“全域旅游特

色示范区”。上海市８个部门联合发布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三年行动计

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年内，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完成６次邮轮回靠和７７２名中
国船员换班作业，实现“零输入、零输出、

零感染”防疫成绩单，形成国际邮轮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中国方案”，

形成较为完善的邮轮及母港综合防疫

体系。

９月３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二期投入使用 区建管委／提供

【生态环境优良】　宝山是传统工业基
地，长期以来形成以冶金、化工、建材和

有色金属加工等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上海市重要工业基地———吴淞工业区内

集中了全市１０％的污染大户。２０００年，
吴淞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全面启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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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其中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内同类工

业区先进水平。２００３年被授予“上海市
园林城区”称号。建成的大型绿化项目

有外环线绿带、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

园、环区步道等，有共和新路、江杨北路、

南大路等隔离绿带及滨江、吴淞十一街

坊等３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大型景观绿地４６
块。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上海最大的城市
郊野公园顾村公园对外试开放，１０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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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
新增造林面积 ８８公顷，新建绿地面积
１５２４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１１３平
方米。２０１６年，全区新增森林面积 １７２
公顷，新建绿地面积 １５１６３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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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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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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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１２１平
方米。２０２０年新建各类绿地７００７万平
方米，立体绿化 ３０１０８平方米，绿道 １０
千米，绿化覆盖率达 ３９％，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达１２４平方米。完成 Ｇ１５０３绕
城高速生态廊道（宝山段）建设项目

２７４公顷，其他生态廊道２７８７公顷，一
般公益林 ３５６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１６８７％。新增白沙公园、美文路小游
园、西家浜绿地３座市级公园，改造天馨
绿地、青石绿地等街心花园１０个。全区
市级公园达３５座，２６座公园延长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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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文化深厚】　宝山成建以来，域内
历史传承悠久、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宝山

立县、吴淞开埠、淞沪抗战、上海战役，历

史大事、文脉绵延孕育形成了江南文化、

海派文化、红色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

宝山历史文化地域风格明显、“一地一

品”特色呈现、国际时尚文化流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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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项，其中
国家级１项、市级１０项、区级２６项，端
午节———罗店划龙船习俗入选国家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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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日，上海樱花季专项文旅活动启动 区文联／提供

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罗店镇成

为全国端午民俗示范点和上海市第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罗店彩

灯艺术源远流长，在罗店已流传数百

年；宝山寺始建于明正德六年（１５１１
年），距今已有 ５００多年历史。罗泾十
字挑花技艺、老香斋茶点制作技艺被列

入第一批上海市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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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列入第七批“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区内建有上海淞沪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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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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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纪念场馆

和设施，建成首批８１个吴淞文脉点位，
形成北上海重要红色文化地标群。宝

山区自 １９９５年以来共举办 １０届国际
民间艺术节，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

览馆于 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 １６日正式开馆，
新西兰世博展品“独木舟”落户博览馆。

中国第一家以河口科技为主题的长江

河口科技馆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落成

开馆。上海玻璃博物馆、宝山区图书馆

新馆于２０１２年对外开放。尊木汇红木
文化公园（一期）在２０１３年９月正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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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公园正式揭牌，该公园按照“馆园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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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全国２００余名艺术家深入宝山各街
镇开展艺术导赏。截至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有文化馆（站）２１家，其中区属文化馆２
家、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１９家；图书
馆（站）２３家，其中区级图书馆１家、街
镇图书馆２２家；区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总面积６万余平方米；社会文化娱乐场
所（含棋牌室）２７４家。市文物保护单位
９处、区文物保护单位８处，区文物保护
点７３处，市优秀历史建筑 ２处。２０２０
年，共举办各类文化活动１３万场，参与
人数达１４７１８６万人次。

【能源基地稳固】　宝山是上海市重要
的钢铁、电力、煤气、水资源基地和上海

现代冶金工业基地。宝山钢铁产业发展

历史悠久，基础良好、技术先进、产业优

势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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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第一座

大容量超临界火力发电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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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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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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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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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素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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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编辑　王素炎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地区生产总值

现价（亿元） 可比增长（％）

ＧＤＰ １５７８４８ １６

　农业 １１４ －７２

　工业 ５０１６５ －３０

　建筑业 ６７８３ ７４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５６３７ ０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５１０７ －４６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３４０ －７３

　金融业 ９７０４ ４５

　房地产业 ２５３６６ ７５

　其他服务业 ４３６３２ ５０

第一产业 １０２ －６５

第二产业 ５５７８６ －１９

第三产业 １０１９６０ ３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财政收支

２０２０年（亿元） 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６３６４ －９８

　中央级收入 １２８０６ －１２５

　市级收入 ８２６０ －１３８

　区级地方收入 １５２９７ －５０

　　＃非税收入 １８７５ －５０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６１２６ －９５

＃一般公共服务 ９５２ １７３

　公共安全 １５４１ １４１

　教育 ３８０１ １３

　科学技术 ６７７ ６１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２６２ －３４３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２２２３ －１８１

　卫生健康 １３８９ －１５３

　节能环保 ６１５ ５４倍

　城乡社区 １５２０ －３５６

《宝山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综合经济】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地区生产
总值（ＧＤＰ）完成１５７８４８亿元，比上年
增长１６％。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
值１０２亿元，比上年下降６５％，第二产
业实现增加值５５７８６亿元，下降１９％，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１０１９６０亿元，增
长３８％。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结构
为００６∶３５３４∶６４６０。

全年工商登记新设立（含迁入单位）

的法人企业２６００３户，增长４５％，工商注
册新增企业注册资金２３６０７５亿元，增长
１２０％。其中，内资企业（不含私营企
业）３１７户，增长１４４％，注册资本１７８２７
亿元，增长３４６％；私营企业２５３５８户，增
长４８％，注册资本 １３９５８８亿元，增长
６４％；外商投资企业３２８户，下降２１０％，
注册资本１２５亿美元，增长６０３％。

全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５２９７
亿元，下 降 ５０％。其 中 税 收 收 入
１３４２２亿元，下降 ５０％，非税收入
１８７５亿元，下降５０％。

全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６１２６
亿元，下降 ９５％。其中区本级支出
１８００３亿元，下降 １４６％，镇级支出
８１２３亿元，增长４２％。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６４５４６亿元，增长１００％。其中第二产
业投资总额９９０５亿元，下降４７％，第
三产业投资总额 ５４６４１亿元，增长
１３２％。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工业投
资比重为１５３％，服务业比重为２９％。
全年在建项目数７０７个，增长２４７％，其
中新开工项目数 ３００个，增长 ３２７％。
投资类型看，民间投资额 ２６０７０亿元，
增长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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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产量（吨） 增长（％）

谷物 ５５１９９０ －１５８

蔬菜 ２７４７６２４ －３６６

园林水果 ３５４９７０ －１１３

肉禽 ４０６ １１７倍

水产品 １６２０ －２４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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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４６４ －１５

　＃新能源 ３２７６ ２３１

　 高端装备 ９２８７ －０９

　 生物 ２５４７ ４０４

　 新一代信息技术 １０６４ ２８３

　 新材料 ３１９４０ －４６

　 新能源汽车 １３０ －２５２

　 节能环保 ４９７５ －５９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２＋４”工业园区单位土地产出
单位：亿元／平方千米

单位土地
产值

增长（％） 单位土地
营收

增长（％） 单位土地
税收

增长（％）

合计 ４２８０ ３１ １１７７６ ９４ ３２０ －１２４

　宝山工业园区 ３８８２ ０５ １０８５６ ６３ ３１０ －４９

　　城市工业园区 ４７７６ ４１ １１１５４ －９６ ５２９ －３７

　　宝山工业园区（北区） ３０５６ －１８ ４７５７ ７２ ２０６ －５７

　　罗店工业园区 ４５７７ －１７ ３９４４１ １８６ ３３２ －６６

　月杨工业园区 ４８１９ ６０ １３４０４ １４３ ３３６ －２２４

　　杨行工业园区 ２３６９ －１０９ １４４７７ ３２７ ２３３ －５０２

　　月浦工业园区 ３６０８ ８５ １１６９７ －１２ ２３２ －１５９

　　机器人产业园 ９９５２ １１８ １４４０３ １１４ ６８３ ７９

【农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２７６亿元，比上年下降 １２３％。其中，
种植业 １９１亿元，下降 １７１％；林业
０４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９％；渔业０１６
亿元，增长 ３８６％。全年谷物产量
５５１９９０吨，下 降 １５８％；蔬 菜 产 量

２７４７６２４吨，下降 ３６６％；园林水果产
量３５４９７０吨，下降 １１３％；肉禽产量
４０６吨，增长 １１７倍；水产品产量
１６２０吨，下降２４％。

至２０２０年末，建成标准化水产养殖
场２家，面积５７３４公顷；建成设施粮田

面积６７２８公顷；部级蔬菜标准园１家，
面积 １７３４公顷；市级蔬菜标准园 １０
家，面积１９９８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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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５５家，经
农业主管部门认定的粮食家庭农场 １
个。３０家企业 １９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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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家，无公害农产品
１４８个；绿色食品生产企业２３家，绿色食
品４７个。

【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
值５０１６５亿元，比上年下降３０％。实
现工业总产值 ２１８７７８亿元，下降
３４％，其 中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１９８５８２亿元，下降 ３１％；实现工业销
售产值２１８４８１亿元，下降４０％，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 １９８２８５亿元，
下降３８％。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 １６７１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９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
润率为６３８％，增长１２８个百分点。亏
损企业为９７户，增长１０２％，亏损面为
１９６％，提高 ０５个百分点。全年规模
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总产值

５０４６４亿元，下降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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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４％，下降０１个百分点。
全年“２＋４”工业园区实现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为 ５７０６６亿元，下降
０６％，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２８７％。工业园区工业企业单位土地产
值为４２８０亿元／平方千米，增长３１％；
单位土地营收 １１７７６亿元／平方千米，
增长９４％；单位土地税收３２０亿元／平
方千米，下降１２４％。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６７８３亿元，增
长７４％。区域内三级资质及以上建筑
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１０３９１０亿
元，增长１５４％，其中在外省市完成产值
７２９５７亿元，增长 １１９％；房屋建筑施
工面积７２３５万平方米，增长１２７％；竣
工面积１２１５万平方米，增长４８％。

【批发、零售和旅游业】　全年批发和零
售业增加值 １５６３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０２％。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７４１６８９亿
元，增长５３％。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７８０８３亿元，比上年下降６１％。其
中，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７１４１３亿元，
下降６１％；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６６７
亿元，下降５７％。限额以上互联网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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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零售额１３１０８亿元，下降８５％；限
额以上汽车零售业实现零售额１２１４２亿
元，下降３３％。全年实现电子商务交易
额２７３４７亿元，增长 １２４％，其中 Ｂ２Ｂ
交易额２６３６９亿元，增长１４９％。全年
纳入统计监测范围的８９个商务载体总税
收收入实现６１５２亿元，总税收单位面积
产出为１７４８３３元／平方米；总体入驻率
７８９％，落地型企业注册率为７９６％，税
收收入１亿元以上的载体１８个。
２０２０年，全区游客接待人次合计

４４９４２万人次，营业总收入２７５０亿元，
其中８９家旅行社接待游客 ７８３万人
次，营业收入２１５７亿元；４６家主要旅游
饭店接待游客９１８６万人次，营业收入
４３２亿元；２２家旅游景区（点）接待游客
３４９７３万人，营业收入１６１亿元。先后
开展３４项线上线下旅游宣传促销活动。
上海旅游节期间推出上海邮轮文化旅游

节、金秋游园会、上海木文化节等７大主
题节庆５６项文旅活动；开发以筑梦、振
兴、初心、文复为主题的４条“四史”红色
研学游线路产品，参与约 １８０万人次。
罗泾镇塘湾村和海星村被评为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菊泉文化街、塘湾母亲花文

化园和三邻桥体育文化园被评为上海市

民“家门口好去处”，“后工业时代风尚

新玩法”获“上海市民最喜欢的旅游路

线”称号，“智慧湾周末夜市”入选上海

市民最喜爱的城市活动。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旅游设施

指标 单位 数量

星级宾馆 家 ７

　＃四星级 家 ４

　 三星级 家 ３

旅行社 家 ８９

　＃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家 １４

Ａ级旅游景区（点） 个 ８

　＃４Ａ级景区（点） 个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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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末宝山区银行存贷款余额

１２月末余额（亿元） 比年初增长（％）

银行存款余额 ４５０４４３ １２３

　＃单位存款 １９６０９８ ７２

　 居民储蓄存款 ２４４４８９ １５６

银行贷款余额 ２３１４４８ ８７

　＃短期贷款 ３６５５５ －３０

　 中长期贷款 １８５１１３ ７６

　＃单位贷款 １２５６４５ ３４

　 个人贷款 ９９２６６ ９１

　 　＃住房按揭贷款 ７７６９３ ６９

公积金贷款余额 ３３９３４ ４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全年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５１０７亿元，
比上年下降４６％。全年规模以上交通
运输、仓储业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３９７亿
元，其中交通运输业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９６８亿元。２０２０年共调整优化１０条
公交线路，区域线网密度达到１７０５千
米／平方千米，建成 ６７个公交候车亭。
持续开展码头整治，全年内河码头产业

结构调整８家。完成停车资源共享利用
项目８个，提供５６０个共享泊位；完成顾
村宝山金融科创产业园、罗店大润发、锦

隆驾校和沪太路５００８弄等１０个公共停
车场的经营备案，共增加１２６０个公共停
车泊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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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长度４６４７千米。共有地
面公交线路１４５条，其中跨区域线路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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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亿
元，发送函件３７５８２万件，发送国内特
快专递 ５９２万件，发送国际特快 ０２７
万件，报刊累计订销５９７６７０万份。

【金融业】　全年金融业增加值 ９７０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５％。至年末，全区
有银行２６家，本外币存款余额４５０４４３
亿元，比年初新增 ４９２３３亿元，增长
１２３％；贷款余额 ２３１４４８亿元，比年
初新增 １８４７７亿元，增长 ８７％；公积
金贷款余额 ３３９３４亿元，比年初新增
１４９５亿元，增长４６％。２０２０年，针对
全区企业召开１２场投融资对接会或各
类沟通培训会议，共实现 １７家企业上
市挂牌，福然德、上坤地产先后在上交

所主板和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全区

上市挂牌企业数达１４９家，其中上市企
业１１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５１家，股交
中心科创板企业挂牌 ４７家，Ｅ板挂牌
企业４０家。

【对外经济】　２０２０年，批准外资项目
３５１个，其中新批３０６个，增资４５个，实

现合同外资总额 １３９８亿美元。引资
项目中，１０００万以上项目２３个，实现合
同外资１１０亿美元。第二产业合同外
资６６３６万美元，其中工业实现合同外
资６５６３万美元；第三产业合同外资
１３３２亿美元，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实现合同外资７１４亿美元，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合同外资

２０５亿美元，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合同外
资１５９亿美元。全年实际到位外资
４４９亿 美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１０％。
２０２０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８５６２亿
元，其中出口总额 ２５６８亿元，进口总
额５９９４亿元。

【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全年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１０７３１亿元，比上年
增长１１倍。其中，电力建设投资１２０１
亿元，增长 ９０６％；公用设施投资 ９５３
亿元，增长 １２倍，其中公用事业投资
２０６９亿元，比上年下降３０３％，市政建
设投资７４６１亿元，增长４１倍。
２０２０年末，全区实有道路长度

９０８９４千米，排水管道长度３５０５千米；
全年完成４３项４２４９千米道路大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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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治，市政道路完好率达到 ９０％，公
路优良率９３２３％。至年末，完成临江、
淞滨、三营房、泗塘和呼玛等老旧小区老

公房燃气内管改造１５０７４户，完成管道
燃气入户安检３０２８万户，完成液化气
入户安检７７３万户，完成月浦镇月狮村
１７８户居民安装液化气安全自闭阀，完
成“液化气事件处置系统”，上线“燃管

通”覆盖全区。

全年房地产业增加值２５３６６亿元，
增长 ７５％。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４１１６２亿元，下降２８％，其中住宅投资
２５７８６亿元，下降 １１９％；办公楼投资
１５３０亿元，下降２７８％；商业营业用房
投资３３０３亿元，增长２８１％。完成商
品房施工面积 １４８８１２万平方米，增长
１３４％；竣工面积 ２４４３９万平方米，增
长２１％。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１７０３３
万平方米，增长 ３６２％；商品房销售额
４３８１３亿元，增长２４８％。全年完成存
量房交易面积 ２２９４８万平方米，增长
１２３％；存量房交易金额 ６８２９６亿元，
增长１４６％。

【城市信息化】　全年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６３３０亿元，比
上年增长４０％。全年新建通信管线７１
沟公里，新建和共建共享５Ｇ移动通信基
站９１７个，４Ｇ移动通信基站 ６８个。至
年末，累计可用通信管线共 ３５２７沟公
里；累计公用移动通信基站６３８７个，其

中５Ｇ基站２２０１个，４Ｇ基站４１８６个；累
计接入宽带用户约７２万户，平均接入带
宽达到２００Ｍ；无线覆盖热点５１９个，无
线 ＡＰ数 ３９２３个。移动电话用户约
２７７８万户；固定电话用户约４７７万户。
ＩＰＴＶ用户数达到４３３万户，增加１０万
户；数字电视线路覆盖全区７３６万户，
减少０６万户，全区覆盖率达１００％。推
进２６个５Ｇ商业应用创新项目。推进南
大、吴淞创新城等信息基础设施规划的

编制和优化。

建成宝山区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框架平台，实现市、区、街镇三级平台的

无缝对接。建设和接入 ２３个特色应
用，指导各街镇建设 ２１个街镇级应用
场景系统并有序接入城运平台。建成

区视频、物联感知数据共享平台，实现

与市视频监控共享平台的对接。汇聚２
万路视频监控数据、１５万个感知终端
数据。完成政务外网升级改造，核心骨

干网由原来１０Ｇ向１００Ｇ带宽扩容。加
强公共数据管理，汇聚共享 １３个部门
的公共数据，对接４２个数据库表、１４个
数据接口 １３９个数据指标。累计编制
形成区级公共数据资源目录 ３２７４条，
数据项５３８万，累计汇聚各类公共数
据资源 ３２７个，公共数据资源 ６５１亿
条记录。推进数据治理和开放应用。

累计治理人口数据６６１２万条、法人数
据１７５万条、空间地理数据图层６８个，
空间要素数据 ２０７６７万条。《上海市

公共数据质量报告》显示，宝山区数据

质量全市排名第五。持续更新宝山区

在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现有开放

目录相关数据，累计向上海市开放平台

上报开放清单１０５项。
基本建立“一网通办”框架体系和

运转机制。对３２个事项进行全程网办
定制开发，实现全程网上办理；实现４９
个涉企服务类和６６项便民服务类高频
事项情形的“ＡＩ自助办”，通过中心智能
政务服务工作台累计办理１１４１４件；推
出“无人工干预自动办理”模式，涵盖２５
项事项，已累计办理９７８５件。打造无接
触式代办模式，累计为企业提供材料上

门揽收４４８０件，证照寄送１９９４７次。打
造现场帮办服务，累计向１８４８家企业提
供企业开办、变更、年报公示、环评申报

等的现场帮办服务。

【教育和科学技术】　２０２０学年，全区共
有各级各类教育单位３３８家，在校学生
近１８万人（见附表）。全年新开办１所
市属高中校区（公办）、３所九年一贯制
学校（公办）、３所民办幼儿园、１个事业
单位，撤销３所民办幼儿园、１个事业单
位，有１所民办幼儿园、１个事业单位更
名。与２０１９年相比，宝山区中小学在校
学生数持续增长，其中高中增长４５８人，
高中进入规模扩张期，初中增长 １３７２
人，小学增长３１３３人；幼儿园在园幼儿
总数量略有下降，减少６４２人。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各类学校及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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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８ １７９５４５ ２４５ １４４５５９ ９３ ３４９８６

　中学 ７５ ４７１１９ ６５ ４１１８１ １０ ５９３８

　　其中：高中 ９ ７３３９ ８ ６８６０ １ ４７９

　　　　 初中 ２６ １６３４８ ２４ １４２８７ ２ ２０６１

　　　　 完全中学 ５ ５１０７ ４ ４８７３ １ ２３４

　　　　 九年制学校 ３４ １７４２７ ２９ １５１６１ ５ ２２６６

　　　　 十二年制学校 １ ８９８ — — １ ８９８

　小学 ６７ ７３３９９ ５７ ６５７９０ １０ ７６０９

　幼儿园 １７２ ５６０２５ １０１ ３５８３３ ７１ ２０１９２

　工读 １ ６５ １ ６５ — —

　特教 １ ２９０ １ ２９０ — —

　中等职业学校 ４ ２６４７ ２ １４００ ２ １２４７

　　其中：职校 ３ ２６４７ １ １４００ ２ １２４７

　成人教育 １ ０ １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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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８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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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１２个项目获批张
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Ｈ２５项目（全市
第一），８个项目获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科
学技术奖，１１０个项目获上海市科技型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比上年增长

１３１％。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３３４家，市
委对区委考核指标完成率达１６２％，有
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达８４８家；新增科
技小巨人（培育）企业２３家、院士专家
工作站３家、区级功能型平台 ２家，石
墨烯功能型平台累计建成中试线９条，
成功研制 ８英寸石墨烯单晶晶圆。年
内新增高新技术成果转移转化项目３６
项，完成技术合同认定 ６７５项，技术合
同总额２３７亿元。环上大科技园正式
开园，３个创新创业平台完成签约，一批
科技企业和项目成功入驻。吴淞口创

业园“金属新材料众创空间”入选第三

批国家级专业化众创空间（上海市唯

一），“格桑创服众创空间”获２０２０年度
国家级众创空间备案。全年区专利申

请总量 ９０７３件，其中发明专利 ３６６５
件；区专利授权总量６２７５件，其中发明
专利１０９６件；区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４５５件。

【文化、卫生和体育】　２０２０年，全区有
文化馆（站）２１家，其中区属文化馆 ２
家，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１９家；图书
馆（站）２３家，其中区级图书馆１家，街
镇图书馆２２家，共藏书１７７５９万册；社
会文化娱乐场所（含棋牌室）２７４家，网
吧１１６家，电影院３１家；印刷类１６８家，
出版物零售（以前叫音像制品、图书报刊

零售）８６家，表演团体１６个，剧场３个，
艺术品馆４家。区内有市文物保护单位
９处、区文物保护单位８处，区文物保护
点７３处，市优秀历史建筑２处。

全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１３万场，
参与人数达１４７１８６万人次。完成公共
文化服务配送２５３６场，全区４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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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
万，举办讲座、读者培训、展览和各类读

书活动共计３１７场；区各级文化馆开展
文艺活动、赛事、展览、培训逾 １２７９６场
（次）。

全年广播电台公共制作各类新闻宣

传报道６６８４余条，选送上海电视台、上
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６４０条。２０２０年，
共开展文化执法检查１２８０次，检查场所
３８７４家次，出动人员３７８０人次。文化市
场所共受理行政审批项目共２７４个；巡

查文化经营场所 ２８９０家次；出动巡查
员、志愿者１３９３人次。

全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４３家，卫生
技术人员８８０１人，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床
位数６２５０张，比上年上升００６％；开设
家庭总病床数 ３５３０张，比上年下降
３６３％。全年门急诊１２３３２３９９人次，下
降 １５６８％；入院 １７６１５７人次，下降
１８１８％；住院手术 １１４７８０人次，下降
４５８％；健康检查 ４１７９７９人次，下降
２３９１％；上门诊疗总次数 ２４９３９人次，
下降２１５２％。落实疫情防控救治。全
区 ９家医疗机构设立发热门诊，在 １６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发热哨点，共

设置隔离留观床位 ９８张，发热门诊诊
室２０间。提升核酸检测能力，设置 ９
个ＰＣＲ实验室，３０个核酸采样点。先
后设立集中隔离点 ３５个，提供房间
２０８９间，累计集中隔离２５万人、居家
隔离２２万人。派出２０名医疗骨干驰
援武汉，完成救治任务。安排 ９７名医
护人员驻守浦东机场，累计转运 ４４３４
人，落实 １４天医学隔离观察。推进家
庭医生“１＋１＋１”签约服务，签约居民
７５６０万人，常住居民签约率超过
４０％，重点人群签约 ３８１１万人，签约
率１０２６３％；签约居民年内门诊就诊约
７０％在签约医疗机构组合内，５５％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签约社区就诊率

４６８１％，提高 ３６个百分点。全区提
供儿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增加到１９
家，其中提供儿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

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加到 １１
家。全年累计抢救危重孕产妇 ２２例，
抢救成功率分别为１００％。完成市政府
实事项目“新建１个医疗急救分站”，全
区急救分站增至 １３个，急救平均反应
时间缩短至 １１５８分钟。超额完成市
政府实事项目，新建 １２家智慧健康驿
站。２５家区级医院之间率先实现３５项
医学检验和 ９项医学影像检查项目互
联互通互认。

至年末，全区业余训练体校４个，各
类公共体育场馆 ７０１个，其中体育场 １
个、体育馆 ３个、游泳池 ５３个、运动场
６４０个、训练房 ４个。竞技体育成绩显
著，５名宝山乒乓球运动员入选国乒男
子青少集训队，组队参加乒乓、手球、击

剑等各类市级比赛共获得５１５金４３银
４７铜。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
善，全年完成新（改）建６条市民健身步
道；８片智慧化球场及３０个市民益智健
身苑点；杨行体育中心开工建设。打造

“战 ＦＵＮ宝山”全民健身品牌，开展线
上体育赛事活动、打造居家运动健身挑

战赛等活动。建立体育产业培育发展

服务机制，主动服务体育企业恢复经

营，开展实地检查 １６９户次，线上备案
指导１３６户次，现场备案指导１１３户次
举办“五五消费节 宝山体育消费周”
活动 体育产业机构达到 １０００户左
右，体育产业规模超过１０亿元，全年体
彩销售额超２８亿元，募集区级体彩公
益金１４５６万元。

【人口和就业】　至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１０２８１９２人，比上年增加１８４２９人。户籍
人口按性别分，男性占 ５０４％，女性占
４９６％；按 年 龄 段 分，０—１７ 岁 占
１２５％，比重持平；１８—３４岁占１４５％，
比上年下降０７个百分点；３５—５９岁占
３５９％，下降０５个百分点；６０岁以上占
３７１％，提高 １２个百分点。全年出生
人口５０１８人，出生率４８８‰；死亡人口
８８１６人，死亡率 ８５７‰；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３６９‰。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
８４１８岁。其中男性 ８１６５岁，女性
８６９４岁。

至年末，全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１２３４６人，控制在２５２００人以内，其中男
性失业人数为７７５３人，占比为６２８％。
１６—２５岁失业人数为４１８人，２６—３５岁
失业人数为２７８９人，３６—４５岁失业人数
为５１９６人，４６岁及以上失业人数为
３９４３人。

全年帮助８６２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
就业创业，帮扶引领创业人数７９７人，其
中青年大学生５４９人；安置“就业困难人
员”３４７７人，“零就业家庭”１１户，按时
安置率达 １００％；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
培训１２３４０１人次；完成农民非农岗位和
技能提升培训８８６５人次；完成新型学徒
制培训３０８５人。全年共组织线上线下
招聘会５００场，提供岗位６４１１３个，开展
就业服务３５２１４人次，共达成或实现就
业５４１５人。

【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据抽样调查，
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７１４５６
元，比上年增长４０％；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４４１９２元，比上年下降７９％。

全年住房保障工作持续推进，共完

成旧住房综合改造３１３万平方米。区属
动迁安置房新开工１０２万平方米，建成
８０万平方米，供应１２１７７套，安置在外过
渡动迁居民２００９户。至年末，廉租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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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家庭２０７３户，其中年内新增租金配
租家庭３０８户。年底顾村大居拓展基地
已累计开工建设６８３万平方米市属保
障房。

全年投入社会救助资金３６２亿元。
至年末，有１１４３５人享受城镇最低生活
保障；３９９万人享受支内回沪帮困补
助；３９０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至
年末，有养老机构６７家，床位１２９９５张，
其中社会投资开办的 ２５家，床位 ５３７６
张。有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６１家，
助餐服务场所１１９个，为老服务中心１２
家，为 ４４８７６名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
服务。

帮扶服务残疾人，为 １８４９名听力
言语障碍残疾人办理通信优惠套餐，组

织５０２０名残疾人参加市级、区级健康
体检。完成安装电子升降晾衣架 １６５
户、电子智能马桶盖 ２３２户、坡道扶手
抓杆 ３００户以及 ７７户城镇户籍提高
型，９户农村户籍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投入６８９１０２万元，为３１９６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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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９００万元，为 ３５２１人发放助残实物
帮困卡；投入 ７０６３万元，为 １０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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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９９
万元，为９０６人次实施医疗救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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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８９２万元，为５３９人发放居家养护补
贴；投入 ３５６０７万元，为 ４９０人发放机
构养护补贴；投入１０５０４万元，为８９例
残疾人发放骨关节手术补贴。全年共推

荐２７７名残疾人就业，组织１００４人次参
加各类培训１９期。

【环境保护】　全年环保投入资金６７０
亿元，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项目 ２６０
项、清洁空气行动计划２０８项。对各类
污染源出具各类检测报告４８５份，共出
动３８４０人次，执法检查 ２７１１家企业。
区废气减排项目５个，主要ＮＯＸ减排量
８７２吨。全年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
优良率为 ８９６％。其中主要污染物
ＰＭ２５年均浓度为３２微克／立方米，比
上年下降８６％。

全年完成新建绿地 ７７０７公顷，其
中公园绿地２５０６公顷。至年末，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１２４平方米，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达到３９％。完成１０千米绿道
建设，新增立体绿化３０１万平方米。全
年清运生活垃圾９２７８万吨。

推进区域水生态环境，完成湄浦（沪

太路—杨盛河）、练祁河（富长路—杨盛

河）等１１２千米骨干河道综合治理，区
域骨干河道整治率达到 ８５％。全面加
快推进劣Ｖ类河湖治理三年行动，年内
完成４９条河湖消劣，实现２０２０年底基
本消除Ｖ类水体的工作目标。完成顾村
镇、月浦镇、杨行镇１６千米污水二级管
网建设，推进点污染源整治１８３个，城镇
污水处理率达到９５％。

【城市安全和食品安全】　至年末，全区
刑事案件立案数 ９０７９起，比上年下降
２５４％；破案数５４４３起，下降９％；治安
案件受理数２７０４２起，下降２０１％；治安
案件查处数２５８４６起，下降２３５％；全年
共发生交通事故４９起，下降７５％；处理
交通违法１０７万人次，下降１１６％。

全年火灾事故发生５６６起。开展消
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年累计检

查单位６７５８家，督促整改火患７０９４处，

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２４０份，下发临时
查封决定书４５份，责令“三停”３８家，罚
款３６７７１万元。

全年全区受监工地８３５个，建筑面
积１４４４１４万平方米，工程造价 ７４６８０
亿元。全区在建项目４７０个，建筑面积
１２３９２２万平方米，造价６３９０７亿元；未
开工项目１３个，建筑面积１６４２万平方
米，造价９０９亿元；停工项目 ２２个，建
筑面积４０１１万平方米，造价 ２０４３亿
元；待竣工项目３３０个，建筑面积１４８３９
万平方米，造价７８２１亿元。全年共检
查工地１９６６个次，监管５０６２人次，累计
开具行政措施单共１２３３份，其中整改单
累计１０６４份，暂缓单累计 １１９份，停工
单累计５０份。全年项目经理动态考核
记分４９人次，监理动态考核记分２６人
次。累计信访投诉方面共受理信访件

１７２９件（质量信访 １３８５件，安全信访
３２７件，材料１３件，其他４件）。推荐文
明工地１４个。今年立案８７件，结案６８
件，完成罚款２９５６万元。

全年共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３８
项，共出动执法人员 １１４５万余人次，
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５６８万户次，
立案查处８４８件，消除食品无证照经营
户１８７家。共监督抽检食品 ５１９２件，
合格率为 ９８４％；抽检药品 ３８０件，合
格率９９５％。全年检查特种设备企业
２６１９家，检查设备 ３２６９台（套），查处
特种设备违法案件 ５２起，罚没款
１５６４５万元。

注：摘自《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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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
◎ 编辑　王素炎

１月
２日　宝山区传达学习市优化营商

环境暨投资促进大会精神。

６—９日　区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在
区委党校召开。

７日　顾村派出所获评“枫桥式公
安派出所”。

７—９日　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在
区委党校召开。大会选举陈杰为宝山区

区长。

１０日　宝山区举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１５日　“不忘初心、扬帆共赢”———
宝山区“园区通”平台推广运行暨２０２０
年度“红帆港”党群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举行。

２３日　宝山区召开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防控工作会议。２７日，召开区
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疫情防控

工作。

２月
１１日　宝山区召开七届区委常委

会（扩大）会议暨宝山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视频会议。

１４日　七届区委常委会（扩大）会
议召开。

１７日　宝山召开企业疫情防控复
工专题会议。

２８日　探索宝山南大项目战略框
架协议签约仪式通过视频举行。

３月
９日　宝山区召开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视频会议，专题研究企业复工复产复

市工作。

同日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对口支援与
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视频会议召开。

１０日　京东一期项目（宝山区罗泾
港配套产业园５—０２地块）正式公告挂
牌。５月２１日，项目开工。
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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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融媒体中心

演播大厅举行。

１７日　中共宝山区第七届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

４月
１日　２０２０上海樱花季线上专项文

旅活动启动仪式在顾村公园举行，“长三

角生态一体化顾村公园示范基地”揭牌。

９日　区政府与华东师范大学签署
合作举办华东师大二附中宝山校区

协议。

２１日　宝山区召开“一网通办、一
网统管”工作专题推进会。

２３日　上海市宝山区作家协会揭
牌成立，并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２８日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特色
园区推进大会举行。北上海生物医药产

业园等 ５个特色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揭
牌，宝山区宝济项目正式签约入驻。

５月
６日　宝山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揭

牌成立。６月３０日，管理中心平台启动
运行。

９日　宝山区召开２０２０年精神文明
建设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国

文明城区创建推进大会。宝山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１２个街镇分中心授牌，
宝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成

立。１２月２日，宝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投入使用。

１４日　宝山区召开“十四五”规划
专项会议。

１８日　宝山区白玉兰广场整体改
造工程暨金富门城市更新项目启动仪式

在牡丹江路１２５５号举行。

６月
１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

意《吴淞创新城建设规划》。

９日　交通信息产业中心项目（一
期）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举行开工奠基

仪式。

１６日　区政府与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举行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

仪式。２２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吴
淞医院揭牌。

１９日　上海市人大基层立法联系
点———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联系

点揭牌。

２８日　宝山区重大工程暨杨行体
育中心举行开工仪式。

７月
１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带

队到宝山开展《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执法检查，区领导汪泓、陈杰、李

萍、王益群、须华威等陪同检查。

３日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
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区委党校举行。

全会审议通过《人民城市实施意见》，审

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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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审议区

委常委会工作报告。

２８日　上海宝山金茂学校在宝山
工业园区举行奠基仪式。

８月
５日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动迁安置

配套商品房Ａ９项目结构封顶仪式举行。
６日　亚洲影视特效基地项目落户

宝山区顾村镇签约仪式举行。

１１日　宝山区召开区政府领导领
衔推进重点建议提案办理协商会。

１３日　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市政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闻发布会，向中

外媒体介绍宝山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２４日　宝山区召开全区领导干部
会议，宣布市委关于区委主要领导调整

决定：陈杰任中共宝山区委书记；免去汪

泓的中共宝山区委书记、常委、委员

职务。

２５日　宝山区参加上海市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推介会，北上海生物医药产

业园成为市级生物医药专业园区，被列

入全市２６个特色产业园区之一。
３１日　宝山区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宣布市委关于区委领导调整决定：高奕

奕任中共宝山区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９月
３日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３６次

会议决定：高奕奕为宝山区人民政府副

区长、代理区长。会议接受陈杰辞去宝

山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请求，决定高奕

奕为宝山区人民政府代理区长。

同日　宝山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５周年系
列活动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

举行。

９日　区委书记陈杰率团到云南省
曲靖市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其间，举行

宝山—曲靖沪滇扶贫协作第五次高层联

席会议。宝山区与宣威市、富源县、会泽

县、师宗县、罗平县签订２０２０年度东西
部扶贫协作“携手奔小康”行动协议。

２０日　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正式开园。

　　２８日　保集 ｅ智谷（二期）项目开
工奠基仪式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举行。

１０月
１日 　 “融 绘 宝 山 · 点 亮 滨

江”———吴淞滨江贯通亮灯仪式暨国庆

广场交响音乐会在吴淞炮台湾湿地公

园举行。

１１日　２０２０年上海宝山—新疆叶
城对口支援高层联席会议在叶城县举

行。宝山区与叶城县签订 ２０２０年度对
口支援“携手奔小康”行动协议，举行助

力脱贫攻坚专项资金捐赠仪式。

１３日　宝山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市
医疗保障局推动宝山区生物医药产业高

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暨

宝山“医保·医企　面对面”交流座谈
会举行。市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夏科

家与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高奕奕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２７日　上海宝济药业重组蛋白药
物产业化项目奠基。

２８日　宝山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
室揭牌仪式暨工作推进会举行，“上海市

宝山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揭牌。

２９日　宝山区党政代表团赴云南
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开展扶贫协作考察

调研。３０日，宝山—维西召开扶贫协作
第二次高层联席会议。

１１月
５日　宝山区举办创新创业优秀人

才命名表彰大会。

８日　上海世外宝山教育集团正式
成立。

同日　欧冶工业品股份有限公司在
国家会展中心揭牌。

　　１０—１２日　云南省委常委、曲靖市
委书记李文荣率党政代表团到宝山区考

察学习。

１２日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
奖仪式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举行。

１３日　宝山区召开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１８日　宝山区与宝武集团举行吴
淞创新城先行启动区重大产业项目推进

会议。

２４日　市委书记、市总河长李强到
宝山区开展贯彻落实全面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会精神暨河长制专题调

研。市领导诸葛宇杰、汤志平参加有关

调研。

２８日　２０２０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
创新大会暨第六届生物药物创新及研发

国际研讨会在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

３０日　环上大科技园在临港城工
科技绿洲正式开园。

１２月
２日　上海发那科智能工厂三期项

目开工兴建。

７日　宝山区召开长江经济发展带
环保问题整改工作部署会。

８日　宝山建设上海科创中心主阵
地投资促进系列活动———２０２０（第七
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在宝山

举行。

９日　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示
范性启动项目———“国盛产投·宝山药

谷”（ＭＥＤＩＰＡＲＫ）在罗店举行奠基
仪式。

１５日　快仓全球智能机器人产业
化基地开工奠基仪式在上海机器人产业

园内举行。

１６日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
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区委党校

举行。陈杰代表区委常委会作工作报

告。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宝山区

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宝山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共上海市宝

山区委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
大力推进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的

实施意见》，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上海

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

会议决议》。

２３日　上海吴淞创新城宝武吴淞
科创园十大产业项目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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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宝山区援鄂医疗队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前合影（区卫健委提供）

3月 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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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区发改委提供）

4月 1日，2020上海樱花季专项文旅活动启动（区文旅局提供）

9月 28日，保集 e智谷创新产业项目二期开工仪式举行（顾村镇提供）

10月 1日，融绘滨江·点亮宝山——吴淞滨江贯通亮灯仪式暨国庆广场交响音乐会举办（区文旅局提供）

11月 30日，环上大科技园在临港城工科技绿洲开园（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提供）

12月 23日，上海吴淞创新城宝武吴淞科创园十大首发产业项目开工建设，中国宝武钢铁会博中心启用（区发改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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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 编辑　李宝利

综　述

【概况】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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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践行“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

念，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团结带领全区

上下鼓足干劲、攻坚克难，统筹推进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完

成“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各项事

业取得进步发展。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委落实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级响应机制，全区８８２个居民区、７５个行
政村（除空壳村外）、６３２个其他集中居
住点实现封闭式管理全覆盖。成立区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和１２个工作组，先后召
开１６３次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组织
动员３１１７个党组织、２５万名党员一线
抗疫，抽调３４７６名机关党员干部赴居村
顶岗。全区推进联防联控、群防群控、闭

环管控，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实施来沪人

员信息登记全覆盖、医学观察全覆盖、管

理服务全覆盖。１个月内实现本地新增
确诊病例清零、２个月内实现本地疑似
病例清零。选派２０名医疗骨干驰援武
汉，完成救治任务；安排２８４名医护和保
障人员驻守机场，累计转运５０９２人，强
化入境人员全闭环转运交接；组织专家

会诊 １８７３人次，累计投入医护力量
１０３６万人次，投入抗疫资金２６亿元。
发动全区 ９万余名党员缴纳特殊党费
１４００余万元。组织约百家企业捐款
３１００万元，捐物４００余万元。全区９家

医疗机构设立发热门诊，１６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设立发热哨点，设置隔离留观

床位９８张、ＰＣＲ实验室８个、核酸采样
点２９个、发热门诊诊室１９间；先后设立
集中隔离观察点 ３５个，提供房间 ２０８９
间，累计集中隔离观察２８万人、居家隔
离观察２２万人。制定宝山惠企新政“８
条”，为企业减免租金１１７亿元，动员全
区２６家银行落实资金支持约５０亿元。
弘扬抗疫精神，涌现出市、区两级１００个
先进基层党组织和 ３１６名优秀共产党
员，以及３０６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
五一奖。全国抗击新冠肺炎先进个人、

上海市劳动模范王友农先进事迹广泛

传播。

【建设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　９月，市
委书记李强从上海“南北转型”大局出

发，对宝山提出“打造成为全市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的主阵地之一”新定位、新要

求。《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要求，
“宝山要加快功能布局调整和经济结构

升级，加快宝山南大、吴淞地区转型，发

展大学科技园，全面推进产城融合创新

发展、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打造成为全市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阵地之一。”宝山

区成立建设科创中心主阵地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关于大力推进上海科技创新中

心主阵地建设的实施意见》《宝山区推

进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三年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行动计划》及系列配套政
策。统筹推进南大智慧城、吴淞创新城

机制建设、规划编报、政策创新、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建设、产业导入等重点任

务。南大智慧城控详规划正式获批，深

化与临港集团政企合作，首发地块城市

地标临港南大智慧城项目按节点稳步建

设，累计落地企业７５家，２３项专项规划
同步固化，２６个市政公建项目加快建
设，丰翔路、祁连山路等主干道路基本建

成。吴淞创新城深入推进与宝武集团战

略合作，建设规划、首发地块控详规划、

特钢和不锈钢各１平方千米控详规划获
批。宝武钢铁会博中心正式启用，博绣

荟产业园投入运营，总投资１３５６亿元
的欧冶云商产业互联网中心、新材料创

新中心、宝杨路首发地块１８３米超高层
等１０个重大产业项目开工建设，“６＋２”
市政公建配套项目稳步推进。加强区校

合作，发展大学科技园，与上海大学达成

新一轮战略合作，环上大科技园正式开

园运行，制定专项扶持政策，首发项目宝

山科技园完成功能改造，城工科技绿洲

基地一期建成运营，首批３个产业技术
研究院、８家企业、８个重点转化项目入
驻。加快产城融合创新发展、新兴产业

创新发展，推进“科创 ＋产业”融合发
展，依托三大市级特色产业园，以新材

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为主攻方向，引

进更多头部企业；推进“科创 ＋城市”融
合发展，为“三分区”注入科创元素，南

片区进一步提升中心城服务能级和辐射

功能，打造“北中环赋能经济带”；中片

区推进中部城镇整体转型，加快提升吴

淞市级副中心服务能级；北片区推动城

乡统筹发展，抓好美丽乡村建设，拓展科

创空间；推进“产业 ＋城市”融合发展，
使产业布局更符合城市发展定位，城市

功能更适应产业升级需要。

【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委先后印发关于开展“四史”（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和推进方案，成立

区委“四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开展中

心组学习１４次，组建由区委书记担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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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区委“四史”宣讲团和各单位党组

织书记担任团长的基层宣讲团，带头开

展理论宣讲，建立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

点８１１家，依托“红帆讲堂”“宝山汇
Ａｐｐ”“社区通”等线上平台和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等线下红色资源，推动宣讲员

用“小故事”讲述“大道理”，用“身边事”

说明“大政策”，让党的理论“飞入寻常

百姓家”。开设“四史”学习专栏。

【抓好市委巡视整改工作】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

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查找在政治

担当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围绕“四个

落实”（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情况，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部署情况，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情况，落实巡视、审计、主题教育发现

问题的整改情况），逐条细化反馈意见中

的问题，召开常委会、专题会研究部署巡

视整改工作，形成巡视整改工作推进落

实方案、整改方案和整改任务清单，成立

由区委书记任组长、区委区政府班子成

员组成的区委巡视整改领导小组，建立

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靠前抓、纪检

组织部门跟进抓、督查部门跟踪抓、责任

单位具体抓的工作机制。将巡视整改落

实情况纳入年度述职报告内容、纳入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内容、纳入目标

绩效考核内容。根据４个方面１１项问
题４０个整改事项，制定《中共宝山区委
关于对市委第六巡视组反馈意见的整改

落实方案》，共计１９４项整改措施，逐一
明确牵头部门、责任部门和整改时限。

按照“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的要

求，各整改责任单位针对每个问题形成

具体的整改方案，明确具体措施、时间节

点和责任分工，分门别类做好整改台账，

突出措施有力、整改有效、推进留痕、追

责可查。

【推动社会经济新发展】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委面对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下行的双

重考验，做好“六稳”（稳就业、稳金融、

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

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

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保基层运转），融入国内大循环、国

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２０２０年主
要经济指标呈现“前低后平、稳步回升”

恢复性增长态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比

上年增长 １６％；在为全社会新增减税
降费２２亿元情况下，全年区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完成１５２９７亿元；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完成６４５４６亿元，增长１００％；
商品销售额７４１６８９亿元，增长５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持续收窄；实

到外资４４９亿美元，增长１１０％。全面
做好“六稳”工作，实施应对疫情企业帮

扶工作机制，制定出台援企８条政策意
见、１５条实施细则等“组合拳”，搭建宝
山区疫情防控政策服务平台，有序推动

复工复产复市。做好招商安商稳商工

作，全年新增企业２６００３家，新增注册资
本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８４１户，集聚民营
经济总部、贸易型总部、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１３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
分）占全区规上工业产值比重稳步提升，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

产值分别可比增长 ２５２％、２４９％、
３２９％。加快推进京东电子、宝济、国盛
等一批项目落地，引进亿元以上产业项

目５１个，赛赫智能等２７个重大项目开
工建设，华域汽车、联东Ｕ谷等７个项目
竣工，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核心区 Ｉ期
项目等产业载体建成。市级特色产业园

品牌效应释放，编制生物医药产业三年

行动计划，总投资近５０亿元的上药超级
工厂落地，引进癉罗投资、混沌博荃等生

物医药基金。启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提

标改造，发那科超级智能工厂三期开工，

快仓全球研发中心、赛赫智能等重大项

目加快开工建设。召开第七届中国石墨

烯大会、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大会等

系列投资促进活动，推动国内国际合作、

产学研融合及商业化应用。推进落后产

能淘汰，精准盘活低效产业用地 ７４１３
公顷，全年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下降

７１９％，“２＋４”工业园区单位土地营业
收入增长９４％。与上交所战略深化合
作，出台“展翅计划”上市行动方案，福

然德登陆上交所主板上市，新增上市挂

牌企业１７家，累计达１４９家。大宗商品
市场持续增长，“互联网 ＋钢铁”平台交
易额超２０００亿元，增长３０％，交易额占
全国总量二分之一，欧冶云商被认定为

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企业，７家
企业入选市级示范，推进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综合智慧手段运用。新业态新模式

不断涌现，“五五购物节”“六六夜生活

节”“６１８年中大促”“网络购物狂欢季”
累计销售额超１００亿元。发布夜间消费
地图，新业坊、三邻桥、智慧湾、宝杨宝

龙、宝山万达等特色市集成为夜间经济、

时尚消费网红打卡地。新增商业商务载

体５０万平方米，亿元以上载体 １７个。

外资外贸总体稳定，新增跨国地区总部

４家、外资研发中心 ２家。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推进长三角石墨烯产业一

体化，聚焦分析检测、技术开发等领域服

务平台建设。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经

纬集团、伏能士等１０家企业签约参展，
举办配套投资促进活动７场，企业意向
采购金额２２２５亿元。推出优化营商环
境“１＋９”政策、帮办服务等３０版新政。
“放管服”改革，新版行政审批目录审批

事项精简至５３７项。提高“一网通办”全
程网办率，首批 ３０项“一件事”上线。
“两个免于提交”（凡是本市政府部门核

发的材料，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凡是能

够提供电子证照的，原则上一律免于提

交实体证照）落地率达 ９３％，政务服务
中心１００％对接电子证照库、１００％设置
“一网通办”线上办理专区，９５万余条评
价好评率达９９９８％。新增１０００余项公
共服务事项，在“随申办”开设移动政务

宝山设置快递办税、企业“管家”小宝等

栏目。推进国资国企改革，３２家委托监
管企业实行集中统一监管，完善国资出

租出借监管平台建设。制定国资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方案，探索推进混合所有制

改革、一次分配增量改革。深化“满意

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累计投入区级人才
发展资金２４７２７万元，“樱花卡”服务覆
盖１０００余人，涌现１１７名（个）创新创业
优秀人才及团队。

【提升城市功能与品质】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委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

要理念，完善城市功能，保护生态风貌。

建设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完善邮

轮综合防疫体系，会同上海海关等部门

制定出入境邮轮卫生检疫作业指引、邮

轮港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

案等邮轮防疫“中国标准”，累计接靠邮

轮１６艘次、游客 ６４万余人，迎接 ８３１
名中国船员回国，实现疫情“零输入、零

输出、零感染”。正式发布中国邮轮旅游

发展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新版邮轮经

济“３５条”，成功创建上海邮轮服务业创
新发展示范区和吴淞口国际邮轮旅游休

闲区。建设邮轮港口枢纽功能，贯通３８
千米吴淞滨江岸线，８０个文脉地标、超
１３３公顷滨江景观绿化，推进“东方之
睛”改造、智慧邮轮港、海事交管中心、上

海长滩、阅江汇等项目。推进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协调推进北沿江高铁、沪通铁

路二期及宝山站落点布局，轨交 １５号
线、１８号线一期全线贯通，推动轨交１８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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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线二期、轨交１９号线规划研究。完善
高快速路网，加快Ｇ１５０３Ａ、Ｂ段，Ｓ７二期
以及军工路快速路工程建设。完善区域

骨干路网，江杨南路北段大修等工程竣

工，国权北路全线贯通，陆翔路—祁连山

路结构贯通。祁连山路、丰翔路、吴淞口

路、潘广路、富长路等项目进展顺利。完

善公共交通体系，优化调整１０条公交线
路、新建更新９５个候车亭，新增１０个公
共停车场１２６０个公共泊位，新增５６０个
共享泊位。稳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

成５个、在建４个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新增３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建成 ２
条市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线路，２个
村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长江口五

村联动示范区成为全市首个具有较高显

示度的乡村振兴集中连片示范区。绿色

田园４家龙头企业年销售均超亿元，“新
罗泾”虾稻米蝉联中国绿博会金奖，天平

村成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海星

村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国

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区”创建通

过中期验收，获“中国乡村振兴先锋十大

榜样”，３个村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区分
红村增长１０％。以全国文明城区（提名
区）创建为契机，持续推进创全３０项专
项行动和“五清十美”集中行动，着力强

化“背街小巷”难点顽症治理，提高城乡

宜居水平。推进城中村和旧区改造，６
个“城中村”改造签约完成率 ９９６１％，
启动新一轮城中村改造。完成 １４１５户
里弄房屋修缮改造，吴淞西块旧里 ９０
号、９１号完成拆迁，新开工区属动迁安
置房１０２万平方米，解决在外过渡动迁
居民安置 ２００９户。新增 １１０个既有住
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１０８台。提标打造“三个美丽”
（美丽街区、美丽家园、美丽乡村），完成

１００个美丽家园示范小区创建，累计建
成１５片市级美丽街区。全区ＡＱＩ（空气
质量指数）优良率 ８９６％，较全市平均
水平高２２个百分点；ＰＭ２５平均浓度
３２微克／立方米，下降８６％。水环境治
理完成３００个小区雨污混接改造、１６千
米污水二级管网建设、４９条河道消劣、
４６条断头河治理，“１＋１６”考核断面水
质全部达标，水功能区达标率 ９４７％。
新建各类绿地 ７００７公顷，建成 １０个
“口袋公园”，森林覆盖率１６８７％，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 １２４平方米。垃圾分类
成为新时尚，６个街镇成功创建示范街
镇，居住区达标率达 ９１６％，加快建设
宝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项目。

【加强社会民生服务】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１４５６元，比上年
增长 ４０％。全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１２３人、控制在２５２万人以内。落实援
企稳岗政策，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超

１４亿元，线上职业技能培训补贴９６２６
万元，困难行业企业稳就业补贴１６３９３
万元，累计惠及企业３４万余家。鼓励
创业带动就业，帮扶引领７９７人成功创
业，帮助８６１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
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１２３万人次。保障
重点群体就业，零就业家庭、就业困难人

员１００％按时安置。妥善处理劳动关系
矛盾，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先行处置率、按

期办结率分别为 ９９％、１００％，全区“上
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７４２家、全
市第二。被征地人员１００％落实民生保
障，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比上年增长

７５％。开展社会救助６１３４万人次，发
放救助金２８亿元。对口支援２９个项
目、３８７０万元全部到位，消费扶贫采购
７７４５万元，建档立卡贫困户来沪就业
２７８人、就近就地就业１１２万人，对口支
援地区年内全部脱贫。健全完善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体系，发放各类抚恤补助

４５１８１人次、６１２１万元。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公办高中秋

季高考本科达线率连续４年达９０％以
上；成立长三角联合教育集团、宝山世外

教育集团；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华二高中

宝山校区、上师大宝山实验学校、潜溪学

校正式开学；５１位教师和“三支一扶”大
学生参与区内支教，为薄弱学校补充力

量；新增１０个托育点，完成９所学校新
建、改扩建；承办第八届国际青少年科技

博览会，在全国推广区“家庭创客行动”

经验，获市级以上荣誉奖项 ２００余项。
推动医联体建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吴淞医院揭牌，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和

吴淞中心医院成为全市首批区域性医疗

中心建设单位，仁和医院、罗店医院成为

上海大学附属医院，吴淞中心医院获批

互联网建设医院。推进高水平医院建

设，罗店医院、第二康复医院完成修缮，

区精神卫生中心结构封顶。全区家庭医

生重点人群签约率达１０１４２％，居全市
首位，“１＋１＋１”（指居民在自愿选择１
名家庭医生签约的基础上，可以在全市

范围内再选择一家区级医疗机构与一家

市级医疗机构进行签约）签约人数

７５１９万人、居全市第三。建成１２家智
慧健康驿站，实现街镇全覆盖。新增养

老床位５０３张，新建长者照护之家５家、

认知症床位１８４张、综合为老服务中心４
家、老年助餐服务场所３０家。长护险累
计支出５０７亿元，惠及４５万人。举办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亚太邮轮大会、

上海樱花节十周年、吴淞滨江贯通亮灯

仪式等文体活动，线上线下参与超１６８０
万人次。完成四级公共文化服务配送

２０９５场。建成淞沪抗战纪念馆，推进上
海长滩音乐厅、杨行体育中心、工人文化

活动中心二期等项目。启动“双百”吴

淞文脉地标工程，深挖吴淞文化发展历

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营收增长

３４１％。推进乐享体育，承办乒乓球国
青赛、青少年高尔夫大师赛、市青少年篮

球锦标赛、手球锦标赛等赛事，摘得 ４５
金２８银２５铜，许昕获３项国际赛事冠
军。打响“战ＦＵＮ”宝山全民健身品牌，
新建改建６条市民健身步道、８片智慧
化球场、３０个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委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步伐加

快，建成区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框架平

台，实现市区街镇三级城运平台的无缝

对接，拓展２３个特色应用场景。“社区
通”与城运平台实现一键派单和闭环处

置智能对接，累计处理问题１４万余个，
其中９０％在居村层面有效解决。推进
“社区云”和“随申办”移动端区频道改

版等全市试点，人房数据导入初始化完

成率达１００％，纳入“随申办”移动端政
务服务达１４９项。完成区视频、物联感
知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汇聚２５万路视
频监控数据、１６万个感知终端数据，公
安数据和“一标六实”（“一标”：公安地

址数据标准；“六实”：实有人口、实有房

屋、实有单位、实有安防设施、实有力量

装备、实有警情数据标准）共享应用，警

务“智综系统”形成全天候、高精度“城

市天眼”系统；建成区大数据中心，累计

调用公共数据５０余万次，建成２３００个
５Ｇ基站，推进能源生产等 ２１个 ５Ｇ商
业应用创新项目。制定实施提升社区

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三年行动方案，

加强居委会规范化建设，清理规范村规

民约和居民公约，完善社区工作者考核

指导意见。实施“社区成长计划”，累计

培育“活力楼组”３０００余个，表彰并挂
牌三星级以上楼组３６３个，建成一批社
区治理创新实践基地。社会组织成立、

变更登记等事项实现“一网通办”和

“全程网办”，推进 ３２家行业协会商会
与行政机关脱钩。完成第七次人口普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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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

作，形成三年行动方案。健全区国安委

体制机制，推进“雪亮工程”三期建设，

人脸识别、高清监控等城市“神经元”实

现全区封闭性小区、开放式区域、楼宇

１００％全覆盖，农村智能安防建设项目
年内竣工。成立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

室，将人民建议征集融入党委政府决策

程序。做好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扫

黑除恶等工作，开展“四重”（重点领

域、重点群体、重点问题、重点人员）矛

盾攻坚化解和重复信访专项治理，处置

教育招生、重大工程“邻避效应”等突出

社会矛盾，各级调解组织调解成功率

９７９４％。修订完善区突发公共事件总
体应急预案及５４个专项预案。开展特
种设备、消防、交通、食品等重点领域隐

患排查整治。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委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全过程民主”的重要论断，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巩固发展民主团结、政通人和、生动活

泼的政治局面。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

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依法履职和行使

权力，出台《中共宝山区委关于加强新

时代人大工作充分发挥人大在推进城

市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的实施意见》。

支持人大加强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

听取政府关于疫情防控、财政预决算、

国有资产管理等专项报告，围绕“十四

五”规划编制、“老小旧远”等重点工作

开展监督，聚焦垃圾分类、医疗救治服

务等法律法规落实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支持人大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居

（村）、企业代表联系点建设，加强代表

议案和建议督办。召开区人大工作会

议，健全完善人大制度建设。支持政协

履行职能和发挥作用，发挥政协专门协

商机构作用。完善协商讨论与调研视

察相结合、委员建言献策与扩大公民参

与相结合等多种议政建言形式，围绕

“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发展”“产

业转型升级与人才集聚”“科技型企业

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开展各类专题活

动。举行助力宝山经济高质量发展论

坛，支持政协立足区情，提出前瞻性、针

对性的对策建议。做好新时代统战工

作，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支持民主党

派履行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职能。加

大党外干部发现培养和选拔力度，持续

深化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建

设，开展第十二批９名党外干部挂职工
作。推动区各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

完成８２个基层组织换届工作。深化新
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推进“海上新

力量·宝山宝”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

品牌建设，组织各民主党派继续参与对

口帮扶。开展法治政府创建，压实党政

一把手法治建设第一责任，全区１２个街
镇建立依法治理委员会。组建区政府行

政复议委员会，成立宝山区行政争议调

处中心。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

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委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和党的组织路线，持之以恒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

风建设、纪律建设。区委常委会高度重

视自身建设，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坚持民主集中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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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会、专题

会、常委会研究重要议题６８８个，切实加
强对重大问题、重要方面的领导。统筹

抓好区“十四五”规划建议和纲要编制，

通过专题调研会、网络问卷调查等方式

听取意见建议。加强工会、共青团、妇

联、党校、社会主义学院、档案和史志、机

要保密、老干部等工作，深化群团改革，

成立全市首家区级家政护工行业工会。

坚持党管武装，全国双拥模范城实现“八

连冠”。强化理论武装，开展《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开

展“四史”学习教育。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成立区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

组，修订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

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加强新

闻宣传，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刊播报道

２９９１篇，建立健全舆情动态研判、引导
和协同处置机制。搭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三级指挥平台，加快打造服务管理

一站式、ＰＣ移动一体化的文明实践服务
管理平台。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出台新

一轮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实施意

见，坚持好干部标准，聚焦２０２１年换届，
注重发现使用经济、城建等急需领域的

干部，共出台干部调整方案２７批次，涉
及干部２３２人次；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
轻干部，制定年轻干部成长成才成熟计

划，选派１０８名年轻干部到关键吃劲岗
位经受锻炼。强化政治素质提升和专业

能力培养，举办处级干部领导能力培训

班、中青班等各类主体班次９期，举办产
业经济、乡村振兴等“２＋Ｘ”专题班 ６
期。坚持严管厚爱并举，从严从实抓好

选人用人问题整改，规范提醒函询诫勉

操作流程，加强对事业单位科级干部选

拔任用管理，加大对基层单位选人用人

工作监督检查力度，营造良好干事创业

氛围。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推进基层

党建高质量创新发展。深化拓展“红帆

港”党建品牌，抓好“红帆联盟”区域化

党建平台建设，培育“红帆先锋”先进典

型。强化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调整

优化党建网格，健全党员干部包联网格、

走访群众等长效机制，在２９６个符合条
件的业委会中 １００％成立党的工作小
组。加强党对新兴领域的覆盖，进一步

推进“园区通”“商圈通”平台建设，加强

机关党建，成立３２支机关在职党员志愿
团队，推进公立医院党建，加强党对中小

学校的领导。加强党支部规范化建设，

提升党支部建设质量，常态化推进软弱

涣散基层党组织排查整顿。推进居村党

组织书记、居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推

行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探索

“第一书记”工作机制。坚持党建带群

建促社建，完成９５８个党群阵地翻牌，支
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共同发

挥作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全年立案２３９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２１０人次，采取留置措施１２人，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１２人。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持续纠治“四风”，查处案件８７
件。加强政治监督，聚焦疫情防控、扫黑

除恶、党风政风监督等重点领域开展专

项督察。日常监督发现问题４９５个，制
发纪检监察建议书１１８份、廉情抄告８９
份、巡察专报７份。对１５家区属党组织
开展常规巡察，提前完成本届区委对村、

社区党组织巡察全覆盖，完成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度巡察整改评估并全区通报。完善

“四责协同”（党委的主体责任，纪委的

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的第一责任、班子成

员的一岗双责责任）机制，制定党员领导

干部落实“一岗双责”实施办法，开展全

区专项督查，深入推进“４３６（“４”是指党
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

一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四个责

任；“３”是指责任梳理分解、责任协同传
导、责任考核追究三大工作机制；“６”是
指知责明责、履责督责、考责问责六个环

环相扣的关键工作环节）”责任体系

落实。 （宋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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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全会

【七届区委十次全会】　７月３日召开。
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作《关于

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重要理念，共建人民城市、共创美

好生活的实施意见》的说明。区委副书

记、区长陈杰讲话。区四套班子领导、局

级领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区

人武部部长，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大

会。会议表决通过《关于贯彻落实“人民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

念，共建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生活的实施

意见》，表决通过七届区委十次全会决议。

【七届区委十一次全会】　１２月１６日召
开。区委书记陈杰代表区委常委会作工

作报告，就《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关于制

定上海市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讨论稿）》（以下简称《规划建议

（讨论稿）》）《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 上

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上海

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的实施意见（讨论

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讨论稿）》）

起草情况作说明。区四套班子领导、局

级领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

区人武部部长、政委，区委委员、候补委

员出席大会。全会表决通过《规划建议

（讨论稿）》《实施意见（讨论稿）》，表决

通过七届区委十一次全会决议，审议区

委常委会工作报告。 （宋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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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国际邮

轮之城智能智造之城的若干意见】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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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话精神奋力迈向国际邮轮之城智能

智造之城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

意见》），于１月２日印发各单位。《若干
意见》共５项内容：总体要求；面向全球，
建设更富魅力的国际邮轮之城；面向未

来，建设更具活力的智能智造之城；以人

民为中心，建设更有温度的现代化滨江

新城区；加大政策供给力度，全力抓好

“双城战略”的组织实施。

【关于加强和改进区级机关党的建设的

实施意见】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委根据中

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

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关于加强和改

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和

中共上海市委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

市级机关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精神，结

合宝山实际，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和改进

区级机关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于３月１６日印发各
单位。《实施意见》共有８项内容：总体
要求和主要任务；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带头做到“两个维护”；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当好示范；围

绕服务大局，努力在推动服务改革发展

上发挥示范表率作用；突出政治标准，着

力培养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的党

员干部队伍；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锻造

坚强有力的机关基层党组织；持之以恒

正风肃纪，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机关；加

强对机关党的建设工作的领导，形成抓

机关党建合力。

【宝山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

意见】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委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意见》《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

政府关于本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实施意见》，研究制定《宝山区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于６月４日印发各单位。
《实施意见》共有７项内容：总体要求；构
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建立全过

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建立全覆盖预算

绩效管理体系；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体系；硬化预算绩效管理约束机制；全面

强化预算绩效管理保障。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共建人民城

市、共创美好生活的实施意见】　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委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

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

新篇章的意见》，研究出台《关于深入贯

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重要理念，共建人民城市、共创美好

生活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于７月３日印发各单位。《实施意
见》共有３项内容：充分认识“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的深

刻内涵和重大意义；践行“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的基本思

路和努力方向；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的主要任务

和重点举措。

【宝山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行动方

案】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委按照《中国教育
现代化 ２０３５》《上海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
《上海市面向２０２０年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研究出台《宝

山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行动方案》），于８月 １１日
印发各单位。《行动方案》共有 ４项内
容：指导思想；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

措施。

【宝山区关于进一步统筹投资促进工作

推进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的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年，为深入推进宝山区建设上海
科创中心主阵地，进一步统筹全区投资

促进工作，全面提升产业能级和竞争力，

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制订《宝山区

关于进一步统筹投资促进工作 推进科

创中心主阵地建设的实施办法》（以下

简称《实施办法》），于１１月３０日印发各
单位。《实施办法》共有４项内容：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主要举措。

【关于提高我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实

施意见】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委根据《中共
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提高我

市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意见》《上海市

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提高我市自然灾
害防治能力重点任务分解表＞的通知》，
结合《宝山区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工作

措施》有关要求，研究出台《关于提高我

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于１２月５日下发
各单位。《实施意见》共有８项内容：指
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完善防灾

减灾救灾体制机制；全面提升自然灾害

防御能力；全面提升综合减灾能力；全面

提升救援能力；全面提升恢复重建能力；

落实保障措施。

【关于推进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

的实施意见】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委落实
《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

进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

见》有关要求，研究出台《关于推进学前

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于１２月 ８日
印发各单位。《实施意见》共有 ８项内
容：总体要求；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

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引导民办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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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健康发展；加强学前教育队伍建设；加

大经费投入力度；推进学前教育信息化

建设；完善学前教育保障机制。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于制定上

海市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委七届十一次全
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

和事关宝山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

制定《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于制

定上海市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以下简称《规划建议》），于１２
月１６日印发各单位。《规划建议》共有
１１项内容：全面推进新征程上的新发
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创新型、生态化国

际大都市主城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上海科创中

心主阵地；强化科技型高端化产业引领，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新发展

格局，全力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全方位

构筑空间新优势，打造北上海枢纽门户；

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满意度；坚持绿色发展导向，加快建

设生态宜居城区；坚定文化塑魂，持续提

升文化软实力；着力加强全周期管理，推

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团结全区人民为实现

“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

而奋斗。

【关于大力推进上海科技创新中心主阵

地建设的实施意见】　２０２０年，宝山研
究出台《关于大力推进上海科技创新中

心主阵地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于 １２月 １６日印发各单
位。《实施意见》共有７项内容：指导思
想和奋斗目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推动

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建设人人向往的

人才高地；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立

健全体制机制。 （宋　波）

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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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
９日召开。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
话，区委领导周志军、李峻、赵懿、高飞分

别点评各街镇、大口委办局党委（党组、

党工委）党建工作情况。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

大会】　１月１０日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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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市委第

六巡回指导组组长吴福康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周志军作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大场镇

党委、张庙街道党工委、区建设交通工作

党委、区文化旅游局党组、区委第一指导

组作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领导、局级

领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区

人武部部长出席会议。

【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１月２４日，区委
书记、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汪

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

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杰讲

话。副区长陈筱洁通报有关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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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２７日，汪
泓主持会议并讲话，陈杰讲话。区领导

苏平、陈筱洁、黄辉出席会议。１月 ２９
日，汪泓传达学习市委组织部《关于在打

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并

提要求，陈杰部署下阶段工作。区领导

李萍、周志军、杜松全、苏平、赵懿、高飞、

王益群出席会议。会上，各防控专项工

作组汇报有关工作情况。１月３１日，汪
泓主持会议并讲话，陈杰讲话。区领导

周志军、杜松全、苏平、赵懿、高飞、王益

群、陈永献、王丽燕、贡凤梅、陈尧水、陈

筱洁、陈云彬、黄辉、倪前龙、沈天柱出席

会议。

２月３日，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陈
杰讲话。周志军通报疫情防控工作情

况，陈筱洁通报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

作情况，倪前龙通报社区管控和口罩发

放工作情况。区领导杜松全、苏平、赵

懿、高飞、王益群、陈永献、王丽燕、贡凤

梅、陈尧水、陈云彬、黄辉出席会议。２
月７日，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陈杰讲
话。区领导周志军、杜松全、苏平、赵懿、

高飞、王益群、陈永献、王丽燕、贡凤梅、

陈尧水、陈筱洁、陈云彬、黄辉、倪前龙出

席会议。２月 ８日，汪泓主持会议并讲
话，陈杰讲话。区领导陈尧水、陈云彬出

席会议。会上，通过视频连线，罗泾镇、

罗店镇、月浦镇、宝山工业园区、城市工

业园区汇报有关工作。２月 ９日，汪泓
主持会议并讲话，陈杰讲话。区领导陈

尧水、陈云彬出席会议。会上，通过视频

连线，区建设管理委、区房管局汇报有关

工作。２月１４日，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
陈杰传达市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区

领导周志军、陈筱洁、陈尧水、倪前龙汇

报有关工作。区四套班子领导、局级领

导出席会议。２月１８日，汪泓主持会议
并讲话，陈杰讲话。区领导苏平、王益

群、贡凤梅、陈尧水部署有关工作。会

上，庙行镇党委、月浦镇党委、宝山工业

园区、区国资委、区经委、区市场监管局

汇报有关工作。２月２０日，汪泓主持会
议并讲话，陈杰传达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周志军部署

有关工作。区四套班子领导、局级领导

出席会议。

３月３日，汪泓主持会议并传达市
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下阶段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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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２月５
日，区委书记、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

区长、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

杰讲话。区领导周志军、杜松全、苏平、

赵懿、高飞、王益群、陈永献、王丽燕、贡

凤梅、陈尧水、陈筱洁、陈云彬、黄辉、倪

前龙出席会议。会上，区卫生健康委、区

商务委、区经委、区民政局、区建设管理

委、区教育局汇报有关工作。２月 ６日
下午，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陈杰讲话。

区领导周志军、杜松全、苏平、赵懿、高

飞、王益群、陈永献、王丽燕、贡凤梅、陈

尧水、陈筱洁、陈云彬、黄辉、倪前龙出席

会议。

３月９日，专题研究企业复工复产
复市工作。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陈杰

讲话。区领导苏平、王益群、陈尧水、倪

前龙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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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出席会议。会上，区发展改革委、区

经委、区商务委、区规划资源局、区建设

管理委、区房管局、区市场监管局汇报企

业复工复产复市推进情况。

４月３日，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陈
杰部署有关工作，周志军宣读《关于对

２０１９年度处级领导班子和区管干部绩
效考核中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实施表彰

的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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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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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民政局党

组书记贡凤梅，区卫生健康委、区发展改

革委、区经委、月浦镇、高境镇作交流

发言。

６月 １６日，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
陈杰传达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精神并提工作要求。区领导周

志军、杜松全、苏平、赵懿、高飞、王益群、

陈永献、王丽燕、贡凤梅、陈尧水、陈筱

洁、陈云彬、黄辉、倪前龙出席会议。

１１月 １３日，区委书记陈杰出席会
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高奕奕主

持会议。区委副书记张义作“宝山区秋

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工作

说明，区卫健委通报防控工作情况。

【医务工作者代表座谈会】　２月２５日
召开。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陈

杰、周志军、陈筱洁出席会议。会上，区

医务工作者代表发言。会前，在区公共

卫生中心三楼应急指挥中心，区领导与

援鄂医疗队连线。

【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　３月３日召
开。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杰主持会

议。区委常委、副区长王益群部署２０２０
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副区长、区公安分局

局长黄辉部署２０２０年消防、交通工作。
会上，区应急管理局通报区安全生产工

作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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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前，与会领导观看《安全生产典型事故

警示片》。

【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全

体会议】　３月９日召开。汪泓传达习
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讲话，陈杰主持会

议。陈云彬总结２０１９年工作，部署２０２０
年工作要点。

【邮轮企业运营座谈会】　３月１０日召
开。区领导汪泓、陈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区委常委、副区长苏平主持会议。会上，

嘉年华公司、皇家加勒比公司、地中海公

司、星旅远洋公司、中船邮轮科技公司汇

报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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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１３日在区融媒体中心一楼大厅召
开。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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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汪泓通过

视频连线复工企业，区委副书记、区长陈

杰宣读表彰决定和颁奖。区委常委、副

区长苏平介绍重点项目情况和解读全面

深化营商环境三项新政，区委常委、副区

长王益群介绍南大吴淞重大板块推进情

况。市经信委副主任吕鸣，上海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左敏，区

领导李萍、丁大恒、周志军、赵懿、徐静出

席活动。

【研究“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工作专题

会议】　３月１８日召开。汪泓主持会议
并讲话。区领导陈杰、周志军、杜松全、

王益群、徐静、陈尧水、陈云彬、黄辉、倪

前龙出席会议。会上，区府办、区行政服

务中心汇报“一网通办”工作推进情况，

区信息委、区应急管理局、区网格化中心

汇报“一网统管”工作推进情况。会前，

与会领导实地调研区公安分局大数据警

务中台、区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大厅、区城

市网格化中心指挥大厅、区综治信息

中心。

【“十四五”规划专题会议】　３月１９日，
召开２０２０年第十九次区委书记专题会
议。会议专题研究“十四五”规划编制

工作。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课题组胡斌汇

报宝山区“十四五”发展总体思路研究

课题报告。区发改委、区规划资源局汇

报宝山区“十四五”规划编制研究工作

情况。３月２６日，召开吴淞创新城“十
四五”规划相关工作专题会议。汪泓主

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陈杰、周志军、苏

平、王益群、陈尧水、陈筱洁、黄辉出席会

议。会上，吴淞创新办、上海不锈宝钢特

钢、宝地资产汇报相关工作。

４月２日，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南大
智慧城“十四五”规划相关工作。汪泓

主持会议并讲话，陈杰讲话。区领导周

志军、王益群、徐静、陈尧水、黄辉出席会

议。会上，区南大指挥部办公室汇报南

大智慧城“十四五”规划相关情况，临港

南大智慧公司、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区规

划资源局、区经委汇报有关工作。会前，

与会领导先后调研南大路东段两侧整治

情况、四条道路建设、原申新集团、首发

项目建设情况、祁洛路场地平整情况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项目）。
５月２１日，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三十次区

委书记专题会议暨“十四五”规划专项

研究。会议听取关于区“十四五”规划

编制研究工作的情况汇报；听取关于城

镇空间发展“十四五”专项规划的情况

汇报；听取关于交通发展“十四五”专项

规划的情况汇报；听取关于水务“十四

五”专项规划情况汇报；听取关于绿化市

容“十四五”专项规划情况汇报，以及其

他工作。

６月１日，召开区“十四五”规划专
项规划调研———社会事业专题。区领导

汪泓、陈杰、周志军、苏平、赵懿、王益群、

徐静、贡凤梅、陈尧水、陈筱洁、陈云彬、

倪前龙出席会议。６月３日，召开区“十
四五”规划专项规划调研座谈会。区领

导汪泓、陈杰、周志军、沈伟民、苏平、王

益群、王丽燕、陈尧水、陈筱洁、陈云彬出

席会议。６月５日，召开区“十四五”规
划专项规划调研———经济工作专题。区

领导汪泓、陈杰、周志军、苏平、王益群、

徐静、陈尧水出席会议。６月８日，召开
区委专题会议暨“十四五”规划专项研

究。区领导汪泓、陈杰、周志军、苏平、王

益群、陈尧水出席会议。

７月６日，召开区“十四五”规划专
题研究会议，研究吴淞创新城“两个一平

方公里”控规工作。汪泓主持会议并讲

话。区领导陈杰、周志军、苏平、王益群、

陈尧水出席会议。７月７日，召开区“十
四五”规划专题调研会议，研究大场医院

和吴淞滨江专项规划。汪泓主持会议并

讲话。区领导陈杰、苏平、赵懿、王益群、

陈筱洁出席会议。会前，区领导实地调

研杨浦滨江公共空间、滨江贯通段（水厂

栈桥、示范段、人人屋党群站）、杨浦滨江

展示厅。７月 ９日，召开区委专题会暨
“十四五”规划专项调研会议。汪泓主

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陈杰、周志军、苏

平、王益群出席会议。会议听取月浦镇、

淞南镇、航运经济发展区“十四五”规划

编制情况汇报。７月１０日，召开区委专
题会暨“十四五”规划专项调研会议。

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陈杰、李

萍、周志军、苏平、徐静、贡凤梅、倪前龙

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住房发展、高境镇、

社区治理、安全生产“十四五”规划编制

情况汇报。

１１月 ２４日，召开征求区委“十四
五”规划建议意见———区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座谈会。区委书

记陈杰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沈伟

民、苏平出席活动。１１月２７日，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区“十四五”规划纲要。陈

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１２月３０日，召开宝山区“十四五”
规划专家座谈会。市规划资源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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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健、市经信委总工程师刘平、上海前滩

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何万篷、市发改委

发展规划处处长吴新华、市科委战略规

划处处长汤东英、市交通委规划处处长

刘涛、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处长高骞，区

领导陈杰、苏平、王益群出席会议，区委

副书记、代区长高奕奕主持会议。会上，

区“十四五”办汇报《宝山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

远景目标纲要（征求意见稿）》起草

情况。

【统战工作会议】　３月１９日召开。汪
泓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杰主持会议。周

志军通报宝山区统战工作领域２０１９年
度荣获全国、全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名单，沈伟民总结２０１９年统战工作并部
署２０２０年工作，副区长陈尧水传达全
国、全市统战部长会议精神。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３月１９日
召开。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杰主持

会议。周志军传达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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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区

长陈筱洁总结部署全区文化工作。

【政法暨信访工作会议】　３月２４日召
开。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杰主持会

议。杜松全宣读第四届宝山区“平安英

雄”人员名单并作区政法工作报告，陈云

彬总结并部署信访工作，黄辉通报２０１９
年度宝山区平安创建情况。区领导李

萍、丁大恒，区法院院长王国新、区检察

院检察长董学华，区人武部部长蒋洪波

出席会议。会前，与会领导观看２０１９年
宝山区平安建设专题片。在区级机关办

公大楼三楼贵宾室，与会领导与２０１９年
宝山区平安英雄合影留念。

【组织工作会议】　３月２４日召开。汪
泓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杰主持会议。周

志军传达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全市组织

部长会议精神，徐静总结２０１９年全区组
织工作并部署２０２０年工作。

【党管武装工作会议】　３月３１日召开。
区委书记、区国动委第一主任、区人武部

党委第一书记汪泓讲话，区委副书记、区

长、区国动委主任陈杰主持会议。区委

常委、区人武部党委书记、政委陈永献作

工作报告，副区长、区国动委副主任倪前

龙宣读表彰通报，区人武部党委副书记、

部长蒋洪波传达上海警备区党委扩大会

议精神。会上，街镇党（工）委书记作党

管武装工作述职（书面述职）。

【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议】　３月３１日
召开。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杰主持

会议。周志军总结宝山区 ２０１９年乡村
振兴工作、部署２０２０年乡村振兴重点任
务，陈云彬传达中央和市农业农村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推进

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４月 １５日召
开。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周志军部署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
建设工作。区领导杜松全、徐静、须华

威、贡凤梅、沈天柱出席会议。副区长倪

前龙主持会议。会上，区房管局汇报推

进“美丽家园”建设与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工作，大场镇汇报强化社区动员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淞南镇淞南十村汇

报深化社区治理创新工作，月浦镇聚源

桥村汇报深化乡村治理创新工作。

【区级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４月１５
日召开。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周志军

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静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市委会议精神。区领导赵懿、高飞出席

会议。会上，区级机关党工委、区市场监

管局党组、区机管局党总支作交流发言。

【精神文明建设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推进大会】　５
月９日召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
办主任潘敏，区委书记汪泓为宝山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揭牌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陈杰主持会议并宣读《关于授

予宝山区援鄂医疗队“２０２０年感动宝山
人物”荣誉称号的决定》《关于表彰宝山

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百佳”

先进的决定》。宝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总队队长汪泓向宝山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副队长赵懿授

旗。区委副书记周志军总结部署全国文

明城区创建工作，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赵懿总结部署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部署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区领导

李萍、丁大恒、杜松全、沈伟民、苏平、高

飞、王益群、徐静、王丽燕、贡凤梅、陈尧

水、陈筱洁、陈云彬、黄辉、倪前龙、张晓

静出席会议。会上，区商务委、杨行镇党

委、大场镇党委、吴淞街道永清二村居民

区党总支作交流发言。

【“四史”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　５月
２１日召开。区委副书记、区委“四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周志军出席

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

委“四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徐

静主持会议并传达市委“四史”学习教

育工作有关会议精神，部署区“四史”学

习教育工作任务。

【巡视整改工作】　５月２６日，召开市委
第六巡视组巡视宝山区工作动员会。市

委副秘书长、市纪委副书记、市委巡视办

主任马乐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第六

巡视组组长张培荣作动员，区委书记汪

泓作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区四套班

子领导、局级领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

院检察长，区人武部部长出席会议。５
月２６日，召开市委第六巡视组巡视宝山
区区委工作汇报会。汪泓作工作汇报。

张培荣，区委副书记、常委，区人大常委

会、区政协党组书记，区法院、区检察院

党组书记出席会议。

６月１６日，召开市委第六巡视组巡
视宝山区区委选人用人工作汇报会。张

培荣主持会议。汪泓汇报关于上一轮巡

视以来区委选人用人工作，市委组织部

干部监督室主任王刚就选人用人工作巡

视检查提工作要求。

９月１５日，召开市委第六巡视组巡
视宝山区委情况反馈会议。区委书记陈

杰主持会议。张培荣反馈巡视情况，市

纪委常委、市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陶

泓讲话。陈杰作表态发言。区四套班子

领导、局级领导，区法院院长、检察院检

察长，区人武部部长出席会议。９月２９
日，召开区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专题研究巡视整改方案。陈杰主持

会议并讲话。区领导高奕奕、杜松全、沈

伟民、苏平、赵懿、高飞、王益群、陈永献、

徐静、陈尧水、陈筱洁、陈云彬、黄辉、倪

前龙出席会议。会上，区委办公室汇报

区委巡视整改方案。

１０月１５日，召开区巡视整改征求意
见座谈会。陈杰主持会议并讲话。１０
月１９日，召开区委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
活会。陈杰主持会议并代表区委常委会

作对照检查、通报整改措施，作总结讲

话。区领导高奕奕、杜松全、沈伟民、苏

平、李峻、赵懿、高飞、王益群、陈永献、徐

静逐一作对照检查，开展相互批评，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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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组负责人进行点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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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月９日，召开区落实市委巡视整
改工作动员部署会。陈杰出席会议并讲

话，高奕奕主持会议并通报区委关于市

委第六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区四

套班子领导、局级领导，区法院院长、检

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会上，区经委、杨

行镇作表态发言。

１１月 ２０日，召开区巡视反馈意见
整改落实工作推进会。陈杰主持会议并

讲话。区领导高奕奕、张义、苏平、赵懿、

高飞、王益群、徐静、陈尧水、陈筱洁、陈

云彬、倪前龙出席会议。会上，区委办公

室汇报区委关于巡视整改进展情况

报告。

【传达全国“两会”精神学习会】　６月２
日召开。汪泓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员负责人会议上和参加部

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

三次会议精神，以及李强在市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区领导陈杰、

李萍、丁大恒、周志军作表态发言。区

四套班子领导、局级领导，区法院院长、

区检察院检察长，区人武部部长出席

会议。

【吴淞创新城转型发展工作专题研究会

议】　６月２８日召开。市政府副秘书长
黄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宝武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荣汇报吴淞创新

城宝武地块转型工作进展和相关地块转

型开发情况，区委书记汪泓汇报特钢、不

锈钢首发区域控详规划和吴淞创新城转

型发展工作推进情况，上实集团总裁周

军汇报吴淞创新城首发区域转型工作情

况。宝武集团领导伏中哲、郭斌、顾柏

松、蔡伟飞，区领导陈杰、苏平、王益群、

陈尧水出席仪式。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９周年座谈会】
　６月 ２９日召开。汪泓出席会议并讲
话，陈杰主持会议。周志军宣读《关于命

名表彰宝山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优

秀共产党员、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徐静宣读《关于命名“宝山区党支部建

设示范点”的决定》。区四套班子领导、

局级领导，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

长，区人武部部长出席会议。会上，顾村

镇党委、区卫生健康工作党委、区商务委

党组、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

公司党委、大场镇大华二村铂金华府居

民区党总支、区援鄂医疗队员沐美玲作

交流发言。会前，与会领导观看专题片

《党旗飘扬映初心》。

【海南省领导干部“加快建设海南自由

贸易港”专题培训班】　７月１８日举行。
汪泓作《上海邮轮产业建设的实践与经

验———迈向更富魅力的国际邮轮之城》

专题辅导报告。会前，与会领导先后调

研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宝山规划展示馆。

【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现场推进会】　７月２２日，推进
会在罗泾镇塘湾村萱草文化馆召开。市

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廖国勋出席

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彭沉雷主持会议并

通报有关情况。区委书记汪泓汇报乡村

振兴示范村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情

况。市有关部门领导和区领导陈杰、陈

云彬出席会议。会前，与会领导先后调

研罗泾镇海星村、塘湾村。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暨庆祝建

军９３周年军政座谈会】　７月３１日召
开。会议研究审议宝山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双拥模范命名表彰建议方案，研究审

议区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调整情

况。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徐国安，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屈新平出席会议并

讲话，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

区领导陈杰、赵懿、陈永献、徐静、倪前龙

和有关部队领导出席会议。

【全区领导干部会议】　８月２４日召开。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绍良出席会议并

讲话。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郑健麟主持会

议。会议宣布市委决定：陈杰同志任中共

宝山区委书记；免去汪泓同志的中共宝山

区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区领导陈杰、

汪泓、李萍、丁大恒先后作表态发言。区

四套班子领导、局级领导，区法院院长、区

检察院检察长，区人武部部长出席活动。

８月３１日召开。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郑健麟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书记陈

杰主持会议。会议宣布市委决定：高奕

奕同志任中共宝山区委委员、常委、副书

记。区领导陈杰、高奕奕、李萍、丁大恒

出席会议。

【区委财经工作委员会会议】　９月８日
召开。区委书记陈杰主持会议并讲话，

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高奕奕讲话。区领

导苏平、王益群、陈尧水部署有关工作。

会上，区发展改革委、区经委、区财政局、

高境镇、顾村镇、航运经济发展区汇报有

关工作。

【吴淞创新城先行启动区重大产业项目

“百日攻坚”动员大会】　９月 １５日举
行。宝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荣

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书记陈杰讲话。

其间，介绍吴淞创新城先行启动区重大

项目，签署项目开工建设承诺书。区领

导高奕奕、苏平、王益群、陈尧水出席

会议。

【复旦大学与宝山区座谈会】　１０月１５
日召开。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宝山

区委书记陈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代区长高奕奕发言。区领导苏平、

陈尧水和复旦大学有关领导出席会议。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居村党组织书记示范
培训班———全区居村干部“四史”学习

教育专题党课】　１０月２２日举行。区
委书记陈杰出席会议并专题讲授党课。

【环上大科技创新圈建设领导小组会

议】　１０月 ２６日召开。区委书记陈杰
主持会议并讲话，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成

旦红讲话。上海大学校长刘昌胜传达市

大学科技园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会议精

神。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思

怡，党委常委、总会计师苟燕楠，区领导

高奕奕、张义、陈尧水出席会议。会上，

区科委汇报环上大科技创新圈建设工作

进展，上海大学专项办汇报环上大科技

创新圈建设工作进展。

【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工作会议】　１０月３０
日召开。陈杰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

张义、赵懿、陈筱洁出席会议。会上，区文

化旅游局汇报２０１９年公共文化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以及２０２０年公共文化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安排。

【党政负责干部会议】　１１月２日召开。
陈杰主持会议并传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李强在全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

讲话精神，就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提工作要求。区四套班子

领导、局级领导，区法院院长，区人武部

部长，区局级离退休干部代表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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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聚宝山 智荟滨江”———宝山区新一

轮创新创业优秀人才命名表彰大会】　
１１月５日召开。陈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徐静宣布创新创业优秀人才命名表彰决

定。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龚思怡，区领

导李萍、苏平、倪前龙、张晓静出席会议。

会前，与会领导观看宝山人才工作宣

传片。

【人大工作会议】　１１月１０日召开。陈
杰出席会议并讲话。高奕奕主持会议并

作《中共宝山区委关于加强新时代人大

工作 充分发挥人大在推进城市治理现

代化中的作用的实施意见》的说明。李

萍就“区人大进一步在推进城市治理现

代化中发挥作用”作讲话。区领导丁大

恒、张义、杜松全、赵懿、高飞、陈永献、徐

静、秦冰、王丽燕、须华威、贡凤梅、蔡永

平，区法院院长王国新出席会议。

【宝山—曲靖扶贫协作高层联席会】　
１１月１１日召开。云南省委常委、曲靖市
委书记李文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书

记陈杰讲话，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高奕奕

主持会议并介绍宝山区情。区领导张

义、陈云彬出席会议。会前，与会领导实

地调研罗泾镇塘湾村、海星村。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推进

会】　１１月１３日召开。区委书记、区开
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陈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

副书记、代区长高奕奕主持会议。区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区开展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

长杜松全通报部署宝山区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情况。区领导张义、

赵懿、王益群、徐静、秦冰、黄辉、倪前

龙、沈天柱，区法院院长王国新、区人武

部部长管明出席会议。会上，区民政局

党组、张庙街道党工委、罗泾镇党委作

交流发言。

【区三大市级特色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推

进会】　１１月１７日召开。区经委、区科
委、罗店镇、宝山工业园区汇报有关工

作。区领导陈杰、高奕奕、苏平、陈尧水

出席会议。

【宝武集团和宝山区工作对接会】　１１
月１８日在宝武集团高炉会博中心召开。
陈德荣、陈杰、高奕奕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宝地吴淞汇报宝武重大产业项目

推进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宝地资产

汇报高炉会博中心、钢铁博物馆推进情

况，宝山区补充汇报吴淞创新城近期重

点工作推进情况，吴淞创新城“两个一平

方公里”先行启动区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协议书签约。

【双拥模范命名暨最美退役军人表彰

会】　１１月２７日召开。区委书记、区双
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杰出席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区双拥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高奕奕主持会议。会议

宣读宝山区双拥模范命名及最美退役

军人表彰决定，通报 ２０１５年以来宝山
区双拥工作开展情况、部署新一轮全国

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安排有关单位作

交流发言。区委副书记、区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张义，区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徐静，副区长、区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倪前龙，区人武部部长管

明出席会议。

【２０２０年长江警示片涉及问题整改工
作部署会】　１２月７日召开。陈杰出席
会议并讲话，高奕奕主持会议。王益群

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韩正副

总理在推动长江经济发展领导小组会

议上的讲话精神以及市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精神，安

排区发展改革委、区生态环境局、区水

务局、高境镇、淞南镇作交流发言。会

前，与会领导实地调研长江警示片涉及

问题现场。

【“时代荣光”———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劳模
先进表彰大会】　１２月 １０日举行。市
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黄红，区委书记

陈杰出席活动并先后讲话，区委副书记

张义宣读表彰决定。会前，与会领导会

见劳模先进代表。区领导高奕奕、李萍、

丁大恒、王丽燕、张晓静出席大会。

【区委学习讨论会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３０
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

班】　１２月２５—２６日召开。１２月２５日
围绕议题一“以科技创新激发新发展动

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大转变”，议题二

“积极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推动城市

发展模式大转变”，由１６个单位做重点
发言，８家单位做自由发言，分管区领导

发言。１２月２６日上午，围绕议题三“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干部思想

作风大转变”，由５个单位做重点发言，２
家单位做自由发言，分管区领导发言。

１２月２６日下午，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陈
杰、高奕奕、李萍、丁大恒先后讲话。

（宋　波）

重要活动

【中央部委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２
月１６日，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第九工作指导组组长饶克勤率

队，到宝山区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区领

导汪泓、陈杰、周志军、陈筱洁陪同。３
月２７日，国务院疫情防控第六指导组实
地检查宝山区疫情防控工作，先后检查

罗店医院防控工作、罗店镇汉庭酒店防

控工作、顾村公园复园工作、龙现代艺术

馆文化场馆复馆工作。区领导汪泓、陈

杰、周志军、陈筱洁、倪前龙出席活动。

１２月４日，军队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到
宝山区调研有关工作。区委书记陈杰汇

报宝山区经济社会发展、区融媒体中心

建设和舆情收研处置情况。区领导丁大

恒、赵懿陪同。

【市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１月 １５
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绍良走访慰

问淞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残疾

军人马长定家庭。区领导周志军、李峻

陪同。

２月１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诸
葛宇杰实地检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区领导汪泓、陈

杰、周志军、苏平陪同。２月４日，市委常
委、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实地检查合建

村、洋桥检查站防控工作情况。２月 ５
日，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实地检查宝山

区部分企业防疫物资生产及库存情况，

先后检查上海铃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宏隆医疗用品设备公司。区领导汪

泓、陈杰、陈尧水陪同。２月１０日，市委
常委、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实地检查顾

村镇保利叶都一居社区、小卫（上海）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疫情防控工作。区领导

汪泓、陈杰陪同。

３月１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诸
葛宇杰实地调研宝山区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市工作，先后调研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庙行镇敬老院和宝山万达广场。区领导

汪泓、陈杰、黄辉陪同。同日，副市长陈

群实地调研宝山区民办山海小学，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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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看学校门卫室、留观室，并召开座谈

会。３月 ３日，副市长陈群主持会议并
讲话。会上，民办山海小学汇报学校在

线教学情况，区委书记汪泓补充汇报区

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及在线教学情

况。区领导陈杰、周志军、陈筱洁参加。

３月６日，市合作交流办调研宝山区座
谈会召开。市合作交流办主任姚海主持

会议并讲话。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

记、区长陈杰出席会议。副区长陈云彬

汇报宝山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

３月１２日，调研地中海国际邮轮公司有
关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副市长陈群主持

会议并讲话。区领导汪泓、陈杰、苏平出

席会议。３月 １２日，市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廖国勋实地调研上海机器人产业

园。区领导汪泓、周志军陪同。３月 １２
日，市领导调研香港经纬集团工作会议

在香港经纬集团总部会议室召开。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郑钢淼主持会议并讲

话。区领导汪泓、陈杰、沈伟民出席会

议。会前，与会领导实地调研经纬汇、时

尚基地 Ｉｎｂａｓｅ上海首店、女性品牌
６ＩＸＴＹ８ＩＧＨＴ、汉堡王（无接触点餐）、上
蔬永辉超市、网红咖啡馆ＴｉｍＨｏｒｔｏｎｓ、经
纬四期小区。３月 ２４日，市委常委、上
海警备区政治委员凌希走访慰问庙行镇

武装部、庙行镇场北村应急连连部。区

领导汪泓、陈杰、周志军、陈永献，区人武

部部长蒋洪波陪同。

４月２２日，市人大常委会到宝山区
调研座谈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

卓庆主持会议并讲话。汪泓汇报宝山发

展生物医药产业的考虑及威高项目招商

洽谈情况。区领导陈杰、李萍、陈尧水出

席会议。４月２３日，副市长宗明到宝山
区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市领导一行

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公司三楼指挥室，

察看“海洋量子号”邮轮部分中国籍船

员离船入境情况，在区疾控中心检查疫

情防控工作。在区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中

心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副市长宗明主持

会议并讲话。汪泓汇报落实全市公共卫

生大会精神和疫情防控有关工作情况，

区领导陈杰、苏平、陈筱洁出席会议。

５月 １日，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于绍良，市委常委、市委

秘书长诸葛宇杰到杨行镇海德花园管理

处，看望“工人先锋号”海德花园管理处

班组。市住建委主任黄永平，市住建委

副主任、市房管局局长王桢，区委书记汪

泓、杨行镇党委书记邵雷明、海德花园党

支部书记陈莉芳陪同，“工人先锋号”海

德花园管理处经理季卫兵汇报有关情

况。５月 ６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龚
正，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到宝山区调研

工作。先后调研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宝

山规划展示馆。区领导汪泓、陈杰、苏

平、王益群、陈尧水陪同。５月２６日，市
领导调研宝山区座谈会召开。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陈寅主持会议并讲话。

汪泓汇报宝山区“十四五”规划重点工

作发展思路。市政府秘书长、市发展改

革委主任马春雷，区领导陈杰、苏平、王

益群出席会议。５月 ２７日，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于绍良到宝山区调研“四

史”工作。先后调研上海解放纪念馆、友

谊路街道“红帆港”党群服务站。区领

导周志军、徐静陪同。

６月４日，市领导调研宝山区早餐
工程座谈会在智慧湾科创园召开。副市

长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汪

泓、陈尧水出席会议并汇报有关工作。

会前，市领导一行实地调研智慧湾科

创园。

７月９日，市城运中心调研区城运
中心座谈会召开。市委副秘书长、市政

府副秘书长、市城运中心主任赵奇主持

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

城运中心常务副主任徐惠丽，区领导汪

泓、陈杰、周志军、杜松全、王益群出席会

议。会前，与会领导实地调研宝山区城

市运行管理中心平台。７月２３日，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刘学新到宝山区调研

工作。先后调研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上

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上海解放纪念馆。

随后，在区纪委监委四楼会议室，召开座

谈会。区领导汪泓、高飞陪同并汇报有

关工作。

９月３日上午，市委书记李强，市委
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

卓庆，市政协主席董云虎率市四套班子

领导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二期展馆，

参观“艰苦卓绝———上海抗战与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主题展。区领导陈杰、高奕

奕、李萍、丁大恒、赵懿陪同。９月８日，
诸葛宇杰调研宝山区“六稳”“六保”落

实情况。区委书记陈杰汇报有关工作，

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高奕奕同志补充汇

报有关工作。区领导苏平、陈尧水、倪前

龙出席会议。

１０月 ２１日，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专题会召开。蒋卓庆主

持会议并讲话。陈杰汇报有关工作，区

领导高奕奕、李萍、贡凤梅、倪前龙出席

会议。会前，与会领导实地调研友谊路

街道为老服务中心、宝城长者照护之家。

１０月２７日，副市长陈通实地调研宝山区
文化旅游、市场监管工作。先后调研智

慧湾科创园、宝山寺、宝山规划展示馆。

随后召开座谈会，陈通主持会议并讲话，

陈杰汇报有关工作。区领导高奕奕、陈

筱洁、陈云彬出席会议。１０月２９日，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海林到赴宝山区调

研乡村产业兴旺工作。先后调研罗店镇

天平村、罗泾镇海星村、花红村、塘湾村。

区领导李萍、张义、秦冰、须华威、贡凤梅

陪同。

１１月２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
慧琳到上实集团调研。先后调研宝山再

生能源利用中心项目、吴淞创新城文创

城展馆。区领导陈杰、赵懿陪同。１１月
３日，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宝山区座谈会
在智慧湾科创园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徐泽州主持会议并讲话。李萍汇报

２０２１年区、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前
期调研情况。会前，与会领导实地调研

智慧湾科创园，区领导陈杰、李萍、王丽

燕陪同。１１月２４日，李强实地调研石洞
口污水排放干线宝山５号泵站，查看雨
水截流泵站、闸门井，听取环保督察整改

情况汇报。市领导诸葛宇杰、汤志平，城

投集团董事长蒋曙杰，区领导陈杰、高奕

奕陪同。

１２月３日，副市长汤志平到宝山区
调研有关企业。先后调研上海钢铁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区领

导陈杰、高奕奕陪同。下午，在衡山北郊

宾馆召开市领导调研宝山区座谈会。副

市长汤志平讲话。区委书记陈杰汇报城

建工作有关情况，区领导高奕奕、王益群

出席会议。

【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１月３０日，区领
导汪泓、陈杰、陈筱洁、黄辉、贡凤梅率队

实地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先后检查大场

镇铂金华府小区、大场医院、仁济医院宝

山分院、上海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杨行

镇柏丽华庭小区、９９旅馆、上海市公安
局洋桥检查站、罗泾镇新陆村北王道口

防控工作。

２月 ２日，区领导汪泓、陈杰、陈尧
水、陈云彬率队实地检查基层防疫工作

落实情况。先后检查宝山工业园区联东

国际企业港口罩生产情况，月浦镇聚源

桥村蔬菜生产合作社、罗店镇永大食用

菌有限公司、金篮子新洁果蔬合作社果

蔬供应情况，罗店大居居民区口罩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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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２月 ３日，区领导汪泓、陈杰、王
丽燕、陈筱洁率队实地检查有关医院疫

情防控工作。先后检查仁和医院、华山

医院北院、罗店医院、中冶医院、区疾控

中心。２月 ４日，区领导汪泓、陈杰、王
丽燕、贡凤梅、倪前龙率队实地检查基层

疫情防控工作。先后实地检查高境镇盒

马鲜生、三花现代城二居委、淞南镇隔离

点汉庭酒店、淞南三村居委、张庙街道泗

溏六村居委、呼玛二村居委、庙行镇考拉

公寓、中环二期居委、集中看护点宾缘大

酒店、顾村镇保利叶都一居委防控工作。

２月４日，区领导汪泓、陈杰、贡凤梅、倪
前龙率队实地检查基层防控工作。先后

实地检查吴淞街道前三营房小区、海滨

新村小区、七立方科技园、城市工业园区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丰翔新城

社区防控工作。２月６日，区领导汪泓、
陈杰、王益群、王丽燕率队实地检查区建

设管理系统基层防控工作。先后实地检

查南大地区２８—０２地块项目、龙湖天街
类住宅、上海宝钢物流有限公司、区自然

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区房地产交易

中心、宝山巴士五公司、上海海淞环境卫

生服务有限公司、宝钢综合码头、长滩一

号冠东苑居家隔离人员生活垃圾收运点

疫情防控工作。２月７日，区领导汪泓、
陈杰、贡凤梅、倪前龙率队实地检查区国

资系统基层防控工作。先后实地检查航

运经济发展区、区供销合作总社、宝房

（集团）公司、吴淞口开发公司、长江口

投控集团公司、区国资委办公场所。２
月８日，区领导汪泓、陈杰、陈永献、王丽
燕、陈尧水率队实地检查街镇、园区疫情

防控工作。先后检查大场镇、庙行镇防

控工作。２月 ９日，区领导汪泓、陈杰、
王丽燕、陈尧水率队实地检查街镇、园区

防控工作。先后检查顾村镇、杨行镇、高

境镇防控工作。２月 １２日，区领导汪
泓、陈杰、周志军、贡凤梅、陈筱洁、杨立

红率队实地检查基层防控工作。先后检

查区精神卫生中心、金秋晨曦老年公寓、

区卫生监督所、区医疗急救中心、区救助

管理站、环镇北路６００弄７００弄小区、大
场敬老院和上大附中疫情防控工作。

４月１４日，迎接区援鄂医疗队返回宝山活动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举行 区委办／提供

３月１日，区领导汪泓、王丽燕暗访
检查大型商业综合体疫情防控、市场供

应和复工复市工作情况。先后检查龙湖

天街、宝杨宝龙广场、宝乐汇生活时尚

中心。

６月１８号，汪泓、周志军、陈尧水、
陈云彬、倪前龙率队实地检查水产品、农

产品批发市场、居民小区、菜场、医院等

场所疫情防控情况。先后检查江杨水产

品批发市场、江杨水产品批发市场、江杨

农产品批发市场、团结路绿叶菜市场和

东林路上蔬永辉超市疫情防控措施和市

场供应情况，检查保集欧郡小区社区疫

情防控宣传、流动人员登记工作情况，检

查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院内常规门急

诊运行情况、近期发热门诊接诊动态

情况。

【慰问及表彰援鄂医疗队】　２月３日，
在区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中心，区领导汪泓、陈杰、王丽燕、陈筱洁

与宝山区援鄂医疗队视频连线，慰问支

援队队员。

３月９日，宝山区视频连线区援鄂
医疗队仪式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

举行。区领导汪泓、陈杰、周志军、陈筱

洁，区援鄂医疗队队长、宝山中西医结合

医院感染管理处（公共卫生处）处长赵

波，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病区副主

任、临时党支部书记施巍，宝山精神卫生

中心精神科主任朱宏伟参加活动。３月
１４日上午，区领导汪泓、陈杰、周志军、
陈永献、王丽燕、贡凤梅、倪前龙赴高境

镇、月浦镇、吴淞街道、友谊路街道慰问

区援鄂医务人员及家属。３月２０日，宝
山区视频连线区援鄂医疗队仪式在区及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区领导汪

泓、陈杰、周志军、沈伟民、陈筱洁，以及

赵波、施巍、朱宏伟出席活动。３月 ３１
日，区援鄂医疗队完成援鄂任务返沪。

４月９日，区领导慰问宝山援鄂医
疗队队员仪式在上海夏阳湖皇冠假日酒

店举行。汪泓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一医

院副院长、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长

郑军华介绍宝山援鄂医疗队情况，宝山

中西医结合医院感染管理处处长、区援

鄂医疗队队长赵波作表态发言。区领导

汪泓、陈杰、周志军、王丽燕、贡凤梅、陈

筱洁、倪前龙出席活动。４月１４日，欢送
瑞金医院援鄂医疗队活动在衡山北郊宾

馆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市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市干部保健局局长章雄，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文华，瑞金

医院党委副书记俞立巍，瑞金医院副院

长、瑞金医院援鄂医疗队领队胡伟国出

席活动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陈杰

主持活动。区领导赵懿、陈筱洁出席活

动。４月１４日，区援鄂医疗队结束１４天
集中观察，迎接区援鄂医疗队返回宝山

活动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举行。汪泓出

席活动并致欢迎词，陈杰主持活动，区援

鄂医疗队队长赵波发言。区领导李萍、

丁大恒、周志军、赵懿、徐静、王丽燕、贡

凤梅、陈筱洁、黄辉、倪前龙出席活动。４
月２８日，区领导汪泓、陈杰、李萍、丁大
恒、周志军、赵懿、陈筱洁会见宝山区援

鄂医疗队队员。在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

多功能厅，汪泓作“五一”致辞，周志军

主持活动。随后，召开区委中心组（扩

大）学习会（宝山区援鄂医疗队专题报

告）。汪泓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区

援鄂医疗队队员赵波、施巍、沐美玲、严

俊、王燕娇作专题报告，区领导陈杰、周

志军作交流发言，与会领导参观“宝山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图片展”。

【中国宝武钢铁会博中心开工暨“钢铁

荣耀 铸梦百年”活动标识首发仪式】　４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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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７日在中国宝武钢铁会博中心举行。
宝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荣，区委

书记汪泓出席活动并讲话。区领导陈

杰、王益群出席活动。

【“五五购物节、宝山欢迎您”系列活动】

　５月４日，“五五购物节、宝山欢迎您”
系列活动、“夜品宝山”、高境“夜来·

香”小镇建设、“Ｅ购宝山”宝山电商节
启动仪式在高境镇三邻桥体育文化园中

央广场举行。汪泓宣布“Ｅ购宝山”宝山
电商节暨宝山区“五五购物节”启动。

区领导陈尧水、须华威、沈天柱出席活

动。５月５日，汪泓走进“Ｅ购市集”各
品牌直播间，为相宜本草、小卫科技、汉

康豆腐等企业展位开启直播带货首秀。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智能制造生态”主

题论坛暨创新奇智长三角总部启动仪

式】　５月 ２７日举行。创新工场创始
人、首席执行官李开复博士视频致辞。

汪泓同与会领导启动“创新奇智长三角

区域总部”“创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

上海分院”，陈杰等领导先后致辞。

【吴淞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吴淞医院）揭牌仪式】　６月２２日举
行。吴淞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吴淞医院）领导班子宣布会召开。

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周志军、徐静、陈

筱洁出席会议。医院领导朱畴文、范红

娟、肖洁汶、郭莺作表态发言。

【“环上大科技园”揭牌仪式】　６月２２
日在上海大学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区委

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陈杰，上海

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上海大学校长刘

昌胜共同为“环上大科技园”揭牌。区

领导周志军、陈尧水出席仪式。

【吴淞创新城首发项目开工仪式】　６月
２８日在宝武集团特钢地块宝杨路首发
项目Ｌ型厂房举行。副市长汤志平宣布
首发项目开工。宝武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陈德荣，区委书记汪泓，上实集团总

裁周军先后讲话。陈德荣、胡望明、汪

泓、陈杰为中国宝武吴淞园建设管理办

公室揭牌。陈杰代表宝山区政府与建设

银行等９家银行签订《吴淞创新城项目
战略合作协议》。上海不锈、宝钢特钢、

宝地上实与吴淞创新城入驻及合作项目

方签约。区领导苏平、王益群、陈尧水出

席仪式。

【宝山区重大工程暨杨行体育中心开工

仪式】　６月２８日举行。汪泓出席仪式
并宣布开工，陈杰讲话，王益群、陈筱洁

出席活动。

【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平台启动运行仪

式】　７月１日举行。汪泓出席活动并
宣布平台正式运行，陈杰主持仪式。区

应急管理局、区信息委、区水务局、区网

格化中心汇报有关工作。区领导李萍、

丁大恒、周志军、王益群、陈尧水、陈云

彬、黄辉出席仪式。

【行政争议调处中心揭牌签约仪式】　７
月８日，在区法院举行。汪泓宣布宝山
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成立并讲话，市高

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斌致辞。

市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斌，浦东新区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吴金水，区领导汪

泓、陈杰、杜松全、陈云彬、王国新、董学

华揭牌。浦东新区法院、区法院、区司法

局签署宝山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合作框

架协议。

【仁济医院宝山分院血液净化中心、胸痛

中心、卒中中心筹建揭幕仪式】　８月１７
日举行。汪泓出席活动并致辞，仁济医

院院长李卫平致辞。区领导陈杰、李萍、

丁大恒、苏平、王丽燕、陈筱洁出席活动。

【宝山—维西扶贫协作高层联席会议】

　８月２７日召开。维西县委书记、二级
巡视员格桑纳杰，区委书记陈杰，区委原

书记汪泓，区领导徐静、倪前龙、沈天柱

出席会议。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７５周年活动】　９月３日在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举行。区委书记

陈杰、区委副书记高奕奕、罗泾大屠杀幸

存者沈同宝、优秀学生代表金若玲共同

推杆，点燃胜利之火。区四套班子领导、

局级领导，区检察院检察长、区人武部部

长出席活动。

【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球俱乐部合作签

约仪式】　９月４日举行。市体育局党
组书记、局长徐彬，区委书记陈杰出席仪

式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高奕奕为

大华集团授牌（宝山篮球城建设特殊贡

献奖）。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区体

育局、大华集团进行三方签约。

【烈士纪念日宝山区各界人士向人民英

雄敬献花篮仪式】　９月３０日在宝山烈
士陵园举行。区四套班子领导、局级领

导，区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区人武

部部长出席活动。

【２０２０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　１０
月１６日在上海大学伟长楼举行。市政
协副主席李逸平出席活动。上海大学党

委书记成旦红，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高奕

奕，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安德烈海姆

先后致辞，区领导陈杰、丁大恒、陈尧水

出席活动。

【吴淞江工程（上海段）新川沙河段开工

仪式】　１０月２１日在罗泾镇新川沙泵
闸枢纽施工现场举行。市委书记李强出

席活动并宣布开工，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致辞，副市长汤志平主持活动。区领

导陈杰、高奕奕、王益群参加活动。

【上海宝济药业重组蛋白药物产业化项

目奠基仪式】　１０月２７日在潘泾路罗
新东路路口举行。陈杰宣布项目开工。

宝济药业董事长刘彦君介绍项目情况

并致辞，国盛产投董事长陆栋生、惠永

药物董事长王浩致、副区长陈尧水先后

致辞。

【２０２０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
式】　１１月１２日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博览馆举行。副市长陈通出席活动

并致辞，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局长王志

成，“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理事会主

席、区委书记陈杰致辞。区领导高奕奕、

李萍、丁大恒、张义、赵懿、陈筱洁出席

活动。

【２０２０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大会暨
第六届生物药物创新及研发国际研讨会

开幕式】　１１月 ２８日举行。市经信委
主任吴金城、市食药监局局长闻大翔、区

委书记陈杰出席活动并先后致辞。区委

副书记、代区长高奕奕颁发专家委员会

委员（顾问）聘书。副区长陈尧水作北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推介，市生物医药

协会秘书长陈少雄发布“金融支持生物

医药倡议书”。

【环上大科技园开园仪式】　１１月３０日
在临港城工科技绿洲举行。市科委主任

张全、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市教委

巡视员蒋红出席活动并先后致辞。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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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主任张全，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高奕奕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高奕奕，上海大学

党委副书记、校长刘昌盛为环上大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揭牌。副区长陈尧水解读

环上大科技园政策。

【“为您而建 因我而聚”———宝山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新址启用仪式暨“１２·
５”国际志愿者日活动】　１２月 ２日启
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潘敏，市文明办副主任、二级巡视员蔡伟

民，区领导陈杰、高奕奕、张义、赵懿共同

启动宝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新址。

陈杰致辞，潘敏、高奕奕为“学思悟践新

思想 飞入寻常百姓家”理论宣讲主题实

践活动授旗。蔡伟民，区领导张义、赵懿

为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志愿服务先
进典型颁奖。

【中国宝武“钢铁荣耀 筑梦百年———重

走钢铁长征路”上海片区活动】　１２月８
日在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贝壳剧场举行。

宝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荣出席活

动并致辞，区委书记陈杰致辞。区领导李

萍、丁大恒、张义、陈尧水出席活动。

【快仓全球机器人产业基地项目开工奠

基仪式】　１２月１５日举行。陈杰出席活
动并宣布项目开工，陈尧水、快仓创始人

兼ＣＥＯ杨威先后致辞。上海快仓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ＣＥＯ杨威、联合创
始人倪菲、战略合伙人王华出席活动。

【上海吴淞创新城宝武吴淞（科创）园重

大项目开工仪式】　１２月２３日在宝武
集团高炉会博中心举行。其间，先后举

行中国宝武钢铁会博中心启用仪式、中

国宝武重大项目开工投产仪式、上海吴

淞创新城宝武吴淞（科创）园重大项目

开工仪式、中国钢铁博物园———数字技

术体验中心奠基仪式，介绍吴淞创新城

宝武十大开工产业项目，举行首播吴淞

创新城宝武吴淞园转型专题片《厚土新

业》。与会领导观看金色炉台·中国宝

武钢铁会博中心建设视频。副市长陈通

宣布上海吴淞创新城宝武吴淞园重大项

目开工，有关领导共同揭幕奠基。宝武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荣，总经理胡

望明，欧冶工业品董事长、总裁王静，宝

地资产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继明，宝地资

产总裁、党委副书记王语，宝地吴淞党委

书记、董事长蔡伟飞，区委书记陈杰，区

委副书记、区长高奕奕出席活动。当晚，

举行“金色炉台”主题演出活动。

【“一号创新带”交运智慧湾科创园开园

仪式】　１２月 ２５日在纪?路 １５１号举
行。交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郑元湖，

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副区长陈尧

水，上海交运智慧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剑先后致辞。区委书

记陈杰宣布开园，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

心———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协同创新中

心、上海电影特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宝

山中心、北上海科技创新基金联盟、复旦

大学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场景实验中心

分别揭牌。 （宋　波）

组织工作

【概况】　２０２０年末，宝山区共有党员
１０２１６１名，年内新发展党员７００名；共有
基层党组织３８２７个，其中党委７６个，党
总支４５５个，党支部３２９６个。２０２０年，
区委组织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推动“四史”（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

等重点任务，为宝山打造全市科创中心

主阵地的发展目标提供坚实组织保证。

【“四史”学习教育】　２０２０年，区委组织
部牵头筹划“四史”学习教育，把学思践

悟新思想贯穿“四史”学习教育始终，成

立区、镇、居村三级联动体系，突出“七个

一”（突出一条“四史”学习教育主线、构

建一个“四史”学习教育体系、创新一种

“四史”学习教育模式、举办一系列“四

史”学习教育主题活动、组建一支“四史”

学习教育专业队伍、打造一批有宝山特色

的“四史”学习教育成果、健全一套“四

史”学习教育保障机制）工作机制，通过

党建“微网端”，开设“四史”学习专栏，推

出１００堂精品“空中微党课”，制作“四
史”口袋书，开通“四史”学习教育“红色

快线”，升级原有７条党性教育红色线路，
５万余名党员群众接受红色教育。把学
习成效转化为解难题、抓发展的推动力，

推动解决滨江贯通等一批重点问题。

【在疫情防控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履

行组织部门职责】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３１１７个党组织、２４６２９名党员参与疫情
防控，区委专项评选表彰１００个先进基
层党组织和３１６名优秀共产党员，涌现
出王友农等一批先进典型人物。做好８

名宝山援鄂医疗队队员及一线抗疫医生

火线入党工作，１５５人在疫情防控一线
递交入党申请书。深入基层考察干部在

急难险重任务中的现实表现，把相关情

况作为评价干部的重要依据。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２０年，
区委组织部出台宝山新一轮党政领导班

子建设规划实施意见，制定《宝山区区管

党政正职政治建设考察实施办法（试

行）》，建立政治素质档案，把好干部选

用“政治关”。针对街镇党政领导班子、

大口委办局干部队伍等不同群体，分专

题走访调研、分析研判，统筹岗位资源，

加大选拔力度，注重发现使用经济、城建

等急需领域的干部，选优配强领导班子。

年内，共出台干部调整方案２７批次，涉
及干部２３２人次。

【年轻干部培养】　２０２０年，区委组织部
出台《宝山区年轻干部成长成才成熟计

划》及２０２０年配套工作方案，提出针对
性培养举措。选派１０８名年轻干部到市
委巡视组、南大地区等重点部门、重大项

目开展实践锻炼。抓好选调生队伍，制

定一揽子跟踪培养管理方案。持续关注

市委“７８９”调研对象等重点群体，及时了
解年轻干部思想状况、工作状态等情况。

建立完善年轻干部培养“下管一级”机

制，深化对教育、卫生健康、国资系统实

践锻炼基地的指导，引导各基层单位加

大内部轮岗交流力度，形成上下联动、协

同推进的培养格局。

【干部教育培训】　２０２０年，区委组织部
加强精准培训和实践锻炼，举办党政负

责干部培训班、处级干部进修班等１４期
主体班次，开展 ６期线上专题培训班。
把政治素质放在首位，实行理论“双测

试”（开班入学测试和结业测试）制度。

出台《宝山区干部专业化能力提升计

划》，构建专业能力培养体系。深化联合

办学，发挥职能部门资源优势，举办产业

经济、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 ６期“２＋
Ｘ”专题班，探索增加区领导授课比重、
创新入村锻炼等教学方法。

【干部监督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委组织部
制定提醒函询诫勉操作流程、会同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事业单位科级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规范等文件，抓早抓小

构建日常监督管理体系。深化个人有关

事项报告等工作，开展经常性指导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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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层单位选人用人工作的监督检

查，推进干部监督管理的制度化、规范

化、常态化。落实体检疗休养等关爱措

施，营造干事创业氛围。

【基层党组织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委组织
部抓好党支部规范化建设，作为党支部

建设质量提升年，命名授牌新一批５０家
党支部建设示范点。开展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集中整顿工作“回头看”。深化

“班长工程”，完善“１＋１４＋Ｘ”（办好１
个区级示范班，配送１４个街镇轮训班师
资课程等资源，按需举办Ｘ个补习班、特
色班）培训机制，举办２０２０年居村党组
织书记示范培训班。加强党员教育管

理，制订党员教育培训计划，抓好党员发

展全过程管理。以织密建强党群阵地、

融合服务功能、大力提升服务能级为实

施路径，推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体系功

能建设，月浦镇、淞南镇等新中心揭牌启

用，打造长江软件园、第二工业大学科技

园、机器人产业园、经纬城市绿洲第三居

民区等各类型示范站点，全区建成９６３家
党群阵地，持续夯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　２０２０年，区委组
织部发挥居民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加

强业委会人选推荐和组织把关，在２９６个
符合条件的业委会中１００％成立党的工
作小组，推广“红色物业”经验。试点在

“社区通”开设“人民信箱”版块，优化人

民建议征集渠道，完善居村党组织引领下

的人民建议征集、回应机制。深化网格党

建，建立健全党员干部包联网格、走访群

众等长效机制。全面推进村党组织书记、

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推行村“两委”班

子成员交叉任职，完善推广罗泾北部五村

联动工作模式，深化城乡党组织结对帮

扶。聚焦“红帆港”品牌建设，做实“红

帆讲堂”，深化“红帆工作室”功能，抓好

“红帆联盟”区域化党建平台建设，培育

“红帆先锋”先进典型。

【各领域党建重点任务】　２０２０年，区委
组织部加强党对新兴领域的领导，抓好

“两个覆盖”（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

盖），开展“‘四史’赋能，助力经济发展”

主题党日等系列活动７０场次。推进“园
区通”“商圈通”平台建设，建立区层面

职能部门联系协调机制，理顺街镇（园

区）层面工作运行机制。落实宝山区国

企党建３５条重点任务，推动党建工作要
求写入公司章程，提高“双向进入、交叉

任职”规范化水平，完善重大决策前置程

序。加强机关党的建设，成立３２支机关
在职党员志愿团队。推进公立医院党

建，落实公立医院党组织领导下的院长

负责制。加强党对中小学校的领导，发

挥中小学校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理顺

中小学校管理体制。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委组织部
科学编制“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加

强人才工作调查研究，“人才公寓”课题

获全市组织系统调研课题一等奖。实施

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工作，加强人才政治

引领和政治吸纳。推进实施重点人才项

目，统筹用好安居资助、特殊人才引进等

政策，稳步推进特殊人才落户工作。拓

宽“樱花卡”服务深度，钻石卡、白金卡

扩展至７７人，推行金卡、银卡，新增樱花
认证会员，面向社会征集市场化服务项

目１５６个，上线“樱花卡”服务小程序。
制定完善《宝山区人才公寓管理暂行办

法》，以市场化手段丰富安居举措。开展

创新创业巡回服务、人才政策“三进三同

步”等活动，建立上海 ＨＲ联盟宝山分
会，依托市级宣讲团等资源，开展多形式

宣传。选拔、表彰１１７名（个）对经济社
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及团队，

召开区创新创业优秀人才命名表彰大

会。配合做好“海聚英才”———２０２０“春
归浦江”云选会系列活动，共发布 １９３６
个岗位。

【机构编制规范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委组
织部发挥机构编制保障作用，提出区、街

镇（园区）两级城运中心机构设置方案，

做好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体制机制保

障，形成完善区投资促进体制建议方案。

做好机关事业单位“三定”规定制定工

作，保障新建学校、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等

事业单位用编需求，做好行政编制“减上

补下”，调剂区级机关行政编制到 ３个
镇，推动编制向基层一线倾斜。推进街

镇管理体制改革，做实区实施方案，明确

３４项配套文件制定及相关工作任务。
开展事业编制资源统筹工作，研究起草

工作方案，实地调研“小散弱”事业单位

涉及的主管部门，推动“小散弱”事业单

位撤并整合工作。盘活现有机构编制资

源，开展教育系统内部编制挖潜，推进生

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提升编制资源

使用效益。开展《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

工作条例》宣传贯彻工作，举办“六个

一”主题周活动，做好机构编制实名制管

理和编制职数使用管理，创新事业单位

法人公示信息抽查方式 ，推动机构编制

规范化管理。抓好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

作，做好超审批权限设置机构等问题自

查工作，推动将机构编制监督检查纳入

巡察工作，强化机构编制刚性约束。

【公务员队伍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委组织
部统筹抓好职务职级常态化管理，指导

各单位提高职务职级资源配置能力，年

内全区职级晋升共 ４６４人。做好选调
生、公务员招录等工作，统筹用好转任、调

任、交流等方式，多渠道充实公务员队伍，

共招录选调生１３名、公务员８９名。深化
公务员分类改革，建立健全公务员信息月

报制度，探索建立梯度式培训模式。做好

工资福利、考核表彰等工作，全区１７人记
三等功、３７５人受嘉奖。 （刘　娴）

【区社会工作党委】　２０２０年，区社会工
作党委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

力，推进“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规范化、

示范化、品牌化建设，推动“两新”组织

党的建设高质量创新发展。至年末，全

区新经济组织在册党组织６９８个；在册
党员８３２２人。新社会组织在册党组织
９４个，在册党员６６８人。

【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２０２０年，区社
会工作党委依托“红帆课堂”、经营管理

者研修班等培训平台，通过市委、区委党

校老师专题授课、红色基地现场教学等

形式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结合拓展

“红帆港”党群系列活动品牌（“红帆港”

党群系列活动以“不忘初心、扬帆共赢”

主题，通过“开放共享、合作共联、品质共

创”３大系列，围绕“宜居生活”“志愿服
务”“学习成长”“创新创业”“爱岗敬

业”“文化自信”６大主题开展线上线下
专题活动，区、街镇（园区）累计开展活

动７６场）、推广运行“园区通”２大中心
工作，在“园区通”上配送 １２场党群活
动，及时发布“四史”学习主题帖；开展

‘四史’赋能 助力经济发展”示范型党性

教育活动，为各街镇、园区提供可复制可

推广的学习参考；走进宝山城市工业园

区、新业坊·源创、大华虎城商圈等园

区、商圈、楼宇，融入“微党课”“微竞赛”

“共读会”“品红歌”等内容。结合“两

新”组织党群阵地建设要求，指导各单位

运用好“红帆港”党群阵地的学习专版、

共读空间、交流互动等功能区域，提供

“楼门口”学习场所。形成“两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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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习项目清单，指导街镇、园区

通过活动联办、项目共建等形式，扩大学

习教育覆盖面和影响力。

１月１５日，“不忘初心　扬帆共赢”———宝山区“园区通”平台推广运行暨２０２０年度“红帆港”
党群系列活动启动 区社会工作党委／提供

【提升“园区通”“商圈通”平台服务效

能】　２０２０年，区社会工作党委在全区
２０家单位推广运行“园区通”，解决企业
商户“沟通不畅”“服务不细”“联动不

强”等突出问题。通过“一纵三横”（“一

纵”即区社会工作党委—镇综合党委、街

道社区党委—园区商圈基层党组织的党

建工作架构；“三横”即由区委组织部牵

头的区级相关职能部门、由街镇园区组

织部门牵头的党群部门以及由园区商圈

党组织抓总的各责任主体形成的三个层

级工作网）立体式信息沟通网络，强化对

园区商圈的政治引领，提升组织力；更新

上线“疫情防控”“红色管家”“人民信

箱”等板块功能，完善“诉求直达—责任

到人—资源匹配—问题解决”服务通路，

实现个性化问题“靶向”解决；以“红帆

港”党群活动品牌为载体，为园区商圈配

送“春之光”发现复苏之美、“夏之爱”红

心向党我来荐、“秋之旅”带着国旗去旅

行等１０场线上党群活动。

【推进“两个覆盖”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社
会工作党委根据中组部开展“两新”组

织党建集中摸底排查要求和市委组织部

工作部署，开展“两新”组织党建集中排

查工作，做好“两新”组织综合服务平台

数据的更新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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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工作机制，探索在新兴

领域开展党建工作路径，推进党的组织

覆盖和工作覆盖，相关做法入选上海社

会治理创新实践案例。以园区、商圈、楼

宇等为重要工作载体，聚焦人工智能、生

物医药、文化创意、节能环保、现代物流

等重点领域，制定全年党组织组建计划，

使党的工作向区域经济产业发展重点领

域不断延伸。发挥“园区通”平台作用，

助力小微企业党的工作全覆盖。全年新

增２８家“两新”组织党组织，共发展“两
新”组织党员１０５名。推进党建服务进
驻区行政服务中心，发放联系卡片，编辑

制作实务工作手册，为非公企业和社会

组织提供党的组织建设、党员组织关系

转接、党员党籍管理、党费缴纳使用、党

员发展转正、政策信息咨询等服务。

【做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
社会工作党委注重“条块”结合，发挥“１

＋１２＋Ｘ”（“１”即宝山区“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协调指导小组，“１２”即全区１２个
街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建成枢纽型社会

组织党组织，“Ｘ”即若干个社会组织业
务主管单位的党组织）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责任体系作用，业务主管单位、行业主

管部门承担党建主体责任，整合社区社

会组织联合会党组织（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枢纽站）、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党组织、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红帆港”党群服务

站的各类资源，联动开展工作。发挥区

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评估复核委员会平

台作用，指导和推进参与评估的社会组

织党建工作。加强区律师行业党委党建

工作，培育选树先进典型，推进“强基工

程”“领航工程”“聚力工程”“先锋工

程”建设，促进宝山区律师行业提供优质

法律服务。根据全区教育统筹进度，理

顺民办学校党建工作体系、落实党建责

任，在民办学校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探索民办学校党组织书记年轻化、专业

化建设。

【深化“红帆港”党群一体化阵地】　
２０２０年，区社会工作党委每季度排摸梳
理现有“红帆港”党群阵地运行状况，调

整４家服务站、２４家活动站。规范服务
站示范点、党群阵地示范窗口阵地运行

和管理，制订回头看工作措施，加强指导

整改。表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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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２４家达标单
位每家２万元创建经费。创建４家第四
批“红帆港”党群服务站示范点和１０家

第五批“两新”组织党群阵地示范窗口。

【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
社会工作党委对重点民营企业党组织直

接联系指导服务，区层面定点联系 １５
家、各街镇（园区）对３—５家民营企业进
行重点培育，对直接联系指导服务企业

进行点对点的培训和指导。组织专职党

务干部、社区专职党群工作者、党建指导

员等党建队伍建设，指导各街镇（园区）

结合区域“两新”组织数量、规模、分布

特点等因素，配齐配强党建工作者，选优

配强党组织书记。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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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经费的

使用和管理。按照《关于建立健全宝山

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保障机制

的实施意见（试行）》工作要求，开展年

度经费申报发放和上年度党费返还工

作。２０２０年，区、镇两级财政，区管党费
全年投入经费８２６万余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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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１万元，全额
返还２０１９年度“两新”组织党组织上缴
党费３２５万余元。 （于炉忠）

宣传思想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围

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工作主线，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重点工作，夯

７４

宣传思想



实思想理论根基，壮大主流舆论声势，培

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公民

思想道德建设，推进文艺文化繁荣发展，

为宝山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

（１）理论学习。制订下发《２０２０年度区
委中心组学习实施方案》，落实“一学一

报”制度，在“四史”学习教育期间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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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Ｎ”系统学习架构，开展区委中心组学习
１５次，开展网络视频远程教育直播 １０
次，征订发放理论学习书籍 ７万余册。
建立“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一提醒、一

督促、一通报”促学机制，形成供稿例会

制度，全年上海平台共采录宝山区稿件

１３９０余条，全国平台采录宝山区稿件
１９５余条。在全区开展以“四史”学习教
育为主题的“十百千”（征集制作“十佳

微宣讲课件”，组建结构合理、专兼结合

的“百名宣讲员库”，开展“微宣讲”等多

种形式的“千场宣讲活动”）系列宣讲活

动，孵化“红色对话·宝山”“烽火讲堂”

等体现宝山文化、具有宝山特色的系列

优质微宣讲课程，共组织开展各类宣讲

２０５０场，线上线下参加听课党员群众
５４２万人次。（２）意识形态。成立区委
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研究修订相关

制度，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修订完善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压实工作责任。组织开展“护网行动”，

开展网络安全专项检查，筑牢全区网络

安全工作“防火墙”。开展网络安全宣

传月活动总计８３场，宣传覆盖人数愈６０
万人次。加强区内各意识形态工作阵地

管理。统筹推进政务网站集群管理、党

群网站强化监管、商业网站加强普查等

工作，完成全区政务网站的集约化管理

以及安全漏洞隐患整改清零工作，做好

巡视反馈问题整改。（３）新闻宣传。聚
焦“南大吴淞等重大板块集中推进”等

区重大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推介，

区内媒体平台刊发相关报道 ３５万余
篇，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组织刊播报道

３０００余篇（条、幅），其中，中央主流媒体
刊播报道５００余篇（条、幅）。与人民网
合作开展南大吴淞等重大板块集中推

进、重点项目集中启动等网络直播。协

调落实区委书记陈杰参加上海人民广播

电台“夏令热线”及“区委书记访谈”等

媒体采访活动，配合人民网组织开展“大

道康庄”全媒体主题采访。做好舆论引

导５９万余次，成功处置突发事件和负

面舆情１０余起。（４）文明创建。通过多
种形式的入户宣传，扩大创全宣传覆盖

面。推进创全各类专项行动，擦亮人居

环境底板。推进“点位长”“领导责任包

干”“区领导联系点位”等制度机制，推

动区成功入围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名单。开展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道德
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抗疫英雄王友农

入选２０２０年中国好人榜，淞南镇魏刚
获评２０１９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四个
１００”（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最佳志愿服务团

队）最美志愿者称号；花红村、吴淞中心

医院、赵波家庭等多个单位、集体获评

全国文明创建先进。有序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搭建三级指挥

平台，建立四级志愿服务队伍和五大服

务平台，推动“１＋１２＋５２０＋Ｘ”（１个区
中心、１２个分中心、５２０村居站点和若干
特色文明实践基地）阵地建设，加快建设

区级中心“指挥部”，按照“十有”（有 １
块整合性阵地，有显著的融入性标识，有

浓厚的文明实践氛围，有１套工作理念，
有１个工作体系，有专职工作人员，有特
色项目活动，有示范性阵地，有规范性文

件，有１本宣传册）标准推进分中心建
设，启动村级示范站建设评估工作，打造

服务管理一站式、ＰＣ移动一体化的文明
实践服务管理平台。以“文明健康 有你

有我”为主题，推进弘扬时代新风行动。

推出首批 １００家公筷公勺示范餐饮单
位，配送 ６万套公筷套装到示范餐厅。
开展文明养宠、制止餐饮浪费、垃圾分类

等主题活动。以载体建设为抓手，加强

未成年人德育工作，高境二中黄俊凯获

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同时被评为上海

市十佳“新时代好少年”，罗店中心校金

志刚获评第五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先进工作者。（５）疫情防控。
开展“抗疫之星，闪耀宝山”抗疫典型人

物社会宣传，在全区１万余个电子屏集
中推送宝山援鄂医疗队员公益宣传画

面，特别授予２０位宝山援鄂医疗队队员
“感动宝山人物”称号，制作短视频《援

鄂日记》，阅读量累计达７００万，点赞量
超２７５万。组织协调市级以上媒体平
台刊发抗疫相关报道超６００篇，在“宝山
汇ＡＰＰ”等多个平台上线疫情防控社情
民意收集渠道，通过科普视频、电子屏、

海报等多种形式，全面强化疫情防控相

关信息、知识宣传，及时了解、反馈群众

意见建议。加强对宝山疫情期间出现舆

情的跟踪研判和处置。发动２万余名抗

疫邻里帮志愿者积极有序投身基层一线

疫情防控工作，累计参与志愿服务达４５
万人次。

【“沪网行动”网络安全演练】　７月，宝
山区在全区范围内首次组织开展“沪网

行动”，对辖区 １２家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大型互联网企业的互联

网网站及信息系统通过模拟黑客扫描

渗透攻击的方式开展攻防演练，查找发

现部分网站存在Ｓｔｒｕｔｓ２安全漏洞、远程
代码执行漏洞等问题并对其提出整改

要求。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７５周年系列活动】　９月３
日，宝山区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５周年系列
活动。作为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上海首批“四史”教育实训基

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同日举办“艰苦

卓绝———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主题展、海峡两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７５周年座谈会、“东京审判”绘
画·图片展等活动。

【环上大科技园项目对外宣传推介】　
１１月３０日，环上大科技园在临港城工科
技绿洲正式开园。首批３个产业技术研
究院、８家企业、８个重点转化项目入驻。
环上大科技园的开园，是落实市委要求

和新战略定位的具体举措。为做好相关

宣传推介工作，区新闻办组织中央、市主

流媒体与行业专业媒体到场采访报道，

为宝山区建设成为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

提供舆论支持。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新址启用】　
１２月２日，宝山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新
址启用仪式暨“１２·５”国际志愿者日活
动举行。位于宝山滨江绿地公园的宝山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统筹滨江沿线的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炮台湾湿地公园

等重要阵地资源，形成文明实践滨江示

范带并进一步辐射全区，从而打造宝山

区“一带六线（以区级中心为“指挥部”，

带动周边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逸仙画

苑、吴淞国际邮轮港等文明实践特色阵

地，统筹红色文化、传统文化、海派文化

等资源，形成文明实践滨江示范带）”七

彩特色实践线路。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领导以及宝山区主要领导出席活动。

（周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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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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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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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战线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委统战部推进党
派、民族、宗教、对台、侨务和非公经济等

方面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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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０年中共上
海市宝山区委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政党协商（会议）方案》。与区政协联合

举办４次党外人士区情通报会。举办同
舟大讲坛，邀请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院长金可可作《民法典》相关主题报告。

协调好民革市委对宝山区“抓好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进行

专项民主监督相关工作。总结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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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和部署２０２１年民主党派区级组织
换届事宜，支持 ７个民主党派区委（总
支）完成８２个基层支部换届工作。民族
宗教事务管理。开展民族宗教界“四

史”学习教育，以升挂国旗等方式引导宗

教场所践行“两个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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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民族宗教法制“宣传

学习月”活动，组织学习贯彻《宗教团体

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会同相关部门

取缔８处基督教非正常活动点，拆除 １
处佛教烧香点。做细做实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八进”（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

进社区、进乡镇、进园区、进楼宇、进宗教

场所）活动，组织上海大学４０多名少数
民族学生代表和师生，赴上海解放纪念

馆等地参观。对全区１０家清真挂牌食

品供应网点进行换证及规范标识。落实

全区４００余名困难少数民族群众学生走
访慰问工作。召开区佛教协会第五次代

表会议。非公经济工作。开展所属商会

“一会一品”建设工作，指导商会加强品

牌建设。宣传“上海 ２８条”“宝山 ８
条”，在保集智谷设立企业法律服务工作

站，受惠商会 ３５家，企业 １６４家次。制
定宝山区“政会银企”（政府、行业协会

商会、银行、企业）四方合作机制工作规

程，召开“政会银企”工作推进会，共１５
家企业获６亿多信贷支持。组织５００多
家企业就复工复产和“市２８条”落实情
况进行评估调研。依托钢结构商会职工

培训基地开展企业培训，累计培训 ８００
多人次。落实对口地区５６个结对村１６８
万元的扶贫资金。举办“情系维西，爱暖

童心”捐赠活动，共捐赠１５６万元物资。
台侨工作。组织市台协宝山工委会举行

９４

统一战线



团圆中秋线上联谊活动。组织与台北市

南港区开展线上“共话社区治理，共享服

务经验”活动。以网络形式开展系列

“无接触”侨法宣传月活动，约６０００人参
与网上知识挑战赛，受众２万余人。推
进“新侨创业实践基地”工作，在街镇建

成６处“新侨驿站”。创建５０个社区“微
侨之家”。将４５０只“侨爱心”健康包发
给未回沪留学生家庭。为区域内３００余
名港人送上口罩。组织与港澳籍政协委

员见面会，听取参政议政建言。接待香

港凌奕集团董事长李少钦到宝山考察交

流。组织３１名海联会重点联系对象及
其子女参与“沪港亲子黄金周”活动。

社院工作。共举办各类培训班１６期，培
训人数８００余人次。探索线上与线下教
学相结合等方式，举办统战人士“四史”

专题学习班。完成“区社院核心课程体

系建设”课题研究。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班

学习班名称 日期 培训人数（人次）

民建区委“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专题报告会 １１０ １２０

区知联会“四史”专题研讨班 ６１７ ３０

区第十二批党外挂职干部“走进上海中心”活动 ６１７ １０

区民族联“四史”专题学习班 ６２２ ５３

九三区委骨干学习班 ７７ ４０

民建区委新会员培训班 ７２２ ２０

社院庙行分院新社会阶层人士培训班 ８３ ５０

区统一战线建言献策骨干信息员培训班 ８６ ５０

民进区委２０２０年暑期骨干培训班 ８６ １２５

民盟区委社情民意信息专题培训班 ９８ ４５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骨干党员培训班 ９２４ ４０

民盟区委“四史”专题学习暨参政议政工作培训班 １０２２ １５

农工区委骨干学习班 １０２３ ２８

区统战系统学习报告会 １１３ １５０

九三区委新社员和骨干学习班 １１１３ ４５

基层分院和实践教学基地负责人培训班 １１２４ ３０

合计 ８５１

（桂　琳）

【疫情防控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委统战部
及时转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致全市统

战干部和统一战线成员的倡议书，并引

导民主党派组织、无党派（知联会）向各

自成员发出倡议。全区各民主党派、各

统战团体等捐款捐物价值约４０００万元。
引导党外人士就疫情防控建言，上报建

言信息３００余篇，多篇信息获市领导李

强、汤志平、陈群等批示。８名科级以上
干部支援基层一线。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建

设】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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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第十一批党外挂职干部日

常管理、考核鉴定和总结工作。开展第

十二批９名党外干部挂职工作。组织挂
职干部开展“走进新农村”“走进文旅”

“走进尊木汇”等活动。“合力打造党外

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品牌”一文刊登

于中央统战部《中国统一战线》２０２０年
第９期。

【“海上新力量·宝山宝”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工作品牌建设】　６月２８日，区委
统战部举办第三届“大爱至简———海上

新力量·宝山宝”慈善义拍义卖活动，征

集到艺术作品５６件，筹得善款共５９万
余元。做好区新联会“思源报恩”专项

资金使用管理工作，对１３名困难统战成
员分别一次性补助 ２０００元。与云南会

泽县挂牌督战村娜姑镇炭山村建立结对

帮扶，一次性资助１０万元。组织新阶层
人士赴云南扶贫助学，购买价值５万元
的书包赠送给当地学生。举办“粒米粒

恩 光盘光盒”———２０２０上海市民文明接
力行（宝山站）活动。

【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工作】　２０２０年，
区委统战部举办宝山区党外知识分子联

谊会“四史”专题研讨班。举办“知音论

坛”，打造“知音论坛３０版”。开展“走
进系列”“亲子活动”“知音沙龙”等品牌

活动。

【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委
统战部成立宝山区培训就业联盟，为全

市培训就业工作上的首创之举，促成企

业、园区、行业商会、院校和培训机构、人

力资源公司５方合作，吸纳第一批成员
单位共９５家。开展“互联网 ＋”职业技
能培训等调研。配合上海市中华职业教

育社“中华助学金”助学活动，２０名学生
获４万元市“中华助学金”。组织选手参
加第八届“中华杯”职业技能竞赛。承

办市第八届“中华杯”职业技能竞赛裱

花蛋糕项目，获市优秀组织奖。

【举办“薪火相传传铭历史　砥砺奋进
谱新篇”主题征文活动】　９月，区委统
战部举办“薪火相传铭历史　砥砺奋进
谱新篇”主题征文活动，收到来稿约１５０
篇，７８篇优秀作品编辑出版征文集《薪
火相传铭历史 砥砺奋进谱新篇》。

（王　豪）

【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社会主义学院（以下简称“区社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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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院建设科

学化水平，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教育培训。完成区各民主党派、区

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会员培训班、区统

一战线建言献策骨干信息员培训班、基

层分院和实践教学基地负责人培训班等

共１６期，培训学员８５１人次。
理论研究。与区工商联、上海钢联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开展联合调研，形成

“打造宝山区万亿级钢铁金融产业园区

的意见与建议”课题成果。与上海政法

学院联合开展“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

“十四五”发展规划”课题研究。

政策宣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０５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心选择教育培训

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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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政治共识教育】　２０２０年，区社院
突出“政治学院”定位，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纳入年度教学计划、融入课

程建设和各类班次教学设计中，根据不

同学员群体确定教学重点，确保政治理

论教育不低于培训课时的 ７０％。发挥
教育培训对学员的政治引领作用，研究

制定《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教育培训审

核办法》，确保教育培训坚持正确的政治

导向。

【创新优化教学方式】　２０２０年，区社院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探索线上教学与线

下教学相结合、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

结合、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等教

学方式，先后举办区知联会、区民族联、

农工区委、九三区委、致公总支、民进区

委等骨干学习班，深化“四史”学习教育

和“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

教育。利用陆家嘴金融城党群服务中

心、罗泾镇塘湾村等现场教学资源，综合

运用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等方法，丰

富教学内容，提高教育培训实效。

【加强课程和教材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社
院依托中央社院和市社院资源，推出“中

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１０门
在线课程。与市社院合作完成“宝山区

社会主义学院核心课程体系建设”课题

研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培训中，建

立学院核心课程库。结合基层统战培训

实际需求，组织编印《统一战线知识读

本》。

【开展统战信息宣传调研】　４月２９日，
召开区统战信息宣传调研工作暨区统战

理论研究会年会。结合市委统战部、市

社院课题研究重点，制定印发《２０２０年
度宝山统战调研重点课题与参考选题》，

推动研究会会员开展课题研究。收集全

区统战理论和实践调研文章６１篇，编印
成年度统战理论研究论文集，并评选出

一等奖 ５篇，二等奖 １０篇，三等奖 １５
篇，统战智库优秀成果奖３篇。

（桂　琳）

人民武装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人民武装部
（以下简称区人武部）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

强军思想为指导，围绕备战打仗、大抓

基层和国防动员体制深化改革、调整完

善政策制度这条主线，持续推进专项任

务准备、民兵整组、征兵、潜力调查等工

作，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宝山区征

兵办公室被上海市政府、上海警备区评

为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区人武部被上海

警备区评为安全管理先进单位；被上海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评为

拥政爱民模范单位。加强思想政治建

设。区人武部突出学好习近平强军思

想，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成果，组织“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开展“四史”学习

教育，打牢听党指挥的思想基础。结合

民兵整组点验、专业队伍集训和比武竞

赛，把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融入

日常、抓在经常。认真抓好区委议军

会、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党管武装

工作例会述职讲评等重点工作。深入

挖掘区红色资源和红色历史，广泛开展

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推动新时代国防

教育的深化普及。加强军事训练。坚

持一切工作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全

面提高新时代民兵援战支前能力。第

一季度完成日常战备方案、重要目标防

卫“一目标一方案”修订和非战争军事

行动方案修订，协调民兵应急分队纳入

区应急管理体系，组织指挥员和民兵骨

干到重点防卫目标实地考察和方案对

接，建立顺畅沟通协调机制；重点加强

作战值班室信息集成，接入区城市运行

管理系统，实时掌握全区社会面信息。

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采取分批分

散、灵活组织的方式，开展区级拉动集

结、组织训练，落实训练任务。先后派

出数十人次参加全市基干民兵“便携式

导弹”等专业大联训。１０月，承办全市
基干民兵“保交护路”专业大联训，组

织气象水文、有线通信、特种装备维修

在岗训练，与海军某部开展油料保障挂

钩训练，组织区综合应急连全员全装带

任务背景一个过程拉动演练。加强国

防动员准备。年内落实基干民兵编组

任务。预编各连队党支部、党小组。全

区普通民兵连中普通民兵连长、指导员

全部为“两委”成员。持续巩固驻区大

型央属企业以及区属国有骨干企业编

兵的主体地位，发挥政府和行业主管部

门和社会团体作用，在微盟、富驰高科

等创新型民营企业中开展民兵工作。

区编组医疗、海上、工程、气象、物流、油

料等分队实现专业对口。推进民兵编

组向属地编组转变，将委办局“条线”民

兵纳入街镇属地管理。规范民兵干部

推荐任命程序，建立专武干部、基干民

兵档案分级管理制度，建立“一人一

档”。将民兵应急装备保障纳入区政府

应急保障体系，与区水务局、合德食品

有限公司签订军民通用装备预征预储

保障协议，投入 １０万元经费配齐综合
应急连任务类型装备，为新入队民兵和

年度参训对象进行体检。落实上海市

《关于加强新时代征兵工作的意见》有

关要求，为部队输送高质量兵员，“五

率”（报名率、上站率、合格率、择优率、

退兵率）排名全市前列。２０２０年，全区
中小学生约 １０万人次参加国防教育，
覆盖率１００％。结合“四史”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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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运用国防教育

基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解放纪

念馆等红色资源，开展形象直观的教育

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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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场次，１７００余人
次处以上领导干部参加，街镇进行设点

宣传、警报试鸣、防空演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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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市级机要保密要求；加强对

涉军涉恐、涉稳情报信息研判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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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收

拢人员，筹措防疫物资。向全区武装战

线发出抗疫倡议书，组织现役干部、文

职人员、职工和民兵到一线抗疫。协调

驻区部队营区居民纳入居委属地管理。

加强军民共建。２０２０年，创造全国双拥
模范城“八连冠”。双拥领导小组多次

牵头召开双拥工作推进会，围绕解决驻

区官兵“三后”（后路、后院、后代）问

题，全年完成军转干部安置任务，妥善

解决军嫂随调就业和现役军人子女入

学转学。

【党管武装】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依据上海
市《关于加强新时代党管武装工作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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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抓好党管武装８项制度落实，推动
党管武装要求深入思想、融入日常、成为

标准、指导实践，着力提高党管武装工作

规范化水平。区委２次组织党委议军，
组织学习习近平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重要指示，集中观看《铁纪强军》。

区委书记陈杰、区长高奕奕部署、参加组

织民兵调整改革、民兵军事训练、征兵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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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１９日，宝山区举办“奋进新时代，聚力强军梦，铸盾强人防”国防教育日宣传活动
区人武部／提供

【学习教育】　２０２０年，区人武部组织学
习习主席系列讲话的“军事篇”“改革

篇”“沪上论军篇”，认清军队改革大

势；理解悟透主责主业，实现工作指导

由谋划防卫作战向组织应急援战的转

变。突出改革强军重大战略思想组织

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党的十九大的重

要讲话，切实掌握思想理论体系。持续

抓好党章党纪党规和《准则》《条例》学

习教育。依托上海市淞沪抗战纪念馆、

宝山烈士陵园等区内红色资源组织配

合活动，提升教育质效。狠抓党员干部

廉洁自律，以郭徐流毒为反面警示，对

照军委巡视巡察反馈的６类２９个问题
刀刃向己自查自纠，保持正风肃纪的良

好政治生态。

【民兵整组】　 ２０２０年，区人武部在民
兵整组上坚持高标准，贯彻落实上海市

深化民兵调整改革讲评部署会精神，完

成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整组任务。依

托新信息系统开展整组工作，完成潜力

数据核查；５月下旬开展点验活动，组织
对区各街镇普遍性检查点验。在基层

建设上贯彻落实《上海市基层人武部规

范化建设标准》。在应急服务上注重训

用结合，疫情防控期间组织民兵支援地

方防控工作，各街镇均出动民兵支援。

组织民兵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安

保备勤和社会面信息搜报工作。

【征兵工作】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通过网
上报名参军，经体检组、政审组合各单

位集体研究，确定体检、政审双合格人

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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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６６％，大学毕业生率 ４１６％，完成年
度新兵征集任务。兵役登记。区征兵

办依托云端视频会议系统，线上对全区

各街镇及高校、集团武装部兵役工作人

员开展零接触远程培训；抓好网上兵役

登记，利用网络、电话等多种线上方式

通知适龄青年网上兵役登记。３月中旬
完成网上新登１００％。兵役执法检查。
５月中旬，组织新任专武干部开展兵役
执法资格考试，通过率１００％。突出抓
好３００人以上企业执行兵役法规情况
调查，现地走访 ５所高等院校和 １６家
中等学校，完善兵役执法台账。５月下
旬，接受市征兵办执法检查。体检政

考。依托网络版征兵体检管理系统组

织体检，分批组织高校青年和社会青年

上站体检。采取“系统信息比对与单位

个人核对”相结合的办法，把好政治考

核、年龄学历关口。优抚政策。征兵经

费由 ３６００元提高到 ５０００元。对体检
初检除近视以外都合格适龄青年，补助

视力矫正手术５０００元／人；对直招士官
在其规定的服役期间（本科４年、大专５
年），参照其入伍当年义务兵及其家属

优待金标准 ２倍，分年发放服役补
助金。

【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９月 １９日，
区国教办紧贴“奋进新时代，聚力强军

梦，铸盾强人防”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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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安全

意识、忧患意识和国防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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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区

政府分管国防教育的领导和区人武部

的领导到相关教育点检查指导，并参

与宣传活动。

【拥军优属】　２０２０年，区人武部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军地融合发展，协

调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支援驻区部队

建设。在春节、“八一”建军节期间，赠

送慰问金（品）１９４万余元。妥善解决
军嫂随调就业，协调解决现役军人子

女入学转学。依托区各级退役军人服

务站，为现役军人送立功喜报。

（刘　帅）

驻　军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域内驻有陆海空
三军、战略支援、武警部队。有军用机

场港口、靶场、码头、电台、雷达站、军

用仓库等军事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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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准备工作。

【拥政爱民】　 ２０２０年，驻区部队以开
展“同学创新理论、同树文明新风、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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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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多支武警执勤支队和
驻区部队派出官兵参加进博会安保、安

徽抗洪救灾、“樱花节”安保巡逻、武装

押运、军警民联防联治等任务，先后抢险

遇险群众３０００余人，挽回经济损失１０１１
万元。参与精神文明建设。２０２０年，驻
区部队官兵积极参加宝山文明城区、文

明社区创建工作，积极参与环境卫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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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区部队先后派员军训学生９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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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万余人次。
（刘　帅）

机关党建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级机关党工委系统
党组织设置和党员数变动情况：２０家机
关党组织完成到期换届、缺额增补、延期

换届等工作。截至１２月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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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名，党员转正３９名，
年末中共党员总数５１７８名。

【疫情防控工作】　２月１日，区级机关
党工委下发《关于在防控疫情斗争中发

挥区级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走在前作

表率作用的通知》，发动机关基层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一线疫情防控

工作。疫情期间，区级机关共有９７５名
机关党员干部全脱产奋战一线村居，

１１７８８人次参与结对社区志愿服务，１２
批４３人进驻机场开展入境人员转运工
作。组织机关 ４７４２名党员捐款 １４２万
元，９３人进行无偿献血，为困难学生群
体捐赠１７０台线上学习终端，购买１０００
份疫情防控物资发放给全脱产支援街镇

（园区）一线工作者。区级机关基层２０
家党组织被区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８６人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２８家机关
基层党组织被区级机关党工委评为先进

基层党组织，３７人被评为区级机关优秀
党员。

【“双在双争”活动】　５月１２日，区级机
关党工委下发《宝山区区级机关 ２０２０
年“双在双争”行动方案》，以“让党旗

在岗位飘扬、让党徽在社区闪光”为主

题，立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持久战、有

序推进复工复产，持续发挥机关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在工作岗位争当先进，在社

区争当表率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各机

关基层党组织共设置“争创党员先锋

岗”６８１个，“党员先锋岗”３５５个，“党
员责任区”３１２个，引导机关在职党员
干部在本职岗位上创一流业绩，争当改

革先锋。１０月２１日，机关党工委召开
宝山区区级机关在职党员社区志愿服

务推进会，在淞宝地区成立 ３１支覆盖
８００余名在职党员的社区志愿者服务
队，并下发《关于推进区级机关在职党

员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引

导党员模范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主动融入区

域化大党建工作格局。

【机关党组织建设】　４月 １５日，区级
机关党工委召开区级机关党的建设工

作会议，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区级机

关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全面推进宝

山区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创新发展。６
月１０日，组织有发展党员计划的机关
党委组织委员、党支部书记以及具体负

责发展党员工作者 ６８人进行培训，增
强基层党务人员的业务素质。６月 １８
日，在区级机关《关于进一步规范党费

工作的通知》的基础上，补充制定《党费

下拨及管理使用暂行规定》，对党费下

拨使用管理作出明确规定。７月１６日，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支部主

题党日活动的通知》，以“全覆盖、增活

力、见实效”为基本原则，扎实推进党支

部主题党日活动规范开展。９月 ２１—
２５日，举办２０２０年度区级机关党组织
书记培训班，提升党组织书记的工作能

力。１１月１８日，下发《２０２０年区级机
关党建工作检查评估办法》，推进责任

落实。 （刘　杨）

老干部工作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共有供给关系
在区离休干部１４１人（其中易地安置到
外省１人），年内去世１２人；外省市易地
安置在宝山区的离休干部１０人，年内去
世２人。

【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
委老干部局举办离退休干部形势报告

会、培训班、读书班、座谈会、“老干部大

讲堂”、理论宣讲、“三看”活动，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疫情防控中，区委老干部局拓展运用中

组部微信公众号、“上海老干部 ＡＰＰ”等
线上平台，组织离退休干部线上收看多

场形势报告会、全国离退休干部网上专

题报告会、２０２０年“我是党员”系列专
题片，１２个离退休干部党支部通过“上
海老干部 ＡＰＰ”开展在线学习活动，累
计开展学习活动 ３７次，参加离退休干
部党员约２０００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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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学习

培训班，部署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和

“学先进典型、讲身边故事、助申城发

展”主题活动。组织２名离退休干部党
支部书记参加市委党校老干部读书班

学习。加强与老干部大学沟通联系，推

进功能性党组织建设，打造具有学校特

色的离退休干部党建品牌。加强离退

休干部党支部规范化建设，评选 １０个
“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并推荐申报

其中１个党支部为“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上
海市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深化张

庙街道和淞南镇城市社区离退休干部

党建试点工作，探索丰富城市社区离退

休干部党建工作形式。督促各街镇党

群服务中心加挂“社区离退休干部之

家”统一标识，１２个街镇均完成挂牌。
其中，大场镇９６个党群服务站点的“离
退休干部之家”也完成加挂。推进离退

休干部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对全区 ７５
家相关单位进行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情况调查。

【落实政治待遇】　２０２０年，区委老干
部局组织离退休干部列席八届区人大

五次会议第一次全会、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市委第六

巡视组巡视宝山区工作动员会、宝山区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９周年座谈会、
七届区委十次全会、十一次全会、区党

政负责干部会议、区委“十四五”规划建

议离退休干部座谈会等重要会议和活

动。组织抗战 ７５周年走访慰问活动，
区委书记陈杰，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徐

静以及有关区领导先后走访慰问抗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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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３日，区委书记陈杰带队走访慰问局级离退休干部 区委老干部局／提供

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１８人。走
访慰问１５名离休干部，发放抗美援朝
纪念章。

【开展“学先进典型、讲身边故事、助申

城发展”主题活动】　２０２０年，区委老干
部局开展“学先进典型、讲身边故事、助

申城发展”主题活动。一是开展“传播

新思想，助力新部署”活动。增加区领导

区情通报的次数，２０２０年共开展 ６次。
举办２０２０年离退休干部区情通报会，邀
请副区长陈筱洁向局级离退休干部、离

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通报宝山区疫情防

控工作情况。组织离退休干部参加４场
市委老干部局举办的在线形势报告会。

举办２０２０年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学
习培训班，举办 ２场“老干部大讲堂”。
二是开展“学习新典型，助力新担当”活

动。推荐报送１名“在抗疫中表现突出
的离退休干部”个人，报送１位在社区表
现突出的离退休干部；召开离退休干部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座谈会，在《宝

山报》整版刊登“双先”先进事迹。三是

开展“颂歌新时代，助力新风尚”活动。

利用“三看”资源和《考察项目汇编》，做

好局级离退休干部“看改革成果、看经济

发展、看社会进步”组织工作。组织局级

离退休干部参观杨浦滨江、参观乡村振

兴示范村———罗店镇天平村、参观长兴

岛郊野公园。发动离退休干部以“赞美

小康生活”为主题撰写征文，收到征文

１１篇。举办“以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为主题的艺术作品

征集活动，收到书法艺术作品１２５幅，筛

选出１１７幅，编印《宝山区离退休干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艺术作品集》。组织离

退休干部参加“我们的中国梦———离退

休干部网上摄影展”活动，收到作品７５
幅。四是开展“讲好微党课，助力新时代

党建”活动。依托宝山区离退休干部理

论学习宣讲组，开展“四史”宣讲活动。

五是开展“点亮微心愿，助力脱贫攻坚”

活动。在离退休干部中挖掘老同志致力

脱贫攻坚的典型事迹。六是开展“参与

微公益，助力基层治理”活动。巩固城市

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试点工作，动员引

导离退休干部党员到社区报到亮身份。

教育引导离退休干部争当“六大员”，参

与公益事业，助力城市基层治理。

【做好离休干部生活服务和政策落实】

　２０２０年，区委老干部局切实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离休干部的服务管理工作，建

立和完善离休干部“一人一册、一人一

策”，掌握离休干部的实际情况。落实

２０２０年离休干部方便就医，抓好离休干
部签约“１＋１＋１”家庭医生服务工作，
提高１７个一门式诊室和５１名社区保健
医生服务水平。精心组织春节前、七一

前、重阳节前、抗战胜利７５周年和抗美
援朝胜利７１周年纪念日前全覆盖走访
慰问活动。开展“每日呼、解难事”活

动，持续推进“老伙伴”计划落实。全年

走访慰问２３２人次，为２９位老同志送上
生日蛋糕和贺卡，住院探望５０余人次，
对有特殊情况的家庭上门探望３人次。
与有关单位共同做好老同志抚恤金审

核、后事处理工作。 （冯　雨）

区委党校

【概况】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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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完成全年各项工

作。校院获第二十届上海市文明单位

称号，至此已连续 ４届获得该称号；被
命名为“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节水型单
位”；获得区委 ２０２０年度考核优秀；退
休党支部被评为上海市离退休干部示

范党支部；党总支获得宝山区区级机关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基层党组

织。（１）教学培训。全年共举办各类培
训班２３期，培训天数１４８天，学员２１９０
人。２３期全部为主体班，其中处级进修
班２期，后备干部班（中青班、青干班、
处级干部能力班）３期，２＋Ｘ专题培训
班６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６期，新
任公务员、新任科长班等公务员系统培

训班３期。校内各类专题讲座２１５讲，
校教师讲座６２讲，占比２８８％；校内授
课平均评优率９５９％，比上年提高２个
百分点。“乡村振兴的上海方案—罗泾

镇塘湾村现场教学”通过中联办课程审

核。“红色对话宝山———以党之名系列

微课件”被评为“新时代 小康梦 滨江

情”———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百姓微宣讲活
动“十佳微宣讲课件”。其中“一德大

药房里有乾坤”课程获区“四史”学习

教育红色微党课二等奖。（２）科研决
咨。全年共发表各类科研文章 ２０篇，
其中核心期刊６篇，同时实现在“上观
新闻”“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以

及“学习强国”等重点网媒网刊报道和

转载。全年共提交决策咨询报告６篇，
其中２篇获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
批示；１篇被市人民建议采纳。完成 ５
个抗疫主题干部教育培训案例开发撰

写，其中１个案例入选市委组织部案例
集。聚焦“抗疫”和“四史”教育等主题

出版发行６期《开拓》杂志。举办“智汇
宝山：２０２０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与
发展”论坛，与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上

海大学·上海经济管理中心分别签订教

研咨一体化共建合作备忘录，为“科创宝

山”精准把脉，建言献策。（３）管理服务。
全年保障全区２２个部门办班办会及各类
活动６１９场次３０９５１人次。全年围绕“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纲要”“四

史学习教育”“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等

４５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主题，为全区干部群众开展专题宣讲近百

场次，听众达１５０００余人。

【助力“四史”学习教育】　２０２０年，校院
以“知史爱党、砥砺忠诚”为主题，制订

“四史”学习教育工作方案，发挥党校学

习引领作用，“四史”学习教育案例纳入

区委组织部“四史”学习教育成果展。

一是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进党校、进课

堂、进头脑。主体班次中增加“四史”内

容的分量和比重，课程比例达到处级干

部进修班总课时的２０％，中青班和青干
班的１５％，年轻党员和党员发展对象培
训班不低于 ２０％的学制要求。二是
“校融”合作推出媒体党课项目。会同

区融媒体中心开发“红色对话·宝山”

《以党之名》系列主题媒体党课，１０集
党课选取１０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故

事，线上发布后在学习强国、人民网等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持续传播。参与制

作系列少儿节目《红色基因代代传》中

的５期，在少儿频道“缤纷校园”栏目播
出。三是“四史”教育课程菜单助力

“四史”学习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四史”教育为

主体，形成三大类３５讲的“四史”教育
课程菜单，并通过市委党校和区委党校

网站发布。四是深入“四史”学习教育

宣传。成立“四史”学习教育基层宣讲

工作小组，创新“一人讲一史”模式，做

好基层宣讲员培训，开展“四史”学习教

育宣讲２４场，覆盖２８００余人次。出版
《开拓》２０２０年第三期“四史”教育专
辑，收录相关文章１７篇，全面展示上海
各区特别是宝山“四史”学习教育的理

论创新、实践经验和做法。

【突出干教培训品牌】　２０２０年，校院
在教学设计上打造“高端”和“精品”。

重要主体班次，邀请郑军华、张兆安等

一批知名专家授课，建立张江科学城、

人工智能岛、Ｇ６０科创走廊、临港新片
区等具有前沿性、示范性的现场教学

点。采用先进人物访谈式教学、案例式

教学、研讨式教学、“发展大讲堂”移动

课堂、主题研讨会等现代化、多元化教

学内容，占比总课程量３０％以上。在服
务中心工作上体现“聚焦”和“效度”。

聚焦宝山“十四五”发展和科创宝山，在

处级班开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

质量发展”研讨会，在中青班和青干班

开展“我为十四五献一策”“宝山深度

转型的思考与探索”主题论坛，在多个

班次开展“两带来”（带来一个难点问

题和一个典型案例）讨论。 （夏玉宾）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委党校学习班

班　次　名　称 时　间 天数 参加人数（人）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第一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总第３４期） ４月２２—２５日 ３天 ２３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第二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总第３５期） ７月３０日—８月４日 ３天 ２０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第三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总第３６期） ７月３０日—８月４日 ３天 ２３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第四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总第３７期） ７月３０日—８月４日 ３天 １２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２＋Ｘ”专题培训班（社区成长计划专题） ７月１０—１１日 ２天 ４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２＋Ｘ”专题培训班（新形势下宝山产业经济发展专题） ７月１７—１８日 ２天 ５７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２＋Ｘ”专题培训班（乡村产业兴旺专题） ７月２０—２１日 ２天 ６４

区第１９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８月２４日—１０月２７日 ２个月 ５４

２０２０年区青年干部培训班 ８月２４日—９月１３日 ３周 ２０

２０２０年区处级干部领导能力培训班 ８月２４—２９日 ７天 ３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２＋Ｘ”专题培训班（加强风险管理、提高应急能力专题） ９月１—２日 ２天 ５２

区处级干部进修班暨党性修养班（第一期） ９月３日—１０月１７日 ２０天 ８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２＋Ｘ”专题培训班（体育产业专题） ９月７—８日 ２天 ５０

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专题培训班 ９月９日 １天 １４０

新录用公务员入区培训 ９月２１—２５日 ５天 ９９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２＋Ｘ”专题培训班（化危为机、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推进我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专题）

９月２７—２８日 ２天 ６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第五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总第３８期） １０月１２—１５日 ３天 ４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第六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总第３９期） １０月１２—１５日 ３天 ４０

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新任科级领导干部培训 １０月１９—２３日 ５天 １４０

区处级干部进修班暨党性修养班（第二期） １０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 ２０天 ９０

新任村居书记班 １０月９—２２日 ２天 １４０

区科级领导干部轮训班（２０２０—２０２２第一批） １１月９—１２日 ３天 ９７

２０２０新任公务员集中培训（１２月） １２月８日 １天 ９９

（夏玉宾）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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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工作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共有档案全宗
２９２个。其中，区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
２６８个，馆藏档案共 ３７６５３５卷、４５７２４６
件（其中寄存档案１９９３２２卷），图书资
料１２８９７册，期刊 １７２８册。全区共有
档案一级指导单位８２家。区档案局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四史”学习教育活

动１９次，为区委办等多部门提供档案
史料，助力打造宝山党性教育“新地标”

“四史”精品微党课等；讲好宝山“四

史”故事，向“学习强国”等线上线下平

台报送竞赛题２８０道；联合上海文化广
播影视集团影视剧中心党员共同学习

“上海解放史”专题党课。年内，区档案

局连续第９年被命名为“上海市平安示
范单位”。

【推进疫情防控档案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
档案局第一时间深挖馆藏“非典”档案

资源，为区委、区政府提供资政决策服

务。在全市首家以区委、区政府“两办”

名义下发《关于做好本区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文件材料收集

归档工作的通知》，印发专项工作提示２
份，形成工作专报２份，确保疫情防控档
案有序收集归档，１２月初完成第一家单
位疫情防控档案移交进馆。发布“宝山

区档案馆公开征集您的战‘疫’档案”公

告，征集到战“疫”物品３２２件、数码照片
１０３ＧＢ、音视频３５５４ＭＢ，编辑制作《抗
疫———宝山区档案局（馆）征集档案纪

念册》，为全区“四史”学习教育提供一

手教材。

【接受区档案馆业务建设评价】　２０２０
年，区档案局严格按照市档案局业务建

设评价工作部署要求，４８天完成 ４部
分、７０项指标、１８８条评价准备工作，形
成３０余盒工作台账，于７月２８日通过
市档案局专家组的现场评估。

【推进宝山区档案馆新馆项目建设】　５
月１５日，区档案馆新馆建设项目在第一
百五十一次区委常委会上通过，确定项

目总建筑面积 ３０２６４４平方米、项目总
投资３５７２８万元。至年末，项目可研报
告获区发改委批复，并委托区建管委为

项目代甲方单位，完成前期征地工作，签

订土地协议，委托招标代理公司进行

招标。

【强化依法治档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档案
局规划并启动新修订《档案法》宣贯工

作；开展对高境镇等１０家单位的行政执
法检查；完成５家机构改革单位保管期
限表的行政审批和１０项区政府实事项
目、１３个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的依法
登记。指导全区各单位按时完成 ２０１９
年度归档，全面开展目标管理考核工作，

综合评定出优秀单位３０家、先进单位４０
家。下发村、居委会档案规范化建设长

效化管理实施方案，完成２３３家村居的
评估工作，全区村、居委会档案工作步入

正轨。培育区体育局为市级样板档案

室，并通过市局实地走访考察。全年组

织开展档案继续教育和实务操作等培

训，共培训１９１人次。

【深化民生档案利用服务】　２０２０年，区
档案局（馆）深化开展民生档案查询服

务全市“一网通办”和长三角地区民生

档案“异地查档、便民服务”，推进“不见

面办理”，至年末，全区共接待１５１８０人
次，出证５７３３５张。其中，区档案馆窗口
接待７３５０人次、出证 ２２６６９张，利用案
卷７６２９卷件、未开放档案利用２４次；全
区１４个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接待利用
７８３０人次、出证 ３４６６６张；跨馆利用
２６６７人次，占总接待人次的 ３６３％。
年内，新增“兵役档案”一类民生档案，

完成《宝山区民生档案查询指南（２０２０
年）》修编，新增 ７个部门“不见面办
理”事项３０项。完成２０２０年政府信息
公开材料的接收备案、统计工作，备案

纸质目录数３３２５件，电子目录数 ３３２５
件，纸质全文数 ３３１９件、电子全文数
３３２５件。

【推进档案接收进馆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
档案馆继续完成好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到期
档案、民生档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档案和机构改革中撤并、优化

单位档案的进馆工作，共接收２４个全宗
７４８０卷 ４１３００件档案进馆（其中：文书
档案 ６０４９卷 ４１３００件，专业档案 １２０４
卷，科技档案１０４卷，会计档案１２３卷），
声像档案（照片）７１５张，实物档案 ３３
件。联合区国资委、区人社局开展国有

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进馆指导，完成

４家企业的移交。

【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档
案局推进宝山国家级数字档案馆的建

设，开展信息化项目建设及信息系统维

护管理和“宝山区档案馆局域网安全加

固项目”建设；完成２２个全宗１３６１６卷
７１５３９件９３万页档案的数字化工作。提
升查档服务效率，优化馆藏档案数据质

量，全面启动馆藏档案数据核查工作。

【严格档案安全保护和管理】　２０２０年，
区档案局重视档案实体安全，做好档案

库房洁净气体消防系统更换以及温控系

统等设施设备的维保工作。有序推进

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馆藏档案开放鉴定工作。

【做好档案征集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档案
局（馆）重点打造宝山“名人档案、红色

档案、区域特色档案”三大品牌，年内，共

征集到各类档案物品 ３６９件（其中，９
月，征集到１９２８年从宝山师范毕业的中
国人民大学老领导凌静３１件物品以及
国家机要局王凯１６件物品进馆。）

【开展“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２０２０年，区档案局（馆）围绕“档案见证
小康路”主题丰富“国际档案日”活动内

涵，开展主题征文、捐赠仪式、宣传专版

等７大系列活动。其中“档案见证小康
路”主题征文活动共收到征文２０５篇，入
围文章６０篇，汇编形成《档案见证小康
路》作品集。６月，开通“今古宝山”微信
公众号，至年末，发布文章４０余篇，累计
阅读量超１万人次，其中“解放上海的主
战场：宝山”被“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

台录用。 （许倩倩）

党史工作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中共宝山区委党史研
究室（以下简称区党研室）围绕中心、聚

焦主业，以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

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为重点，进一步
规范工作流程、创新工作方法，推进各项

工作任务。

【总结展示宝山对口援助成果】　２０２０
年，区党研室挖掘宝山区援外干部的感

人事迹，对 ３１位区领导及援外干部代
表、援外干部家属代表、受援地干部代

表、群众代表和社会扶贫力量代表开展

口述采访。１０月，《宝山的责任》由上海
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７月２９日，宝山区在《党史信息报》“镜
像历史”版面刊发“携手奋进 圆梦小

康———对口支援·宝山篇”专版，从基础

建设、产业项目、医疗卫生、劳务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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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上海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口述系列丛书”之一———《宝山
的责任》出版 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智力投入、结对帮扶６方面介绍宝山区
自１９９４年以来对西藏、云南、新疆、青
海、重庆等地区对口帮扶工作成果。年

内，区党研室联合区融媒体中心、区合

作交流办、区妇联，前往云南省迪庆州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实地走访贫困户家

庭和扶贫产业项目基地，挖掘和展示维

西县脱贫攻坚工作成效和维西县干部

扶贫故事，制作《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爸爸的国与家》《苔花》３部微视
频，其中《爸爸的国与家》获第七届上海

市民微电影节入围奖、宝山区微电影大

赛微电影类三等奖。

【梳理宝山地区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

史】　２０２０年，区党研室根据上海市委
党史研究室部署要求，经区委同意，启

动编写《激荡百年———中国共产党在宝

山图史》。年内，区党研室开展《中国共

产党上海市宝山区历史大事记（１９１９—
１９９５）》校对重印工作与《中国共产党
上海市宝山区历史大事记（１９９６—
２０２１）》编写出版工作；与区委组织部、
宣传部等部门共同主办“点燃高质量发

展‘强引擎’，开启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

‘加速度’”情景党

课；围绕宝山区红色

线路，深入挖掘徐克

强、徐国璋、张渭清、

杨逸等先辈革命故

事，打 造 “奋 斗 之

路———知 重 负 重 的

‘斗争精神’”的篇章

内容。

【合力推进“四史”学

习教育】　２０２０年，
区党研室会同区委组

织部等部门主办“初

心之地 红色之城 奋

斗之路 宝山之光”宝

山区“四史”学习教

育主题展览，展现中

国共产党在宝山领导

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

建设的历程，并在展

览的基础上，编写完

成“奋斗之路 宝山之

光”口袋书。年内，区

党研室开展上海解放

纪念馆外墙面宣传内

容设计，完成 ８幅宣
传图片内容设计及上

海解放战役前言内容；对 ２０１１年 ３月
编制的《上海市革命遗址总目录》《上

海市其他遗址总目录》中，涉及宝山的

８处红色革命遗址遗迹进行调研复核，
复核红色革命遗址 ６处、纪念设施 ４
处；协助区文旅局完成吴淞文脉地标事

件类１５项、实物类４９项、人物类１５项
内容整理工作；为学习强国平台、“社区

通”“宝山汇 ＡＰＰ”“红帆课堂”等线上
平台提供２８０道题。

【推进党史编研基础工作】　２０２０年，
区党研室承办上海市党史宣传工作座

谈会，来自全市各区党史部门、市大口

委办局的４０多位代表参加座谈。宝山
区委党史研究室获上海市党史报刊宣

传先进集体称号。年内，区党研室根据

市委党史研究室转发的《关于开展党

史、文献和经典著作编译等方面独创性

成果和在研项目系统调研的通知》要

求，形成并上报４份党史成果信息表、１
份在研项目信息表和 １份上海市宝山
区党史在研项目调研报告。年内，区党

研室装修整理完善史志库房，开展书籍

除尘、消毒、封包、分目、上架等工作，推

进老旧书籍的保养维护，并完成 １７本
党史书籍数字化工作，共计 ５４１万字。
区党研室全年完成６期党史双月报编
辑整理工作，撰写６篇党史工作信息并
上报区级各信息平台及“上海党史网”、

《上海党史工作简报》等市级平台。

（田翔辉）

保密工作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保密工作坚
持党管保密、依法治密、综合防范、精准

管理，围绕保密工作责任制开展区委常

规巡察，规范工作秘密管理，开展保密

自查自评工作规范化建设，组织各类保

密宣传教育培训。（１）区委保密办学习
研究市委保密委工作要点，制定区委保

密委工作要点。（２）强化保密工作责任
制。各单位严格落实保密工作主体责

任，履行职责义务。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党
政领导干部落实保密工作责任制情况

首次纳入区委常规巡察内容。５月，组
织召开区委保密委全体（扩大）会议。

（３）加强信息系统和信息设备建设和管
理。区委保密办加强对 １号工程替换
下来涉密信息设备的保密管理。推进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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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常态化开展。加强微信使用保密管

理，制定《宝山区工作微信群保密管理

要求》。完成０５６平台建设。（４）加强
保密宣传教育培训。各单位组织开展

全员保密宣传教育４次，解读新修订保
密制度，开展保密知识全员测试检验学

习成效。新保密法颁布实施１０周年之
际，区委保密办举办保密宣传教育巡

展，全区线上线下观展总人数达１万余
人次。制作保密宣教课件 １０个，建立
宣教资源库。组织保密联络员培训班２
期，组织领导干部和涉密人员观看保密

警示教育片。“４·１５”国家安全教育
日，组织各单位学习、宣传保密工作公

益广告片，并通过工作微信群推送“保

密观”保密警示案例１０余篇。（５）工作
秘密管理。在区信访办开展工作秘密

管理试点并全区推广经验。对 ５家单
位开展工作秘密管理专项调研，提出规

范和加强工作秘密管理具体措施。（６）
保密专项和基础工作。加强区域内国

家秘密载体保密管理并开展专项检查。

做好涉密载体回收和销毁工作，全年回

收纸介质涉密载体８０吨、硬盘２４５个、
硒鼓５２个、存储介质１４７个。做好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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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区委保密办举办纪念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颁布１０周年保密宣
传教育巡展 区委保密办／提供

考保障工作。５月，配合市高招办、市信
息中心、市保密局专项检查区教育考试

中心保密室。配合区教育局、区招办对

安徽军天湖、白茅岭，江苏大丰农场学

校３个中考考点保密检查。６月，派专
人对中考试卷运送、交接、保管、使用等

环节全流程保密监督。７月，在区教育
考试指挥中心，现场巡视高考情况。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完成中、高考保密

服务保障。

【区委常规巡察（保密工作责任制）】　
２０２０年，区委保密办指导各单位保密工
作领导小组细化和调整成员责任分工，

形成一人一表，明确序号分工和具体职

责。区委保密办成立５人检查组。４—
１１月，对区１５家单位以问卷调查、查阅

台账、设备检查、现场访谈、集中反馈方

式开展进驻式保密检查。巡察结束后

向各单位保密工作领导小组反馈问题

清单，向区委巡察组报告检查结论。

【规范工作秘密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委
保密办多次组织集中学习和研讨《工

作秘密管理暂行办法》。３月，在区信
访办开展工作秘密管理试点工作。区

信访办从工作秘密确定、使用、管理 ３
个方面总结试点经验，为工作秘密管

理在全区推广起到示范作用。各单位

按要求完成工作秘密事项清单梳理和

报备工作。８月，对区发改委、区医疗
保障局、顾村镇、城市工业园区、区融

媒体中心５家单位开展工作秘密管理
专项调研。

【保密自查自评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委保
密办规范保密自查自评工作程序和方

法。指导各单位保密工作领导小组按照

责任制分工序号实现“自己做、自己查、

自己评、自己改”，对自查结果进行会议

审定并按规范程序落实整改。年终考核

时，各单位均提交年度自查自评开展情

况一人一表原始记录。

【信息系统和信息设备保密管理】　２０２０
年，区委保密办在涉密领域，加强旧信息

设备保密管理，对涉密存储部件进行集

中回收和送销处理，其余部件由各单位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进行处理。对新

配信息设备，编制发放操作手册，指导各

单位建立设备台账，修订管理制度。在

非涉密领域，加强非涉密信息设备保密

检查。开展１３家重点单位４６３台联网
非涉密计算机专项检查。对违规内容分

析研判，运用违规情节“轻微、较重、严

重”３种形态应对处置机制，集中约谈４
家单位，个别约谈４家单位。针对违规
问题以案说法，开展全体工作人员警示

教育。备份２年以上文件资料清理工作
和清理违规私存涉密（标密）信息资料

专项工作常态化。８月，针对工作中微
信办公违规严重的情况，制定《宝山区工

作微信群保密管理要求》，明确微信保密

管理９项要求。１１月，在区信息委配合
下完成０５６平台建设，实现政务外网信
息监控。

【涉密人员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委保密办
系统梳理各单位涉密人员，宝山区纳入

保密管理 ７６家单位共有涉密人员 ３６８
人，其中局级２６人、处级及以下３４２人。
对各单位离职离岗涉密人员摸底统计，

全区共涉及８６人，对此类人员脱密期管
理提出具体要求。 （徐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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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 编辑　李宝利

综　述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委会贯彻党中央、市委和区委关于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决策

部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认真履行职责，推

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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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次，听取和审
议２２项“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形成
１２项决议决定，开展５项执法检查、６次
专题视察、１次专题询问、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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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人次。补选
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４名、区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３名，依法确
认区人大代表资格终止１２名。至年末，
全区有市十五届人大代表４９名，区八届
人大代表 ２８９名，各镇人大代表共 ６５７
名。全年共受理来信来访２０９件，接待
来访１２０批１５９人次。

【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２０２０年，区人大
常委会聚焦转型发展，对制造业产业升

级、科技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南大智慧

城建设、区域营商环境改善、乡村产业兴

旺开展监督。贯彻人民城市建设理念，

围绕城市治理对《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上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上海

市防汛条例》《上海市少数民族权益保

障条例》《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

护规定》《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等

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围绕促进就业、长护险试点、教育改革和

发展、职业教育、体育设施、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等民生保障开展监督。加强

对刑事审判、公益诉讼、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司法保障等法治监督。加强立法联

系点制度建设，依托街镇园区的５个人
大代表联络站、１２个司法所和 １４个仲
裁工作站等基层组织，设立立法信息采

集点３１个，累计收到各类意见建议 ６１
条次。加强预算绩效监督，调研政府投

资项目、政府债券和抗疫资金等情况，建

成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并投入使用。

【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免

权】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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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报

告》《关于“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情况

及规划纲要重点内容的报告》以及区政

府关于民生保障、乡村振兴、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智慧公安建设、国有资产管理等

情况的报告。依法开展预决算审查，审

查批准决算和预算调整方案。加强人事

任免和代表补选研究，对拟任命人员进

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落实宪法宣誓制

度，共组织６批１８人次新任命的国家工
作人员进行宪法宣誓。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２０２０年，区人
大常委会推进“家、站、点”建设，实现全

区街镇层面的“人大代表之家”全覆盖，

拓展延伸居村、医院、企业等层面的“代

表联系站（点）”。探索设立科技创新、

心理健康等方面 ２个专业代表工作小
组。开展“三联系”，听取和收集村

（居）民意见建议。深化常委会领导牵

头、各专工委分工负责的代表建议督办

机制，抓好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议

案的审议和决议落实。优化代表履职

学习培训，强化代表履职保障。做好市

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服务保障，加强街

镇人大工作指导。向全体人大代表发

出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的倡议，参与和

指导疫情防控，形成“关于疫情防控意

见建议的专报”并向区委报告。

（朱云豪）

区八届人大及其

常委会会议

【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　会议于 １月
７—９日在区委党校举行，应到代表２８８
名，实到２７３名。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
府、区人大常委会、区法院、区检察院工

作报告，并分别表决通过。会议审查和

批准宝山区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宝山区

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
查和批准宝山区２０１９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２０２０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２０２０
年区本级预算。大会选举陈杰为宝山区

区长，贡凤梅为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选举产生宝山

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４人。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会议于３月２６日举行。会议听取副
区长陈筱洁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大财政经

济委员会关于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

团交付的“关于建议区人大常委会对宝

山实施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智能智造

之城建设工作加强监督的议案”的（０１
号）代表议案的审议结果报告。审议通

过区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草
案）。会议听取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

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并审议表决有

关人事任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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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会议于５月２８日举行。会议听取副
区长倪前龙关于民生保障工作情况的报

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促进就业情

况的报告。书面审议区政府落实《区人

大常委会关于“美丽家园”项目资金使

用管理情况的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区政

府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居民委员会

工作条例执法检查报告》的情况报告。

审议表决有关人事任免案。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会议于６月２４日举行。会议听取副
区长陈云彬关于宝山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

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和国有自然

资源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

报告，并审议表决有关人事任免案。书

面审议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区政府落实《区

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推进宝山区社

区卫生服务建设的审议意见》情况报

告、区政府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本

区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工作推进情

况的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区检察院落

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公益诉讼工作的

审议意见》情况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扩

大）会议】　会议于 ７月 ２８—２９日举
行。会议听取并评议区政府上半年工

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副区长陈尧水关

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宝山区科技工

作的报告。听取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本
级决算及２０２０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报告，审查批准宝山区 ２０１９年区本级
财政决算。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９
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计工作报告、区政府关于２０２０年上半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

报告。审议表决有关人事任免案。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会议于９月３日举行。会议接受陈杰
辞去宝山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请求，并

经投票表决任命高奕奕为宝山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决定高奕奕为宝山区人民政

府代理区长。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会议于９月３０日举行。会议听取和

审议区政府关于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代

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关

于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０１号）代表议
案审议结果报告办理情况报告。听取和

审议区政府关于贯彻实施《上海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情况报告及区人大常委

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宝山区贯彻实施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报告，并

开展专题询问。审议表决有关人事任

免案。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会议于 １１月 ２５日举行。会议听取
和讨论副区长苏平关于“十四五”规划

编制工作情况及规划纲要重点内容的

报告，书面听取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十

四五”规划纲要编制专题调研情况的报

告。听取和审议区法院关于刑事审判

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宝山区 ２０２０年区本级
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

查批准２０２０年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
案。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区八届人大六

次会议的决定。会议决定接受有关人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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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变动情况的报告，并审议表决有关人

事任免案。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会议于１１月２４日举行。会议补选高
奕奕、梁旭、魏尧、陆民为上海市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将补选结果报

市人大常委会确认。会议决定接受伏

中哲辞去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职务，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公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　
会议于１２月３０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
长黄辉关于“智慧公安”建设情况的报

告。听取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２０２０年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１年
区本级预算草案（初步方案）的初步审

查意见。听取区政府关于审计查出问题

整改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区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书面审议区政府落实《区

人大常委会关于本区促进就业工作的审

议意见》的情况报告、落实《区人大常委

会关于本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和国有

自然资源管理情况的审议意见》的情况

报告、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本区科技

工作的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审议决

定区八届人大六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

审议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并审议

表决有关人事任免案。 （朱云豪）

重要会议

【区委召开人大工作会议】　１１月 １０
日，区委召开人大工作会议，下发《中共

宝山区委关于加强新时代人大工作 充

分发挥人大在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中的

作用的实施意见》。区委书记陈杰出席

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高奕

奕主持会议。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区

委副书记、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法院、区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区人大

常委会委员，区委、区政府各部门、社会

团体、各街镇、园区等领导及部分人大代

表参加会议。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５月１４日，区街
镇人大工作例会在顾村镇召开。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萍、副主任王丽燕等出席

会议。会议听取顾村镇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介绍。李萍传达上海市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例会精神，各镇人大、街道人大工委

围绕做好“十四五”规划调研、加强区镇

人大联动、推进“家站点”建设等主题分

别作交流发言。９月 ８日，区街镇人大
工作例会在大场镇召开。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萍、副主任须华威等出席会议。

各镇人大、街道人大工委围绕联动开展

“十四五”规划编制专题调研、《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等工作分

别作交流发言。

【“十四五”规划编制调研代表论坛】　
论坛于１１月１０日举行。区发改委、区
统计局主要负责同志介绍宝山区“十四

五”规划编制情况。２０位区人大代表围
绕经济发展、重大板块、重大项目建设、

城市建设、旧区改造、乡村振兴、科技创

新、教育、人才等话题作主旨发言。

（朱云豪）

重大事项决定

【听取和讨论区政府关于“十四五”规划

编制工作情况及规划纲要重点内容的报

告】　１１月２５日，区人大常委会会议专
题听取和讨论区政府《关于“十四五”规

划编制工作情况及规划纲要重点内容的

报告》。４—１０月，区人大常委会成立由
常委会主任李萍担任组长的“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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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专题调研领导小组，针对“十三五”

规划实施中的短板问题，围绕先进制造

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优化城市综合交

通、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加强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优化营商

环境开展调研，形成“十四五”规划调研

总报告１份、分报告７份。组织区、镇两
级人大代表１００余人次全程参与调研，
向７１８人次代表发放问卷调查，广泛听
取意见建议。

【听取区政府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情况报告】　３月２６日，区人大常
委会会议专题听取和讨论区政府《关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报告》。

面对疫情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冲击，

区人大常委会贯彻区委复工复产工作要

求，及时部署“六稳”“六保”专题监督调

研，实地走访区内企业，了解复工复产情

况，宣传解读减负稳岗政策，协调帮助解

决具体困难，就简化企业复工复产流程、

重点人群就业稳定、惠企政策落地等提

出意见建议。

【关于预决算的审议和决定】　７月 １５
日，区人大财经委召开全体会议，初步审

查２０１９年度区本级财政决算（草案）。７
月２９日，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作出决议，批准２０１９年区本级财政
决算，要求区政府加大对“六稳”“六保”

工作支持保障力度，切实加强财政管理

与改革，持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更好发

挥审计监督作用。１１月２３日，区人大财
经委召开全体会议，初审２０２０年度区本
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１１月２５日，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作出

决议，批准２０２０年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
方案。 （朱云豪）

监督工作

【“十四五”规划专题调研】　３月３１日，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十四五”规划专题

调研启动会。听取区发改委关于区“十

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情况汇报，通报区人

大常委会“十四五”规划专题调研工作

方案。４月２８日，召开“十四五”规划优
化营商环境专题调研会。听取区发改

委、商务委、建管委、市场监管局、侨联

“十三五”期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开展

情况和“十四五”规划中优化营商环境

相关内容编制情况的汇报。５月 ７日，
开展教育工作调研。实地察看吴淞中学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复学情况，听取区

教育局关于宝山区教育改革和发展“十

四五”规划编制等情况汇报。６月 １０
日，开展就业和社会保障调研。听取区

人社局关于就业和社会保障“十三五”

规划完成情况和“十四五”规划编制情

况的汇报。７月１４日，开展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调研。实地察看费勉仪器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阿为特精密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听取区经委等部门关于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１１月 ４
日，召开城市建设和管理专题调研会。

听取区规划资源局、建管委、交通委关于

“十三五”期间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精细

化、综合交通工作开展情况和“十四五”

规划编制基本思路、重大举措、重点项目

情况等情况汇报。１１月 ５日，召开教
育、卫生健康专题调研会。听取区教育

局、卫健委关于“十三五”期间教育、卫

生健康规划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十四

五”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及主要内容

的汇报。

【专题视察】　５月２０日，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萍，副主任秦冰、须华威带队开展

优化营商环境专题视察。先后实地察看

新杨湾科创产业园、爱优特空气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区行政服务中心，听取相

关介绍。５月 ２６日，李萍、须华威带队
开展综合交通专题视察。先后实地察看

祁连山路Ｉ标大桥、陆翔路Ⅱ标隧道、国
权北路建设等处，现场听取相关介绍。６
月１０日，李萍、王丽燕、蔡永平带队开展
科普场馆建设专题视察。先后察看上海

长江河口科技馆、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

木文化博览园等科普场馆和科普教育基

地，听取科普工作情况汇报。１０月 ２８
日，李萍、须华威、贡凤梅带队开展宝山

区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示范基地专题

视察，先后实地察看罗泾镇海星村蟹逅

馆、沪宝水产养殖基地、星空营地、罗泾

镇花红村耕织馆、千亩粮田收割现场，罗

店镇天平村农创中心，月浦镇聚源桥村

爱萌多肉基地、聚源蔬果乐园等，听取相

关情况介绍。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

查】　５月１２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执
法启动会，听取区绿化市容局、城管执法

局、商务委相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检查

工作。６月５日，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六
·五”环境日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实地察看宝

杨路菜场、龙湖天街、华山医院北院等地

垃圾分类执行情况，现场听取区绿化市

容局、城管执法局、商务委、卫健委工作

汇报。８月２７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执
法检查代表座谈会，交流汇总执法检查

情况。

【促进就业情况调研】　４月１３日，区人
大常委会召开促进就业工作企业座谈

会。分别听取区国资委、工商联促进就

业情况专项汇报。与会企业就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等情况作交流。

【商业发展情况调研】　５月８日，区人
大常委会领导开展商业发展情况调研。

实地察看上海招商花园城等商业载体经

营情况，听取区商务委关于激发消费市

场活力、发展夜间经济、打造商业核心竞

争力等情况汇报。

【科技工作调研】　５月２０日，区人大常
委会开展科技工作调研。先后到吴淞

口创业园、上海连山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长江软件园、上海复控华龙微系统

技术有限公司、上海移动互联网产业

园、猎上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察看

科技园区管理与服务、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等情况。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司法保障调研】

　５月，区人大常委会开展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司法保障专题调研。调研人员

分别走访区法院、检察院、生态环境局

等，听取宝山区生态环境工作情况汇报；

分别召集区农业农村委、司法局、规划资

源局、水务局、市场监管局、绿化市容局

等部门举行座谈会，就宝山区行政执法

部门操作流程、职能分工和协调沟通机

制，听取各方意见。

【南大智慧城专题调研】　６月９日，区
人大常委会开展南大智慧城专题调研。

实地察看南大一期绿地、南大首发地块

项目、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项目建设情况，参观南大
规划展示厅，现场听取区南大指挥部、规

划资源局、生态环境局、绿化市容局情况

汇报。

【生态环境专题调研】　７月２３日，区人
大常委会开展生态环境工作调研。实地

察看罗泾镇海星村水源地保护及周边河

道水环境治理情况，现场听取相关职能

部门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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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创新城建设工作调研】　９月 １
日，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吴淞创新城建设

工作调研。现场听取宝武集团吴淞园建

设管理办公室就园区概况、宝钢特钢地

块规划（吴淞口国际科创城）、上海不锈

钢地块规划（吴淞国际艺术城）、罗泾地

块规划（长江口创智产业园）及十大新

开工项目等工作汇报。

【区法院刑事审判工作调研】　９—１０
月，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刑事审判工作专

项监督调研。分别走访区检察院、公安

分局、司法局等，了解相关职能部门对区

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意见建议；向全区律

师事务所和司法所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

谈会，全面了解社会各界对区法院刑事审

判工作的意见；组织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

表旁听刑事审判庭审，实地了解区法院刑

事审判庭审情况，听取区人大代表对刑事

审判庭审工作情况的意见和建议。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调研】　
１０月 ２２日，区人大常委会开展既有多
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调研。实地察看月

浦镇乐业五村和友谊路街道宝山九村加

装电梯项目情况，现场听取区房管局、月

浦镇、友谊路街道工作情况汇报。

【职业教育发展情况调研】　１１月３日，
区人大常委会开展职业教育发展情况调

研。先后到宝山职业技术学校、济光职

业技术学院实地走访，听取区教育局、济

光职业技术学院相关情况汇报并座谈

交流。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调研】　１２月３
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审计查出问题整

改情况专题调研会。听取区审计局关于

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结果整改工作的汇报，以

及区财政局、教育局、文旅局分别关于审

计整改落实情况的补充汇报，并围绕整

改工作座谈交流。

【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完成情况调

研】　１２月９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完成情况专题调

研会。听取区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负

责人关于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完成

情况的汇报。

【２０２１年预算编制情况调研】　１２月，
区人大常委会开展２０２１年区本级财政

预算编制调研。先后到区财政局、发改

委、国资委、土地储备中心调研一般公

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投资计

划、国资经营预算、土地出让收储等

２０２０年执行和２０２１年编制情况。
（朱云豪）

重要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到宝山调研】　４
月２４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到
宝山调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威高项目

招商洽谈等情况。区领导汪泓、陈杰、

李萍等陪同。７月１日，蒋卓庆带队到
宝山开展《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执法检查，实地察看庙行镇两网融

合中转站运作情况。区领导汪泓、陈

杰、李萍等陪同。１０月２１日，蒋卓庆到
宝山开展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相关工作

调研，实地察看友谊路街道宝城长者照

护之家、友谊路街道为老服务中心，并

召开座谈会。区领导汪泓、陈杰、李萍

等陪同。１０月２９日，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沙海林到宝山调研乡村产业兴旺

工作。区领导李萍、张义等陪同。１１月
３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泽洲到宝
山开展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调

研。区领导陈杰、李萍等陪同。

【市人大到宝山调研】　５月 １２日，市
人大侨民宗委、外事委主任委员高德

毅、副主任委员宋妍到宝山调研优化涉

外营商环境工作，并召开座谈会。７月
１６日，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副主任委员
余立云到宝山开展“实施乡村振兴 推

进产业兴旺”专项监督调研，实地察看

聚源桥村安然园艺公司、一水间园艺公

司，天平村天舒苑，海星村星空营地、邂

逅馆、沪宝水产养殖基地。７月 １６日，
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苏明

到宝山开展公共卫生应急、急救医疗服

务工作联动调研，分别实地察看宝山区

医疗急救中心高境分站、宝山区医疗急

救调度中心。６月２３日，市人大工作研
究会第二小组课题组到宝山调研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情况。５月１９日，市人大
机关“城市总规”课题组来宝山开展专

题调研，就《２０３５城市总规》落实到正
在编制的宝山“十四五”规划中的有关

情况听取汇报和座谈。

【到太仓市开展学习调研】　７月 ２０
日，区人大常委会到江苏太仓市开展乡

村振兴“十四五”规划专题学习调研。

实地考察太仓市浮桥镇方桥村村落改

造、璜泾镇现代农业园蔬菜基地、城厢

镇电站村产业发展、农民集中安置等情

况，并与太仓市人大、政府座谈交流，听

取太仓市基本情况、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十四五”规划编制、乡村振兴主要

指标等情况介绍，就推进农村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农

业补贴相关政策，镇级乡村振兴整体规

划等交流。

【与兄弟区学习交流】　１２月１０日，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副主任秦冰带队

到嘉定区学习考察基层立法联系点工

作，实地参观嘉定工业区基层立法联系

点，嘉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许谋赛等陪

同考察调研。９月１５日，区人大常委会
领导带领预算工委到杨浦区学习考察

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建设和使用情况，实

地参观预算联网监督查询室，观看系统

实操演示。１１月３日，闵行区人大常委
会一行来宝山学习考察民族宗教和乡

村振兴等工作，实地考察顾村镇民族群

众共融苑少数民族交流融合情况，参观

宝山寺和罗泾镇乡村振兴示范村。１２
月２２日，金山区人大常委会一行来宝
山学习考察宗教和文创产业等相关工

作，实地考察上海木文化博览园、台湾

桧木博物馆、上海木文化博物馆、宝山

寺等。

【《想说就说———人大直通车》第六期开

播】　１２月 ２１日，电视专题访谈节目
《想说就说———人大直通车》第六期“关

注公共卫生专题”在宝山电视台播出。

节目围绕宝山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邀请

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区卫健委

负责人和３名区人大代表，就代表参与
新冠疫情防控、人大监督支持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政府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

等进行访谈。 （朱云豪）

代表工作

【市十五届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６月
１２日，市十五届人大宝山组代表到罗泾
镇视察乡村振兴工作。实地察看罗泾镇

海星村、花红村、塘湾村等乡村建设情

况，听取罗泾镇关于乡村振兴工作的情

况汇报。７月，市人大宝山组代表先后
到区卫健委、区疾控中心、大场镇祁连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杨行镇社区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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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开展公共卫生应急、急救医疗服务

工作调研。实地察看院内防疫措施、工

作台账，听取相关工作汇报。

６月１２日，市十五届人大宝山组代表到罗泾镇视察乡村振兴工作 区人大办／提供

【代表建议办理】　２０２０年，区八届人大
五次会议及闭会期间，共收到代表建议

８７件。已采纳和解决 ５９件，占比
６８６％；代表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或
“基本满意”８６件，占总数的９８９％。

【代表联系社区】　５月下旬至 ６月上
旬、１１月中旬至１２月上旬，分别组织市、
区人大代表联系社区，围绕“十四五”规

划编制中涉及民生保障和生活垃圾分类

减量工作等主题，听取和收集村（居）民

意见建议。３００余名市、区人大代表到
各自联系的村（居）委参加联系活动，联

系群众２６００余名，共收集意见建议３１１
条。围绕城中村改造、加装电梯、社区治

理、乡村振兴等课题，形成调研报告

１２篇。

【人大代表“家站点”平台建设】　２０２０
年，不断完善“家、站”功能，拓展延伸

“代表联系点”完善。至年末，全区建成

“人大代表之家”１２家、“代表联络站”５６

个、“代表联系点”３１９个；结合区域实际
和代表履职需要，探索设立科技创新、心

理健康等２个专业代表工作小组。

２０２０年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

会议 任 免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

石明虹　区经济委员会主任；
吴国兵　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董斌斌　区八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王忠明　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陈　凡　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贡凤梅　区民政局局长；
石明虹　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夏永军　区经济委员会主任；
董斌斌　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

杨海兵　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

王国侠　区人民法院月浦人民法庭庭长；
俞雅蓉　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张继峰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胡巧绒、梅礼匀、谭启敏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王国侠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俞雅蓉　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张继峰　区人民法院月浦人民法庭副庭长；
朱方鸿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

刘建中　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邵　琦　区民政局局长；
张　彬　区体育局局长；
翁癑　区监察委员会委员

孙　兰　区体育局局长；
范娟红　区监察委员会委员；
邵　琦　区人大常委会友谊路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

高奕奕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高奕奕　区人民政府代理区长

陈　杰　区人民政府区长（辞）；
邵　琦　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辞）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

张建平　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
朱众伟　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主任

张丽英　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
阳　晖　区统计局局长；
俞蔚明　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谢连明　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
谢　斌　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
徐展茹　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衍东　区人民法院陪审员；
方正杰　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

蒋梦娴　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马　培　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
詹　军　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
张海峰　区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沈邵军　区统计局局长；
陆洪兴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杨　辛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

郭有浩　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
陆洪兴　区人大常委会张庙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
蒋伟民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施永根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
蒋梦娴　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陈双幸　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次会议

姜玮枫　区人大常委会友谊路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
施永根　区人大常委会张庙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
史雅丽、许　燕、苏东东、沈　沉、张玉麟、张　倩、陈　晔、贾　路、徐　超　
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国兵　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申向军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张　凯　区人民法院淞南人民法庭副庭长、审判员；
郑静德　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辞）

（朱云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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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

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３０周年庆祝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上海建设“五个

中心”（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

中心、航运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强化

“四大功能”（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

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开放

枢纽门户功能）、实施“三大任务、一大

平台”（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

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等国家战略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区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更大规模减

税降费双重影响下，完成 １５３亿元，比
上年下降 ５％；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１５７８４８亿元，增长１６％；完成税收总
收入３７５１１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６４５４６亿元，增长 １０％；商品销售额
７４１６８９亿元，增长５３％；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７８０８３亿元；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４％左右，高于经济增长速
度；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 ２５２万
人以内。

【疫情防控工作】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调整优化防控

策略，依靠全区人民，筑起抗击疫情的

坚强防线。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防控措施，有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推进常态化防控，持续紧盯“入城口、落

脚点、流动中、就业岗、学校门、监测哨”

等关键点、关节点，做好重点人群、重点

场所、重点领域疫情防控，加强进口冷

链食品核酸检测和预防性消毒，阻断病

毒传播。坚持平战结合，做好秋冬季预

案编制和物资储备。全面落实市公共

卫生“２０条”，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体系。落实“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

隔离、早治疗）、“四集中”（集中患者、集

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统筹调度

医疗卫生力量，提升救治实效。人员调

配坚持全国一盘棋，２０名医疗骨干驰援
武汉，完成救治任务。安排２８４名医护
和保障人员驻守机场，强化入境人员全

闭环转运交接，累计转运５０９２人，落实
１４天医学隔离观察。组织区、院二级专
家会诊 １８７３人次，累计投入医护力量
１０３６万人次。服务保障交通、用工、产
业链等关键领域，保障区内重点企业生

产物资运送通畅、员工正常返岗。落实

校园每日“四检”，优化发热处置流程，

确保有序复学。全力保障口罩、额温枪、

防护服等重要物资供给，对疫情联防联

控，保障企业学校复工复产复学。同时，

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群众生活

需求。

【稳住经济增长态势】　２０２０年，区政府
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核心经济指标呈现

逐月转好、逐季回升的积极变化，分别由

最低时的－４９％、－９％、－２１５％提升
到２％、－４％、－５％。工业生产逐步恢
复，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比上年

增长１９８％，增速快于全市２３７％。服
务业逐渐转好，全区规上服务业营业收

入增长７７％，增速快于全市９３％。金
融市场交易保持活跃，金融业增加值增

长 ５８％。单 位 增 加 值 能 耗 下 降
８１２％。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
占全区规上工业产值比重稳步提升，其

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产

值分别增长２５２％、２４９％、３２９％。上
海机器人产业园等３个园区纳入全市２６
个特色产业园区。“互联网 ＋”流量型
经济运行良好，钢银电商、欧冶云商等平

台交易额增长３０％，交易量占全国１／２，
以票易通、衡道病理、掌小门为代表的新

生代互联网企业逆势增长。推进区企合

作，与临港集团、上海电气、联东投资等

大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快仓全球智能总

部、上药超级工厂、宝济药业、国盛产投

宝山药谷等一批高能级项目落地，全年

新增企业数２７万户。出台投资促进统
筹政策，制定存量工业用地转型办法。

全年盘活低效产业用地７４１３公顷，完
成土地减量化８０公顷，新增龙盛活力小
镇等商业商务载体５０万平方米，亿元以
上载体达 １７个。聚焦“两新一重”（新
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

重大工程），发挥重大项目投资牵引作

用，发那科智能工厂三期、赛赫智能等

３０个项目开工，北郊未来产业园一期、
交运智慧湾、联东Ｕ谷宝山科创园等１２
个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完成工业投资约

１００亿元，其中区属工业投资增长２６％。
加速释放消费潜力。举办“五五购物

节”系列活动，１７家重点商业企业销售
额增长３７％，打造新业坊、智慧湾、三邻
桥等一批“夜间经济”品牌，促进消费回

补。承接第三届进博会溢出效应，组织

５３２家企业参团，意向成交额达２２２５亿
元，超过前２届之和。做好外资项目全
生命周期服务，新增霍富锁具和伏能士

２家外资研发中心，德国亚系、意大利索
灵等一批外资项目落地，实到外资增

长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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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３日，中国宝武钢铁会博中心启用 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上市挂牌企业

板块 单位名称 所属镇（园区）

主板 福然德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

香港联交所 上海兆坤实业有限公司 航运发展区

新三板 上海美诺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行镇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新能量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统熠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上海创洋水处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上海岛昌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罗店镇

诺鸿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顾村镇

芯?（上海）智能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顾村镇

上海同季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顾村镇

上海德仁橡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顾村镇

上海绿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月浦镇

上海骥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月浦镇

上海铭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月浦镇

上海艾晟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庙行镇

诗昱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庙行镇

上海拜汶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月浦镇

【打造科创中心主阵地】　２０２０年，区政
府围绕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新定位，勇

当“科技＋产业”开路先锋，以科技创新
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转型发展。把

握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机遇，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功能优先，编

制宝山区全域建设科创中心主阵地专项

规划和实施意见，立足宝山空间要素分

布特点，初步构建“四区三带”（“四区”

即以南大地区为核心的南大科创金融集

聚区，以吴淞地区为主体的吴淞科创企

业集聚区，以美兰湖为中心的美兰湖研

发机构集聚区，以宝武集团宝山厂区拟

转型区块为主体的宝钢超级工厂集聚

区；“三带”即有机连接“四区”的产业

带、创新带、综合功能发展带）科创中心

主阵地空间格局，打造功能突出、要素集

聚、生态良好的科创高地。上海石墨烯

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累计建成中试线９
条，成功研制 ８英寸石墨烯单晶晶圆。
国缆检测中心等８个项目获上海市科学
技术奖，飞凯光电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新增２家功能型平台和２家国
家级（专业化）众创空间。新增市、区科

技小巨人企业２３家，高新技术企业新增
１００余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引入海隆集团石墨烯防腐涂料、烯望

科技物理法制备高品质石墨烯粉体等项

目，建设“上海石墨烯材料深海工程应用

技术中心”。举办２０２０年中国石墨烯大
会等一批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活动。打造

环上大科技园、张江高新区宝山园等成

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南大、吴

淞地区转型加快推进。依托宝武、临港、

上大的资源优势，调整组建吴淞、南大、

大学科技园三大一级平台公司，明确开

发建设、投资发展等功能定位，实体化投

入运行。南大智慧城深化与临港集团

“政企合作”，首发地块项目按节点稳步

建设，累计落地企业７５家。控详规划正
式获批，２３项专项规划同步固化。完成
最后一批房屋加速征收工作，２６个市政
公建配套项目加快推进，丰翔路、祁连山

路等主干路网基本建成。建成使用临港

城工科技绿洲一期，首批３个产业技术
研究院、８家企业、８个重点转化项目入
驻。吴淞创新城先行启动区十大首发产

业项目开工建设，形成以中国宝武新材

料创新中心、中央研究院、宝武炭材为代

表的新材料产业；以欧冶云商、欧冶工业

品智慧供应链运营中心为代表的新经济

产业；以宝武清洁能源氢能产业研发应

用中心项目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以宝

信软件云超算枢纽项目为代表的新基建

产业的“四新产业”集聚。

【提升城市品质】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突
出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补齐区域环境短板，提升城市

品质。完成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片长制”３０
版实现全域覆盖，“路长制”由１５０条试
点道路推广至全区。“河湖长制”新增

“民间河长”２２０人。完成 ３００个小区
雨污混接改造，建成 １６千米污水二级
管网，推进月浦城区、张华浜东 ２个排
水系统建设。４９条河道完成消劣，“１
＋１６”考核断面水质动态达标。吴淞江
工程新川沙河段开工。基本完成南大

地区土壤修复治理试点，２７６６６７公顷
农用地实现分类管理全覆盖，确保建设

用地和农用地安全利用。完善区域交

通基础设施，轨交１５号线、１８号线一期
（宝山段）全线贯通，长江路、富联一路

等一批大中修工程竣工，Ｓ７公路二期、
沿江通道 ＡＢ段、军工路快速路等一批
重大工程完成节点目标，国权北路、陆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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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路—祁连山路等区区对接道路和断

头路基本贯通。调整优化１０条公交线
路，建成６条微循环道路，新增９５个公
交候车亭、１２６０个公共停车泊位、５６０
个共享泊位，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

推进“三园”（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

福乐园）工程，推动大都市近郊乡村发

展活力。梯次推进“１＋４＋４”（第一批
乡村振兴示范村塘湾村，第二批天平

村、聚源桥村、海星村、花红村，第三批

沈杨村、月狮村、新陆村、洋桥村）乡村

振兴示范村创建，第二批成功建成，第

三批完成建设任务 ５０％。在全市率先
打造乡村振兴２０版，打造“一脉五花”
（一脉：潘泾路为主沿线绿道；五花：以

聚源桥村、天平村为核心蝴蝶花型组

团；以塘湾村为核心十字挑花型组团；

以沈杨村为核心玫瑰花型组团；以老安

村为核心牡丹花型组团、以张士村为核

心三叶草型组团）示范片区。推进全区

１０３个村环境整治，建成 ９９千米“四好
（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路”，改

造１０７座农村公厕，农民集中居住完成
７１２户签约。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示
范区完成中期验收，获“中国乡村振兴先

锋十大榜样”。创建“花果宝山”品牌，

依托“互联网＋”农业，促进农村电商蓬
勃发展，４家龙头企业年销售额均达亿
元以上，天平村被评为全市唯一“全国乡

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提升群众获得感】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顺
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保障

和改善民生。在全市率先实现稳岗补贴

全程网办，推进新一轮上海市创业型城

区创建，成立全市首家区级培训就业联

盟，完成职业技能培训１２３万人次。围
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人

群，组织系列招聘活动，零就业家庭、就

业困难人员１００％按时安置。妥善处理
劳动关系矛盾，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先行

处置率、按期办结率分别达９９％、１００％。
民生保障改善。提高养老待遇，城乡居

保月基础养老金、征地养老人员月生活

费分别比上年增长８９％、７５％。做强
“五心养老”（放心、舒心、暖心、开心、安

心）品牌，提升“银龄居家宝”“银龄 ｅ生
活”服务。深化医疗保障，长护险累计支

出５０７亿元，惠及４５万人。试点建成
医保智能监管系统及长护险三级监管平

台。旧区住宅修缮竣工３１３万平方米、
旧里无卫生设施改造 １４１５户。新增和
转化租赁住房９６２７套（间），开工区属动

迁安置房１０２万平方米，解决在外过渡
居民２００９户。“城中村”改造实现２３个
地块出让，新顾城大居累计开工１７个住
宅地块，一批市政公建配套项目有序推

进。成立长三角联合教育集团、宝山世

外教育集团，推动“学区化集团化”办

学。开办华二高中宝山校区、上师大宝

山实验等学校。加强“健康宝山”建设，

中山医院全面托管吴淞中心医院，精神

卫生中心迁建项目结构封顶。举办陈伯

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战 ＦＵＮ”宝山等重
大文体活动，线上线下参与人次超１６８０
万。长滩音乐厅结构封顶，淞沪抗战纪

念馆二期对外开放，区文化馆修缮、区工

人文化活动中心改扩建、杨行体育中心

等一批项目开工建设。

【持续深化城市治理】　２０２０年，区政府
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建设，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

水平。“一网统管”线上线下融合互联，

强化平台体系建设，加速数据汇集共享。

建成区、街镇城运中心并实体化运行，推

进“１＋３＋Ｎ”（“１”即以网格化系统为标
准版；“３”即首先融入１１０非警情业务处
理、综合治理、市场监管等内容；“Ｎ”即
逐步融通“社区通”、司法矫正、社区调

解等一批基层治理内容）系统逐步完善，

提升智能化响应、可视化指挥、闭环式处

置水平。推进神经元和感知端建设，累

计接入２万路视频监控和１７万个物联
网终端。建成区城运云等９个信息化项
目、农村房屋租赁管理等４个智慧应用
项目。落实“多格合一”，调整细化 １８７
个城运网格，推动资源下沉，确保问题早

发现、早处置。全区报警类警情、立案数

分别 比 上 年 下 降 １２６％、２４７％。
“１２３４５”热线综合评价保持全市领先。
“一网通办”从“能办”向“好办”转变。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容缺后补、

甩项后置等审批创新，在全国率先实现

“验登合一”，行政许可事项承诺办结时

限比法定时限平均减少７６５％，行政服
务中心“综合窗口”现场等候时间平均

减少２／３。完成３０项“一件事”改革、３０
项全程网办事项定制开发，１００项事项
实现自助智能办理。网上办理电子印

章、档案和证照应用，实现办事窗口

１００％接入电子证照库。完善“好差评”
管理体系。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减

税降费政策，累计减免税收２２亿元。优
化营商环境３０版、“１＋９”（支持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的总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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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政策

３０版等一系列惠企新政相继发布。京
东一期等项目实现当月土地摘牌、当月

出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当月开工

建设。提升市容环境面貌，建成 ３６条
（段）美丽街区，完成５千米架空线整治。
成功创建１００个美丽家园示范小区，新
增１１０个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
施，加装电梯１００台。吴淞工业区等重
点区域三年整治任务基本完成，全区拆

除违法建筑１２０万平方米。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建成“两网融合”中转站１２个，
完成一批分类投放点建设，居住区达标

率达９１６％。新建各类绿地７０公顷，建
成８个“口袋公园”。贯通３８千米吴淞
滨江岸线，景观绿化超１３３３３公顷。

（黄　辉　张祖航）

重要政事和决策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政府出台重要
政事及决策涉及民生实事、人口与自然

灾害综合普查、企业产业群高质量发展、

政务服务、城市基础建设、校园安全等方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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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

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３０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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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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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宝山科创中心主

阵地的建设，推进构建宝山空间新格局。

【推进完成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

事】　１月 ３日，区政府办公室印发
《２０２０年区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
切相关的实事》的通知，明确区住房保障

房屋管理局、区水务局、区建设管理委等

承担的包括持续推进“美丽家园”建设、

消除老旧小区及“三合一”场所消防隐

患等在内的１０项区政府实事项目，并要
求各牵头单位认真对照工作安排和任务

分解，明确目标、细化方案、落实措施、全

力推进，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１月
１５日，区政府发布《关于本区开展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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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全国人口

普查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开展普查各

项工作；要求各级普查机构要会同宣传

部门、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切实做好普查

宣传的策划、组织和报道工作；要求加强

部门行政记录和社会大数据在本次人口

普查中的应用，提高普查工作的质量和

效率；要求各级普查机构要建立普查工

作目标责任制，明确任务，落实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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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　
２月２６日，区政府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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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力

争用５年时间，将宝山建设成为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示范区，

塑造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重要策源地，打造成为北上海

最佳金融生态区的发展目标。布置健全

区级层面协调服务机制、加强业务指导

单位合作、建立资本市场专家咨询机制、

加快科创载体建设、加大科技企业培育、

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完善企业储备体系、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高精准服务水平、

优化企业融资结构、推进“基金 ＋基地”
建设、加强信用环境建设 １２项工作
任务。

【深化“一网通办”改革及审改工作要

点】　３月 ２６日，区政府办公室印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深化“一网通办”改革及
审改工作要点》，要求２０２０年根据市工
作部署及相关要求，结合区实际情况，实

行“两个免于提交”、推动“两转变”（即

从“侧重行政权力事项”向“行政权力和

公共服务事项并重”转变，从“能办”向

“好办”转变），做到“三个十”（即在全面

落实市级各项任务外，打造宝山区１０件
以上的企业群众高效办成“一件事”事

项、２０件左右的全程网办事项、３０件左
右的自助智能办理事项，使个人办事更

加方便、快速，法人办事更加高效、可预

期）。提出推进流程再造升级，助力企业

群众“一次办”；加强网上办理支撑，方

便企业群众“网上办”；探索“ＡＩ＋一网
通办”，鼓励企业群众“自助办”；深化

“好差评”制度，提升政务服务规范化水

平；加大数据治理攻坚，强化数据支撑力

度；拓展审改工作领域，夯实改革制度基

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规范优化营商环

境；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一网通办”制

度保障８项重点任务。

【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推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　４月 ２３日，
区政府印发《宝山区关于培育壮大优势

产业集群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的意见》，明确进一步支持宝山优势产业

集群创新发展，全力打响“四大品牌”，

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完善

规范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

和管理，持续推进区委、区政府实施“国

际邮轮之城、智能智造之城”双城战略，

不断拓展邮轮经济全产业链，着力推动

先进制造业和特色服务业发展，打造千

亿级、百亿级产业集群。强调重点聚焦、

公开透明、项目比对、分级配套、绩效评

估５大原则。对资金来源、支持对象、资
金类型、重大产业专项扶持、管理机构和

职责、管理形式、管理监督、报批流程 ８
个方面进行规定。

【推进健康宝山行动的实施意见】　６月
５日，区政府印发《关于推进健康宝山行
动的实施意见》。提出的总体目标是，到

２０２２年建立与宝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相适应、与城市功能定位相匹配、以市民

健康为中心的整合型健康服务体系，全

面普及健康生活，促进健康资源科学、均

衡、合理分布，基本健康服务更加优质均

衡，多层次健康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绿

色安全的健康环境基本形成，健康产业

规模和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居民主要

健康指标持续保持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

水平，打造智慧健康城区，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与宝山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融合。到

２０３０年，形成比较完善的全民健康服务
体系、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健康与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健康公平持续改善，人人

享有高质量的健康服务和高水平的健康

保障，健康环境不断优化，健康产业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

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前沿水平，实现可

持续健康发展目标，建成健康与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滨江新城区。明确

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合理膳食行动、全民

健身行动、控烟行动、心理健康促进行

动、人群健康促进行动、慢性病防治行

动、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行动、公共卫生

体系提升行动、医疗服务体系优化行动、

社区健康服务促进行动、中医药促进健

康行动、健康保障完善行动、健康环境促

进行动、健康服务业发展行动、推进健康

信息化行动、深化长三角健康一体化行

动、发展健康国际化行动 １８项重大
行动。

【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建设的实施方案】　７月１３日，区政府
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

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提出工作

目标是，整合各方力量，深入改革创新，

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依法治理、科学系统、全面

规范、职责明确的学校安全风险预防、管

控、处置和保障体系，着力形成学校安全

管理制度健全、安防力量配备到位、物防

技防设施先进、师生安全素养较高、保障

机制完善的防控格局，筑牢学校安全防

线，切实维护师生和学校合法权益、保护

师生安全。要求完善学校安全风险预防

体系、着力构建校园及周边安全环境、健

全学校安全风险管控机制、完善学校安

全事故处理和风险化解机制、强化领导

责任和保障机制。

【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　７月３０日，区政府
印发《宝山区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

动方案（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提出到 ２０２２
年，全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创新

能级迈上新台阶，形成高水平、高质量发

展格局。５Ｇ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
联网等新技术全面融入城市生产生活，

新型基础设施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

市高效治理的重要支撑。要求实施新一

代网络技术设施（新网络）建设行动、创

新基础设施（新设施）建设行动、一体化

融合基础设施（新平台）建设行动、智能

化终端基础设施（新终端）建设行动。

【职 业 教 育 高 质 量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　９月３０日，区政府
办公室印发《宝山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明确发展
目标是，落实《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

提升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凸显职业教育

的地位和对建设科创中心主阵地的人才

支撑作用；优化职业教育资源布局和结

构，改革管理体制，做精做强中等职业教

育，促进中高职教育社会培训、成人教育

整合发展，完善宝山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改革学校办学模式，大力推进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基本形成学校、社会和企业一

体化的办学格局；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建

设若干具有宝山特色的专业与课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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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双师型职业教师队伍建设，扩大“行知

职教”品牌效应，全面提高全区各级各类

职业教育质量。布置落实和巩固职业教

育地位、优化职业学校和专业布局、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强化技能型人才培

养能级提升、加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

设５大主要任务。

【开展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１１月２０日，区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
本区开展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的通知》。明确普查目的和意义，是全国

开展的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

作，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抓好自然

灾害防治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

措，是切实打牢全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的基础性工作。通过普查，摸清区自然

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地区抗灾

能力，客观认识全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水平，有利于城市精细化治理，构建高效

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推进“韧性城

市”建设，为全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要求全面把握普查对象、

内容和时间安排，切实抓好普查组织和

实施工作。 （黄　辉　张祖航）

政府实事项目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政府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吸纳社会公

开征集征询意见和建议基础上，突出“当

年立项、当年完成、当年见效”的特点，于

１月３日区政府办公室印发《２０２０年区
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

事》，至年末全部完成。

【改善老旧小区】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持续
推进“美丽家园”建设，综合性住宅修缮

工程竣工４１个项目３１３万平方米；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完工１００台；住宅小
区雨污混接改造完工３００个小区约２６００
万平方米。

【公共安全】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消除老旧
小区及“三合一”场所消防隐患，完成２０
个老旧小区消防设施改造；完成３０００套
“‘三合一’安全感知应用系统”安装应

用；完成吴淞街道、友谊路街道、张庙街

道和高境镇１２万户老旧公房燃气内管
改造。

【健康养老】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关注弱势
群体健康，提高早期肿瘤检出率，累计为

４万名退休和生活困难妇女免费安排妇
科病、乳腺病筛查；累计完成２１９万名
６５周岁老年人肺部肿瘤免费筛查；累计
为５０２０名有体检需求的持证残疾人提
供健康体检。提升城市养老服务能级，

完成新增５０３张养老床位；新增１８４张
认知症床位；新增５家长者照护之家；新

增３０个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场所和 ４
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就业、托育服务】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完
善公共就业服务，累计帮助８６１名长期
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累计为１４７万
名职工送专项保障。回应“最柔软群

体”看护需求，新增托育点（托班）１０个。

【民生保障】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布全布齐
商业布点，公共资源配置到位，新（改）

建５家标准化菜市场；完成３０个平价菜
和３０个平价猪肉专柜建设；完成新建２０
个智能社区微菜场；完成５家早餐工程
点建设。

【文化体育】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提升百姓
文化获得感，累计为全区４１９个居村综
合文化活动室配送２０９８场公共文化活
动。加快１５分钟体育生活圈建设，完成
并开放新（改）建 ６条市民健身步道、８
片智慧化球场及 ３０个市民益智健身
苑点。

【交通出行】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不断满足
市民出行需求，完成新建９５个公交候车
亭；完成新增１２６０个公共停车泊位；同
济路双城路路口排堵保畅工程竣工；逸

仙路局部路段排堵保畅工程竣工。

（黄　辉　张祖航）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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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次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等并研究部署本
区疫情防控工作

１月２３日

第９７次 传达学习贯彻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等并研究部署本区
疫情防控工作

１月２７日

第９８次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等并研究部署本
区疫情防控工作

２月１１日

第９９次 研究部署本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２月１４日

第１００次
一、传达学习习近平、赵乐际同志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关于２０１９年中央
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等文件精神
二、传达学习《上海市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精神

２月２７日

第１０１次

一、传达学习近期中央、市委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精神
二、听取关于本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２０年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启动仪式暨宝山区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１＋９”、营商环境实施意见及构建帮办体系三个新政３０版的情况汇报

３月６日

第１０２次 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二、传达学习市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３月１３日

第１０３次 关于２０２０年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情况汇报 ３月２０日

第１０４次 一、传达学习《关于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报告》精神
二、传达学习中央、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３月２７日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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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１０５次
一、传达学习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２０２０年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并听取本区贯彻落实意见
二、传达学习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
三、传达学习全国和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４月１０日

第１０６次 听取关于制订《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要点》的情况汇报 ４月１７日

第１０７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市政府季度工作会议精神并听取区政府分管副区长部署年度重点工作
二、听取关于近期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情况汇报

４月２９日

第１０８次
一、听取区政府分管副区长部署年度重点工作
二、听取关于２０２０年区政府重点工作目标任务一季度进展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开展宝山区２０２０年度行政审批事项取消调整有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５月８日

第１０９次 听取关于“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办理工作的情况汇报 ５月１２日

第１１０次

一、听取关于河长制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２０年汛前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我区２０２０年１—４月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和扬尘防控“片长制”工作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编制《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一网通办”及政府改革任务清单》和《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一网通办”评估工作方案》的
情况汇报

５月２０日

第１１１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市安委办 市应急局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意见的通知》精神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２年）》的情况汇报

５月２８日

第１１２次 一、听取关于本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控体系建设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政府与上海大学签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汇报

６月４日

第１１３次

一、听取关于在全区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制订《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与责任分工》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关于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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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听取关于起草《宝山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行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情况汇报

６月１８日

第１１４次 听取关于起草《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６月２８日

第１１５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二、传达学习贯彻区长经济工作座谈会精神
三、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和市分会场精神
四、传达学习全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会议精神及我区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本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的情况汇报

７月１日

第１１６次 听取关于２０２０年区政府重点工作目标任务二季度进展情况的汇报 ７月９日

第１１７次 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市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专题会议精神 ７月１６日

第１１８次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７月２３日

第１１９次 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及上海市分会场会议精神 ７月２９日

第１２０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
二、传达学习贯彻龚正市长在全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结束后在上海分会场的讲话精神
三、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及上海市分会场会议精神

８月２０日

第１２１次 听取关于近期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的汇报 ９月３日

第１２２次

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二、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三、听取关于２０２０年区政府七大专项工作、实事项目８月份进展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市、区两级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情况的汇报

９月１６日

第１２３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之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专项整治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制定《宝山区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行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９月２３日

第１２４次 播放短片并听取关于宝山区安全生产和消防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 １０月１３日

第１２５次 一、区政府分管副区长部署四季度重点工作
二、听取关于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投资交易和城市服务保障工作推进情况及下阶段工作的情况汇报

１０月２２日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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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１２６次 听取区政府分管副区长部署四季度重点工作 １１月４日

第１２７次 一、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播放短片并听取关于宝山区安全生产和消防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情况汇报

１１月１３日

第１２８次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务解读 １１月１８日

第１３０次 《民法典》解读 １２月１日

第１３１次 一、播放短片并听取关于宝山区安全生产和消防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情况的汇报

１２月９日

第１３３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２１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２０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及２０２１年区政府实事项目立项工作的情况汇报 １２月２４日

（黄　辉　张祖航）

区行政服务中心“ＡＩ＋一网通办”线上办理专区 金晓虎／摄影

政务服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行政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共接待１５１２１４人次，累
计受理申请总数 ２４４７４５件，已办结
２２３３５３件。开展网上预约服务 ３６７０９
次，网上办理总数１０５４４７件。为企业提
供申请材料上门揽收服务４４８０次，证照
寄送服务１９９４７次。为企业提供帮办代
办服务６１７８次，答复线上线下各渠道咨
询２１４３２次。共收到锦旗４８面，感谢信
２封。中心对接《上海市全面深化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即上海

优化营商环境 ３０版方案），按照 ２０２０
年《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工作要

点》《宝山区“一网通办”及政府改革任

务清单》，立足“两个免于提交”和“两转

变”目标，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共享、技术

赋能，线下巩固提升“前台综合受理、后

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综合窗口

服务机制，线上建成集“一网通办”宝山

频道、“随申办”宝山旗舰店和智能自助

终端为一体的“一网两端”服务平台。

升级“ＡＩ＋一网通办”线上办理专区服
务功能，推出“ＡＩ自助办”“无人工干预
自动办理”等网上办理新模式；依托中心

统一物流平台和微信公众号，推出“非接

触式”等帮办代办新机制，在中心初步实

现政务服务“一网办、一窗办、一次办”。

年内，宝山区获上海市“一网通办”第三

方调查评估第三名。

【承接“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２０２０年，
中心落实上海市政务服务“一件事一次

办”改革要求，破解跨部门审批跑动多、

材料多、时间长痛点。对照宝山区企业

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事项清单，完成

餐饮服务投资、企业许可证注销联办、道

路运输投资等３０项“一件事”改革事项

的系统开发，打造“宝你会一件事”线上

专区和线下专窗。在首批９３２项政务服
务事项，１６６０个事项情形的“两个免于
提交”清单落地基础上，结合“智能预

填、一表申报”功能，让申请人轻松办理

“一件事”事项，全年累计办理５８３７件。
中心还配合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实现

货运车辆自动注销“一件事”事项全程

网上办理，为全市首创。

【深化综合窗口服务模式】　２０２０年，中
心全面建成“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

批、统一窗口出件”服务机制。依托“前

台收件、中台支撑、后台审批”协同办理

模式，实现５类综合窗口１００％无差别受
理，让企业“一窗办成一件事”。加强标

准化制度建设，制定综合窗口业务操作

流程、１１个基本工作制度、４个岗位标
准，明确收件、流转、受理、办结及发证各

环节操作细则。与区建设和交通委员

会、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等部门协商，以授权委托函形

式，将招退工登记、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

毒单位备案、道路货物经营许可等７项
即办事项的收件、受理、办结、发证环节

委托给综合窗口直接办理，实现“即收即

办、当场办结”。综合窗口改革后，现场

等候时间减少２／３以上，实现从收件、办
理、发证的全过程电子效能监督。

【推出智能化助办服务模式】　２０２０年，
中心以上海市“ＡＩ＋一网通办”试点为
契机，统一视觉标识、统一硬件配置，设

立“ＡＩ＋一网通办”线上办理专区。综
合运用人工智能、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等

技术，在专区智能自助终端上推出智能

辅助“ＡＩ自助办”服务模式。实现企业
登记法人变更、注销等４９个涉企服务类
事项情形和社保卡激活、医保手册申领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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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６６项便民服务类事项情形的“ＡＩ自
助办”，累计办理１１４１４件。推出“数据
实时核验、系统自动审批、结果即时出

具”的“无人工干预自动办理”服务模式，

覆盖装修垃圾清运、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注销）、政府信息公开查询等２５项事项
情形，共办理９７８５件。制定《智能政务工
作台延伸投放布点工作方案》，将智能自

助终端延伸投放至宝山工业园区、航运

发展区、淞南镇等 １４个点位；编印“ＡＩ
智能办高频事项免费帮办服务操作手

册”，让更多企业和群众享受“ＡＩ自助
办”的便捷。通过远程监控、应急响应、

考核通报等手段，动态调整自助服务终

端布局、数量，发挥终端资源最大效用。

【拓展网上服务平台功能】　２０２０年，中
心按照市“一网通办”总门户相应界面

设计标准，对“一网通办”宝山频道事项

申报页面实施改造。开设“两个免于提

交”“智能指南”“虚拟大厅”“全生命周

期主题事项”等 １２个栏目；开通 ３２项
“全程网办”事项的申报通道，其中“困

难行业稳就业一次性补贴”事项的“全

程网办”为全市首创。在“随申办”移动

端设立“宝山旗舰店”。推出政府信息

公开、企业“管家”小宝等特色栏目，以

及亮“随申码”取号、签到和证照调用等

服务功能。在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一网通
办”考核评估中，中心系统平台能力相关

指标位居全市各区首位。

【打造宝山区企业专属网页】　２０２０年，
中心利用数据汇聚和用户画像技术，主

动分析、研判辖区企业的个性需求，按照

为企业“记录一生、管理一生、服务一

生”要求，把“一网通办”企业专属网页

打造为政策推送、政企互动平台。２０２０
年，向全区３０００家企业推送“困难行业
企业稳就业一次性补贴”网上办理链接

和操作指南；向 ２８２５家货运企业推送
“交通运输服务业防疫税收政策梳理及

问答”等政策通知；向６４９家高新技术企
业推送“人才居住证”积分培训相关信

息；向１０５４家资质企业推送“在沪建筑
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评价标准”等政

策公告；向区企业推送“１＋９”产业扶持
政策等；向４００家重点企业推送 ＶＩＰ帮
办服务专题、“宝山区企业骨干人才专项

激励办法”。

【创新全程代办服务模式】　２０２０年，中
心升级“一次申请、专人服务、全程跟踪、

办结为止”的代办服务机制，打造“材料

上门揽件、专人全程代办、身份远程核

验、证照快递寄送”的“无接触式”帮办

代办模式。通过在中心公众微信号中增

设“统一物流”“快递办税”等相应模块，

先后实现区税务局新办企业登记“非接

触办税”（为全国首创）、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劳务派遣企业“非接触年检”和

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企业复工复产“非

接触备案”（均为全市首创）。推出“总台

导办、智能助办、专员跟进、快递寄送”的

“一件事”代办服务模式。窗口“一口受

理”后，只需申请人提供一份材料，操作

系统智能分类推送到相应审批部门，纸质

材料由机器人“小宝”专业递送，代办专

员跟进确保审批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优化导办帮办服务】　２０２０年，中心建
立“总台派单、分类流转、后台解答、企业

评价”的咨询受理模式，通过“一网通

办”宝山频道、中心微信公众号以及“随

申办”和“宝山汇 ＡＰＰ”等多个在线咨询
渠道，为申请人提供咨询导办服务。

２０２０年，答复各类咨询２１４３２次。在开
办企业“一窗通”服务专区、“一网通办”

帮办服务区、２４小时延时服务区、“ＡＩ＋
一网通办”线上办理专区开展现场帮办

服务。定制专区帮办服务内容，推出咨

询辅导、网上申报、全程陪办、证书激活

等特色服务。

【完善政务服务评价反馈机制】　２０２０
年，中心升级政务服务“好差评”评价系

统，实现申请人、工作人员和具体办件

“三对应”；开通现场评、扫码评和短信评

等多种评价渠道，即时评、随时评。全年

收到评价９４６５２条，好评率９９８％。结合
市“一网通办”月度运营报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企业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督

查，１２３４５热线，以及工作人员服务指标
统计周报，电子效能监察等多渠道反馈，

按月梳理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和责任

清单。

【探索长三角“一网通办”改革】　２０２０
年，中心以实现长三角地区线上服务“一

地认证、全网通办”，线下服务“收受分

离、异地可办”，线上线下“跨省通办”为

改革目标，先后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启东市，无锡市梁溪区、锡山区、惠山区，

太仓市、常熟市、常州市国家高新区（新

北区）等地１１家行政审批局签订“跨地
域通办合作协议”，设立线下“通办专

窗”。通过“线上预审、线下收件、专人审

核，快递跑腿，帮办代办”，做到“收受分

离、异地可办”；刻制“长三角收件”专用

章，实现多地互认，加快办理；推动１５类
电子证照在长三角区域实现共享互认，

实现材料免交、异地发证。在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配合下，与各行政审批局推出

首批２６项市场准入类“即办件”事项，可
在长三角对点合作区域实现“跨省办

理”。对于不在合作框架范围内的政务

服务机构，一律按照“有求必应、需办尽

办”的原则予以协调。至年末，试点办理

南通崇川区、舟山市自贸区２家企业的
申请事项。中心通过微信公众号向宝山

区有潜在需求的异地资质企业推送业务

公告及试点案例。 （陆　薇）

信　访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信访办接收群众信
访总量８５３１件，比上年下降２３８％。其
中：来信２３２８件，下降２０２％；来访１６７８
件，下降６１４％；网上信访４５２５件，比上
年上升１５３％，办理信访复查复核事项
２０件。全区信访事项按期转送交办率、
按期 受 理 告 知 率、按 期 办 结 率 均

为１００％。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　２０２０年，区信
访办用好领导干部接访、信访稳定工作

例会、分级分责化解信访矛盾等工作机

制，调整优化信访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办

法，持续攻坚化解信访积案。年内，纳入

领导接访９５批１４７人次、召开信访突出
矛盾协调会３８次、交办分级分责信访事
项１２件。

【推进“家门口”信访服务体系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信访办深化“人民满意窗口”
创建成果，把信访服务延伸到基层，在全

区所有街镇、园区和５７１个村居委统一
规范设置“民意直通车”服务矩阵指示

牌等标识，明确区、街镇、村居社区三级

服务清单，压实首办责任。大场镇和张

庙街道获上海市信访“人民满意窗口”

标准化创建示范单位。

【协调化解突出矛盾】　 ２０２０年，区信
访办加强信访稳定形势分析研判，加大

信访矛盾“止新化旧”力度，全力防范化

解包括建设工程邻避效应以及“幼升

小”对口校区矛盾、“你我贷”、民办教育

机构关闭退费难等一批突出矛盾，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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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２８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揭牌仪式暨工作推进会举行 区信访办／提供

定期研判、突出矛盾专项研判机制，配

合属地街镇（园区）和相关委办局妥善

应对处置。

【挂牌成立上海市宝山区人民建议征集

办公室】　１０月２８日，上海市宝山区人
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挂牌成立，设在区信访

办，发挥“征民意、集民智、聚民心”渠道

平台作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城

市治理和建设。年内，区信访办征集汇总

各方面人民建议１８０余件，其中６件获上
海市优秀人民建议。年内，上海市人民建

议征集办公室授予宝山区人民建设征集办

“２０２０年度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先进单位”。

【信访宣传和理论研究】　２０２０年，区信
访办用好政务头条号新媒体，加强正面

宣传，在“宝山信访”今日头条号动态发

布信访工作信息１１篇，区信访系统申报
的“新时代调解制度在信访工作中的运

用研究”“信访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研

究”等６篇课题被列为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
信访系统理论研究课题并结项通过。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信访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信访办完善疫情期间办理流
程和工作机制，引导群众通过网上信访

渠道“无接触式”反映诉求，对涉疫情信

访事项优先受理转送、快速处理回应，办

理涉疫情信访件３０９件，快转快办区疫
情防控问题征集工作平台（微信）件累

１０５件，整理报市疫情期间信访办理典
型案例１７篇。 （陆健伟）

外事工作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外事办因新冠肺炎
疫情全球蔓延，根据轻重缓急及时调整

工作计划，做好疫情期间的涉外工作和

对外交流工作。

【做好防疫涉外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外
事工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

内防反弹，外防输入，推动建立健全区

全闭环管控机制，把防止境外疫情输入

作为重中之重，守住境外疫情输入防

线；与市联防联控机制、市外办确保联

系渠道畅通；同时与区卫健、教育、商

务、出入境等相关部门联动收集疫情防

控数据信息，主动为区“１２３４５”平台提
供２４小时英语服务，消除全区抗疫工
作的盲点，多渠道配合全区防控举措的

全面落实。复工复产后，按照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要求，根据“事由充分且确

属当前必要”原则，审核重大涉外项目

的企业办理外国人入境申报，确保全区

经贸、科技合作等活动不受疫情影响。

年内受理 １９４批 ４０６人次的高管及专
业技术人员入境申请，并上报市外办办

理来华邀请函。

【对外交流工作】　１０月１９日，区外事
办参与由宝山区政府、上海大学和石墨

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ＣＧＩＡ）联合
主办的“２０２０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
会”；１１月１１日—次年１月３１日，参与
“２０２０陈伯吹国际儿童奖原创插画展”；

１１月２７—２９日，区经济委员会、中国医
药工业信息中心、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在上海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北上海

生物医药产业园宣传推介系列活动———

２０２０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大会暨
第六届生物药物创新及研发国际研讨

会，参与组织３项对外交流活动，境外人
士通过视频开展交流。

【落实市委巡视整改事项】　２０２０年，区
外事办加强疫情后出国管理，复查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出国情况；重新修订外办
工作规范，加强出访团组事前沟通，团组

境外行程每日监督机制列入出访管理流

程；重新修订出国团组承诺书，要求出访

团员必须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和外事

纪律。 （方　培）

民族与宗教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常住少数民族
人口总数３９４１６人，有５３个少数民族成
份；其中，户籍少数民族人口 １３９４７人，
有４７个少数民族成份；少数民族人员主
要分布在宝山区各镇、街道，呈散居状

态；有区级少数民族组织１个，街镇少数
民族组织 １２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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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７人，信教群众约
８４万人。

【民族宗教法制宣传】　２０２０年，区民宗
办依托民族宗教法制宣传学习月平台，

组织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和《宗教团

体管理办法》。配合做好９·２２龙珠苑
自建房火灾事故中涉亡回族人员善后处

理的沟通协调工作。重大节庆及进博会

期间，各街镇在微信群每日上报区域内

民宗领域情况，各宗教场所做到每日报

平安，做好涉及民族宗教领域舆情收集

工作。适时走访相关民族宗教人士、宗

教场所，加强沟通交流、工作指导和监督

检查，化解各类矛盾。开展《宗教团体管

理办法》《民法典》及依法行政为主题的

培训辅导。

【民族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民宗办开展
“学四史、担使命”民族团结进校园、上

大学子看宝山活动，组织上海大学不同

专业、不同民族的４０多名少数民族学生
代表，参观上海解放纪念馆及沪上首座

科普公园智慧湾科创园。指导街镇挖掘

本地区特色亮点工作，完善工作组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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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把民族工作列入各村（居）委的社区

工作目标责任和社区管理体系，开展全

方位、多形式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

活动。召开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大

会，听取各街镇阶段性创建工作情况交

流。开展清真义务监督员培训工作，赴

国歌纪念馆开展“四史”学习活动。对全

区８家清真挂牌食品供应网点进行换证
及规范标识。关心少数民族人员生活，落

实全区８００余名困难少数民族群众、高龄
少数民族群众、少数民族学生走访慰问，

发放慰问金（包括慰问品）合计人民币３０
余万元；敬老节为全区３９位９０岁以上少
数民族送上重阳糕、长寿面。

９月２１日，上海宝山区民族宗教界向会泽县爱心捐款１５万元 区民宗办／提供

【宗教事务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民宗办指
导全区各宗教场所结合疫情防控形势，

除夕夜立即落实宗教场所“双暂停”要

求，在教职人员和广大信徒中宣传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宣传疫情防控工作经验，

开展健康知识普及宣传；组织开展环境

卫生大扫除，消除卫生死角。坚持“建管

并重”，把爱国卫生运动与长效化管理作

为年内和谐寺观教堂创建主要内容，提

炼总结疫情防控经验做法并形成制度。

国庆、中秋前夕，全覆盖检查全区恢复开

放的宗教场所。至年末，宝山区共计开

放２０个宗教活动场所，累计接待信众１１
余万，场所开放日接待人流量均不超过

疫情期间的５０％，符合防疫要求。

【民族宗教团体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民宗
办开展民族宗教界“四史”学习教育，向

各民族宗教团体场所赠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中国７０年》“四史”教育相
关书籍，组织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赴宝山烈士陵园致敬革命英烈，并举办

民族宗教界“四史”学习读书交流会。引

导宗教场所通过升挂国旗，培养宗教界人

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爱国情操。８月起，指
导区各民族宗教团体向全区少数民族和

信教群众发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倡

议。９月２９日，组织各团体就开展“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有关情况进行交流。与

民族宗教界人士谈心交友，围绕市区中心

工作开展各项活动。先后组织区民族宗

教界人士赴静安区、杨浦区、嘉定区和松

江区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践

行“爱国爱教，两个责任”开展民族宗教

工作学习交流。支持区民族联、区佛协、

区基督教两会助力挂牌督战村脱贫攻坚

工作，向曲靖市会泽县捐款１５万元用于
资助２０２０年会泽户籍考取二本及以上院
校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子女。１１月２

日，宝山区佛教协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在

宝山寺举行，１０１位代表参加会议，选举
产生宝山区佛教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及

领导班子，世良当选区佛协会长，演峰、

智慧、妙华当选副会长，净德当选秘书

长，王冬雅当选监事。１０月２９日，宝山
区天主教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全区７０
余位天主教界代表人士参加会议，选举

产生区天主教爱国会第六届委员会及

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龚碧如当选区天

主教爱国会会长，陈志奋当选副主任兼

任秘书长，庄瑾当选副主任，郑韵传当

选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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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６万
元，各类慈善捐赠共计百余万元。

（潘轶菲）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清真食品供应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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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家）

上海为民清真饮食店 南大路１６２号 大场镇

耶里夏丽（顾村店） 正大缤纷１楼８号１０３—１０６ 顾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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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

民族与宗教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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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号—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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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侨　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侨办坚持以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央、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要求，紧紧围绕服务宝

山经济社会发展，坚持胸怀全局、坚持

为侨服务、坚持创新发展，确保年度工

作有序有力推进。

【会见区港籍政协委员】　１月１４日，区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伟民会见区港籍

政协常委林鹏耀，政协委员吴碧珊、陈宏

斌等人，并座谈交流。沈伟民介绍宝山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希望继续发挥政协

委员作用，建言献策，促进宝山和香港、

澳门之间的交流进步。区委统战部、区

台侨办领导吴华朗、范耀良等陪同。

【接待肯尼亚上海商会】　 １月１５日，
肯尼亚上海商会会长王立元，副会长李

昌洪、黄政一行来宝山交流考察。区委

统战部副部长、区台侨办主任吴华朗以

及区台侨办副主任范耀良参加座谈交

流。吴华朗介绍宝山区情和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并希望肯尼亚上海商会进一

步发挥作用，推动两地多方位、多领域

开展交流合作。

【走访侨领眷属】　１月 ２３日，区台侨
办主任吴华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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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镇（园区）开

展。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台侨办主任

吴华朗，区人大侨民宗工委主任黄忠

华，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阎丽伦及部

分区人大代表先后到高境镇、淞南镇调

研侨法宣传月推进情况。３月，举行政
策咨询会、讲座 １８４次，发放宣传资料
９２１２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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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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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年度大调研工作部署会议】　４
月２５日，区侨办召开年度大调研工作
任务部署会议，部署宝山区归国留学人

员创新创业情况课题调研工作。区委

统战部副部长、区台侨办主任吴华朗出

席会议并讲话，各街镇、园区统战委员

（科长）及统战社工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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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汪泓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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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瑞金医

院、仁济医院、岳阳医院、龙华医院、曙

光医院、儿童医学中心、第一人民医院、

第六人民医院、第九人民医院、德济医

院等沪上医院约 ８０名专家、教授参加
义诊，义诊专家涵盖内科、外科、中医理

疗、五官皮肤、妇科、儿科等科室，１２００
余名居民共享了义诊服务。活动现场，

专家团队为居民提供面对面的义诊服

务，解答居民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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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宝山

考察，参观中国３Ｄ打印博物馆和智慧
湾创意园区，２７名澳大利亚华裔青少年
会员参加。 （唐立力）

台湾事务

【概述】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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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台疫情防控、促进

台企复工复产、对台经贸合作、线上线

下交流交往、涉台宣传教育、服务台胞

台属、困难台胞关心补助等领域取得新

成绩。加强调研，了解疫情下台资企业

的现状和困难，解决台商关心问题，促

进台企复工复产。加大宣传力度，落实

好国台办“３１条”和市台办“５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

护法实施细则》等政策法规，依法维护

台商合法权益，保护和鼓励台胞投资宝

山。发挥宝山淞沪抗战资源优势，推动

两岸历史人文交流；在疫情常态化的形

势下，拓展交流活动载体，组织开展线

上直播，探索交流交往新格局。认真处

理涉台信访案件，促进地区和谐稳定。

【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７
月１７日，宝山区召开区对台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沈伟民，副区长陈尧水及有

关委办局、街镇园区主要负责人参加会

议。会议总结宝山区对台工作情况，部

署下一阶段对台工作主要任务。会议

要求，妥善处理好各类涉台事务，协调

解决台资企业的困难和问题，保护和鼓

励台湾同胞投资宝山。

【与崇明区台联会召开交流座谈会】　８
月６日，区台联会、崇明区台联会举行
交流座谈会。会议讨论疫情期间服务

台胞台属、促进疫情防控、交流交往等

工作，与会人员参观罗泾镇塘湾村和海

星村新农村建设情况。

【与台北南港区开展线上交流】　１０月
１９日，宝山区和台北南港区线上开展
“共话社区治理，共享服务经验”活动。

宝山区台企负责人、社区工作者、居民

代表和台北南港区企业家、里长、里民

代表就社会公益、社区管理涉及的垃圾

分类、养老服务等展开探讨，分享借鉴

两地经验做法。

【与芜湖市台联会签订友好共建协议】

　１２月１８日，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台办
主任吴华朗，台办副主任范耀良，台联

会会长刘祖辰率宝山区台联会一行到

安徽省芜湖市签订两地台联会友好共

建结对协议，双方介绍两地经济、社会

发展概况和台联会建设发展成果，协商

加强交流互动，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协同发展。

【市台协宝山工委会走访友谊路街道】

　１２月２２日，市台协副会长、宝山区工
委会主委李德治，市台协理事、上海鸿

文国际职业高级中学理事长周兆雄，市

台协宝山区工委会荣誉主委马海龙等

一行到友谊路街道办事处走访慰问青

年学生，并捐赠４万元助学金。宝山区

台办主任吴华朗、副主任范耀良，友谊

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冉旭、社

区共建办主任黄启群及有关居委干部

参加活动。李德治、周兆雄分别代表

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和上海鸿文国际

职业高级中学向青年学生捐赠助学

金，冉旭代表友谊路街道敬献锦旗。

（沈竞春）

机关事务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以下简称区机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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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０场次；文件
复印约４３０万份、装订约２４万份；保障
用餐约８５万人次；安全行车约３２万千
米；政府集中采购金额１００４亿元。完
成区委全会、区“两会”，吴淞创新城首

发项目开工仪式、吴淞滨江贯通亮灯仪

式暨国庆广场交响音乐会等重要会议、

重大活动后勤保障工作。年内，获“上

海市节约用水示范（标杆）机关”“２０２０
年度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工作先进集

体创评工作流动红旗”等称号。

【公务用车管理】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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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计划，办理车辆更新、报废审批 ４２
件。建成宝山区综合行政执法用车管理

平台，全区２３５辆行政执法用车纳入平
台管理，调度使用综合行政执法车约

４３００车次。

【办公用房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机管局完
成区司法局、区工商联、区委政法委办公

用房调配及面积核定。摸底检查区规资

局、区委党校、友谊路街道等１６家单位
约６３万平方米办公用房配备、使用情
况。年内，实施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办公

用房维修改造计划，区统计局、区水务局

等２２项维修改造项目，区劳动仲裁院、
区婚登所等５项抢修工程按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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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节能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机管
局在２个集中办公点约２８个单位完成
节水型表具安装和设施设备改造。指导

推进６２个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能源审计。
委托第三方节能服务公司对８４个公共
机构生活垃圾分类情况开展抽查。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２０２０年，区机管
局发布倡议书，张贴宣传海报，成立志愿

者队伍，号召机关干部职工养成良好用

餐习惯。对接用餐单位、预测用餐数量，

精准采购、适量备货，分析每天菜肴售卖

情况，增加餐厨垃圾统计频次，科学统计

分析餐饮数据，推出“半份菜”“半份饭”

“论个卖”、大锅小炒、食材再加工等措

施，减少浪费。

８月２９日，机关食堂推出“半份菜”“半份饭”等服务 区机管局／提供

【后勤管理服务保障】　２０２０年，区机管
局组织完成区政府所属３２个行政单位
２０１９年度机关运行成本统计调查。根
据各机关大院各部门需求，配置、更新固

定资产１１５５件，处置 ７１件。在淞宝路
５０号机关大院开办机关第八食堂。在
友谊路１５—１７号机关大院出入口安装
人脸识别系统。

【举办第八届节能公益论坛】　６月 １５
日，区机管局在大场镇举办第八届节能

公益论坛，论坛以“本市节能工作现状和

相关技术推广”为主题，介绍上海市节能

工作现状、节能政策法规、节能技术应用

及推广案例，大场镇约１２０人参加论坛。
（仇凯来）

对口支援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完成上海市计
划内对口支援项目 １０１个，资金 ９５４７５
万元。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

２９个项目，资金６４８３５万元；云南省维西
傈僳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维西县”）６个
项目，资金５０００万元；云南省曲靖市及
下辖宣威市、会泽县、富源县、师宗县、罗

平县共６６个项目，资金２５６４０万元。完
成宝山区计划外携手奔小康项目 １３７
个，资金３５０３万元。其中：新疆叶城县
１４个项目，资金４７０万元；新疆克拉玛依
市１个项目，资金３５０万元；云南维西县
１３个项目，资金４５０万元；云南省曲靖市
及下辖宣威市、会泽县、富源县、师宗县、

罗平县共 １０９个项目，资金 ２２３３万元。
动员向对口地区援助社会帮扶资金

５２１３万元，其中新疆叶城县１２２０万元，
云南省维西县６７５万元，云南省曲靖市
３３１７万元。承办对口地区人力资源培
训项目 ３２批次，１４８１人，２５８７４人次。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率队分７次赴结
对县（市）开展调研对接，与结对县（市）

召开１３次联席会议。宝山区发动１５个
街镇园区、５家区属企业、７５个村居、３５９
家企业和３４个社会组织与对口帮扶地
区３２个深度贫困乡镇、６２２个深度贫困
村结对，实现贫困乡镇和深度贫困村结

对全覆盖。动员１９４家企业助力挂牌督
战新疆叶城县、云南省会泽县，结对挂牌

督战村１３６个，投入 ２６９４万元，其中助

力叶城县社会力量４７个，结对挂牌督战
村２３个，投入帮扶资金４９９万元；助力
会泽县社会力量１４７个，结对挂牌督战
村１１３个，投入帮扶资金２１９５万元。举
办２０２０年宝山·维西青少年“手拉手”
活动。

【区主要领导率队赴云南开展扶贫协

作】　９月９—１２日，区委书记陈杰率区
党政代表团赴云南省富源县、宣威市、会

泽县、罗平县和师宗县调研对接东西部

扶贫协作工作，在会泽县召开宝山—曲

靖扶贫协作第五次高层联席会议。会上

分别与各县（市）签订２０２０年度东西部
扶贫协作“携手奔小康”行动协议，并向

曲靖市捐赠上海市、宝山区项目资金

２７１４０万元。会后，代表团赴会泽县电
子厂扶贫车间、家庭生态农场，宣威市灯

盏花基地、板桥稻虾轮作种养示范基地，

富源县肉牛养殖基地，师宗县斗坞冬桃

基地，罗平县宝钢包装覆膜铁罐装生产

线、棠梨凹乡村旅游建设等沪滇扶贫协

作项目点调研，考察会泽县以礼街道卫

生服务中心、挂牌督战的宝云街道交支

村，宣威市复兴佳园安置点党建示范点，

富源县脱贫攻坚展览馆、沪滇消费扶贫

体验中心等项目，并慰问２１名援曲靖市
干部、人才，走访慰问６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１０月２９—３１日，区委副书记、代区
长高奕奕率代表团赴云南省维西县开展

扶贫协作考察调研。１０月３０日，召开宝
山—维西扶贫协作高层联席会议。会

上，宝山区与维西县签订２０２０年度东西
部扶贫协作“携手奔小康”行动协议，向

维西县捐赠上海市、宝山区项目资金

５８２０万元。会后，代表团慰问援维西干
部、人才，并考察沪滇协作项目塔城镇其

宗村中药材重楼育苗基地，走访慰问 １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区主要领导率队赴新疆叶城县开展对

口支援】　１０月１１—１４日，宝山区委副
书记、代区长高奕奕，宝山区委常委、副

区长袁罡率宝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叶城县

考察调研对口支援工作，并召开２０２０年
上海宝山—新疆叶城对口支援高层联席

会议。向叶城县捐赠２０２０年上海市、宝
山区项目资金 ６５２７５万元，双方签订
２０２０年对口支援“携手奔小康”行动协
议。其间，代表团考察依提木孔乡卫星

工厂、安居富民房、庭院经济及叶城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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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援疆项目，慰问２户脱贫建档立卡
贫困户，看望援疆干部。

【人才对口支援】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开
展对口支援地区人力资源培训班３２批
次，１４８１人，２５８７４人次。其中，为对口
地区举办党政干部培训班１１批次，５７７
人，１０５７５人次；专业技术人才培训班
２１批次，９０４人，１５２９９人次。选派赴云
南挂职干部１０人，其中云南省维西县２
人，云南省曲靖市 ８人；计划外增派 ３
名区供销合作总社、１名农委年轻干部
分赴深度贫困县维西县、会泽县、宣威

市挂职；选派６名医生、６名教师分赴云
南省曲靖“一市四县”和维西县支医支

教。选派赴新疆叶城县挂职干部 １２
人；选派８名医生、４４名教师赴叶城县
支医支教。

【产业扶贫】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引导到
新疆叶城县产业扶贫项目２４个，实际投
资额３１１亿元，产业合作惠及贫困人口
２２３８人。在云南省富源县，引进上海熙
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成立的云南名

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惠及建档立卡

贫困户３０７人；在会泽县，引进成立会泽
达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惠及建档立卡

贫困户１０人；在罗平县，引进成立芸林
苗木种植中心（有限合伙）、宝罗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１３
人；在宣威市，引进上海嫩丫食品有限公

司，成立云南嫩丫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８人；在维西
县，引进上海宝维三江旅行社有限公司，

成立维西天锦旅行社有限公司，惠及建

档立卡贫困户６人。

【举办对口帮扶地区商品展销会】　１月
２—２２日，宝山区举行２０２０年对口地区
特色商品新春巡回展销，组织企业参加

市新春大联展等，销售额近１３０万元，其
中组织进机关食堂展销９场、进企业展
销３场。１０月１０—１５日，举办“畅享健
康生活，爱心助力脱贫”为主题的宝山区

对口地区农特产品金秋大展销暨文旅推

介会，宝山对口帮扶地区云南省维西县、

罗平县、师宗县、富源县、宣威市、会泽

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友好地区江苏省

滨海县，浙江省庆元县、龙泉市，沪连友

好合作地区共９９家企业千余类商品参
展。活动期间零售额达３００余万元，比

上年增长２３倍。

【开展消费扶贫】　２０２０年，区合作交流
办发动全区６３家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
参与“爱心认购、助力脱贫攻坚”活动，

销售５５万元对口地区农特产品。新疆
叶城县：３月，在上海西郊国际设立叶城
农特产品展示展销中心上海店；５月，在
宝山区“五五购物节 Ｅ购市集”青鲜优
选直播间中销售叶城农特产品，宝山区

供销总社与叶城县电商平台签订消费扶

贫采购协议，采购５００万元消费扶贫大
礼包；６月，在首届上海夜生活节中，叶
城县红枣、核桃受到消费者欢迎；９月，
在宝山诺亚新天地农工商超市设立叶城

农副产品销售专区；１２月，在星月广场
设立叶城农副产品和馕文化展销中心。

帮助培育龙头企业（或农民合作社）３
个，采购、销售新疆农产品或手工艺品

２１１３５３万元，其中采购“百县百品”
２１０５万元。８月，举行维西县旅游文化
推介系列活动；帮助维西县培育龙头企

业（或农民合作社）２个；采购、销售对口
地区农产品或手工艺品５１８万元，其中
采购“百县百品”２５２万元。帮助曲靖市
培育龙头企业（或农民合作社）１４个；采
购、销售对口地区农产品或手工艺品

９３２５万元，其中采购、销售“百县百品”
产品５５５３万元。

【开展携手奔小康帮扶行动】　 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建立区与县、镇与深度贫困

县、镇与乡（镇）、村与村四级联动携手

奔小康机制。宝山区共发动１５个街镇
园区、５家区属企业、７５个村居、３５９家
企业和 ３４个社会组织与深度贫困乡
镇、村结对。新疆叶城县：深度贫困乡

镇结对１１个；深度贫困村结对１３３个；
参与结对的东部乡镇（街道）６个，东部
村居１０个，东部企业 ９８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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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个，其中
深度贫困村结对 ４４个；参与结对的东
部乡镇（街道）５个，东部村居 ２个，东
部企业２８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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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个；
深度贫困村结对４４５个；参与结对的东
部乡镇（街道）７个，东部村居６３个，东
部企业２３３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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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社会力量助力挂

牌督战，叶城县：社会力量参与 ４７个，
其中民营企业结对 ４７个；结对挂牌督
战村２３个，其中民营企业结对 ２３个；
实际投入帮扶资金４９９万元，其中民营
企业投入 ４９９万元；实际帮扶项目 ４６
项；帮助贫困人口就业 ６９人。曲靖市
会泽县：社会力量参与１４７个，其中，民
营企业结对 １４１个，社会组织结对 ６
个；结对挂牌督战村１１３个，其中，民营
企业结对 １１２个，社会组织结对 ６个；
实际投入帮扶资金 ２１９５１８２万元，其
中，民营企业投入２１４４１８２万元，社会
组织投入 ５１万元；实际捐物折款数
４２８万元，全部是民营企业捐赠；实际
帮扶项１７４项，其中，民营企业实施１６８
项，社会组织实施 ６项；帮助贫困人口
就业６１人，全部是民营企业；消费扶贫
１３４６３１３万 元，其 中，民 营 企 业

１３１６３１３万元，社会组织３万元。

【开展就业援滇】　２０２０年，区人社局全
年组织赴当地就业招聘２９次，成功签约
２２６７人。帮助转移就业２０７５３人，其中
就近就地就业１７３４４人，异地转移就业
３４０９人（含转移来沪就业 ２８６人，转移
其他地区就业 ３１２３人）。３月 １１—１３
日，区人社局到对口劳务协作地区曲靖

市，落实上海臻臣化妆品有限公司定向

招聘。３月１２日，区人社局赴云南省罗
平县，开展现场劳务协作招聘会活动，达

成初步就业意向３０余人，３月１６日，首
批１１名当地求职人员抵沪就业。９月
１４日，区人社局到对口帮扶的曲靖市下
辖一市四县开展就业扶贫专项工作。１０
月２６日，区人社局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到
云南省会泽县举行２０２０年沪滇劳务协
作专场招聘会。

【推进对口交流交往】　６月２９日—７月
３日，云南维西县青年代表团到宝山调
研青年创新创业。８月１５—２１日，维西
县９２名师生到宝山参加宝山—维西青
少年“手拉手”活动。９月２２—２８日，宝
山区参与疫情防控一线社区工作者到维

西县开展学习交流。１１月１—６日，维西
县基层妇联干部到区妇联考察学习。１２
月１日，维西县部分非遗传承人到上海
大学开展为期１个月的学习培训。

（王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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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对口支援７个县村村结对帮扶情况
省

（自治区）
地州市 县 东部单位 西部单位 结对类型

财政援助
资金（万元）

云南省

迪庆藏族
自治州

维西
傈傈族
自治县

大场镇场中村 白济汛乡碧罗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联东村 白济汛乡共恩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曲靖市

会泽县

师宗县

宣威市

罗店镇北金村 乐业镇鲁贝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罗店镇东南弄村 大井镇刘家山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海陆村 迤车镇梨园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聚源桥村 迤车镇中寨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段泾村 迤车镇阿里窝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海陆村 迤车镇石板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聚源桥村 迤车镇台子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茂盛村 迤车镇小米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沈家桥村 迤车镇店子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沈巷村 迤车镇坪洞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沈巷村 迤车镇小河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新丰村 迤车镇小街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月狮村 迤车镇阿都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长春村 迤车镇营盘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党委 待补镇咩则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杨行镇西浜村 上村乡法科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杨行镇北宗村 老厂乡茶花箐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杨行镇陈巷村 上村乡大户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杨行镇城西二村 老厂乡田尾巴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杨行镇城西一村 老厂乡拖基噶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杨行镇湄浦村 上村乡大河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杨行镇钱湾村 矿山镇矿山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杨行镇三汀沟村 老厂乡尹武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杨行镇泗塘村 矿山镇二台坡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杨行镇西街村 矿山镇洒衣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吴淞街道党工委 古城街道青云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庙行镇场北村 竹基镇斗坞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庙行镇场北村 竹基镇永安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庙行镇康家村 五龙乡大厂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庙行镇康家村 五龙乡得勒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庙行镇野桥村 竹基镇阿白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庙行镇野桥村 竹基镇本寨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广福村 龙庆乡泥槽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

顾村镇老安村 雄壁镇扯乐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

顾村镇羌家村 五龙乡花桂村 东部乡镇（街道）—西部乡镇 ／

顾村镇沈宅村 龙庆乡庄科村 东部乡镇（街道）—西部乡镇 ／

大场镇场南村 倘塘镇启龙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场南村 倘塘镇得宜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场南村 倘塘镇铺子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场南村 倘塘镇旧堡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东方红村 倘塘镇发赛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东方红村 热水镇得德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东方红村 倘塘镇茂宗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东方红村 倘塘镇三岔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丰明村 阿都乡谷兴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丰明村 阿都乡荣胜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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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省
（自治区）

地州市 县 东部单位 西部单位 结对类型
财政援助
资金（万元）

云南省 曲靖市 宣威市

大场镇丰明村 阿都乡阿都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丰明村 阿都乡梨树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丰收村 宝山镇戛立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丰收村 宝山镇摩戛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丰收村 乐丰乡色官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丰收村 乐丰乡水炉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葑村村 宝山镇安益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葑村村 宝山镇乐红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葑村村 乐丰乡姑着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葑村村 乐丰乡团结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红光村 阿都乡合庆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红光村 阿都乡施都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红光村 乐丰乡明德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红光村 乐丰乡前吉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联东村 乐丰乡建文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联东村 阿都乡增坪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联东村 阿都乡大佐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联西村 阿都乡发吉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联西村 阿都乡银厂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联西村 乐丰乡邓家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联西村 乐丰乡新村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南大村 阿都乡姜棚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南大村 阿都乡同兴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南大村 乐丰乡三联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南大村 乐丰乡新月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场中村 倘塘镇贝古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场中村 倘塘镇松林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大场镇场中村 倘塘镇新乐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段泾村 落水镇马图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茂盛村 落水镇多乐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钱潘村 落水镇瑞洞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沈家桥村 落水镇海子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新丰村 落水镇灰硐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月浦镇月狮村 落水镇三道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陈家行村 东山镇李家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顾村村 东山镇八大河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广福村 东山镇老营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归王村 东山镇瓦路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胡庄村 东山镇法着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老安村 东山镇海那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羌家村 东山镇米乐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沈杨村 东山镇坪子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沈宅村 东山镇安迪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盛宅村 东山镇朝阳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星星村 东山镇镇雄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杨木桥村 东山镇格木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正义村 东山镇赤那河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朱家弄村 东山镇协法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白杨村 东山镇芙蓉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党委 乐丰乡店子村党总支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顾村镇谭杨村 东山镇恰德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５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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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省
（自治区）

地州市 县 东部单位 西部单位 结对类型
财政援助
资金（万元）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 叶城县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三星村 乌吉热克乡阿亚格古勒巴格（１）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３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五星村 乌吉热克乡巴什古勒巴格（２）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３

顾村镇白杨村 依力克其乡阿亚格色日克阿塔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３

顾村镇陈家行村 依力克其乡巴什拉依喀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３

顾村镇顾村村 依力克其乡阿亚格拉依喀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３

顾村镇胡庄村 依力克其乡依力克其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３

顾村镇沈杨村 西合休乡热斯喀木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３

顾村镇盛宅村 依力克其乡喀帕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３

顾村镇谭杨村 依力克其乡巴什色日克阿塔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３

顾村镇星星村 依力克其乡夏玛勒巴格村 东部村（社区）—西部贫困村 ３

〗合计 ５０５

（王　岚）

合作交流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合作交流办接待外
省市来访团组１６批１５８人。完成第三
届进博会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省部

级团组内宾接待工作。开展区域合作工

作，组织友好地区参加宝山区“国家扶贫

日”农产品展销及文旅推介活动，深化与

江苏省滨海县、海门市、太仓市，浙江省

庆元县、龙泉市战略合作关系；加强与辽

宁省普兰店区对口合作，两地供销社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将普兰店区特色农产

品纳入宝山区供销社销售渠道。

【迪庆州扶贫办代表团到访宝山】　５月
２０日，云南省迪庆州扶贫办党组书记、
主任，沪滇扶贫协作迪庆州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施春德率团来区对接东西部扶

贫协作与对口支援工作，并与区农委、区

商务委、区卫健委、区教育局、区文旅局、

区合作交流办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座谈

交流。

【天津市河东区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７月１３日，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
记、区长陈杰会见天津市河东区委书记

范少军率队的党政代表团，双方就城市

规划、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等

方面开展座谈交流。

【天津市河东区考察团到访宝山】　８
月２０日，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

区长陈杰，区委常委、副区长王益群，副

区长倪前龙会见由天津市河东区委副

书记周波率领的考察团。区领导王益

群、倪前龙及相关委办局与考察团就社

区通应用及老旧社区改造工作开展座

谈交流。

【云南省维西县文化旅游推介会】　８月
２７日，云南省维西县旅游文化推介系列
活动举行。通过深度推介维西文化旅游

资源、分享维西文化旅游体验等方式，共

谋维西农特产品销售与维西旅游扶贫新

篇章。

【云南省维西县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８月２６—２８日，由县委书记格桑纳杰
率领的云南维西县党政代表团到宝山

对接扶贫协作、进行文旅推介、考察学

习社区治理、乡村振兴、产业转型等，并

召开宝山—维西扶贫协作高层联席

会议。

【山东省青岛市考察团到访宝山】　９月
３日，宝山区副区长陈云彬会见青岛市
考察团，考察邮轮产业发展和邮轮母港

建设。

【云南省曲靖市团队到宝山参加对口地

区农特产品展销会】　１０月１０—１１日，
曲靖市副市长罗世雄率团队到宝山区参

加２０２０年对口地区农特产品金秋大展
销暨文旅推介会开幕式，并考察乡村振

兴工作。

【友好地区到宝山参加对口地区农特产

品展销会】　１０月１０—１１日，辽宁省普
兰店区，浙江省庆元县、龙泉市，江苏省

滨海县有关领导到宝山区参加２０２０年
对口地区农特产品金秋大展销暨文旅推

介会开幕式。１０日，大连市普兰店区供
销社与宝山区供销社签订对口合作战略

框架协议。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党政代表团到访

宝山】　１１月１０日，会泽县委副书记杨
军率党政代表团到宝山考察，双方共商

对口帮扶事宜，考察学习杨行镇、罗店镇

乡村振兴建设经验。

【云南省曲靖市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０月１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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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陈杰，区委副书记、代区

长高奕奕会见代表团，双方举行扶贫

协作第六次高层联席会议。代表团还

前往罗泾镇考察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

村建设情况、赴高境镇三邻桥体育文

化公园考察社区体育文化产业建设

情况。

【云南省曲靖市考察团到访宝山】　１１
月１４日，曲靖市委常委、副市长谷超灵
和副市长刘本芳率团到访宝山。副区长

陈尧水、陈云彬会见考察团，双方分别就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及拆临拆违工作开

展座谈交流，并参观宝山九村、吴淞污水

处理厂。 （王　岚）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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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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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辽中区 １９８６．５ 与原宝山县

辽宁省新民市 １９８６．５ 与原宝山县

辽宁省于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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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双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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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江山市 １９８９．９

福建省蒲城县 １９８９．１０

江西省龙南县 １９９０．６

广东省红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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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姜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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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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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立山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内蒙古自治区昆都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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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１９９８．８ 对口支援

福建省湖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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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区地方志办公室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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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编纂出版。推进街镇修志及
专业志编纂工作，审阅《吴淞街道志》，

《庙行镇续志》完成出版，罗泾镇《海星

村志》启动编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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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年鉴

（２０２０）》宝山区分目组稿和编纂任务，

完成市方志办搜（征）集整理疫情防控

工作资料。协助整理宝山“四史”学习

教育红色文化地标上海解放纪念馆外延

展板相关图文资料。

【协助国家方志馆江南分馆资料征集】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文化发展战略，协助苏州市方志办开

展国家方志馆江南分馆落户前期工作，

根据江南分馆展陈“千年一曲咏江南”

大纲，查找整理宝山相关历史资料，形成

约１７万字２８个条目资料，反映宝山的
历史及地域特色。

【《宝山年鉴（２０２０）》出版发行】　１２
月，《宝山年鉴（２０２０）》由上海辞书出

版社出版发行。《宝山年鉴（２０２０）》是
《宝山年鉴》创刊以来连续出版的第３１
卷。全书近 １０９万字，设置 ９个篇目、
４３个类目、１８９个分目、１５１９个条目，串
文图片 ２５１幅，表格 １５４张，并附主题
词索引、表格索引、随文图片索引，记载

宝山区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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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筑梦罗泾———２０２０罗泾
镇第十届摄影大赛”作品。《宝山年鉴

（２０２０）》在宝山区政府门户网（ｈｔ
ｔｐ：／／ｗｗｗｓｈｂｓｑｇｏｖｃｎ／ｓｈｂｓ／ｂｓｎｊ／ｉｎ
ｄｅｘｈｔｍ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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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宝利

综　述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政协坚持团结和民
主两大主题，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履职尽责。共征集到提案 ２０１
件，其中委员个人提案１４２件，委员联名
提案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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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件。经提案委员会审
查，归并提案３件，转社情民意３２件，撤
销提案 ７件，立案 １５９件。至 ２０２０年
底，所立提案均已办复。全年提交疫情

防控、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等相关社情民

意信息１１７４件，其中，被全国政协录用６
件，市领导批示 １５件，市政协录用 ９３
件，编发社情民意专报５期，区领导批示
３期。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２０２０年，区政协
团结引导社会各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下携手前进，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确保与区委政治上同向、

思想上同心、行动上同步。构建“大党

建”工作格局，完善组织体系，发挥政协

党组领导作用。巩固拓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抓牢“四史”学

习教育，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委

员读书活动，教育引导政协委员、机关干

部、界别群众把准精髓要义，传承红色基

因，凝聚前行动力。

【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２０２０年，区
政协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各类协商活动。

聚焦“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优化营

商环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等内

容，深入开展专题协商。以“提高城市治

理现代化水平”“加快建设更具魅力的

国际邮轮之城”为主题，组织２次界别协
商。围绕“宝山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集

聚”等议题，组织１４次对口协商。邀请
区委常委领衔重点提案办理，扩大区领

导参与提案办理协商范围，扎实推进“１
＋Ｘ”（１件重点提案 ＋若干件相关提
案）重点提案办理协商模式，全年区领导

领衔重点协商办理提案共２４件。举办
以“助力宝山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的论坛。围绕城市建设、运行安全、社区

治理等方面，以垃圾分类、食品安全以及

制造业、建筑业安全生产等难点问题为

切入点，开展１５次专项监督。围绕“借
力宝武创新优势、发挥上大科创资源优

势、加快盘活园区低效用地、打造区港联

动产业新高地、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

设”等内容，形成 ２６篇调研报告，其中
“关于促进宝山区氢能源产业发展的建

议”作为主席会议建议案，提交区委、区

政府决策参考。

【坚持履职为民理念】　２０２０年，区政协
倡议并发动政协系统和广大委员积极投

身疫情防控阻击战，派出近２０名机关干
部支援社区一线抗疫。主动服务“六

稳”“六保”工作，实地走访企业 １４０余
家，听取诉求意愿，帮助纾困解难。制定

《关于探索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

接的试点工作建议方案》。拓展委员深

入社区的途径与渠道，密切委员与村

（居）委的双向联系，全年共有２０２人次
委员参与各联络组活动。探索“联络组

拟题”等模式，围绕“推进‘智能梯控’报

警系统运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主

题开展协商议事，助推基层协商规范化、

制度化。以《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文件出台为契

机，推动基层政协制度在坚持中发展、在

巩固中完善。 （谢　颖）

主要会议

【区政协八届四次会议】　１月６—９日，
政协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

区委党校举行。会议应出席委员 ２９２
名，实到２６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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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会议以来提案

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大会决议。与会委员

列席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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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区长陈杰

听取大会发言并讲话。１２名委员作大
会发言，书面发言１３篇。

【区政协八届常委会会议】　２０２０年，区
政协全年共召开６次常委会会议。第二
十次常委会会议于１月８日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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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会议决议（草案），提请大会通过；

通过区政协关于八届四次会议期间提案

征集情况的报告（草案）；讨论通过区政

协２０２０年度协商工作计划（草案）情况。
第二十一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于 ４月
１６日召开，听取副区长倪前龙通报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和区委常委、人

武部政委陈永献所作的“新时代人民武

装工作情况”专题通报，审议通过《关于

进一步加强专门委员会工作的意见》。

第二十二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于 ５月
２８日召开，听取区委常委、副区长苏平
通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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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情况和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黄

辉所作的近期“公安工作情况”专题通

报。第二十三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于９
月１７日召开，以“助力宝山经济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组织论坛。第二十四次常

委会（扩大）会议于１０月１３日召开，听
取副区长陈尧水通报“提升科技创新策

源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

和“２０２０年区政协提案办理情况”专题
通报，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第

二十五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于１２月２４
日召开，听取区委书记陈杰通报《区委

“十四五”规划建议》《科创中心主阵地

建设的实施意见》相关工作情况，审议区

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有关事项。

（谢　颖）

重要活动

【区委领导调研政协工作】　２月１２日，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陈杰，

区委副书记周志军等一行调研区政协工

作，区政协领导丁大恒、沈伟民、张晓静、

沈天柱、罗文杰、李岚等参加。丁大恒通

报２０１９年区政协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工作要点以及年度协商工作
计划。区政协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列席

会议。

１２月３日，区政协围绕“宝山氢能源产业发展情况”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年末视察
区政协办／提供

【市政协到宝山调研】　４月２８日，市政
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邵林初带队到

罗泾镇海星村、月浦镇聚源桥村实地考

察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推进情况，并就

“影响农业农村发展活动的主要瓶颈问

题及对策措施”组织座谈交流。区政协

主席丁大恒，副主席沈天柱等陪同。７
月９日，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在宝
山区召开《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与

促进条例（草案）》听取意见建议座谈

会，开启市政协促进委员参与立法协商

工作向基层延伸的试点工作。９月 ２
日，市政协副主席徐逸波率市政协社会

和法制委、文化文史委及港澳台侨委分

党组到宝山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活动。

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副主席张晓静陪同。

９月２３日，市政协机关党组成员、办公
厅副主任杨峥率市政协办公厅第五党支

部到宝山开展支部活动。区政协副主席

沈天柱陪同。

【市政协地区政协联络指导组到宝山考

察调研并召开各区政协秘书长例会】　５
月２７日，市政协地区政协联络指导组组

长方莉萍带队到宝山考察调研，区政协

主席丁大恒等陪同，随后召开各区政协

秘书长例会。

【开展“关于促进宝山氢能源产业发展

的对策研究”重点课题调研】　２０２０年，
区政协成立课题小组，到区内相关企

业、园区开展调研，并到嘉定氢能港等

地学习考察。聚焦宝山转型发展中热

点难点问题，突出抓好社情民意信息成

果转化工作，其中“关于在上海宝山建

立氢燃料电池重型汽车生产和应用示

范基地的建议”社情民意信息获市委常

委、副市长批示。形成“关于促进宝山

区氢能源产业发展的建议”主席会议建

议案，从顶层设计、科技创新、示范效

应、平台整合、互联发展 ５个方面提出
具体建议，报区委、区政府参考，为宝山

制定“十四五”发展规划、推动新兴产业

创新发展献计。

【开展２０２０年度年中视察】　７月２日，
区政协围绕“产业发展、重大工程建设与

乡村振兴”组织年中视察，来自９个专委
会６０余名委员实地察看能良电商、祁连
山路—陆翔路隧道、祁连山路大桥、顾村

镇沈杨花卉苗木基地以及泰和污水处理

厂。区政协领导丁大恒、张晓静、沈天柱

等参加。视察中，委员结合各自专业、关

注焦点，从后疫情时代平台经济健康发

展、惠民利民工程项目布局实施及乡村

发展产业支撑等方面建诤言、献良策。

区商务委、区农业农村委、区建管委、区

水务局分别通报相关工作，顾村镇、高境

镇等领导陪同。

【开展界别协商】　７月２３日，区政协围
绕“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宝山区

‘一网统管’工作情况”开展界别协商。

副主席张晓静出席并讲话。委员们参观

区城运中心，听取相关工作情况的介绍，

与有关部门协商交流，并积极建言献策。

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教科卫体委、文

化文史和学习委委员代表，民革、民盟、

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

知联会、共青团、青联、科技科协等界别

委员代表，区城运中心、区信息委、区应

急管理局、区网格化中心、区水务局等部

门负责人参加。１０月２９日，区政协围绕
“加快建设更具魅力的国际邮轮之城”

组织界别协商，副主席张晓静出席并讲

话。区滨江委负责人介绍邮轮滨江带规

划、发展等相关工作情况。区政协经济

委、企业发展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委员

代表，民建、农工党、工会、体育等界别的

委员代表分别从持续重视防疫工作、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公共空间布局、推

动产业与商旅文融合发展等方面协商交

流、积极建言。

【举办“助力宝山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协

论坛】　９月１７日，区政协举办以“助力
宝山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论坛活

动。区委书记陈杰，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高奕奕出席并讲话，区政协主席丁大恒

主持并致辞。８位委员分别围绕宝武创
新优势、上大科创资源优势、盘活园区低

效用地、促进平台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示

范村建设、产教融合发展、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宝武氢能产业园等方面，分析阐述

宝山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中面临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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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题和短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

议。区领导王益群、陈云彬、倪前龙、张

晓静、沈天柱、罗文杰、李岚，区政协老领

导杜玉英，区相关委办局，各街镇园区，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有关团体负责人等

出席论坛。

【开展２０２０年度年末视察】　１２月１—
３日，区政协聚焦“科创建设、智能制造、
民生保障、能源发展”等专题，组织３条
线路年末视察。区政协领导丁大恒、张

晓静、沈天柱等参加。围绕“吴淞创新城

转型推进情况”，视察吴淞口国际科创城

首发项目、宝钢不锈钢有限公司、会博中

心、博绣荟文创园。围绕“宝山智能制造

和民生发展情况”，视察华域皮尔博格泵

业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赛奥分离技术

工程有限公司、月浦恬逸养老院、宝山再

生能源利用中心。围绕“宝山氢能源产

业发展情况”，视察宝武车辆加氢站、宝

钢制氢储氢供氢站、上海杰宁新能源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展专项民主监督】　２０２０年，区政协
围绕城市建设、运行安全、社区治理等方

面，以垃圾分类、食品安全以及制造业、

建筑业安全生产等难点问题为切入点，

开展１５次专项监督。发挥协商式监督
特色和优势，助推全区各项重点工作落

地落实落细。 （谢　颖）

提案办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政协八届四次会议
以来，共征集提案２０１件，其中委员个人
提案１４２件，委员联名提案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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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件。经提案委员会审查，归并提案３
件，转社情民意 ３２件，撤销提案 ７件，
立案 １５９件。至 ２０２０年底，所立提案
均已办复。其中：提案办理结果为“已

采纳”和“已解决”的有 １３６件，占
８５５％；“正在研究”和“正在解决”的
有１８件，占１１３％；“留作参考”和“暂
难解决”的有５件，占３２％；委员对办
理结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的有

１５６件，占 ９８１％；表示“理解”的有 ３
件，占１９％。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推动重点地区功

能提升】　２０２０年，区政协共提出相关

提案３９件，占２４５％。主要有：企业发
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提升宝山区域经

济密度的对策建议”，许斌委员关于“加

强环上大科技圈建设，助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建议”，裘东方委员“关于推动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发展的建议”，民革区

委和区台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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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区委“关于宝山智慧农业

的几点建议”。

【改善民生】　２０２０年，区政协共提出相
关提案４６件，占２９０％。主要有：农工
区委关于“整合区级医疗资源，打造‘北

上海’医疗中心的建议”，致公党区总支

部“关于加强托育服务市场培育和管理

的建议”，黄磊委员“关于让长护险拒绝

‘买汰烧’的建议”，苏雯委员“关于进一

步推进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建议”。

【推动社会治理】　２０２０年，区政协共提
出相关提案５３件，占３３３％。主要有：
区知联会“关于宝山区社会治理创新的

建议”，民盟区委“以‘社区通’为引擎，

建设宝山基层社区治理新高地的建议”，

区工商联关于“加强对运输企业自用柴

油罐管理的建议”，刘新宇等３位委员关
于“研究运用区块链技术，创新宝山预付

卡网上登记备案机制的建议”，得到区有

关部门采纳。

【促进生态发展和提升文化软实力】　
２０２０年，区政协共提出相关提案２１件，
占１３２％。主要有：企业发展委员会
“关于促进宝山区氢能源产业发展的建

议”，杨正波等４位委员“关于加强越剧
艺术传承，打造宝山文化名片的建议”，

刘祖辰等８位委员“关于推进节能环保
工作的建议”“关于提升市民科技文化

素质的建议”等。 （谢　颖）

专委会工作

【提案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该专委会深化
“１＋Ｘ”提案办理协商模式，组织修订
“政协宝山区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的意

见”，倡导提案办理协商“三次面对面”，

首次以文代会，全面实行“线上线下”相

结合沟通协商。《联合时报》、“政协头

条”等先后多次报道宝山提案及提案办

理协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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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宝山区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集聚的思

考”“吴淞滨江工业遗存的保护与开发

的建议”调研报告。与区民政局就“以

‘社区通’为引擎，建设宝山基层社区治

理新高地的对策建议”重点提案开展办

理协商。组织委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

《关于加快宝山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

设，打造智慧能源综合示范区的建议》

《借力宝武创新优势，引领宝山经济高质

量发展》等论文。与区人保局及相关部

门围绕“宝山区产业转型升级与人才集

聚的思考”主题开展对口协商。

【经济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该专委会完成
“关于促进宝山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对

策研究”“关于促进宝山平台经济发展

的对策思考”“打造宝山邮轮产业集群

路径研究”调研报告。与区经委、区市场

监管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交通委以及区

应急管理局就“加强对运输企业自用柴

油罐管理的建议”重点提案开展办理协

商。组织委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关于

促进宝山外资外贸发展的对策思考》等

论文。联合企业发展委与区科委围绕

“对标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宝山科技型企

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对口协商，联合

人口资源环境委与区农业农村委围绕

“整合优势资源、创新合作平台，推进宝

山民营企业主动参与乡村振兴战略”主

题开展对口协商。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该专
委会完成“关于促进吴淞创新城实现

‘产城融合，创新发展’的建议”等调研

报告。与区卫健委就“关于推进‘互联

网＋护理服务试点’的思考”重点提案
开展办理协商。组织委员参加政协论

坛，完成《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促

进宝山产城融合发展》论文。联合企业

发展委与区水务局围绕“开展河道持续

综合整治，加强对?藻浜水质保护”主题

开展对口协商，联合经济委与区农业农

村委围绕“整合优势资源，创新合作平

台，推进宝山民营企业主动参与乡村振

兴战略”主题开展对口协商。

【教科卫体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该专委会
完成“高质量推进‘双城战略’高标杆打

造‘南大智慧创新城区’”“关于促进宝

山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调研

报告。与区教育局就“关于促进宝山老

年教育发展的建议”重点提案开展办理

协商。组织委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发

挥上大科创资源优势，推动宝山产业高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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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智慧之光”照亮南大智慧

城建设之路》等论文。与区信息委围绕

“高质量推进‘双城战略’高标杆打造

‘南大智慧创新城区’”主题开展对口协

商，与区卫健委围绕“高质量推进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主题开展对口协商。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该专委
会完成“关于在疫情防控形势下促进教

育培训市场健康发展 完善教育培训机

构管理的建议”调研报告。与区房管局

就“关于促进住宅小区综合执法的建

议”重点提案开展办理协商。组织委员

参加政协论坛，完成《促进宝山区实体商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关于促进

我区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等论

文。与区教育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检察

院围绕“规范教育培训机构秩序”主题

开展对口协商。与区应急管理局围绕

“加强城市安全运行”主题开展对口

协商。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该
专委会完成“关于促进文体产业与邮轮

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考”“进一步加强宝

山红色遗址遗迹的保护与利用”调研报

告。与区文旅局就“关于加强越剧艺术

传承，打造宝山文化名片的建议”“推进

乡村民宿发展”“尽快保护新四军吴淞

情报组原址”等重点提案，开展“１＋Ｘ”
提案办理协商。组织委员参加政协论

坛，完成《文化引领、产业导入，推进滨江

文化带建设》论文。与区委党史研究室、

区文旅局围绕“关于加强宝山红色遗址

遗迹的保护与利用”主题开展对口协商。

【企业发展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该专委会
完成“关于促进宝山区氢能源产业发展

的建议”调研报告，并形成主席会议建议

案，与发改委开展“１＋Ｘ”提案办理协
商。组织委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关于

在宝山建立氢燃料电池重型汽车生产和

应用示范基地的建议》《关于促进宝山

消费增长的对策思考》等论文。联合经

济委与区科委围绕“对标一流营商环境，

促进宝山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主题

开展对口协商，联合人口资源环境委与

区水务局围绕“河道持续综合整治，加强

?藻浜水质保护”主题开展对口协商。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该专委
会完成“推进罗泾美丽乡村文化建设的

对策建议”等调研报告。就“关于在罗

泾试点国际慢城建设的建议”“关于宝

山智慧农业建设的几点建议”２个重点
提案，召集相关承办单位和提案单位召

开面对面办理协商会。组织委员参加政

协论坛，完成《关于推进宝山区乡村振兴

示范村建设的对策思考》论文。与区民

政局围绕“建言‘十四五’养老服务规

划，深入推进区养老服务”主题开展对口

协商，联合经济委和人口资源环境委与

区农业农村委就“整合优势资源、创新合

作平台，推进宝山民营企业主动参与乡

村振兴战略”主题开展对口协商。

【民族宗教和港澳台侨委员会】　２０２０
年，该专委会完成“关于打造宝山职业教

育新生态的建议”“关于对宝山区台资

企业合法权益加强保护工作的建议”等

调研报告。组织提案人与区滨江委、区

发改委、区商务委等部门就“关于加快建

设海关监管区，助力我区邮轮经济发展

的建议”重点提案和“主动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助力宝山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

相关提案，开展办理协商。组织委员参

加政协论坛，完成《关于促进宝山产教融

合发展的建议》等论文。联合教科卫体

委与区教育局、区委宣传部等部门围绕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开展对口

协商。 （谢　颖）

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提案号 提案者 案　由

８Ｄ００４ 刘祖辰、陈江、徐刚、钱建峰、汤剑鸣、秦俊杰、俞信华、王安环 对推进节能环保工作的建议

８Ｄ０２７ 农工党区委 整合区级医疗资源，打造北上海医疗中心

８Ｄ０５４ 刘新宇、朱建华、周汉 研究运用区块链技术，创新宝山预付卡网上登记备案机制的建议

８Ｄ０４８ 区工商联 加强对运输企业自用柴油罐管理的建议

８Ｄ０６７ 黄磊 关于让长护险拒绝“买汰烧”的建议

８Ｄ０７１ 杨正波、贾丽琼、刘正田、汪智勇 关于“加强越剧艺术传承，打造宝山文化名片”的建议

８Ｄ１０１ 吴英彦 关于尽快延伸宝山１１路、更好发挥公共交通作用的建议

８Ｄ１０３ 民革区委、区台胞台属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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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Ｄ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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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８Ｄ１１２ 致公党区总支部 关于推进“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的思考

８Ｄ１２９ 区知联会 关于宝山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建议

８Ｄ１３３ 孙玉梅 关于加强“五违四必”及河道整治工作后续管理的建议

８Ｄ１５１ 彭铁禄、陈宝熙 关于严格监管残疾用车非法载客的建议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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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区委 关于促进住宅小区综合执法的建议

５８

专委会工作



（续表）

发言者 代表界别、专委会 题　　目

蔡素文 民进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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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工党区委 关于促进宝山区老年教育发展的建议

华　宜 致公党区总支部 关于加强托育服务市场培育和管理的建议

陈志洪 九三学社区委 关于在罗泾试点国际慢城建设的建议

武士炯 区工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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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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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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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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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政协论坛论文题目

代表界别、专委会 题　　目

民革区委

区政协提案委员会
关于加快宝山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打造智慧能源综合示范区的建议

民盟区委 关于打造宝山职业教育新生态的建议

民建区委 关于促进宝山老年康养产业发展的对策思考

民进区委 增加５Ｇ应用场景，助力宝山新兴产业发展

农工党区委
以宝武氢能产业园引领长三角氢能源产业发展

创建宝山海关邮轮监管区，打造区港联动产业新高地

致公党区总支部 抢抓机遇，促进宝山体育产业发展

九三学社区委

区政协提案委员会

关于促进宝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助推宝山罗泾经济快速发展－打造现代化花卉产业基地、创产城融合示范区

借力宝武创新优势，引领宝山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知联会 加快盘活园区低效用地，推动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政协经济委员会

关于促进宝山外资外贸发展的对策思考

关于促进宝山平台经济发展的对策思考

关于促进宝山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促进宝山产城融合发展

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
发挥上大科创资源优势，推动宝山产业高质量发展

“智慧之光”照亮南大智慧城建设之路

区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关于促进我区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促进宝山区实体商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文化引领、产业导入，推进滨江文化带建设

区政协企业发展委员会

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

关于促进宝山消费增长的对策思考

关于在宝山建立氢燃料电池重型汽车生产和应用示范基地的建议

区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关于推进宝山区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对策思考

区政协民族宗教和港澳台侨委员会

关于促进宝山产教融合发展的建议

让电商平台成为宝山农村经济发展新引擎

关于促进宝山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对策思考

（谢　颖）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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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　李宝利

纪检监察

【综述】　２０２０年，区纪委监委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落实区委工作部署和市纪委监

委工作要求，坚持“严”的主基调，稳中

求进、坚定稳妥，敢于担当、主动作为，积

极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

用，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卢　毅）

监督执纪执法

【政治监督】　２０２０年，区纪委监委坚守
政治监督定位，压实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区委重大

决策部署的政治责任。聚焦常态化疫情

防控下“六稳”“六保”工作开展监督，推

动相关责任部门统筹落实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职责，为巩固疫情防

控成效、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

障。扎实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六

清”行动各项任务，在线索清仓、伞网清

除上再发力，共处置涉黑涉恶问题线索

２４件，立案１１件，结案１２件，给予组织
处理４人，紧紧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
整治群众身边的“小微腐败”结合起来，

对与“黄牛”勾结收受好处费、违规处理

交通违法问题的１名特保人员采取留置
措施。贯彻落实各重点领域专项治理，

落实“关于对长江流域禁捕相关工作加

强监督”部署，开展对漠视损害群众利

益、生态环境整治、扶贫协作与对口支

援、殡葬领域“小官贪腐”问题线索处置

等工作专项督查，对区行业协会、学会向

公职人员发放津补贴情况开展专项检

查，协助市纪委监委开展对民防工程建

设领域的专项整治，以有力监督保障政

令畅通、步调一致。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监督】　２０２０年，
区纪委监委服务服从于疫情防控工作

大局，及时制定下发《关于全区纪检监

察组织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通知》《关于全区纪检监察组

织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监督工作的通

知》，动员全体纪检监察干部担当起疫

情防控、推进复工复产“战斗员”和“监

督员”。采用全员定期轮换的方式充实

基层社区防控力量，选派 ８批 ６５人次
志愿者队伍全脱产下沉吴淞街道，参与

社区人员排摸、物资预约登记、复工复

产排查等具体任务。组建区防控专项

工作纪检组，选派５名骨干参与区委疫
情防控联合督导，采取“四不两直”（不

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

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方式 ３８次
实地督导，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 ４１２
个。探索“嵌入式”督查方式，紧盯属地

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以及单位主体

责任落实情况开展监督，快查快办疫情

防控问题线索２４件，立案３件，结案３
件，给予组织处理１７人，处置“涉疫”舆
情３１件。

【日常监督】　２０２０年，区纪委监委做
实做细日常监督，把监督寓于日常、严

在经常，确保权力在正确轨道内运行。

一体统筹监督检查部门、派驻机构、巡

察机构、派出机构跟进监督、精准监督、

全程监督，完成全区公职人员数据库建

设，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发现问题 ４９５
个，赴基层一线调研 ７６２次，主动约谈
５７１人次（班子成员约谈、访谈被监督
单位领导班子成员６２人次），召开党风
廉政建设专题会３６０次，参加被监督单
位民主或组织生活会 ４７次，廉政意见

回复７４９７人次。聚焦“关键少数”，注
重关口前移、抓早抓小，做好６２名新任
处级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处级领导

干部的日常监管登记报备以及拟选拔

任用干部的廉政审核，完成所有区管干

部廉政档案的建档工作。制定《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党风政风监督专项检查（督

查）实施方案》开展项目化监督，形成

《关于深化“四项监督”加强统筹衔接

高质量推进日常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

（试行）》等１０项监督工作制度，健全日
常监督体系。

【执纪执法】　２０２０年，区纪委监委坚
持有贪肃贪、有腐反腐，始终保持反腐

败高压态势。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

共受理信访举报件７５９件次、办结问题
线索５８２件、立案２３９件、结案２４５件。
运用“四种形态”处置６３９人次，其中第
一种形态４１８人次，第二种形态１５４人
次，第三种形态３２人次，第四种形态３５
人次。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２１７人次，对
１２人采取留置措施，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１２人。推行“三审六步两环节”
（三审：实体审、程序审、涉案财物审；六

步：确认主体身份、核对事实证据、梳理

程序手续、甄别情节态度、审核定性条

规、平衡处理措施；两环节：审核、审理）

工作法，组织监检法三方联席会议及监

检联席会议９次，移送司法机关的职务
犯罪案件全部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

罚。开展执纪执法安全隐患排查、留置

专区安全检查、保密工作专项检查，组

建审查调查安全联络员队伍，坚决守牢

安全保密底线。

【四责协同】　２０２０年，区纪委监委认
真履行协助区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正

风反腐职责，突出问题导向、责任导向

７８



和目标导向，强化压力传导，推动逐级

落实，增强“四责协同”合力。组织全区

各单位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三项

清单”（党风廉政建设任务清单、党风廉

政建设监督清单、党风廉政建设责任风

险清单）梳理制定，组成１０个督查组对
全区７５家区管处级单位开展“四责协
同”机制年中推进情况专项督查，年底

组织全区处级单位和区管干部开展履

责报告和民主评议，并由区委常委带队

对其中１１家处级单位进行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检查。协助区委制定《宝山区

党员领导干部落实管党治党“一岗双

责”实施办法（试行）》，明确党员领导

干部管党治党责任。将知责明责履责

落实情况纳入日常监督、专项检查、区

委巡察范围，对落实不到位的党员领导

干部开展约谈，对问题严重、需要承担

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严肃问

责，共立案１９件，党纪政务处分１６人，
组织处理 １８人，以严肃问责倒逼责任
落实。

宝山区反腐倡廉教育基地 区纪委监委／提供

【机制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纪委监委按
照业务相关、优势互补、统筹协调的原

则，建立“全委统筹、部门协同、片区联

动”工作模式，监督检查、审查调查部门

与派驻、派出机构开展联动，监督执纪

执法工作实现“火力共援、资源共享”。

贯通使用纪法“两把尺子”，对违纪、违

法、职务犯罪问题一体进行监督、一体

进行审查调查，促进执纪执法贯通。制

定区纪委监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规

则（试行）》，成立全市纪检监察系统首

家专家咨询委员会并聘任市、区两级２０
名专家，通过机制创新提高反腐败斗争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树立协同意识，将纪检监察建议、廉情

抄告与监督执纪执法工作统筹谋划、紧

密衔接、一体推进，针对工作中发现的

违规发放津补贴、接受服务对象礼品宴

请、专管款项管理监督机制缺失等问

题，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 １１８份、廉情
抄告 ８９份，健全管理机制、消除风险
隐患。

【廉政警示教育】　２０２０年，区纪委监
委推进廉政警示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

设，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反腐倡

廉宣传平台。依托区融媒体中心、“滨

江清风”微信公众号、“宝山廉政动态”

“宝山纪检监察”等宣传教育平台，通过

每月“无差别”通报、根据典型案例制作

“滨江警示录”系列专题片、制作廉政微

视频和廉政公益广告、开设“宝山汇

ＡＰＰ清廉栏目”、为６５家单位开展专题
廉政授课等多种方式，及时传递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最新动态，以贴近

干部的思想实际和接受习惯开展纪法

宣传教育，夯实“不想腐”的思想堤坝。

注重宣传宝山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的亮点做法及取得成效，被市级

以上媒体录用刊登新闻稿件９４篇。深
化区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建设，共接待

市、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

团体２０３批 ９１００余人次参观，基地被
纳入上海市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

第二批上海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品牌

阵地及宝山区红色路线参观点，成为全

区开展“四史”学习教育平台之一。对

全区３０６名受处分人员开展回访教育
工作。 （卢　毅）

巡察工作

【巡视巡察一体化】　２０２０年，区纪委监
委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四

个落实”要求，将区委巡察主动对接市委

巡视，围绕基层党建和巡视巡察发现问

题整改２个重点专题开展工作，完善巡
视巡察上下联动格局。推进区委常规巡

察全覆盖，全年对１５家区属党组织开展
２轮常规巡察，个别谈话５１６人次，查阅
资料１４４３０余册，发现问题 ３５５个。对
２１７个基层党组织开展村、社区巡察，接
收信电网访 ３０６件次，发现问题 ３３６０
个，提前完成该届区委对村、社区党组织

巡察全覆盖。

【突出巡察重点】　２０２０年，区纪委监委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

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市委和区委重大

决策部署，紧扣被巡察党组织的职责使

命开展政治巡察，巡前有针对性地细化

巡察监督重点清单，确保精准发力。征

询情况先行，及时对接区委办、区委组

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府办、区审计局和

区信访办等单位，征询了解领导批示、

相关专项检查督查、审计报告和信访投

诉等情况，第一时间掌握廉情信息。听

取情况先行，协调相关部门面对面了解

被巡察党组织的领导班子整体情况、班

子成员具体情况以及需要重点关注的

问题。

【巡察整改落实】　２０２０年，区纪委监
委对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巡察的区档案局、
区委老干部局、区红十字会等 ３７家党
组织完成整改评估，反馈的５０９个问题
中 ４７２个 完 成 整 改，平 均 整 改 率
９２７％。整改评估情况全区通报，约谈
１７家整改不到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对巡察中发现的具有代表性和倾向性、

涉及民生类或需多方统筹协调解决的

问题，梳理汇总抄告区相关职能部门，

针对公务用车管理、小型工程建设等

全区层面的共性问题，形成巡察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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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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告１３期报送区委及相关单位，及时
跟踪督办，强化巡察成果运用。

（卢　毅）

作风建设

【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２０２０
年，区纪委监委抓好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的贯彻执行。聚焦全年重

大节假日等时间节点，加强纪律提醒，不

断增强全体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强

化监督检查，围绕违规吃喝、公车私用、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等易发多发问

题，协同财政审计部门对全区街镇园区

部分所属企事业单位开展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专项检查，发现并处置问题线

索５件。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共处
置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线索１１２
件，立案８９件，党纪政务处分７４人次，
组织处理７６人，对６起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典型案例，在市、区两级媒体上予

以公开曝光。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２０２０年，
区纪委监委推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深入

排查信访举报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突出问题，查找并整改完毕问题８类３６
个，形成《宝山区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

察组信访举报工作暂行办法（试行）》

等相关制度机制 １４项，推动纪检监察
信访举报处置工作规范精准。协调区

网格化中心做好２０１９年督办工单落实

情况的跟踪回访，推进两轮 １６件重复
不满意工单督办工作，深化整治问题背

后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推动解

决问题１５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履责
尽责。

【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　２０２０年，
区纪委监委坚持正风肃纪只有进行时、

永远在路上，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运

用党风政风监督工作信息系统大数据

功能，定期对全区“四风”问题情况进行

分析，对易发高发风险点进行提示。制

定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通知》，自２０１６年
起第四次梳理编订并下发《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相关规定要点解读》，

增加案例解析，提示易发违纪点与涉及

党纪条款，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

步入脑入心。制定下发《关于开展“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惯”工作

专项督查的通知》，将制止餐饮浪费融

入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坚决刹住餐饮

浪费的不良风气。 （卢　毅）

重要会议

【七届区纪委五次全会】　３月 １７日，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

由宝山区纪委常委会主持。会议设立

主分会场，采取远程视频的形式进行。

全会传达学习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

会和十一届市纪委四次全会精神，并对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从严治党、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战略部

署，提出要求。全会审议通过区委常

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高飞代表区纪

委常委会作的《巩固深化改革成果，服

务保障发展大局，推动新时代宝山全面

从严治党实现新作为》工作报告。区四

套班子领导、局级干部，区法院院长、区

检察院检察长，区纪委委员、区监委委

员，区委巡察办负责人、巡察组组长，区

各民主党派主委参加主会场会议。

【全区警示教育大会】　４月 ２５日，召
开全区警示教育大会。会议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区委副书记张义

主持会议。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

监委主任高飞通报近年来宝山区部分

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情况。与会人

员观看警示教育片《蜕变》。会议要求，

全区领导干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担负起管党

治党的政治责任。强化以案示警、以案

明纪、以案为戒，以警示教育大会为镜

鉴，认真汲取反面典型的深刻教训，进

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区四

套班子领导、局级领导，区人民法院院

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区委委员、候

补委员，区纪委委员、区监委委员、区监

委特约监察员，全区街镇园区、委办局、

人民团体、有关事业单位的处级领导干

部，有关企业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等

６００余人出席会议。 （卢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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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 编辑　吴思敏

４月１日，民革宝山区委向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捐赠矿泉水 民革宝山区委／提供

民主党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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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个，党员３０３人。
年内，去世党员２名，开除党员２名。平
稳推进基层支部换届，推进党员之家建

设。在确保界别特色比例前提下，年内

发展党员１８人。民革宝山区委获２０２０
年度《团结报》发行征订工作先进集体

（地市级）二等奖、民革上海市委“定点

扶贫贵州省纳雍县锅圈岩乡结对帮扶工

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民革上海市委会

“四史”及“民革党史”知识竞赛一等奖。

王娟获民革中央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民革上海市委会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马鄂云当选为“第一届上海

民革榜样人物”，王东林、金洪宝等获民

革上海市委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贡献

奖，陈斌寅获２０２０年度民革市委反映社
情民意信息工作积极分子，金洪宝、刘以

敏获定点扶贫贵州省纳雍县锅圈岩乡结

对帮扶工作先进个人（奉献奖），陆军、

宋田斌、陆志德、庄兆祥、庄心冰、高明等

获定点扶贫贵州省纳雍县锅圈岩乡结对

帮扶工作先进个人（爱心奖）。

参政议政。以区域发展为关注点，

“关于完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研究”

中标市民革发布课题，“关于提升上海航

运碳减排服务的建议”中标市民革自选

课题。落实区政协论坛论文，围绕“助力

宝山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完成“关于

加快宝山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打

造智慧能源综合示范区的建议”。组织

落实政协大会发言“关于加强宝山知识

产权质押工作助力，科创中心主阵地建

设的建议”，分别从乡村振兴、经济转型、

精细化管理等方面提交集体提案４篇。

民革区委和区台联会共同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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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２０２０年区政协优
秀提案。年内，协助民革市委“两张网”

建设专项民主监督工作。接受中共宝山

区委委托，以“两张网”建设作为２０２０年
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专项监督重点内

容，组织开展对罗泾镇、张庙街道的专项

监督工作，形成２篇监督报告报区委统
战部。年内向市民革、区政协等单位报

送社情民意信息７０篇，其中，全国政协
录用１篇，民革中央录用１篇、市政协录
用６篇、市民革录用 ８篇、区政协录用
４６篇。

社会服务。民革宝山区委发出致全

区民革党员的倡议书。区委主委陆军作

为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曙光

医院宝山分院副院长，组织发动两批医

护人员参加上海援鄂医疗队。宝山民革

党员共计捐款４６６万元，捐物价值８０３
万元。其中王娟捐赠１２万双医用手套
（合６万元），４万个 Ｎ９５口罩（合 ３２５
万元）、王东林向武汉捐出 ５０００个 Ｎ９５
口罩（合１１万元）、金洪宝通过北京博爱
基金向湖北抗疫捐款１０万元等。疫情
期间，报送反映社情民意信息３０篇，区
政协采用９篇，市民革采用８篇。王娟
撰写社情民意“关于进一步畅通海外华

人华侨捐赠通道的建议”被全国政协和

民革中央采用；陈斌寅撰写社情民意“警

惕国外发起新冠疫情相关法律诉讼以污

名化中国”被市政协综合采用。６月２—
３日，副主委宋田斌等到贵州省纳雍县
锅圈岩乡，调研对口帮扶项目落实情况

和进一步推进精准帮扶工作开展。继续

支持民革张庙街道法律服务站工作，定

期为张庙街道提供法律服务。承办民革

市委“博爱—牵手”———国家宪法日法

律服务活动宝山分会场活动。依托区总

０９



工会等平台，参与相关部门组织的法律

援助活动。继续捐助宝钢新世纪学校品

学兼优、家境贫寒的困难学生，资助两名

湖南抗战老兵。 （顾旭辉）

１０月１３日，民盟区委专项监督组到杨行镇开展“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专项民主监督
民盟宝山区委／提供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以下简称民盟区委）共有盟员

３２６人。年内，完成所属支部委员会换
届工作，基层组织总数共１５个，其中１４
个在职支部和１个退休总支；新成立罗
店支部，海滨中学支部更名为海滨支部，

五钢特钢支部更名为科技支部。全年共

发展盟员１４人，平均年龄３５岁。其中，
教育界６人，医卫界３人，文化界１人，
新阶层３人，政府机构１人；硕士研究生
５人，本科９人。１２月１日，民盟区委召
开七届十九次区委会议，增补王勇为民

盟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

员，增补杨荣、陈凤玲、徐刚为民盟宝山

区第七届委员会委员。民盟区委发挥

“宝山盟讯”“宝山民盟”微信公众号宣

传作用，全年发布微信公众号文章 １１５
篇，约５０篇宣传稿被民盟市委网站录
用。民盟区委获“民盟中央《群言》杂志

社２０２０年度发行工作突出成绩奖”；获
“民盟上海市委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集体”“民盟市委２０１９年度反映社情民
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二等奖”；行知中学

支部获“民盟中央盟务工作先进基层组

织”；华雯主演《挑山女人》获电影佳作

项目；苟小军获２０２０年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资助；张蕾获“民盟中央思

想政治建设和宣传工作先进个人”；杨广

林获“民盟中央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

人”；陈凡企业获“上海市模范集体”称

号；葛斐尔获“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上海设
计１００＋”；苟小军获“民盟市委２０１９年
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张

蕾、王薇、吴子俊、戴仁杰获“民盟市委

２０１９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积极
分子”。

参政议政。民盟区委受中共宝山区

委委托，连续第四年对杨行镇和顾村镇

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工作，聚焦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

设，分别形成 ２份专项民主监督报告。
在市“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蔡永平建

议优化现有路网、缓解外环线压力；市人

大代表华雯建议提升上海公共文化配送

的品质和作为。区“两会”期间，民盟区

委共提交集体提案１件，政协委员个人
提案２９件，人大代表建议２件。在区政

协八届四次会议上，王薇代表民盟区委

作“以‘社区通’为引擎，建设宝山基层

社区治理新高地”大会发言；民盟区委

“关于加强宝山区农村集体资产监管的

建议”、孙玉梅“关注户外广告牌整治的

几点建议”、徐刚“对缓解停车难问题的

建议”等提案获２０１９年度优秀提案。全
年共收到盟员上报社情民意信息 ２３２
件，其中，被民盟市委采用５４件，被市政
协采用１６件，被市委统战部采用２件，
被市委统战部“统战专报”采用１件，被
市领导批示２件，被民盟中央采用１件，
被全国政协采用１件。

社会服务。民盟区委在疫情期间通

过宝山民盟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出致全区

民盟盟员的倡议书，通过上海民盟同舟

公益基金会，以集体和个人名义形式累

计捐款９３１７２元。司法支部刘谊、汪文
杰律师通过录制短视频，参与民盟市委

开展的“２０２０年上海民盟百名律师在线
普法”公益活动；民盟区委教育界别、医

卫界别盟员积极参与对口扶贫工作，石

密富、胡艳平、王玲等参加教育局组织的

援疆支教活动。 （张　蕾）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

会】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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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３５６人。全年发展会
员１１人，其中转入会员３人，转出７人，
去世会员２人。９月底前，４个总支、１２

个支部全部完成改选，基层组织候选人

全部高票当选。民建区委被评为民建上

海市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组

织。获民建上海市委２０１９年度宣传思
想工作一等奖，获“感悟统战情　携手筑
未来”———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多
党合作制度确立７０周年统战征文优秀
组织奖，龚惠作品《不忘统战初心 牢记

多党合作使命》获二等奖，周平作品《感

悟统战情 感恩祖国情》获三等奖；机关

总支部、吴淞总支部第二支部获民建上

海市优秀集体称号；王平华作品《我的十

三次搬家生活》被评为民建中央庆祝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确立７０周年征文活动优秀作
品；许金勇、何祖章获上海民建优秀企业

家称号；朱婕、何祖章、何娉燕、顾俊杰、

蒋惠琴获民建上海市优秀会员称号；顾

险峰、梁长玉被评为民建上海市委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王裔被评

为民建上海市委２０１９年度宣传思想工
作先进个人。

参政议政。区“两会”期间，共提交

集体提案１件，委员个人提案１５件。柯
璇娟代表民建区委在区政协八届四次会

议上作“关于促进住宅小区综合执法的

建议”发言。刘祖辰、陈江、秦俊杰、俞信

华“对推进节能环保工作的建议”、黄磊

“关于让长护险拒绝‘买?烧’的建议”

提案被评为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
提案。围绕宝山区政协论坛“助力宝山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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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高效完成研讨文

章《关于促进宝山老年康养产业的对策

思考》。全年组织上报社情民意１８８篇，
其中１０篇被市政协采用，２７篇被民建
市委采用，１１６篇被区政协采用。

民主监督。民建区委组织监督工作

小组成员，以“抓好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提升超大城

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方面工作为重点

监督内容，参照《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一网通
办”及政府改革任务清单》《宝山区城市

运行“一网统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主要

任务清单（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要求，专项监
督罗店镇、月浦镇的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

推进落实情况。１０月２８日，实地走访罗
店古镇睦邻共享中心。１２月１１日，实地
走访月浦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和城

运中心，详细了解两镇“一网通办”“一网

统管”两张网建设情况，就存在问题提出意

见建议；年终形成２篇专项监督工作报告。
社会服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民建区委通过公众号“宝山民建”、微信

群等平台发动全体会员奉献爱心，捐款捐

物价值近５４万元；组织上报疫情相关社
情民意９５篇，其中４篇获得被市政协采
用、９篇被民建市委采纳。开展会员企业
复工复产调研工作，分别于４月１３日、６
月１９日，走访龙廷国际旅行社等会员企
业，了解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６月１５
日，民建区委组织召开２０２０年度主题为
“传达全国‘两会’精神，讨论在后疫情时

代下，企业如何砥砺前行，企业家如何自

主自救”第一次企业家线下沙龙，民建上

海市委秘书长沈永铭、民建市委企业委主

委陈向峰出席。８月３日，沈永铭赴会员
企业博霖集团走访调研情况；民建区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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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

至简———海上新力量·宝山宝慈善义拍

义卖”活动，何祖章、顾俊杰、陈正祥、沈洪

祥、沈春５名民建企业家共捐款１７９万
元。何祖章、茆永生２名企业家会员参与
民建中央“聚光福 稳脱贫”光伏扶贫专项

行动，各出资２４２万元，帮扶１户贫困户
建设５５千瓦户用扶贫电站。会员企业上
海博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４６万
元，参与河北丰宁大阁镇危房改造。

（王　裔）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

会】　２０２０年，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
宝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进区委）共

有会员３４３人。年内，增补金江波为区

委副主委，发展会员１１人。完成基层支
部换届工作，新设幼小联合支部和大场

支部。会员杨洪彪、陈晓淙、牛龙、李志

明、钱荣赴新疆叶城、喀什开展援疆工

作，成立民进援疆临时支部。全年累计

公众号发布信息近３００条，完成统战部
和民进市委征文１４篇。民进区委获信
息工作先进集体二等奖，崔晋获信息工

作先进个人三等奖。康锐《行走在祖国

奋发前进的大道上》获一等奖，臧波、沈

志芳、喻华胜《眺望东方的职教人》《红

歌伴成长感悟统战情》《十年民进路 九

年支部情》获三等奖。“薪火相传铭历

史 砥砺奋进谱新篇”统战征文活动中，

黄范荣《美哉长江尾》获一等奖，陈萍

《人生的归宿》获二等奖。

课题研究。民进区委围绕宝山科创

主阵地建设，组织开展“加快５Ｇ新基建
建设，推动宝山重点产业发展”“激发区

属国资国企活力，助推宝山科创中心主

阵地建设”“打造北上海国际民间艺术

展演社区的建议”课题研究。开展对吴

淞街道、高境镇“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专项监督，副主委崔晋多次带队前往吴

淞街道、高境镇开展专项监督，重点就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工作进行督查，

完成２份调研报告。全年共提交党派集
体提案２件，委员个人提案２１件，代表
建议１篇。副主委金江波“关于在自贸
区临港新片区建设‘国际艺术品贸易自

由港’的建议”获民进市委二等奖。蔡

素文代表民进宝山区委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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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发言。杨正波、

贾丽琼“关于‘加强越剧艺术传承，打造

宝山文化名片’的建议”被评为优秀提

案，倪晓茹获宝山区反映社情民意先进

个人。全年累计收到社情民意信息１０９
篇，市政协录用社情民意９篇，其中倪韶
红“关于帮助本市民营护理站度过疫情

防控困难期的建议”获区领导批示。

社会服务。民进区委在疫情期间，

及时在公众号发出倡议书及防护注意事

项，并通过微信平台和微信工作群转发

官方报道消息。发动组织“助力防控新

型肺炎疫情”建言献策活动和捐款捐物，

围绕抗击疫情撰写社情民意３９篇，捐款
捐物价值约３０万元。羌磊杰以公司名
义向区教育局捐赠价值２０万元消毒设
备和消毒用品。“欣悦”家族在年初二

开始开展线上“心理防疫”科普宣传，发

布成长微指南、心理微课、居家学习手

册，阅读点击量突破３０万人次，上海人

民广播电台、《新闻晨报》《新民晚报》等

栏目介绍“欣悦”心理抗疫经验。小站

主持人蔡素文的音频节目《抗疫情·心

相伴》节目，被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云听”平台录用。

鼓励会员教师参与空中课堂制作，激励

党派成员所属企业主体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协调、服务企业“可复尽复”。

双岗建功。副主委金江波当选上海

市第三届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主席、上

海市第三届科学与艺术学会副理事长。

年内，有１０人次获市级以上奖励，其中
金江波获民进全国履职能力建设先进个

人、民进上海助力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张

成娟获上海市园丁奖和第六届上海青少

年ＳＴＥＭＸ时间展示交流活动优秀指导
奖；杜鹃获上海开放大学第一届课程思

政教学大赛二等奖；陈萍获第三届全国

职业院校跨境电商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

师，参与编写的教材获上海产学合作教

育协会优秀教材；邹斌获第三十五届上

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创智育

苗奖和优秀组织奖（个人）；马瑞丽获上

海市免费避孕药具优秀管理者；顾敏霞

获评宝山区青年尖子。 （崔　晋）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

会】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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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总支 １个，支部 １２个，党员总数 ３８９
人，平均年龄５８６岁，医卫界２５９人，经
济、科技界７１人，文化教育界５５人。年
内新发展党员１５人，均为医卫界别。转
入３人，转出５人，去世１人。完成基层
支部换届工作，新增１个教育总支，新增
罗店医院支部。选举产生总支委员 ３
名，其中，总支主委 １名，支部委员 ４５
名。农工党区委获纪念中国农工民主党

成立九十周年优秀地市（县）级组织。

农工党区委获统战信息工作先进集体二

等奖，陆伟群获信息工作先进个人一等

奖；仁和支部叶政《发挥农工优势 共谋

医院发展》、郭佳庆《农工党人看中国》

获“感悟统战情·携手筑未来”———庆

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多党合作制度确
立７０周年统战征文二等奖。农工党区
委获农工党市委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反映
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罗文杰获

优秀党务工作者，陆伟群获优秀党务工

作者和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反映社情民意
信息工作先进个人，赵昱辉获纪念中国

农工民主党成立九十周年暨“四史”学

习教育先进个人，张秀云、曹阳、顾、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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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俊获２０１８—

１１月１８日，农工党宝山区委与农工党复旦大学委员会、区政协教科卫体委联合主办“携手抗
疫，守护健康”大型医疗咨询活动 农工党宝山区委／提供

２０１９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积极
分子，周松、沈瑜获反映涉疫信息优秀个

人。罗文杰获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陈明获“上海市劳动模范”

和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个人”称号。周伟获“农工党

中央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参政议政。农工党区委人大代表在

区“两会”期间共递交书面意见９件，政
协委员共递交集体提案４件，政协委员个
人提案１１件。副主委马菁雯代表区委作
“关于促进宝山区老年教育发展的建议”

大会发言。集体提案“整合区级医疗资

源打造北上海医疗中心”作大会书面交

流，集体提案“典型引领、示范带动，由点

及面创新乡村振兴”“关于促进宝山老年

教育发展的建议”作为重点提案，分别由

区领导领衔督办。在区政协八届四次会

议预备会议上，集体提案“发展宝山邮轮

旅游产业的建议”、顾正红“解决潘泾路

车道不畅，改善道路环境的建议”被评为

区政协２０１９年度优秀提案。全年向农工
党市委报送社情民意信息１５３条，被市委
采用７４条；报送区政协１５０条，被区政协
采用１１６条；其中，被市领导批示３篇，市
“统战专报”采用１篇，市政协社情民意
采用３篇，市政协采用３篇。

民主监督。９月 １６日和 １１月 ２５
日，农工党区委民主监督小组成员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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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网通

办和一网统管提出意见和建议。利用实

地察看、座谈交流、明察暗访等形式，开

展民主监督。

社会服务。农工党区委投身医疗救

助、捐款捐物、复工复产、建言献策等，捐

款捐物２２万余元，递交与疫情相关的建
议近百篇。５月 ８日，与区侨联联合举
办“‘侨’你真美———为抗疫一线医务工

作者留下美丽瞬间”活动。６月４日，在
友谊路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举办“甲

状腺结节的诊断与治疗”健康讲座，普及

健康知识。８月２７日，农工党中冶支部
联合中冶医院南丁格尔护理志愿服务

队，为支部对口帮扶共建的月浦乐业养

老院护理人员开展护理讲座。１１月１８
日，与农工党复旦大学委员会、区政协教

科卫体委联合主办“携手抗疫，守护健

康”２０２０大型医疗咨询活动。（沈　瑜）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

会】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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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人，全年发展
新党员４人。年内，致公党宝山总支获
“感悟统战情 携手助未来”———庆祝新

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多党合作制度确立７０
周年统战征文优秀组织奖，２０２０年致公
党上海市委智慧运动会暨乒乓球机器人

对抗赛团体赛第三名。严爱佳、侯艳、俞

健波、施勰
!

获致公党上海市委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胡晟《中国心荡

漾在蔚蓝海岸》、施勰
!

《我与宝山的七

年情缘》、陈姝《浓浓统战意·感怀致公

情》分获“感悟统战情 携手助未来”———

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多党合作制度

确立７０周年统战征文一、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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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
代表建议２件，委员个人提案５件。集
体提案《关于推进“互联网 ＋护理服务
试点”的思考》被评为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
政协优秀提案。华宜代表致公党宝山总

支作“关于加强托育服务市场培育和管

理的建议”大会发言，“关于推进‘互联

网＋护理服务试点’的思考”作书面交
流。杨炀代表致公党宝山总支参加区政

协“助力宝山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论

文“抓住体育产业发展机遇，加快宝山体

育产业布局”编入书面交流材料。全年

共形成调研课题５项，参与致公党上海
市委２０２０年内部招标课题工作，完成
“关于乡村振兴中本市推进蔬菜生产机

械化进程难点的研究”课题调研。年内

共收到党员递交的社情民意１０３篇，其
中全国政协采用３篇，上海市政协采用
１７篇，上海市领导批示５篇，中共上海市
委统战部采用２篇，致公党上海市委采
用６０篇，宝山区政协采用８７篇。

民主监督。致公党宝山总支制定

２０２０年度专项民主监督实施方案，明确
专项监督工作小组成员分组、分工情况。

５月１２日、２２日，专项监督小组赴庙行
镇及城市工业园区开展民主监督沟通。

９月１５日、２９日，专项监督小组成员赴
庙行镇及宝山城市工业园区进行实地调

研，重点调研庙行镇社区服务中心“一网

通办”及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城运中心

“一网统管”工作。年底，完成２篇专项
民主监督报告。

社会服务。疫情期间，致公党宝山

总支以支部集体、党员个人自愿参与捐

赠的方式，向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捐款

１１６５０元，筹集包含口罩、护目镜、增加
免疫力的中药材茶饮等物品的“致公爱

心小包裹”２２个，为海外侨胞提供医用
防护物资，累计捐款 ２２１５０元。部分热
心党员通过各种渠道捐款２９余万元，捐
物价值１４余万元。围绕疫情防控建言
献策，多篇社情民意被全国政协、上海市

政协等平台采用。４月２８日，与共建单
位庙行镇共同开展“情暖侨心”结对助

侨活动，为归侨侨眷代表送上爱心健康

包。７月２２日，参与致公党上海市委青
年工作委员会和致公党上海市委社会服

务委员会联合举办的酉阳农产品网络直

播活动，助力重庆酉阳脱贫攻坚。９月
１４日，与山东省微山县对接，将该县南
阳镇中心小学纳入致爱公益远程教育帮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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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教学点，捐赠价值１０万元的远程音乐
教室课程和设备，帮助其进行设备配置

及通讯调试。１２月，《致公党“助力脱贫
攻坚”主题宣讲故事汇》出版发行，收录

陈姝撰写的主题宣讲故事《同心助学：绵

绵用力，久久为功》。参与“脱贫攻坚 同

舟共济”上海统一战线助力脱贫攻坚随

手拍活动，原创短视频作品《致力为公

服务社会，两地致公同心助学行动》获优

秀作品奖，并在浦江同舟微信公众号

展示。 （陈　姝）

９月２８日，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联合淞南镇开展科普之旅活动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提供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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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７人，其中具有中高
级职称的社员 ４２５人，离退休社员 １７９
人；年内发展新社员２３人，转入１人，转
出１人，去世２人。完成基层支社换届
工作。社区委获社市委参政议政工作先

进集体二等奖，《关于进一步助力民营企

业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获优秀调研成

果三等奖；获社市委信息工作二等奖，贾

旭获信息工作先进个人二等奖，沈勇民

和张瑾获三等奖，沈勇民获优秀信息联

络员称号。社区委获“感悟统战情　携
手筑未来”———庆祝新中国成立 ７０周
年、多党合作制度确立７０周年统战征文
优秀组织奖，沈勇民撰写的《感悟统战情

共圆邮轮梦》获一等奖，薛晓刚撰写的

《我的统战感悟》获三等奖。全先国和

赵波分获社中央的抗击疫情先进个人和

优秀社员称号，社区委获社市委抗击疫

情先进集体称号，方玉明、王培华和沈

勇民等 ３２人获抗击疫情先进个人称
号。社区委获社中央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社
会服务先进集体称号；沈勇民获社中央

社会服务先进个人称号；全先国、林琳

和张鹏展获社市委社会服务先进个人

称号。社区委还获得社市委政治思想

和宣传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沈勇民获得

社中央全国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称

号，社区委第一支社获社中央优秀基层

组织的称号。

参政议政。区“两会”期间，社区委

共提交集体提案６件，个人提案３４件，
人大建议案７件。陈志洪代表社区委作
“关于在罗泾试点国际慢城建设的建

议”大会发言，全先国代表人口资源环境

委作“关于进一步做好?藻浜两岸保护

与开发”大会发言，苏雯作“关于促进宝

山智慧农业建设的思考”书面发言。集

体提案“进一步做好备案制下食品安全

管理的建议”和沈勇民个人提案“关于

提高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效能的建

议”获优秀提案奖。年初，社区委向社市

委申报１２个课题，２个课题被立项，吴
英彦负责“以防控疫情为契机，促进社工

专业化队伍建设”被列为“关于提高基

层治理能力的调研”重点课题６个子课
题之一；沈勇民负责“将黄浦滨江开发和

工业遗存保护拓展到宝山区的建议”被

列为基层组织自选课题。赴宝武集团调

研，完成社市委交办课题“关于国有企业

技术创新的建议”。推荐“做好宝山滨

江开发和工业遗存保护的建议”“关于

促进宝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

展的建议”“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

邮轮经济影响的思考”“关于加强宝山

区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建议”等

课题，作为２０２１年政协大会候选大会发
言和集体提案。

民主监督。４月２８日，前往淞南镇
和宝山工业园区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根

据暗访情况，完成关于促进“一网统管”

和“一网通办”的社情民意。１２月８日，
前往淞南镇和宝山工业园区开展专项民

主监督，考察“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

的情况，针对“两网”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通过社情民意和提案帮助呼吁。完

成专项民主监督报告。

社会服务。疫情期间，社区委 ２２０
余人捐款 ３０余万元，捐物 ２０余万元。
共提交社情民意４００余篇，其中４５篇次
社情民意被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等单位

采用。贾旭（林琳）和黄钢祥社情民意

“关于全国范围利用好‘健康码’推进社

会治理科学防疫的建议”“关于探索科

技创新的新模式、提升国有企业的技术

创新能力的建议”被全国政协综合采用，

沈勇民社情民意“建议发行地方特殊债

券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被学社中央与全

国政协单篇采用，王培华、黄燕华“建议

严格突发公共事件期间网络诽谤入罪标

准”被学社中央单篇采用，贾旭“关于整

治各地网课乱象的建议”“关于通过海

外并购打通邮轮产业链的建议”被学社

中央采用。沈勇民、贾旭、黄钢祥、汤红

和苏雯等８篇社情民意被市领导批示。
林琳代表社区委参加淞南镇区域化党建

联席会，作２０２０年社区共建及专项民主
监督等重点工作交流发言。联合淞南镇

开展科普进社区活动，邀请复旦大学附

属第五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援鄂医疗队员、社员付明生作“新冠抗疫

中的责任与担当”科普报告。联合淞南

镇开展科普之旅活动，组织居委干部和

部分社员前往上海昆虫博物馆参观学

习。重阳节前夕，社会服务专委会联合

老年妇女专委会在淞南镇举办医疗和法

律咨询活动。副主委沈勇民应邀参加淞

南镇“十四五”规划座谈会，为淞南镇保

障群众卫生健康提出相关建议。

（沈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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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联

【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工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区工商联）

有会员企业４２５５家，镇商会９家、街道
商会３家、园区商会２家、团体会员８家
（钢结构商会、物流商会、餐饮商会、信息

服务业商会、温州商会、萧山商会、仪陇

华东商会、青创联）。组织企业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

讲话精神，微信公众号选登２４篇。开展
民营经济代表人士“一对一”谈心谈话

活动。探索所属商会和企业党组织建

设，建立物流、钢结构、萧山、南部、仪陇

５家行业商会、异地商会党支部，２家被
命名区疫情防控工作先进基层党组织，４
家企业被命名为区“党支部建设示范

点”。３家企业８人获第三届“宝山慈善
之星”称号。年内，１名企业家获“全国
巾帼建功标兵”称号、１家企业获“全国
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称号、物流商会获全

国“四好”商会称号、１家商会被全国工
商联表彰为抗击新冠肺炎先进商会、４
家企业被全国工商联表彰为抗击新冠肺

炎先进企业、２人入选国务院特殊津贴、
１名企业家获“上海市质量金奖”、４名
企业家获２０２０年“上海市劳动模范（先
进工作者）”荣誉称号、４家企业获“上海
市模范集体”称号、２人被选为 ２０２０年
“上海工匠”、３名企业家入选“上海领军
人才培养计划”、１名企业家被评为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感动宝山人物”、５名
企业家被评为“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好

人”。６家商会、６位会长和６位商会秘
书长被评为市工商联“四好”商会、优秀

会长、秘书长。

区工商联组织民营企业抗击新冠

肺炎，推动民营企业复工复产。搭建

“新冠肺炎防疫物资采购协调平台”，

“三送”（送口罩、测温枪、消毒液）到企

业，建立“抗击疫情民企业在行动”宣传

矩阵，约百家企业捐款３１００万元，捐物
４００余万元。宣传上海“２８条”、宝山“８
条”，引导企业梳理业务，协调上下游企

业、优化产品结构、管好现金流、妥善处

理劳资关系。与区司法局联合印发《关

于建立宝山中小微企业抗击疫情法律

服务１０条措施的通知》，在保集智谷设
立企业法律服务工作站，为企业提供线

索受理、法律咨询、法律宣传“一站式”

法律服务，被市政府授予“基层立法联

系点”。与区人保局、总工会、企联联合

印发《宝山区关于做好新冠病毒疫情防

控期间劳动关系有关工作的指导意见》

《宝山区关于妥善化解新冠疫情防控期

间劳动关系矛盾的意见》，培训并指导

所属商会共同参与搭建沟通交流平台

和协商需求发现机制。建立“政会银

企”四方合作机制，制定工作规程，与

工、农、中、建等金融机构签订合作协

议，５９２９家企业获 １２５亿余元信贷支
持。通过“直通车”、社情民意等反映企

业在租金、资金、防疫、上下游供应、劳

资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组织 ５００余
家企业就复工复产和“市２８条”落实情
况进行评估调研，其中，“关于宝山物流

行业面临的现状与建议”，获市委书记

李强、副市长汤志平批示。

区工商联依托钢结构商会职工培

训基地，线上线下开展有关政策、管理、

法律、人力资源等企业培训，累计培训

８００余人次。举办“区长质量奖”卓越
绩效管理辅导，开展“区长”质量奖孵化

培训，２家企业入选区第二届卓越绩效
管理公益孵化单位，８人获市首批合格
首席质量官证书，１家企业获市重点产
品质量攻关成果项目三等奖。发放

２０２０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实
务手册”２５００册，与区就业促进中心联
合举办２０２０年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
开展“以企引企”工作，６月 ５日，主席
曹文洁牵线引进５０亿元产值新疆水利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落地宝山。

区工商联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

扶贫，落实对口地区新疆叶城，云南会

泽、维西共 ５６个结对村 １６８万元扶贫
资金。组织民营企业赴维西、会泽开展

扶贫项目考察，举办“情系维西、会泽、

宣威，爱暖童心”捐赠活动，捐赠 ４７６
万元校服、学习用品、办公用品。协调

相宜本草推进“心手相连，情系维西”中

草药健康产业扶贫项目，支持其面向维

西结对村农户，举办“本草课堂”，传授

中草药种植经验与方法。做好结对助

学，开启校服捐赠计划，赞助维西“母亲

节”慰问活动等。协调“福然德百人千

万助学”项目实施，福然德企业拟１０年
捐助宣威贫困学生就学 １０００万元，首
笔５０万元已捐赠宣威慈善总会。

（吴立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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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总工会辖有直
属工会４２家，基层工会２１６２个，覆盖单
位数１４３６３家，会员３５２１５６人（其中女
会员１３３８０２人，农民工１０４３８８人）。区
总工会有直属事业单位２家和民办非企
业单位１家。年内开展“带副春联回家
乡”文化惠民、２０２０年元旦春节户外职
工送温暖系列等活动。开展致敬抗疫一

线人员主题活动，与区委宣传部、区卫健

委共同举办抗疫主题图片展。举办劳模

表彰会、劳模事迹宣讲会，学习宣传全国

抗疫先进个人、上海市劳动模范王友农

先进事迹。推荐获评２名全国劳模、２３
名市劳模和７个市模范集体，评选出区
先进工作者 ３０１名、先进集体 １００个。
获评市创新工作室６个，评选区创新工
作室３６个，劳模、工匠、技师、巾帼、职工
５类创新工作室６７个。获评全国“最美
家政人”、全国“最美货车司机”各１名。
开展区抗疫专项五一评选，评选专项五

一劳动奖状、奖章、先锋号３０７个。修订
劳模关心关爱制度，持续推进“为高龄劳

模送家政服务”项目。宝山劳模工匠风

采馆入选２０１９年上海市民修身行动“市
级示范点”。区总工会“联动、联审、联

建 推进‘四位一体’立体经审监督体系

改革”获评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工会经
审十佳创新工作案例。《工人日报》５月
１７日头版头条刊登《上海宝山区总提升
预警级别开展协商，加强培训拓宽渠道，

共享资源帮扶再就业———探索稳就业新

路径让职工心中有底》。

【疫情防控中的工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区
总工会筹措３００万元防控专项资金，先
后发放７３万份防疫物资。各级工会走

访慰问一线防控人员 ２６万人，投入
５７７８６万元。落实市总工会要求，将新
冠肺炎纳入工会互助保障重大疾病并

开通快速给付通道。为医护人员和公

安干警赠送专享保险，为 ３５９６名医务
工作者办理专用加油卡。采用“线上 ＋
线下”多渠道心理疏导服务模式，为一

线抗疫人员开通心理专属热线。推行

“不见面”线上就业服务，服务职工７万
余人次。组织 ６００名抗疫一线人员赴
市总工会疗休养基地休养。向全国级、

市级深度困难职工发放疫情补贴 ６万
元。向 ４０００名受疫情影响的企业职
工、灵活就业职工赠送保障计划。开设

“宝连登”线上课程，为特殊时期职工提

供丰富文化生活。“宝工惠云课堂———

疫情下的劳动关系”系列微课登上学习

强国平台。依托三方协调、四方联动等

多元机制，联合召开劳动关系专题会

议、出台疫情期间集体协商工作提示、

开展劳动用工政策培训、培树先进典

型，合力推进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矛

盾预防和化解工作。开展“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集中要约行动，对 ２９８家企
业开展协商指导。通过“１＋１＋１”人员
配备、一企一群一策等措施，助力职工

依法维权，形成“一二三四五”工作机

制。成功处置罗店镇嘉里英特拉、罗泾

镇霍勤、高境镇优尔蓝、城工园泰雷兹、

张庙街道北裕精密等６０起企业重大改
革调整事件。《宝山工会开展“共克时

艰·集中要约行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和劳动关系稳定》被全国总工会、上海

市总工会全文刊登。“让分流职工心中

有底、前方有路，做好企业改制中的职

工工作”获评“上海工会工作创新案

例”。城市工业园区读书节获评市级优

秀职工读书项目。

【非公企业工会改革】　２０２０年，区总工
会发挥吴振祥劳模带教工作坊作用，制

定《宝山区关于深化“顾村经验”推进非

公企业工会改革评估工作体系建设的实

施方案》，形成改革闭环。运用“１＋９”
（区“调结构、促转型”支持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政策审核等推进建会，全区“双

实”（实地、实体）企业工会组织达１６５９
家，覆盖企业８８３９家，５０人以上企业建
会率达９１％。加强“小二级”工会组织
建设，成立全市首家区级家政护工行业

工会，大场镇成立美容美发、汽修等行业

工会，吴淞街道成立建筑３个行业工会，
全年新建“小二级”工会１８家，基本实现
街镇级物业行业工会全覆盖。通过实事

项目、经费补贴、服务叠加等举措，推进

区镇两级行业工会“建起来、转起来、活

起来”，月浦镇、顾村镇举办工会改革成

果展，杨行镇、高境镇２家非公企业工会
创评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和职工小家。联

合区发改委、区人社局等１３家单位开展
宝山区“奋进新时代、创造新奇迹”推进

高质量发展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获评

２名“上海工匠”、６家市职工学堂、６家
市示范性职工学堂。评选１０名“宝山工
匠”、１０名“宝山工匠提名奖”。推荐申
报市职工晋升技师、高级技师奖励等

２５１个。获评第三十二届发明选拔赛金
奖４项、银奖５项、铜奖１７项，为历届最
多。组织区镶贴工、家政护工技能竞赛，

推选职工参加市职工技能十大竞赛，成

绩名列全市区级工会前列，区总工会获

评上海市职工数控软件技能竞赛团体二

等奖。协同区房管局积极推进公租房申

领，推动缓解产业工人“住房难”“租房

贵”矛盾。

【推进工会经费管理改革】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作为全市唯一全区域改革试点，在

６９



全区率先推进民营企业工会经费管理体

制改革，围绕“三个必须”（必须实行民

主管理，重大事项需集体讨论、决策；必

须普遍用于职工会员，不能用于少数人；

必须做到支出依据公开、内容公开、程序

公开、结果公开，年度工会经费收支情况

应向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报告，主

动接受职工会员监督）和“九不准”（不

准使用工会经费请客送礼；不准违反工

会经费使用规定，滥发奖金、津贴、补贴；

不准使用工会经费从事高消费性娱乐和

健身活动；不准单位行政利用工会账户，

违规设立“小金库”；不准将工会账户并

入单位行政账户，使工会经费开支失去

控制；不准截留、挪用工会经费；不准用

工会经费参与非法集资活动，或为非法

集资活动提供经济担保；不准用工会经

费报销与工会活动无关的费用；不准违

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建立分层

推进、分类指导工作体系，探索民营企业

与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工会经费差异化

使用管理机制。在全市率先开展工会经

审体制改革，将直属工会经费审计纳入

区审计局对单位的经济责任审计，单列

审计报告报送同级党组织。建立区级工

会经费审查联席会议，将工会经审纳入

政府联席会议，完善与区纪委监委、区审

计局的“大监督”格局。

【打造职工文化品牌】　２０２０年，区总工
会发挥职工学堂、职工教育培训基地、职

工创新工作室、公益乐学教学点等阵地

作用，推动各级工会组织职工学知识、练

本领、提素质。丰富“宝连登———乐学在

宝山”时代内涵和区域特色，打造“幸福

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步走、十大

职工文体赛事、“长江风”职工艺术团等

一批职工文体活动品牌。进一步建设

好、发展好宝山工人文化活动中心，向基

层工会发放体验券约３万张，举办各类
活动１０００余场次，覆盖４万人次。“长
江风”职工艺术团及７个分团，先后服务
全区各类活动１０余场次。

【推动工会实事落地】　２０２０年，区总工
会扩大工会服务覆盖面，以“１６件好事
就在你身边”为主题，推出宝山有你“五

惠”（卡卡惠会员：为十万职工送专享基

本保障，二万名行业工会升级会员保障；

文化惠职工：组织开展“十大职工文体赛

事”，文化惠民“六进”活动；关爱惠女

工：新建２０家温馨小屋，“双两千”温情
关爱）服务、宝山有力“四送”（高温慰问

送清凉、维权服务送援助、春风行动送岗

位、劳动光荣送健康）维权、宝山有才

“三建”（乐学在宝山、创新在宝山、悦读

在宝山）提升、宝山有情“四助”（行助所

安、心助所愿、老助所养、幼助所依）帮扶

区级工会服务职工实事项目，全年累计

服务职工 ２０２７万人次，涉及资金
６３４５９万元。在区职工服务中心开设
“一网通办”线上办理专区，新增录入涉

及工会服务办事指南 ２６条，好评率
１００％。运用“一网二热线”（宝山工会
微信公众号“法援直通车”专栏、工会法

律援助热线、工会法援律师值班热线），

开展线上线下招聘，累计参加企业１２４４
家次、提供就业岗位 １０２６７个、服务 １２
万余人次。组建心理服务志愿者队伍，

开设解压沙龙、心理讲座、咨询热线，推

动心理健康服务走到职工身边。区职工

服务中心获评第四批上海市人文关怀心

理服务示范点。

【保障帮扶扩大受益面】　２０２０年，区总
工会落实助困、助医、助学等帮困工作，

１８７８家单位职工参加互助保障，参保金
额大幅提高。组织全区 １２０７家单位、
８１１万名职工参加“爱心一日捐”，募集
善款３８２０６万元。开展元旦春节困难
帮扶、致敬公安卫士和情暖特困职工专

项帮扶、爱心礼包暖职工、关爱农民工通

讯费医疗费补贴、罗平百名困难大学生

结对等活动。落实市政府实事项目，为

１４３万人办理市、区工会会员服务卡专
享保障计划，理赔５８６人，给付金额共计
４４３万元。发动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
为偏远贫困地区学生及全区全国级、市

级困难职工子女捐赠线上学习终端１１０
台、赠送“复学爱心礼包”近２００份。连
续三年组织千名职工急救志愿者培训。

组织６８８家企业、２４７４个班组、４５万职
工参加“安康杯”竞赛，钢之杰等３家企
业获评全国先进。

【健全联动维权机制】　２０２０年，区总工
会健全政府和工会联席会议制度和区域

协同联动机制，依托“三级职工服务平

台”，联合法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司

法局齐抓共管，建立１４９个劳动关系协
调职工维权服务站，相当于平均不到 ２
平方千米就有一个服务站。在各街镇园

区及区级行业工会配备工会社工（劳动

关系协调员）、劳动关系指导员、志愿律

师和心理咨询师，形成“１＋３＋１４＋１００”
法律援助服务体系，法律援助“四个比

例”明显提升。全年共受理法援案件

６４１起，涉及职工１５４４人次，为职工挽回
经济损失 ３１３６２８万元。同时，配套进
行就业援助和心理疏导，服务７６５人次。

【宝山区总工会七届七次全委（扩大）会

议召开】　１月１５日，区总工会七届七
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总结

２０１９年工作，研究部署２０２０年工作。会
议书面审议关于宝山工会２０１９年经费
审查工作情况和２０２０年工作安排的报
告。会议选举区教育工作党委副书记、

区教育工会主席朱英，区级机关工作委

员会委员、区级机关工会主任隋清，区总

工会宣传教育部部长尹奕为区总工会第

七届委员会常委。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莫

负春到宝山调研】　２月２７日，上海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莫负

春到宝山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走访

高境镇部分企业，听取复工复产扶持政

策落地及企业复工复产中存在的问题等

情况。

【获评“上海工会维护职工权益十佳案

例”】　４月２１日，由区总工会推荐、区
三级工会共同承办“搭建协商平台 规范

民主程序 稳妥有序处理企业重大改革

调整中的劳动关系”案例获评“上海工

会维护职工权益十佳案例”。

【参与“安康杯”活动】　４月 ２６日，在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上
海赛区）中，宝山区１１家企业获“优胜单
位”、４个班组获“优胜班组”、２家单位获
“优秀组织单位”、２人获“优秀个人”称号。

【获市２０１９年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多
项奖项】　５月２６日，区职工服务中心
活动部在市总工会２０１９年户外职工爱
心接力站中，获上海市工人先锋号荣誉

称号，区职工服务中心张美琦获优秀工

作者，大场党群服务基地户外职工爱心

接力站获先进站点，吴淞街道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张惠

英获明星站长，区职工服务中心青年志

愿者分队袁伟珠获优秀志愿者。

【２０２０年千名职工应急救护志愿者培训
计划启动】　７月２４日，２０２０年千名职
工应急救护志愿者培训计划启动暨体外

除颤仪移交启用仪式举行，为广大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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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和了解基本急救知识技能，科学应

对自然灾害、突发疾病与意外伤害，有效

实施自救互救。

【举办护航就业行动应届高校毕业生公

益招聘会】　７月２７日，由区总工会、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２０２０年
“宜业宝山”·宝山工会“职”通车———

护航就业行动应届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

会（劳模先进专场）在区就业促进中心

服务举办，并召开宝山企业就业工作调

研座谈会。招聘会特邀区内１９家劳模
先进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５１４个，现
场达成求职意向８２人，其中，应届生入
场３００余人，意向录用４６人。

１２月１０日，“时代荣光”———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劳模先进表彰大会召开 庄轶凡／摄影

【举行“宝山工匠”颁奖仪式】　７月３０
日，宝山区“奋进新时代 创造新奇

迹———推进高质量发展职工劳动和技能

竞赛”启动大会暨第三届“宝山工匠”颁

奖仪式在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会

上总结２０１９年“创全”劳动竞赛工作，表
彰“创全”劳动竞赛４个赛区、３２个专项
行动中涌现出的３２８个先进集体、班组
和个人及第三届２０名“宝山工匠”及提
名奖。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赵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

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等共计２００余
人参加活动。

【家政护工行业工会联合会成立】　８月
１９日，宝山区家政护工行业工会联合会
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区工人文化活动

中心举行，全区７０名家政护工从业人员
及相关委办局代表参加。

【上海市职工科技节开幕】　８月２３日，
以“匠心筑梦 创新未来”为主题的２０２０
年上海职工创新大会暨第十届上海职工

科技节在顾村镇智慧湾科创园开幕。仪

式上，朱臻原工作室被授予上海市工匠

创新工作室；３个合理化建议、１个职工
先进操作法受到表彰；获评第三十二届

市优秀发明选拔赛金奖４个、银奖５个、
铜奖１５个。宝山区在工作室培养、优秀
发明、合理化建议、技能竞赛和论文研究

等方面获各类奖项３９个。

【“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步

走】　１０月２４日，２０２０“幸福宝山路，文
明修身行”主题健步走之“学四史建双

城共走小康路”在罗泾镇千亩涵养林颁

奖。市总工会副主席桂晓燕，市慈善基

金会宝山分会会长周德勋等市、区领导

以及基层职工群众代表等 ３００余人参
加，展现出“魅力滨江、活力宝山”职工

文化画卷。

【劳模先进表彰大会举行】　１２月 １０
日，“时代荣光”———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劳模
先进表彰大会在区融媒体中心召开。市

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黄红出席并致

辞。大会为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

者）、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

上海市模范集体、宝山区五一劳动奖章

获奖代表、宝山区先进集体获奖代表、宝

山区先进工作者获奖代表颁奖。大会包

括不负韶华、壮心不已、携手奋进三大板

块，通过快板说唱、情景短剧、故事讲述、

情景歌舞等形式，展现宝山职工群众精

神风貌，讴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会前，领导接见劳模先进代表并

合影留念，参观劳模先进典型事迹展板。

（朱　艳 沈　英）

共青团

【概况】　２０２０年，全区共有各级基层团
组织２０２１个，团委（团工委）６２个，团总
支１７４个，团支部 １７８５个，全区注册团
员数１９５４人。团区委持续开展青年大
学习活动，各级团组织开展主题团课

３０５次、主题团日活动１５５场。通过组建
“四史”青年讲师团、录制推出“四史”精

品微党课、举办机关青年“四史”阅读马

拉松挑战赛、开展少先队员学“四史”

“六个一”系列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覆盖青少年４６万人
次。开展“国旗下成长”宝山青少年升

国旗暨爱国宣讲活动，参与总人数２０００
余人。年内，评选产生市青年五四奖章

７名，市优秀共青团员４名，市优秀共青
团干部６名；市标杆青年突击队、青年突
击队和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各１个。推
荐７名青年企业家加入市青企协。

【宝山青少年“光盘行动”快闪接力活

动】　２０２０年，团区委为引导全区青少
年提高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意

识，联合区文明办、区商务委、高境镇等

单位开展宝山青少年“光盘行动”快闪

接力活动，宣传“爱惜粮食”“健康生活”

“科学用餐”等观念。８月２７日，团区委
组织华能华东分公司团委６０名青年在
宝杨宝龙广场开展第一场“光盘行动”

快闪接力活动，分别通过舞蹈快闪、沿路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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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游的方式将“光盘行动”倡议书分发

给现场市民。９月１１日，上海民办华二
宝山实验学校３０名学生和华能华东分
公司团委青年快闪舞蹈作为暖场节目，

参与“粒米粒恩 光盘光盒”———２０２０上
海市民文明接力行（宝山站）活动。９月
２４日，发动高境镇社区团干部、上海联
通宝山分公司、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等公司青年集聚新业坊，开展第三

场“光盘行动”快闪接力活动。９月 ２６
日，联合罗店镇团委、星跃舞蹈工作室在

罗店宝龙广场开展第四场宝山青少年

“光盘行动”快闪接力活动。１０月 １７
日，罗店镇团委与文明办共同主办，在罗

店镇Ｕ天地广场开展光盘行动，从小做
起———罗店镇节约新“食”代 宝山新

“食”尚，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培养节约

习惯专项行动接力行（罗店镇）活动。

１１月３１日，与上海大学团委、区农业农
村委及大场镇团委在大场镇丰宝苑社区

开展光盘行动进社区专场，以小游戏形

式扩大社区光盘行动宣传力度。

团区委联合大华公益基金会在云南省曲靖市山区试点开展“希望网校”项目 团区委／提供

【宝山青年志愿者接力开展“希望网校”１
周年】　２０２０年，团区委联合大华公益基
金会在云南省曲靖市山区率先试点“希

望网校”项目开展满１周年。在云南省
会泽县团委、宣威市团委、宝山援滇干部

支持下，项目立足于服务“东西协作、扶

贫攻坚”大局，整合豆曼国际教育（英语）、

麦绘美术（书法）、星点米罗（美术）、优体

知音（音乐）等专业优质教育机构资源和

上海宝山大华小学等公办学校阵地资源，

依托５Ｇ时代信息化远程网络平台，２０１９
年１０月启动以来，先后公益招募６６名志
愿教师入库，搭建大华水磨希望小学、宣

威肥谷小学远程网络直播互动教室。

２０２０年，英语课程面向多年级学生累计
开展２３０余课时，书法、音乐、美术开展６０
余课时。“希望网校”项目纳入上海市合

作交流办东西部协作支持项目，上海市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介入项目推进工作。

【疫情防控志愿活动】　２０２０年疫情防
控期间，团区委组织青年开展志愿活动。

区级层面成立由１８０人组成的青年突击
队，先后支援友谊路街道隔离观察点，开

展值班驻守、物资采购、心理疏导等相关

工作；赴铃兰卫生、宏隆医疗用品等市重

点应急保障防疫企业参与复工复产，支

援企业口罩、消毒机等产品装配；１２个
街镇团组织成立由１３００余名团员青年
组成的青年突击队，参与居民信息核实、

落实居家隔离等工作；区卫生、公安、网

格等部门团组织成立１０余支青年突击
队，参与加强道口车辆检查、“１２３４５”热
线应急值守等工作；第二十三批沪滇志愿

者、大场镇祁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青年公

卫医生吕友被团中央授予“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称号。

【结对帮扶活动】　２０２０年，团区委联合
区相关部门为河南、新疆等偏远贫困和

对口支援地区的困难学生捐赠在线学习

设备２５００余台；组织青联委员为云南宣
威田坝镇６个结对村爱心捐赠２７万元，
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和学校教学设备；联

合中建三局等单位为云南、新疆２０００余
名小朋友送上“微心愿”；开展９０余名云
南维西学生“手拉手”活动；选派２名青
年志愿者入选第二十三批沪滇志愿服务

接力计划，赴云南开展志愿服务。

（钱子仪）

妇　联

【概况】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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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妇联以“四史”学习教育和妇联组

织建设改革“破难行动”为契机，通过“巾

帼大学堂”，推动“四史”专题学习进社

区、进家庭、进女性社会组织；承接上海市

妇联在宝山区召开的上海妇联发挥基层

执委作用“破难行动”现场推进会；举办

“两新”组织女性人才培训班，４０名女企
业家及女性中高管参加培训。实施“家

家幸福安康工程”，继续以每月第一个周

六为“家庭行动日”，聚焦“公筷公勺”“禁

止餐饮浪费”“红色故事代代传”“美化家

园环境”等主题，开展１２场全城联动的家
庭实践活动。推进项目化服务，为不同群

体量身定制“知心妈妈”“宝家护航”“水

滴计划”“亲亲四叶草”“阅分享”“阳光行

动”等支持项目，以精准服务提升妇女儿

童家庭获得感和满意度。推进妇女就业

创业，在区党建服务中心开设“创新创业

女性慧课厅”，举办女性专场“樱花在线”

线上就业指导、“线上招聘直播”、家政技

能竞赛和“女性创业月”等系列活动；发

动宝山女企业家协会５家会员单位结对
帮扶云南会泽县贫困村，签订社会力量助

力挂牌督战村结对帮扶协议书。区妇联

下发《关于推进宝山区“妇女微家”建设

的实施意见》，对全区４０个妇女微家予以
４万元经费扶持，加大妇女微家的培育力
度。３—１０月，开展新一轮“ｉ—ｗｏｍｅｎ社
区女主人成长计划———宝山区居村妇女

议事会女性自治项目”，打造２４个示范级
“妇女议事会”，共议事７２件，配送服务
４８次，服务人群达２０００人次。３—１０月，
加强与社会组织合作，制作“提高级妇女

之家创建指导手册”，月浦镇月浦八村居

民区妇女之家、大场镇新华居民区妇女之

家２家被授予上海市提高级妇女之家，月
浦八村居民区妇女之家被评为上海市巾

帼文明岗。

【动员妇女投身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区
妇联动员妇女投身疫情防控。（１）开展
“巾帼战疫·爱心接力”行动，区妇联动

９９

妇　联



员各级妇联和女性社会组织募捐善款

６９８５万元，联动各方筹措手套、口罩、
消毒水等物资５万余份。（２）以“抗击
疫情，守望相助”为主题，组织全区３０００
余名“邻家妈妈”志愿者，走访慰问６６名
老三八红旗手等生活困难群体，上门为

区域内１１万余名孕妇、４６６名困难家庭
儿童送上口罩、运动魔盒、移动终端等物

资，助力抗疫。（３）主动募集 １万件雨
衣、３万副手套、９０００余片暖宝宝等防护
物资，第一时间送到防疫一线妇联干部

和巾帼志愿者手中。（４）７—８月，区妇
儿发展中心举办１０场“致敬天使”专场
活动，慰问来自全区抗疫一线的女医护

工作者家庭。（５）在“宝山女性”公众号
开辟“巾帼战疫”“家庭战疫”专栏，共推

送信息 ８０余篇，宣传优秀女性防疫故
事。其中，“用爱筑起防疫的‘家庭防

线’”、邮轮港“巾帼浪花团队”等事迹被

学习强国、东方新闻、文汇网等媒体登载。

７月２４日，区红十字会为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工作人员开展救护培训 区红十字会／提供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２０２０年，全
区妇联系统各维权窗口共接待妇女儿童

４４６人次，开展妇女儿童法律援助 ２１７
件。（１）在“宝山女性”微信公众号上开
设“线上法律知识竞猜”“樱花寄语———

女法律工作者线上以案说法”“后疫时

期ＷＭ心理驿站”“民法典微课堂”等
栏目，拓展普法辐射面。（２）１１月 ２０
日，在宝龙广场举办“宝家护航”法宣集

市，专题宣传宪法、反家暴法、民法典、未

成年保护法等，为居民们提供妇幼保健、

垃圾分类、劳动权益、婚姻收养、家庭诉

讼等十大类法律服务，吸引大量群众参

与，并在看看新闻播放。（３）为全区
４０３万名退休和生活困难妇女免费进
行“两病”筛查。（４）通过“姐妹情”关爱
互助保险为７５名患妇科重症妇女提供
理赔金１３６万元。

【帮困和助学】　２０２０年元旦、春节、三
八节等节日期间，区妇联共为２０９名困
难重症妇女、老三八红旗手、困难儿童送

上２３３万元慰问金。六一节为３３名困
境儿童送上３３万元爱心帮扶款，为白
血病、脑瘤、脊肌萎缩症３名重症儿童争
取救助资金３万元。为全区１７８０名０—
１７周岁低保家庭儿童发放每人１００元文
化福利补贴，并增配价值１００元文化福利
大礼包。连续第九年开展“九九重阳节，

浓浓关爱情”“糕糕兴兴过重阳”等活动，

为２６００名困难独居老人送上重阳糕。

【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２０２０年，区
妇联全面完成区妇女儿童发展“十四

五”规划编制工作。指导大场镇、罗泾

镇、张庙街道，成功创建全区第一批儿童

友好社区。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儿童优

先、社区友好”理念，设计“宝小囡”卡通

形象，制作３分钟《儿童友好社区》宣传
片在宝山电视台播出。 （杜　红）

红十字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和街镇及居
（村）三级红十字组织共有５６８个，全区
红十字会团体会员单位２２８家，成人会
员９４９３名，青少年会员 ３３０２０名，注册
志愿服务者５１９２名，志愿服务组织２０２
个。全区建有街镇红十字服务中心 １２
所，社区红十字服务站４５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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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６３９万
元，支出１０１４７２万元，历年余额２８６３９
万元。年内，三家市级“博爱家园”街镇

通过上海市红十字会复审，大场镇被评

选为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

【防控新冠肺炎】　２０２０年，全区及街镇
红十字会累计收到新冠肺炎抗疫社会捐

赠１６０４５笔，累计捐款 １００９６８万元。
共使用“防控新冠肺炎”专项捐款

９７４６５５８５８万元，其中定向湖北 省
８６４２８０７万元，上交市红十字会 ５０万
元，宝山区使用 ８３８２２７７８万元。区红
十字会接收捐赠物资１５批次，市红十字
会下拨物资４批次，均按照需求发放至
各基层单位用于疫情防控。

【救助关爱和备灾救灾活动】　２０２０年，
区红十字会向７户火灾家庭发放救助款
４２２万元及火灾救助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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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户，市、区、街镇（园区）
红十字会合计救助５０万元。为符合条件
的重度失智老人每月配送护理用品项目，

全年受益对象３４９９人次，总价值６５９９
万元。救助１７名居家麻风病致残者，金
额１１９万元。对１１例造血干细胞移植
患者发放救助款４２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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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人次，资助金
额３０８万元。开展明法师助学帮困项
目，为６１名困难家庭学生发放助学金１２８
万元，发放价值６１万元牛奶券。

【救护培训】　２０２０年，区红十字会全年
培训救护员９７１人，完成指标１２７２％，
普及培训２７６３０人次，完成指标２０５％。
持续推进ＡＥＤ设置工作，在宝山区工人
文化中心、邮轮港零点广场滨江驿站等

地新设置ＡＥＤ，并对相关人群开展分级
分层的救护培训。联合区总工会、区体

育局、区妇联、区航运工会等单位，开展

重点人群救护知识普及培训。区红十字

会向云南省师宗县红十字会捐赠７００个
急救包和２个心肺复苏模拟人，用于红
十字救护培训工作。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２０２０年，区红十
字会为２０１２８１名学生、儿童办理参保手
续，比上学年增加１１个百分点，参保费
２７４８４４万元，为２９８２人次住院或大病
儿童报销医疗费，基金支付４４８８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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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三级医院就诊报销费用）；受理

少儿医疗保障基金医疗费报销２９５３人
次，少儿居保支付金额 １０６４２万元；资
助１４４３名低保家庭及残障儿童参加少
儿住院互助基金。

【志愿捐献】　２０２０年，区红十字会与团
区委、区内高校红十字会和各街镇党团

组织协作，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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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０名，超额完成市红十字会
全年招募志愿者指标任务。年内，２名
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成功实现捐献。区和

街镇两级红十字会全年为２２０名市民办
理遗体（角膜）捐献手续，另有５３人实现
遗体捐献意愿。全年登记捐献器官共７
例。３月，通过网络发起“生命回响·云
上缅怀”遗体捐献纪念日活动。

９月２５日，区红十字会组织高境、淞南、杨行、顾村、张庙、庙行６街镇联动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
者入库活动 汤忆华／摄影

【红十字会宣传】　２０２０年，区红十字会利
用网站报道工作信息５３条，均向市红十字
会网站、《上海市红十字报》《宝山报》报

送。区红十字会微信服务号正式上线，全

年共发布２３期６０篇各类信息。利用“社
区通”平台，做好“博爱讲坛”每月知识推

送，发布少儿基金参保缴费工作信息，方便

居民了解红十字会相关政策及救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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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国

际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和红十字会工作。

与宝山电视台共同策划专题宣传“捐献者

说”，宣传造血干细胞知识。 （马冬霞）

其他团体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

员会】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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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同学３人，平均年龄为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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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及中共宝山区委

统战部起到关心沟通、协调好黄埔同学之

间关系的桥梁纽带作用。年内共完成４
期《上海黄埔》刊物信息报送工作。为每

位黄埔同学订阅《中医健康养生》《上海

老年报》《台湾周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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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人。春节前夕，工委会组织
黄埔后代及亲属参加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统一
战线各界人士迎新联欢会。８月１３日，

工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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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周年活动。 （陈　姝）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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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
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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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微侨之家”５０个，建
立新侨驿站６处。区侨联获全国侨联系
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上海市

侨联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友谊路街道侨

联获上海市示范街镇侨联称号。区侨联

主席曲国莉，副主席吴蓓琪、王爱红获上

海市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顾村镇侨

联主席顾丽芳、高境镇侨联主席潘林飞

获上海市侨联系统先进个人称号。

１月１７日，区侨联举办第十七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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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击新冠疫情时期，２月２７日及时将第二
批募集的海内外侨界人士捐赠的医疗防

护物资，分别送到市一宝山分院和中冶医

院。３月１０日，将第三批募集的海内外
侨界人士捐赠的近１０万元医疗物资、４
台加拿大进口制氧机送到区卫健委，２８００
只口罩送到中冶医院，４２００只医用一次
性手套送到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为一

线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提供强有力的后

援支持。３月，主动走访调研侨企，先后
前往上海倍儿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事无事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１０家企业，为企业
争取“沪２８条”的优惠政策，联系和解决

口罩采购、疫情期间租金减免、招聘工人

等实际问题。及时向市侨联提交“关于

国外疫情蔓延期间建议海外侨团帮助滞

留的海外留学人员的社情民意”，通过以

侨助侨，发挥海外侨团作用，帮助侨界同

胞和留学人员共渡难关。５月８日，区侨
联、农工党宝山区委在 ＴＡＮＧＶＩＳＩＯＮ摄
影公司联合举办“侨”你真美主题活动，

来自农工党宝山区委的援鄂队员和部分

在宝山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参与。７月１０
日，举办市十二次侨代会宝山组预备会

议，上海市第十二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宝

山区代表出席会议。１１月１８日，召开区
侨联侨法顾问团签约仪式，上海市诚建成

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杨振裕、潘东岳、励

尚园组成区侨联“侨法顾问团”。１１月１８
日，会同农工党宝山区委等在宝山区体育

中心共同举办“侨界至爱”大型医疗咨询

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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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海市青联的会

员团体、宝山区政协的组成团体，有委员

２７６人。８月２２日，开展青联讲坛活动，
深度剖析《民法典》相关法条及要点，为

委员搭建专业学习平台；组建“四史”青

年讲师团、录制推出“四史”精品微党课、

举办机关青年“四史”阅读，引导青联委

员知史爱党、知史爱国。１１月４日，举办
“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在线新经济单元

赛大赛，打造青创品牌；开展校企联动，联

络上海大学微电子学院及复控华龙公司，

搭建科技研发、人才招聘等平台。８月１４
日，举办宝山、浦东两地青联交流活动，参

观产业园区、共商发展机遇，为两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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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合作渠道搭建平台。疫情防控期间，

为解决偏远贫困和对口支援地区困难学生

缺少学习终端无法开展线上学习问题，团

区委、区青联联合区相关部门捐赠在线学

习设备２５００余台，送达河南、新疆等地。
落实区委“携手奔小康”任务，组织委员为

云南宣威田坝镇六个结对村爱心捐赠２７
万元，用于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和学校教学

设备。开展９０余名云南维西学生“手拉
手”活动。通过单位排摸、专家评审等方

式，动态建立青年人才数据库，形成优秀青

年资源“蓄水池”。推荐１３人申报“千帆计
划”、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培养计划，６人参
加市青年创业英才选拔，２人加入市青联，
７人加入市青年企业家协会。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学生联合会以“打造魅力型学联组

织”为目标，组织、引导学生干部参加各

类培训，提高理论水平，加强工作能力。

区学联按期完成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区学联第十届委员会１５家及主席
团单位６家。 （钱子仪）

４月２３日，上海市宝山区作家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 区文联／提供

【上海市宝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２０２０年，区文联有团体会员１１个，会员
８４名，特邀艺术指导２７名。区文联根据
宝山区对口扶贫援助要求，组织区摄影

家协会赴云南维西县对扶贫工作进行摄

影采风和培训送教，拍摄摄影作品展示

扶贫成果。同饮一江水 真情援滇

路———“魅力维西”摄影作品展在宝山

区１２个街镇和文化商业圈巡回展示，为
期２个月。举办“人文雅韵润春光 十年
樱缘荟宝山———上海樱花季专项文旅活

动”，以“十年樱缘，十年心”为主题，以

生活美学为线索，先后举办１０项重点文
旅活动，其中“樱画书艺”———名人书画

沙龙由丁申阳、黄阿忠、乐震文、朱敏、陈

琪、汪家芳、丁小芳、万芾、马双喜、王红

瑛１０位沪上知名书画家参加。整合宝
山文学创作力量，搭建共商宝山文学创

新、发展的高层次交流平台，提供培训、

研讨、交流、采风、维权等全方位服务。４
月２３日，宝山区作家协会成立大会暨第
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上海宝山国际民

间艺术博览馆召开，首届会员７２人，秦
文君任区作协主席，副主席冯与蓝、张

弘、庞婕蕾、唐吉慧、黄德海，包括陈村、

梅子涵、孔明珠９人受邀作为首批特邀
文学策划。借助名家影响力开展文化传

播和传承活动，打造名家工作室亮点工

程。１０月６日，２０２０年大师工作室重点
活动———“邂逅日落”罗威＠智慧湾·
草坪音乐会在智慧湾科创园召开。１０
月１８日，阎华工作室推出品牌栏目“行
知读书会”两周年特别分享会———“爱

的致意”。１２月３０日，“大美海上”宝山
艺术名家工作室成立仪式暨智慧湾“海

上大美术创研中心”开幕式在智慧湾科

创园举行，成立以艺术家陆康、何曦、王

鸿定、蒋铁骊、金江波、胡建君为核心的

宝山第五批名家工作室，依托上海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文化出版社等高校和文

化单位，打造集专业性、知识性、趣味性

与参与性为一体的文化场所，开设文化

艺术普及教育活动。１２月底，编辑出版
《寒冬散尽 星河长明———宝山区文化馆

抗疫美术、书法作品集》。 （余汉琴）

【宝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区科协）坚

持“科技引领社会发展、科普传播创新理

念”，加强基层科协组织建设，传播疫情

防控科学知识，促进疫情时期社会文明

与公民科学素质提升。获上海市科普工

作先进集体、２０２０上海市美丽城市科普
行动“优秀组织奖”、２０２０年上海市科学
诠释者培训及实践活动项目“优秀组织

单位”、２０２０年中国科协“全国科普日”
活动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年内，区科协探索“党建带科建、科

建促党建”科普工作机制，建成宝山区社

区书院１１家，实现融科技、文化、教育、健
康、精神文明等多角度、宽领域知识传播。

整合全区３３家科普基地资源，通过宝山
区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基地预约体验、特色

科普活动发布、科创科普资讯发布等，科

普服务全区。科普基地全年共接待

７２１７８万人次，年科普收入 ７０１４３７万
元；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获上海市科普教

育基地联盟２０１９年度先进集体，“长江口
虚实景体验”项目获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民
终身学习科普教育体验基地品牌体验项

目，“蟹蟹有你，在我身螃”活动获２０１９年
度上海市民终身学习科普教育体验基地

特色体验活动。８月２４日，与华山医院
北院合作签订“医直播———华山医院北

院互联网科学科普频道”，全年共播出

１６４期，吸引近１４３７万人次观看，“学习
强国———上海学习平台”３次推送。举办
２０２０年宝山科技节、宝山区全国科普
日、第七届宝山区社区暨家庭创客创新

制作大赛等科普活动、科普竞赛近 ４５０
场，通过学习强国、宝山发布、宝山汇等

线上媒体以及９３个农村科普画廊、１０９
块户外科普宣传屏线下媒体开展全方位

科普宣传。服务宝山科创主阵地，发挥

科技、科普“一体两翼”协同优势，联手

上海石墨烯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开

展石墨烯技术成果转化示范应用推广体

系建设。依托上海科普公园，探索科普

产业化的主体培育与商业模式创新，形

成以睿宏文化为代表的特色科普产业。

完成１２家街镇科协组织全覆盖，２２名
“三长”（医院院长、学校校长、农技站站

长）担任街镇科协主席、副主席，占主席、

副主席总人数的５８％，新增上海意内西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上海润达榕嘉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２家企业科协。举办学术
论坛和学术研讨会１０场，其中“绿色城
乡建设推动建筑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论

坛”“２０２０年上海传染病病原体实验室
诊断和临床应用论坛”被列为上海科技

论坛项目。 （郭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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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公安分局全力维护
社会稳定，加强社会面打防管控，完成

各项公安保卫任务，保障城市安全。以

第三届进博会等重大活动安保工作为

重点，完成第三届进博会、“２０２０上海
樱花节”、邮轮旅游节、国际民间艺术节

以及国庆、中秋等安保任务 １０５批次，
警卫任务２９批次。妥善处置不安定因
素９４起 １５００人次。受理群众来信来
访２２８５件，比上年减少 ５１２件，减少
１８３１％，办结率为１００％。完成上级部
门交办的重点信访案件 ５８件，化解率
为１００％。区看守所全年收押各类违法
犯罪嫌疑人４５２６人，深挖各类线索１１９
条。区拘留所全年收押各类违法嫌疑

人３８６６人，深挖各类线索 １１条，查破
案件１１起。至年末，全区实有人口总
数 ２４２０１５９人；户 籍 人 口 总 人 数
１０２８１９２人，增 加 １８４２９人，增 加

１７９％。全区万人发案率为３９１８９，减
少１５１１５。分局交警支队、出入境管理
办公室、罗南派出所新办公楼建成并投

入使用。年内加强队伍管理，深化机构

编制、职级序列和辅警制度改革。全年

共有２３４个集体、９２８名民警受到通报
表扬，２１个集体、４０１名民警受到记功
嘉奖。刊播新闻报道６０６篇次，被国家
级媒体报道３２篇。分局官方微博共发
布各类信息 ２９２３篇，被公安部官方微
博微信录用 ３１篇、市局微博微信录用
３７７篇。发放慰问金６１５万元，走访慰
问６００余人次。优化“网报台微端”等
全媒体平台，年内召开新闻通气会 ３
次，配合市局拍摄法制节目《东方１１０》
８期、《法制特勤组》４期、《案件聚焦》３
期。分局摄制的短视频《曾经是你今天

是我》《我是谁》《最美的坚守》、原创反

诈骗微电影《怪我过分相信》《守望者》

等先后被“人民日报官网”“中国长安

网”“中国警察网”“上海警察网”等多

家媒体集中转发，累计浏览量超 ５０００
万次。

【刑事案件侦破】　２０２０年，区公安分局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立刑事案件 ９０７９
起，比上年减少２５４％。破获刑事案件
５４４３起，减少９０％，破案率６００％。其
中，侦破 八 类 案 件 １９４起，破 案 率
９９０％；侦破“两抢”案件 ４起，破案率
１００％；侦破盗窃案件 ７６６起，破案率
６３０％；侦破毒品案件 ４８起，破案率
６３２％；侦破故意杀人和伤害致死案件５
起，破案率 １００％；侦破诈骗案件 ２６４３
起，破案率 ５１４％。侦破经济案件 １３２
起，破案率４７１％。侦破其他案件１６５９
起，破案率７６４％。

【社会治安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公安分局
共受理行政（治安）案件１１０１８２１起，比
上年减少１２３％；查处行政（治安）案件
１１００５７４起，减少１２４％。其中，查处违
反治安管理案件２５８４６起，减少２３５％，
其中 “黄赌毒”案件 １４８７起，减少
６８１％，行政拘留１６１２人，减少２１３％。
查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人员４０１３人，减
少３６％，行政拘留３１９７人，比上年增加
７６％。收缴各类枪支２２８支、管制刀具
３５９把。检查剧毒化学品从业单位 ２０９
家次、放射性同位素从业单位１４３家次，
提出整改意见１５６条。

【公安行政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公安分局
共审批（核）户口材料３０１４份，受理群众
申领、换领、补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８０９３７张，制发临时身份证１８９０张。登记

来沪人员总数 １０４８１９７人，比上年增加
３９３６％；登记人户分离净流入 ３３９５０９
人，比上年减少４４０％；办理上海市居住
证总数３４３５０３张，增加４２９％。受理各
类出国（境）材料申报 １５４８１份，减少
８９２４％；境外人员申报临时住宿登记
１７４２２人次（含港、澳、台、华侨人员），减
少８０５７％。侦破组织他人偷越国（边）
境案件２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１２
人；查处境外人员违章住宿案件３２５起，
减少３２０１％；查处“三非”（外国人非法
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国人６９人
（其中，非法入境３人，非法居留３８人，
非法就业２８人），减少２７３７％；查处骗
取停留居留证件外国人 １３人，增加
１６０％。办理上海市养犬许可证 １９７２８
张，减少 ３９２０张，减少 １６５８％。其中，
控养犬１７４１４张，减少１７５６％；农村犬
２３１４张，减少８３９％。捕捉无证犬４４８２
条，减少１７３７％。

【交通安全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公安分局
推进交通属地化管理和交通违法大整

治，开展交通违法“清零除患”专项整治

行动，共查处交通违法 ７０７４０１起，其中
查处大型货运车超载等重点交通违法行

为４３６７９起、酒驾 １３５６起，查扣“五类
车”（残疾车、电动三轮车、正三轮摩托

车、二轮摩托车、电动自行车）２７４１２起，
查处“网约车”非法载客６６２起５４０人。
在事故多发路段、路口增设警示标志，改

造隐患点位１０３个。路政审批（各类住
宅、道路等公建项目）１５６件。新增、改
建路口信号灯１３０个。核发剧毒化学品
公路运输通行证８８张，办理“三超”（超
长、超宽、超高）许可证４０６６张，办理占、
掘路施工交通安全意见书４８１张。全年
共发生交通事故（上报）４９起，比上年减
少７５％；造成４４人死亡，减少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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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经济损失 ５６４万元，减少 ６２％。
全年完成交通保卫任务５８次。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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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５１家次，发现火
灾隐患１３０５０８处，督促整改１０２２５９处，
责令“三停”４５８家次，行政拘留２９４人，
罚款４１４２７万元。全年发生火灾事故
５６６起，死亡６人，受伤３人，直接财产损
失４５８６万元。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公安局区公安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

单　位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宝山公安分局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９９

经侦支队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９９

治安支队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９９

刑侦支队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９９

出入境办 友谊路１６８８号 ２８９５９３３３ ２０１９９９

交警支队 铁山路１０８８号 ２８９５９１２１ ２０１９９９

人口办 铁通路５１６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９９

友谊路派出所 宝杨路６２８号 ５６６００８０８ ２０１９９９

通河新村派出所 通河路６８９号 ５６９９５８０８ ２００４３１

吴淞派出所 淞兴西路２０１号 ５６６７１０６９ ２００９４０

海滨新村派出所 同济支路５５号 ５６１７２６１５ ２００９４０

泗塘新村派出所 虎林路２３６号 ５６９９４１６６ ２００４３１

淞南派出所 淞良路１８８号 ５６１４０３９１ ２００４４３

高境派出所 新二路１０１号 ６６１８０１１０ ２００４３９

大华新村派出所 真大路３０３号 ６６３９００９２ ２００４３６

杨行派出所 杨泰路１９８号 ５６４９２０２２ ２０１９０１

宝钢治安派出所 牡丹江路２０００号 ５６６０２１１０ ２０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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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９５９４２５ ２０１９９９

罗店派出所 罗太路２３２号 ５６８６３６３０ ２０１９０８

罗南派出所 美健路５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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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１５０２５０ ２００９４２

水上治安派出所 淞浦路６５０号 ２８９５０７３５ ２００９４０

滨江治安派出所 吴淞口路３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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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山保安公司 宝林路２７７号 ５６１７０５０８ ２０１９９９

宝江保安公司 方正路１０号 ６６７８８６９５ ２０１９９９

（黄忠才）

【完成第三届进博会安保】　２０２０年，区
公安分局成立安保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第三届进博会安保工作方案，落实各项

安保工作措施。１０月中旬，主动与毗邻
的江苏省太仓市公安局对接，将太仓市

浏河洋桥检查站卡口岗位前移至上海洋

桥检查站，建立“一站两检”工作机制，

警力混编，全面提升安检查控力度。加

强社会面巡逻防控，组建检查组开展不

间断检查，１０月１９日—１１月５日，共检
查旅馆业单位２７家、娱乐场所８家、危
爆物品从业单位４家、学校１８家、刀具
售卖商店 ６家、加油站 １０家、寄递业
１２家。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区公安分局成立
防疫防控领导小组，固化完善街道（居村

委会）、派出所、社区卫生中心“三位一

体”运作模式，坚持内防扩散、外防输入

底线，进一步强化联防联控，落实居家隔

离点“三个一”（每天一次现场巡查、每天

一次门磁预警测试、每天一次情况报告）

机制。１月２０日—１２月３１日，累计完成
４６３４名入境人员转运隔离，以及２０个集
中点、９１２户居家隔离点门磁、红外线感
知安装和２４小时监控。配合做好复工复
产复学工作，协助居村委干部进行返沪人

员登记、口罩预约购买等，对重点地区来

沪人员，由民警、群防群治力量会同社区

医生上门测量体温、告知实施居家隔离观

察，协助做好公共场所秩序维护工作。主

动排查妥善处置多起涉疫情敏感事件，刑

事拘留１人，行政拘留１人。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　２０２０年，区
公安分局通过入户走访、张贴宣传资料、

警银联动防范、拓展网宣平台、组建反诈

小分队、集中宣传授课等方式，向地区群

众宣讲最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类型

和防范要点，将防范知识送上门。全年

共拍摄各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片

１４部，发放各类宣传资料４５万余份，联
合居（村）委在６７６个小区制作８５００余
块次“小黑板”，举办各类集中宣传讲座

２３４１场次，发布推文２８００余条次，向居
住、工作在宝山的手机用户推送３轮共
计８７６万条次高发类型防范宣传提示
短信。

【提升户政业务管理服务水平】　２０２０
年，区公安分局制定全区实有人口融入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工作方案，与区大

数据中心、农委、卫健委、教育局等部门

形成数据汇聚、共享、交换机制。推进派

出所、居住证中心窗口工作规范，确保执

法口径一致、操作手势一致、服务措施一

致，真正实现群众办事“跑路最多只一

次”。落实居民身份证管理、居住证管理

和户籍管理等各项便民措施。全年共制

作居民身份证 ８０９３７张、临时身份证
１８９０张，在宝山区异地办证累计 ３２９８２
人，办理港澳台居住证２３４人，办理居住
登记３３６６５张，居住证３４２５０３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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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警练兵实战实训】　２０２０年，区公安
分局先后组织警务体能、公务用枪、警械

实战应用、警务技术、急救等课目训练，

参训６０００余人次。开展调整催泪枪使
用、机械警棍使用、警务驾驶、公务用枪

情景射击、接处警演练、警种紧急拉动演

练等实战课程３０余门，参训１０００余人
次。以“ｅ起学”ＡＰＰ为载体开展政治理
论、基础法律知识和智慧公安项目等理

论知识学习，参与人数３７０６人次。首创
开发抖音式短视频课程“民警综合体能

测试训练提示”１７部；开发“边防船舶检
查”等航运类微课程２０门，填补市公安
局航运类课程品类的空白。

３月１７日，区检察院远程讯问一起疫情期间影响复工复产案件 程　玲／摄影

【侦破部目标“２０１９—４９３”网上贩买新
型毒品案】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初，区公安分
局发现上海有涉毒人员通过网络购买多

种新型毒品。分局遂与市局有关部门成

立联合专案组开展侦查，后经公安部批

准列为部目标“２０１９—４９３”毒品专案。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专案组在广东、重庆、安徽
等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先后在沪、粤、

渝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邢某某（男，４１
岁，江苏省南京市人）、叶某（男，３４岁，
陕西省户县人）、唐某某（男，３６岁，安徽
省阜阳市人）等１１人，缴获 ＤＭＴ（三甲
基色胺）共计４７千克，摧毁通过互联网
贩卖新型毒品的犯罪团伙。该案系上海

破获首例涉及新型毒品三甲基色胺大宗

毒品案件。该案被评为２０２０年度“刑警
８０３破案奖”金奖。

【侦破“优企宝”公司虚开发票案】　
２０１９年５月，区公安分局发现，注册在宝
山的上海优企宝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专为

企业虚开发票，遂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日，专案组先后抓获秦某
（男，５１岁，上海市闵行区人）、堵某某
（男，３５岁，上海市黄浦区人）、葛某某
（男４０岁，上海市长宁区人）等违法犯罪
嫌疑人５３人，捣毁开票窝点２处，收缴
开票机１０台、税控盘２０余个、各类公章
数十枚以及大量空白和已开具的增值税

普通发票。涉及全国受票企业近万余

家，涉案价税近 ８６亿元。该案被评为
２０２０年度上海经侦系统“经济犯罪案件
侦查破案精品案例”银奖。

【查处扰乱公共秩序案】　２月５日，王
某某（男，２５岁，四川省南充市人）乘火
车从四川省抵沪后，违反疫情期间居家

隔离规定，擅自乘坐飞机、火车、地铁等

公共交通工具来往四川与上海。２月１５
日，区公安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在疫情防控期间

不履行隔离观察义务，擅自外出、扰乱公

共场所秩序的王某杰依法作出行政拘留

１０日并处罚款５００元的行政处罚。该案
是上海市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首起对违法

行为人行政拘留并执行的案例，被评为

２０２０年度“上海治安部门十佳精品行政
（治安）案件”。

【协破部督命案】　２０１８年８月，区看守
所民警对在押人员开展教育感化工作中

获悉在逃人员张某于２００３年３月伙同
他人在顾村地区持刀杀害他人的线索，

立即将有关线索上报分局。２０２０年，该
条线索查实。４月２９日，在江苏省公安
机关协助下，分局在江苏省滨海县东坎

镇抓获潜逃１８年的部督命案在逃人员
张某（男，３６岁，江苏省滨海县人）。该
案被公安部监管局评为２０２０年度全国
公安监管部门协破案工作“精品案件”。

【侦破部目标“２０２０—２０２”毒品专案】
　６月１０日，区公安分局获取线索，一
男子通过物流快递方式将一批可疑物品

从福建经上海中转寄往境外。现场检查

中发现寄件中含有麻黄碱成分。分局遂

与市公安局有关部门成立联合专案组开

展侦查，并上报公安部列为部督专案。

１２月，专案组在福建、广东公安机关配
合下，先后在沪、闽、粤三地抓获犯罪嫌

疑人蔡某某（男，２９岁，福建省南平市
人）、周某某（男，３０岁，江西省永新县

人）、林某某（男，２８岁，福建省福州市
人）、杨某某（男，３４岁，重庆市人）、王某
某（女，３１岁，江西省吉安市人）、王某某
（男，２８岁，河南省商丘市人）等 １２人，
缴获制毒物品麻黄碱共计４３３千克，截
断一条上海、福建、广州三市的运毒通

道，摧毁一个长期盘踞在福建的走私制

毒物品犯罪团伙。 （黄忠才）

检　察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人民检察院忠诚履
行各项检察职能，为宝山打造“全市科创

中心主阵地”提供有力检察保障。全年

受理提请批准逮捕案件 １３６１件 ２５２６
人，经审查依法批准逮捕 １１８４件 ２１４９
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２４２５件３７５１
人，经审查依法提起公诉 ２２４０件 ３４６０
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８７人，追捕１２３
人、追诉１３０人，不批准逮捕 ３８７人，不
起诉２４４人。对生效民事裁判提请上级
院抗诉１１件，法院改判６件。加强审判
程序违法监督，制发检察建议９件。办
理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件５件。办理
公益诉讼案件 ８９件，制发检察建议 ２９
份。年内定期开展“感动宝检人物（团

队）”评选活动，培树“上海市先进工作

者”谷晓丽、“宝山区先进工作者”陈伟

东和徐彪、第四届“宝山区平安英雄”

陈丽莉等先进典型。

【办理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案件】　
２０２０年，区检察院从快从严办理妨害疫
情防控违法犯罪案件，提前介入引导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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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取证１５件，批准逮捕９件１１人，提起
公诉９件１０人，办理的１起哄抬口罩价
格的非法经营案入选最高检、公安部典

型案例。制定《关于积极稳妥规范开展

在线办案的实施意见》，启用“在线检

察”办案系统，开展在线远程提审 ３７７０
人次，远程开庭７２７人次，远程接访、宣
告、听证４７人次。严厉打击妨害复工复
产犯罪，办理一批涉企合同诈骗等案件，

对一起破坏互联网企业计算机信息系统

案快捕快诉，保障企业正常运转。贯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涉嫌轻微犯罪

企业人员，坚持“少捕慎诉少押”，共不

捕１２人，不诉１４人，建议变更强制措施
８人。深化与区工商联协作配合，依托
“企业法律服务工作站”赴企业走访调

研，针对性制订“法律服务手册”。制作

１０期复工复产法律网课，获最高检微信
公众号和“学习强国”全国平台录用。

【服务保障一流营商环境】　２０２０年，区
检察院制定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推

出健全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障机制

等１６项具体工作举措。加大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惩治和预防力度，发布《知识产

权检察白皮书》，办理的汪润等３人假冒
注册商标案被最高检评为“检察机关保

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持续打造“助

力企业刑事合规”工作品牌，相关经验做

法获评上海市“创新社会治理，深化平安

建设”优秀案例，并获区“谁执法谁普

法”十佳项目。与崇明、太仓、海门、启东

等地检察机关建立跨区域协作联盟，协

力护航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起

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贷款诈

骗等案件 ３７件 １３８人，为金融安全护
航。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起公诉

１１件４２人，妥善办理阮祖健等２２人恶
势力犯罪集团强迫交易案等一批涉恶案

件。开展打击惩治“套路贷”专项行动，

提起公诉２９件５３人。开展“六清”行动
（全国扫黑办部署６项扫黑除恶行动，包
括线索清仓、逃犯清零、案件清结、伞网

清除、黑财清底、行业清源），与区公安、

法院建立常态化协调机制，确保“清到

底”“清干净”。与公安机关会签工作机

制，持续加大“打伞破网”“打财断血”

“追赃挽损”工作力度。推动社会综合

治理，针对“敲墙党”等问题，向有关街

镇、行政单位制发检察建议７份。

【司法为民】　２０２０年，区检察院依法保
障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严惩故意杀

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等严重暴力犯

罪，提起公诉 １０９件 １１３人；重点打击
“盗抢骗”“黄赌毒”等犯罪，提起公诉

９５４件１５３０人；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等犯罪，提起公诉１２８件４１８人；切实守
护老百姓“头顶上的安全”，以网络直播

方式出庭公诉一起醉酒男子高空抛物

案。落实与区监察委会签的办理职务犯

罪工作意见，进一步健全提前介入、案件

移送等程序和机制，共受理监察机关移

送审查起诉职务犯罪案件８件１１人，决
定逮捕 ８件 １１人，提起公诉 １２件 １５
人。坚持双向保护原则，妥善办理涉未

成年人案件，批捕 ２９件 ３４人，起诉 ４１
件６２人；不捕２人，不诉４５人；开展观
护帮教７１人次，亲职教育８０人次。与
区教育局会签工作意见，深入推进兼职

法治副校长工作，推动校园安全管理、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性侵害违法

犯罪人员从业限制等制度机制落实落

细。深化涉老年人案件专业化办案模

式，起诉欺老虐老骗老等侵害老年人人

身、财产权益的案件３４件７６人。与区
民政局、司法局等部门会签实施意见，在

法律援助、权益保障、矛盾化解、救助帮

困等方面加强协作，凝聚老年人权益保

护合力。深化“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心建
设，制订《窗口接待用语规范指引》，落

实院部领导接访制度，共接待来访群众

１１６８人次。做好“群众来信件件有回
复”工作，制定操作细则和工作规范，共

受理群众来信 ５４９件，７日内程序性回
复和 ３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
１００％。主动对接区民政局、妇联等职能
部门，推进司法救助工作，实现司法救助

与社会救助“两轨并行”，共开展司法救

助１９次，发放救助金１８７５万元。

【法律监督】　２０２０年，区检察院与区法
院、公安分局会签实施办法，探索开展法

院移送刑事犯罪线索跟踪监督机制。贯

彻执行新《社区矫正法》，针对社区矫正

人员佩戴电子定位装置等情况开展专项

监督检察１９２人次。对违反社区矫正规
定的监外执行罪犯进行审查，提出监督

意见５件。切实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
益，针对监管场所安全隐患等问题，制发

建议文书６份。持续推进审前未羁押对
象收监专项检察监督，对３名判处实刑
未执行刑罚的罪犯，监督收监执行。推

进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

工作，与区公安分局会签工作细则，确保

讯问环节合法规范。参与区委政法委立

案登记制改革“回头看”案件评查活动，

评查区法院５４６件民事案件。针对民间
借贷、离婚析产、房屋买卖等领域打“假

官司”问题开展专项监督，办理虚假诉讼

监督案件１２件。

【公益诉讼】　２０２０年，区检察院发挥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聚焦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共立案

５６件，制发诉前检察建议１８件。针对长
江口生态环境保护、餐饮场所食品安全

等问题，与相关行政机关沟通磋商，妥善

处理问题。针对电动自行车充电不规

范、楼道停放等安全隐患问题，与区公安

分局、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协

作，开展专项行动。针对非法收集、使

用、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等问题，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办理的１起案件获
评“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
十大典型案例”。针对集装箱群租等问

题，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向有关部门制

发检察建议，促进及时整改。在全国率

先探索技术调查官参与检察办案活动，

选聘在生态环境和资源、食品药品检验、

产品质量等方面具有技术专长的人员，

提供专业技术支持，被最高检推广至全

国检察机关学习借鉴。深化全国首创公

益诉讼观察员制度，发挥观察员在线索

发现、协助办案等方面优势，持续打造公

益诉讼工作品牌。强化信息技术支撑，

设立公益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对土壤

重金属、噪音、辐射等开展快速检测，助

推公益诉讼工作高效开展。 （石秋烨）

法　院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４５１１６件，审结４５１１６件，比上年均上升
９６％，诉讼标的金额１０１５１亿余元，审
判、执行工作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质量效

率持续提升。年内持续强化全院安全保

障，司法警察大队保障刑事开庭１８３８庭
次、提押人犯３１８２人次，参与强制执行
和诉讼保全１５３人次，安检６９５２１人次、
包检６００４０件，送达各类法律文书９７３９８
件。加强信访化解，抓好重大节点稳控，

全面排摸涉诉信访矛盾、细化落实稳控

措施，畅通信息反馈渠道。推进信访积

案攻坚，加大集中排查化解涉法涉诉信

访积案专项工作的推进力度，院领导班

子对信访积案实现包案全覆盖。加强法

院队伍建设。执行局获评“上海市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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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荣誉称号，刑事审判庭获“上海市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集体三等功，商事

庭荣立集体二等功。区法院１００余人次
获市级以上表彰奖励，执行局曲劲松获

评上海法院第三届“十佳青年”并入选

央视“法官解案”栏目主讲人。全年共

有２篇论文在全国征文比赛中获一等
奖，８篇论文在上海法院学术讨论会上
获奖；１篇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年度
案例；１篇课题获２０２０年上海法院报批
调研课题优秀奖，１篇课题获全面依法
治市课题二等次；法院获２０２０年度全国
法院学术讨论会论文组织工作先进奖、

上海法院调研工作先进集体、上海法院

学术讨论会论文组织工作先进奖等荣

誉。编发各类简报、专报 ２６４期，获全
市法院信息工作先进单位（二等奖）。

１月８日，区法院开展春节前涉民生专项执行行动，向工人现场发放执行款 胡明冬／摄影

【刑事审判】　２０２０年，区法院全年受理
各类刑事案件 ２２０７件，比上年下降
１７１２％。受理案件中，危害公共安全罪
案件５３９件，比上年上升２９８８％，其中
危险驾驶罪案件４９２件，上升４１３８％；
交通肇事罪案件 ３３件，下降 ３４００％。
受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案

件１３２件，下降２９４１％，其中故意杀人
罪案件４件，上升３３３３％；故意伤害罪
案件８４件，下降２１５０％；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案件３件，下降８７５％。受理侵
犯财产罪案件６１５件，下降４０３５％，其
中盗窃罪案件３７５件，下降５１３０％；抢
劫罪案件３件，下降８６９６％；诈骗罪案
件１９４件，上升 ３７４％；抢夺罪案件 １
件，下降８０００％；敲诈勒索罪案件９件，
下降５２６３％。受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罪案件１７１件，下降２５３３％。
受理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案件７４４件，
下降６６５％。受理贪污、贿赂、渎职罪案
件６件，上升１００００％。全年共审结一
审刑事案件２２１２件，下降１４４６％。在
２２１２件审理结案的案件中，当庭结案
１８１９件，当庭裁判率 ８２４２％。适用简
易程序审结 １７９９件，简易程序适用率
８１５１％。审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６０件，结案标的金额人民币 ４０９３９８０
万元。依法严惩各类刑事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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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件，盗窃、诈骗等
侵犯公民财产权利犯罪案件６２７件，涉
毒品犯罪、寻衅滋事等妨害社会管理秩

序犯罪案件７４４件。依法妥善审结“冰
箱藏尸骗保案”等多起社会影响较大的

刑事案件，充分发挥刑事审判惩戒、威

慑、预防功能。审慎处理“阜兴集团非

法集资案”等各类涉众型金融犯罪案

件，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保护人民群众

财产安全。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依法惩治各类职务犯罪案件４件６人。
完善国家监察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与

区纪委监委共同持续加大典型案件庭

审信息共享力度，放大案件教育警示

效应。延伸拓展审判职能，全面梳理

案件中反映出的管理漏洞，制发司法

建议、预警社会风险。在院微信公众

号开设“扫黑除恶专栏”，发布典型案

例、法律知识、典型人物、先进经验等

内容，营造全民知晓、全员参与的扫黑

除恶氛围。

【民事审判】　２０２０年，区法院受理各类
民事案件（含商事案件）２９２８２件，比上
年上升７２５％。受理婚姻家庭、继承纠
纷案件２０４２件，比上年下降２５６９％，其
中，离 婚 纠 纷 案 件 １０７０件，下 降
２７６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 １１７件，
下降８５９％；抚养纠纷案件１３８件，下降
１９３０％；赡养纠纷案件 １７件，下降
８８８９％；法定继承纠纷案件 ４９２件，下
降２５７９％；分家析产案件 ５７件，下降
３２９４％；探望权纠纷案件 １６件，下降
４２８６％；遗嘱继承案件 ８７件，下降
２９８４％。受理合同纠纷案件２３２００件，
上升１５５０％，其中，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２４０２件，上升６３７４％；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５６８件，下降２３９６％；借款合同
纠纷案件６４１６件，上升５９４０％；建设工
程合同纠纷案件３３２件，下降３２１％；租

赁合同纠纷案件２１２６件，上升３２１３％；
承揽合同纠纷案件２８８件，上升３９７％；
服务 合 同 纠 纷 案 件 ６３０１件，上 升
７４０％；银行卡纠纷案件 ２８６３件，下降
２７００％。受理物权纠纷、侵权责任纠纷
案件１９００件，下降１８３５％，其中，物权
保护纠纷案件３１４件，下降１５８２％；物
权确认纠纷案件７２件，下降３７６１％；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１５１件，上升
４１４％；排除妨害纠纷案件 ６５件，下降
２５２９％；所有权纠纷案件 ３０１件，下降
１４４９％；相邻关系纠纷案件４４件，下降
１５３８％；产品责任纠纷案件 ６件，上升
２００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１０９１件，下降２６７８％；提供劳务者受害
责任纠纷案件５３件，上升４３２４％；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案件３７件，上升４３２４％。
共受理劳动争议、人事纠纷案件５９５件，
下降 ５１０％。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
２９２７５件，上升 ７３３％。民商事案件简
易程序适用率９０３３％，民商事案件调解
撤诉率 ５４３８％，平均审理天数 ６２２２
天／件，一审服判息诉率９２９９％，审限内
结案率９９１８％。

【强化民生司法保障】　２０２０年，区法院
依法保护人民群众切身权益，保障幼有

所育、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依法审结婚

姻家庭、赡养抚养、继承等家事纠纷案件

２０６０件。妥善审结劳动争议案件 ５５６
件，常态化开展“为农民工讨薪”活动。

为全区工会条线劳动争议调解员及相关

律师讲解审判实务，维护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合法权益。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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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各类商事案件１１７５２件，比上年上升
３３３９％。依法妥善办理区域重大案
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

益，精心审理“涉微盟公司网络服务合

同纠纷案”等重点案件，妥善审结负债

金额合计２５５亿元的“上海鼎企商贸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和“上海踏顶贸

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审结各类房

地产案件 ３２８８件，上升 ８６６％。以矛
盾一揽子解决为着力点，有序推进房屋

租赁群体性纠纷化解，审结青客公司、

寓意公司等 ４家长租公寓因资金链断
裂引发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５５３
件。妥善审理涉旧区改造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１２件。

【案件执行】　２０２０年，区法院共受理各
类执行案件 １２９１５件，比上年上升
２０４５％。其中，首次执行案件８２８４件，
恢复执行案件 １３１８件，执行异议案件
４３９件，执行保全案件２８７４件。申请执
行标的总金额为人民币４０２１亿元。初
执案件中，刑事类案件 ２４６件，上升
９５２４％；民事类案件 ６９９３件，上升
２３７３％；行政类案件 １５０件，比上年下
降 １０１８％；仲裁类案件 ８２４件，上升
９５７％；公证债权文书类案件 ７１件，下
降１３９％。共执结各类执行案件１２９１１
件，上升１９２３％。其中，首次执行案件
结案８２８３件，恢复执行案件结案 １３２７
件，执行异议案件结案４３９件，执行保全
案件结案 ２８６２件，累计执行到位金额
８６２亿元。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５４３１例，限制乘坐飞机、高铁、购买不动
产、担任高管等６７３６人次，提升执行威
慑力。平稳开展涉施有毅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案的追缴退赔、信息登记及案款发

放工作，向近１２００名投资人集中发放退
赔款３０００万余元，最大程度挽回投资人
经济损失。持续巩固“基本解决执行

难”成果，一起土地腾退执行案入选最高

法院“善意文明执行十大典型案例”，一

场元宵节涉民生集中执行活动、一起抚

养权执行案件分别被央视《新闻联播》

《今日说法》等栏目报道。创新执行手

段，在上海首先启用“电子封条”，被上

海发布、中央电视台《法治天下》《新闻

联播》等专题报道。

【司法服务保障】　２０２０年，区法院履行
审判职责，切实为疫情防控及保障复工

复产复市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民事审判庭获评宝山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专项工人先锋号，审监庭党支部获

评宝山区区级机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先进基层党组织。大力推进线上

诉讼服务，办理网上立案 １８０２９件，开
展在线庭审、远程庭审共计２４６６件次、
在线执行谈话４４０人次，运用网络执行
查控系统开展诉讼保全、执行查控

２７８６５件次，确保法院审判执行不停摆、
公平正义不止步。围绕依法审理涉疫

情案件、妥善推进执行工作等４个方面
制定《关于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助力企

业健康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相

关意见》。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

９起，审理涉疫情民商事案件６８件。１
起案件入选上海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

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典型案例。制发防

疫普法手册，院微信公号发布防疫专题

普法文章 ２０余篇，开展线上直播普法
４次。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２０２０年，区法
院依法审结涉案金额达８亿余元的“阮
祖健等２２人恶势力犯罪集团系列案”
等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４６件 １７６人，完
成“案件清结”任务。始终保持对黑恶

势力犯罪的高压态势，对涉黑涉恶犯罪

案件１７６名被告人中的９０名判处５年
以上有期徒刑。深入开展“六清行动”，

稳妥推进涉黑涉恶案件执行工作，坚决

打赢“黑财清底”执行攻坚战。建立生

效判决执行“绿色通道”，实现内部协

作、审执兼顾。与区公安分局建立会商

联动合作机制，力求实现对“黑财”查、

控、处全覆盖，切实提升生效判决执行效

率，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执行到罚

金１９６８万元、退赔款２８１８万元，罚金到
位金额居全市法院首位，退赔款到位率

位全市法院前列。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２０２０年，区
法院制定《宝山法院关于推进法治化营

商环境建设的专项行动计划（２０２０
版）》，打造“两个一站式”（一站式诉讼

服务、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随机自

动分案率、网上立案率、民商事案件诉

前调解平均办结天数等涉营商环境重

点工作质效评估数据位全市法院前列，

进一步缩短诉讼周期、降低当事人诉讼

时间和成本。深入推进“六稳”“六保”

（六稳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

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六保是保居民

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

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

层运转）专项执行行动。制定《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专项执行行

动工作方案》，有效运用网络查控、区域

协作等手段，深度调查被执行人名下财

产情况，确保财产线索不遗漏、涉民生

执行见成效。

【推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　２０２０年，区
法院庭长共办结案件１１０５４件，占全院
结案数的２４５０％。严格落实专业法官
会议制度和审委会制度，全年共召开专

业法官会议２１６次，讨论案件４２４件，召
开审委会９次，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
总结审判执行经验、统一裁执标准和指

导司法实践以及服务、监督、规范审判工

作的职能作用。

【有序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

试点】　２０２０年，区法院推进“完善小额
诉讼程序、完善简易程序规则、扩大独任

制适用范围”三项试点工作。制定１２份
相关配套文件，明确不同程序操作规程、

审限管理流程、文书简化样式等。整合

审判资源，设立小额诉讼团队，促进案件

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全年审

理周期１２个月以上未结存案１２件，比
上年下降 ６４％。受理小额诉讼案件
５３５４件，占 民 商 事 案 件 受 理 数 的
１８２８％，让当事人诉讼权益尽快实现。
完善各类调解与诉讼的衔接配合，将 ７
个特邀调解组织、１９名特邀调解员纳入
特邀调解名册。全年诉前委派调解化解

纠纷５５５件。司法确认案件申请５６件，
实现１００％受理、１００％确认有效。

【深化“智慧法院”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法
院优化法庭硬件升级建设，完成２４个法
庭音字转换系统、８个在线法庭的搭建
部署，新增１８个互联网直播法庭、１个刑
事远程专网法庭。开展庭审记录改革试

点工作，制定《关于开展录音录像替代庭

审笔录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试行）》

《关于庭审记录改革试点案件的开庭注

意事项提示》，建立常态化的数据统计、

通报和考评制度。全年在８７７１个案件
中适用录音录像替代人工庭审记录，案

件适用数居全市法院首位，至第四季度

案件适用率达 ６６％。统筹推进电子卷
宗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推动审判执行

全流程网上办案体系建成。

【推进非诉争议调解】　２０２０年，区法院
联合区司法局制定《宝山区先行调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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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施细则》，在法院诉讼服务大厅开设

“非诉调解窗口”，探索建立先行调解、

推进诉源治理工作的新模式。实现法院

“上海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与区

司法局“上海司法智慧调解平台”线上

对接，实现诉前委派调解、诉中委托调解

案件的全面线上对接，共计２２４１件。联
合浦东新区法院、宝山区司法局共同推

进成立宝山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签署

宝山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合作框架协

议，强化整合联通，发挥中心联结当事

人、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的桥梁纽带

作用。

【打造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　２０２０年，
区法院受理 １２３６８来电 １２２４４件次，工
单及时处理率达１００％。完成全国法院
跨域立案系统操作演练，反馈登记为优。

实现诉讼材料就近提交、协助传送、异地

办理、本地签收的“一站式”便捷高效跨

域立案服务，完成双向跨域立案２５件，
涉及１０余个省份，切实减轻当事人诉
累。参与区消保委健身卡服务类５０余
件投诉案件的集中处理，助力消费纠纷

诉源化解。恢复使用大场人民法庭，为

大场、顾村辖区５０余万常住人口提供更
为便利的诉讼条件和高效的诉讼服务。

以月浦人民法庭为试点，探索创建“枫桥

式人民法庭”。在全国乡村治理研讨会

上，月浦人民法庭相关工作被作为先进

经验进行分享。淞南、月浦、大场３个人
民法庭至辖区工作点接待群众共计８００
余人次，组织巡回审判、开展普法活动

４０余次，接待人民调解员旁听庭审及指
导调解５００余人次。落实“谁执法谁普
法”普法责任制，选派２３名优秀干警至
宝山区各中小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为

护航青春注入司法力量。大力推进阳光

司法工作，主动将司法活动依法向社会

发布，通过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发

布信息４４２条，累计上网裁判文书１５２３０
份，直播庭审３６０５场。人民陪审员参审
案件２３４６件，占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
６８％。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 ２３１
篇，原创率７２２９％，累计阅读量３７７万
次，吸引粉丝１５万余人。区法院获人
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授予“司法宣传和

通联工作先进单位”。制作微视频获全

国法院第七届微电影微视频金法槌奖

“百优微视频”，并在中央政法委主办的

全国第五届平安中国“三微”比赛暨优

秀政法文化作品评选表彰活动中获“最

佳微动漫”奖。持续开展“枫桥经验在

宝山，法官社区普法行”活动，向辖区内

街镇、园区等相关单位发送４期“法官说
法”手册约７０００册，该活动被评为上海市
“创新社会治理、深化平安建设”优秀案

例、宝山区“谁执法谁普法”十佳项目。

（李　彤）

司法行政和政府法治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司法行政工作围绕
区域发展大局，全力战疫情、强法治、优

服务、保稳定、促发展。参与疫情防控

工作，联合区工商联出台支持宝山中小

微企业抗击疫情的法律服务 １０条措
施。建立复工复产复市大调解工作机

制，成立公益法律服务团和专家志愿队

伍。减免中小企业部分事项的公证服

务费用，提供优先办证、加急出证绿色

通道。建立健全依法治区报告、备案、

督察等具体制度，对“营造法治化营商

环境 保护民营企业发展”开展整改督

办，对全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

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法治政府

建设”开展专项督察。配合完成市委依

法治市办实地督察。制定《党政主要负

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

定》区级层面清单，将党政主要负责人

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

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开展“七五”普

法检查验收，举办“谁执法谁普法”十佳

项目评比、十大“法律明白人”“法治带

头人”评选活动。成立民法典宣讲团，

开展系列巡讲活动５０余场。承办第三
十二届“宪法宣传周”“宪法进农村”主

题日活动。推动建立区政府常务会议

会前学法制度，开展处级领导干部网上

学法测试，全区１４６所中小学（含职校）
配备法治副校长实现全覆盖。持续开

展“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罗泾镇

塘湾村被列入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社区）”公示名单。实体化运行区

级非诉讼争议解决中心，线上对接区人

民法院诉讼平台，线下引入各类调解组

织。构建“一口式”受理和“一站式”解

纷服务模式，并将接待窗口延伸至区人

民法院。全年全区各级调解组织受理各

类矛盾纠纷６５８３件，调解成功６４６２件，
调解成功率９８１６％。接收处置１１０非
警务警情类纠纷１９５３６件，及时就地处
置率９９８５％。推进宝山区各党政机关、
街镇、人民团体和区管国有企业公职律

师公司律师制度建设。开展交通事故案

件“司法黄牛”乱象集中整治。支持公

证机构参与“南大动迁”“五五消费节”

等民生项目，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公证监

督。挂牌成立社区矫正管理局，筹备成

立社区矫正委员会。购买心理危机干预

服务项目，开通心理服务热线。全区累

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１７６５人；全区五年
期刑 释 人 员 ３７９８人，户 口 申 报 率
９９８９％，安置就业率 ９９８５％，帮教率
９９９２％；当年重新违法犯罪率０５９％。
５月１８日起，区司法局搬迁至淞宝路５０
号１号楼（宝山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宝
山区非诉讼争议解决中心）、３号楼（局
机关）新址办公。

【法治政府创建】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对照
示范创建指标体系，部署开展法治政府

建设示范创建内部评审。印发《宝山区

全面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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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细则》。开展城管执法局、市场监管局

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开展基层法治机构

调研，制定《关于宝山区全面加强和改进

基层法治建设的实施意见》。全区１２个
街镇均建立依法治理委员会，委员会下

设办公室作为法治建设的日常办事机

构。全面实行司法所长列席街道主任、

镇长办公会议制度。发布２０１９年度行
政复议白皮书，组建区政府行政复议委

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本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和旁听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

“一次问询、两次通报、三次抄告区主要

领导”问责通报机制。全区全年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率５３１％。全年共收到区
政府行政复议申请１６４件，依法受理１５２
件，审结１４４件，纠错率为０。共办理行
政应诉案件４３件，败诉率为０。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
司法局印发《宝山区加快推进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行动方案》，制定三年发展

指标。建成升级版区级公共法律服务实

体平台，增配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化系统。

全年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提供１２３４８公
共法律服务热线咨询１１３６４人次，提供
法律援助 ９１４件，参与认罪认罚办案
１２５６件。

【友谊路街道物业纠纷调解项目启动】

　２０２０年，区司法局进一步发挥人民调
解在预防、化解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纠纷

中的优势和作用，５月８日，友谊路街道
举行“谊解”化纠纷、和谐伴你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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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纠纷调解项目启动仪式。

【宝山公证处为动迁居民公证】　３月２９
日，宝山公证处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

理局委托，并接宝山第一房屋征收服务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公证申请，为南大

地区综合整治地块征迁基地投票选择房

屋评估机进行现场监督公证。投票时间

从早上８点到下午５点，涉及被征收对
象３９４户。

３月２９日，宝山公证处为南大地区动迁居民投票选择房屋评估机构做全程公证 陈海飞／摄影

【区行政诉讼座谈会暨 ２０１９年度行政
审判白皮书发送仪式举办】　５月 ２１
日，宝山区召开行政诉讼座谈会，并举行

２０１９年度行政审判白皮书发送仪式。
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斌，区委书记

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陈杰，副区长陈

云彬，区人民法院院长王国新出席会议。

会上，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向宝山区发送

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行政诉讼案件司法审查
白皮书，并通报２０１９年宝山区行政诉讼
案件审理情况。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　６月
４日，宝山区召开２０２０年法治政府建设
工作推进会暨区委依法治区委执法协调

小组（扩大）会议。副区长、区委依法治

区委员会副主任、执法协调小组组长陈

云彬出席会议，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察委

副主任、执法协调小组副组长陈健主持

会议。会上举办宝山区人民政府第二届

外聘法律顾问聘任仪式，陈云彬向１５名
受聘法律顾问颁发聘书。

【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成立】　７月 ８
日，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在区人民法院

正式揭牌成立。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张斌，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院长吴金水，区

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陈杰，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区委常委、区委政

法委书记杜松全，副区长陈云彬，区人民

法院院长王国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董学华出席仪式。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宝山区人民法院、宝山区司法局３家单
位共同签署宝山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合

作框架协议。

【区域化党建联席会法律服务专业委员

会成立】　７月２４日，宝山区召开区域
化党建联席会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成立

大会。会议通过《宝山区区域化党建联

席会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章程》《宝山

区区域化党建联席会法律服务专业委员

会会员单位名单》《宝山区区域化党建

联席会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领导机构》。

宝山区区域化党建联席会法律服务专业

委员会面向宝山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等单位党组织开放。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９月 ４
日，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

的一起“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

件中，宝山区副区长陈云彬、宝山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雅萍作为被告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全区各委办

局、街镇通过网络直播观摩庭审。

【市委依法治市办第六督察组到宝山区

实地督察】　９月２３—２５日，市委依法
治市办第六督察组到宝山区开展“党政

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

任人职责及法治政府建设”实地督察。

督察反馈“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

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职责尚有不足”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力度尚需进一步加

强”“贯彻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制度仍有

进步空间”“贯彻执行行政执法‘三项

制度’规定有待加强”４方面共 ９项
问题。

【“谁执法谁普法”履职评议会召开】　
１０月２３日，宝山区召开区委全面依法治
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三次（扩

大）会议暨“谁执法谁普法”履职评议会

议。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区委依

法治区委员会副主任、守法普法协调小

组组长赵懿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

通过《宝山区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履职报告评议活动实施办法》，下发《关

于印发＜宝山区国家机关普法责任清单
＞的通知》，通报宝山区“谁执法谁普
法”十佳项目评选情况。

【宝山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成

立】　１１月２７日，宝山区人民政府行政
复议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

议，副区长陈云彬出席会议，行政复议委

员会全体委员参加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

会章程》《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行政

复议委员会工作规则》《上海市宝山区

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守则》。

宝山区行政复议委员会以召开案件审议

会议形式开展工作。

【上海市“宪法进农村”主题日活动在塘

湾村举办】　１２月５日，“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法治乡村”第七个国家宪法日暨上

海市第三十二届宪法宣传周“宪法进农

村”主题日活动在塘湾村举办。活动由

市法宣办、市司法局主办，区法宣办、区

司法局、罗泾镇人民政府承办。罗培新、

陈云彬等出席活动并为塘湾村法治文化

阵地揭牌。 （曹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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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 编辑　付江平

种植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粮食面积
６９９８公顷，产量 ５５２０吨，比上年下降
１６％；蔬菜面积５０５１公顷，产量２５４４１
吨，下降４１％，水果面积２１１１公顷，产
量３５５０吨，下降１１％。２０２０年，建设高
标准农田１４６公顷，有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５７家。

【种质资源普查和收集】　２０２０年，区农
业农村委根据《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

保护开展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工作的通

知》，成立宝山区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

收集行动领导小组，通过档案查询、走访

离职老专家和年长农民等形式，对全区

农作物种质资源进行排摸和征集。全区

共挖掘可征集农作物３类、３８种，其中
包括粮食作物４种，菌菇３种，蔬菜 ３１
种。同时，加大对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

征集工作的宣传，在“宝山三农”微信公

众号先后发布《关于征集宝山区古、稀、

特、优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公告》《守好粮

食安全底线，宝山区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征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等推文。

【病虫预测预报和植物检疫】　２０２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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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防控完成

１６３９公顷。开展蔬菜病虫害预测预报
工作，发布蔬菜病虫情报１３期。

【种植业执法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农业农
村委开展种子、农药、肥料市场，农产品

质量等各类专项整治，检查产品标签

１１８０个、农资企业 １２６家次，覆盖率
４００％。依法立案查处检测发现的 ４个
不合格农资产品，其中碧瑞农业投资（上

海）有限公司经营假农药案涉案金额较

大，是新《农药管理处罚条例》出台后处

置的第一起假农药案。检查农产品生产

主体、种植户等 ３０１家次，抽检农产品
２２０个，合格率１００％。开展绿色认证企
业跨镇等专项检查２次，对２０家获证企
业现场检查，对超市销售的４２个地理标
志和绿色标志农产品进行检测。开展农

机安全专项执法检查２次，配合市农业
执法总队开展农机安全督查６次，检查
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具７１台套，对 ６
家合作社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组

织回收农资废弃物１７５４吨，转运处置７
车次。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２０２０年，区农业
农村委根据绿农行动方案，继续实施农

药化肥双减和节水节肥等工作措施。全

年全区共完成绿肥种植３９０７公顷和休
耕３５３公顷；推广有机肥 ０６３万吨、缓
释肥２３３３公顷次、配方肥１４７３３公顷
次；巩固绿色防控基地１６６７公顷；开展
设施菜田土壤培育和改良８０公顷；落实
７３３公顷次的水肥一体化和２６６７公顷
侧深施肥面积。完成罗店镇生态循环农

业示范基地创建任务，启动罗泾镇花红

村同新粮食专业合作社生态循环农业示

范基地和杨行镇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

创建。监测复垦耕地土壤质量，完成

２０１８年的７１块（面积８０公顷）减量化
复垦耕地土壤质量监测和启动２０１９年
８４块（面积９９９公顷）减量化复垦耕地
土壤质量监测工作。健全全区６个农业
废弃物集中回收点，加强技术指导，落实

属地化管理责任。组织田间农业废弃物

检查和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农膜经营市场

执法检查。区内农药等包装废弃物基本

实现１００％回收处置。 （向　双）

动物疫病防控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规模化畜牧场
全部完成退养，现有禽类养殖户７３０户
共１６２４７羽；羊养殖户３户９５只；马养
殖户１户３９匹；２个犬场４０８条犬。

【动物免疫】　２０２０年，区农业农村委共
免疫４０４万余次，并确保免疫密度和免
疫质量；开展狂犬病免疫，全年免疫２８
万余条；配合执法部门加强对非洲猪瘟

的防控工作。开展防控专项督查６次。
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抗体共监测１６７４份。
动物疫病病原学监测１９３８份样品。马、
羊和城市动物 ９种人畜共患病的监测
２００８份样品。

【畜牧执法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农业农村
委共没收、无害化处理活禽２４３羽、动物
产品３９８千克。分销换证 ３５８１０单，涉
及动物产品９１１３吨。抽检瘦肉精等违
禁药物４５头次，兽药产品７批次，饲料
产品５批次，全部合格。自新冠疫情以
来，区农业农村委加强北王、新陈非指

定道口检查力度，严格落实查验制度，

逢车必检，累计检查车辆４９２７车次，劝
退非法入沪车辆 １８车次，严格落实环
境清洁消杀，对区内涉及动物产品储

存、经营企业开展全覆盖检查 ２次，向
相关企业发放医用口罩、防护服、消毒

药等各类消毒物资，并加强防疫应急物

资储备，持续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各项工作。全力做好动物卫生监管工

作，开展各类培训班５次，参训人员１６７
人次；开展扫雷行动、“两节”道口行动

等各类专项整治 ９次，检查各类企业
２４４家次。 （向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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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创建绿色生态循环农业基地 区农业农村委／提供

渔　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全区持证水产养殖场
１２家，养殖面积 ８０公顷，养殖水面积
６０３万公顷。全年全区水产品产量１６２
吨左右，年产值约１６００万元。

【水产绿色养殖】　２０２０年，区农业农村
委落实沪宝水产和区水产站，养殖面积

５９１公顷，对照上海市水产养殖绿色生
产考核表，实施各项水产养殖绿色生产

措施，做好减排减药、水质检测、生产日

志记录、投入品管理等工作，完善各项管

理制度，１０月通过市级验收。沪宝水产
养殖场通过全国水产健康养殖场复审。

【渔业执法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农业农村
委共开展长江联合执法 １６次、长江巡
查１６３次，巡航里程４０６７千米，清理非
法捕捞网具３００余件，查处各类船舶３０
艘，查获长江非法捕捞案件３起。同时
强化内陆水域禁渔期管理，开展联合执

法行动１１次；严查水生野生生物交易，
成功救助国家重点水生野生保护动物６
只；组织地产养殖水产品安全质量监管

检查 ６３次、水产品批发市场督查 ２８
次，送检样品５７件，抽样合格率１００％；
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在长江口

水域投放长吻鎨鱼种３万余尾。
（向　双）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产品绿色认证】　２０２０年，区农业农
村委以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为导向，推

进绿色食品认证、绿色生产基地建设，建

设完成１４９６公顷绿色基地，绿色食品
认证率达２１１２％。

【数字农业发展】　２０２０年，区农业农村
委推进 “一网、一图、一库”工程，深化宝

山区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数

字化农业信息平台建设，全区规模以上

经营主体 １００％建立电子档案、地产蔬
菜１００％具备全程追溯条件。推进信息
进村入户、益农社建设，申报建设“三家

村”“聚一聚”两家专业益农社，地产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二期）完成验

收。获２０２０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
展先进县。

【新型农民培训】　２０２０年，区农业农村
委通过直播、点播等形式收看视频课程，

完成农业实用技术培训９０人；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６０人；引导性培训１１６０人次；
科技人员培训１６０人次。培育一支高素
质农民直播带货队伍，建立一套科学合

理的培训、考核制度。罗店镇朱玲宝、罗

泾镇郑晓蓉被农业农村部纳入２０２０年
“能工巧匠”名单。

【构建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和村镇】　２０２０
年，区农业农村委搭台组建宝山区农业

产业化联合体，发布“花果宝山”乡村区

域公用品牌，形成宣传推介合力。罗泾

镇海星村以绿色水产养殖为主导，以上

海沪宝水产养殖合作社为龙头，构建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获批“第十批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向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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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 编辑　付江平

概　述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经委全面完成全年
工业经济各项主要指标。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对工业经济的严重影响，超额完成

市级下达的区属工业总产值７３０亿元目
标；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１９８６亿元，
与上年规模总量持平。工业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近１００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制
造业部分）总产值占区属规上工业总产

值约２５４％，与上年持平。“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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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单位土地主营收入比

上年增长约９４％。完成产业结构调整
项目９８项，精准盘活低效产业用地面积
为７４１３公顷。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综合能耗控制在３３５万吨标煤以内，产
值能耗下降率为１１％，超额完成市下达
的任务目标。

【推进重大项目】　２０２０年，区经委围绕
“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工作主线，

建立“２５＋１５＋Ｘ”（２５个开工项目、１５
个开工项目、Ｘ个动态新增项目）重点产
业项目推进工作机制，动态更新项目信

息，定期实地勘察项目情况，及时掌握项

目进度，针对审批要求、土地规划和方案

设计内容等可预见性的问题，协调推动

联东Ｕ谷、临港城工科技绿洲、克来机电
等项目竣工投产。牵头梳理形成３３个
区级重点投资促进项目，重点聚焦上药、

宝济、国盛、索灵、厚友、快仓、发那科三

期、京东等 １０个重大投促项目落地建
设。着力引进一批优质项目，持续推动

斯丹姆、塞力斯、复创达索、章臣机械等

在谈项目加快落地。年内成功引进投资

额１亿元以上产业类项目５１个，总投资
额达５５４６７亿元，签约、落地生物医药
企业２３家，投资总额约７６２亿元。

【推动重点园区重点产业】　２０２０年，区
经委依托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发展生

物医药产业。研究形成加快建设北上海

生物医药产业园工作方案，编制《宝山区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以及《宝山区生物医
药产业展示厅初步建设方案》，逐步推进

功能提升、实现要素集聚、形成融合示

范，构建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发展的“强磁

场效应”。加快推动上药宝山“超级工

厂”、景泽生物、宝济重组蛋白药物、正大

天晴康方、国盛生物医药产业园、慈云通

医药冷链运输、斯丹姆等重点企业和项

目落地建设；对接复星医药、君实生物、

汉氏联合集团、江苏豪森、药物牧场等一

批生物医药产业项目。联合区医保局推

动市医保局与宝山区政府达成战略合

作，共同推进宝山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

【加强招商引资】　２０２０年，区经委制定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促进工作，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强化投

促队伍统筹，形成“投促部门统筹协调、

产业部门齐抓共管、保障部门密切协同、

区镇园区整体联动”的工作机制。搭建

重点项目区级统筹推进平台，形成“区领

导挂帅督办、职能部门协调服务、镇（园

区）跟进落实”的重点项目推进机制。

发布“宝山区产业地图２０２０版”，启动编
制特色园区产业地图。布局招商引资信

息化系统，推动实现集网上投资考察、精

准对接项目、高效动态管理等于一体的

招商引资服务化平台。研究制定新的准

入评估办法，通过简化程序、提高标准，

促进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加快高质量产

业项目落地。聚焦宝山区重点产业领

域，引进华能煤电替代项目、倍豪船舶研

发制造、上药超级工厂、宝济重组蛋白药

物产业化等一批具有突破“卡脖子”技

术的战略性产业项目。年内，宝山区成

功引进投资额１亿元以上产业类项目５１

个，总投资额达５５４６７亿元，其中５０亿
以上项目３个，总投资额３００３亿元，提
前超额完成市级考核目标任务。承接进

博会、工博会等大型展会的溢出效应，联

合专业招商机构、银行、ＶＣ等资源优势，
开展线上＋线下招商宣传活动，举办“赋
能工业·智联万物———科技新基建带动

工业物联网上级高峰论坛”“２０２０年宝
山‘数智联通 引航未来’５Ｇ＋互联网智
慧园区”活动、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智能制

造生态主题论坛等投资促进活动。聚焦

主导产业领域，举办“北上海生物医药产

业园宣传推介系列活动———２０２０年中
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大会暨第六届生物

药物创新及研发国际研讨会”，组建生物

医药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和生物医药行

业协会，展现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的优

势禀赋、基础设施、配套设施、优质服务

等，面向国内外展示宝山区一流投资环

境，打造宝山区产业蓬勃发展“强磁场”。

【打造产业发展新模式】　２０２０年，区经
委推进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示范园区

创建，创新企业服务模式，以互联网技术

为支撑，促进企业转型发展。连续第七

年举办“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认

定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示范区重点园区

１０家，宝山区产业互联网创新示范企业
３３家，发挥带动示范效应，深入推进中
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借助人

工智能、５Ｇ、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智
能交互技术，与现代生产制造、商务金

融、文娱消费、教育健康和流通出行等深

度融合，发展在线新经济，打造无人工

厂、无人车间。 （王　洁）

钢铁业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宝
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铁４３４５万吨、
钢４７３９万吨、商品锭坯材４５９１万吨，销

４１１



售商品坯材４５９６万吨。耗能总量２７１４
万吨标准煤，吨钢综合能耗５７３千克标准
煤。研发投入率３０９％，新产品销售率
１３８６％，独有新试产品比例３１９９％，专
利申请量 １２７１件，其中发明专利比例
９１９％，科研直接新增效益３０９３亿元。
供国家重大科技工程———霞浦示范快堆

工程用 ＳＡ３８７钢板、新型耐热刻痕取向
硅钢、顶煤气循环氧气高炉等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取得突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

２１６６亿元。２０２０年，宝钢股份获《新财
富》杂志社第十六届金牌董秘奖；获全景

投资者关系金奖（２０１９）优秀 ＩＲ（投资者
关系）团队；在第二届新财富最佳上市公

司评选中，获评“上市公司最佳领航人”

“新财富最佳上市公司”；获证券时报社

第十四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社会

责任奖”；获中国百强企业奖、中国百强

二十年特别贡献企业奖。在“外滩·中

国品牌创新价值榜 Ｔｏｐ１００”排名第 ２１
位；“外滩·长三角品牌创新价值榜

Ｔｏｐ１００”排名第四位；“外滩·上海品牌
创新价值榜Ｔｏｐ５０”排名第二位。宝钢股
份营销中心（宝钢国际）获“第六届全国

文明单位”称号；宝钢股份连续 ６届获
“全国文明单位”称号，获“上海市首批绿

色制造体系示范单位”称号。“特高压高

能效输变电装备用超低损耗取向硅钢开

发与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ＢＧ系列高性能油气开采用管开发及应
用”获第六届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大

型转炉洁净钢高效绿色冶炼关键技术”

获冶金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热连轧超高

强钢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等６
个项目获冶金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大型

高效低噪音变压器用取向硅钢开发及应

用”项目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１月１０日，宝钢股份入围世界经济论坛
新一轮全球制造业领域 １８家“灯塔工
厂”名单，是唯一入选中国钢铁企业。

２０２０年，宝钢股份深化经营中心建
设，推进智慧经营决策支持系统项目开发

及数字化转型，构建面向流程、价值链的

“一公司多基地”经营管控体系。基于大

数据技术管理决策起步，多基地产销平衡

运营平台（ＤＳＰ２０）、物流一体化等管控
系统投运。优化多制造基地产线分工运

行机制；推进运行中心（ＩＲＯＣ）建设，设备
操控中心和运输操控中心投运；实施多基

地产品专业化整合，成立硅钢事业部；实

施工序专业化整合，成立炼铁部、炼钢部、

热轧部、厚板部、冷轧部等工序专业化部，

形成矩阵式、网络式管理模式。以“公司

制度树”建设为抓手，推进适应“一公司

多基地”管理流程优化。

科技创新。加快“三性”（颠覆性、前

瞻性、突破性）技术研发。供国家重大科

技工程———霞浦示范快堆工程用 ＳＡ３８７
钢板、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深水采

油平台用Ｒ６系泊链棒材交付用户；高效
环保变压器用极低铁损取向硅钢等１０项
产品实现全球首发；硅钢热轧带钢边部减

薄控制技术等２３项标志性技术实现突
破。开发和布局战略性新材料，推进第四

轮“金苹果”计划落地，富氢冶金示范线

在直属厂部一号高炉投入运行；高性能无

取向硅钢等１０项成果获上海市高新技术
成果认定。建立开发创新平台，宝钢欧洲

研发中心正式运行。

市场营销。从行业维度实施产销研

工作机制变革，面向下游用户群，成立１０
个产销研一体化推进组。设立建筑、交通

运输、桥梁、海工船舶、能源、汽车、硅钢等

“５＋２”行业解决方案中心，推进研发体
系面向市场变革。推进同质化产品营销

模式创新，升级优化产能预售，提高近地

化供应比例。全年销量冷轧汽车板８１２
万吨，保持国内占有率５０％以上。在国
内市场销售取向硅钢６９万吨，其中高磁
感取向硅钢１００％占有国内直流特高压
市场，薄规格高能效硅钢形成全球领先用

户使用技术和产品解决方案能力。汽车

用弹簧钢市场占有率达４０％，汽车用冷镦
钢市场占有率达３４％，高强管市场占有率
提升至５２％。推进智慧供应链建设，开展
与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数字钢卷，汽

车零部件企业产线级数字化协同。

智慧制造。推进以“四个一律”（现

场操控室一律集中，操作岗位一律采用机

器人，运维监测一律远程，服务环节一律

上线）为核心的智能化工厂建设，加快大

数据中心建设。营销、制造、财务等９个
大数据试点项目实现标志性功能上线投

运，并形成可复制经验，智慧经营系统基

本实现购销两端数据贯通、全流程物流成

本跟踪和 Ａｐｐ开发第一阶段目标；推进
劳动效率提升、设备在线诊断等类别智慧

制造改造项目９０项。
城市钢厂建设。推进“三治四化”

（三治：废气超低排、废水零排放、固废不

出厂；四化：洁化、绿化、美化、文化）“长

江大保护”行动，主要环保指标实绩得到

改善，重点污染源在线排放１００％过程达
标，无重大环境风险事件。宝山基地完成

滩涂原固废堆场治理，并通过上海市生态

环境局销号；东山基地实现固体废物单月

１００％不出厂；青山基地强化环保措施落
实；梅山基地成为江苏省工业旅游区。

发挥产供销合力。供产销体系稳

定。制造端深挖产线潜力，挑战产能极

限，全年粗钢产量达到４７３９万吨。营销
端把握下游复工复产、国内外市场动态，

灵活调整国内外市场资源投放比例、配

置各基地各品种资源，确保四基地高炉

满产。采购端，优化各基地炼铁配煤配

矿结构，完善新品种开发体系，推进高性

价比矿石替代。增加低价煤采购，推进

国内各基地煤焦新品种开发和高硫煤使

用等，累计效益超１亿元。
对标找差。把“对标找差创一流”作

为工作重点，参加中国宝武与江阴兴澄特

种钢铁有限公司、河北敬业集团、永锋集

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对标交流，选择方大特

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华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等企业对标找差，提升突破制造效

率。高炉系数大幅提升，湛江钢铁二号高

炉利用系数树立５０００立方米级特大型高
炉新标杆。劳动效率提升，钢铁主业人均

年钢产量达到１２８８吨。
优化产能布局。湛江钢铁三号高炉

系统建设进度整体提前，安全、质量受

控，累计完成投资９１亿元。１２月８日，
全球唯一完全面向新能源汽车最高等级

无取向硅钢专业生产线———硅钢商业化

转化项目开工。１２月１５日，取向硅钢新
型耐热刻痕机组投产。１２月２０日，宝武
铝业一期项目建成投产。

生态圈建设。配合中国宝武大宗原

料集中采购整合，助推欧冶工业品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运作。按照“一业一企”

“一企一业”专业化整合要求，支持宝武

清能、宝武水务等公司运行。支撑马钢

集团 １５个大项目、８３个目标，实施率
１００％。做好韶关钢铁、八一钢铁、重庆
钢铁技术与管理支撑工作。 （孙荣祥）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宝

武设计院）】　２０２０年，宝钢工程履行中
国宝武设计院职责。配合中国宝武开展

产能布局与产品结构优化规划，对各钢

铁产品品种的生产销售现状及主要竞争

力、平台公司布局总要求、各专业化平台

公司与区域化平台公司发展和产品定位

等进行调研分析；开展中国宝武并购有

关钢铁企业尽职调查，中国宝武“一带一

路”产能布局研究，宝钢股份直属厂部和

马钢股份新区“一罐到底”研究；支撑中

国宝武现代产业园推进和各基地的总图

优化工作，开展跨单元前期规划、可行性

研究项目的总图设计工作；从内外装备的

系列化、规范化、标准化入手，以“面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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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向市场、面向行业”为分析研究维

度，制定有关中国宝武冶金工艺装备系列

化的技术规定；编制完成宝钢股份直属厂

部和安徽马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统一技术规定、马钢股份铁前填平补齐

规划、鄂城钢铁“十四五”规划、宝武铝业

二期规划，编制中南钢铁筹建项目、马钢

股份长材项目、宝钢德盛镍合金超低排放

改造升级项目等可行性研究报告。

发挥工程技术服务平台作用。２０２０
年，宝钢工程依托“前店后厂”优势，发

挥工程技术服务平台作用，承接和投产

一批符合战略要求、高技术、高附加值的

重点项目。工程技术事业本部实施宝钢

股份二号连铸机综合改造等项目；马钢

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揽安徽马钢

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Ｈ型钢轧钢生
产线工程等；上海宝钢节能环保技术有

限公司实施的武钢有限炼钢四分厂钢渣

处理环保改造项目，实现渣不落地、成品

渣金属分离；上海宝钢建筑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中标吴淞口国际科创城首发（一

期）项目；上海宝华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研

发的“智慧招标共享平台”得到行业权

威机构认可，获得三星检测认证证书；苏

州大方特种车股份有限公司中标俄罗斯

远东红星造船厂１６台共９６轴线自行式
模块车项目；宝钢钢构有限公司完成陕

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榆林化学

钢结构项目；工程技术事业本部与新疆

钢铁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设计协

同，实施八一钢铁氧气高炉项目；上海宝

申建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承接特斯拉超

级工厂项目；马鞍山博力建设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承揽的安徽马钢重型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Ｈ型钢轧钢生产线工程监理，
获马鞍山市监理示范工程评选第一名；

上海马钢机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接台

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资源炉渣安定化新

建机电设备工程一期项目；宝钢工程印

度有限公司采用具有宝钢专利的钢渣处

理技术首次拓展印度塔塔钢铁公司市

场；宝越工程实施越南和发集团榕橘钢

铁有限公司全厂铁路运输项目。

启动“宝数云”建设。２０２０年，宝钢
工程与宝钢股份等单位联合申报中国宝

武技术创新重点支持项目，开展工程数

字化云平台环境、工程软件中心、工程数

据中心、工程数据标准、数字化交付等７
个方面技术研究，建设中国宝武工程数

字化 设 计 交 付 云 平 台 （ＢＥ—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ｌｏｕｄ，简称“宝数云”），打造冶金行业数
字化工厂解决方案和工程大数据全生命

周期服务能力。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形

成流程融通、智慧可视、价值驱动的信息

系统架构和功能应用，围绕工程项目管

理流程、制度和信息化系统存在的问题，

对管理系统和生产系统进行顶层架构设

计，实现供产销财税融贯通。年内，工程

造价管理系统上线。

推进智慧制造与数字总图平台建

设。２０２０年，宝钢工程与中国宝武公司
治理部完成《关于推进总图空间数字化

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的编制、评审

及下发，编制总图管理办法；践行中国宝

武“专业化、数字化、平台化”总图管理

要求，启动“宝武智慧总图空间信息服务

平台”建设工作；依托数字孪生理念，设

计“ＣＡＥ仿真实验室”建设方案，加快工
程虚拟映射的步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开发现场安全行为智能监测系统，探索

深度学习技术在工程领域的应用；利用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５Ｇ），建设“智能
机器人与解决方案应用研究中心”，解决

智能装备共性问题形成专业资源合力；

从“自身优化项目”“高端智慧制造产

品”２个维度出发，梳理推进２６项对内
符合业务发展和流程优化需要、对外提

供高端智慧产品的智慧制造项目，形成

连铸、热轧、冷轧等优势领域智能化整体

解决方案与全生命周期智慧服务。

“处僵治困”。２０２０年，持续推进压
减瘦身工作，以清算注销、股权转让等多

种方式，对不符合公司战略方向，低效、

无效资产进行清理，进一步优化公司资

产结构，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完成江苏宝

鹏建筑工业化材料有限公司、上海氯碱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退出，完成宝

钢苏冶重工有限公司的清算注销。

１月１日，马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马鞍山马钢矿山岩土工程

勘察联合公司、马钢集团测绘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马钢机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马鞍山博力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马

钢集团招标咨询有限公司６家单位由宝
钢工程实施管理。１月１３日，中国宝武
与普锐特冶金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宝武

大厦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３月１２日，
上海宝钢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中标中

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青岛

特殊钢铁公司二期续建工程中的２套滚
筒渣处理系统项目。４月１５日，苏州大
方特种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中信重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基地首批模块车交

付仪式。４月２８日，由马钢集团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ＥＰＣ（设计、采购、施工一
揽子总承包合同）总承包的安徽马钢重

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Ｈ型钢轧钢生产
线项目投入试生产。５月 ６日，宝钢工
程组建工程大数据中心，与宝钢工程企

划部合署办公。５月１９日，上海宝钢建
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中标吴淞口国际科

创城首发（一期）项目初步设计和施工

图设计合同。５月 ２２日，宝钢工程“智
能机器人与解决方案应用研究中心”投

用。６月１６日，马钢集团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中标马钢股份南区雨污分流

及排口优化工程ＥＰＣ总承包项目。７月
１５日，由宝钢工程承担工厂设计，工程
技术事业本部与新疆钢铁设计院有限责

任公司首次通过设计协同的八一钢铁氧

气高炉点火开炉，并启动第一阶段工业

试验。９月２７日，宝钢工程增设规划咨
询部，牵头中国宝武设计院规划咨询职

责。１０月２３日，由宝钢工程承接的宝钢
股份二号连铸机综合改造项目热负荷试

车。１１月１１—１３日，在上海鑫椤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主办的“第十一届国际针状

焦及应用市场高峰论坛”上，宝钢工程获

“２０２０年中国针状焦优质设计院”称号。
１１月１８—２１日，在第二十四届全国发明
展览会上，宝钢工程获金奖１项、铜奖１
项。１２月１１日，“中国宝武工程数字化
设计交付云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项目启动。１２月１７日，由宝钢工程ＥＰＣ
总承包的宁波宝新汽车用钢项目投产。

１２月２５日，宝钢工程完成宝钢苏冶重工
有限公司清算注销。 （赵　莹）

２０２０年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含托管单位）

名　称 地　址 注册资金 主要经营范围 控股比例
在岗员工
（人）

马钢集团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太白大道 ３号、太白大道
１８８９号

１６５１５万元 工程项目前期咨询，资质证书范围内的（冶金矿山和金
属材料等）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服务等

托管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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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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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１００％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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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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钢钢构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宝杨路２００１号 ３２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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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１００％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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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亿元 建筑工程设计、咨询和总承包，房地产开发等 １００％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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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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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３

马鞍山博力建设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阳湖路４９９号 ３００万元 开展专业范围内工程监理服务和技术咨询 托管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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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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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型特种运输设备
５１％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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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设备设计等
５１％ ５４

马鞍山马钢矿山岩土
工程勘察联合公司

安徽省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太白大道３号 ２６０万 矿山、水文、边坡、尾矿坝基础、工业与民用建筑基础勘

察设计与处理等
托管 ５

上海马钢机电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杨浦区大连路９９０号 ６６５万元 机电科技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托管 １３

宝钢工程印度有限公司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 ９４５万美元 冶金工程，成套设备、备件贸易、技术服务贸易 ６６７％ １

宝钢工程（越南）有限
责任公司

越南胡志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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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宝地不动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宝
钢发展有限公司】　２月１８日，宝地资
产与宝钢发展合署运作。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５２８８亿元，实现利润总额２０９亿
元。年末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２３６亿
元和１１１亿元。在建项目总投资１３３亿
元，年内完成投资２８０３亿元。

运营服务。宝地资产／宝钢发展新
建不动产面积５４８１万平方米，续建不动
产面积６１４万平方米。资源资产转化率
７７６９％。持有运营物业规模２２９万平方
米，人均持有物业面积２７９２平方米，增长
率２２％。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营
困难５３６家租户落实租金减免政策，年度
租金减免４４００万元；举办宝地广场“草坪
音乐节”、互联宝地“啤酒节”等主题活动。

深度整合。宝地资产／宝钢发展整
合职能部门，成立９个职能部门；编制合
署后的商业计划，开展不动产资产运营

与配套服务业务优化。成立园区服务事

业部，与制造服务事业部合署运作；对汽

车租赁业务进行整合，上海丰宝综合经

营有限公司和上海宝钢住商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合署办公；退出餐饮业务；水处理

业务划转至宝武水务；宝康老年公寓无

偿划转至上海市宝山区相关部门。

落实项目建设。宝地资产／宝钢发
展８个新建项目开工，７个项目续建，总
建筑面积 １１６万平方米；宝山宾馆等 ４
个项目竣工开业。推进吴淞区域的存量

地块转型，１２月２３日中国宝武钢铁会博
中心启用，中国钢铁博物园数字技术体验

中心奠基；重庆渝富产城运营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与宝地资产就重庆工业博物馆置

业有限公司股权１００％无偿划转签订股
权无偿划转协议，宝武西南总部产业园项

目完成可研立项；１２月２０日，宝武安徽
（产业）总部首发项目启动建设。

　　提升资产价值。宝地资产／宝钢发
展按规模体量、收入贡献等６个维度对
公司资产进行分类管理，以低利率发行

宝地广场 ＣＭＢＳ（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
支持凭证）。建立客户代表制，设立大客

户经理；优化客户拜访机制，提升项目续

租率；开展客户代表沟通能力提升培训，

开设商业地产标准运营流程和招商规范

专题培训班，培训１６５人次。全年，商务
楼宇、产业园区、长租公寓等平均出租率

达９５％，出租面积比上年增加１５２１万
平方米，租金单价上涨０６４％。

完善制度建设体系。宝地资产／宝
钢发展明确职能与业务授权原则，建立授

权清单；修订成本采购类管理文件，调整

合格供应商名录，梳理主要设备及材料品

牌清单；发布标准成本管理系统２０版，
编制施工总包合同模板；搭建工程项目人

员配置标准模型和建设工程标准化工期

模型；建立设计变更和现场签证管理机

制，明确审批流程；建立工程质量安全巡

查评价机制，组建团队对在建项目开展现

场巡查；对重点领域实施“飞检”式监督。

安全管理。宝地资产／宝钢发展开
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对加油

站、危化品存放点开展３轮检查；重点关

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开展为期 ６
个月的消防安全大起底、大排查工作；加

强建筑施工安全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修订事

故问责管理办法，同步编制《违章记分管

理办法》；对轻伤事故及有责工亡事故，

分析原因、问责整改。 （马步云）

智能制造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依托超能新材
料科创园，聚焦高温超导、超碳石墨烯、

新型太阳能硅片等前沿新材料产业，依

托石墨烯功能型平台、申和热磁等一批

龙头企业引领，加快推动索灵医学诊断、

国家无线电检测中心等一批项目引进落

地，推进临港城工科技绿洲、联东Ｕ谷宝
山科创中心、容弋电子等１６个重点产业
项目开工和投产，打造具有较高品牌标

识度与影响力的“国际超能谷”。依托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加快推动标杆区建

设、扶持政策提标等方案落地，加大对机

器人及智能制造研究力度，制定上海机

器人产业园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集聚

发展标杆区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等。重

点推动发那科机器人超级智能工厂、快

仓全球研发中心、保集 ｅ智谷二期等项
目建设，加快羿鹏轨道、小米打印等一批

项目引进落地，启动园区提标升级改造

项目１５个、总投资近２０亿元，打造中国
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发展标

杆区。 （王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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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业
◎ 编辑　田翔辉

商　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实现商品销售
额７４１６８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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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４４３８亿元，增
长１５０％，占全区商品销售额 ８２８％。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８０８３亿元，
比上年下降 ６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总量位列全市第七位。按行业分，住

宿和餐饮业实现６６７亿元。

【打响“上海购物”品牌】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举办“五五购物节”“六六夜生活节”

等活动，有效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打造智慧湾、新业坊、三邻桥３家市级夜
上海特色消费区。推进“艺术进商圈”

项目，将文化艺术项目引进商业综合体、

园区，智慧湾夜市生活获评“２０２０上海

艺术商圈特色活动”。重点推进宝山日

月光商业广场、中铁北城时代（商业项

目）等１０个重点商业商务项目，打造宝
山商业新亮点。

【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完成鱼塘菜市场等５家标准化菜市场
新（改）建、２０个社区智能微菜场建设、５
家早餐门店建设及６０个平价菜（猪肉）
专柜建设。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重点商业项目
属地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备注

大场镇 宝山日月光商业广场 １７５ ２０２１年四季度开业

杨行镇 中铁北城时代（商业项目） ６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开业

友谊路街道 上海长滩（商办项目） ３６６５（商业１６７，酒店４７，办公６７） ２０２３年商业项目开业

友谊路街道 临江商业商务中心 ２４３８（商业６６，酒店２８，办公６３） ２０２３年开业

友谊路街道 金富门改造项目 ８０（商业３０８） ２０２２年下半年开业

淞南镇 上海芳草地Ｂ地块商业商务项目
１７３（商业４７，办公３７，精品酒店１２，

公寓式办公４５）
２０２４年开业

月浦镇 融创精彩天地项目 ４ ２０２３年开业

罗店镇 罗店中集金地美兰城商办项目 ３４４（商业１４９，办公１９５） ２０２４年商业项目开业

罗泾镇 上海东虹国际商城 ９２ ２０２２年底开业

大场镇 南大智慧城首发地块商业商务项目 ８８（商业４４，办公４４） ２０２３年开业。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改（扩）建５家标准化菜市场
所在街镇 菜场名称 地　址

月浦镇 月浦镇鱼塘菜市场 德都路２５５号

罗店镇 美城菜市场 美平路６７５号

淞南镇 振新菜市场 新二路１１１１号

友谊路街道 万有集市盘古店 盘古路４８６号

顾村镇 润通菜市场 水产西路９３８号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早餐门店
所在街镇 菜场名称 地　址

月浦镇 老盛昌汤包（德都店） 德都路２５５号

月浦镇 老盛昌汤包（盛桥店） 古莲路Ａ幢２—６号

友谊路街道 老盛昌汤包（宝杨宝龙店） 同济路６６９弄１０号宝杨宝龙广场澳门街１楼

高境镇 大富贵酒楼 高跃路７７号三邻桥体育文化园１５号楼１楼

友谊路街道 大富贵酒楼 宝林路２５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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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发展互联网平台经济】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聚焦以“互联网 ＋”为引领的平
台经济产业集群，创建上海钢铁领域平

台经济示范区，依托钢银电商、欧冶云

商、我的钢铁等钢铁电商服务龙头企业

以及微盟、食行生鲜、能良电商等商业服

务平台企业，建成全国最大的钢铁大宗

商品交易中心和平台经济发展高地。钢

银电商和欧冶云商两家平台２０２０年销
售额分别突破千亿元，成为国家级钢铁

电商平台，钢铁电商平台交易量超全国

总量 １／２，全区平台经济工作处于全市
领先地位。

【总部经济提升】　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新
认定１２９家企业总部榜中，宝山区东铭
实业、大华集团、龙赛建设、保集控股、

大陆汽配、盟聚信息、赞禾英泰、钢联物

流、嘉远拜力等企业名列其中。其中，

东铭实业获“民营企业总部和贸易型总

部”荣誉，宝山区新认定的民营企业总

部数量位列全市第二，超过前 ２年总
和。全区共有４家贸易型总部、１６家民
营企业总部。 （倪卫榕）

服务业

【商务载体产出效益提升】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纳入统计监测范围的８９个商务载
体总税收收入实现６１５２亿元，总税收
单位面积产出１７４８３３元／平方米，比上
年下跌３０％；总体入驻率７８９％，落地
型企业注册率为７９６％，上涨０７％，税
收收入１亿元以上的载体１８个。区商
务委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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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区相关部门建立区级层面

商务载体数据分析机制，与各相关镇（园

区）以及商务载体建立数据监测上报机

制和反馈机制。

【发挥政策引导效应】　２０２０年，区商务
委完成２０１９年度“租税联动”资金拨付
工作，并做好专项资金使用的后续跟踪

和监督管理。开展 ２０２０年度“租税联
动”备案工作。做好全年市、区两级服务

业引导资金项目的资金拨付工作和后续

跟踪、验收、绩效评价等工作。

【电子商务交易额稳步增长】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电子商务企业实现电子商务交易

额２７３４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４％。其
中 Ｂ２Ｂ交 易 额 ２６３６９亿 元，增 长
１４９％；Ｂ２Ｃ交易额 ９７８亿元，下跌
２９３％。上海钢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
３家重点Ｂ２Ｂ企业的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２４４５３亿 元，占 全 部 电 子 交 易 额
８９４％。 （倪卫榕）

粮食管理

【落实粮食安全区长责任制】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有序推进粮安信息化建设，加强

智慧储粮水平、粮安监管力度，粮食安全

各项任务顺利实施，在２０２０年度粮食安
全区长责任制考核中被市粮安考核办评

为“考核优秀”。

【完成地方粮食收购、储备和轮换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做好粮
食收购预案，召开夏、秋两熟收购工作会

议，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２０２０年共
完成收购粮食９０１万吨，其中：晚粳谷
８６０万吨，小麦０４１万吨。落实区级粮
食储备７１０万吨核定规模，全年按区级
储备粮轮换计划组织实施，通过动态管

粮，确保储备粮质量良好、数量真实、常

储常新。

【推进“粮安”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推进“粮安”信息化智能
化建设，对束里桥中心库投入９０万元实
施智慧储粮，建立储粮安全监控系统，实

现束里桥库区区级储粮在线监管全覆

盖；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落实到顾村粮

库“城中村”总体动迁项目统筹规划。

【加强粮食长三角产销对接】　２０２０年，
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开展长三角产销对

接，分别与江苏省兴化、戴窑、大丰等地签

订粮源采购合作订单。与黑龙江省农垦

米业公司签订秋粮采购合作订单，确保宝

山区政策性粮食储备安全。 （倪卫榕）

烟草专卖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上海烟草集团宝山烟

草糖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按照

年初“１４５１”（以党建为引领，强化体系
运行、强化制度建设、强化内部监督、强

化评价考核四项基础管理，提升卷烟营

销、专卖管理、资产管理、安全环保、队伍

建设五大管理质量，确保实现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目标，坚持以队伍素质为抓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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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卷烟营销一体化】　２０２０年，公司
克服新冠疫情对卷烟销售不利影响，从卷

烟销售和网络建设出发，推进零售终端分

类建设，提升卷烟营销网络发展质量。开

展经营规范专项自查和治理，加强培训宣

贯，维护市场秩序。深化“零售客户经营

指导”课题研究，促进营销服务转型升

级，实现卷烟批发销售总量比上年增长

３％的既定目标。

【提升专卖零售许可政务效能】　２０２０
年，公司借助“一网通办”，优化办证流

程，确保“受理申请至发证时间”压缩至５
个自然日内。疫情期间，办证窗口一方面

每日安排办证人员在岗接待，落实防护措

施；同时引导许可证申请户通过“一网通

办”政务平台线上申请登记，对于有困难

的申请户通过电话、图片、视频等交流方

法进行一对一线上指导，实地核查人员每

日轮岗集中处置，对于封村不能实地勘验

的特殊情况，采取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的方

式，确保办证工作有序开展。 （蒋卓俪）

市　场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有商品交易市
场１５０家，经营中１２８家，实际不经营２２
家。市场类型：农副产品市场１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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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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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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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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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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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０２ √ 杨行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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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９１ √ 杨行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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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３ √ 杨行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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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上海联东石材陶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１９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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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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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上海福人林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２６９５—２６９９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木材红木家具市场 ８１ √ 大场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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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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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海霓虹儿童用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大华路５１８号１—１．５层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７０ √ 大场镇 是

上海龙珠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行知路２５１弄６１—６４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定点活禽交易市场 ５５ √ 大场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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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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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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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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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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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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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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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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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大场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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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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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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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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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海飞洪百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共和 新 路 ４８５６、４８６８、４７３１、
４７３３、４７３５、４７３７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２１ √ 高境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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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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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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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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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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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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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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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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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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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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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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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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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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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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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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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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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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上海顾北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顾荻路３３２—３４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２ √ 顾村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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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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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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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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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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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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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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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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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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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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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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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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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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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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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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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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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海罗泉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２５００号３—１２幢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１０３ √ 罗店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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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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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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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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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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海宝山居美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美文路５６９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９ √ 罗店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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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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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海祺熹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年吉路 １００弄 １２号 １１３室 １
层—６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罗店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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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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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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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海佳易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潘新路９６—１０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 √ 罗泾镇 是

上海长临建材装饰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长临路８８９—９５７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６７ √ 庙行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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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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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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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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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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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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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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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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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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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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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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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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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海淞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良路５２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０ √ 淞南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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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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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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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上海沪客隆招商市场有限公司 淞兴路１５７—１６５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１０２ √ 吴淞
街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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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１２３ √ 吴淞
街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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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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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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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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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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步
云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分公司

永清路２１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６ √ 吴淞
街道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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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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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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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茶叶市场 ２４ √ 杨行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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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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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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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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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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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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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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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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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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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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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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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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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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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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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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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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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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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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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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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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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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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海宝山青鲜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友谊支路２６５—２７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０ √ 友谊路
街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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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３２１

市　场



（续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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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经营

上海翼家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采江路分
公司

采江路７８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友谊路
街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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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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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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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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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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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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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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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海祁祥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锦秋路６９９弄１７区１１３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大场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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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８—１Ａ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 √ 大场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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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海海钢天隆钢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水路１６８号１—１１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６０ √ 月浦镇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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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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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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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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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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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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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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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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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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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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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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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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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海上房绿建花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爱辉路３５８—５００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花鸟鱼虫市场 １０３ √ 张庙
街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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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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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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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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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海翼家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翼新菜市
场经营管理分公司

通河路４１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３ √ 张庙
街道

是

（徐　杰）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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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翼生活·睦邻小镇二期开业 区供销社／提供

供销合作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供销社全系统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２７０４亿元，归属母
公司净利润 ８１３２万元，上缴税收 ７８３８
万元。区供销社拥有３５家企业，包括：
全资企业１９家，绝对控股企业４家，相
对控股企业３家，实际控制的参股企业３
家，财务投资型企业６家；在编人数７８１
人，比上年减少３１％。

【合力抗疫保供】　２０２０年，区供销社落
实区委、区府决策部署，发挥供销社合力

保供作用。提供３家酒店共３２３间客房
作为境内外人员集中隔离点，全年累计

隔离４９０４人次。组织 １２１１万只口罩、
３８万支体温计、１２２万瓶消毒产品和
１０９７吨农副产品供应本地市场。疫情
期间完成涉农４个条线的补贴各类肥料
销售４３１万元，农药销售５９４万元，保障
春耕农资供应。制订中小企业房屋租金

减免方案，累计减免租金５３７５万元。

【供销综合改革】　２０２０年，区供销社推
进综合改革，初步形成“党建规范化、主

业一体化、经营多元化、运行市场化、管

理制度化、队伍专业化”企业运营发展模

式。区供销社位列 ２０１９年度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系统“百强县级社”第四名。９
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七次代表

大会召开，区供销社主任王心雄作为代

表参会，并当选第七届理事会理事。

【产业提质增量】　２０２０年，区供销社全
系统实现资产经营收入 ２９１亿元。月

浦恬逸养老院完成竣工验收和办证办

照，收住老人近百位。１０月末，翼生
活·睦邻小镇二期开业，引进工商银

行、肯德基等多家商户。全系统实现商

品销售收入 ２３７４亿元，服务业收入
２５５１万元。其中：长兴公司推广加油洗
车服务，成品油销售额超１０亿元；医药
公司新增医保店 ４家、新店 １家，销售
收入１８６亿元，中医门诊部实现扭亏
为盈。北翼典当行外拓业务内控管理，

全年累计放款３１９笔，典当合同总额５９８
亿元。 （郁　悦）

电子商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纳入统计的互
联网零售企业共计４３家，比上年增加１５
家。全年互联网零售额达１３１０８亿元，
占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１６７８％。
宝山区依托钢银电商、欧冶云商、我的钢

铁网等平台企业，建成全国最大钢铁电

商交易中心，平台结算交易量占全国总

量６０％以上。

【电子商务头部企业】　２０２０年，医药零
售连锁企业在线医药—叮当智慧药房

（上海）有限公司以销售中成药、西药、

中药饮片、保健品、医疗器械等为主，在

上海开设４１家门店。在线大数据———
上海微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企业提供

微商城、智慧零售、智慧餐厅、智营销、微

站、智慧酒旅等 ＳａａＳ产品。互联网零售
平台上海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在庙行

镇设立“京东第二研发中心”，在罗泾镇

投资建设“京东宝山电子商务运营示范

基地”。

【电子商务特色企业】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数码电子类：能良电子在京东、天猫等互

联网电商平台通讯类产品非直营店销售

排名前三。品牌服饰类：笑涵服饰主营

精品女装；睿秀主营内衣、精品家居服

等；波司登主营羽绒服。生鲜食品类：美

鲜供应链实现年交易规模２１亿元。生
活美妆类：相宜本草获腾讯智慧零售“倍

增行动２０２０杰出贡献奖”。倍儿主要代
理乐扣水具、百家好、美菱厨具等，年销

售额５０００万元。

【推进平台企业发展】　２０２０年，上海钢
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钢

铁行业电子商务服务，为钢铁行业上下

游企业提供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欧冶云

商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中国宝武整合“互

联网＋钢铁”相关资源，定位于第三方产
业互联网的科技平台。２０２０年，钢银电
商和欧冶云商两家头部企业销售额均破

千亿元，成为国家级钢铁电商平台。

２０２０年，安畅云平台为２万余家企业客
户提供专业云管理软件和行业解决方

案；优尔蓝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技术，提供“信息 ＋服务 ＋数据”垂直招
聘服务；发网平台自主研发 ＯＭＳ、ＷＭＳ、
ＴＭＳ、ＣＭＰ，实现企业供应链系统集成及
数据交换。２０２０年，上海鸭嘴兽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打造以互联网科技驱动

的轻资产型的无车承运人平台，为货主

企业提供集装箱卡车运输服务，平台注

册运力占上海市场总量７０％以上；运钢
网打造大宗商品领域互联网供应链，提

供一站式物流解决方案服务。

（邹舒洁）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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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房地产业
◎ 编辑　田翔辉

珠海十字门会展商务组团一期标志性塔楼（办公酒店）工程 上海宝冶／提供

建筑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建筑业增加值
６７８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４％。区域内
三级资质及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

总产值１０３９１０亿元，增长１５４％，其中
在外省市完成产值 ７２９５７亿元，增长
１１９％；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７２３５万平方
米，增长１２７％；竣工面积１２１５万平方
米，增长４８％。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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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主线，完成宝冶“四五”规划。全年合

同签约额 １０３０亿元，营业收入 ５２８亿

元，利润总额１２５亿元。获４项中国建
设工程鲁班奖，３项国家优质工程奖等
国家级奖项２０余项，获中冶集团“突出
贡献奖”“专项管理奖”“中冶集团科技

创新先进单位”等称号，财务共享中心获

“上海市模范集体”荣誉。

疫情暴发以来，上海宝冶调配国内

外资源，筹备医用口罩、测温仪、消毒液，

支援抗疫物资紧缺区域和兄弟单位。参

与“深圳版小汤山”抢建工作，减免中小

微企业租金，完成第一份“社会责任报

告”。１２月末，贵阳轨道交通工程提前实
现洞通、轨通、电通和信通等重大节点开通

试运行目标。特斯拉超级工厂生产建设完

成，冬奥雪车雪橇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

２０２０年，上海宝冶率先突破千亿元
签约额，承揽从原料到轧钢的全流程一

贯制施工总承包项目永锋钢铁临港３００

万吨钢铁项目。承建全球单体建筑面积

最大的高科技电子厂房———厦门天马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第六代 ＡＭＯＬＥＤ生产
线项目总包一标段项目。中标湖北省重

点民生项目———湖北文理学院迁建项

目。中标襄阳华侨城文化旅游度假区二

期文化科技园总承包工程。中标西安地

铁１５号线项目。中标宝冶在境外最大
ＥＰＣ机场建设项目———柬埔寨金边新国
际机场飞行区总承包项目等。在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中原城市群以及

厦漳泉等经济热点和发展地区，中标一系

列项目。全产业链方面，中标安钢周口原

料场ＥＰＣ，青岛双创园 ＥＰＣ、黄冈科技企
业加速器项目ＥＰＣ等项目。 （许　静）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至２０２０年
末，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五

冶）注册资本 １０亿元，总资产 ８９２２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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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上海
五冶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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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建筑产品全产业链顶级服务商，加大

对ＢＩＭ系统综合应用、冶金工程技术研
发等新兴产业和领域的技术储备，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７６亿元，利润总额２４亿元。
２０２０年，上海五冶蝉联上海市 １００

强企业、上海市施工企业３０强，获省部
级及以上优质工程奖３８项。其中，嘉定
行政服务中心新建工程获中国安装之

星、上海市白玉兰奖、中国建筑工程装饰

奖，宝钢煤场Ｅ、Ｆ料条改建筒仓工程、宝
钢三期矿石料场 ＯＬ、ＯＭ料条 Ｂ型封闭
改造工程获冶金行业工程质量成果，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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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翔路—祁连山路贯通工程（Ｉ标段）获上海市“金刚奖” 费　虎／摄影

翔路—祁连山路贯通工程（Ｉ标段）获上
海市“金刚奖”。

２０２０年，上海五冶获“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称号。共申请专利３７１件，
其中发明类专利２８７件，新获得授权专
利１３８件，其中发明６６件；新增部级工
法２０项；１１项科技成果通过专家鉴定，
其中５项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各
类ＢＩＭ奖项１９项。全年获省部级优秀
ＱＣ成果２７篇。
２０２０年，上海五冶强化项目标准化

管理，打造绿色精品工程，上海陆翔路项目

获上海市文明工地、上海市建筑施工安全

文明标准化工地、上海市绿色示范工地３
项荣誉；罗店Ａ９项目通过上海市文明工
地、上海市绿色达标工地验收。 （陈科文）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６３
亿元，总资产约５５６１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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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公司通过公投获取订单
１６９８７亿元，占新签合同额 ７２０５％。
２０２０年，公司星欣科技获评上海市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获各类科技奖 １５项，
“特大型高炉热风炉的在线检测和原位

拆建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中冶集团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６项科技研发课题
通过科技成果鉴定，其中，国际先进 ５
项、国内领先１项。形成省部级工法１４
篇、企业工法２６篇，编制行业标准５项。
新获授权专利１１７件，其中发明专利２９
件。全年公司获省部级以上质量奖项

２０项，获省部级以上安全环保类奖项
１０项。 （王健欢）

土地储备与供应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土地储备中心完成
土地储备 ２４幅，总面积 １０７３７７公顷。
其中：经营性用地 ８幅，面积 ３６７３公
顷；产业用地９幅，面积４６７４２０５公顷；
民生保障类用地３幅，面积１６５６公顷；
城中村改造４幅，面积７７８公顷。完成
出让２６幅地块，总面积１１３８０公顷，出
让金额２０００５亿元。其中经营性用地７
幅，土地面积 ２２４３公顷，出让金额
８１８５亿元；产业用地 １０幅，土地面积
３６２２公顷，出让金额７５９亿元；动迁房
及租赁住房用地 ４幅，土地面积 ２１５６
公顷，出让金额１６１３亿元；城中村用地
５幅，土地面积 ３３５９公顷，出让金额
９４４７亿元。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出让地块

地块名称
规划土地
用途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容积
率
（％）

计容面积
（平方米）

起始总价
（万元）

出让总价
（万元）

楼面价
（元／
平方米）

土地单价
（万元／亩）

溢价率
（％） 成交日期 竞得人

杨行杨鑫社区 ＢＳＰＯ—０６０１单
元０７—０８地块 租赁住房 ２４４０５２ ２５ ６１０１３ ３１１１７ ３１１１７ ５１００ ８５００ ０ ２０２０／０１／０８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
上海铁建工程有限
公司

杨行东社区 ＢＳＰＯ—０８０１单元
０６—０６地块（“城中村”改造项
目—杨行镇老集镇）

普通
商品房

５８８６３６ １６ ９４１８１７６ １９０５４９ １９０５４９ ２０２３２ ２１５８１ ０ ２０２０／０１／１４ 上海诚卫兴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

罗泾港配套产业园５—０２地块
（京东项目）

工业 ７８２９３２ ２ １５６５８６４ １２４９６ １２４９６ ７９８ １０６４ ０ ２０２０／０４／０１ 上海京东技术有限
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 ＢＳＰＯ—１８０１单
元０６—０１号地块（意内西项
目）

工业 １５３１５７ ２ ３０６３１４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３ ６３８ ８５０ ０ ２０２０／０４／０１ 上海意内西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 ＢＳＰＯ—１８０１单
元６２—０２号地块（百联项目） 工业 ６３０９５１ ２ １２６１９０２ １１３５７ １１３５７ ９００ １２００ ０ ２０２０／０４／０８ 上海现代宝江物流

有限公司

杨行 ＹＨ—Ｂ—１单元 １１—０２、
１５—０２地块（“城中村”改造项
目—杨行镇老集镇）

商住 ３３８２０１ ２ ６７６４０２ １０２６４４ １０２６４４ １５１７５ ２０２３３ ０ ２０２０／０４／０８ 上海诚卫兴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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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块名称
规划土地
用途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容积
率
（％）

计容面积
（平方米）

起始总价
（万元）

出让总价
（万元）

楼面价
（元／
平方米）

土地单价
（万元／亩）

溢价率
（％） 成交日期 竞得人

顾村刘行社区—２单元 Ｆ—１
地块

商住 ７８９８５ ２ １５７９７ ３４７５３ ３４７５３ ２２０００ ２９３３３ ０ ２０２０／０４／１６ 上海龙赛建设实业
有限公司

罗店镇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
０１单元０１１７—０２地块

普通
商品房

５７９５４７ ２ １１５９０９４ ２４３４１０ ２４３９１０ ２１０４３ ２８０５８ ０２ ２０２０／０５／０８ 厦门汇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ＢＳＰＯ—０１０４
单元０４２２—０１地块

普通
商品房

２８１４９ ２ ５６２９８ １３５１１５ １３５１１５ ２４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０ ２０２０／０５／１３ 洵钻（南通）置业有
限公司

杨行东社区 ＢＳＰＯ—０８０１单元
０５—０８Ａ地块（宝发展）

科研设计
用地

２７８０２７ ３ ８３４０８１ １６５１５ １６５１５ １９８０ ３９６０ ０ ２０２０／０５／１３ 宝地锦溥（上海）企
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场镇联东村等“城中村”改造
区域Ｅ１—１５地块 加油站 １３６２１ ０４０ ５４５ １８３１ １８３１ ３３６０６ ８９６２ ０ ２０２０／０５／１８ 上海锦秋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 ＢＳＰＯ—１８０１单元
９３—０２地块 商住 ８４６９２８ １８０ １５２４４７ ２１３４２６ ２１３４２６ １４０００ １６８００ ０ ２０２０／０５／２９ 上海洛昶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顾村镇ＢＳＰＯ—０３０１单元０７Ｃ—
０４地块

动迁
安置房

５０４８３８ １８０ ９０８７１ ４０８９２ ４０８９２ ４５００ ５４００ ０ ２０２０／０５／２１ 上海煜宏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顾村潘泾社区 ＢＳＰＯ—０３０１单
元０６Ｂ—０２地块

动迁
安置房

５３４２１４ ２００ １０６８４３ ４５９４２ ４５９４２ ４３００ ５７３３ ０ ２０２０／０５／２１ 上海顾村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

杨行镇ＢＳＰＯ—０５０２单元 ＹＨ—
Ｂ—２—０３—０７地块（“城中村”
改造项目—杨行镇老集镇）

普通
商品房

２１９００６ ２００ ４３８０１ ８７９４０ ８７９４０ ２００７７ ２６７６９ ０ ２０２０／０５／２１ 上海诚卫兴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罗店园２０１８０１号
（Ｅ—１—６）地块（罗村项目） 工业 １２８３８４ ２００ ２５６７７ ２３１１ ２３１１ ９００ １２００ ０ ２０２０／０６／２４ 上海罗村实业有限

公司

上海月杨工业园区顾村园
２０１７０４号地块（快仓项目） 工业 ４４６１５２ ２００ ８９２３０ ９０３５ ９０３５ １０１３ １３５０ ０ ２０２０／０６／２９ 上海快仓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杨行镇ＢＳＰＯ—０５０２单元 ＹＨ—
Ｂ—２—０６—０２（“城中村”改造
项目—杨行镇老集镇）

动迁
安置房

１０３４３４６ ２００ ２０６８６９ ９１１３９ ９１１３９ ４４０６ ５８７４ ０ ２０２０／０７／０７ 上海诚卫兴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ＢＳＰＯ—０１０４
单元 ０４３４—０４地块（龙湖项
目）

科研设计
用地

１１６０５ ３５０ ４０６１８ ５８０５ ５８０５ １４２９ ３３３５ ０ ２０２０／０７／０８ 上海品菡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罗店园２０１８０２号地块（Ｅ—２—
３）（宝济）５０年 工业 ３６８６０５ ２００ ７３７２１ ５５３０ ５５３０ 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０ ２０２０／０８／０６ 上海宝济药业有限

公司

宝山区杨行镇 ＢＳＰＯ—０５０１单
元 ＹＨ—Ｂ—１—０１—０６ 地 块
（“城中村”改造项目—杨行镇
老集镇）

普通
商品房

１１７８７３６ ２００ ２３５７４７ ４７２４６４ ４７２４６４ ２００４１ ２６７２２ ０ ２０２０／０９／０８ 上海诚卫兴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

顾村园２０１７０７号（标准地）（创
岸）

工业 ５０７７７ ２００ １０１５５ ９１５ ９１５ ９０１ １２０１ ０ ２０２０／０９／０８ 上海创岸自动化科
技有限公司

宝山区月浦镇盛桥社区ＢＳＰＯ—
２６０１单元１５—０７地块

动迁
安置房

８７２７４３ １６０ １３９６３９ ４３３３２ ４３３３２ ３１０３ ３３１０ ０ ２０２０／０９／１０ 中冶宝钢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宝山区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ＢＳ
ＰＯ—０１０４单元０４２１—０５地块 商业、文化 ８５９５ １５０ １２８９３ ６４７０ ６４７０ ５０１８ ５０１８ ０ ２０２０／１０／２３

上海地产住房发展
有限公司，上海淮海
商业 （集团）有限
公司

罗店镇罗店工业园区 ＢＳＰＯ—
２００１单元Ｆ—２—１地块 工业 ６６７３３４ ２００ １３３４６７ １００１０ １００１０ 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０ ２０２０／１０／１５ 上海盛罗生物医药

开发有限公司

宝山区 ＢＳＰＯ—２３０２单元 ０８—
０４、１５—０２地块

普通
商品房

３５６７５４ ２００ ７１３５１ ２３０００ １８３０００ ２５６４８ ３４１９７ １２ ２０２０／１１／１７ 上海静盛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合计 １１３８０４１６ ２０００４５１

（黄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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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设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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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９５２万平方米，
其中，保障性住房９２０６万平方米（其中
公共租赁住房５７１万平方米、区属配套
商品房６６９６万平方米、市属配套商品
房１３１６万平方米、配建保障房６２３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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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５万平方米，其中保障性住房
２３０３万平方米（区属配套商品房２０９４
万平 方 米，公 共 租 赁 住 房 ２０９万
平方米）。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实现住宅公建配套新开工面积 ３６７９
万平方米，竣工公建 ５３１１万平方米。
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２６５０１５６万
元（含轨道交通费，其中缴纳至区财政

的配套费共 １１０９００５万元；缴纳至市
财政的配套费共 ４１４８６２万元）；罗店
大居建设分摊费９０５６４６万元；顾村拓
展区建设分摊费 ６４１３４万元；征收锦
秋地块建设分摊费 １５６５０９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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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７１６６７万
元，其中，市政、公用配套建设资金

１３９５６３９万元，公建建设资金１７６０２８
万元。区政府投资项目计划配套建设

资金４１５０３万元。推进宝山西城区开
发市政配套道路建设，杨泰路（白沙园

路—湄浦路）开工建设，镇新路办理招

投标。开工建设顾村动迁基地配套道

路长白山路、宝太路；完成共宝路、共起

路、联谊路、联耀路工可批复、工程方案

等前期手续；开工建设罗店大居内罗店

路、沙场弯路、美秀路；开展羌家宅路、

美安路调整方案设计工作；完成拾琼湾

路、蓑衣湾路工可批复工作，完成刁浜

路初步设计批复工作。华瑞路、宝富

路、鄂尔多斯路、联汇路、共富路、共宝

路、沙好路等８条历史建成道路综合整
治竣工。推进南大整治区相关道路建

设工作，汇丰路、丰鰑路一期、工学路７
月完成拆迁段复工建设；大场路、走马

塘路涉及保利小区段完工，鄂尔多斯路

一期办理移交手续。

【住宅全装修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房管局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新建全装修

住宅建设管理的通知》及《关于本市全

装修住宅建设管理有关操作事项的通

知》精神，落实外环线以内达到 １００％，
外环线以外达到 ５０％全装修住宅比例
要求，并要求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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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７万平方米。

【装配式住宅落地情况】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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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晨臖）

房产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房管局共核发“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２８张，批准预售面积
７９９８万平方米；核发“商品房销售方案
备案证明”２１张，建筑面积 ９３９８万平
方米；核发“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证”

１３张，建筑面积９３９１万平方米。

【征收（拆迁）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房管局
完成征收基地３个，新开征收基地２个，
签约居民４６１户，企业２家；受理征收补
偿决定申请１户，作出征收补偿决定１
件，强迁１户。拆除房屋工地备案１４个，
拆除旧房１７万平方米。推进南大地区
国有企业剩余地块征收签约工作；轨交

１５号线南大路站居民征收项目、国权北
路道路改建工程项目及城市工业园区幼

儿园新建项目均完成签约工作；新开南

大地区综合整治国有土地居住房屋征收

补偿项目，签约４５８户，签约率９８７％。

【房产测绘】　２０２０年，区房管局重点完
成瑞祥嘉苑、万科智云新苑、润园、宝盘

丽景苑等商品房交付实测任务，新顾城、

博成苑、云成苑、尚北雅苑、水畔兰庭、罗

溪佳苑、泾腾佳苑、乾康苑等保障房和动

迁房地块及荣万河畔景园、荣万满芳庭、

大华梧桐园、春樾湾华庭、宝山日月光中

心等商品房预测项目。共完成房产测绘

１７９项：其中单位发证测量６３项，测算建
筑面积１４８６万平方米；商品房预测６５
项，建筑面积４２１５万平方米；商品房实
测５１项，建筑面积１６１２万平方米。

【房地产档案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房管局
全年接收各类档案共３３３４件。其中文
书档案 ２１９４件；维修资金归集档案 ２５
件；维修资金划转档案４６件；财务档案
３０７件；道路建设档案６７７件；现房备案
档案５４件；预售许可证档案３１件。全
年提供对外查阅档案共２２８１件，完成全
文扫描３１２１２件，共２０５９０５５页。

【行政许可】　２０２０年，区房管局各业务
科室增加区自管公共服务类事项５９个。
全年共办理受理审批件１３３７件，咨询答
复２４件、收到锦旗３面、被区行政服务
中心评选示范窗口１次、评选季度服务
明星１次、部门简报被区行政服务中心
选中刊登５次。

【住房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售）】　
２０２０年，区房管局完成６７户售后公房出
售，面积 ３５９０４５平方米，实收房款
１０２３０１５元；有限产权接轨２７户，建筑面
积１８２７５６平方米。公房租赁凭证换发
１７１户（系统公房）；外地退休职工以及
军人配偶在沪住房证明８７户。

【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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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全

年归集维修资金２０５亿元，其中归集开
发企业项目 ２０个，金额 ０９９亿元。维
修资金专户划转至３０个业主大会账户，
共划转资金１９９亿元。审核６４个业主
大会议事规则、业主公约，审价１１４个项
目，审核资金２９７０４８万元，核减２００９３
万元，完成１０９个业委会换届审计工作。

【私房落政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房管局落
实私房政策，处理私房遗留问题。按“申

请一户，处理一户”原则，经复查２０２０年
度涉及落实私房政策１户，采取作价收
购的方式进行落政，共计建筑面积９９２８
平方米，收购款为１３９５００５５８元。

【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企业备案、年检

情况】　２０２０年，区房管局做好辖区域
内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档案检查。２０２０
年，在宝山备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共计

１００家（一级２家、二级１１家、三级９家、
暂定７８家）。受理房地产经纪企业备案
申请新增６１３家、注销６２家，梳理超过
有效期的房地产经纪企业，至年末全区

备案房地产经纪企业共９９７家。
（田晨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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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

【概况】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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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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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区房管局按照
廉租政策，完成受理审核及廉租租金发放

工作，全年新增廉租租金配租家庭 ３０８
户。廉租在保家庭２０７３户，其中租金配
租家庭１６４０户，实物配租家庭４３３户。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管理】　２０２０
年，区房管局完成第七、第八批次共有产

权保障住房选房工作，共计１８０５户选定
房源；完成第一批非沪籍共有产权保障

住房选房工作，共计１７户选定房源。完
成第二批非沪籍申请受理工作，共计１８
户完成初审；做好供后管理工作。完成

８户政府优先购买（产证满５年），申请
财政资金 １１７３９５９７３３元；完成 １８４户
购买政府产权份额，缴纳价款１６８３６０７４３
元；完成２３０户购房家庭成员人员调整
认定书；完成９２户购买共有产权保障住
房后购买商品住房认定意见书。核发共

有产权保障住房预售许可证，２０２０年共
计发放６张预售许可证。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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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１６２亿元 －２８３

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２３９５２万平方米 ３２０１

商品房预售批准 ７９９８３６万平方米 －９９７

商品住房销售面积 １６９４万平方米 １５２１

商品住房销售金额 ４５１２１亿元 ２０３４

商品住房平均单价 ２６６３６元／平方米 ４４５

存量住房成交面积 ２１６４７万平方米 １６５

存量住房成交金额 ６５４４７亿元 １６０５

存量住房平均单价 ３０２３４元／平方米 －０３９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房管
局进行原７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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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５９６家企事业单位取得整体租赁
资格；完成“十三五”新增供应１６７０套考
核指标；加大公共服务类重点行业一线

职工公租房保障力度，加强“一间房”

“一张床”精准供应；２０２０年共计 ４０户
家庭取得市筹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

２３５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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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
区房管局签订大场镇联东村等“城中

村”改造区域 Ｅ１—１３Ａ、Ｅ１—１４Ａ、Ｅ１—
１４Ｂ地块、庙行镇 Ｎ１２—１００１编制单元
１３Ａ—０４（“城中村”改造项目康家村）、
庙行镇 Ｎ１２—１００１编制单元 １３Ｂ—０２
（“城中村”改造项目康家村）、杨行镇

ＢＳＰＯ—０８０１单元 ０６—０６地块、杨行镇
ＹＨ—Ｂ—１单元 １１—０２—１５—０２地块、

杨行镇 ＢＳＰＯ—０５０２单元 ０３—０７地块、
杨行镇 ＢＳＰＯ—０５０２单元 ＹＨ—Ｂ—２—
０７—１０地块、罗店镇美罗家园大居０１单
元 ０１１７—０２地块、罗店新镇 ＢＳＰＯ—
２２０２单元 Ｈ—０２地块等 ９个保障性住
房配建项目，共计配建 ４０１３６３３平方
米，共６７９套房屋，３０５个车位。

【区属动迁安置用房供应管理】　至
２０２０年末，宝山区开工建筑面积１０２万
平方米，建成交付住宅面积１０６４万平
方米，入网销售６８２万平方米。安置在
外过渡动迁居民２００９户。按照“新一轮
解决在外过渡动迁居民安置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已核减在外过渡动迁居
民７８４８户。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２０２０年，住宅建
设方面，罗店大型居住社区总计１９６万
平方米市属保障房已于２０１８年全部竣
工交付。配套设施建设方面，以优先满

足“百姓开门七件事”为目标，按照“市

政管网全覆盖、公建满足需求、‘三中

心’适度超前、体现建筑风貌导则”为原

则，共计规划１０３个市政公建配套项目，
累计建成使用 １２条水系、２０个绿化项
目、２１条道路标段、５个学校、２个公交车
首末站、１个派出所、１个社区事务中心、２
个综合服务中心、１个公用管线配套项
目、１个污水泵站。另３条道路、１个环卫
停车场、３个幼儿园、１个九年一贯制学
校、１个三中心持续建设，２个幼儿园、１
个福利院、５条道路办理前期手续。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２０２０年，住宅建
设方面，顾村拓展区９个市属保障房地
块合计６８３万平方米推进建设。其中，

２０１８年开工５个地块共计４５５万平方
米完成内配套建设，纳入市第六批次共

有产权房房源；２０１９年４个开工地块共
计２２７万平方米进行主体结构施工，纳
入市第七、八批次共有产权房房源。配

套建设方面，一期１０条市政道路办理移
交接管手续；二期７条市政道路办理前
期手续；第一批３条河道竣工，第二批３
条河道完工，第三批２条河道推进施工；
１所幼儿园完成室外总体施工；１座污水
泵站移交接管；１座燃气调压站单位体
完工，设备调试；１座公交首末站完工；
一期绿化项目持续建设：１个小学、１个
初中和１个养老院办理前期手续。

【市属经适房基地】　２０２０年，祁连、胜
通、共康等市属共有产权房基地保障房

约１００万平方米推进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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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累计交付３９万平方米，剩余１万平方
米２１６套房屋于２０１９年８月开工建设，
至年底单体竣工。基地配套项目全部竣

工交付并接管。 （田晨臖）

老镇旧区改造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房管局以改善民生
为重点，推进老镇旧区改造工作，做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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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修缮】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共竣工４１
个项目约３１３万平方米（包含４个２３万
平方米４９５８户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的
三类项目），超额完成全年３００万平方米
目标。区房管局开展住宅修缮防汛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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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演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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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３１万平方米的老旧住房安全隐患处
置工作，完成宝山区一般损坏老旧住房

安全隐患处置工作目标任务。

【成套改造】　２０２０年，竣工７幢房屋，
面积约 １３８万平方米，新开工 ９幢房
屋，全年超额完成开、竣工１５幢房屋。

【旧里改造】　２０２０年，吴淞西块改造范
围为９０号（八棉新村）和９１号（八棉一
村）地块。９０号地块３５３证全部完成签
约，回搬安置房全面推进建设。９１号地
块共３８３证动迁完成，商品房按节点有序
推进。吴淞东块涉及５个街坊，７个地块
２６７９户居民、６９家单位拆迁，完成４个街
坊、５个地块，共２３１０户居民、６９家单位
拆迁工作。其中，十四街坊第二、三个地

块（吴淞东块）１６６户未完成拆迁工作。

【城中村改造】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共启动
６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涉及土地 ３２６
公顷，居农民 ２９４０户、企业 ３４８家。完
成９９５％居农民和９６８％企业动迁，出
让土地２３块，投入改造资金５４５亿元。
动迁安置房全面开工，商品房有序销售，

８６个公建配套项目按照“分类推进、配
套先行”和“保障优先、配套同建”的原

则推进。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新增电梯１０８台，完工１００台，完成加装
电梯可行性评估全覆盖及绘制“一张蓝

图”的工作，形成“一门受理、两项举措、三

个平台”的宝山加梯模式，并探索按揭加梯

和安全责任保险新举措。 （田晨臖）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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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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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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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管理

【概况】　至２０２０年末，宝山区共有物业
小区８１０个，总建筑面积７０９７４８万平

方米。有６９７个小区组建业主大会（业
主委员会），组建率 ９５５％。发放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考评奖励资

金２０４２４４万元，涉及售后房小区 ２８６
个，售后房面积为１１３４６９万平方米。

【房屋应急维修】　２０２０年，“９６２１２１”物
业呼叫中心全年共受理案件１０７７１件，
其中报修６４４８件，投诉４３２３件；处置案
件 １０６３８件，其中报修 ６４４８件，投诉
４１９０件。呼叫中心负责转派的“１２３４５”

市民热线物业报修案件４３７５件，投诉案
件６３５件，处置件 ５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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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件，受理离休老干部应急
维修８件，均处置完成。

【“群租”整治】　２０２０年，共接到“群
租”信访投诉５６６件，实际受理案件４８３
件，发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４８３份；参
与“群租”集中整治２９次，代为改正３０７
户，自行改正８户。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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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１９ 上海华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逸翠华庭 庙行镇 ２０２００３２０ ２３４９６７６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２８ 上海智飞置业有限公司 美罗家园中集金地名庭 罗店镇 ２０２００４０１ １６２８６４０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２９ 上海智飞置业有限公司 美罗家园中集金地名庭 罗店镇 ２０２００４０１ ３４１５８３７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６３ 上海江瀚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吴淞口阅江汇 吴淞街道 ２０２００４２７ １２７１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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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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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６７ 上海顾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华四季园 顾村镇 ２０２００４２９ ６３０３４９７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８１ 上海宝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宝林枫景苑 吴淞街道 ２０２０５１２ １２２１８３５

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１０１ 上港集团瑞祥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瑞祥嘉苑 淞南镇 ２０２００６０５ ２５３７４６１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２１ 上海顾村格林茂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北郊商业广场 顾村镇 ２０２００６２３ １１４９４８０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３３ 上海诚卫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荣万河畔景园 杨行镇 ２０２００７１１ ２６３３０３１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６０ 上海智飞置业有限公司 美罗家园澜都 罗店镇 ２０２００８０８ ３２３７７６８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８４ 上海宝孚置业有限公司 中建锦绣佳苑 罗店镇 ２０２００８２０ ４４４４６１０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９６ 上海诚卫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荣万河畔景园 杨行镇 ２０２００９０２ ２２０２４８７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２３１ 上海顾村格林茂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北郊商业广场 顾村镇 ２０２００９２１ ６３１０５３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２４３ 上海智飞置业有限公司 美罗家园澜都 罗店镇 ２０２００９２８ ２９７６２９２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２５５ 上海顾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华四季园 顾村镇 ２０２０１００３ ５８１１３９１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２９８ 上海智飞置业有限公司 美罗家园中集金地名庭 罗店镇 ２０２０１１１８ ６５６３７２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２９９ 上海智飞置业有限公司 美罗家园中集金地名庭 罗店镇 ２０２０１１１８ ４１４５６２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３１１ 上海实瑞房地产有限公司 新顾城海上祯苑 顾村镇 ２０２０１１２７ ４１５９６１３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３１５ 上海诚卫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荣万满芳庭 杨行镇 ２０２０１１３０ １５３１７７６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３１６ 上海诚卫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荣万满芳庭 杨行镇 ２０２０１１３０ １３４１４８５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３２２ 上海睿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华泰新苑 大场镇 ２０２０１２０１ ２０５８４８１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３２３ 上海睿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华泰新苑 大场镇 ２０２０１２０１ ３６７４３６１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３２４ 上港集团瑞祥房地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瑞祥嘉苑 淞南镇 ２０２０１２０４ ４３７８４２１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３２８ 上海华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春樾湾华庭 杨行镇 ２０２０１２０５ ３４２０５０４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３３０ 上海卓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卓置名邸 罗店镇 ２０２０１２０６ ３７４６９０９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３３１ 上海华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澜翠华庭 庙行镇 ２０２０１２０７ ６５３５５６４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３４３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经纬城市绿洲家园 大场镇 ２０２０１２０８ ３０９９１８８

２０２０—００００３５１ 上海诚卫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荣万河畔景园 杨行镇 ２０２０１２１６ ３１５１４０１

（田晨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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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港务·邮政
◎ 编辑　田翔辉

交通运输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域内道路货物
运输企业有 ２８２７户，比上年减少 ２０９
户；拥有运输车辆５７３４３辆，比上年增加
４８３２辆，其中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４１
户，运输车辆２３１８辆；集装箱运输企业
１２３９户，集装箱运输车辆４０４６３辆。机
动车维修企业２３８户，其中一类汽车维
修企业 １６户，二类汽车维修企业 １２７
户，三类汽车维修业户９０户，综合性能
检测站５户。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现有公交线
路１４５条，运营公交车辆１８４３辆。公交
站点１４４３个，较去年新增 １３个。２０２０
年新增公交候车亭 ６１个，总数达 ７３９
个。共有宝山公共自行车１５万辆，网
点６１１个。区域出租车（沪 Ｃ）６７０辆。
公共停车场（库）１５６户，增加２３户；停
车泊位４１７１６个，增加４８６１个。

【道路运输管理】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对４１
户危险品运输企业加强监管。做好货运

行业困难企业就业补贴工作，认定符合

条件的企业１８４户，助推交通运输行业
复苏。做好新冠疫情人物同防工作，对

辖区内冷链运输企业发放告知书 １６２
份，开展冷链运输企业抽查３２户次。加
强国Ⅲ货运车辆限行和补贴政策宣传，
引导企业报废国Ⅲ货运车辆。

【汽车维修管理】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共发
放合格证 ６２６６本，核销 ８７５１本。至 ３
月１８日，宝山区维修行业电子健康档案
对接工作完成率达 １００％，提前完成既
定目标任务，并继续向辖区内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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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日起，开展２０２０
年度机动车维修行业质量信誉考核。组

织开展维修企业废气分析仪、烟度计年

度检验工作，合格率 １００％。１２月 ３０
日，完成辖区内所有一、二类维修企业诚

信考核工作，共计１４１户。加强环保专
项整治工作，要求企业将废机油、废铅酸

蓄电池等重污染物交由正规回收单位处

置并签订回收协议；严禁在露天场所进

行喷涂、干燥作业。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新辟线路１条（宝山９路），填补盘古路、
月辉路、友谊西路、富长路公交线路空

白；优化调整线路９条（１６０４路、宝山２５
路、宝山 ２３路、宝山 ６路、宝山 １１路、
７１９路、宝山 ３０路、１６０５路、１６０７路）。
完成张墅村路公交首末站启用，引入公

交线路（宝山 ９２路、１６０７路）。新建公
交候车亭９５座。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共
受理公共停车场（库）经营备案登记１７８
户，总泊位数４６７４６个，其中新增经营性
公共停车场７户，新增泊位１１７２个；道
路停车场 １００个路段，停车泊位 ４８２５
个，其中：大场镇２０个路段，泊位数８８７
个；中心城区 ８０个路段，泊位数 ３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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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开展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等专项整

治行动。结合日常监管，开展“春运、两

会期间行业安全检查”“疫情防控专项

检查”“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安全

生产月”“平安交通专项整治行动”“打

非治违”等安全生产专项治理活动。全

年，共开展区域道路交通运输企业各类

检查 ９１１户次，出动检查人员 ２００３人
次；检查道口 ８４４只次，出动巡查人员
２０２２人次，实现连续８９６１天安全监护无
事故目标。强化行业稳定舆情预警机制

建设。密切关注集装箱运输行业、堆场

行业、出租车行业等矛盾易发突发重点

领域，通过建立双向沟通机制，坚持上门

走访制度，走进货运企业、出租企业一

线，听取企业诉求、掌握行业动态，共计

走访各类运输企业９００余户次。
（徐丽君）

交通行政执法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交通委员会执
法大队（以下简称大队）以整治非法客

运和确保行业安全为抓手，兼顾疫情防

控各项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大队

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９５０７人次，出动执
法车辆 ３１１７辆次。共立案 １６４７件，其
中非法客运６８４件，出租车１０件，租赁
公司９件，公交２件，省际客运９件，普
通货运６８２件，危险品货运３２件，汽修
１２件，停车场２０件，驾培１５件，网约车
平台２４件，公路路政９件，海事１件，公
安移交案件（三轮车、电力助动车、摩托

车）１３８件。全年共结案 １４９０件，处罚
金额９５５５５万元。１１月，区建设交通工
作党委启动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改革，１２
月末，机构改革工作基本完成。大队以

区交通委名义统一行使水上、陆上交通

综合执法职责，承担辖区内交通运输领

域日常执法工作。

【整治非法客运】　２０２０年，大队聚焦非
法客运重点区域及信访举报高发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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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７日，区交通执法大队在洋桥检查站检查省际班车 区交通执法大队／提供

针对宝山城区、杨行地区、“三罗”（罗

南、罗泾、罗店）等地区开展重点整治，全

年共开展联合整治 ２２次，查扣车辆 ６５
辆。区公安交警通过街面视频监控等手

段查扣车辆１９辆，移交大队立案处理。
大队与公安交警部门采取非现场执法模

式，开展非法网约车整治行动，共查扣非

法网约车４辆。大队对滴滴、美团等平
台相关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共计对网约

车平台立案２４起，其中美团７起，滴滴
１６起，首约１起。

【加强行业监管】　２０２０年，大队紧抓危
运行业安全监管。结合宝山区实际开展

“路安三号”“安畅五号”“安畅六号”等

危运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共计上户检查

危运企业８５户，累计检查危运车辆１４１
辆，共计立案１８件。开展货运车辆专项
整治，会同属地派出所开展１９次联合整
治，共出动执法人员５６人次，检查４４辆
车，立案 ４９件。严查省际客运违法行
为，试点推进省际客运班车非现场执法，

针对长途客运车辆疑似“不按规定站点

停靠”“招揽合同以外乘客”等违法行为

高发区域，利用街面监控取证，加强视频

监控力度。在沪太路顾村公园１号门和
场中路两个点，共梳理８段视频，锁定６
辆涉嫌车辆，结案４件。开展公交、出租
等行业执法工作，履行驾培、停车场、汽

修等行业监管职能。负责宝山区内河水

上安全管理、船舶防污染管理及船舶载

危运货物安全管理。共检查危险品港口

经营企业５０户次，召开码头企业安全教
育专题会议３次，辖区内全部４４户港口
经营企业完成安全生产工作承诺书签

订。负责对水路运输、水路运输服务及

内河港口码头现场监督管理，航道及航

道设施监督管理。负责对辖区内公路依

法实施路政管理，保护、维护公路路产路

权，依法实施公路路政巡查。共巡查

２３２次，巡视里程２１３７８千米。打击违法
超限运输行为，开展专项整治９次，出动
人员４５人次，交警２３人次；出动车次２０
辆，共检查车辆３８辆，其中查处超限车
辆６辆，卸货７６３９吨。

【疫情防控及保障安全工作】　２０２０年，
大队按照“春晖系列”春运专项工作方

案，自１月１０日起开展春运专项行动。
执法人员赴长途客运站、沪太路、宝安公

路沿线开展专项检查。每天１个勤务中
队配合邮轮港开展交通秩序保障工作，

配合卫健部门开展游客疫情防控工作。

大队配合区卫健委做好洋桥检查站疫情

防控工作、组织志愿者参与基层村居协

助疫情防控工作、协调驳运机场入境旅

客，对４４艘次来自疫区的船舶实施跟踪
管控，完成外省市船员信息登记 ２２７９３
人次。 （陆李燕）

水陆客运

【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

司立足市场需求，开展线网优化调整工

作。全年，公司新辟线路２条；暂停营运
线路４条；对２６条线路实施延时营运、
延伸走向、微调站点等措施，对１条超长
线路进行缩线调整。其中，调整线路中

涉及宝山区域的线路有１３条。公司开
展逸仙路“一路一骨干”工程工作方案

编制、热线投诉应答、线路拆并划转、职

工队伍稳定等工作，引入定制公交 ｅ乘
巴士，解决宝山乘客直达人民广场的出

行需求，完成“一路一骨干”综合线网调

整工作，为优化浦西中心城区公交线网

作出贡献。 （田　?）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完成主业营收９９２０万元，共计投入
航次 ７万次，完成客运量 ３５６８４万人
次，完成车运量 １０１１９万辆次，完成年
度危险品车辆运输任务５７５航次。

强化新冠疫情防控。公司成立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应急预案，组织

编制水上客运企业疫情防控操作规范，

推进联防联控机制、公共场所通风、消

毒、旅客体温检测、储备防控物资等各项

工作。在疫情发生早期，部署进出三岛

旅客身份排摸工作；指导旅客佩戴口罩

进入候船室测温，在宝杨、长横渡等港口

配备红外线测温仪；合理调整航班，防止

旅客聚集带来的风险；开辟员工上下班

接送专线。在疫情防控工作后期，公司

研判车客流量，逐渐恢复航班，保障复工

复产后旅客出行需求。疫情防控期间，

原用于运送医用物资专车的临永汽渡临

时性双向关闭以防止疫情扩散。公司所

属车客渡船运输医疗物资共计１５次，物
资总重量９６９３吨。

强化安全防控。公司抓好防台防

汛、航行安全、安保安检、设施设备维保、

危化品车辆运输等工作。开展节前安全

生产检查，落实“１１９消防周活动”和“今
冬明春火灾防控”“打非治违”等消防安

全管控专项行动和“进博会”期间安全

保障和火灾防范工作。推进 ＳＭＳ安全
管理体系补充完善和运行监管，新版安

全管理体系文件于１月发布生效。开展
安全生产标准化制度建设，于４月通过
上海交通港航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复评。

承担公益责任。公司完成春运航班

６８５３次，运送旅客 １９６万人次，车辆
４９万辆次；完成“五一”航班 １８２７次，
运送旅客１０４万人次，车辆３万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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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中秋、国庆”航班２５０５次，运送旅
客１６６万人次，车辆４２万辆次。公司
全年完成海葬祭扫业务８５航次；为横沙
岛伤重病人提供出岛急救开航３２次；为
横沙渔民提供避台风安置场所。

公司参与崇明“花博会”港口设施功

能提升和运力储备等工作。配合崇明环

岛景观道南门港区段建设；推进一艘新能

源电动车客渡船船体建造；推进一艘花博

铝合金大高速船建造；推进长兴、横沙海

塘达标建设工程；落实创城各点位督查整

改工作，开展服务岗位人员星级评定培

训考核，开通运营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小

程序智能预约售票、线下移动支付（微

信、支付宝）、自动语音问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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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张华浜分公司
完成件杂货吞吐量６４４４３万吨；完成件
杂货接卸量４４４１６万吨；完成内贸集装
箱作业３２９９万 ＴＥＵ；完成总收入３３４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７８０５万元。着力
开拓市场，强化服务意识。年内，公司建

立每周外贸出口进栈计划兑现情况反馈

机制；组织召开内贸客户现场代表座谈

会；搭建客户沟通平台。受疫情防控高

标准、船舶到港不平衡和复杂气候等诸

多客观因素影响，公司突破生产瓶颈，抓

好重点船、重点货物、重要操作过程。落

实安全责任，组织专项整治。公司逐级

落实安全生产、消防、防疫责任制，开展

２０２０年度“安全生产月”活动。加强外
包管理，做好成本管控。４月１日起，分
批社会化外包部分装卸机械维修保养项

目，加强承包单位管控。坚持设备管理

与使用部门沟通协调机制，优化司机操

作习惯、调整配件供货来源、设备加装保

护装置。 （黄伊文）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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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工作机制、食堂防

疫、人员管理、物资后勤、生产安全、宣传

教育６方面防控疫情措施，完成包括国
内首例３名外籍船员换员和３５名中外
籍船员整船换员在内的共计１６５艘次外

轮１９４１人次和３３９艘次内贸轮１３６８人
次换员工作。全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１９１０３２万吨，为年度计划１６８０万吨的
１１３７１％，比上年增长 １４９５％；完成货
物接卸量１４４７５５万吨，其中完成外贸
接卸量５７０４０万吨，增长４２６％；完成
内贸接卸量８７７１５万吨，增长９６７％。
完成营业收入４８６７０４５万元，为年度计
划５１１９６７１万元的９５０７％，比上年下
降２４６％；其中完成主营收入４７６０９２２
万元，增长 ０５９％；完成其他业务收入
１０６１２３万元，下降５８６２％。实现利润
４２６５３８万元，为年度计划５０００万元的
８５３１％，下降５０６％。

增强市场开拓和发展能力。２０２０
年，罗泾分公司外贸出口设备完成

１０３８１万吨，下降１１％。外贸出口钢材
完成２９２５３万吨，下降１５％。进口钢材
完成１２６６５万吨。进口纸浆完成３７８９
万吨，下降４７％。全年共完成船舶作业
１３４８艘次，２月份完成内贸接卸量８７４２
万吨。８月份完成货物吞吐量１８９５３万
吨，同时完成外贸接卸量 ８２３１万吨。
全年吞吐量１９１０３２万吨。根据纸浆业
务变化，罗泾分公司调整缩减保税场地

面积，由 １１５３５８万平方米缩减到
４４０４０万平方米。

增强技术保障力度。罗泾分公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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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现场快速抢

修和项目修理机制。完成码头前沿水深

疏浚，８＃简易货棚开工建设，公司污水纳
管工作进入试运行阶段。公司年度单耗

为３４３１６吨标准煤／万吨吞吐量，碳排
放量为 ８１７２ＣＯ２ｅ，比集团核定指标分
别低１１７６％和１１９１％。 （陈颖雯）

邮　政

【概况】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市宝山区分公司（以下简称宝山区分公

司）下辖１３个支局、２７个邮政所、１５个
一体化物流营业部。投递线路６６３条，
线路单程总长度９４９７千米，其中机动车
投递线路１９条，单程长６３０千米；电动
车投递线路 ６３５条，单程长 ８８５８千米；
自行车投递线路 １条，单程长 ９千米。
设信箱（筒）１７３个、ＡＴＭ机６６台。服务
面积约 ３０３４平方千米，服务人口约
２４９６万人。全年完成业务收入４０２亿

元。特快邮件及时妥投率为８８６９％、快
包邮件及时妥投率为９１５７％；银企对账
单 妥 投 率 为 ９９８６％、回 邮 率 为
１０２６７％；约投挂号当日妥投 率 为
９１３４％、三日妥投率为 ９８５４％。用户
综合满意度得分９４９７分。

【打响抗疫通信保卫战】　疫情期间，宝
山区内 ７２１个居民小区拒绝快递员进
入，宝山区分公司争取“最后一百米”通

行权，通过预约投递、普邮协同确保包快

邮件留存量受控，累计接收２８家党政企
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个人１２５２箱防疫
物资邮件，累计对接、服务８２所中小学
收寄教材３６万件，受到各类单位和个
人用户表扬４９人次。

【发行“庚子年”主题封】　２０２０年初，宝
山区分公司以鼠为主题，结合宝山知名

剪纸艺人徐登祥剪纸作品，设计制作“庚

子年”邮资机纪念戳记主题封，全套共计

４枚，总计发行５００套。１月 ５日，宝山
区分公司结合“庚子年”邮票发行，在友

谊路邮政支局举行“庚子年”邮资机戳

记主题封首发活动，主题封全部售罄，实

现收入２万元。

【举办主题邮票展活动】　９月，宝山区
分公司与高境镇政府联合举办“学‘四

史’知来路 明方向：从邮票中学习‘四

史’”主题邮票展活动。活动以“新中国

开国元勋”“回顾历史 重温岁月”“邮政

用品中的上海”等为主展内容，共展出

２２部７１框，展现中国近代史中多个重要
历史时刻与事件。

【美平路邮政所开业】　９月２９日，宝山
区分公司下属美平路邮政所（局所代码

２０１９００３８）于美平路８０９号开业，内设邮
政业务办理区和客户休息等候区，实现

从营业环境到网点服务功能提升。

【开拓国际“逆向海淘”业务】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分公司利用资费优惠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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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广“国际大包”（邮政国际

海运包裹）产品，吸引留学生群体办理邮政

国际海淘业务，累计开发７家“逆向海淘”
客户，业务收入２１７４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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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各支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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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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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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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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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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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泰路邮政所 杨泰路１９０弄２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８３２２

天馨花园邮政所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２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１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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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８６２６６７

长浜邮政所 南东路６５弄１２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３６５１８９１３

罗泾邮政支局 陈镇路５１号 ２００９４９ ５６８７０６４５

潘沪路邮政所 潘沪路２０５号 ２００９４９ ５６１５０１８１

美平路邮政所 美平路８０９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５６８６０３２６

吴淞邮政支局 松滨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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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６４９１１４

绥化路邮政所 绥化路７２号 ２００９４１ ５６６４９９６１

盛桥邮政支局 ?川路５５４２号 ２００９４２ ５６１５０４５４

（唐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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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带与邮轮经济
◎ 编辑　田翔辉

　 １０月１日，全长３．８千米的吴淞滨江岸线示范段贯通开放
区滨江委／提供

滨江带建设与

邮轮产业发展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创建上海邮轮
服务业创新发展示范区和吴淞口国际邮

轮旅游休闲区，《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

区三年行动计划》和新版“邮轮经济３５
条”正式发布。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经受

突发疫情考验，持续构建邮轮港口综合

防疫体系。全长３８千米的吴淞滨江岸
线示范段贯通开放，８０个文脉地标、超
１３３３３公顷滨江景观绿化呈现，炮台湾
公园免费开放；“东方之睛”改造、宝杨

路东延伸段、智慧邮轮港项目基本建成，

阅江汇、上海长滩、海事交管中心等项目

有序推进，长滩观光塔主体结构完成封

顶；配合部队解决塘后支路两侧地块历

史遗留问题，吴淞军港９５９公顷土地明
确由宝山收储。

【提升邮轮滨江发展能级】　１月，宝山
区创建上海邮轮服务业创新发展示范

区，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获

批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
金。４月，吴淞口国际邮轮旅游休闲区
成为上海市首批全域旅游特色示范区域

之一。９月，宝山区推动市文旅局、市发
改委、市交通委等８个部门联合发布《中
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三年行动计划》。

修订完成“邮轮经济３５条３０版”，启动
２０２０年新一轮专项政策申报，全年完成
２７家企业共１７４９１万元资金扶持。

【完善邮轮综合防疫体系】　１月 ２０—
２９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累计接靠大型
国际邮轮 １０个航次、接待出入境游客
４２７万人次、船员 ２１８万人次，实现
“零输入、零输出、零感染”。会同上海

海关等部门制定出入境邮轮卫生检疫

作业指引、完善邮轮港突发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邮轮防疫形成

“中国标准”。率先启动国际邮轮船员

出入境换班工作，成功完成７次邮轮非
经营性停靠和 ７７８名船员换班作业。
配合国家海上搜救中心，完成 ２０２０年
海上紧急医疗救援专项演练国家级

任务。

【完善邮轮港配套设施】　２０２０年，智慧
邮轮港项目完成软件开发，“东方之睛”

改造项目完成钢结构、土建、暖通、幕墙

等专业施工，工程总体进度完成 ９５％。
中心塔幕墙挂设额裙房结构施工完成，

宝杨路东延伸段项目工程完工。

【推动滨江商业商务载体建设】　２０２０
年，阅江汇Ｂ４地块主体结构封顶，塔楼
幕墙完成５０％，Ｂ３地块首道支撑拆除完
成５０％，Ｔ２塔楼钢柱完成６根；上海长
滩坡地公园、瀑布公园和滨江公园三大

绿地基本建成，长

滩音乐厅混凝土结

构封顶，钢结构吊

装基本完成，幕墙

完成 ３０％，启动内
装施工，观光塔主

体结构封顶。

【贯通开放吴淞滨

江示范段】　１０月
１日，吴淞滨江示范
段贯通开放，滨江

带沿线新增５７５千
米蓝色跑步道、１万
平方米塑木板漫步

道、１８万平方米亲
水平台以及１２５万

平方米景观绿化。实现８根电线杆架空
线入地，新增２８个视频监控点。完成零
点广场驿站改造和逸仙画苑驿站临时改

造，新增临时公共卫生间和餐车等配套

设施。 （沈沁怡）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

司】　２０２０年春节期间，上海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牵头海关、边检、海事、卫健委、

医院、邮轮公司、旅行社等多部门，搭建

联防联控协调机制，抗击疫情。４月２３
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完成中国籍

合同到期船员下船换班及邮轮补给，是

全国首次接靠邮轮完成非经营性停靠。

５月２９日、９月４日、９月１６日、１１月１８
日、１１月３０日和１２月１５日进行类似作
业，完成换班船员７７８人次。年内，王友
农获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上海市劳动模范、区先进工作者、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优秀共产党员。

徐红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童方婷）

７３１



园区经济
◎ 编辑　田翔辉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以下简称园区）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３０７４亿元，地方财政收入５１４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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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

居第二十一位、创新发展指数居第二十

二位；在小型园区（６８家）综合发展指数
中排名第六位。园区以发展新材料为主

导产业，被列入上海市２６个特色产业园
区之一，定名为“超能新材料科创园”。

【聚焦科技创新】　２０２０年，园区打造超
能新材料科创园，加强石墨烯平台建设，

推进石墨烯晶圆、轻量化高强烯碳铝合

金、石墨烯复合材料河道治理等一批项

目成果转化，其中石墨烯８英寸晶圆实
现小批量生产，承办中国国际石墨烯创

新大会。推进超导电缆项目提升产业化

能力，１２千米超导电缆在徐汇中心区
域施工下埋并挂网运行。环上大科技园

１号基地和３号基地分别在临港城工科
技绿洲和超碳公司挂牌，园区作为环上

大科技园的核心区之一，对接引入高校

科技资源，做好产业承载。１１月，环上大
科技园开园仪式在城工科技绿洲举行。

研究制订“园区产业地块利用效率评价

办法”，将地块分类定性，实施差别化政

策指导。出台实施《园区存量资源盘活

五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启动森
德、飞和等２２个地块４９８７公顷，年末完
成１０公顷土地盘活任务。

【紧盯产业发展】　２０２０年，园区新注册
及迁入公司２４８４家；注册资金超５０００万
元以上企业９２家。完成合同外资４８６９
万美元，超额完成全年目标，引进芰荷纳

米材料、助川智能科技等外资项目１６个

（新批准项目１４个，增资项目５个）。新
增康达卡勒幅、烯望材料科技等一批１５
家优质项目落户园区。索灵医疗诊断、国

家无线电检测中心、电信一所３个重大项
目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推进科技绿洲、联

东Ｕ谷、科勒４０、钢联二期、光驰二期等
１３个已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其中科技绿
洲一标段竣工，新注册企业２１家，联东Ｕ
谷交付使用，签约１１家企业入驻。

【优化营商环境】　２０２０年，完成台鼎、丰
翔新城、金地艺境城雨污混接改造工程。

完成市台路道路延伸及业绩路连接段工

程，对真陈路、城银路路口打通项目进场

施工；优化驿动短驳公交１号线、２号线，
新增南翔线。制订“园区营商环境之配

套篇实施计划”，对道路、绿化、企业外立

面设计综合提标方案。完成“城中村”改

造初步方案编制和农村５座公厕改造。
深化第三方监管服务，抓牢垃圾分类、河

道治理、扬尘控制等生态环保工作。

【开展各类整治】　６月，园区城市运行管
理中心揭牌成立。创建丰翔新城“扫黄

打非”区级示范点，整治取缔锦秋路非法

办学点。制定《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开展

“百日安全行动”、危化企业专项整治、工

贸行业全覆盖监管，共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２１７９家次，发现安全隐患８４８２条处，整改
达９６％。拆除违章建筑点位２８处，共计
面积２２３２２平方米。 （侯　敏）

宝山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工业园区（以下
简称园区）全年税收总额完成１１５７亿
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３１亿元，工业
总产值１１２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３４
亿元，其中工业投资完成７２３亿元。园

区在上海市１０８家开发区综合评价中排
名第二十九位，１９年发展速度指数中排
名第一位。２０２０年，获评上海品牌建设
优秀园区、上海市工业互联网标杆园区

试点园区、上海品牌园区。园区围绕生

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豪华邮

轮配套、智能硬件四大主导产业，建设

“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新能源汽车

创新园”“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上海

国际邮轮产业园”。坚持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以转型发展为突破，提升产业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园区主导产业生物医药，

被列为上海市２６个特色产业园区之一，
定名为“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聚焦科技创新】　２０２０年，根据园区产
业准入办法，园区加大企业盘活强度，完

成１５２亩调整目标。受理并预审海隆、
克来、新通联等３６家企业申报的科技小
巨人、张江、上海市文创、宝山区先进制

造业等项目共计４９个，申请产业扶持资
金约１０９亿元。

【产业园区建设】　２０２０年，上海北郊未
来产业园建成开园，其中涉及意向购买或

租赁楼宇及高成长的重点企业约３０家，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６７家。北上海生物医
药产业园产业逐渐集聚，上药“超级工

厂”完成投资协议签订；慈云通项目进行

技改装修，上药康希诺疫苗项目完成厂房

租赁合同签订，汉氏联合进行项目方案。

新能源汽车创新园，华域麦格纳与华域汽

车电动投产。加快与上汽集团等龙头企

业的战略合作，打造集研发、生产、服务

于一体的综合性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紧盯产业发展】　２０２０年，共计新增注
册企业８１１户；新增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以
上企业１９户；新增企业注册资本５１０６９９
万元。新增合同外资 ４１５４２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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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知集团总部项目通过区级产业准入评

估及园区平台公司认定；每日优鲜项目

方案及各项经济指标基本明确；联想智

能智造医疗创新总部项目可研方案逐步

完善。克来机电三期项目完成钢结构封

顶；富驰高科二期竣工验收；海隆仓库扩

建通过优质产业项目认定；宝钢包装通

过优质产业项目认定；宝列二期完成消

防、绿化竣工验收工作；西爱艾二期消

防、防雷设施检测完成；开利空调智能化

升级改造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

９月２２日，开利中国６０００冷吨冷水机组测试台在宝山工业园区开利空调工厂落成并投入
使用 宝山工业园区／提供

【优化营商环境】　２０２０年，秀乐路、秀
祥路、三桥村路、海欢路延伸段、萧云路

等竣工验收，展祥路、展和路、合兆南路

完成供地手续；沪品路、集贤路（罗宁

路）提交国有土地划拨审批手续，海林路

（富长路—?川路）项建书获批复；金勺

东路项目启动前期工作；金池路１１月开
工建设。金茂Ｋ１２双语学校７月开工建
设；枫叶幼儿园开工；小白鹭幼儿园规划

土地意见书获批复；白鹭小学项目完成

勘测；园区旭辉澜悦湾及澜悦苑雨污混

接改造工程１２月竣工。

【开展各类整治】　６月，园区城市运行
管理中心揭牌成立。制定《宝山工业园

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开展“百日安全行动”、危化企业专

项整治、工贸行业全覆盖监管，共检查生

产经营单位 ３４６７家次，发现安全隐患
２９１７条处，整改率１００％。２０２０年拆除
点位１３处，合计消除违法建筑３１１５７４
平方米，完成率２０５１１％。 （任　华）

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以下简称航运）拓展服务内涵外延，细

化服务企业措施。至年末，完成区级地

方财政收入１４８３亿元，总量位列全区
第一，比上年增长 ６５４％，增幅位列全
区第四；税收总收入４３２０亿元；新增注
册企业２３００户，增长３８％；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２５３３亿元；合同外资完成６７２
亿美元。注册企业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

公司获“上海市建筑集团综合实力第七

名”；宝武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获“第

四届全国设备管理与技术创新成果”

“２０２０年度设备智能维护标杆企业”；上
海鸭嘴兽供应链公司获“上海市供应链

创新与应用示范企业”“创业邦２０２０中
国创新成长企业１００强”。

【优化营商环境】　２０２０年，航运推进
“孵化器式招商、店小二式服务、家政式

安商稳商”３６５诚信服务品牌建设 ３０
版。全年累计帮助７５户企业申请各类
产业资金，申请总金额９００４万元；下拨
宝山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高新

技术企业扶持资金、众创空间奖励资金

等４２６万元；下拨２００万元载体租税联
动资金，用于减免载体内中小企业租金。

协助鸭嘴兽等９家重点企业申请１１项
专项资金９４７万元；宝邻邮轮酒店、华城
皮尔博格等１３家企业获批邮轮产业项
目、先进制造业专项等资金３０５５万元；
海底捞高端人才落户；协助摩斯贸易、康

泉电子等２０家企业办理外籍人士入境
事宜。劝留４３户企业，总税 ２１亿元。
建立服务企业“专管员”制度，采取“一

户一管”方式，将企业按照区级税收、类

型、隶属关系等属性划分到个人。

【聚焦招大引强】　２０２０年，航运瞄准科
技创新，引进注册资金２亿元，从事离子
能发电的创基新能源科技；引进注册资金

３０００万美元，从事软件开发的览流智能
科技；引进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从事无人
机技术设计、研发、制造与销售的“尚良

仲毅”项目等。深耕宝武系，引进注册资

金４０亿元的中国宝武集团一级子公司欧
冶工业品股份；引进宝武钛金科技；助力

宝武水务打造科技型水务公司；提高欧冶

“区块链＋供应链”工业互联网平台经济
集聚度。紧盯产业链，通过海底捞产业链

引进注册资金１０００万美元的燃海信息科
技；引进海底捞啤酒销售总部。通过邮轮

产业链，引进相关企业５户。吸引总部经

济落户，引进德国德地氏百年品牌华东地

区销售总部德瑞欣泰项目；引进中国电子

集团下属中电光谷节能环保上海总部项

目；兆坤实业上级主体公司完成境外上

市。储备潜力企业，引进注册资金１亿元
的瑞冶联实业；注册资金４５亿元的芸峰
企业管理；注册资金５亿元的中技天正瑞
海（上海）城市建设；注册资金５亿美元
的褒晟企业管理。

【抗疫防疫工作】　２０２０年，航运排摸２３０
名员工以及下属落地型企业返沪４３７人
健康状况，并开展商务委重点监测的１９
幢楼宇和自有、租赁载体动态防范措施；

对接辖区内金融机构及组织，为受疫情影

响严重中小企业争取金融信贷资源，对智

航大厦内１６户航运注册中小企业减免房
屋租金，２个月减免租金近１３０万元。

【开展企业沙龙常态化活动】　２０２０年，
航运共组织开展企业沙龙活动１２次，通
过邀请财税、法务、人力等第三方专业机

构，提供现场指导，运用商会、协会等信

息渠道，助力企业业务拓展，同时创造沟

通机会，促进区域范围企业形成合作。

【推进纪律建设工程】　２０２０年，航运与
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室、第二监督检查

室联合开展企业巡检，围绕７个方面２３
项内容对都市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政

治体检”。回访教育４名受到党纪政纪
处分的人员；提拔、交流任职干部廉政谈

话３９人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干部提
醒谈话１４人次、企业主要领导履责约谈
９人次。 （王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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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经济
◎ 编辑　金　毅

１１月６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交易团宝山分团外资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区商务委／提供

吸收外资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实到外资逆势
实现两位数增长，完成实到外资４４９亿
美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０％，增幅位居全
市各区第四。吸引合同外资１３９８亿美
元，下降２０９％，降幅较年初持续收窄。
全区新批外资项目 ３０６个，增资项目
４５个。

【新增２家外资研发中心】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２家优质外企———上海霍富汽车锁
具有限公司、伏能士智能设备（上海）有

限公司分别于３月和４月被市商务委认
定为上海市外资研发中心。１１月１９日，
上海市政府举行的第三十三批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颁证仪式上，市委

副书记、市长龚正为２家企业授牌。

【外资项目参加市政府项目签约】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先后组织德国亚系集团
中国总部项目、希亚思外资投资性公司

项目、索灵中国ＩＶＤ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霍富汽车锁具外资研发中心项目和熹向

外资投资性公司项目参加上海市外资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与相关镇园区签署项

目合作协议书。５个签约项目总投资额
超过８７００万美元。

【加强对外投资宣传推介】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根据产业功能新定位编制《２０２０上
海外商投资指南》《２０２０上海各区产业
及政策介绍》宝山区相关内容，推介宝山

投资环境、产业政策，拓展外资招商渠

道。紧抓进博会溢出效应做好投资促进

工作，整合区内产业、文旅、特色园区优

势资源，策划推出魅力滨江生态之旅、城

市更新浪漫之旅、智能制造创意之旅、科

技智造创新之旅 ４条特色经贸考察路
线。在《中国日报（海外国际版）》《上海

日报》发布宝山投资推介专版，区领导和

区内重点外资企业分别接受采访，提高

宝山区在国际国内市场影响力。

（倪卫榕）

对外经贸

【第三届进博会意向成交金额、参展企业

数量超预期】　第三届进博会上，宝山分
团分别与美国、日本、奥地利、丹麦等１５
个国家三大展区达成采购成交，累计意

向成交金额达３３３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２２２５亿元，超前两届。宝山分团注册
单位数６４０家，其中企业数５３２家，注册
企业数占比 ８５％。宝山分团推荐上海
江杨水产品批发市场获批第三届进博会

“６＋３６５”专业贸易平台。宝山分团优质
采购商———上海华滋蚂蚁筑巢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通过进博会平台，挖掘各国优

质产品，成立哥伦比亚“６＋３６５”线上国
家馆，将各国优质产品、服务和投资带给

中国消费者，成为全球企业、商品、服务、

技术进入宝山的载体。

【举办第三届进博会宝山投资交易签约

仪式】　１１月６日，宝山区举行第三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宝山投资交易签约

仪式，主题为“聚进博、享机遇、汇宝

山”。宝山区围绕打造科创中心的主阵

地主题开展投资推介，７家拟认定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外资研发中心、新设外资

项目和扩大投资项目外资企业与属地镇

（园区）集中签约，８家宝山采购商与境
外参展商集中签约，２家跨国公司地区
总部、外资研发中心“双落地”示范企业

授牌，华滋 ＆微盟———哥伦比亚线上国
家馆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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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２０２０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　２０２０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上，宝山区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和中

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分别纳入上海展

区“生物医药”和“境外消费”两大板块，

展示宝山服务贸易特色。区内上海钢联

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欢乐互娱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２８家服务贸易企
业参展参会，展示区域产业优势、企业特

色以及新产品新技术。上海欢乐互娱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在展会期间首发新产品

“美食大战老鼠２”，宝山区参展企业达
成意向成交金额５５３９万元。（倪卫榕）

对外贸易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企业完成外贸
进出口总额 ８５６２亿元，比上年下降
１０８％，进出口总额列全市第七。其中，
出口总额２５６８亿元，下降１０７％；进口
总额 ５９９４亿元，下降 １０８％。１—８
月，宝山区进出口综合情况按贸易方式

分：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比上

年下降，其中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分别

下降 ２７４９％和 ３１１３％；按企业性质
分，民营企业比上年增长１２３１％，国有
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下降 ２２５５％和
１３７４％。９月起，海关不再提供明细
数据。

【重点企业影响全区出口数据】　 １—８
月，宝山区外贸出口额１７２７亿元，比上
年下降１０２％。受海外疫情影响，占比
超３１％的区重点企业宝钢股份１—８月
出口额５４６亿元，下降２３４５％。宝钢
股份四大基地（武汉青山、上海宝山、南

京梅山、湛江东山）２０２０年出口量总体
有所减少，宝山基地占全国总出口量低

于５０％。区重点企业中集宝伟１—８月
出口额３４亿元，下降４１５％，占２％。

【重点企业影响全区进口数据】　 １—８
月，宝山区外贸进口额３８５５亿元，比上
年下降 １１３％。主要从澳洲进口商品
铁矿 石 进 口 额 ２３２９亿 元，下 降
１４４２％，占７０１％，煤和钢材分别下降
１２１８％和 ９５７％。２０２０年，铁矿石进
口价格前低后高导致进口额偏低。

２０２０年１—８月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

进口商品 进口额（万元） 比上年增减（％）

铁矿砂及其精矿 ２３２９４７７３ －１４４２

煤 ２７００１９８ －１２１８

钢材 １０２５２３８１ －９５７

肉及杂碎 ６５５９９０４ １０７６８

锯材 ３９２９１８６ －１８３１

未锻造的铜及铜材 ３６２３８４１ －２２２７

初级形状的塑料 ２８７４３０２ －８１７

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器及器具 ２７３００９７ －２９１５

摩托车 ２４１１０６８ ２５６４

铁合金 ２２３７１３２ －５１８３

２０２０年１—８月宝山区主要出口国家（地区）

国家（地区） 出口额（万元） 比上年增减（％）

东盟 ３２５１８８４４ －２０２９

欧盟 ２３８５０７６４ －１０１９

美国 ２２０６６９８７ －１１７６

韩国 １２９５００３９ １１１

日本 １２２１８８５９ －６１４

印度 ８４５８０３８ －４０２

中国香港 ５９９４９３３ －１４７２

中国台湾 ５８３２４４２ －２６２

墨西哥 ５０３４０３７ ５６１

俄罗斯 ４３７２３６８ ６１５２

２０２０年１—８月宝山区主要进口国家（地区）

国家（地区） 进口额（万元） 比上年增减（％）

澳大利亚 １８９３５１１３２ －８９９

巴西 ５０００４７８ －１２５１

日本 ３７１０４１４１ ９４６

欧盟 ２１４９４５５２ －１７３２

加拿大 ２０９１２３８ －１８５３

东盟 １６２０９６８８ －２６０１

美国 ７１６１６１３ －１７１５

韩国 ５１３１７４４ ４１７４

伊朗 ５０５４８８６ ７３１

新西兰 ４５３９０１４ ５６９５

【民营企业出口增长】　１—８月，宝山区
民营企业出口额 ６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３１％；占区外贸出口总值３９５％，提升
８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出口５９５亿元，

下降２２６％，占３４６％；外商投资企业出
口４４２亿元，下降１３７４％，占２５７％。

【防疫物资出口增长】　１—８月，宝山区
口罩带动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额

比上年增长１８倍，成为区第二大出口

产品；医药品增长３３９％；区核酸试剂生
产企业复星长征１—８月出口额４１亿
元，增长３４２９倍。

【产品结构、贸易方式持续优化】　１—８
月，宝山区一般贸易出口１６０３亿元，占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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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外贸出口总额 ９３２％，比上年提升
２６个百分点；区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
额３０６４亿元，比上年下降３％，好于整
体７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产品结构持
续优化。

【４家企业入围商务部防疫物资出口“白
名单”】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上海复星长征
医学科学有限公司、上海纳奥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上海优适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威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４家企业入
围商务部防疫物资出口“白名单”，即取

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医疗物资生产

企业清单。

【推进外贸新业态发展】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上海万色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纳入市商务委跨境电商 Ｂ２Ｂ试点
企业名单；宝钢股份获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
上海外贸自主品牌示范企业，区内２３家
外贸企业实现自主品牌出口。

【推进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发展】　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服务贸易进出口额１８２亿美
元，其中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５０９３３１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７１７３％。宝山区企
业上海英斯贝克商品检验有限公司成功

申请 ２０２０年度国家外经贸发展专项
资金。

【拓宽对外投资领域】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企业经核准赴境外新设立企业１０家，增
资４家，投资总额 ３２８５１０２万美元，投
资国别（地区）主要包括中国香港、美

国、泰国、印度、英国等。对外投资主要

流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业、零

售业等第三产业。 （倪卫榕）

民营经济

【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深入“一照通办、一码通用、证照分

离、照后减证”改革，实现综合窗口“全

覆盖”，在２９个部门４７０项审批服务事
项全部进驻行政服务中心基础上，实现

市场准入类、工程建设项目类、综合业务

类、税务新办企业类和统一出件（出证）

五类综合窗口 １００％无差别受理；招退

工登记、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单位备

案、道路货物经营许可等７项“即收即
办、当场办结”。将“一网通办”企业专

属网页打造为政策推送、政企互动平

台。已受疫情影响企业推送“困难行业

企业稳就业一次性补贴”网上办理链接

和操作指南，向高新技术等重点企业推

送“人才居住证”ＶＩＰ帮办服务专题、
“宝山区企业骨干人才专项激励办法”

“在沪建筑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评

价标准”等政策公告。做强代办服务，

打造材料上门揽件—行政服务中心帮

办代办—身份远程核验—证照快递寄

送“免费快递 ＋全程帮办”无接触式帮
办模式，先后实现区税务局新办企业登

记“非接触办税”、区人社局劳务派遣企

业“非接触年检”和区文化旅游局文旅

企业复工复产“非接触备案”（均为全

市首创）。

【加强民营企业政策扶持】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１＋９”（“１”即支
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的总的意见，

“９”即关于邮轮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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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体系，２０２０
年启动新一轮宝山区产业扶持政策修

订，制定《宝山区加快建设上海科创中

心主阵地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区财政每年拨款１０亿元扶持民营企业
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金融

服务等。鼓励和支持有需求民营制造

业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扩大产能。２０２０
年，受理民营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产业创新能力建设项目、企业技术

改造项目１４６个。申报市企业技术中
心认定７家，获批市中小企业专项 １１
个项目。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以基金为载体助推民营经济

发展，对接国家级制造业发展基金和上

海制造产业基金，设立由宝山区政府、国

有企业、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宝山区制造

业产业基金”。区财政共投入１１０５亿
元资金参股明石北斗、贝森网琛、双创母

基金、遨问新材料４支基金，重点支持新

材料、机器人及高端装备等领域民营优

势产业以及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出资

１６７亿元参与设立总量规模１００亿元的
“上海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

金”。建立宝山区民营企业融资服务平

台，借助融道网、天使猪等专业服务，对

接华滋奔腾、智力产业园等 ３０余个园
区、经济开发区，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

问题。至年末，宝山区实现上市挂牌企

业１４１家，其中上市企业９家，新三板挂
牌企业５０家、上股交科创板挂牌企业４２
家，Ｅ板挂牌企业４０家。建立区级科创
板后备企业培育库，共同推进赛赫智能、

欧冶云商、海隆管道、发网、富驰高科、国

缆检测、猎上网等３３家优质企业进入培
育库。

【降低民营企业经营成本】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降低企业要素成本，做到“四个

降”，减税降费政策效应逐步显现。降用

地成本：落实新增产业用地出让底线地

价、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年期和自动续期、

工业用地先租后让、存量优质企业增容

扩产减免地价款等举措，在全市首创工

业用地带建筑出让供地模式；降租房成

本：至年末，宝山区在 １、３、７号轨道沿
线，形成以新业坊、三邻桥、同济创园、智

慧湾、中成智谷等为代表的超６００万平
方米商务载体。创新推出“租税联动”

政策：降低初创优质民营企业租金负担，

降用工成本，加大补贴、招聘扶持力度，

对受疫情影响的重点企业给予一次性吸

纳就业补贴，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护

航行动”。降用能成本：推动电力、燃气、

供水等要素供给向资源综合利用效率高

民营企业倾斜。

【帮助民营企业集聚人才】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实施“满意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出
台高层次人才服务“樱花卡”等政策，建

立“１４４”重点民营企业人才网络招聘平
台，对民营企业人才优先办理“人才樱花

卡”，实施对民营企业人才租房和购房资

助，加大民营企业优秀技能团队和首席

技能人才培育选拔。鼓励飞凯光电、利

物盛、超碳等优秀民营企业建立博士后

工作站和创新基地等人才培养载体。

（王　洁）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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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
◎ 编辑　金　毅

９月２４日，福然德在上交所主板上市 区发改委／提供

统　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统计局推进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应统尽统、疫情防控等重

点工作，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发挥统计

服务宏观决策“数库”和“智库”作用，为

全区经济稳步恢复贡献统计力量。

【开展宝山区第七次人口普查】　２０２０
年，区统计局有序推进宝山区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完成户口整顿、建筑物标

绘、普查小区划分、两员选调和培训、清

查摸底、入户登记等各阶段任务，查明建

筑物９０８６７幢，划分普查小区 ９６９７个、
普查常住人口２２３５２万人。通过摸底、
短表登记、行职业编码阶段市级质量

验收。

【监测经济社会运行】　２０２０年，区统计
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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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至年末，形成统

计分析４９篇，统计专报４４篇，３２篇得到
区领导批示。开展疫情调研，撰写２５篇
疫情防控期间经济形势分析，７篇得到
区领导批示。

【拓展统计服务领域】　２０２０年，区统计
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统计工作“服务

决策，服务部门，服务群众”能力，在常规

制作统计监测分析、统计月报、统计汇编

等１２类统计产品基础上，牵头推动十大
产业统计工作，制订统计方案，梳理产业

分类标准，整理单位名录，开展月度十大

产业统计，完善数据汇总程序，形成“数

说十大产业”和分析报告等资料，反映全

区十大产业发展情况。

【制定“十四五”规划指标体系】　２０２０
年，区统计局委托市局科研所开展课题

研究，与“十四五”办合作制定宝山区

“十四五”规划指标体系，完成课题初

稿，形成各部门指标池，并根据发展要求

和目标，及时调整、完善指标体系。

【推进ＧＤＰ核实改革】　２０２０年，区统
计局继续推动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完成地区生产总值年度、月度数据评估

和分析，做好 ２０１８年第四次经济普查
ＧＤＰ试算，比对修订结果。

【开发经普资料新价值】　２０２０年，区统
计局以公报形式及时向社会发布普查主

要成果，公布普查指标等信息。对全区

经济总量、各行业第三次经济普查至今

５年内经济发展情况开展专门研究，撰
写９篇普查综合及专业分析。围绕区
委、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心热点问题，开

展“促进宝山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及重点领域研究”“宝山区打造‘智造之

城’的园区布局优化研究”等课题研究。

【做好“应统尽统”】　２０２０年，区统计局
重点落实“应统尽统”，有效服务稳增长

任务，建立提高统计质量专班，推动区

“应统尽统”工作开展，推进“准四上”单

位纳库，完成核查单位数７２９３户，完成
核查率１００％。

【加大统计执法监督力度】　区统计局
开展２０２０年统计“双随机”（随机制取
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执法检查

工作，走访８０余家企业，重点涉及工业、
服务业和建筑业等行业。首次参与区内

联合执法，检查２０家重点餐饮企业。严
肃查处统计违法行为，对２３１家批发和
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增单位发放法

律告知书，对６家能源单位发放法律催
报单。 （黄　嵩）

综合经济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１５７８４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６％。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６４５４６亿元，增长

３４１



１００％，其中：城市基础建设投资１０７３１
亿元，增长 １１倍；工业投资 ９９０５亿
元，下降４７％；服务业投资１９０１亿元，
增长４６７％；房地产开发投资４１１６２亿
元，下降２８％。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实现上
市挂牌企业１７家，福然德、上坤地产在
上交所主板和香港联交所上市。至年

末，全区上市挂牌企业１４９家，其中上市
企业１１家（主板企业４家、创业板企业２
家、境外上市企业５家），新三板挂牌企

业５１家，股交中心科创板企业挂牌 ４７
家，Ｅ板挂牌企业４０家。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７１４５６元，增长４０％，高于经济
增长幅度。

【启动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加快培育科技创新主
体。上海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累

计建成中试线９条，成功研制８英寸石
墨烯单晶晶圆。新增２家功能型平台和

２家国家级（专业化）众创空间。新增
市、区科技小巨人企业２３家，高新技术
企业新增超１００家。科技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加速促进。引入海隆集团石墨烯防

腐涂料、烯望科技物理法制备高品质石

墨烯粉体等项目，建设上海石墨烯材料

深海工程应用技术中心。举办 ２０２０年
中国石墨烯大会等活动。推进张江高新

区宝山园、吴淞口创业园等打造成为科

技成果转化重要基地。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发展情况

园区 发展情况

环上大科技园
６月２２日，环上大科技园在上海大学揭牌。１１月３０日，环上大科技园正式开园，宝山区与上海大学携手打造示范性创新创业集聚
区。上海大学科技园宝山科技成果转化及企业孵化能力建设项目（一期）通过中期评估

张江高新区宝山园 ２０５个项目获市级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比上年增长１８７％，赛赫智能成为张江宝山园内首家科创板受理企业

吴淞口创业园 “金属新材料众创空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专业化众创空间

宝山工业园区 宝山工业园区获批上海市“工业互联网标杆园区试点园区”

城市工业园区 城市工业园区获批科技部科技资源支撑特色载体，成为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升级重要载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市级特色产业园概况

特色产业园 发展方向 概况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 打造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集聚区 占地面积３０９平方千米，总用地面积３０９公顷，建设用地１７１９３公顷

超能新材料科创园
打造石墨烯、高温超导、热磁等新材料产业
示范基地

规划面积５９８平方千米，核心区域面积２５６平方千米，可供载体面积４０万平方米

北上海生物医药产
业园

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承载区
涉及面积６８６平方千米，可直供用地约３００公顷，标准化厂房１２２５万平方米，研发办公
２８８３万平方米

【推进南大、吴淞地区转型】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依托宝武、临港、上大资源优势，

调整组建吴淞、南大、大学科技园三大一

级平台公司，明确开发建设、投资发展等

功能定位，实体化投入运行。南大智慧

城深化与临港集团“政企合作”，首发地

块项目按节点稳步建设，累计落地企业

７５家。控详规划获批，２３项专项规划同
步固化。最后一批房屋加速征收工作收

尾，２６个市政公建配套项目加快推进，
丰翔路、祁连山路等主干路网基本建成，

九年一贯制学校、幼托等公建配套结构

封顶。临港城工科技绿洲一期建成使

用，首批 ３个产业技术研究院、８家企
业、８个重点转化项目入驻。吴淞创新
城建设规划和２个１平方千米控详规划
获批，１０个专项规划形成稳定成果。与
宝武集团深化合作，开工建设欧冶云商

运营中心、宝武工业品供应链运营中心

等１０个重大产业项目。宝武钢铁会博
中心启用，博绣荟产业园投入运营。

【集聚高端产业】　２０２０年，超能新材料
科创园、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北上海生物

医药产业园纳入全市２６个特色产业园。
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签约、落地生物

医药企业２５家，投资总额８２亿元。大
宗商品市场持续增长，“互联网 ＋钢铁”
平台经济运行良好，钢银电商、欧冶云商

等平台交易额比上年增长３０％，交易量
占全国总量 １／２，票易通等新生代互联
网企业逆势增长。发展在线新经济，零

售额增长约５０％。

【优化营商环境】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累计减免税收２２亿元。
召开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市级重大板块集中
推进、重点项目集中启动、重要政策集中

发布大会，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意见 ３０
版、产业扶持政策３０版、构建企业营商
帮办体系３０版３项新政发布。全年安
排“１＋９”产业扶持资金２０５亿元，扶持
项目４１３个，２４个项目享受招大引强政
策。优化政务服务。首批 ３０项“一件
事”上线，全市首创“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车辆注销一件事”无人工干预全程网办，

缩减企业办理用时、跑动次数。“两个免

于提交”落地率 ９３％，政务服务中心
１００％对接电子证照库、１００％设置“一网
通办”线上办理专区，９５万余条评价好
评率９９９８％。推进全程电子化登记，实
行开办企业同步发放电子执照和电子印

章，１１万余户企业实现“零见面”办理。
落实“ＡＩ＋一网通办”试点。实现４２个
涉企服务类事项和６６项便民服务类事
项的“ＡＩ自助办”。新增１０００余项公共
服务事项，在“随申办”开设移动政务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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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旗舰店”，设置全国首创快递办税、

企业“管家”小宝等栏目。持续提速“放

管服”改革。新版行政审批目录审批事

项精简至５３７项，推进容缺后补、甩项后
置等审批创新，在全国率先实现“验登合

一”，行政许可事项审批承诺时间比法定

时间平均减少７６５％，京东（一期）项目
实现当月摘牌、当月核发施工许可证。

完善信用体系。形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工作要点，制定宝山区信用“三清单

（２０２０版）”。出台《宝山区关于做好疫
情防控期间信用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实施

办法》，探索“信用惠民”相关措施，在全

市首推实践信用惠民应用“信易签”

服务。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深化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友好地区浙

江省龙泉市、江苏省滨海县、浙江省庆

元县交流合作，支持区内单位跨区域合

作，区检察院与崇明区，江苏省太仓市、

海门区、启东市等地检察机关建立跨区

域协作联盟。创新奇智长三角总部开

业，举办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智能制造生

态主题论坛暨创新奇智长三角总部、创

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上海分院启动

仪式。

【推进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成功创建上海邮轮服
务业创新发展示范区，吴淞口国际邮轮

旅游休闲区成功入选上海首批“全域旅

游特色示范区”。９月２２日，市文旅局、
市发改委、市交通委等８个部门联合发
布《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三年行动

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做好中国籍船
员离船入境，完成 ６次邮轮回靠和 ７７２
名中国船员换班作业。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防疫实现“零输入、零输出、零感染”，

形成国际邮轮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置“中国方案”和邮轮及母港综合防疫

体系。

【加强扩投资促消费工作】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招商引资取得实效，上药超级工厂、

宝济药业、国盛产投宝山药谷、快仓全球

智能总部等重大项目落地宝山。重大产

业项目加速建设，发那科智能工厂三期、

保集ｅ智谷二期、赛赫智能、中交数据中
心等３０个项目开工，联东 Ｕ谷、华域麦
格纳、华能光伏等１２个项目竣工。拉动
消费内需，举办“五五购物节 宝山欢迎

您”系列活动，夜间经济建设加快推进，

评定３家市级夜上海特色消费示范区、
１０家区级夜间经济重点推进项目，打造
智慧湾、新业坊、万达广场、宝杨宝龙广

场澳门街、经纬汇南陈夜市等一批夜间

经济重点项目。 （安昱昊）

国有资产管理

【概况】　至２０２０年末，宝山区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共１７１户，比上年减少２户；
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５２６０９亿元，减少
０３０％；负债总额 ２７６７２亿元，减少
０３４％；所有者权益 ２４９３７亿元，减少
０２４％；２０２０年度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率１００１２％。全区城镇集体企业 ６４
户；城镇集体企业资产总额４１８０亿元，
增加７５７％；负债总额２１８８亿元，下降
３６１％；所有者权益 １９９２亿元，提高
２３２７％；２０２０年度完成集体资产保值增
值率１０３４３％。

【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形成《宝山区国资（集资）国企（集企）

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完成宝山区国资委

“十四五”规划编制，加快国资平台公司

建设，整合国有经营性资产。优化上海

南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组建成立上海

吴淞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大学

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区属企业板块布

局突出国资国企功能性，调整为“１＋４＋
Ｘ”（“１”是指区国资投融资平台公司；
“４”是指“科创、建设、商业、服务”四大
功能版块，“Ｘ”是指各版块对应若干家
企业集团）。

【国资监管体系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国资
委持续推进委托监管企业规范整合，完

成２９家委托监管企业资产清查。完成
２０２０年度国资经营预算收益统计审核
和收缴，用于社保金额１５３３４７万元，占
全部国资经营收缴数 ３０％。直管企业
月报、季报、年报及财务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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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资产监管平台，

对出租出借平台大数据进行分析，实时

掌握资产动态和运营情况，实现全系统

４０４１户出租出借经营网点安全稳定
运营。

【区域重点项目推进落实】　２０２０年，区
国资委抓好重点项目建设。区供销社罗

泾睦临小镇二期项目、宝房集团玲珑广

场、宝建集团罗泾塘湾村振兴示范村建

设项目、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束里桥国

家储备粮中心库改造等重点工程项目建

成投入使用；宝轻公司锦乐路地块改扩

建项目、吴淞口投资集团智慧邮轮港项

目等企业发展重点工程实施；宝建集团

代建承建学校改建、道路建设等雨污水

分流项目进入竣工验收阶段。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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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宗，其中公开挂牌方式完
成的转让项目１宗，受让项目１宗。总
资 产 ４７６４７６９２４ 万 元，总 负 债

１６４４０８７７万元，总成交价 ３０６７６７１１１
万元。 （林秋雁）

【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　２０２０年，长江
口投控集团实现营业收入２２６亿元，净
利润５２３３万元，上缴税金２２９７万元，资
产保值增值率１０９７７％。年内，集团获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企
业（ＡＡＡ级）、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全国“安
康杯”竞赛（上海赛区）优胜单位、２０１９
年度宝山区平安单位、宝山航运经济发

展区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纳税百强企业。疫
情期间，绿叶菜市场保障市民“菜篮子”

平稳供应；落实４５５户中小企业租金减
免，累计减免租金 ２３１２９１万元。深挖
码头资源潜力，恢复铁山路码头功能，为

集团带来年收入“千万级”业务增长点。

推进?川路１８６０号、友谊路３６号等项
目合作落地，年内新签租赁面积合计超

６万平方米。对接宝山滨江新城发展，
开展杨行镇、顾村镇、大场镇相关商业项

目调研，探索以动迁房开发与配套商业

整体合作模式参与区域街镇建设。年

内，拓展杨行镇和家欣苑 Ｃ区配套商业
用房，总建筑面积４３００平方米。黄金广
场围绕应对调整、维稳经营，通过强化热

销优势品牌、创建品牌ＶＩＰ会员群、抖音
直播营销等方式积极带动销售，年内开

展营销活动３３次。绿叶菜市场投入４０
余万元用于菜场及部分租赁网点清理整

治及宣传，确保“创全创卫”全面达标。

年内３家门店获评宝山区“美丽菜场”，１
家门店获评“最美菜场”。 （张　芸）

【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邮轮全线

停航，为应对外部环境重大变化和主营

业务大幅骤减，公司立足邮轮滨江产业、

城市综合服务、交通港口运营管理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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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杨路延伸段 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２月，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涉疫市场检查 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板块，扭转新冠疫情、邮轮停航等不利

局面，承担功能性国企社会责任。全年

完成营收 １９１亿元，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３９７４万元。完成宝山滨江示范段
一期工程，零点广场和逸仙雅苑２座以
“海上驿”命名驿站面向市民开发；公司

代建项目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船舶交

通管理中心工程实现结构封顶，宝杨路

延伸段基本完工；总投资 ５１２１万元的
“智慧邮轮港”项目加快推进，包括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区内数据中心基础建设、

综合可视化系统设备、口岸协同基础设

施建设等硬件设施和“邮轮票务平台”

等应用软件。 （王玉文）

市场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全区共有各类市场主
体２０６３１７户，比上年增加８５５９户；注册
资本 １３５０７２６亿元，增加 １２６５０６亿
元。其中：企业合计 １６８１７８户，注册资
本 １３４８４６１亿元；个体工商户 ３８０３７
户，资金数额２０６６亿元；农民专业合作
社１０２户，资金数额１９９亿元。全区共
新增企业２７５１９户，其中法人单位２６００３
户，新增企业注册资本２３６０７５亿元；迁
入企业 ４３１１户，迁入企业注册资本
４１６６９亿元。年内，区市场监管局食品
安全工作连续４年考核名列 Ａ级，质量
工作考核保持 Ａ类，被国家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授予“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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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区委、区政

府授予“２０１９年度优化营商环境先进集
体”等称号。在２０１９年度区“同创全国

文明城区、共建美好家园”劳动竞赛活动

中，获第四赛区“修身养德、知行至善”

立德立品立行劳动竞赛先进集体一等

奖；在系统法律知识竞赛中获团体第一

名，系统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能竞赛中

获团体二等奖；编撰“合规经营小词典”

普法故事入选总局“七五”普法巡礼之

“十大普法故事”，并获市局“十大普法

故事视频”评比第一名。４０余个（次）单
位、个人分别获“市巾帼文明岗”等称号

和荣誉。

【严守疫情期间市场监管“主阵地”】　
２０２０年，区市场监管局加大对农贸市

场、超市卖场、药店等重点场所监管力

度，严厉打击野生动物和活禽非法交易

行为，严厉查处哄抬价格、制假售假等违

法行为，快速办理涉及疫情投诉举报。

检查各类生产经营主体６万余户次；立
案查处涉疫相关违法案件３７件，向公安
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１０件；处理疫情
防控相关投诉举报２６００余件，经调解退
订金额１５０余万元。服务复兴长征、小
卫科技、新东月、梵通生物等１４家企业，
开辟“绿色通道”，办理医疗器械产品注

册备案、非特殊用途化妆品网上备案、经

营范围变更等业务，帮助企业投入疫情

防控物资供应。制作发放防疫告知书、

专业指导、风险警示等宣传资料１３万
余份，重点支持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复工

复产。

【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
年，区市场监管局全覆盖排查２６家第三
方专业冷库，５８７家食品生产企业、大型
超市、餐饮企业、农贸市场等自有冷库，

严厉查处来源不明冷链食品，确保源头

可溯、去向可追、问题可查。牵头联合区

商务委、交通委等部门，制作冷库、商场

超市及餐饮单位、冷链运输企业、批发市

场及场内经营户４类疫情防控风险告知
书。组建区中转查验库工作专班，加强

中转查验监管，严控进口冷链食品流入

数量。制订新冠肺炎涉阳食品核查处置

流程及要求，第一时间处置应急事件

１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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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市场准入服务】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共新增企业 ２７５１９户，比上年增长
４５％，日均新增１１１户。区市场监管局
将当场办结、立等可取注册许可备案事

项从３１项扩容至４０项。全面推进全程
电子化登记，实行开办企业同步发放电

子执照和电子印章，１１０００余户企业实
现“零见面”办理。推进高效办成“一件

事”，牵头完成开办饭店等６个事项流程
再造，实现“一件事、一图清、一网办、一

次成”。针对企业迁移新政，设立专窗专

人，做到容缺受理、当场发照，确保企业

快速落地。

【推动质量水平提升】　２０２０年，区市场
监管局组织区质量服务联盟与１３个街
镇、园区签订合作协议，为２００余户企业
提供知识产权发展、标准化建设、质量提

升等服务，做实做优线下服务。开展第

二届卓越绩效公益孵化活动和第二届

ＱＣ小组展示大赛，提升企业员工质量意
识和管理素质。开展“质量月”“标准化

日”“知识产权日”等１０余项活动。

【推动企业合规经营】　２０２０年，区市场
监管局推行柔性监管，为２８户生物医药
企业提供合规经营指导。对涉及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违法行为从严执法，

对市场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落实免罚

清单，全年对８７户企业轻微违法违规行
为免于处罚。加强在执法办案中普法宣

传，开展各类主题宣讲１５４场，受众人数
１万余人次。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２０２０年，区市场
监管局推进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分级分类

监管，通过“夜鹰 ＋双随机”（夜鹰行动
错时检查，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

检查人员）、飞行检查等方式检查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５１万户次，发现消除问题
１２万户次。抽检食品５４１２件，合格率
９８４％；快速检测 １４万件，合格率
９９５％。完成进博会、宝山·维西青少
年“手拉手”等１５项次重大活动食品安
全保障。开展食品安全“百千万”示范

工程创建，创建友谊宝龙广场、高境新业

坊、大场经纬汇３个食品安全示范街区、
３２９家食品经营实体示范店。全年未发
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２０２０年，区
市场监管局在大型国有企业、涉危化类

特种设备企业及事故多发两大行业开展

特种设备双重预防，排查特种设备６１３１４
台（套），整改问题２５６个。推进城市运
行“一网统管”和智慧电梯建设，为１５９
台老旧住宅电梯加装电梯远程监测装

置，张贴“智慧电梯码”，归集展示电梯

维保信息、监督检查信息等数据，完成

１８９６７台电梯贴码绑定。组织电梯安全
大排查大整治，全区６３９家电梯使用单
位自查电梯１０９９０台，消除安全隐患６６
个，执法抽查电梯３２９７台，发出监察指
令书７份，立案查处２件。全年共检查
特种设备３６９０台次，消除安全隐患５３７
项，完成老旧小区电梯评估８６７台。发
生１起特种设备一般事故，未发生特种
设备较大以上安全事故。

【强化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２０２０年，区
市场监管局以涉及人身健康安全产品为

重点，开展各类产品质量专项整治 １５
项、检查企业２８００余户次，实施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和消费品监督抽查 １３９批
次。加大对违法经营“拼、加、改”电动

自行车查处力度，查处相关案件３０件。
突出抓好消费品、食品相关产品等重点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组织开展口罩、危险

化学品等各类专项检查８项。

【强化药械化安全监管】　２０２０年，区市
场监管局组织开展药品安全宣传周暨

清理家庭小药箱宣传周，联手市药监

局、市 ＡＤＲ中心、区民政局、区卫生健
康委、区医保局共同举办关注老年人用

药安全论坛，引导全社会关注用药安

全。开展药械化企业日常监管，检查药

械化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５０００余户、抽
检（含快检）药械化产品 １０００余批次，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连续１６年处于
全市第一。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２０２０年，区市场
监管局组织“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

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抽查情

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抽查事

项５２项，检查对象１１４４５户次。开展跨
部门“双随机”联合检查３次，实现“进
一次门，查多项事”。推动企业年报公

示，清理各类“僵尸企业”７００５户，年报
公示率９３６２％，超过全市平均水平。

【推进重点领域执法】　２０２０年，区市场
监管局开展打击市场销售长江流域非法

捕捞渔获物专项行动，检查农贸市场、餐

饮单位等各类市场主体４５００余户次，查

处案件１０件。开展无证无照“再排摸、
再整治、再清零”行动，消除无证照经营

户３８０户。牵头开展非法加油点专项整
改行动，组织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１０余
次，清除非法加油点位４５个。

【公平公正执法】　２０２０年，区市场监管
局加大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

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虚假宣传、反不正当

竞争等各类违法行为，查处案件 １８４２
件，与上年基本持平，罚没款 ２３２２１万
元，下降２７９％，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１５
件。蜂了时尚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经

营禁止生产经营食品案获评系统“十佳

案件”，上海莱士油品有限公司销售不合

格柴油案获评系统“优秀案件”。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２０２０年，区市
场监管局共受理投诉举报４１６７０件，比
上年上升４２６％，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１００３万余元。食品安全类投诉举报
下降３６１％，无证照违法经营投诉举报
下降３０２％。 （徐　杰）

知识产权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专利授权总量
７８６３件，在上海各区排名第六位，比上
年上升 ２位。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１３２１件，在上海各区排名第六位。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量５７８３件，在上海各区排
名第八位。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 ７５９
件，在上海各区排名第十三位。在地理

标志方面，宝山区协同区农委推进“宝山

"

鱼”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

【构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体系】　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完善辖区内１０家商标品牌指
导站相关制度建设，联合上海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中心在区内长江软件园设立知

识产权维权援助站；加强与上海大学知

识产权学院合作，联合上海大学知识产

权学院建立宝山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志

愿者队伍，签署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

合作备忘录，组织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授

权、确权、维权等咨询指导，利用咨询热

线和服务窗口提供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维权援助等公益服务。

【加强重点商标认定和保护】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依据《〈上海市重点商标保护名

录〉管理办法》推进辖区内企业上海市

重点商标认定和保护。区内相宜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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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五阀门、仲诚通信３家企业入选第六
批上海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

【加强知识产权社会治理】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培育

建设，鼓励支持辖区内商业企业参与“销

售真牌真品，保护知识产权”承诺。上海

民心大药房、上海大不同新江湾茶城有

限公司等４家企业列入２０２０年上海市
“销售真牌真品，保护知识产权”承诺单

位名单，宣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

守法”理念。

【构建知识产权指导服务体系】　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知识产权局建立健全政府部

门与市场主体间沟通反馈机制。以辖区

内１０家商标品牌指导站为抓手，建立并
完善品牌指导站联席会议、专题会议、品

牌培育库、信息公示、企业联络员等各项

专门制度。畅通与园区内企业的沟通联

络渠道，及时听取企业各类诉求。在上

海机器人产业园、南大智慧城等７家园
区及广场设立服务直通站，为企业提供

企业注册登记、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建

设、质量提升、广告宣传等市场监管全项

服务。区市场监管局牵头组建宝山区质

量服务联盟，为宝山区企事业单位在标

准引领、质量提升、知识产权发展等领域

提供优质技术咨询、专业指导服务，为政

府部门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提供

科学决策，首批２４家发起成员单位共同
签署联盟公约。联盟在上海市标准化协

会设立秘书处。

【打击侵权假冒行为】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运用区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双打”工

作领导小组等工作机制，加大侵权假

冒行为打击力度，畅通知识产权多元

保护和侵权假冒执法协作渠道，构建

“严保护、大保护、同保护”闭环保护

体系。至年末，宝山区未发生群体性、

规模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无行政复

议、行政诉讼案件。共立案查处６０件，
结案４７件，罚没款１８２１８万元，比上年
增长４２８２９％，为历年同期最高。在侦办
侵犯“ＣＨＡＲＬＥＳ＆ＫＥＩＴＨ”一案中，宝山区
知识产权局协同公安部门，铲除涉及福

建、广东、浙江、上海等地 ７个售假窝
点，打击整个侵权商品销售链条，配合

公安部门在广东广州、清远现场缴获假

冒新加坡品牌“ＣＨＡＲＬＥＳ＆ＫＥＩＴＨ”成
品箱包 １８万只、半成品箱包 １１万
只、包装盒 １５００余个及成套品牌标识

１１余万套，涉案金额达 ５０００余万元。
全年共移送司法机关案件４件，接受公
安机关移送案件１件，皆为防疫用品案
件。接收外区外省市商标案件协查及

移送１２件，涉及迪士尼、耐克、结伴等
商标。向外区、外省市发送商标案件协

查及案件线索移送６件，均已办结。
（徐　杰）

口岸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关】　２０２０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关（以下简称宝

山海关）共监管进出境邮轮３０航次，进
出境旅客 １１４９万人次、船员 ５３７１４人
次，征收行邮税１３８票，３３６５万元。共
查获各类动植物产品１８４批次；接受国
内船供物料申报 １４８票，货值 ３３０４１２
万元，国际进口保税船供物料申报８票，
货值２２４０５万元。１月，监管出入境邮
轮２４航次，出入境旅客 １１４９万人次，
占全国邮轮口岸４２１１％、４６９３％；排查
有症状人员１２８人，其中疑似病例１人
（后排除染疫嫌疑），实现疫情防控“零

输出、零输入、零感染”。１月 ２９日，最
后一批旅客入境后，靠泊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邮轮全部停止运营，停航后制定“一

船一方案”。４月３日，完成首艘国际邮
轮海洋量子号回靠上海港检疫及监管，

交通运输部复制推广此次方案至全国其

他邮轮口岸。至年末，共完成邮轮非经

营性停靠６船次，帮助７７６名中国籍邮
轮船员归国，占全国邮轮口岸７５％。利
用邮轮空窗期主动转变，依托交通部邮

轮船票制度，推广电子申报，以“单一窗

口”平台数据源提前进行风险布控，实现

海关精准监管。以“邮轮通关条形码”

为核心，配合智能闸机测温系统自动化

验核及人脸识别、电子追踪技术，实现对

进出境旅客申报验核、体温监测、筛选追

溯等监管流程高效、精准、可视、可控化

作业，形成“上海海关邮轮智慧监管模

块”。经４次邮轮非经营性停靠船员入
境模拟测试，实现健康申报二维码便捷

化填报验核。分析４３艘境内外邮轮染
疫原因，提出国际航行邮轮呼吸道传染

病防控策略，被各大邮轮公司采用并固

化为船方作业标准；提出建立邮轮运营

方为防控主体、地方政府、港口及海关等

多方参与的邮轮口岸立体防控体系，为

邮轮卫生安全管理和风险防控设立上海

方案；促成宝山区政府行文发布《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预案》，在关区内形成首个有效运作联防

联控机制；制订免税品临时处置方案，完

成２批次、４３４７件、价值１９１７万元积压
免税品内销完税处置，总计完税 ４３８
万元。 （裘婧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　２０２０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以下

简称吴淞海关）共有 ６类 ２１个监管场
所，其中有上港集团３个公共型码头（张
华浜码头、军工路码头、罗泾钢杂件码

头）；３家企业自管码头（宝钢专用码头，
石洞口第一、二电厂煤炭码头）；４个分
拨仓库（德祥、泛成、新贸海、上远）；４家
保税仓库；２家新箱监管点；５个锚地。
辖区散杂货、分拨货监管量均占上海口

岸总量约 ７０％。全年共受理进出口报
关单申报１８３万份，征税入库１４８９亿
元；保税仓库进库货物１８万吨，货物总
值４３亿元；出库货物 １５８万吨，货物
总值９６亿元；入境船舶登临检查１０６２
艘次，检疫入境船员和旅客１７万人次，
发放健康申报卡１８万人次。年内，吴
淞海关连续９届被授予“上海市文明单
位”称号。吴淞海关加强入出境船舶监

管，采样送检２３５０人次，核酸检测阳性２
人次，检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２人次。
查验出口防疫物资４７９批次，查获相关
违规案件 ３起，案值 ２８２２万元。支持
复工复产和稳链补链，推广简化报关单

随附单证、网上办理注册登记业务、在线

稽核查、无陪同查验等便利措施。助力

“一带一路”海外项目复工，设置“一带

一路”专窗，推出网上预约、线上答疑、视

频化远程开拆等举措。组建“进博先锋

队”，启用“进博会海关专用窗口”，对进

博物资实施７×２４小时快速预约通关，
采用“企业远程预约，海关现场办理”制

度即报即放。进博会期间为１３批次进
境展品提供监管通关服务。优化跨境贸

易营商环境，化解疫情对整体通关时效

的影响，１２月，进口整体通关时效 ５１６
小时，比２月压缩近６８％。深化辖区企
业信用建设，加大对拟认证企业辅导力

度，共开展企业认证１０家，企业信用培
育１７家。推广金关二期加工贸易手册
设立作业单证无纸化，为企业减免保证

金１２００余万元。规范海关监管作业场
所场地管理，深化三级指挥中心、视频监

控在实际监管中应用，共监管散杂货

２７１９２万吨，监管分拨货物 ２７３万批
次。筑牢检验检疫防线，共计封存肉类

产品１９１９千克，垃圾消毒 ４１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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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获医学媒介生物２２艘次，截获动植物
病虫害３９艘次１７０种次，其中检疫性有
害生物１４种次。完成进口食品检验８０５
批次，化妆品检验８５批次，进口不合格
食品检出９批次，不合格率１１％。完成
进口危险化学品检验４８３８批次，不合格
２３２３批次，不合格率４８％。年内新增税
源企业为关区税收贡献约９亿元。联合
缉私部门对防疫物资、跨境电商、集成电

路芯片等１０个行业开展行业性专项行
动，移交刑事案件线索２４起，案值１１亿
元，涉及税款１６亿元。 （薛思远）

浦江边检站开展疫情防控 浦江边检站／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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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２４个对外开放口岸，其中厂矿专
用码头１３个，修造船厂４个，５个锚地
（宝山锚地、吴淞口锚地、江亚锚地、横沙

锚地、长江口锚地２０个锚位）和２段浮
筒。全年检查入出境（港）船舶４７００余
艘次，检查入出境（港）人员 ８９００余人
次，签发各类证件１７０００余份，办理行政
处罚案件３起，其中船舶擅自出境案 ２
起、擅自搭靠案１起。累计收到服务对
象锦旗和感谢信７面（封）。疫情期间，
吴淞边检站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策略对入境船舶开展大数据排查，对

３９００余名换班船员进行人证对照和行
李物品检查，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实现零

输入、零感染、零传播。聚焦警警联动，

签署《关于公安宝山分局与吴淞边检站

加强联动协作的会议纪要》，解决人员羁

押、交通引导等难题。聚焦口岸联防联

动，签订吴淞海关、吴淞海事局、吴淞边检

站口岸工作合作协议，建立“信息互通、

执法互助、会议会商、工作联络”四大机

制。与宝山海警局签订执法协作协议，建

立“水域巡检、办案协作、信息共享、应急

联动、交流培训”五大常态化协作机制，

先后开展２次联合编队巡航。聚焦警企
合作协作，与上港集团张华浜分公司、上

港集团罗泾分公司、宝钢股份有限公司运

输部等企业开展互访。严密口岸管控，做

好两会、国庆、十九届五中全会及第三届

进口博览会安保工作。 （钱金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浦江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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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担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和上海港国际客运

中心２个执勤区域检查任务。年内，共检
查出入境船舶２４６艘次，出入境人员１７

万余次（其中，旅客 １１４万余次，船员
５７万余次）。浦江边检站聚焦疫情防
控，参与制订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推动联防联控机

制建设。派员参与中国海上搜救中心、

国家卫健委联合主办的紧急医疗救援专

项演练，提升处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实

战能力。１月２４日，上海启动防疫一级
响应，２４—２９日，邮轮停航，共检查武汉
籍旅客３６５人，配合海关排查确诊病例２
人、密切接触旅客１７人。为“鼓浪屿”号
邮轮５２３名换班船员、“海洋量子”号、
“海洋光谱”号、“大西洋”号７５７名换班
船员办理入境手续；客班轮自３月４日
恢复货运，为１９２名船员办理换班手续。
其间配合海关、地方卫健委等部门落实

闭环管理，所有离轮船员经核酸检测均

为阴性。做好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东方

之睛”客运楼功能性改造工程，年内完成

２４条人工和 １６条自助查验通道拆除、
退网及设备迁移至 Ｔ１客运楼。推行边
检通关“上海标准”，优化新版“邮轮出

入境检查管理办法”和配套工作指引，将

上海经验向全国推广；参与国家口岸办

牵头全国版“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邮轮

申报功能模块测试。 （张唯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２０２０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以下简

称宝山海事局）辖区各码头外贸、内贸船

舶进出港８０６９０艘次，装卸货量７５５６１９
万吨。高速客船和车客渡船运行３２７６４
艘次，运送旅客 １８５０４万人次，车辆
４０２４万辆次。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靠泊

邮轮 ３１艘次，出入境旅客 １１４９万人
次。开展海船安全检查１８０艘次，滞留
船舶 ２０艘，缺陷 １１２２项；内河船检查
３５１艘次，滞留１５８艘，缺陷１６１５项。巡
逻艇现场巡航４６４２小时，巡航３９０６６海
里。电子巡航远程查处２３４艘次，远程
纠违４６４２艘次。与其他单位开展联合
执法行动２７次。开展搜救行动 ８５次，
救助遇险人员 ３３１３人，救助成功率
１００％。５月３０日深夜，“新日 １５５８”轮
在宝山航道自沉，３人落水遇险，宝山海
事局迅速组织现场搜救，克服大风浪影

响，及时救起３名落水人员，翻扣船舶被
迅速拖离航道。年内，宝山海事局获直

属海事系统规费征稽先进集体、上海市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上海市建

设交通系统平安单位、邮轮经济发展贡

献奖、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运营服务保

障奖等称号。宝山海事局实施“三防三

控”（错峰控流防叠加、重点监控防对

冲、精准预控防堵塞）举措，保障辖区船

舶航行通畅有序。年内，辖区未发生一

般等级以上水上交通事故，小事故和险

情比上年减少 ３７％（其中船舶碰撞
５５０％）。定时梳理、核查巡视锚地水
域，及时纠正、查处船舶并靠锚泊、不开

启ＡＩＳ等违法行为，落实进出锚地船舶
动态监控和安全提醒，严控锚地与码头

间双向船舶流。推进水上交通安全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开展２０２０年船舶专项检
查，做到“三个百分百”（码头靠泊作业

超过１８小时船舶１００％检查、联系航运
公司１００％走访、督促航运公司对所属
船舶１００％安全自查）。推进污染物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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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２６日，吴淞海事局开辟 “绿色通道”，保障８万方ＬＮＧ船经深水航道优先进港
吴淞海事局／提供

出问题和船舶载运散装液态危险货物运

输安全专项整治，落实全球限硫令和国

内排放控制要求，推动船用低硫燃油供

应保障和质量监管，率先运用“船舶黑烟

检测ＡＰＰ”查获涉嫌违法排放明显黑烟
船舶。加强重点船舶监管，落实“双百方

针”（对机电故障船１００％安检、发现影
响航行的重大缺陷１００％滞留），机电设
备故障船检查 ４４艘次，滞留 ３３艘次。
完成重大节日船舶安全大检查，检查客

运船舶７３艘次，查处缺陷２７０项，依法
滞留交通艇１艘。加强恶劣天气预警预
控，收集大风、能见度不良等气象预警信

息，成功防御２０２０年第４、８、９号台风，实
现防台“三不两少”（不死人、不沉船、不

污染、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落实进博

会服务保障，开展入沪船舶专项安检２２
艘次，查出缺陷１３６项，进入三级管控后，
开展ＥＤＩ审核２１５艘次、防污染检查１１
艘次、液货船检查８艘次、燃油检测１６艘
次，交通管控宣传船舶３０８７艘次，拦截劝
返违反管控要求的船舶７艘次，实现“六
个零”（零事故、零死亡、零沉船、零污染、

零距离、零待时）目标。 （杨进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２０２０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以下简

称吴淞海事局）拥有执法船只１４条，比
上年新增１２５米级巡逻艇２艘；横沙站
点启用。交管中心覆盖 ２６６１平方千米

水域，日均服务船舶超３５００艘次，年船
舶流量超１００万艘次。全年共接收船舶
报告约 １２１万次，跟踪船舶 ８２万余艘
次，提供信息服务５２万余次；实施船旗
国安全检查初查６４２艘次，复查５５２艘
次，港口国安全检查初查１０艘次，复查４
艘次，船检质量检查１０９艘次，航运公司
监督检查１７家，船员操作性检查６４２人
次；开具行政处罚 ３３７４件，罚没收入
２０４１万元，船员记分１０９１人次；化解险
情４８３３次，实施应急处置 ３９４次，救助
伤病员 １９人次，搜救成功率 ９９０３％。
吴淞海事局结合无人机初步探索构建

“陆海空天”一体化安全保障体系。完

成南坝田挡沙堤加高、南槽一期等重点

工程监管任务，以及第三届进博会等重

要活动水上安保任务。开展“水上交通

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护航长江口”

专项治理行动，统筹推进在航机电设备

故障船、船载散装液态危险货物运输、脱

检船、通航环境、内河船涉海运输等五大

整治战役，开展水上无线电秩序管理、净

海行动等专项活动，检查故障船 ８４艘
次，查处涉海运输内河船７８艘次。保障
深水航道“利用边坡交会”常态化运行，

完成大型拖带船队、超规范船舶利用边

坡交会３０次，其中保障３９９米长、１０１米
宽生活平台拖带船队从北槽航道安全出

口，创造“三个第一”（拖带船队船舶尺

度最大、第一次在北槽航道实行超大型

拖带航行作业、第一次为保障超规范船

舶通航安全对北槽航道实行双向交通管

制）。开展“蓝天碧水”保卫战，查处违

法排污案件８８起，处罚金额２８２万元，
开展船舶燃油取样检查５４２次。做好水
上疫情防控，支持桥吊运输、船舶试航、

邮轮等企业复工复产，优先保障民生重

点物资运输船只进口，向国际航标协会

提交“ＶＴＳ应对新冠疫情的建议案”并获
得认可。２０２０年，吴淞海事局被评为全
国交通运输服务文化建设优秀单位、上

海市平安示范单位。 （黄琳洁）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所】　
２０２０年，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
派出所（以下简称吴淞所）接处警 １８３
起，查处各类行政案件５０起，办理行政
案件普通程序６１起，行政拘留５２人；刑
事立案１４８起，破案１４７起，刑事打击处
理１４２人；开展消防检查１３０次，船舶消
防检查４８３艘次，单位１２０家，消防演习
３次，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５００余处，组织
辖区单位签订治安、消防安全责任书２０
余份；上报国保信息８４篇。先后获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全国交

通运输系统先进集体”、长江航运公安局

“先进基层党支部”、宝山区“２０１９年度
宝山区邮轮发展贡献奖”等称号，收到上

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感谢信１封。吴淞
所联合宝山区卫健委、浦江边检、宝山海

关等部门做好“防风险、护安全、战疫情、

保稳定”工作，疫情期间保障邮轮靠泊共

计１０艘次，上下客旅客约３４０００人次，核
查人员信息约３３２００人次，检查车辆约
６５００辆次。邮轮停航期间，做好“海洋量
子号”“海洋光谱号”等４艘邮轮临时靠
泊安保，进出港船员体温检测和身份核

查，安全转运船员７７０名。出动警力３４２
人次，接待隔离观察人员３９３名，未发现
感染确诊病例，做到零输入零输出。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落实辖区企业、项目工地

重点部位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同时采

取疫情动态化管控措施，利用智慧公安系

统，逐一检查长江上海段宝山水域中来自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船只和船员，摸排、登

记人员信息轨迹。推进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完成疫情防控、“两会”、十九届五中

全会、第三届进博会等安全保卫任务。以

“长江大保护”“长江水域十年禁捕”等政

策为契机，拓宽侦办“三非”（非法采砂、

非法捕捞、非法运输）案件思路，进一步

加强多部门联勤联动和情报信息研判，打

击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护长江生

０５１

经济管理



１２月９日，华能石洞口第一电厂２×６５万千瓦等容量煤电替代项目主厂房区域浇筑第一罐混凝土
华能石洞口第一电厂／提供

态安全。３月２１日，吴淞所成功捣毁非
法捕捞水产品团伙１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３２人，查获非法渔获物４０余千克，查处
非法捕捞水产品案１１３起，涉案价值７０
余万元。 （滕力威）

电力、燃气与自来水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２０２０年，
电厂完成发电量４４２６亿千瓦时；生产
厂用电率完成６４０％；生产供电煤耗完
成３４１９１克／千瓦时。全年安全无事
故，累计达到连续安全无事故纪录４３４３
天，全年未发生机组非计划停运事件。

年内共开展季节性和各类专项安全检查

３４次。全年二氧化硫排放绩效 ００２４
克／千瓦时，氮氧化物排放绩效 ００７０
克／千瓦时，烟尘排放绩效 ０００４克／千
瓦时，各项数据均低于上年同期。严控

标煤单价，实时调整采购策略，合理安排

采购节奏，完善应急保供预案；灵活调整

掺烧比例，完成标煤单价６０９９８元／吨，
标煤控价在华能系统内下水煤电厂中连

续５年排名第一。推进高效机组建设。
９月１日，华能石洞口第一电厂２×６５万
千瓦等容量煤电替代项目完成项目桩基

工程开工，１２月９日，主厂房区域浇筑
第一罐混凝土。电厂连续７年蝉联全国
“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２篇防疫专题
报道被“人民网上海频道”录用，等容量

煤电替代改造项目青年突击队获“２０１９
年度上海市青年突击队”称号，马浩获

“上海市首席技师”称号，马浩工作室课

题“火焰校验设备校验装置研制及应

用”获“上海市职工合理化建议”项目创

新奖。 （胡鸿婕）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２０２０年，
电厂合计完成发电量１１５５０亿千瓦时，
比上年增长 ２６５％，完成年度计划
１００９４％；完成供电煤耗 ２９７４９克／千
瓦时；完成厂用电率 ４４６％；完成税前
利润 ８２５亿元，增加 ２１７亿元，增幅
３５７５％。全年未发生一般及以上安全
事故，未发生非计划停运。实现当年连

续安全日记录３６６天，跨年度连续安全
日记录５３０９天。上半年，推进罗泾２２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６月２９日实现全
容量并网发电目标，８月１日通过验收
并移交生产，投入商业运行，１２月２９日
竣工验收，是上海市最大永久性光伏发

电项目。至年末，累计发电 １３００万千
瓦时，累计完成税前利润 ４９８万元。

完成５Ｇ通讯专网调试，实现厂区５Ｇ信
号覆盖，实现与电厂局域网（内网）互

联。结合智慧安防项目，完成基于动态

安全监控平台、５Ｇ智能安全帽、违章行
为识别报警、手机移动应用等调试。４
台机组环保设备运行正常、高效，未发

生超排事件，环保排序全部进入第一、

第二档次。至年末，一期、二期节水与

废水综合治理标段基本完成所有系统

调试及试运；末端废水完成 ７２小时试
运行。 （吴翌焕）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２０２０年，电厂完
成发电量１４７７亿千瓦时，比上年下降
２６９４％。机组年利用小时达 １２６２４２
小时，平均结算电价 ８７１３４元／千千瓦
时（含税）；售电收入 １１１０亿元（不含
税）。完成综合供电煤耗 ２２８８６克／千
瓦时，比上年上升 １４９克／千瓦时。完
成综合厂用电率 ２５３％，上升 ００８％。
全厂安全无事故３６６天，累计安全天数
５９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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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７５万吨。年内，获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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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ＡＡＡＡ级）、２０１９年度电力行业燃气发
电机组能效水平对标优胜（１号机组
３００—３９０ＭＷ“Ｆ”级纯凝机组ＡＡＡＡ级）。

（陆思焱）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各类

油品、液化气累计进 ２９２船，出 １９８船，
发车５４１９４次，日均发车１４８次；累计吞
吐量１４２万吨，仓储收入５６９２２５万元，
比上年增长８４％。年内，公司围绕“立
足仓储主业，安全稳定运营；强化客户服

务，拓展效益空间；夯实基础管理，力求

精细高效”年度工作重点，聚焦疫情防控

和生产经营“双战双胜”，落实市区应急

管理局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专家上门指

导服务整改，按期完成“１号库区汽油罐
新增安全仪表系统”“新建并移出中控

室”项目，基本完成原轻油制气装置及配

套装置拆除工程，停用液化气球罐装置

及配套设施。 （贝　蓉）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２０２０年，长江原水厂全年实现供水量
５６２亿吨，平均日出水量１５３５４万吨，
最大日供水量 １７５２９万吨（８月 ３１
日）。加强水质监测，科学取水调度。年

内未遭遇长江咸潮入侵，全年出厂水氯

化物浓度严格控制在２５０ｐｐｍ以下；共遭
遇上游浏河排水１４３潮，全年出厂水氨
氮值严格控制在０５ｐｐｍ以下；水库未发
生一起微囊藻水华和其他藻种的爆发；

取水口共发生 ３起外来突发性水质事
件，应急处置到位，出厂水质均达标。完

成泰和泵站变电站变频器室内循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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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水库 秦康德／摄影

２０２０年吴淞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主要指标 指标值（％） 实际数（％）

出厂水常规项合格率（地标４９项） ９９ １００

出厂水非常规合格率（地标６２项） ９９ １００

出厂水非常规合格率（地标６４项） ９９ １００

出厂水九项合格率 ９９ １００

出厂水浊度≤０１８ＮＴＵ的合格率 ９９ １００

出厂水余氯合格率 ９９ １００

调度指令执行率 ９８ １００

调度指令保证率 １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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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月浦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主要指标 指标值 实际数

综合合格率（％） ９８．５ １００

浑浊度（０．１２～０．２ＮＴＵ）合格率（％） ≤５％ １００

平均浑浊度（ＮＴＵ） ０．１２ ０．０４

余氯（毫克／升）合格率（％） ９８．５ １００

细菌总数（个／毫升）合格率（％） ９８．５ １００

大肠菌群（个／１００毫升）合格率（％） ９８．５ １００

厂用率（％） ２ ３．３４

主要设备完好率（％） ９８．５ １００

（董　顺）

改造，改造变电站部分设备。开展陈行水

库渗流监测并大修陈行水库防浪墙，完成

陈行水库技防改扩，新增全封闭式周界报

警及道路视频监控系统。 （魏巧芬）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吴淞水厂】　２０２０年，吴淞水厂完
成总供水量 ３４３２６４３８万吨，比上年增
加１８８％；日平均供水量９３７万吨，增
加１６０％；最大日供水量１００３４８万吨。
加强对原水水质实施动态跟踪，及时调

整澄清池
#

滤池和出厂水质控制幅度，

合理投加药剂，保证出厂水质全部达标。

组织实施主辅设备大修，共检修机泵设

备８项、变配电设备 ３路、净水设施 １３
项、净水设备９项、加药系统３项、特种
设备７项、其他设备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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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上海市治安安全合格单

位”“２０２０年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
示范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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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月浦水厂完
成供水量 ６７９８万立方米，比上年减少
３１６万立方米；日平均供水量１８５７万立
方米，减少０８３万立方米；最大日出水
量２５２２万立方米。年平均出厂水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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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月浦水厂深度处理炭滤池建成并网通水 月浦水厂／提供

２０２０年泰和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主要指标 指标值 实际数

综合合格率（％） ９９ １００

浑浊度（ＮＴＵ）合格率（％） ９９ １００

余氯合格率（％） ９９ １００

细菌总数合格率％ ９９ １００

大肠菌数合格率（％） ９９ １００

平均浑浊度（ＮＴＵ） ０１２ ００５

厂用率（％） ３５ ４０５

主要设备完好率（％） ９８５ １００

（严　鹂）

００４ＮＴＵ，优于国家规定标准（国标为
≤１ＮＴＵ），出厂水水质９项主要指标合
格率、调度指令执行率均达１００％。２０１９
年３月２９日，月浦水厂４０万立方米／日
深度处理改造工程项目开工，２０２０年１１
月３０日并网通水，提升供水水质，确保
从源头到龙头全过程安全，成为“十三

五”期间上海中心城区第一家深度处理

自来水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针

对长江水处理工艺特点和原水水质变化

规律，水厂精细调度运行管理，优化水处

理工艺，保证生产平稳运行。年内，月浦

水厂被评为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花
园单位；月浦水厂党支部被评为上海供

水行业“治水管海先锋”党建品牌示范

点；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平安示范单

位”称号。 （董　顺）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

分公司泰和水厂】　２０２０年，泰和水厂
完成供水总量２３３７２３万立方米，平均
日供水量６３８６万立方米，最大日供水
量７５７９万立方米。出厂水平均浊度
００５ＮＴＵ，优于国家规定标准（国标为
≤１ＮＴＵ），出厂水４项合格率达１００％。
水厂原水取自长江水源，主要净水设备

有１０座平流式沉淀池，５６格Ｖ型滤池，
４０格活性炭滤池，７座清水库，３座出水
泵房等，供水能力达１００万立方米／日。
２０２０年，水厂加强原水水质监测，通过
及时调整药剂加注量、严格控制沉淀

池、滤后水浊度和余氯等措施，实现加

药精准化，确保优质供水。加强与监控

平台沟通，确保最大供水能力出水。加

强巡检力度，及时消除隐患。通过合理

调配沉淀池排泥及滤池冲洗时间，确保

污泥处理系统正常运行。加强水质管

理，确保水质信息畅通。疫情期间，加

强水厂工艺管控，实施精准加氯，确保

出厂水余氯稳定，将浊度基本控制在

０１０ＮＴＵ以下，严格控制消毒时间，沉
淀池出口余氯浓度控制在０４—０５毫
克／升。１２月２８日，泰和水厂１００万立
方米／日深度处理改造工程并网通水。

（严　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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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务·审计
◎ 编辑　金　毅

财　政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１５２９７３４万元，比上年减少５％，完
成调整预算９９９８％，加上市对区税收返
还及补助收入 １０７８４２３万元，地方政府
一般债券转贷收入７８０００万元，全区一
般公共预算总财力２６８６１５７万元。全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６１２５９８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１０３８５％，加上地方政府一般
债务还本支出５９０２３万元，安排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１４５３６万元，全区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总量２６８６１５７万元。全区当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平衡。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８２１４４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９７１５％，加上市对
区税收返还及补助收入 １０７８４２３万元，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７８０００万
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２０３８５６７
万元。区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１８００３０８万元，完成调整预算１０５６８％，
加上区对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

１６４７１０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
出５９０２３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１４５２６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总量２０３８５６７万元。区本级当年一般公
共预算收支执行平衡。

【教育支出】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教育支出
３８０１０１万元。主要用于教育管理部门
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２４０１６８万元，
城市教育费附加等市拨专项支出１０３０４１
万元，地方教育费附加支出４７７８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科学
技术支出６７６８４万元。主要用于科学技

术等管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

１０１７万元，用于科普经费、长江河口科
技馆运行费１７４５万元，节能减排、先进
制造业、科技创新、人才发展、张江宝山

园以及扶持企业发展资金６３０６６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２２２４９９万元。
主要用于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及所属事业

单位基本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社保

缴费等基本支出６２７５０万元，用于公益
性岗位、自主就业、社会保险等促进就业

经费３３４４９万元，为老助老服务、老年综
合津贴等老年福利经费４５４０７万元，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各类

帮困救助经费１８２６２万元，残疾人康复、
就业、补助等各项经费１７５６０万元，伤残
抚恤、义务兵优待、退役安置、军队移交

政府离退休人员安置等经费 ２０６６５万
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 ９６８３
万元。

【卫生健康支出】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卫生
健康支出１３８６７０万元。主要用于医疗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

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医保缴费等基

本支出８４０３１万元，用于卫生医疗实施
设备、信息设备等经费１０８１６万元，医疗
综合改革、人才培养激励、科研、医联体

等经费１２４１０万元，疫情防控、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计划生育等经费１１８２９万元，
医疗救助、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等经

费９９９５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２６１５５
万元。主要用于文体广等管理部门及所

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９５６３万元，用于淞
沪馆二期扩建项目陈列布展等经费

３８７３万元，公共文化场馆新扩建、图书
馆运行以及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等经费

７１６６万元，体育场馆修缮、体育运动队
以及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等经费 ３１４６
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公共
安全支出 １５４０９４万元。主要用于公共
安全管理部门基本支出１０００１２万元，用
于智慧公安二期、派出所、看守所、检查

站改造、交通管理系统建设、执法车辆更

新等经费２１５５３万元，办案业务费以及
涉案财物存放、物证保管等经费 ８７４９
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节能
环保支出６１５４９万元。主要用于环保管
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 ３２８１
万元，用于环保专项资金１１６７万元，生
活垃圾分类、中小河道水质监测、土壤检

测评审、环保宣传等经费３４０８万元，雨
污混接改造、产业结构调整等支出５１３８７
万元。

【城乡社区支出】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城乡
社区支出 １５１９６７万元。主要用于城乡
社区管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

２８１６５万元，用于市容养护、垃圾处置、
美丽街区、环境整治等经费３５５３０万元，
绿化养护、花卉街景布置等经费 １９６４１
万元，市政道路桥梁、标志标线等设施养

护、掘路修复、管道泵站养护等经费

１１６１８万元，街道社区工作者、居委会工
作、服务群众、社区管理等各项经费

４１２６７万元。

【农林水支出】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农林水
支出１０９３９７万元。主要用于农林水管
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１１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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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用于美丽乡村示范村、达标村建设

５４８７万元，农业规模经营、农业生产保
险、农业生产综合补贴、农产品安全、农

业技术推广等经费８６０２万元，河道综合
整治及管理养护、污水收集管网建设、管

线搬迁、水闸管理、水文水质监测等支出

５１５７１万元，市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经
费２３６７８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住房
保障支出７８３１８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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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３４１万元，市拨旧住房修缮改
造、支持租赁市场发展支出２２２５７万元。

【交通运输支出】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交通
运输支出７０７２０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
输管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

３５３３万元，用于区管公路、农村公路大
中修、日常养护等经费２３０１８万元，公交
运营补贴、公共自行车租赁运行维护经

费６５１９万元，市拨市政道路建设支出
３１１１８万元。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１５６７８６
万元。主要用于资源勘探信息管理部门

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２７２１万元，用
于园区建设、市政设施养护、社区服务管

理等支出１２９６４万元，支持科创中心三
大平台建设、扶持企业发展等支出

１４０１３３万元。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１１５６４
万元。主要用于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部

门基本支出１１３１万元，用于消防设施、
设备更新、安全生产、检查等业务经费

１０４３３万元。

【区本级对镇转移支付执行】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区对镇财政转移支付１５２８１８万
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９２６００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６０２１８万元。主要用于加
强镇级教育、“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补偿、文化体

育、城乡社区建设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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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４９１７１３万
元，完成调整预算９６１８％，加上市对区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３１３７６０万元，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２３７０００万元，动
用历年结转收入３４３６５０万元，全区政府
性基金预算总财力为２３８６１２３万元。全
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２２４９０６０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９５１３％，加上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还本支出１３７０６３万元，全区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总量２３８６１２３万元。全
区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平衡。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１４６３７１９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９６０９％，
加上市对区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２２６３０７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２３７０００万元，动用历年结转收入３４３６５０
万元，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财力为

２２７０６７６万元。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 ２１３３６１３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９５０６％，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
出１３７０６３万元，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总量２２７０６７６万元。区本级当年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平衡。

【政府债务余额】　２０２０年，市财政局核
定宝山区债务限额为 ２００１０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限额 １１０００亿元，专项债
务限额９０１０亿元）。至年末，区政府债
务余额１６０８６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
额８３５６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７７３０亿
元）。债务规模适度，风险可控。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５７８９万元，完成预算１１３１５％，
加上市对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助收入

１２７万元，历年结转收入２００万元，区本
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财力６１１６万元。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５１１２万
元，结转下年支出１００４万元。

【推进支付电子化改革】　２０２０年，区财
政局稳步推动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

改革。１月起，在总结罗泾镇、月浦镇２
个镇试点情况基础上，优化操作流程和

程序，全面实施镇级２０３家预算单位支
付电子化改革。

【推进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执行】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全区公务卡强制结算目
录执行率９９９４％，其中：区级９９９７％，
镇级９９８１％，全区现金使用率０。

【保障疫情防控资金供给】　２０２０年，区
财政局根据疫情发展态势和防控需要，

进一步做好经费保障。落实财政部《关

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研究制

定疫情防控财政应急预案，对疫情防控

涉及的紧急采购项目建立“绿色通道”。

强化财政、国库、银行三方沟通协调机

制，实现预算单位全天候７×２４小时资
金高效、安全、快捷拨付。建立信息通报

和反馈机制，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至年末，全区共安排疫情防控经费 ２８
亿元，用于医疗救治、集中隔离观察、防

疫物资采购等项目。

【推进乡村振兴】　２０２０年，区财政局构
建完善财政支持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和体

制机制。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

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２０２０年，区
财政安排投入２０００万元，加强对农业规
模经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投入，支持农

业生产组织化、集约化发展。

【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２０２０年，加强国
有资产管理。完成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产
报告，规范资产使用、处置等工作。推动

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国有资产内控管理。

推进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执行公务卡月

度统计制度，推进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

改革，实现全区预算单位国库集中支付

电子化全覆盖。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

改革，开展预算单位票据清查核销。加

强直达资金管理。督促项目实施单位严

格按照直达资金管理要求，按规定用途

和支出范围。全年完成支出 ２６３１亿
元，执行进度８８１％。强化对直达资金
监控，建立专人负责直达资金监控核查

机制。全年核查监控预信息３５条，确保
支出规范、准确。

【落实各项财政扶持政策】　２０２０年，区
财政局会同区发改委研究出台激励政

策，鼓励镇、园区加强招商引资。综合运

用产业扶持、“招大引强”“租税联动”、

产业统筹发展等政策，聚焦支持科创中

心主阵地建设。全年兑现“招大引强”

政策资金２８９３万元，拨付职业技能培训
补贴资金 ５０００万元，支持产业转型
升级。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
财政局制定区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实施意见，对社会受益面广、资金规模

大、实施周期的较长重点项目、财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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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部门整体等 １５个项目开展重点评
价。推动绩效结果运用，建立绩效评价

结果与预算安排相衔接的挂钩机制。

（郑金良）

税　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税务局（以下简称
区局）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克

服新冠疫情等困难，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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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９亿
元，比上年减收６９亿元，下降５％。

７月１７日，区税务局在“一网通办”政策直播间开展税务宣传 区税务局／提供

【税收收入】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级税收共
完成１３１９亿元，双剔结转收入、免抵调
库、土增清算、土地契税等一次性收入

后，比上年增长 ２９％。宝山税收总收
入比上年下降 ９３％，中央级、市级、区
级三级收入分别完成 １５８７亿元、７２４
亿元、１３１９亿元，分别下降 ８８％、
１７１％、５％。中央级、市级收入负增长
主要受委托户管大幅下跌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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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降 ２１％、
７１％、４７％。

【税收特点】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税收特点：
（１）收入增幅前低后高，５—１２月连续正
增长。２０２０年４个季度区级税收分别完
成３４４亿元、３３２亿元、３１１亿元、
３３２亿元，上下半年分别完成 ６７６亿
元、６４３亿元，上半年比上年下跌
１５８％，下半年比上年增长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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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出现连续 ８
个月正增长，其中１０月增幅达２４３％。
（２）五大税种“三增二减”（“三增”：增
加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契税；“二

减”：减少流转税、土地增值税），地方税

种有所波动。五大税种共完成区级税收

１１２７亿元，占比 ８５４％，减收 ６亿元，
下降５１％。地方税种中，房产税、土地
使用税分别减收３５１７万元、２７７０万元，
减收一方面受减税降费影响，另一方面

受综合申报影响；印花税增收源于企业

自主申报，增收１７６３万元。（３）二、三产
业呈二八分布，六大行业“两增四减”。

２０２０年在工业整体受疫情影响走势疲
软及部分减税降费持续作用下二产税收

略有减收，剔除免抵调后，二产区级占比

２１８％。在二产占比偏低情况下，三产
区级占比相对偏高，为７８２％。六大行
业共计完成区级税收１１８６亿元，占比
８９９％，减收７１亿元，下降５７％，剔除
免抵调后下降５４％。六大行业剔除免
抵调后呈现“两增四减”分布，“两增”分

别是建筑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增长

１３５％、１３８％。“四减”分别是工业、房
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交仓邮业，分别

下降４９％、８９％、１１３％、６９％。（４）
重点税源增长乏力，区级税收贡献有所

下降。２８５３户重点税源企业实现区级
税收 ８４亿，减 收 １３５亿 元，下 降
１３９％。六大行业除建筑业有所增收
外，其他行业均有不同程度下跌，其中房

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下跌较多，分别减

收９１亿元、２３亿元。剔除免抵调后，

区级税收贡献６３％，较上年重点税源区
级贡献度下降０４个百分点。

【税收法治】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推行“三
项制度”，构建“１＋Ｎ”制度体系（１是工
作方案，Ｎ是事项清单、若干操作规范
等），先后制发“三项制度”（执法信息公

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工作实施方案、事项

清单和若干操作规范等。建立统一执法

信息公示平台，已完成２９项执法事项公
示工作。为基层税务所采购６０台执法
记录仪，在区局辅助查询平台开发执法

音像记录信息管理模块，实现相关信息

有效存储和管理。构建法制审核队伍，

书面法制审核１３５４次。规范落实法制
日常工作。做好行政处罚案卷规范性查

评，全年开展区局案卷交叉检查 １３５４
份。对全年签订４５份合同开展合法性
审核，提出法制意见。做好行政审批事

项管理，共跟踪管理行政许可事项２２６２７
项，均未发生逾期办结。

【税种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局加强各类税
收管理。（１）所得税管理。企业所得税
方面，落实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

企业新购设备一次性税前扣除、疫情防

控捐赠全额税前扣除及支持复工复产等

优惠政策。落实创新驱动型优惠政策，

加强落实非居民递延纳税政策。撰写

“宝山区机器人及配套产业企业相关企

业所得税税收分析”“‘一带一路’背景

下中国基建企业‘走出去’的机遇与挑

战”等８篇分析报告，为宣传辅导政策提
供依据。稳步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将

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作为一把手工程，

成立７个专项工作组，８人工作专班，４９
人工作团队，以三级部署模式统筹推进

工作。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主动引

导纳税人和扣缴单位分批、稳妥办理年

度汇算。宝山区共有４５６万余人办理
个税汇算，涉及扣缴单位近４万户。（２）
流转税管理。开展增值税日常管理，继

续落实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政策等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领域的税收

优惠政策。锁定政策适用企业名单，切

实做好抗击疫情期间出台税收优惠政策

落实和效应分析。定期抽取增值税纳税

申报表数据和开票数据，核实生活服务、

收派服务、公共运输行业企业免税优惠

企业应享未享数据，对申报出错企业及

时通知办理更正申报和退税。（３）财产
行为税管理。平稳推进社保非税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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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走访区人社、区医保、残联，配合有

关部门落实降低社保费率。１２月，企业
社保费申报 ４９０００余户，入库 １２６７亿
元，１２月灵活就业申报２７０００余人，入库
０４８亿元，全年完成残保金入库 ２６８
亿元。

【纳税服务】　２０２０年，区局优化办税流
程、减少办税时长，提升办税便利度。

（１）创新建设掌上服务平台。２月，“宝
山税务网上税管员”微信小程序上线，集

精准推送、网上课堂、税企互动以及涉税

事项查询等多功能于一体，为纳税人提

供掌上宣传辅导服务，相关工作获总局

官方微信报道。至年末，共１０６万余户
企业关注，累计推送政策７８批次，服务
企业３３１万余户。（２）部门联动开设网
上课堂。依托纳税服务联席会议，录制

疫情期间税收优惠政策培训视频，开设

网上纳税人学堂，网上课堂共计受访超

８０００人次。（３）迎接营商环境测评。针
对世行营商环境磋商，开展问卷发放对

象排摸。通过“宝山税务网上税管员”

微信小程序，对１２２户防疫重点企业提
供个性化宣传。针对国务院满意度测

评，点对点为样本名单中８０户企业宣传
政策文件和改革措施。推行企业纳税缴

费“一件事”，分３批次对４１户企业开展
辅导。（４）持续推进办税服务厅标准化
建设。落实办税服务厅桌面规范，以“一

厅一方案”为标准，以规范化、电子化为

目标，优化改造办税服务厅设施。以纳

税服务工作建议书问题为导向，制订针

对性整改措施４２条。

【税收征管】　２０２０年，区局把握“非接
触式办税要添力”工作要求，抓住电子申

报率、网上办理率２个关键，建立征期日
报制度，全局各大征期网上申报率始终

位于 ９９％以上，网上办事率达 ９５％以
上。全市首创开展新办涉税业务邮政揽

收办理服务。２月起，对符合条件的新
办企业在已通过电子税务局发起新办套

餐，税务部门审核完成相关事项前提下，

由税务部门发送短信提示企业可选择通

过邮寄方式办理税控设备发行和首次发

票领购事项。超 １８００户企业在疫情最
严峻时期享受该服务。《中国税务报》

头版头条以“上海：办税像网购一样方

便”为题报道。上海政务服务 ＡＰＰ随申
办市民云将其纳入为全市政务“口碑服

务”。推介“网上申领 ＋专业配送”发票
领用新模式。全年区局发票专业配送超

９６０００户次，占全局发票申领总户次
５４％，专业配送各类发票数量 ２８００万
份，占全局发票申领总份数６３％。

【大企业税收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局围绕
大企业绩效考核指标，扎实推进数据采

集、报表报送、风险分析等各项工作。按

月辅导千户集团总部完成涉税数据报

送，并于６月底完成２０２０年度千户集团
数据采集；按期完成 １２６９户重点企业
“三张表”报送，报送率１００％；按时完成
对１３７户任务企业开展年度千户集团税
收风险分析，累计分析税额 １４７７５４９
万元。

【国际税收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局开展非
居民企业税收后续管理。对全年享受税

收协定待遇企业开展 １００％核查，避免
滥用协定风险。通过“走出去”纳税人

清册、中国税收身份证明开具台账，结合

其年度汇缴申报信息，核查发现问题企

业３户，及时辅导更正申报。

【风险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局建立税收风
险立体化监控体系，逐步完善全税种、全

流程立体监控体系。全年共推送总局

级、市局级、区局级风险任务２７６批次，
涉及企业 １３７００余户，查实有问题户
１０９００余户，问题率 ８０％。共查补税款
６３５亿元，其中已加收滞纳金或处罚入
库税款收入５１４亿元；联合公安机关破
获４起发票团伙虚开案件，捣毁９个虚
开窝点，涉案金额达１３０亿元。

（周　全）

审　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审计局共开展审计
和审计调查项目２８个，其中审计２４个，
专项审计调查４个。查出主要问题金额
６２２５３万元，其中违规金额９３３５万元，管
理不规范金额５２９１７万元；审计发现非
金额计量问题１４８个。审计处理处罚金
额１５６６２万元，其中应上缴财政９７１６万
元，应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８３１万元，应
归还原渠道资金５８７万元，应调账处理
金额３７９６万元；移送有关部门处理事项
３件，移送处理金额１７９８万元。审计促
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金额２９５６３万元，
其中增收节支２１４８７万元；移送处理落
实事项２件。审计提出建议１０８条，被
采纳９３条，推动被审计单位制定整改措
施３５项，促进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规

章制度２８项。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
计调查报告 ５２篇，提交审计综合性报
告、审计专报、信息简报等３９篇，提供审
计报告、综合性报告、专报等审计成果共

获得区领导批示２４篇次，向社会公告审
计结果１５篇。局机关党支部成功创建
“宝山区党支部建设示范点”；党建案例

“宝山审计：学懂宝山历史厚植敬业情

怀”获上海市审计机关“四史”学习教育

优秀案例。

【政策跟踪审计】　２０２０年，区审计局围
绕文化创意产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城中

村改造、镇管学校大中修工程等重点领

域，组织开展４项专项审计调查，在完善
政策措施、健全机制制度、堵塞管理漏洞

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２０条，获得领导批
示７篇次。

【财政审计】　２０２０年，区审计局加大对
一般性支出压减、预算绩效目标完成等

情况审计力度，促进强化预算约束、严肃

财经纪律、盘活存量资金、用好增量资

金，促进加强“增收节支堵漏”。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０２０年，区审计局对
５个镇、６家委办局共２４位党政领导干
部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实现街镇换届前

本轮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

【自然资源审计】　２０２０年，区审计局对
资源较丰富的罗泾镇开展独立型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其余４个镇结合
经济责任审计同步实施，推动领导干部

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

职责。

【推进审计闭环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审计
局持续推行“问题清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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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实施的３１个审计项目整改情况
的跟踪回访。组织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实
施的１４１个审计项目７２３个问题整改情
况开展多轮“回头看”，提出分类处置意

见和建议。

【防疫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审计局跟踪检
查全区２５个重点单位防疫资金和物资，
跟踪审计区新增财政资金分配和管理使

用情况，坚持边审边改、督促指导、规范

管理，以审计监督实效助力疫情防控。

（张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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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
◎ 编辑　金　毅

综　述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金融业增加值
９７０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５％，共有银
行２６家，证券分支机构 ２６家，小额贷
款公司５家，融资担保公司 １家，融资
租赁 公 司 ３家；银 行 业 贷 款 余 额
２３１４４８亿元，新增 １８４７７亿元，增长
８７％。年内，宝山区加大金融帮扶纾
困力度，持续吸引优质金融资源，加强

政策引导，支持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

场壮大发展，优化金融营商环境，提升

居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至年末，全区

共实现上市挂牌企业１４９家，疫情期间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复市，实现疫情相关

融资４７亿元，年度通过市担保中心担
保贷款总额１６８２亿元。

【推进金融抗疫】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面
对新冠疫情，出台金融抗疫政策，作为

全区８条防疫政策核心之一，首次发布
市担保中心担保费用补贴政策，降低受

疫情影响企业融资成本。全年共 ５５７
家注册企业获担保融资５９８笔，总贷款
规模１６８２亿元。组织金融机构抗疫，
通过联络员制度和每日报表制度掌握

金融机构疫情风险情况，实现金融机构

疫情“零发现”。发布宝山辖区相关银

行金融机构防控疫情金融支持信贷政

策汇总，为资金困难企业提供银行专项

政策对接渠道。推动企业复产复工复

市，协同辖内各大金融机构加大对疫情

防控保障企业优惠利率等信贷支持力

度，全年帮助４０余家企业实现疫情相关
融资４７亿元。与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
分别合作推出针对性金融绿色通道和支

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复市专属金融服务

方案。

【推进上市服务体系建设】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对接科创板注册制，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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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市第一个形成制度化保障

支持《浦江之光计划》落地的区级政府。

深化与上交所战略合作，共同调研指导

乐宝日化、复星长征、晶宇环境等区内

拟上市企业。与市上市促进中心建立

合作关系，共同举办“浦江之光科创沙

龙第十九期：知产保护、政策叠加，护航

企业登陆科创板”活动，并推荐发网、衡

道病理等多家企业参加“浦江之光”百

家中小企业改制培育系列培训。完善

拟上市企业储备体系，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上市挂牌储备企业遴选培育工作，形

成包含５５家企业年度拟上市企业培育
库。加强上市服务对接，发挥中介服务

团队作用，帮助拟上市企业解决实际需

求，为欧冶云商科创板上市对接上交

所，为飞凯光电、尤安设计、福然德、上

坤地产等出具约６０份协调函。鼓励企
业通过可转债、创新创业债、绿色债等

方式优化自身融资结构。支持新三板

企业转板上市，帮助创新层企业钢银电

商协调辅导验收。制作“宝山区上市挂

牌服务指引”，通过各镇（园区）向企业

普及上市知识及政策扶持，引导更多企

业探索资本市场发展路径。

【优化投资类企业结构】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持续优化投资类企业风险研判机

制，形成区、镇两级重点风险核查制度。

持续引入优质投资类企业，支持服务区

千百亿重点产业和重点园区发展，做好

已落地企业持续监测。推动癉罗投资

基金、混沌博荃、博荃小飞等生物医药

相关基金落地，湖杉浦芯、华陇金汇、同

济股权、月村投资４家投资类企业完成

工商注册。

【深化银政合作】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持续
深化银政合作。５月１２日，召开宝山区
“政会银企”四方合作机制专题会议，深

化政府、协会、银行、企业四方联动，区内

部分银行代表与协会、企业等签署合作

协议。５月１９日，区政府首次与招商银
行上海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展产

融对接服务，向辖内银行金融机构推送

全区重大产业项目清单，鼓励金融机构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提升金融服务覆

盖面。

【优化金融营商环境】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制定金融“十四五”专项规划，明确今后

５年金融支持区域产业发展目标。正式
发布《金融服务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３０版本）》，为今后企业上市服务、金
融机构集聚以及中小微企业融资等提供

政策保障。持续推动创全工作复制推

广，逐步向全区金融网点覆盖。连续１０
年参加上海市中小企业金融洽谈会并举

办“金融＋产业”融合发展主题论坛，通
过市级平台帮助区内园区及企业向外推

介，推动“金融链”招商，活动获“金洽会

最佳组织奖”。

【缓解金融风险】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加快
网贷整治进度，实现百亿规模压降。开

展非法金融专项排查，摸清风险底数，推

动分类处置。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在全

区层面开展大型宣传活动。１月１６日，
举办“守住钱袋子，你我共努力”暨２０２０
年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启

动仪式。６月１８日，组织金融领域扫黑
除恶暨防范非法集资讲座———进机关。

１０月１１日，举办“守护家园，共创平安”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平安建设集中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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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镇（园区）层面，成立打非银行及法律

宣讲团，在全区４８３个村居开设金融领
域扫黑除恶治乱专题讲座，开展“送法进

乡村，培养法律明白人”暨携手筑网，同

防共治———金融领域扫黑除恶防范非法

集资系列讲座。 （施　瑶）

上市企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主动对接科创
板注册制，与市上市促进中心建立合作

关系，完善拟上市企业储备体系，优化服

务环境。２０２０年，针对全区企业召开１２
场投融资对接会或各类沟通培训会议，

共实现１７家企业上市挂牌，福然德、上
坤地产先后在上交所主板和香港联交所

成功上市。至年末，全区上市挂牌企业

达１４９家，其中上市企业１１家（其中主
板企业４家，创业板企业２家，境外上市
企业５家），新三板挂牌企业５１家，股交
中心科创板企业挂牌４７家，Ｅ板挂牌企
业４０家。

【福然德股份有限公司】　９月２４日，福
然德在上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

６０５０５０，该公司主要为中高端汽车、家电
等行业企业提供钢材物流供应链服务，

以及汽车零部件的加工销售。全年实现

营业 收 入 ６６８９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５６１８％。

【上海兆坤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月 １７
日，上坤地产年内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股

票代码０６９００ＨＫ，其境内主体是兆坤实
业，该公司是一家地产及物业开发商，以

综合性地产开发及运营为主营业务。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８１９１亿元，比上年增
长８７１％。 （施　瑶）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新增上市企业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时间 募集资金

上交所主板 福然德 ９月２４日 ８１８亿元

香港联交所 上坤地产 １１月１７日 １２８６亿港元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在“新三板”及上股交新增挂牌中小企业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新三板 上海美诺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迁入）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新能量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创洋水处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股交科创板 统熠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骥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铭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绿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岛昌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拜汶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艾晟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股交科创板 诗昱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股交科创板 诺鸿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股交科创板 芯?（上海）智能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同季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股交科创板 上海德仁橡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施　瑶）

银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

行】　２０２０年，支行下设１２个二级支行
营业 网 点。人 民 币 时 点 储 蓄 存 款

１０１７１４８万元，比上年增加 １８２２％；人
民币个人贷款 １６４０４７５万元，增加
５０７％；人民币企业存款 ８０４３６０万元；
人民币公司贷款 ９６２６０５万元。支行创
新银团方式，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打造宝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项

目，由中国银行宝山支行牵头银团筹组

并作为代理行承担资金监管职责。推进

普惠金融及进博会工作，以供应链融资

系列产品为依托，辐射其上下游供应链、

产业链客户，加强民营企业固定资产、贸

易融资和票据贴现的资产业务投放。在

第三届进博会中，关注区内企业签约动

态，发挥支行外汇业务优势，推荐配套金

融产品，通过链式营销挖掘行内外客户

潜力，开拓支行贸易金融客户。同时，做

好客户招募，优化升级金融服务方案，帮

助小微企业加速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发

展格局。做好防疫金融服务保障，为客

户解决资金划转及代发薪等业务。

（顾心怡）

２０２０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网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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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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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号 ６６２８１２６２

庙行支行 纪?路３２０弄３号 ５５１５０９１１

（顾心怡）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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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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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工行大华支行 华灵路６８８号 ６６３９１２７５

工行宝山支行营业厅 淞滨路３１８号 ５６８４５８５８

工行宝钢支行 牡丹江路１７０１号 ５６６０９５６７

工行杨行支行 杨鑫路４４７号 ３６０２０２３９

工行共康支行 场北路７０４号１１０室 ５６０６０１０３

工行大场支行 洛场路１０１号 ５６５０１９７０

工行长江支行 长江南路９９弄４号楼１０６室 ５６６７２９０３

工行月浦支行 龙镇路８５号 ６６６８０８１５

工行罗店支行 罗溪路２２号 ５６４６６７９３

工行工业园区支行 真陈路１０００号 ３６１６０７４２

工行行知路支行 行知路２９９号 ６６６７０６８０

工行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２２９３号 ３６３５３９０９

工行殷高西路支行 殷高西路３１９—３２５号 ３６３２２８１８

工行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４３１号 ５６９９３３３２

工行水产西路支行 水产西路１０４１—１０４７号 ３６４００５７７

工行顾村支行 菊盛路８９５号 ６６０１７０５９

工行共江路支行 共江路１１６８号 ３６０９０１４４

工行沪太路支行 纬地路９０—９４号 ６０９４０００９

工行新村路支行 新村路６８１号 ３６５２５６１８

工行高境支行 吉浦路５２１号 ６５２０１６０９

工行共富路支行 共富路３５５号 ３６１９０６３９

工行呼玛路支行 呼玛路６０７号 ５６７６６３８５

工行永清路支行 永清路３８７号 ６６６５０１４４

工行场中路支行 场中路２９２２号 ６６６９１２５９

工行淞南支行 长江南路５２８号 ６６１４３０２２

工行罗泾支行 潘新路１３０号 ６０２５５９１０

（周　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２０２０年，支行下设二级支行
营业网点２６家。至年末，人民币贷款期
末余额３６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９亿元，
其中：人民币公司贷款余额２３６亿元，日
均余额２３２亿元，增长２８亿元，实现区
域内同业第一；个人贷款期末余额 １２６
亿元，增长１４亿元，增幅同业第一。人
民币各项存款期末余额５５０亿元，增长
６３亿元，其中：储蓄存款期末余额４０２亿
元，增长４３亿元；对公存款期末余额１４８
亿元，增加２０亿元。实现中间业务收入
５１亿元。支行保持特色业务板块，参
与区内重大项目建设，在市级重点项目

吴淞创新城项目中与宝山区政府签订战

略协议。紧抓区域内产业转型与城市转

型发展契机，为先进制造业、科创企业等

符合国家政策领域布局和储备提供信贷

支持。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打造普惠金

融综合服务标杆银行。全年坚持防疫与

经营两手抓，从年初抗疫到常态化防疫，

注重防疫物资储备、防控措施落实，保障

员工及网点运营安全。获 ２０２０年度上
海市企事业单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集体。加快网点布局优化和升级改造，

填补罗泾镇网点空白点，实现区内街道、

镇全覆盖。 （周　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

支行】　２０２０年，支行下设２６家经营网
点、１１个离行式自助设备（银行）、２６个
附行式自助设备（银行），金融服务网络

覆盖宝山区所有乡镇、街道、经济园区和

社区。至年末，人民币存款９００亿元，成
为系统内首家人民币各项存款超９００亿

元经营行，贷款约 ３００亿元，存贷规模
１２００亿元，存贷款增量地区市场份额四
大行排名均为第一。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约１８亿元，实现中间业务收入约３亿元。
支行发挥城乡联动优势，参与宝山工业园

区宅基地项目、顾村潘泾地块保障房项

目、罗店长租房项目、顾村旧区改造项目

等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协助区卫生健康

委，推动区内医疗领域医疗付费“一件

事”工作部署。作为区财政国库行，支行

通过财政零余额、地方预算存款账户代理

发放区域内各类财政性补贴资金，包括直

达资金、征地养老、新农保农民养老基金、

计生委补助资金等。 （倪勤捷）

２０２０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营业网点
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机关大楼 同济路１３１号 ５６６７０８６８ 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１８２号 ５６９９３５８４

友谊支行 友谊路１３４号 ５６６９５１４２ 宝山支行营业室 同济路１３１号 ５６６７３９３３

杨行支行 水产路２３９９号 ５６８０２４１３ 高境支行 高境一村２０４号 ６５９１９９９５

月浦支行 龙镇路７８号 ５６６４６９１６ 水产路支行 牡丹江路３５９号 ５６５６１２００

盛桥支行 古莲路１８７号 ６６０３３０９２ 宝德路支行 共和新路４７１７号 ５６７９１３１２

罗泾支行 陈行街２５号 ５６８７１１５４ 大华支行 华灵路１０８８号 ６６３７５３０８

罗店支行 集贤路６１８号 ２０７３０７５１ 牡丹江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３３７号 ５６１２９２２６

罗南支行 南东路６５弄９号 ５６０１１９５５ 共富路支行 共富路３７３号 ３６５１８３７７

刘行支行 菊泉街６３８号 ５６０２３４７３ 真华路支行 真华路１０９９号 ６６６７０３３８

顾村支行 电台路５００号 ５６０４１７２７ 长江南路支行 长江南路６８５号 ５６８２８８４３

宝山工业区支行 锦秋路１２５０号 ５６１３７２８６ 市一路支行 市一路２５１号 ５６８６３０７５

大场支行 场联路１８８号 ５６６８０１１５ 顾村公园支行 陆翔路１３３号 ３６６２００７５

庙行支行 纪?路５０号 ３３８７３７５４ ?川路支行 友谊路２９９４号 ２０７３０８３３

淞南支行 淞南路３５０号 ５６１４７６６８

（倪勤捷）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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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

宝山支行】　２０２０年，支行下辖网点２８
家。至年末，支行本外币一般性存款时

点余额９６３７５亿元，比年初新增９１４３
亿元，其中对公存款时点余额４３５６２亿
元。个人存款时点余额５２８１３亿元，新
增９２１９亿元；本外币一般性存款日均
余额９０２２２亿元，新增１１４９４亿元，计
划完成率１３０１６％，其中对公存款日均
余额４２７４２亿元，新增 ４３６４亿元，计
划完成率１０８５５％，个人存款日均余额
４７４８０亿元，新增７１３１亿元，计划完成

率１４８２２％。支行本外币各项贷款时点
余额 ５１５２４亿元，其中对公贷款余额
２６４０２亿元。个人类贷款余额 ２５１２１
亿元，新增１４６３亿元。普惠贷款时点
余额３８８１亿元，新增 １６亿元，计划完
成率１０６５％。个人住房贷款时点余额
２１９０２亿元，新增６７５亿元。中间业务
收入实现５９４亿元，其中对公中间业务
收入３１４亿元，对私中间业务收入２８
亿元；拨备前利润实现１７０５亿元，新增
０２２亿元。年内，支行在住房租赁方面
与建信住房服务公司保持沟通，推动住

房租赁各项金融产品推广和营销。普惠

金融方面助力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金

融科技方面积极拓展智慧政务 ＳＴＭ“一
网通办”。乡村振兴方面，在全区１０３个
行政村中设立裕农通服务点 １０８个。
与中冶集团全方位合作民工惠 Ｅ点通
业务、保函业务等。深化互联网医院、

智慧校园建设，加大与军队合作。在

“稳外资”“稳外贸”背景下，新增１８家
外汇网点，实现国际收支客户数量、国

际金融总量逆势上扬，外币贷款区域份

额第一。 （吴叶锋）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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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网点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３９８号
５６１２５６１２５１０８

５６１２５６１２５２２８

宝武大厦支行
浦东新区世博大道 １８５９号 １号楼
１０６单元 ５８９２１２１６

月浦支行 四元路３０７号 ５６９３８８５２

罗店支行 市一路１６９号 ５６８６４８６７

陆翔路支行 陆翔路１１１弄６号１０４—１０５室 ５６７３２９７５

高境支行 殷高西路３０１号 ３６３３１５６１

大场支行 环镇北路６８０弄７０３号 ５６５０３０８８

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７６８号 ５６７３３０５２

杨行支行 杨桃路１５５号 ５６８０２８２３

团结路支行 团结路４１号 ５６７８８１１７

吴淞支行 淞滨路１３７号 ５６６７１３４８

海江路支行 海江路３６８号 ３６５１５０７６

东林路支行 东林路２６３号 ５６１０３５５９

双城路支行 双城路３７４号 ５６５６３３４０

淞南支行 长江南路５３８号 ５６１４５５１４

长逸路支行 长逸路３７３—３７５号 ５６１４８６８１

三门路支行 三门路５０５弄５１９号 ５５０３４４９０

呼玛路支行 呼玛路６９０—１号 ５６７４９２６５

共康路支行 共康东路３３３号 ５６７１５０８５

庙行支行 共康路３２０号 ５６４８９９６７

大华支行 新沪路４５１号 ６６４０６５０８

真华路支行 大华二路３１６号 ６６４００８８１

华灵路支行 华灵路１６８８号 ６６３５１１５４

华和路支行 华和路２５４、２５６、２５８号 ６５２１００５０

锦秋路支行 锦秋路７１７号 ６６１６１９９８

水产路支行 水产路２４４９号１１８室 ５６５７５３７７

顾北东路支行 顾北东路１４２号 ５６０４７２３０

绥化路支行 月浦镇绥化路１６０—１６４号 ３６３０１０７５

（吴叶锋）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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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８号１层Ａ ６５８７１０８９

（谢慧丽）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

行】　２０２０年，支行下设 １１家营业网
点。至年末，人民币总负债时点余额

２４５亿元，人民币总资产时点余额 １５８
亿元，年度绩效考核排名分行第二。年

内，被评为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第
二十届文明单位、２０２０年度“交通银行
五一劳动奖状”，获２０２０年交通银行上
海市分行经营管理优胜单位称号，辖属

牡丹江路支行获评 ２０２０年度中银协
“千佳”网点。支行投入宝山区域的发

展和建设，对接宝山区内各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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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宝山区惠

民就医首家试点医院对接系统上线，员

工入驻现场定点推广信用就医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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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推进市区两级商务委以及交通银

行上海市分行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

创新试点，成为上海市首批服务金融机

构，实现交行系统内平台业务“开放银

行”线上预约开户首单。联合宝山区政

府发行“樱花卡”。新冠疫情期间，为区

内防疫物资企业开通金融绿色通道，做

到需求当天对接、专人指导、快速办结，

完成多家宝山区全国性名单企业及上

海市重点防疫企业专项额度审批。

（谢慧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２０
年，支行下设９个营业网点。支行本外
币一般存款余额 ３３９８４亿元，比上年
增长６７４８亿元；一般贷款余额 ２００１
亿元，增长 ４５８２亿元；全年实现营业
净收入１０７４亿元、中间业务收入４０７
亿元；不良贷款率保持在 ０１９％。获
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国资委系统青年文明
号、总行百强网点、上海分行先进基层

党组织、上海分行青年文明号等称号。

支行参与区域“城中村”改造等工作，提

供综合授信支持 ６７３亿元，惠及居民
６０００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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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

办理各项手续，累计代发户数超 ３５００
户。支持上海宝山国际邮轮港建设，提

供全额信贷支持 ８０００万元，为邮轮港
运营实体企业提前储备流动授信额度１
亿元。支持区内产业战略转型，聚焦宝

山区“一带三线五园”产业格局，宝山辖

内园区在支行历史授信峰值 ６９５亿
元。协助市科委完成区内创新创业大

赛参赛小微企业尽调，与区内小微企业

建立沟通渠道和服务平台。年初，支行

发放宝山区首笔无还本续贷小微企业

贷款４００万元，创新性地使小微企业无
需还本，继续使用贷款资金，实现“在不

停飞的情况下就完成加油续航”。线上

供应链创新方案，惠及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通过场景化供应链融资、系统化支

撑等创新服务，在严把风险关前提下服

务优质小微企业。推进某集团电商子

公司结算及线上供应链融资项目，为其

平台交易中小微企业，提供账户、结算、

融资等解决方案。至年末，为 ７０家企
业完成开户，授信４６户，实现普惠贷款
发放累计３６亿元。利用科技创客贷、
科技履约贷、担保基金贷等多个科技金

融拳头产品，与区科委、科技园区、上海

市知识产权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服务一

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成长性中小微科

技企业。２０１６年以来，为区内科技小巨
人企业累计发放贷款超过 ４０亿元，扶
持科技小巨人企业近９０家。通过政策
宣导、金融顾问、信贷支持等方式，培育

上市企业 ５户，拟上市企业 １０余户。
为生物制药、抗疫生物试剂检测、方舱

医院设计、医院建设、医疗供氧等企业

发放流动资金贷款超 １１亿元；为暂时
受疫情影响企业客户办理融资发放展

期等超１４亿元。 （金　帆）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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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２５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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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秋路支行 华秋路５８弄１５、１６号 ５６１６３６０５

经纬绿洲社区支行 纬地路３３８号 ５６９８３１５９

（金　帆）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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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７８６４１３

（顾　玮）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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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７２号 ５６１１３２８５

大华支行 大华路３５２号 ５６３１８３８７

顾村支行 陆翔路１０１８弄７号楼１２８室 ５６６９１０７５

大华支行阳城花园社区支行 阳城路２４６—２４８号 ６３０６６８２９

（胡逸祺）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

行】　２０２０年，支行各项贷款余额１５亿
元。支行作为宝山区内唯一一家农业政

策性银行，以服务乡村振兴为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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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林集团、大华集团、中远海运集团、润达

医疗集团等客户提供信贷支持。２０２０
年，支行提供储备粮贷款４５亿元，支持
市、区两级储备粮１５８万吨；提供扶贫
贷款２３亿元，提供疫情防控应急贷款

１０００万元。 （顾　玮）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

支行】　２０２０年，支行经营机构年末各
项存款余额９７６５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４４２３亿元。业务范围包括：负债业务、
资产业务、中间业务，在大华、月浦、罗

店、共康、吴淞、泗塘等区域设有离行式

ＡＴＭ自助服务机１５台。年内开展各类
“案防”活动、反诈骗反洗钱等宣传教育

活动，将安全防范意识始终贯穿工作过

程，无上访、无闹事、无各类既遂、未遂案

件和事故发生。 （胡逸祺）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２０年，支
行各项存款期末余额５７４亿元，比上年
增长４２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２７１亿元，
增长３３亿元。下辖营业网点２７家。支
行面向居民客户推出“鑫意”理财业务、

“鑫ｅ贷”信用卡分期业务、个人助业贷
款等多种产品。面向中小微企业、科技

型企业、个体工商户推出“商 ｅ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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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贷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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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区农委签订“乡村振兴”服务

方案，推出农担保贷款等业务。面向企

业职工、退休人员、社区居民推出“工会

卡”“敬老卡”“金融社保卡”“公益护

照”等产品。 （沈　龙）

２０２０年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网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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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号、２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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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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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支行下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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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累计完成业
务收入１５７亿元，完成率１１２９５％，比
上年增长 １６２７％；累计完成利润总额

６１８２３９万元，完成率 １０５１６％，增长
６５５％；２０２０年，人均创收９４０１万元，
人均创利３７０２万元。支行个人年末储
蓄时点余额６２０２亿元（不含邮政代理
网点），零售信贷结余余额３６９９亿元；

公司存款时点余额 ９１３亿元。支行打
造敬老服务特色品牌，配合上海市养老

金社会化发放，宝山地区代发量超１０万
人次，每月代发金额约３亿元。

（潘宇清）

２０２０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区支行营业网点

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网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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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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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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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支行下辖
营业网点１１家。至年末，各项本外币存款
（包含理财）时点余额２９８１１亿元，本外币
贷款时点余额４７３１亿元，同业投资业务

时点余额４１２亿元，全年累计实现净营业
收入３３８亿元。支行围绕宝山区上海科
创中心主阵地新定位，推动“科创＋产业＋
金融”融合发展，构建线上供应链金融服务

模式，推动普惠金融业务从规模扩张传

统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优

化经营模式、布局优化转型、发展新型业

务，加快零售业务转型发展。 （薛　佐）

２０２０年上海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网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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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家路１９号 ３６３０３１０６

岭南路支行 岭南路１２５１号 ５６８１６０１８

淞南支行 长逸路３７１号 ３６５１２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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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及营业网点

网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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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３４３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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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和新路证券营业部 共和新路５１９９号 ５６７６１２２８

华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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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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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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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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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６７８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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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２４８号 ６６０２２３８８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２４８号 ６６５９３８１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和路营业部 华和路２８０号 ３６５２７８８８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宝山区殷高路证券营业部 殷高路６５号４号楼１０８室 ６５６８７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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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路证券营业部 殷高路１５９号 ５６５００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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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路证券营业部 ?川路５１６号３幢Ａ２—２０ ６６１８５７０２

（施　瑶）

保　险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公司】　２０２０年，支公司下设淞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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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个营
业网点。全年完成总保费 ９３４４万元。
年内，支公司获“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连续２年入围中国人寿寿
险公司县域“双百强”单位、被评选为

２０１９年度中国人寿寿险公司“标杆党支
部”。疫情期间，开展公益映山红进社区

活动，携手党建街道单位参与社区防疫，

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赠送肺炎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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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支公司内设
机构６个，下辖大场营业部网点。全年
完成各类保险费收入２７亿元。

（雷晓燕）

证　券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有各类证券分
支机构２６家。 （施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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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
◎ 编辑　吴嫣妮

文化艺术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有文化馆（站）
２１家，其中区属文化馆２家、街镇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１９家；图书馆（站）２３家，其
中区级图书馆１家、街镇图书馆２２家，共
藏书１７７５９万册。区级公共文化基础设
施主要有区融媒体中心（原文广中心）、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一、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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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纪念馆等，总

面积约７万平方米。全区共有１９个街镇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２２个街镇图书馆）。
社会文化娱乐场所（含棋牌室）２７４家，网
吧１１６家，电影院３１家；印刷类１６８家，
出版物零售８６家，表演团体１６个，剧场３
个，艺术品４家。市文物保护单位９处、
区文物保护单位８处，区文物保护点７３
处，市优秀历史建筑２处。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馆被核定为“国家二级博物馆”“上

海市对台交流基地”。罗泾十字挑花技

艺、老香斋茶点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上

海市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推进文创企业复工复产】　２０２０年，区

文旅局贯彻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创办“文

金惠”小微文创企业金融服务政策，建立

中国银行与区文创企业金融服务“绿色

通道”。跟踪“１＋８”文创产业园区内文
创企业停复工情况，帮助企业有序开工。

发动区内文艺骨干、区文联成员创作原

创歌曲《非常阳光》及书画艺术作品、非

遗作品６６０余件，为一线工作者传递宝
山文化温度。年内，规模以上文化及相

关产业营业收入１６８４１亿元，比上年增
长３４３％，增速位列全市第一。新认定
区级文创园区５家，文创楼宇１个，文创
企业动态名录库企业１４５５家。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总分馆名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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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馆） 陈行街１２３号（修缮关闭中）

罗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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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改建中，暂停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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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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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浦镇盛桥三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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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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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总分馆名 地址 总分馆名 地址

罗泾镇图书馆 陈功路７９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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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庙街道图书馆 通河路５９０号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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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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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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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淞海港检疫所（小白楼） 吴淞街道三营房居委民康路９５号

宝山区

文物保护点

（７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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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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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级别 名称 现地址

宝山区

文物保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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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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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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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四军吴淞情报组遗址 吴淞街道淞浦路和丰路附近、淞兴路１１７号、北兴路７６号

新四军１师兼苏中军区采办组遗址 吴淞街道吴淞新城居委吴淞新城西区近开埠广场（淞浦路）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吴淞工人纠

察队驻地遗址
吴淞街道吴淞三村居委淞兴路２９９号、海滨新村居委泰和路９９号（吴淞中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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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名称 类别
入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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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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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七批

宝山谚语 民间文学 √

吴淞万盛号白玫瑰酒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老香斋茶点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顾村结艺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李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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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

【反映上海 １４年抗战历史的纪念馆落
成】　２０２０年，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推
出“艰苦卓绝———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主题展，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全

面讲述上海 １４年抗战历史的纪念馆。
以上海人民抗战精神为主线，以“呐喊”

“炼狱”“硬土”“堡垒”“怒吼”“同盟”

“凯歌”为题，包含“全国救亡运动的前

期中心”“侵华日军法西斯暴行的重创

地”“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要地”“全民

族抗战的重要基地”“抗战文化的发祥

地”“国际互助的桥梁和纽带”“迎接抗

战的最后胜利”７个部分，展出 １６９０件
文物。９月 ３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５周年系
列活动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市

委书记李强与市四套班子领导实地参观

主题展。

１１月１２日，２０２０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式举行 区文旅局／提供

【开展系列抗战纪念活动】　７月３１日，
《一缕忠魂》原创音乐情景剧上演，通过

互动情景舞剧的独特表现形式，全新演

绎姚子青营喋血宝山城事迹。８月 １３
日，“纪念全民族抗战暨八一三淞沪会战

爆发８３周年”活动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举行，“小文创 大历史”抗战文物文创

作品展同时揭幕。１２月３０日，“十全十
美迎新年———宝山区十大文博场馆迎新

展暨‘小人书中的烽火岁月·迎建党百

年抗战连环画展’”在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馆开幕。 （李永红）

文化品牌

【制定品牌新规划】　２０２０年，区文旅局
围绕建设“人文之城”目标，从打造宝山

高颜值艺术人文空间、高品位艺术人文

景观、高质量艺术人文活动、高标准艺术

人文体验等方面着手，谋划《宝山区促进

文旅深度融合“十四五”规划》《宝山文

化软实力“十四五”规划》。制定新一轮

文化品牌行动计划，以１２项专项行动和
２７项抓手为主要内容，继续打造“３＋８”
文化品牌体系。

【举办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系列活

动】　１月１７日—２月２４日，陈伯吹国
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５周年特展在
上海朵云轩艺术中心举办，是“陈伯吹国

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品牌首次走

出宝山，展出历年获奖作品和精品佳作

３００余件。８月１２日，以“致未来和你”
为主题的陈伯吹童书屋亮相上海书展，

并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在各实体书店设立“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阅读空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原创插画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同时首
发。１１月 １１日—２０２１年 １月 ３１日，
２０２０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
展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开

展。１１月１２日，以“我相信”为主题的
２０２０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举行颁奖
仪式，《不存在的小镇》（作者：黄颖?）、

《建座瓷窑送给你》（作者：彭学军）等５
种图书获本年度图书（文字）奖；《一楼

右侧》（文字作者：理查多·恩里克斯；

绘图作者：尼古劳斯·费尔南德斯）、

《布莱克先生和他的狗》（文字作者／绘
者：九儿）等５种图书获本年度图书（绘
本）奖。１１月１３日，“书香润心灵 阅读
促成长”儿童文学名家进校园活动在宝

山实验学校举办。

【推进吴淞文脉建设】　１０月１日，“融
绘宝山·点亮滨江”———国庆广场交响

音乐会暨吴淞滨江贯通亮灯仪式在吴淞

炮台湾湿地公园举行，吴淞滨江岸线贯

通开放。以宝山文脉资源库为基础，选

取鸦片战争吴淞之战、两次“吴淞开

埠”、两次淞沪抗战、中共吴淞特别小组

成立等１７项重大历史事件，吴淞口灯
塔、吴淞军港、吴淞铁路、吴淞老街等４９
项著名历史遗存，陈化成、陶行知、潘光

旦、陈伯吹、钱信忠等１５位曾在吴淞工
作及宝山本土历史人物，建成首批８１个
吴淞文脉点位，联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上海解放纪念馆、陈化成纪念馆等，

形成上海重要红色文化地标群。

（李永红）

文化活动

【打造宝山特色公共文化活动】　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共举办各类文旅活动１４万
余场，辐射人群１６８０万人次。策划开展
“迎新宝山范儿”“欢乐宝山过大年”系

列活动。创新推出１１期线上宝山市民
美育大课堂。参与６月６日上海文旅消
费大直播，助力复工复产。

【宝山区作家协会成立】　４月２３日，宝
山区作家协会成立。上海市作家协会党

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为区作协揭牌。

区作协首届会员共７２人，市作家协会副
主席、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当选区作协

主席，冯与蓝、张弘、庞婕蕾、唐吉慧、黄

德海当选副主席。

【上海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举办】　３
月，宝山区人民政府主办的 ２０２０年上
海市民文化节赛事“侬好！小康”２０２０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创意设计大赛启动。

１２月１８日在上海中心大厦展出，征集
海报、插画、明信片作品１６００余件。１２
月２８日颁布最具人气奖、最佳视觉冲
击奖和最佳主题演绎奖。６月 ２４日，
“匠心之约·艺创生活”上海市民文化

节手工艺大赛成果展在宝山国际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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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博览馆开幕，展出玻璃、陶瓷、布

艺、漆艺、木艺、纸艺、刺绣、雕刻、综合

材料等多种类型作品，分为“艺·生活

无界”“艺·创新 融合”“艺·传承 回

望”三大板块，并产生百名“市民手工艺

达人”。

【樱花季线上专项文旅活动启动】　４月
１日，２０２０上海樱花季线上专项文旅活
动启动。区委副书记、区长陈杰与华东

六省一市生态环保办公室主任陆锡平为

“长三角生态一体化顾村公园示范基

地”揭牌。活动以“十年樱缘，十年心”

为主题，以生活美学为线索，先后举办

１０项重点文旅活动，网络直播点击量超
１２万次。

４月１日，长三角生态一体化顾村公园实践基地揭牌 区文旅局／提供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旅游企业经营情况

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增减（％）

旅行社

接待人数 人次 ４０２０５４ ７８３１０ －８０５２

组团人数 人次 ５３８６１０ １７６９０２ －６７１６

营业收入 万元 ６８２２０９９ ２１５７０３３９ －６８３８

饭店

接待国内游客 人次 １１９２８５８ ９１３９８１ －２３３８

接待海外游客 人次 ６８４０７ ４６６０ －９３１９

主要饭店营业收入 万元 ５４０６３４４ ４３１６７２６ －２０１５

客房率 百分点 ６３ ５０ －１３

景点

接待游客 人次 ９５１８６９６ ３４９７２６７ －６３２６

营业收入 万元 ２１１７２５９ １６１２０２ －２３８６

【“非遗购物节”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活动举行】　６月１３日，宝山非遗购物
节”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在宝杨

宝龙广场开幕。宝山非遗项目、相宜本

草、佛肚轩竹艺等４３个宝山品牌文创产
品参加融“非遗与文创，文化与消费”为

一体的“最集市”。非遗“云”旅游线路

视频和非遗宣传片首次向公众发布。宝

山第５本非遗专著《红烧
!

鱼》首次面向

市民赠阅，红露园大酒店被命名为“红烧

!

鱼传习基地”。

【第五批名家工作室成立】　１２月 ３０
日，“大美海上”宝山艺术名家工作室成

立仪式暨智慧湾“海上大美术创研中

心”开幕展览举行。篆刻家陆康、王鸿

定，雕塑师蒋铁骊，书画家金江波、何曦、

胡建君工作室落户宝山。

【“小华雯沪剧团”加强戏曲传承发展】

　“小华雯沪剧团”在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春
节团拜会、上海电视台《戏剧大舞台》节

目中演出经典沪剧选段《燕燕做媒》、原

创沪剧曲目《木兰辞》《罗汉钱—回家路

上》等。《木兰辞》获 ２０２０第七届上海
浦江戏曲节暨“乡音和曲”沪剧邀请赛

一等奖。

【“宝山星舞台”举行】　１月１日，第四
届“宝山星舞台”海选特别场举行，并开

设优秀节目展评展演线上评选。活动收

到４８６件作品，内容除音乐、舞蹈、戏剧、
曲艺外，还增设手工艺、动画制作、美食、

运动等，辐射面涵盖上海市乃至长三角

地区。 （李永红）

旅游事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文旅局坚持新时代
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坚持常态化防疫与

旅游经济发展两手抓，丰富旅游内涵和

外延，提振旅游市场复苏信心，拓展旅游

消费新场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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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９４２万人次，全年直接营业
收入２７５亿元，实现旅游总收入４４７０
亿元。开展旅游宣传推介，参加驴妈妈

“上海人游上海———局长带你游上海”

直播，６５万人次观看；参加２０２０中国国
际旅游交易会、２０２０上海文化和旅游主
题宣传推广（温州站）及长三角文采会

等专业展会。全年组织开展旅游市场宣

传促销活动３４项，编印《宝山旅游美食
指南》。以“筑梦、初心、振兴、文复”为

主题，首创“四史”学习教育红色研学游

线路，参观者约 １８０万人次。９月 １２
日—１１月１９日，以“线上打卡 ＋线下体
验”旅游线路方式，推出滨江邮轮风情之

旅、红色文化经典之旅、工业遗存记忆之

旅、博物馆奇妙之旅、江南古韵罗店之

旅、乡遇罗泾发现之旅、花果甜香体验之

旅和修养身心顾村之旅等宝山全域旅游

八大主题精品线路，约１０万人次参与线
上打卡。

【培育上海旅游节宝山系列精品活动】

　２０２０年上海旅游节期间，区文旅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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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举办上海邮轮文化旅游节、顾村公园

金秋游园会、上海木文化节、上海飞镖音

乐节、上海智慧湾科艺欢乐节、半岛

１９１９工业文明体验季、“艺享汇”民博馆
７大系列５６项品质活动，接待游客４５万
人次。９月１２日—１０月６日，举行上海
邮轮文化旅游节，首发邮轮云上之旅在

线新场景，３场直播１０场微访谈和游戏
等活动，吸引１５万人次线上参与互动；
首创邮轮音乐之旅，从古典音乐的视角

解读邮轮文化；邮轮滨江之旅———“邮轮

滨江 海上画卷”缤纷游开启水岸联动。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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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２８９ 上海光仔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沙浦路１６３号２层 ６６２７３３２８

Ｌ—ＳＨ—１００２９０ 上海与衡旅行社有限公司 爱辉路２０１号１幢１５０６室 ５６５６９３９５

Ｌ—ＳＨ—１００２９６ 中船邮轮国际旅游发展（上海）有限
公司

金石路１６８８号７—１１１ ５１７６８９００

Ｌ—ＳＨ—０１１３７ 上海亚亨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行知路６０５号—１ ５１６９１３９１

Ｌ—ＳＨ—０１１５３ 上海嗨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水产西路６８０弄４号１５层１５０８室 ６４７０１３５４

Ｌ—ＳＨ—１００３１３ 上海墨鱼旅行社有限公司 真大路５２０号１２幢３２９单元 ６６２７６１８５

Ｌ—ＳＨ—１００３１８ 上海宝维三江旅行社有限公司 长江南路１８０号Ｃ４１３室 ３６２１０３５９

Ｌ—ＳＨ—１００３１９ 上海天卓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一二八纪念路９６８号９０６室 ５１８４００５０

Ｌ—ＳＨ—１００３２４ 子俊国际旅行社（上海）有限公司 梅林路３５８号１１幢Ａ２２０室 ５６５１９７１９

Ｌ—ＳＨ—１００３３６ 上海北极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陆翔路１０１８弄６号２９０９室 ３２０７１０５３

Ｌ—ＳＨ—１００３４０ 宝武集团上海宝山宾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８１３号 ６６２２００２９

Ｌ—ＳＨ—１００３４２ 上海燕新杰杰旅行社有限公司 市一路１９９号１楼２３２４Ａ ５６８６０２６５

Ｌ—ＳＨ—１００３４６ 上海亿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淞桥东路１１１号５０５室 ５６８７５９３８

Ｌ—ＳＨ—００３４９ 上海航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沪太路５０１８号２幢５层５０５室 ６５１６６８８１

Ｌ—ＳＨ—１００３５５ 上海博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同济路２号１幢 ６１６７６２２６

Ｌ—ＳＨ—１００３６３ 上海
"

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川路６号２幢３７０室 ５６１１０８７７

Ｌ—ＳＨ—１００３７１ 上海品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环镇南路８５８弄９号楼１２层０３—１２ ６２４９９００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星级旅游饭店

星级 单位 地址 电话

四星 宝武集团宝山宾馆 牡丹江路１８１３号 ５６６９８８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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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 全季水产路翼生活广场店 水产路２４４９号 ５６９３５０６３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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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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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也纳顾村公园店 沪太路５０１８号 ５９５７９８８８

【打造宝山精品旅游主题产品】　２０２０
“上海人游上海”网络评选活动中，后工

业时代风尚新玩法获上海市民最喜欢的

旅游路线，智慧湾周末夜市入选上海市民

最喜爱的城市活动。上海市民文化节

“最佳微游线路设计”作品征集中，探寻

工业遗存奥秘之旅、博物馆奇妙之旅、

“邮轮滨江 海上画卷”缤纷游和“筑梦之

旅·在浪花澎湃中学‘四史’”４条线路入
选“百条最佳微游线路”；菊泉文化街、塘

湾母亲花文化园和三邻桥体育文化园被

评为上海市民“家门口好去处”。“老凤

祥杯”上海旅游商品设计大赛中，“娘娘

的秘钥”本草书灯创意礼盒获“二等奖·

最佳理念创新奖”，罗泾十字挑花非遗文

创获“三等奖·优秀纪念商品奖”。

【聚焦重点地区项目资源开发】　２０２０
年，区文旅局开展全域旅游发展思路研

究，吴淞口国际邮轮旅游休闲区成功创

建上海市首批全域旅游特色示范区域。

罗泾镇塘湾村和海星村被评为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泾·彩绝妙的发现之

旅”“花果宝山，享受闲适时光”２条线路
入选上海乡村旅游特色线路。引进旅游

头部企业景域驴妈妈集团与月浦镇达成

三村联动乡村振兴战略合作。

【旅游相关企业等级评定与复核】　
２０２０年，区内有金盘级旅游餐馆１２家，
银盘级旅游餐馆８家。中国３Ｄ打印文
化博物馆经过复核成为上海市工业旅游

景点优秀单位。新增国家Ａ级旅游厕所
６座（２Ａ级２座、１Ａ级４座），后河沿公
厕、同泰北路公厕获评上海“最美厕

所”，共有 Ａ级旅游厕所３４座（３Ａ级２
座、２Ａ级８座、１Ａ级２４座）。

【优化旅游公共服务】　２０２０年，“乐游
宝山———午间一小时运动巡回赛”将旅

游公益活动送进８个园区。全区增设９
处东方信息苑旅游咨询服务点，逐步构

建旅游咨询服务网格。开展文旅融合公

共服务试点，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综合服

务中心增设图书借阅、邮轮文化展陈、红

帆港党群服务、滨江驿站等功能，获市文

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服务创优”评

选二等奖、上海市民文化节“最佳微游线

路设计”作品征集活动“市民游记大赛

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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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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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季宝山吴淞国际邮轮码头店 长江路１８０号 ６６１５０８０８

锦江之星品尚杨行店 宝杨路３０９０号 ３９８８１８８８

全季顾村菊联店 菊联路１５０号 ５６１８２２６６

全季殷高路店 殷高路６５号 ５５８９５７９９

橘子水晶酒店三门路店 三门路４９７弄６号 ６０７７８２９８

邻江壹号国际邮轮码头店 宝杨路１弄３号１? ５６５８０１０１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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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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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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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江路１５８８号北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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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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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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产路２６６９号２１０２室 ３６７１３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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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河路５０８号—３ ５６３８００６５

上海天翼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沪太路５０１８号３栋１层Ｂ１２５８ ５１６７２０５２

上海三胜旅行社有限公司 罗芬路５５５弄４８号２楼 ５６５９０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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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兰西路９１１号３号楼５１３室 ５６９６８７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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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２号１０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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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幢３０１、３０２室 ５６１２０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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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兰西路６０号９号楼１００２ ６６９７２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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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淞发路９０１弄９号１２０３室 ５６５００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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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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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泰怡然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沪太路２９９９弄１号楼３Ｆ３０１—３０５室 ６０７０５７６７

上海音谱旅行社有限公司 呼兰西路６０号９号楼１１０７室 ５６６２５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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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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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鑫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沪太路１７１７号１幢４０６室 ６４１６６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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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至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呼兰西路１００号１７号楼—７ ５２９１３３９３

上海光仔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沙浦路１６３号２层 ６６２７３３２８

上海与衡旅行社有限公司 爱辉路２０１号１幢１５０６室 ５６５６９３９５

中船邮轮国际旅游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金石路１６８８号７—１１１ ５１７６８９３０

上海亚亨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行知路６０５号—１ ６６２７１４５２

上海嗨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５０００弄６号楼１００１室 ５６０４３３６７

上海墨鱼旅行社有限公司 真大路５２０号１２号楼３２９ ６６２７６１８５

上海宝维三江旅行社有限公司 长江南路１８０号Ｃ４１３室 ３６２１０３５９

上海天卓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一二八纪念路９６８号９０６室 ５１８４００５０

子俊国际旅行社（上海）有限公司 梅林路３５８号１１幢Ａ２２０室 ５６５１９７１９　５６５１９７２６

上海北极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陆翔路１０１８弄６号２９０９室 ３１２６１０２０

宝武集团上海宝山宾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８１３号 ３６０１０９３６

上海燕新杰杰旅行社有限公司 市一路１９９号１楼２３２４Ａ ５６８６０２６５

上海亿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淞桥东路１１１号５０５室 ５６８７５９３８

上海航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沪太路５０１８号２幢５层５０５室 ６５１６６８８１

上海博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大路６７８号３０９室 ６１６７６２２６

上海
"

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川路６号２幢３７０室 ５６１１０８７７

上海品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环镇南路８５８弄９号楼１２层０３—１２ ６２４９９００３

（徐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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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 编辑　吴嫣妮

基础教育

【概况】　２０２０学年，宝山区共有教育机
构３３８所，其中高中９所（含民办１所）、
完中５所（含民办１所）、初中２６所（含
民办２所）、九年一贯制学校３４所（含民
办５所）、十二年一贯制民办学校１所；
小学６７所（含民办１０所，其中１所申请
撤销中）；幼儿园 １７２所（含民办园 ７１
所）；中职学校４所（含民办２所）、特殊
教育和工读学校各１所、成人教育学校１
所，其他教育机构１７所。年内，初中招
生数１０６３２人；小学招生数１５８８６人；学
前教育小班入学新生１７５９４人。全区在
校学生１７９５４５人，教职员工１８４９３人。

落实校园疫情防控。建立健全校园

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预案和１０项制度，发
放７批共５４０５万余件防疫物资。及时
跟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利用新媒体平

台，向师生及家长宣传“心理防疫”，跟

踪处置６００余起师生心理问题，点对点
指导典型案例。组建“空中课堂”学科

名师团队，完成２０１节录播课资源建设
和３１４节课拍摄任务。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９月 １日，与
华师大合作的华师大二附中宝山校区，

与上师大合作的上师大附属宝山实验学

校、上师大附属宝山潜溪学校开学。推

进紧密型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成立宝山

区长三角联合教育集团、宝山世外教育

集团。开展初中强校工程中期评估。成

功申报上海市自闭症学生“卓越项目”，

受市教委委托筹建“上海市自闭症教育

指导中心”。上海市街镇社区（老年）学

校内涵建设完成验收。

提高学生综合素养。通过“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系列主题活动，树立典型

和榜样，７名学生入选上海市新时代好

少年。深化课程和教学改革，１０篇在线
教育优秀案例被第一教育、上海教育新

闻网报道。成立上海市“双新”课程宝

山实践基地，探索实施“跨区域教研”。

启动高中育人模式改革，公办高中应届

考生本科达线率达９０２８％。优化学生
综合素质拓展平台，完成体育、艺术“一

条龙”培养项目布局，推进“艺术名家进

校园”“非遗进校园”活动。承办第八届

国际青少年科技博览会，在全国推广宝

山区“家庭创客行动”原创经验和成果，

获世界、国家和市级比赛荣誉２００余项。

【区学习促进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　５
月１９日，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学习型社会建设
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全体（扩大）会

议召开。宝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

懿，宝山区副区长陈筱洁出席会议。会

议从践行“行知思想”，打造“乐学品

牌”，展望“乐学远景”等方面介绍宝山

区学习型城区建设工作成果，并传达开

展上海市学习型城区创建监测工作会议

精神和工作要求。

【国际标准车模赛道动工兴建】　６月１５
日，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车模竞技场

动工兴建，拥有３条不同类型国际标准
ＲＣ车模赛道和２条练习、仿真赛道。竞
技场规模和条件达到全国一流水准，满

足宝山和青少年车模运动需求，以及世

界锦标赛举办要求。

【国际青少年博览会云开幕】　８月 １
日，２０２０（第八届）上海国际青少年科技
博览会（云端展会）开幕式暨校长峰会

在宝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活动由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联合主办，采用在线方式进行网络

直播。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王平、上

海市海事大学校长陆靖、中国科学院上

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上海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季晓烨、宝山区副区

长陈筱洁及区教育局相关领导与来自世

界各国和地区的科技教育工作者出席。

【华东师大二附中宝山校区开办】　８月
３１日，华东师大二附中宝山校区开办暨
２０２０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典礼举行。华
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华师大基础教育集

团主任戴立益，宝山区副区长陈筱洁，区

教育工作党委书记沈杰，区教育局局长

杨遇霖，杨行镇党委书记邵雷明、镇长陈

江出席。

【庆祝第三十六个教师节活动】　９月８
日，宝山区举行庆祝第三十六个教师节

系列活动。区领导陈杰、高奕奕、徐静、

王丽燕、陈筱洁、张晓静等，以及区委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区教育局党

政班子成员，教育系统校园长、书记、教

师代表等出席活动。

【教育事务服务中心成立】　９月２２日，
宝山区教育事务服务中心成立揭牌暨服

务窗口受理启动。区教育工作党委书记

沈杰，教育工作党委副书记、局长杨遇霖

及相关局领导出席活动。中心在区教育

局开设服务窗口，面向基层单位做好全

区教育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党建服务、学

生事务、民办教育管理、安全管理、综合

事务等基层业务办理或受理工作。

【特色普通高中创建展示活动】　９月２９
日，上海市特色普通高中创建罗店中学展

示活动在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罗店中学举

行。宝山区副巡视员杨立红，上海师范大

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葛卫华，市教委基

教处二级调研员陈爱平等领导，以及来自

６７１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推进特色普通高中

建设与评估项目组、上海市特色普通高中

创建项目组的专家，各区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特色项目学校校长等体验上师大附属

罗店中学特色高中创建成果。

【长三角联合教育集团成立】　１０月２２
日，“上海宝山长三角联合教育集团”成

立仪式在上海农场学校举行。“上海宝

山长三角联合教育集团”聚集横跨沪、

苏、皖三地１０所学校，是全市第一个集
团化办学，也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战略在教育领域首次尝试。集团涵盖

中、小、幼３个学段，探索特色项目贯通
式培养、学段间有效衔接等。

【黄俊凯获评“新时代好少年”】　１０月
２７日，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在北京联合发

布３６名“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宝山
区高境镇第三中学学生黄俊凯被评为重

点推介的１０名“新时代好少年”之一。

【与上海师范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１１
月３日，宝山区教育局与上海师范大学
合作办学协议签订仪式举行，宝山区副

区长陈筱洁、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峥

嵘出席。宝山区教育局局长杨遇霖与上

海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王

健共同签署合作举办“上海师范大学附

属宝山实验学校”“上海师范大学附属

宝山潜溪学校”协议书，双方在办学管

理、教师培训、师范生培养、课程教学、教

育科研、特色建设，以及集团化办学等方

面深化合作。

【世外宝山教育集团成立】　１１月８日，
上海世外宝山教育集团举行成立大会，

这是世外教育在上海市成立的首个优质

区域教育集团，覆盖４００余名教职员工
和３０００余名学生，与母体校徐汇世外形
成一南一北、一东一西２个区域。

【市民终身学习人文修身宝山线路启

动】　１１月１７日，“逐梦新征程，寻脉人
文行”上海市民终身学习人文修身主题

活动宝山线路启动仪式暨宝山区第十六

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在罗泾镇

塘湾村举行。活动同时开展启动仪式、

体验学习、人文行走三大板块，并表彰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优秀三类学习点、百姓学
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优秀成人院

校等终身教育成果。

【方红梅获评全国劳动模范】　１１月２４
日，上海市宝山区陈伯吹实验幼儿园园

长方红梅接受２０２０年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表彰。方红梅从事学前教育

工作３２年，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和享有
影响力的幼儿艺术教学特色。

【宝山中学举行百年校庆】　１１月 ２８
日，上海市宝山中学举行教育成果展示

活动，庆祝建校１００周年。１００年来，宝
山中学为国家输送３万余名优秀人才，
包括儿童文学家陈伯吹、作家陈向平、中

医顾雨时、文化战士周志常等知名人士

和革命志士。

【吴淞中学法语特色班签约】　１２月１７
日，上海大学与吴淞中学共建法语特色

班签约仪式暨区校教育合作交流会举

行。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刘

宛予与吴淞中学校长张哲人共同签署共

建法语特色班协议，上海大学助力吴淞

中学开设、完善法语课程，发挥国际化办

学资源作用，提高双方学校对宝山区基

础教育服务与辐射，是大学资源服务区

域基础教育发展的探索。

【教育系统首届硕博联盟成立大会召

开】　１２月２９日，宝山区教育系统首届
硕博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二届教师行动研

究故事会召开。硕博联盟以“一个团队、

一个平台、三个产出”为建设目标，承接

教育系统重大研究项目、研究理论、探索

实践、完成项目。作为学术交流平台，获

取信息、获得项目、展示成果、展现价值。

（岳　强）

高等教育

【上海大学】　２０２０年，上海大学设有３０
个学院、１个学部（筹）和１个校管系；设
有９１个本科专业，４３个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点、１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点（一级学科未覆盖）、２２种硕士专业
学位类别；２４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２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一级
学科未覆盖）、６个交叉学科博士点，１９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ＱＳ世界大学排
名３８７位（中国内地高校第 １６位），１４
个学科进入 ＱＳ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前
５００位；软科世界排名 ３５１位。１５个专
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有

专任教师 ３１７３人，其中教授 ７６０人、副
教授１１０７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２３０６

人。有全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

院院士６人，双聘院士１０人，中科院外
籍院士１人，海外院士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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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人、讲座教授４人；“长江学者”青年
项目５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１０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２１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１７人；上海市
领军人才２３人。年内，上海大学医工交
叉研究院成立；“宝山环上大科技创新

圈”建设重要标志“环上大科技园”揭

牌；上海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成立；国际

博协国际博物馆研究与交流中心”在上

海大学成立。

科研方面，上海大学在国际三大检

索（ＳＣＩ、ＥＩ、ＣＰＣＩ—Ｓ）收录的学术论文数
分别位于全国高校 ４６、４３、３１位。２０２０
年，获国家自然基金项目１６７项；获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５项，一般项目
４６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１４
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３２项。
育人方面，上海大学与５１个国家和

地区２１０所大学、机构签署校际合作协
议。学校现有研究生 １６５８１人，全日制
本科生１９９８９人，预科生 ５５人，成人教
育学生１７３０５人。在校就读的外国留学
生４５３２人，其中学历生１８７２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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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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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合作。

ＱＳ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名内地高校第
１６位，入选教育部首批“国际组织人才
培养创新基地”。年内，获上海市科技进

步一等奖１项，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２
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上海市
技术发明二等奖１项。 （凌长臣）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２０年，上
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在籍学生总数４０８９
人；２０２０届毕业生１０９７人（含物流中高
职贯通 ７６人），就业 １０５８人，就业率
９６４４％。专任教师１１６人，其中中级职
称５６人、高级职称２２人。建有校内实训
中心 １８个，校外实训场所 ２５个。２０２０
年，学校招生计划２２２０人，录取１６８７人，
报到１５４５人，计划完成率７０％，比上年增
长３％。推进毕业生就业，对重点群体实
行“一对一”帮扶政策，举办线上主题“共

７７１

高等教育



克时艰，助力启航”暨第一届“立德杯”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形成２０２０年民
创Ｂ类项目“党建引领，立德树人，推进
就业创业文化育人工程”。探索网上教

学新思路，全年开展网上教学课程 ３００
门。优化团队、专业与课程建设，建设６
门精品在线开放共享课程。启动企业高

端人才引进项目，聘请８名专家到各专业
担任客座教授，开设“技能大师工作室”

首席技师，开设一批企业专家专题讲座。

深化国际化办学，与新加坡东亚管理学院

合作，颁发英国正规高校赫瑞瓦特大学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泰尔弗国际商学院建立联系，通过海外硕

士直通车项目专升本、专升硕，与欧美多

所院校对接取得国外大学硕士学位证书。

１２月１８日，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沈
丰英昆曲艺术工作室”揭牌。年内，朱琼

芬、冯娜获上海市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说课

（暨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蒋靖杰、陈孟

军、韦合分获上海市民办高校“说课”竞

赛二等奖、三等奖和优胜奖；社工专业５
名学生获首届“陆游杯”长三角区域大学

生社会工作知识技能大赛一等奖。

（郑　楷）

１０月１５日，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共
建协议，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揭牌 李　惠／摄影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２０年，学
院有１个二级学院、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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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招生总计划３１００人，录取

２７０５人，计划录取率８７２６％，到校报到
２３５５人，录取报到率 ９２４６％。２０２０届
毕业生１５６２人，毕业生就业率９３４１％，
签约率８１２４％。学院有国家级骨干专
业３个、生产性实训基地２个、“双师基
地”１个、协同创新中心２个、“技能大师
工作室”６个，景观设计等１３门上海高
校市级精品课程，拥有８个市级教学团
队、３位市级教学名师，１２个晨光学者，
获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２项，上海市高
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项目３个、上
海高职教育质量决策咨询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１个，高本贯通试点专业１个，“双
证融通”试点专业２个，“中高职贯通试
点专业”５个，教育部认定项目１０个，学
院为教育部“１＋Ｘ”项目试点院校，第
一、二、三批共有１２个试点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项目。聚焦人才培养，形成工程

技术、金融服务、医疗服务、教育艺术 ４
大专业群，培养服务土木建筑、财经、汽

车、计算机、艺术设计、交通运输、护理、

学前教育８大类专业领域技能型专门人
才。推进 ２个一流专业、２个教学资源
库、１个高本贯通等重大项目建设。申
报承接包括“三全育人”典型学院、德育

特色案例、高水平专业群、“１＋Ｘ”证书
制度试点、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等

２２项教育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
划任务。聚焦“三教改革”，年内获批２
个上海市教师教学创新团队，２个“晨光

计划”项目，１名教师在第二届长三角民
办高校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中获优胜奖，

１２名教师在各教指委、协会及上海市级
教学竞赛中获分一、二、三等奖。学院教

师主编或参编出版教材１０本，新增自编
校本教材３本。 （宋　爽）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２０２０年，学院设
有６个二级学院，３０个专业。全日制在
校生 ６２６５人，录取新生 ２８７３人，报到
２５７７人，报到率９０％。应届毕业生１３６５
人，就业率９２％。教职员工４２４人，其中
专任教师３１４人、硕士及以上学历教师
１９７人。建有食品营养与检测、机电、国
际商务、新闻演播、数控技术、物联网技

术实训中心，２个中央财政支持实训中
心，４个市教委教学高地。建有２３个实
验中心、１０９个实训室。拥有３个市级优
秀教学团队，８个市级精品课程，５个上
海市重点专业，３个教育部认定的骨干
专业。学院创新教育管理理念，获批母

婴护理（中级）、物联网智能家居系统集

成和应用（中级）、物流管理（中级）等３
项“１＋Ｘ”证书试点项目；获批电子商务
（高级）、视频编辑（高级）网站设计与网

页制作（高级）３项“双证融通”项目。药
学、会计、广告设计、家政等专业实现产

教深度融合。“一种装配式建筑构件制

作节点预埋培训设备”获发明专利证书。

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推出在线咨询指

导课，开展个性化毕业辅导，市、区两级

“高校创业指导站”项目通过验收。与

美都教育管理咨询公司及新加坡皇庭国

际学校签订“酒店管理专业”交换生交

流协议，与英国赫特福德大学、韩国庆南

情报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与泰国

格乐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与上海市高

职高专思政课建设联盟联合举办上海市

高职高专“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联

合建设研讨暨线上教学交流会。获评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上海高校信息公开评议
工作“优秀单位”。学院足球队获上海

市大学生足球联盟联赛（高职组）冠军。

学院师生获第三届全国职业院校跨境电

商技能大赛特等奖、一、二、三等奖、优秀

指导老师等奖项，学院获优秀组织奖。

（廖文文）

职业技术教育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２０年，学
院设８个教学系部，３１个专业。全日制
在校 生 ４４７５人，其 中 外 省 市 生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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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４％，比上年减少 ０３１％。２５个专
业毕业生人１６５２人，就业率８５８％。专
任教师２５２人。年内，上海市示范性虚
拟仿真实训室建设项目立项。城市轨道

交通车辆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港口机

械与自动控制专业教学资源库获 ２０１９
年上海高职高专院校市级专业教学资源

库建设立项。市级精品课程“物流信息

技术应用”平台上线并应用。与上海汽

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新能源汽车实

训基地共建协议并揭牌。道路桥梁工程

技术专业与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合作开发ＢＩＭ课程资源，建成 ＢＩＭ实
训室。与浦江游览、客轮、轮渡３家单位
合作，介入学生实习实践环节，实行校企

岗位轮换、职业能力递进的“３—５—５”
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师资内涵建设，市

教委“匠心匠艺”优质课堂建设行动研

究立项项目 １项；推进在研课题 ６０余
项，完成结项课题２１项。完成依法自主
招生、“三校生”招生及统一高考招生工

作，计划招生１８５０人，录取 １８７５人，录
取率１０１３５％；实际报到１７５３人（含１４
名保留入学资格的新生），报到率

９３４９％。做好继续教育服务工作，成人
大专招生６４人，北京交大远程教育招生
７２人。年内，学校学生获第一届全国技
能大赛交通运输行业选拔赛汽车喷漆项

目第三名，第４６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市
选拔赛汽车技术项目二、三等奖、优胜

奖，上海市第七届暨全国第四届大学生

创业决策仿真大赛团体二等奖，第十届

ＰＯＣＩＢ全国外贸从业能力大赛（秋季
赛）”团体一等奖、个人二、三等奖，第二

届“科云杯”全国职业院校高职组税务

技能大赛团体三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比赛（高职高专）上海组二等奖等。

（王晓红　胡萌萌）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０２０年，
学校有加工制造类、信息技术类、交通运

输类、旅游服务类和财经商贸类５大类
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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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个专业。专任教师 １１０
人，其中高级讲师３９人、专任高级技师６
人、技师 １１人、高级工 ４４人。在校生
１４５０人，５２个班级，其中与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合作的中高职贯通数控专业班３
个、与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合作的汽

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班２个、特教班４
个５０人。招生 ５７４人，毕业生 ４７６人，
巩 固 率 ９１５４％。毕 业 生 就 业 率
９３５％，其中升学率６７１３％；对口率保
持在８４８％以上。与华域皮尔博格泵
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合作深度合作协

议，校企合作企业数２２家。与上海什弋
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四惠汽车

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创建产学研一体的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联合实验室”。

汽修、机电、计算机等专业申报第三批“１
＋Ｘ”试点工作，共５个专业参与试点，
累计参与学生３７５名。顾海波、袁涛课
题获市级立项并完成开题论证。学校获

全国首届“华航唯实杯”机器人虚拟仿

真大赛一等奖１个，三等奖３个，宋彦彦
获优秀指导教师奖。２０２０年，学校被评
为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学年度上海市安全文明校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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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学校有序
开展教学工作。开展高等学历教育，累

计完成学历教育（开大、业大、海洋）实

际课时数 １００２０节。结束与海事学院
合作，做好应届及遗留毕业生等工作。

年内，教职工公开发表论文１５篇，其中
核心期刊发表１篇；作为主编参与编写
教材２部，合作著作２部。推进社区教
育，做好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探索

“重走行知路”“罗泾新农村建设”网上

体验基地建设与体验课程实施。推出

线上“复工十问”微课程，开展“传染病

与我们的生活”等主题培训。组织策划

“众志成城抗疫情”主题作品征集活动。

报送市学指办社区教育教学大纲评比

作品３５篇。开展上海市民网上读书活
动、终身学习云“空中课堂”“申学大讲

堂”“家长学校”等在线讲座、抗击疫情

主题征文，疫情知识在线竞答等活动。

开展线上老年教育，组织学员参加

ＩＰＴＶ、全国老年远程网、上海市老年教
育慕课平台、上海市民终身学习云“空

中课堂”等线上平台学习活动。开设在

线直播大课堂，在线课程点击量约

１１０００次，学员１６００人次（不含校区）。
加强“瓷绘工艺”特色课程建设，在线学

员约３００人，覆盖全市 １６个区。开展
“众志成城抗疫情”主题作品征集活动，

共收到全区作品２８６件。年内，学校获
全国第五届 ＮＥＲＣ杯全国优秀微课程
评选活动优秀奖、上海市优秀成人继续

教育院、上海社区网上读书活动优秀组

织奖、上海社区教育志愿者服务品牌、

上海社区教育优秀微课评选活动优秀

组织奖、上海市社区教育教学评选活动

优秀组织奖、上海社区教育微课评选优

胜奖、上海市五星级老年学习团队、宝

山区教育系统综合改革综合评价先进

单位等称号。 （董曲波）

特殊教育

【上海市宝山区培智学校】　２０２０年，
学校有９个年级，１１个班级，在籍学生
１５８人。３—５月，学校开展线上教学，６
月复学。学校开展家校协作，特殊学生

“停课不停学”，设计个别化教学与作

业，自制生活、语文、数学、康复等各科

教学视频 １１５个，收集教学视频 ３４４
个，开展线上教学与互动累计 １９３６课
时。获２０２０年“宅家学”系列活动“优
秀组织奖”“抗疫情，提质量”行动“特

别奖”；“同心抗疫 为爱成长”同理心辅

导系列活动获宝山区心理健康活动月

优秀组织奖等。年内，学校１项教育部
青年课题结题，３项区级一般课题结题，
３项上海市教育学会特殊教育专业委员
会课题立项；２项区级重点、４项区级一
般课题在研。新申请区级课题 ５项。
学校获集体和师生奖项及荣誉称号国

家级１９项、市３１项、区１０７项，各类期
刊发表论文 ６篇。作为全国医教结合
实验区，组织市级医学和教育专家及培

智学校康复教师，为区域内残疾儿童服

务共计 １３０４人次。年内，学校被命名
为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上
海市安全文明校园，宝山区艺术教育特

色项目学校（儿童画）、教育系统综改综

合评价先进单位、区“同创全国文明城

区、共建宝山美好家园”劳动竞赛先进

集体三等奖等。 （顾红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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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

１０月１７日，第五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开赛 区体育局／提供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体育系统在编教
练４１名，注册运动员 ２１８３名。上海宝
山大华女篮获中国女子篮球联赛首届三

人联赛冠军、五人联赛第五。乒乓球运

动员许昕获３项世界冠军。承办中国乒
协国青、国少集训队选拔赛、中国青少年

高尔夫球大师赛等赛事，５名宝山乒乓
球运动员入选国家乒乓球男子青少和少

儿集训队。高尔夫运动员曹欣妤获３项
全国冠军。组队参加乒乓、手球、击剑等

各类市级比赛获 ５１５金、４３银、４７铜。
深化体教结合，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段

蕾被北京大学录取。完成新一轮社会化

合作办训签约，５家社会力量办训单位

被上海市体育局评为“上海市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社会培养基地”，２家被评为
“上海市青少年足球培养基地”，曹燕华

乒乓培训学校、上海竞达足球俱乐部有

限公司被评为“精英基地”。

【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球俱乐部合作签

约】　９月 ４日，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
球俱乐部合作签约仪式举行。上海市

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宝山区体育局

和大华集团三方签署合作协议，携手开

启上海宝山大华女篮新一轮合作。市

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彬，宝山区委

书记陈杰，区委副书记、代区长高奕奕，

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党委书记王

海威，大华集团董事长金惠明等出席

仪式。

【上海宝山大华女篮获ＷＣＢＡ首届三人
联赛冠军】　１２月２２日，２０２０—２０２１赛
季ＷＣＢＡ女子三人篮球联赛决赛举行，
上海宝山大华女篮球队夺得首届 ＷＣＢＡ
三人篮球联赛冠军，是该队历史上第一

个顶级联赛冠军。 （段楚雯）

群众体育（全民健身）

【上海市民运动会宝山赛区系列赛事开

赛】　１月１日，２０２０年上海市第三届市
民运动会元旦迎新活动暨“中国体育彩

票”大美滨江元旦迎新跑在吴淞炮台湾

湿地森林公园开跑。８月１６日８点１３
分，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宝山赛

区）２０２０“战ＦＵＮ·宝山”纪念“八一三”
淞沪会战 ８３周年徒步大会开跑。９月
２４日，２０２０年“爱在上海”残健融合运动
会宝山区融合城市定向赛在罗泾镇塘湾

村举行。１０月１日，“中国体育彩票”业
余足球争霸赛在大黄村生态园锐领体育

足球场举行。１０月１７日，第五届上海市
家庭马拉松在顾村公园开赛，同时开设

线上比赛和线上创意赛。１０月２４日，罗
泾美丽乡村徒步赛举办。同日，《国家体

育锻炼标准》达标赛宝山区分站赛举行。

１０月２５日，上海市拔河系列赛“城工园
杯”拔河项目比赛举行。１０月１１日，业
余篮球联赛在宝杨宝龙广场开赛，同时

创建 宝 山 区 业 余 篮 球 联 赛 （简 称

“ＢＡＢＬ”），加速宝山“篮球城”建设，１１
月７日罗泾泾光闪闪队夺冠。１０月１７
日，宝山首次举行的滑雪比赛———第四

届上海市民滑雪公开赛在博绣荟文创园

Ｅ区落幕。１１月７日，玩转广场·助力
社区“月浦杯”广场舞公开赛在月浦镇

影剧院举行，“冠群杯”业余网球公开赛

在宝山体育中心网球馆开幕。１１月 ８
日，“杨行杯”乒乓球比赛在宝山体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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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开幕，智力运动会在宝山体育中心举

行，空手道比赛在宝山鸿飞羽毛球馆举

行。 （段楚雯）

【运动魔盒挑战赛开赛】　６月２７日，宝
山区体育局主办的运动魔盒挑战赛开

赛，以家庭为组合线上开展亲子家庭运

动会。区体育局向区内各街镇亲子家庭

派送１２００份运动魔盒，并展开运动魔盒
“线上直播ＰＫ赛”。１２个街镇１００组家
庭通过“腾讯会议”，线上举行空中乒乓

球、连环钻钻钻、袋鼠跳跳跳、魔术棒跳

跃、魔术毽示范大挑战，上万名观众在线

观看。

【全民健身赛事品牌发布】　７月８日，
“宝山区全民健身品牌发布会暨２０２０年
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推介会”在宝山体育

中心举行。宝山区副区长陈筱洁出席活

动，乒乓球世界冠军、上海曹燕华乒乓培

训学校校长曹燕华，上海市体育局群体

处处长桂劲松，宝山区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孙兰，区体育事业管理中心主任陈

泰丰参加活动。活动采用线上直播与线

下活动相结合形式开展品牌发布。

青少年体育

【上海市青少年篮球锦标赛暨青少年体

育精英系列赛篮球比赛开赛】　８月
２５—２８日，２０２０年上海市青少年篮球锦
标赛暨青少年体育精英系列赛篮球比赛

（男子Ａ组）在宝山体育中心进行。比
赛为五人制，采用单循环和交叉淘汰赛

制，全市１３支队伍参赛。赛期４天，徐
汇区代表队获得冠军。

【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上海市选拔

赛举行】　９月 １９—２０日，经中国乒乓
球协会授权，由上海市乒乓球协会主办

的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上海市选

拔赛（第一阶段）在曹燕华乒乓培训学

校举行。全?７—１４岁的４６１名乒乓球
小选手分别参加４个年龄组男女单打比
赛。宝山区合作办训单位曹乒校１３４名
运动员参加比赛，其中１８名取得参加中
国乒协主办的国青、国少全国第二阶段

选拔赛资格。１１月 １３—１５日、２０—２２
日，由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承办，上海市

乒乓球协会及宝山区第二青少年业余体

育学校协办的国家乒乓球青少集训队选

拔赛（第二阶段）１３—１４岁组、１１—１２岁
组分别举行，宝山区５名运动员入选国
家乒乓球男子国青、国少集训队。

【ＭＡＧＩＣ３上海市青少年三对三超级篮
球赛宝山分区赛举行】　１０月３—４日，
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办

的ＭＡＧＩＣ３上海市青少年三对三超级篮
球赛宝山区分区赛在洛克公园呼玛店开

赛，２３４支队伍、１０００余人参赛，位列上
海１６个赛区之首。赛期２天，宝山区２４
支队伍进入大区赛。

【上海市青少年手球锦标赛举行】　１０
月５—８日，上海市青少年手球锦标赛
（男子初、高中组）在宝山少体校举行。

宝山少体校选派队伍分别获男子高中组

冠军，男子初中组亚军。

【宝山区青少年高尔夫球运动员选拔赛

举行】　１０月２５日，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青
少年高尔夫球运动员选拔赛举行，６３名
６—１３岁青少年高尔夫选手参加选拔，
包含长打赛、精准赛和推杆技术赛３个
项目。

【中国青少年高尔夫球大师赛开幕】　
１１月３０日，２０２０沃尔沃中国青少年高
尔夫球大师赛在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开

幕，是年内全国最后一场中高协一级青

少年赛事，１０７名中国青少年高尔夫球
员参赛。１２月３日，宝山高尔夫选手曹
欣妤获女子组冠军。 （段楚雯）

体育产业·设施建设

【体育产业】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建立体育
产业培育发展“四重”（重点街镇、重点

园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服务机制。

“三邻桥”体育文化园申报入选全国体

育服务综合体典型案例，协调服务吴淞

创新城首发区域博绣荟“顽酷运动工

厂”开业、“格力特体育公园”试营业。

服务体育企业恢复经营，开展线上咨询、

线下巡检、上门服务、现场备案等“组合

服务”，对接市局相关金融扶持政策，为

首批２户区内体育企业协调解决约２００
万元融资困难；落实涉体困难企业“稳就

业”补贴政策，靠前指导１１户涉体企业

申报“稳就业”补贴。举办“五五消费节

·宝山体育消费周”活动，推荐２２户经
营性体育场所入选上海市体育消费券首

批定点场馆。全年体彩销售额超２８亿
元，募集区级体彩公益金１４５６万元。

【设施建设】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完成新
（改）建６条市民健身步道、８片智慧化
球场及３０个市民益智健身苑点，杨行体
育中心开工建设。完成游泳场所开放管

理，区体育局被评为优秀组织管理单位。

擦亮“战ＦＵＮ宝山”全民健身品牌，与第
三届市民运动会融合，全年承办滑雪、武

术等１９项市级赛事；开展３３个运动项
目２００余场区级赛事，宝山区获“最佳赛
区奖”，区体育局获“最佳组织奖”“战

ＦＵＮ宝山”系列品牌赛事“最佳品牌
奖”。开展线上体育赛事活动，２５０余万
人次参与。推出居家健身线上配送服

务，开设“宝小体健身云课堂”，提供健

身指导３４课时，平均每课时点击量７４００
余次。

【防疫公益活动】　３月１０—１４日，区总
工会、团区委和区体育局主办，爱心人士

何静旭女士提供公益支持的“心系防疫

爱心助力”宝山杯抗疫公益线上健康走

活动举办，４０００余人参与，累计收到爱
心助力１４０００余次。３月１６日，宝山区
体育局与五星体育传媒有限公司、上海

五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在宝山体

育中心开展“心互动·爱传递”公益活

动，慰问友谊路街道和宝山体育中心坚

守在抗疫一线部分社区志愿者和工作人

员，并捐赠防疫物品。４月３日，上海宝
山大华女子篮球俱乐部驰援塞尔维亚体

育界，交接防疫物资。

【宝山区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　８月２５
日—１０月２８日，宝山区开展第五次国民
体质监测工作，完成２８００个不同年龄段
（幼儿、成年人、老年人）监测样本数据

采集工作。其中，３—６岁幼儿 ４００人、
２０—５９岁成年人 １６００人（含农村与郊
区），６０—７９岁老年人８００人（含农村与
郊区）。监测内容分检测指标和问卷调

查，检测指标包括身体形态、身体机能、

身体素质三大类，涉及身高、体重、体脂

率、肺活量、握力等２５个不同检测指标。
（段楚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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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化
◎ 编辑　吴嫣妮

科　技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围绕“打造科
创中心主阵地”发展目标，凝聚全区思想

共识，加强市区联动、区校联合，优化科

创生态环境，提升科技服务水平，不断提

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区科委获 ２０２０
年度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先进

集体、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统
计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

建设科创中心主阵地。区科委与市

科委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动实施

宝山转型发展科技专项，打好宝山科创

牌。环上大科技园开园。明确宝山科技

园、临港城工科技绿洲２个首发载体，揭
牌成立３个创新创业平台，完成一批科
技企业、科技项目入驻。张江宝山园能

级提升。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南区

（富锦工业园）部分区域纳入宝山园范

围内，实现市级特色园区政策与张江政

策叠加。赛赫智能设备（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成为张江宝山园内首家科创板受

理企业，２０５个项目获张江资金立项，其
中 Ｈ２５项目获批 １２个，获批数全市
第一。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宝山区８个项
目获２０１９年度上海科技进步奖，其中，
上海广联环境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垃圾填埋场水气耦合运移机理及屏障

阻隔关键技术”项目获科技进步一等奖。

黄海制药“面向国际市场的现代复方中

药质控标准研发和工艺提升”等项目获

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项

目、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生物医药科

技支撑专项立项。１１０家企业获上海市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立

项，比上年增长１３１％。
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产学研用

合作更加紧密。区科委协同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科学院等

高校院所，通过产学研合作、共建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形式，助力宝山企业解决

技术难题。功能型平台建设更加深化。

石墨烯平台累计建成中试线９条，引入
海隆集团石墨烯防腐涂料、物理法制备

高品质石墨烯粉体等项目。平台入驻中

科院微系统所谢晓明团队“高质量石墨

烯电子材料制备研究”项目获２０１９年度
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成功研制

“１５英寸石墨烯单晶”创造单核石墨烯
单晶尺寸和生长速度世界纪录，超平铜

镍合金单晶晶圆、８英寸石墨烯单晶晶
圆、锗基石墨烯晶圆等创新成果均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并实现小批量生产。新能

源关键材料与应用技术功能型平台完成

小试平台、中试基地和分析检测中心基

础建设，基本具备对外服务功能。智慧

医学诊断功能型平台自主研发病理数据

管理系统，落地上海瑞金医院。

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双创载体能级

不断提升。宝山工业园区获批“科技资

源支撑型”特色载体，上海吴淞口创业园

有限公司“金属新材料众创空间”入选

第三批国家级专业化众创空间，格桑谷

（上海）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格桑创

服众创空间”入选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级众创
空间备案，财景科技园获批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店小二”服务不断升级。

外国人来华工作、居留单一窗口迁移至

宝山出入境办事大厅，简化办事流程。

科技金融融合不断加深。依托宝山科技

金融服务站，协调银行、保险（担保）共

同尽调，形成一站式融资解决方案。指

导企业申报科技信贷小微担保基金、税

务贷、经营贷等信贷产品，缓解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创新创业赛事影响力

不断扩大。开展 ２０２０第七届中国国际

石墨烯创新大会、“创业在上海”国际创

新创业大赛宝山赛、第三届长三角创新

挑战赛、第二届“宝山杯”大学生创新大

赛等活动。

【打造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　４月２８
日，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园区推进

大会举行，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等 ５
个特色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揭牌。１０月
２７日，上海宝济药业重组蛋白药物产业
化项目在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核心

区———罗店工业园开工。项目计划总投

资超７亿元，总建筑面积约７５万平方
米，建设哺乳动物细胞表达重组蛋白原

液车间、微生物表达重组蛋白原液车间、

制剂车间、质检中心、仓库以及研发中心

等；生产设施涵盖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系

统和微生物表达系统的多条原液生产

线，水针剂、冻干粉针和一次性预灌封的

成品制剂生产线。１２月９日，２０２０年上
海市重大工程预备项目、北上海生物医

药产业园区示范性启动项目———“国盛

产投·宝山药谷”举行奠基仪式。宝山

药谷规划面积约２００亩，总投资约１８亿
元，通过构建“１＋３＋Ｘ”园区高质量服
务体系，重点培育和发展高附加值的“生

物制品、医疗器械、原创新药”制造，导入

企业总部、研发中心、高端生产以及产业

链关键环节。“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宝山

生物医药产业服务工作站”“上海实验

动物研究中心宝山分中心”“上海现代

环境治理与绿色制造试点园区”挂牌。

国盛产投设立约５亿元的生物医药园区
专项基金。１２月１７日，国家健康医疗大
数据运营中心签约宝山。

【创新奇智长三角总部落成】　５月 ２７
日，“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智能制造生态”

主题论坛暨创新奇智长三角总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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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上海分院启动仪式

举行，创新奇智长三角总部落成开业。

活动发布 ＭａｎｕＶｉｓｉｏｎ工业视觉平台
１０，为工业质检场景提供人工智能解决
方案，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宝山区与

创新工场、创新奇智共同整合创新链、产

业链，打造长三角乃至全国人工智能产

业新高地。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

大学“求是学者”特聘教授谭建荣发表

演讲。

【环上大科技园开园】　６月２２日，环上
大科技园在上海大学揭牌。１１月３０日，
在临港城工科技绿洲开园。宝山区与上

海大学合作打造示范性创新创业集聚

区，以大场镇、城市工业园、南大智慧城

为核心区，通过辐射带动，逐步拓展至北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机器人产业园等

特色产业园区以及吴淞创新城等重大板

块。区校双方在新材料、人工智能、医疗

器械、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

产业领域开展协同创新。环上大科技园

强化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科技

人才培养、集聚辐射带动等核心功能，推

动形成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和城市社区

相融相伴、协同发展。首批３个产业技
术研究院、８家企业、８个重点转化项目
入驻。宝山区与上海大学成立上海环上

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运营平台，挖

掘上海大学符合产业导向和市场需求的

创新项目。宝山区与市科委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在未来３年内联动实施宝
山转型发展科技专项，支持包括上海大

学科技园在内的大学科技园建设，支持

中国宝武集团等龙头企业融通创新，支

持国内外领军企业和科研机构为南大智

慧城、吴淞创新城等市级重大转型板块

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吴淞氢能产业园开园】　７月２９日，长
江经济带氢能产业生态圈峰会暨第二届

宝山氢能论坛举行，中国宝武吴淞氢能

产业园开园。宝山区与中国宝武集团共

同推动以氢能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提升宝山新能源产业链水平，带动

老工业区加速转型升级。论坛上，举行

首批入园企业签约仪式，并宣读长江经

济带氢能产业生态圈倡议书。

【上海移动式核酸检测方舱实验室落户

浦东机场】　８月７日，上海应急科技攻
关项目“上海移动式核酸检测方舱实验

室”在浦东国际机场完成交付。该实验

室是国内首个采用标准集装箱尺寸的

Ｐ２＋移动式核酸检测实验室，上海宝山
太平货柜有限公司参与研发。实验室外

观为标准集装箱大小，支持集卡、货轮、

铁路等各种运输方式；内部空间分为试

剂准备室、样本处理室和核酸检测室 ３
个独立区间，可满足 ２００份／天的检测
需求。

【宝山科技节启动】　９月１日，２０２０宝
山科技节在智慧湾科创园启动。活动通

过《科技战“疫”，智汇宝山》宣传片、抗

疫情景剧、抗疫歌曲以及“战胜疫情，关

键靠科技”主题展等形式，反映宝山区科

技企业、医务工作者、社区干部等社会各

界奉献精神和抗“疫”成果。仪式上，授

牌２家区级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６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活动吸引约１５０
人参加。

【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开园】　９月 ２０
日，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开园，由宝山区

与浦东新区合作打造，规划占地面积约

７４平方千米。园区聚焦新材料、新能
源、机器人、智能制造、在线新经济及生

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科创企

业聚集地及产业发展高地。中国科学院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社会实践基地、复旦

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创新实践基地、清

华大学材料学院社会实践基地揭牌。

【保集 ｅ智谷（二期）项目开工】　９月
２８日，保集ｅ智谷（二期）项目开工奠基
仪式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举行。项目总

投资１２亿元，占地面积４４７万平方米，
总规划建筑面积 １６８万平方米。项目
依托集团智能产业和孵化平台优势，围

绕并延伸机器人产业智能硬件、智能应

用、智能服务三大领域产业链，打造“智

能制造综合发展示范区”。

【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开幕】　１０
月１６—１８日，以“开放合作 共筑烯未

来”为主题的２０２０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
大会在上海大学开幕。会上，超平铜镍

合金单晶晶圆、８英寸石墨烯单晶晶圆、
锗基石墨烯晶圆等国际领先水平的石墨

烯晶圆发布，长三角石墨烯产业发展服

务平台、上海超能硬科技梦想实验室

揭牌。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大会举行】　
１１月２８日，２０２０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

创新大会举行，主题为“创新转化，赋能

生物医药产业”。大会围绕全球生物医

药前沿技术与最新动态，聚焦“后疫情

时代”中国生物医药发展机遇与挑战，

开展前瞻性专题报告与讨论。会上，宝

山区生物医药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

成立。

【上海发那科智能工厂三期开工】　１２
月２日，作为２０２０年上海市重大建设项
目，发那科集团和上海电气集团合作的

上海发那科智能工厂三期项目开工兴

建，是除日本之外，发那科集团全球最大

机器人基地。项目占地４３１亩，建筑面
积３０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１５８亿元。
建成集智能制造、研发、展示、销售和系

统集成中心及服务总部于一体的机器人

超级智能工厂，预计实现年产值 １００
亿元。

【大学生创新大赛落幕】　１２月 ５日，
“扬帆宝山 智创未来”２０２０第二届“宝
山杯”大学生创新大赛在上海智慧湾科

创园落幕。大赛历时５个月，共收到上
海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

大学、东华大学等２３所高校７４个参赛
项目。经过４轮考验，３２个参赛项目获
评优秀项目。幕后，荣启投资、麦腾创投

等投资机构与优秀项目交流对接，吴淞

口创业园、长江软件园等多个园区持续

关注、跟踪大赛项目落地情况。

【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举行】　１２
月８日，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在宝
山举行，主题为“在线新经济———ＡＩ·
５Ｇ·工业互联网”。工信部、中国互联
网协会、上海市经信委、腾讯、华为等政

产学研领域及众多行业专家参会。会

上，发布《宝山区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

动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宝山区在线
新经济十大应用场景需求，１２个在线新
经济项目现场签约。 （郭京京）

气　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气象局共发布重要
天气区领导专报４４期，春运、新冠疫情
防护、樱花花期预测、三夏、中高考、邮轮

等气象保障专题报告１６５期；发布气象
预警信号１４８个，服务短信９５万余条。
加强疫情期间气象服务，地面观测国家

级地面站考核指标到报率和准确率均为

１００％，区域站９９４３％。落实进博会气

３８１

气　象



象安全保障，全区四星级酒店防雷安全

检查全覆盖，并开展气球施放执法巡查

１５次。监督重点单位气象灾害防御，全
区４家易燃易爆危化重点企业、６家星
级旅游景区、３４６所中小学校和 １家民
政养老机构纳入宝山区气象灾害防御重

点单位范围。保障城市精细化气象服务

系统接入区级“一网统管”平台并对接

高境、大场镇。

【完成超大城市垂直综合气象观测技术

研究及试验】　４月１日，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专项“超大城市垂直综合气象观测

技术研究及试验”第二课题组“北京师

范大学云—气溶胶团队”进驻区气象局，

联合开展为期３个月的外场观测实验，
为获取中心城市群气溶胶物理、光学、辐

射、核化特性观测数据，认识大城市区边

界层结构特征和演变规律，预报和治理

大气污染及其对天气和气候影响研究提

供科学支撑。

【人工智能云状识别网站和小程序上

线】　４月３０日，区气象局研发和业务
化应用人工智能云状识别系统，“识云”

网站和“云天宝”微信小程序开展线上

测试，提升气象观测预报预警准确性。

【重点隐患区域气象防灾减灾】　７月１５
日，高境镇防汛隐患点———何家湾路

８１５弄４要素自动站及显示大屏完工并
投入使用。该站是全区首个镇级智慧气

象自动站点，为街镇精细化治理和提升

防灾减灾能力提供保障支撑。

【上海超大城市综合气象观测试验区揭

牌】　８月，上海市气象局在宝山区气象
局成立上海超大城市综合气象观测试验

区（基地），搭建国家级超大城市综合气

象观测平台，新型探测设备参与试验，提

供设备评估报告，同时开展新型气象探

测比对观测试验，提高城市智慧气象感

知能力。

【梅雨降水量创有历史记录以来新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梅雨期４２天，较常年
偏多２２天，居１９５４年宝山区有记录以
来第五位（第一为１９５４年７１天），为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第一位。宝山区国家
基本气象站梅雨量６８６４毫米，为常年
梅雨期降水量２９８倍，刷新该站６８５１
毫米历史纪录。 （徐　杰）

信息化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推进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一网通办”信息化建设，建

成区城运“一网统管”框架平台，整合接

入２３个特色应用场景、汇聚２万路视频
监控数据、１５万个感知终端数据。市
大数据资源平台“一网通办”办件库以

及市人口库、法人库在宝山落地，累计落

地办件库约５９２万条、法人库数据３５００
万条、人口库数据５８３２万条。

夯实智慧城市数字底座，加强信息

化项目建设管理，建成５Ｇ基站２１０７个，
推进 ５Ｇ应用 ２６个。成立区大数据中
心。汇聚共享１３个部门公共数据，对接
４２个数据库表、１４个数据接口、１３９个
数据指标。累计编制形成区级公共数据

资源目录３２７４条，数据项５３８万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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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５１亿条记录。累计治理人口数据
６６１２万条、法人数据１７５万条、空间地
理数据图层６８个，空间要素数据２０７６７
万条。

开发区疫情防控大数据分析平台、

企业返沪来沪人员健康信息申报系统、

智能语音呼叫系统、街镇园区企业防疫

及复工情况统计系统。企业返沪、来沪

人员健康信息申报系统累计上报注册企

业数１８９０４家、２８７６０５人。７个街镇２６３
个居村委通过智能语音呼叫系统累计拨

打５９万余个口罩通知电话，并同步发送
短信通知，累计拨打２７万余个来沪人员
排查和体温监测智能语音电话。完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信息化建设项目实施计
划》项目９９个，区、镇两级信息化项目技
术审核１６８项、信息化项目验收３５项。

【建成“一网统管”平台】　６月３０日，区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启动运行。

夯实“三级平台、五级应用”架构，街镇

（园区）级分平台接入市城运“一网统

管”区级平台。建立市区街镇三级视频

会议平台和移动“云视讯”系统。升级

城运平台电子地图。推进智慧应用场景

建设。围绕“一网统管”社会治理、社会

治安、公共服务等领域，建设和接入区级

防汛防台、智慧水务、气象先知、社区通、

政务数据监管、农产品追溯、建设交通管

理平台等１４个特色应用。完成“宝山区
政务外网骨干网升级改造工程”，区政务

外网带宽从１０Ｇ升级到１００Ｇ。建成区

“一网双平面”（视频面、数据面）政务网

络高速链路，完成区级视频监控和物联

感知数据平台建设部署，汇聚接入区政

法、公安等部门约２万路视频监控和１１
万个新型物联网感知终端，形成“一屏观

全域，一网管全城”的宝山主页面。

【建设“一网统管”移动端】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共建立政务微信账号５２１３个。其
中：区网格化账号３４６８个，“社区云”账
号１４１４个，政法综治 １０５个，区内其余
各部门２２６个，日常用户活跃度６８７％。
完成轻应用３个。其中：区应急物资查
询轻应用可通过政务微信随时查询事发

现场附近可调动使用的应急物资资源；

无人机５Ｇ视频回传轻应用联动无人机
和政务微信，将一线视频数据回传到城

运指挥中心，主要用于河道监控、无人厂

区管理等；无线单兵视频音对讲轻应用

将一线工作人员地理位置实时显示在电

子地图上。同时，开发部署一批安全生

产管理、城管执法、垃圾分类等轻应用上

线运行。

【深化“一网通办”】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推
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全国首创税务
局新办企业登记“非接触办税”、全市首

创人社局劳务派遣企业“非接触年检”和

文化旅游局文旅企业复工复产“非接触

备案”。政务服务大厅开设“一网通办”

线上办理专区。定制、优化网上申报流

程，实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人员背

景审查”“困难行业企业稳就业补贴”“企

业集体合同备案”等多项高频政务服务

事项全程网上办理。拓展“随申办”ＡＰＰ
在全市率先推出“亮码”现场取号和多证

照调用功能，“企业管家小宝”入驻“随申

办”宝山频道，快递办税、快递帮办、咨询

服务、我要预约、排队查询、办件查询等８
个高频栏目纳入“随申办”。

【区电子政务“城运云”平台建设】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扩建升级区电子政务
云，部署建设“城运云”平台。“城运云”

由１３１台专业服务器和高可用性操作系
统组成，形成数据运算、结构化运算、高

速存储以及安全管控为一体的高性能算

力集群，支持不低于１０００路视频结构化
解析 ＧＰＵ算力需求，净可用存储容量
３６７２Ｔ、非 结 构 化 数 据 存 储 能 力
４０３９２Ｔ。全区应上云系统总数 ６４个，
已上云总数６４个，上云率１００％。全年
安全事件为 ０。通过市、区政务外网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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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与市政务云对接，并通过区政务云平

台和市大数据中心联通传输数据，区卫

生健康平台部分核心业务数据市政务云

平台运行。

【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信息管理平台

通过验收】　４月２２日，宝山区支持产
业发展“１＋９”专项资金信息管理平台
通过专家验收，实现区支持产业发展 ９
个专项资金统一申报和审批管理。系统

生成各类分析图表，显示各专项资金扶

持金额和扶持方向。对接上海“一网通

办”，企业可登录上海宝山门户网站企业

“管家小宝”查看宝山区产业扶持政策

和申报指南，并筛选查找，快速定位符合

申报条件的产业政策申报项目。企业实

名认证后可线上提交申请材料，实现“一

口受理”“最多跑一次”，实时查看资金

申报审核进度。区发改委会同经委、科

委、商务委、农委等专项资金审批部门实

现审批业务协同。系统运行以来，通过

平台审批各类扶持资金约２４亿元，申报
企业３０００余家，申报项目７０００余个。

【试点推进“社区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试点推进“社区云”，推动“社区通”系统

改版升级，为全市“社区云”平台建设提

供经验和模式。聚焦社区防疫，上线“疫

情防控”新版块，推出个人行程上报、疫

情线索、寻求帮助、口罩预约、居家隔离

上报五大防疫功能。提升社区问题解决

成效，上线“居村巡查”“街镇巡查”“区

级巡查”三级巡查功能。“人民信箱”版

块上线１个月内收到居（村）民问题４６５
个，均在２４小时内响应处置并先行回应
居（村）民。与区城运中心、街镇城运中

心大屏数据对接，将社区通“问题跟踪”

系统中的问题“一键推送”至区城运中

心，并实现街镇城运中心大屏展示社区

通街镇运行部分基础数据。“社区通”

改版，优化“乡村振兴”“农家集市”“居

务公开（办事指南）”“物业之窗”“业委

连线”等版块，首页增加居民关注话题区

域。聚焦信息共享，推进“社区通”“园

区通”“商圈通”三通融合。

【推进智慧健康】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推进
区域“互联网 ＋医疗”健康建设应用。
在全市率先试点推进移动家庭病床，通

过医护终端一体机，家床患者可在家享

受远程访视、远程会诊、远程监护、自助

查询、智能提醒、健康宣教、２４小时响应
等医疗服务。家庭医生通过手机 ＡＰＰ

实现在线家床电子病历录入等全程电子

化闭环操作。市一宝山分院互联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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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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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屋累计

自助测量３３１６万人次、异常提醒１５２３
万人次。推进“互联互通互认”，市一宝

山分院接入上海市影像云。落实区域网

络安全，试点推进社区核心应用系统

上云。

【推进智慧教育】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建设
无线校园网络及终端，实现１２０余所中
小学无线网络全域覆盖、全时可用和全

网可控；实现全面无线办公，完成“班班

通”覆盖工程，装备数字化教室和移动教

学实验室设备，达到每班均配备互动教

学演示设备，智慧教学实验设备至少每

校１套标准。建成宝山区教育数据中
心，集中管理教育数据。

【推进智慧文旅】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文化
云实现活动预约、场馆预定、数据管理、

文化信息共享等功能，并与上海市文化

云平台对接。文化设施涵盖１８家单位
及场馆，包括１２家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和６家区级文化场馆。应用系统包括
文化活动、文化场馆、文化团体、我的空

间、文化地图、文化品牌、精彩回眸、数字

非遗及积分体系等功能，配置线下取票

终端机及验票机。加强数字资源积累，

拓展市、区、街道、村（居委会）４级数字
文化服务全覆盖，通过 ＰＣ门户网站、Ｈ５
微网站、线下设备等完善上海“文化云”

宝山子平台。

【“社区通”治慧中心通过验收】　９月
２日，“宝山区社区通治慧中心”项目通
过专家验收，以“宝山社区通１０”版功
能为基础，完成“社区通”治慧中心基础

应用优化升级及大数据分析系统建设。

打造宝山特色“爱宝山”区级公告与活

动系统、社区事务问题跟踪处置系统、

“社区通”大调研系统、“社区通”宝山

警民直通车、议事厅系统优化等。大数

据分析系统包括全区信息传递监测与

影响力分析、社区事务问题分析、议事

项数据分析等模块，形成全区关注度最

高十大问题及全区讨论最热烈十大议

题等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思维破解大

量基层治理堵点难点。“爱宝山”全区

公告活动管理系统累计发布区级公告

４５０余篇；社区事务问题跟踪处置系统
回应解决群众问题 １１６万余个；大调
研系统收集意见、建议５７００余条；警民
直通车板块累计发布公安新闻、警方互

动和警民互动８８万余篇；议事厅系统
中，１７万余名居村民参与协商，产生议
题３万余个。

【全区公交电子站牌全覆盖】　４月 ２９
日，宝山区公交电子站牌建设项目通过

专家验收，完成宝山区外环以外区域

８２５个站点公交电子站牌建设（外环内
４６６个公交电子站牌由市级财政出资建
设），在全市率先实现区域公交电子站牌

全覆盖。公交电子站牌采用第二代墨水

屏，依托久事公交集团智能集群调度系

统和综合管理平台，提供车辆实时到站

信息，实时显示线路、预计到达本站时

间等。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累计建设 ２１０７个 ５Ｇ基站，实施 １２７２
沟公里信息管线集约化。区域内 ９９％
住宅小区和行政村接入家庭千兆光纤，

其中移动覆盖 ５６０个小区、１０１个行政
村，联通覆盖３６７个小区、１０１个行政村，
电信覆盖７５１个小区、１０１个行政村。商
务楼宇、产业园区、商圈市场千兆到楼、

到户覆盖率１００％。宝山电信建成万兆
接入ＩＰ网和传输网，全区万兆到楼覆盖
率约９０％。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入选人工智能应用

场景需求】　７月１０日，上海市第三批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在第三届上海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发布，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入选。针对通关流程繁琐、

瞬时客流量大、管理决策难度高等问题，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建成无感通关、有感

服务、动感体验、智能管控、智能决策五

大平台。优化港城交通联动，解决大客

流交通疏散问题，实现全景感知、实景引

导。开展智能预警、应急指挥、处置联

动，多维度智能分析视频数据、业务数据

等，为港区生产运营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５Ｇ＋互联网智慧园区”活动举行】　
６月１６日，宝山区在上海移动互联网创
新园举办“２０２０年宝山‘数智联通 引航
未来’５Ｇ＋互联网智慧园区”活动。上
海移动互联网创新园是宝山区第一家

５Ｇ智慧园区，是宝山区率先开展在线新
经济建设重要环节。 （周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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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７日，区融媒体中心在顾村公园开展“宝山春光 樱你而美”２０２０年樱花节直播活动
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融媒体中心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汇”融媒客户端
下载量６６万，发布稿件２万余篇，总阅
读数约２１０万；“上海宝山”微信发布推
文约７５００条，总阅读数约１４００万，总用
户数４５万；“上海宝山”抖音号发布短视
频１１００余条，获赞量 １８８４万，粉丝数
１１９万；“上海宝山发布”粉丝数７９万，
微博发文约２２万篇，阅读数约７亿次。
《宝山报》共发行５１期、版面２０６个、刊
登稿件１６００余篇；电视节目《宝山纪实》
播出 ２６期，广播节目《滨江故事》播出
２６期、《少儿广播台》播出５２期、《百姓
连线》播出５２期；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
总访问量 １４亿、发布信息 ３３３４５条。
年内，区融媒体中心被评为宝山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基层党组织、

２０１９年国防动员先进单位；获上海电视
艺术家协会首届短视频大赛组织奖、宝

山区“我和我的祖国”微电影（短视频）

大赛优秀组织奖。区融媒体中心“日月

星”志愿团队被评为宝山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百佳”志愿服务先进优秀集体。

宝山记者站获２０１９年度《新闻坊》先进
集体铜奖。宝山政府门户网站获评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优秀政府网站。

【做好疫情防控宣传】　２０２０年初，区融
媒体中心成立以宣传口支部党员为骨干

的“防疫宣传突击队”，走进疾控中心、

邮轮港、医院、小区等点位，先后开设“防

控新型肺炎疫情”“夺取防控疫情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抗疫先锋”等栏

目，制作播出“防控小贴士”２００余条。
坚持“１＋７”平台宣传“多轮驱动”，及时
报道政府最新政策、战“疫”相关新闻、

疫情实时走向、防控贴士等。以众筹方

式征集民间抗疫短视频，并编成《２０２０
年春》纪录片。策划实施“宝山春光、樱

你而美”大型融媒直播活动，宣传抗疫英

雄和宝山生态成就。“后疫情”时期，加

大复工复产宣传力度，推进“媒体＋政务
＋服务”等各种云上服务。

【做好区内重大报道】　２０２０年，区融
媒体中心完成“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惠民实事项目巡

礼”区“两会”“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五

五购物节”“南大转型”“脱贫攻坚”“一

网通办宝山这样办”“科创在宝山”“第

三届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生物

医药产业创新大会”“环上大科技园开

园”等重大主题报道，讲好宝山故事。

【开创媒体融合新气象】　２０２０年，电
视短视频化。区融媒体中心响应短视

频化趋势，利用电视台原有影像资料制

作《那时的潮流》抖音短视频系列，其中

《那时的潮流：宝山龙凤美发厅》阅读量

超５０万。打造原创短评节目《所言极
是》系列评论，全年共播出 ２３期，其中
《上海的速度与温度！让我们共同守护

这座城市》浏览量１５９８万，点赞量３５
万；《男孩跪守患癌母亲去世，暖心后续

令人动容》浏览量 １２９万，点赞量 ３９
万。广播可视化。将少儿广播节目与

短视频联动策划，推出家庭心理健康教

育系列短视频《爸妈心成长》。内容深

度化。《宝山报》推出宝山“五个百年”

系列报道。新媒体互动化。“宝山汇”

ＡＰＰ与“社区通”“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互联互通，参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开通疫情防控工作问题建议征集平台，

反馈１０００余条意见建议，并在２４小时
内给予网友答复。“上海宝山”微信公

众号持续发挥“云”优势，借助视频参

观、Ｈ５云观展等方式引导市民群众“云
看展”“云参观”。在樱花节期间推出

慢直播“云赏樱”、汉服换装秀，集合视

频导览、新闻报道、ＳＶＧ互动和Ｈ５参观
等多种方式在线呈现“艰苦卓绝———上

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题展。

（华晓瞡）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宝山区融媒体中心获奖作品

类型 内容／标题 主创人员 奖　项 颁奖单位

电视专题

“一带一路”上共同的“甜蜜”
唐捷、赵维杰、卫珏、杨
玮琦、张淑慧

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电视专题三等奖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遇见另一个自己
缪婧瑛、卫珏、赵维杰、
张淑慧、龚春平

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电视文艺三等奖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潮涌吴淞口》与其他 ４２家单
位联合采制的《四十城四十年》

缪婧瑛、李学军、唐捷、
李金?、卫珏、龚昱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广播电
视节目奖电视专题类大奖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巨擘
缪婧瑛、卫珏、龚昱、李
学军、许鹤晖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广播电
视节目奖电视专题类提名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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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内容／标题 主创人员 奖　项 颁奖单位

短视频

老厂房的华丽转身
缪婧瑛、李学军、龚昱、
张溥、许鹤晖

“城市荣光”第六届上海市民微电影（短视频）
大赛短视频类铜奖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我爱我的祖国”
微视频三等奖、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首届短
视频大赛”二等奖、宝山区“我和我的祖国”微
电影（短视频）大赛短视频作品一等奖

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共上
海市宝山区委宣传部、上海电视艺术家
协会、宝山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
公室

宝钢第一代高炉作业长的炼铁
生涯

缪婧瑛、李学军、龚昱、
张溥、卫珏、许鹤晖

宝山区“我和我的祖国”微电影（短视频）大赛
短视频作品二等奖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宣传部、宝山区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宝山：生态环境的绚丽转变
缪婧瑛、李学军、龚昱、
张溥、卫珏、赵维杰、许
鹤晖

宝山区“我和我的祖国”微电影（短视频）大赛
短视频大赛微电影作品综合类单元二等奖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宣传部、宝山区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当钢铁遇上互联网
缪婧瑛、李学军、龚昱、
张溥、卫珏、赵维杰、许
鹤晖

宝山区“我和我的祖国”微电影（短视频）大赛
短视频作品三等奖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宣传部、宝山区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红的航程 缪婧瑛、卫珏
宝山区“我和我的祖国”微电影（短视频）大赛
优秀影片奖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宣传部、宝山区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等 龚春平、赵维杰
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我爱我的祖国”
微视频三等奖、宝山区“我和我的祖国”微电
影（短视频）大赛短视频作品三等奖

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共上
海市宝山区委宣传部、宝山区精神文明
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美成在久 龚春平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民文化节魔都老建筑短视频大
赛百个优秀短视频奖

上海市民文化节指导委员会

一个中国人的一带一路
唐捷、张淑慧、李桃、陆
倩倩、赵维杰、卫珏

宝山区“我和我的祖国”微电影（短视频）大赛
优秀影片奖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宣传部、宝山区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农人
唐捷、张淑慧、李桃、陆
倩倩、赵维杰、卫珏

宝山区“我和我的祖国”微电影（短视频）大赛
优秀影片奖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宣传部、宝山区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我的邮轮梦 张溥、卫珏
宝山区“我和我的祖国”微电影（短视频）大赛
优秀影片奖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宣传部、宝山区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新媒体

寻访宝山“红色印记”，这些红
色地标背后的故事你都了解吗

颜佳佳、潘晓玲、盛杰
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地区）媒体融合传
播二等奖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温暖宝山２０１９ 杨玮琦、李学军、常亮、
李晶、韩寅、高健卿

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地区）媒体融合传
播三等奖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广播专题
不辱使命 一路追梦———记上海
市平安英雄魏刚

曹英姿、马斯曼
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地区）广播专题二
等奖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电视新闻

连续报道：高层楼道层层堆放杂
物 居民逃生恐难于上青天

金梦芸、仲昱峰 ２０１９年度新闻坊优秀作品一等奖 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

罗店有个“鸟妈妈”坚持驱赶捕
鸟者

常亮、仲昱峰、龚昱、马
斯曼

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地区）电视新闻三
等奖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３．５万人次，吴淞邮轮港迎来单
日最大出境人数

常亮、李金?、韩寅、
施雅

２０１９年度新闻坊优秀作品一等奖上海广播电
视台融媒体中心

播音主持
一个五零后中国人和他的“甜
蜜事业”

冯妍青
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地区）播音主持二
等奖

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

（华晓瞡）

宝山东方有线
２０２０年宝山东方有线营业网点

营业网点 门店地址 营业时间 联系电话

团结路营业厅 团结路２２号

牡丹江路营业厅 水产路１０２２—１０２４（双）号

杨行营业厅 杨泰路３８８号

高境营业厅 河曲路１３１号

淞南营业厅 淞南路２６号

通河营业厅 长江西路１５５５号—３临

顾村营业厅 顾北路４６１号

祁连营业厅 锦秋路８０９弄５０号

大华营业厅 行知路３３６号

月浦营业厅 庆安路２２号

罗泾营业厅 潘沪路１５３号

罗店营业厅 美丹路２２２号１０２室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５６７８９８８６

５６１６４５２２

５６８０１２３８

５６８２８１９０

５６４５９９０６

６６２２５６５２

５６０４２２７０

５６１３３８２５

６６３４６２４４

３６３０１０５８

５６８７１８２４

５６８６３８４４

客户服务热线

宝山专属客服热线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５６７８１５０３

全市统一客服（家庭用户） ２４小时 ９６８７７

全市统一客服（政企用户） ２４小时 ９６２８７７

（刘恒苹）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有线电视覆盖用
户７５万户，年内新增０６万户。年内，上
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研发建设的“智慧社区微脑平台及

应用示范”项目被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评

为２０２０年度科技创新项目二等奖。

【雪亮工程建设】　２０２０年，公司承建宝
山农村地区智能安防建设，对５个镇３０
个村１７３个宅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管控系
统建设，实现农村地区智能安全管控覆

盖。继续推进雪亮三期和淞南镇社区楼

宇智能安防项目建设。

【“两张网”建设】　５月，区“一网通办”
暨电子政务外网项目提前实施建设，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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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政府服务平台承载网络。年内，完成

ＯＴＮ外网接入建设，预计２０２１年全部完
成。参与“一网统管”暨城运中心项目建

设，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和精细化。

【文旅信息化建设】　２０２０年，公司协助
宝山图书馆进行信息化升级改造，与上

海图书馆互联互通，满足宝山图书馆现

代化办公与服务信息化需求及读者快速

安全接入无线网络需求。协助区文旅局

编制完成区应急广播可行性研究报告。

【５Ｇ网络建设】　２０２０年，公司加快广电
５Ｇ网络部署，完成５Ｇ试点勘探。在宝山
地区宣传推广广电５Ｇ应用平台（上海试
点）———Ｂ＋流媒体战略。 （刘恒苹）

电　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电信局累计接入

固定电话用户３３万户，移动电话用户９１
万户，宽带用户 ３７万户，ＩＰＴＶ用户 ２９
万户。

【南大“智慧城市”规划建设】　２０２０年，
宝山电信局作为南大智慧城市规划建设

成员之一，编制南大ＡＩ—ＣＩＴＹ信息化顶
层规划，包括５Ｇ、光网、物联网和相关基
础配套设施建设。基于５Ｇ、云计算、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打造云上“孪生”

智慧城，与地上实体城市交相呼应。

【５Ｇ智慧产业园建设】　２０２０年，宝山
电信局完成机器人产业园区５Ｇ建设勘
察和方案设计，围绕基建、管理和服务三

大方面提标升级，打造智慧园区。实施

４Ｇ＋５Ｇ信号全覆盖，并采用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数字孪生园

区———“智慧微脑”。为园区提供产业

地图、产业经济、云招商等云上产业链服

务，并为企业提供产业信息、安全生产、

环保节能等服务。

【智能安防工程建设】　２０２０年，宝山
电信承建宝山农村地区智能安防工程，

预计完成 ５个镇 ３０个农村，共计 １７３
个宅的智能安防系统建设，与现有雪亮

工程平台对接。运用物联网、人像识

别、车牌识别等技术手段，优化宝山网

格化管理。

【支撑区域重要通信保障】　２０２０年，
宝山电信在疫情期间配合区教育局开

展线上教育，完成“停课不停学”ＩＰＴＶ
网络及资源保障。配合上海市“五五购

物节”计划，打造在线新经济，完成三邻

桥购物节通信保障；配合区教育局完成

中高考通信保障。完成区人代会、进博

会、“双十一”、国家司法考试等重要

保障。

２０２０年宝山电信局营业网点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营业周期 营业时间 联系电话

中国电信上海牡丹江路营业厅 牡丹江路１７８０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２０∶３０ ５６６９５５１４

中国电信上海永清路营业厅 永清路２９１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３３７９０７１９

霞怡上海菊盛路天翼专营店 菊盛路８２９—８３１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６６７８８３６９

霞怡上海美安路天翼专营店 美安路２０１—２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６６０１５３５５

电信实业上海德都路营业厅 德都路５２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１８∶００ ５６１９０７２２

中国电信上海市一路营业厅 市一路１５１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６６８６３３２６

共联上海顾新路营业厅 顾新路２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５６０４９８３６

共联上海锦秋路营业厅 锦秋路８０９弄５９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１８∶００ ６６１６４７４４

共联上海长江西路营业厅 长江西路１８２８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１８∶００ ５６７４０６２４

集群上海东太路天翼专营店 东太路３８７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６６９３３１２９

集群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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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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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上海顾太路全网通店 顾太路３８０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６６７９５７７７

中国电信上海长江南路营业厅 长江南路７００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３３７９８８７８

仲诚上海鹤林路天翼专营店 鹤林路７８弄５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１８∶００ ５６４６７９２１

仲诚上海共富路天翼专营店 共富路３９６—３９８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１８∶００ ６６７９０７６０

仲诚上海水产路天翼专营店 水产西路２８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１８∶００ ５６８０１１２２

丰赉易上海?川路天翼专营店 ?川路１５５５号（北上海商业广场１楼） 周一至周日 １０∶００—１７∶００ ５６１６３２９８

（赵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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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
◎ 编辑　吴嫣妮

青少年事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户籍人口中
１４—２８周岁青年人数共有９３６５２人，１４—
３５周岁青年人数共有１８４２３３人。常住人
口中 １４—２８周岁青年人数 ３４８６２９人，
１４—３５周岁人数６５６０６６人。

５月２９日，“滨江少年心向党致敬先锋共成长”———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
节主题云集会举行 团区委／提供

【宝山区青少年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１周年
主题活动暨升旗仪式】　５月４日，“青
春战疫，聚力前行”———宝山区青少年纪

念五四运动１０１周年主题活动暨升旗仪
式在上海解放纪念馆广场举行。区委副

书记周志军出席活动。全区各界青年代

表和团干部代表７０余人参加。周志军
为宝山青年讲师团成员颁发聘书。９５
后援鄂医护青年代表、仁济医院宝山分

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护士汤丽君，分享

离病毒最近的最美逆行故事。区公安分

局治安支队四级警长刘凌辉，分享在防

疫战线坚守岗位、守护宝山的故事。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少先队庆祝“六一”国
际儿童节主题云集会举行】　５月 ２９
日，“滨江少年心向党 致敬先锋共成

长”———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少先队庆祝“六
一”国际儿童节主题云集会在区少年宫

剧场举行。区教育工作党委书记沈杰、

团区委书记杨文杰等出席。全区１０万
红绿领巾在线云集，致敬“战疫”先锋、

立志研学“四史”、放飞少年梦想。集会

为红领巾优秀原创歌曲获奖代表颁发奖

杯。优秀原创歌曲在“宝山教育”公众

号同步上线发布。

【２０２０年宝山·维西青少年“手拉手”活
动举行】　８月１５日，２０２０年宝山·维西

青少年“手拉手”活动举行。来自云南维

西的９２位师生抵达上海。启动仪式上，
区教育工作党委书记沈杰为活动授营旗。

其间，云南维西的９２位师生参观淞沪抗
战纪念馆、智慧湾３Ｄ打印博物馆、长风
海洋公园、东方明珠电视塔、炮台湾湿地

公园与河口科技馆等多个展馆，并与鹿鸣

学校师生开展互动联谊活动。８月 ２０
日，结营仪式在鹿鸣学校举行，为营员、辅

导员和志愿者颁发证书。 （钱子仪）

【持续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　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关工委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

集体”称号，实现“四连冠”。宝山区老干

部局组织关工志愿者参与抗疫一线，５７４１
名志愿者参与防控４６５８３人次；３１６１名志
愿者共捐款５２０９３元。依托关工委“五
老”志愿者队伍，组建宝山区离退休干部

志愿者服务大队，注册成立３支志愿服务
队和２支志愿服务中队。召开关心下一
代助学金发放会，向１６２名受助学生发放
助学金２０４２万元。组织代表队参加市
关工委“寻访红色印迹”定向赛活动，２支
代表队分别获最具活力奖和最佳协作奖。

举办“我为祖国点赞”主题征文活动，共

收到各街镇关工委征文６７篇。组织开展
“红色乡土故事”征文活动，收到关工委

老干部撰写文章１４个，向市关工委选送
１０篇。年终评出１８０名“优秀老年志愿
者”和１６０名“五好小公民”。组织开展
“老少结对助学欢乐迎新春”活动、网吧

及游戏机房义务监督巡查、“老少共读一

本书”等活动，进一步打响宝山关心下一

代工作品牌。 （冯　雨）

老龄事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户籍人口
１０２８１９２人。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０９１



３８１４７７人，占总人口 ３７１０％。８０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５１７１４人，占６０岁以上人
口１３５６％、总人口５０３％。１００岁以上
老年人口１８９人，其中男性５４人、女性
１３５人。全区有养老机构６７家（其中长
者照护之家１７家），养老床位１２９９５张。
其中，公办机构４２家，公办床位数７６１９
张；民办机构 ２５家，民办床位数 ５３７６
张。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场所１１９个、
长者照护之家１７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１６家、养老顾问点１４个、老年人日
间照料服务中心 ６１家、睦邻互助点 ９８
个、标准化老年活动室５５４个。全年发
放老年综合津贴４亿余元。

【长护险试点】　２０２０年，全区在护理老
人２６２５８人，其中居家照护１９２０１人、养
老机构照护７０５７人。长护险试点以来，
累计受理申请５６１５５人，完成评估５０９６９
人，评估后符合长护险待遇（评估结果

２—６级）４５１４９人；累计享受护理服务
４４６２６人；累计居家照护服务人次
６２２２０万小时。支付长护险基金共计
５０７亿元。全区有长护险定点评估机
构２家。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８８家，其
中居家护理机构３９家（护理站２０家、其
他医疗机构６家、为老服务中心１２家、
其他助老机构１家）、养老机构（含长者
照护之家）４９家。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
注册各类护理人员 ２９１５名（护士 １５９
名、医疗照护员２１４１名、养老护理员５７９
名、健康照护员３６名），其中居家护理机
构１９４０名、养老机构９７５名。

【医养结合】　２０２０年，全区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老年护理床位３８５０张，其中医疗
机构７８６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４５８张，
二、三级医院３２８张）、养老护理院３０６４
张（公立护理院６１０张、民营护理院２４５４
张）。设置安宁舒缓疗护床位５０张。１７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４９家养老服务
机构、６３家日间照料机构签订医疗合作
协议，指派医护人员定期为养老服务机

构内重点对象提供上门巡诊、医疗咨询、

健康教育等服务。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家
庭医生“１＋１＋１”签约３５８万人，老年
人健康管理率超６７％。

【老年人生活服务】　２０２０年，区老龄
办开展“法援惠民生 关爱老年人”专项

活动，提供“一对一，面对面”的法律咨

询、法治讲座和上门服务。全年为老年

人提供法治讲座 ４次，受众 ３００余人；

提供法律援助２３件，上门服务７人次。
区内８家国家 Ａ级旅游景区保留传统
预约方式、提供人工帮扶等服务，解决

老年人在景区游览中运用智能技术困

难问题。开展线上老年科学健身培训，

通过“宝小体健身云课堂”，设八段锦、

广场舞、五禽戏等课程。通过“你点我

送”市级体育服务配送平台开展社区体

育服务配送工作。组织 ８００名老年人
参加第五次国民体质测试，普遍体质良

好。全区经常性参与体育锻炼老年人

口４５％。开设“宝山乐学网”“乐学宝
山”微信公众号。整合区域内老年大

学、成人学校、社区学校、老年学校教师

资源，推出“乐学宝山”线上直播大课

堂，开设４７门区、校级讲座类直播课程
（每门讲座 ５次），４４门区、校级课程
（每门课程 １０次），学员 ６６１５８人次。
推进老年学习团队建设，开展线上诗歌

朗诵、合唱、舞蹈等活动。年内新增一

星团队１０３家、五星团队５家，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８篇案例入选上海市老年远程
教育课程案例征集修改工作，宝山区

“十三五”期间优秀居（村）委示范学习

点１２家、优秀养教结合学习点８家、优
秀社会学习点８家。

【开展敬老月系列活动】　２０２０年，区老
龄办开展敬老月系列活动。一是请进来

系列，邀请市、区级各行业专家提供为老

相关咨询及健康生活服务。二是送上门

系列，区四套班子领导、街镇领导、相关

职能部门、社会团体等上门走访慰问及

联欢等。三是走出去系列，组织外出登

高、观景、看文化演出等活动，分为５个
区级及５８个街镇、园区、部门级。专场
演出杨派沪剧《孤岛血泪》３场，９个街
镇９００余名老人参与。宝山文化馆“红
色文艺轻骑兵队伍”到罗泾敬老院上演

重阳节文艺节目。

【打造敬老品牌】　２０２０年，区妇联以
“抗击疫情，守望相助”为主题，组织全

区３０００余名“邻家妈妈”志愿者在疫情
期间走访慰问６６名老三八红旗手等老
年生活困难群体。实施“家家幸福安康

工程”。在元旦、春节、六一等节点，为

３４１人次的困难重症妇女、老三八红旗
手等帮扶对象送上慰问金 ４４６万元。
连续第九年开展“九九重阳节，浓浓关爱

情”“糕糕兴兴过重阳”等活动，为２６００
名困难独居老人送上重阳糕。为４万余
名退休和生活困难妇女免费开展妇科

病、乳腺病筛查。 （楼越宸）

【推进养老服务】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新增
５０３张养老床位，新建 ５家长者照护之
家、１８４张认知症床位、４家综合为老服
务中心、３０家老年助餐服务场所。加强
疫情期间养老服务领域防控举措，深化

养老服务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民心工程，从

“养”“食”“居”三方面提供养老服务。

至年末，全区养老服务护理人员持证

率９５％。

【开展独居老人暖心关爱活动】　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优化居家服务，为独居老人提

供助洁、助餐、助行、助医等居家养老服

务。对无子女老年人或年满９０周岁老
年人按比例提高服务补贴标准。实施智

慧养老，安装智能化终端或设备，为居家

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主动关爱、紧急援

助、走失定位等服务。深化关爱助老，实

施“老伙伴计划”、走访慰问、结对关爱

等，２０００余名志愿者与１００００余名７５周
岁以上独居老年人或孤老结对，定期上

门探访、开展社区活动。 （奚秋俊）

残疾人事业

【概况】　至２０２０年末，宝山区有持证残
疾人３９４２０人，比上年新增２１２１人。其
中视力残疾人６８３１人、听力残疾人４９４３
人、言语残疾人 ３５８人、肢体残疾人
１８９３０人、智力残疾人３５４３人、精神残疾
人３９２５人、多重残疾人８９０人。全年推
荐２７７名残疾人实现就业。１１月２３日，
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卫生服务中心、

公共法律服务站和区内二级以上医院等

６２个公共服务点位上线相关设备，为残
疾人提供手语视频服务。年内，完成市

政府实事项目，为１７３８名听力言语障碍
残疾人办理通信优惠套餐；完成区政府

实事项目，组织 ５０２０名残疾人参加市
级、区级健康体检。

【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　２０２０年，区
残联在疫情期间指导基层残联做好特殊

困难残疾人帮扶，关注残疾职工复工和

阳光家园学员复学问题。全年发放残疾

人生活困难补贴１５７５９１万元、５４０５８人
次，交通补贴１０３２７１万元、７５２１４人次；
发放助残实物帮困卡６３９万元、１４２００人
次；发放护理补贴３９８２４０万元、１９０２９９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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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３０日，２０２０宝山区馨家庭文化季闭幕并表彰优秀家庭 顾鹤忠／摄影

【开展康复服务】　２０２０年，区残联为
９０６名残疾人发放医疗救助经费２２５９９
万元，为 ５３９人发放居家养护补贴
６３８９２万元，为４９０人发放机构养护补
贴３５６万元，为８９人次发放骨关节补贴
１０５０４万元，为４０４５６人次购买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６９３７５万元。推进普通型
和提高型无障碍改造，完成晾衣架安装

１６５户，智能马桶盖安装２３２户，坡道扶
手抓杆安装３００户。城镇户籍提高型改
造７７户、农村户籍９户。

【举行宝山区融合城市定向赛】　９月２４
日，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２０２０年
“爱在上海”残健融合运动会宝山区融

合城市定向赛在罗泾农家风情馆举行。

活动分为聋人组、肢残组、视障组、智

障组。

【举办残疾人文化艺术作品展】　１２月９
日，“幸福宝山 共享阳光”宝山区首届残

疾人文化艺术作品展在上海木文化博览

馆举办，展出作品１００余件，包括国画、
书法、剪纸、钉子画等。印制《２０２０年上
海市宝山区残疾人文化艺术作品集》。

（蒋斌彬）

婚姻家庭

【婚姻登记】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共依法办
理结婚登记５４９２对，比上年下降７％；离
婚登记３４８５对，下降４％。实现婚姻登

记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双轨制”保管。

完成补领婚姻登记证“一件事”改革，落

实“两个免于提交”。启用登记窗口“好

差评动态二维码”评价系统，实现点选或

扫码在线评价机制。推进结婚登记特色

颁证服务，弘扬文明节俭婚庆文化。

（奚秋俊）

【家庭文明建设】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开展
全国文明家庭、五好家庭，全国、市“最美

家庭”和第三届宝山区“好夫妻”等评

选，评选出全国文明家庭１户、全国五好
家庭２户、全国“最美家庭”１户、“海上
最美家庭”２４户、第三届宝山区“好夫
妻”１００对。５—１０月，以“新女性·心文
明·馨家庭”为主题举办第二届馨家庭

文化季，通过网络直播发布《让爱驻我

家》宝山区优秀家庭宣传片，拍摄《爸爸

的国与家》援驻外家庭故事微视频。区

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以基层点单、区

级配送、公益发布、社会参与等多种形

式，开展“贝贝苑”亲子早教 ３３场、“家
庭总动员”家庭教育指导５２场、女性素
养提升１２５场，受益人群５０００余人次。

（杜　红）

殡葬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有殡仪馆 １
家，经营性公墓 ３家，经营性骨灰堂 １
家。疫情期间，通过微信公众号实行全

预约祭扫方式。清明、冬至期间，全区各

墓区共完成落葬２７５１穴，接待祭扫群众
３１３７万人次、７４３万辆车次。创新代
客祭扫、网上祭扫等新模式，高峰期网上

祭扫 ２８７万人次、代客祭扫 １７２８户。
开展殡葬行业中介“一条龙”整治，推进

公益性埋葬地监管。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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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罗公路３４１号 ５６９３１２７１ ２００９４１

经营性骨灰堂 宝安瞑园 宝安公路１２８号 ５６８００４４４ ２０１９０１

（奚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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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 编辑　吴嫣妮

就业创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城镇登记失业
人数１２３４６人，帮扶引领创业７９７人（其
中青年大学生５４９人），帮助８６２名长期
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安置就业困难

人员３４７７人、“零就业家庭”１１户，按时
安置率 １００％。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１２３４０１人，完成农民非农岗位培训和技
能提升培训８８６５人，开展企业新型学徒
制培训３０８５人。区就业促进中心先后
被评为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度优质服务窗口、全国农
民工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就
业服务工作优秀奖。

【成立全市首个区域性培训就业联盟】

　１０月，宝山区培训就业联盟成立，为
全市首创。联盟吸纳区重点企业、园区、

行业商会、院校和培训机构、人力资源公

司，首批成员单位共９５家。联盟聚焦区
域内重点产业、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实

现人力资源需求、培训项目需求、扶持政

策信息高效对接，引导校企合作共同开

发技能培训项目，推动产教培互促升级，

贴合宝山区域经济转型发展，扩大人力

资源存量、提升人力资源质量，为宝山构

建一流营商环境、打造科创中心主阵地

提供内生动力。

【全市首创困难行业企业稳就业补贴申

请系统】　２０２０年，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以下简称区人保局）对接区行政

服务中心，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开发困

难行业企业稳就业补贴申请系统，实现

申报—认定—审核全部线上操作，８分
钟申报成功。企业在申报过程中办理材

料“零提供”、办理过程“零跑动”。

【创业指导】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发挥创业
指导专家志愿团作用，全年通过私董会、

专题讲座等提供创业指导４７００６人次。
线上、线下同时开展“创赢学院大学生创

业训练营”，参与学生５０００余人次。升
级“驿站管家”服务，由专人为园区企业

提供上门政策宣讲及补贴受理服务，覆

盖上海移动互联网创新园、长江软件园、

财景科技园。开展 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优
秀创业项目评选，选树３０个优秀创业项
目，其中１个项目获第四届“中国创翼”
创业创新大赛·上海选拔赛三等奖。结

合２０２０年上海市“海纳百创·创潮秀”
创业创意成果展，启动宝山区第十届创

业嘉年华，开展２８场创业服务活动。

【职业技能培训】　宝山区开展２０２０年
度职业技能竞赛。结合区重点产业和市

级竞赛方案，设置技能等级、劳动竞赛、

特色技能３类１３个竞赛项目，６１５人参
赛。完成技能人才“双百计划”培养目

标，资助 １０４个团队和 １０４个人才，获
３８４项国家专利授权，产生直接经济效
益１９８８亿元，带动企业职工技能培训
２２万余人次，４０余人获评“市首席技
师”或“市技术能手”称号。 （黄佳怡）

劳动关系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以下简称区人保局）处理监察案

件１５１６件，追发拖欠员工各类工资
１２３１９人、１２１６７７７万元；加大劳动人事
争议处置力度，各级调解组织和区仲裁

机构受理案件９０９３件，劳动人事争议案
件先 行 处 置 率 ９９％、综 合 调 解 率
７４７％、按时办结率１００％、年度审结率
９４７％。参与处置各类群体性劳动纠纷
案件 １２６件，涉及 ２６９６人，涉及金额

１９４７２３８万元。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处
理工作连续７年获上海市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工作优秀奖。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年内新通过区

级评审８３家，累计市级达标８００余家、
区级达标８１２家。开展区级和谐园区创
建，年内新申报创建园区４家，授予城市
工业园区“宝山区和谐劳动关系达标园

区”称号。推进集体协商，全年开具集体

合同备案回执 １３１１份，覆盖企业 ４７９８
户。有效期内的集体合同覆盖企业７９０１
户，工资专项集体协议覆盖企业 ５１１７
户。劳动关系智能监测预警系统验收。

【提高行政审批窗口服务水平】　２０２０
年，区就业促进中心就业登记备案等１５
项业务入驻区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５个审批事项提速为即办件。首创劳务
派遣年报服务事项“ＡＩ智能全网办”，实
现企业不出门、最快１个小时办理完成，
全年完成 ５１２件，１００％全覆盖办理。８
月，首创集体合同备案受理系统改造，实

现全程网办。

【基层专业调解组织实体化建设验收】

　１２月２３日，上海市街镇专业性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组织工作现场会暨实体化建

设验收总结会召开。大场镇、顾村镇劳

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中心被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选为示范参观点。区内已建

工会企业中，６７９家成立预防调解委员
会，５０１９家设预防调解联络员，实现企
业预防调解组织基层全覆盖。落实群案

预警预报机制，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内部

申诉协商回应制度。推出“公信仲裁”

公众号，每周四以案说法，推出线上、线

下“定制讲堂”２１场，向当事人、用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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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发送“公信仲裁”仲裁建议书１３９份，
录制电台《与法同行》８期，开展专题讲
座１０场。

【推进争议处置“一站式”工作】　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 １４个街镇（园区）全部设立
“仲裁工作站”，建成标准化仲裁庭，全

年站内仲裁庭开庭 ２６６次、使用率
１００％。工作站落实专人负责制，兼职仲
裁员“一站一人”，院内专职仲裁员担任

工作站副站长。杨行、顾村、大场、城工

园工作站兼职仲裁员独立办案，其余１０
家协助开展仲裁审查、承担书记员职责。

全年开展仲裁审查４２７件。“一站式”工
作经验入选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法治建设
工作优秀候选案例。

１月７日，宝山区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海内外揽才工程启动 黄佳怡／摄影

【提升案件处理效能】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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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 Ａｐｐ手机平台
劳动争议“网上调解”申请１７４９件，各街
镇园区线上化解争议８６９件。绿色维权
快处程序处理案件１２４９件，平均处理时
间２９１７天。多元化参与案件处理，组
织合议庭９０１次，兼职仲裁员独任办案
１７０件。创新案件审理模式，简单案件
网上庭审１４场，其中２起案件通过网上
庭审调解成功结案。

【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　４月，区仲裁
院被市人大常委会授牌成为全市２５家
“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６月，联系点
揭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调解仲裁

管理处、区人民法院、区司法局等８家单
位聘为顾问单位，５个街镇园区人大代
表联络站、１２个街镇司法所和 １４个街
镇园区仲裁工作站设立立法信息采

集点。

【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２０２０年，区劳动
保障监察大队评价单位诚信信息 ９６０
条。其中，Ａ１类企业为“上海市和谐劳
动关 系 达 标 企 业”，共 １４８户，占
１５４２％；Ａ２类企业为经检查未发现违
法行为 的 用 人 单 位，共 １７８户，占
１８５４％；Ｂ类企业为经检查有轻微违法
行为的企业，共６００户，占６２５％，Ｃ类
企业为经检查有较严重违法行为的用人

单位，共３４户，占３５４％。在上海市对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中，宝山

区被评为Ａ等。

【信访服务】　２０２０年，区人保局全年接
收、转送、登记信访件１６０件（其中重复
２件），比上年增加 ３００８％。办结 １５２
件，其中自办８８件，占 ５７８９％，退件 ３
件。初次信访事项按时受理、回复、办结

率１００％，重复信访率 １２５％。依托国
网信息系统，发出不予受理告知单 ５７
件，分类引导处理３１件，简复５件。已
办结满意度测评件 ２６件，参评率
８８４６％，满意率９２３１％。已办结公开
件４１件，公开率１００％。局信访大厅接
待群众上访 ４９１７批 ６７５５人次；区信访
联合接待大厅接待群众上访１１４批３８８
人次，集访１０批２０５人次；周四区领导
接待日接待４３批１０７人次，其中集访６

批５９人次；市局参与新疆支青接待 ３５
批３５人次。因疫情影响，全年接到投
诉、咨 询 电 话 ４１７５件，比 上 年 增
加８５４７％。

【“１２３４５”工单承办】　２０２０年，区
“１２３４５”热线全年接单１４２８件，比上年
增加４２５１％，其中劳资类工单１２３４件，
占８６４１％。办结１３３９件，退件７４件，
回访 ９４０件，首日联系率、按期办结率
１００％。实际解决 ８６３件，实际解决率
９１８１％；满意 ８４６件，满意率 ９０％。其
中，自办４１８件，回访 ２９４件，实际解决
２７６件，实际解决率 ９３８８％；满意 ２６５
件，满意率９０１４％。 （黄佳怡）

人才人事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人保局受理居住证
积分１４１７８人，办理居转户 １０６８人、夫
妻解困１１人、人才引进２０５人、特殊人
才引进 ５９户，档案保管 ９３６１份，完成
５３３家１９２人次事业单位聘用登记、２５２
人次职称评审代理和６０家单位人力资
源许可年检。夯实“宝山人才”樱花品

牌建设，开设４９场“樱花讲堂”、３０场樱
花“小课堂”，发布“樱花微讲堂”４４篇，
发放樱花卡５４张。全年樱花卡服务项
目增加到１８７项，服务类别拓展为区级
行政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人力资

源服务和多元生活服务五大方面。举办

大型线下专题讲座４场，开展镇、园区人
才工作调研１２场，线上指导３期，惠及
企业３７０余家，服务人数 ６１４人次。完
成２０２０年度科级以下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考核，２１７６１人参加考核，２９３０人获年
度考核优秀。

【人才申报】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推荐各类
人才１９人。其中，２人获评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２人入选上海市领军人才、１
人获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２人获
人工智能高级工程师认定。经上海市博

管办批准备案，新设博士后工作室１家。

【开展人才政策“三进三同步”】　２０２０
年，区人保局聚焦人才政策“三进三同

步”（人才政策宣传“进园区”“进校区”

“进社区”，人才政策推介与招商引资同

步、与企业注册同步、与社区服务同步）。

开展“樱花”系列品牌政策宣讲、“走进

高校”系列招聘活动。在市场监管局、街

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区投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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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才公寓、基层人才服务站等地张贴

海报１０００余张，发放宣传单页１６０００余
份，覆盖全区１３０余个社区、３０余个重点
园区，２５００余家重点企业，惠及区内各
类人才３万余人。

【青年人才服务】　２０２０年，区人保局为
全区９１名在岗“三支一扶”大学生提供
保障服务，开展２次主题活动，出版６期
“支扶之光”，指导完成４篇调研课题等；
为３５家单位和６８名在校大学生搭建沟
通交流平台，开展见习工作，涉及经费

３０８万元；为３７名在岗青年储备人才提
供岗位协议签订、档案接收和人员福利

待遇发放、健康体检等保障。

【“海聚英才”系列活动】　２０２０年，区人
保局聚焦区域内生物医药、机器人产业

等领域推出５轮专场招聘会；组织区内
２３９家企事业单位推出２０５５个岗位参加
云选会；在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５
所高校开展“走进高校”校园宣讲、招聘

等系列活动，２２７人现场达成意向。
（黄佳怡）

社会保障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以下简称区人保局）加强社会保障

经办风险管控，精准落实社保扶贫政策，

完成脱贫攻坚各项任务指标，持续扩大

参保覆盖面。以“三级经办系统”模式

带动征地落实保障新政全面提速，确保

落实保障率１００％。统一全区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过渡性养老金计发办法；

征地养老人员全部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开创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

经办服务新模式，建立２个区级工业园
区“工伤事务服务站”。宝山区社会保

障服务中心获评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征地
业务经办质量风险控制成效显著单位。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２０２０年，征地养
老人员每月生活费人均增加１６９元，提
高到７０周岁以下２３７２元、７０周岁及以
上２４１２元，比上年增长７６％；发放征地
养老人员节日补助费，８０周岁以下９５０
元、８０周岁及以上１０００元。城乡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月基础养老金由１０１０元提
高至１１００元，增幅８９％。

【城乡居保】　２０２０年，区人保局办理城
乡居保缴费６５３３人，续缴率９４％，其中

新增参保１２１０人；累计发放养老待遇约
２１万人次２９亿元；贫困人员参保宣传
告知率１００％，参保覆盖率９３％，完成区
社保扶贫任务。

【征地保障】　２０２０年，区人保局办理征
地落实保障项目２８个、被征地人员落实
保障５２２人；完成征地保障补贴审核１４５
人次、补贴 ８１９万元，其中区级补贴
４０９５万元。

【征地养老】　２０２０年，区人保局发放区
级统筹征地养老人员各项待遇约３０万
人次、３５亿元。其中，生活费２８２４９万
元，医疗费 ５３９０万元，节日补助费 ９５１
万元，丧葬补助费５７８万元。

【工伤事务】　２０２０年，区人保局办结工
伤认定３３７９件、劳动能力鉴定２８２１件、
工伤康复申请７１件，窗口接待约１２０００
人次。实现分领域综合窗口建设，工伤

认定申办实现电子证照调用和“两个免

于提交”。 （黄佳怡）

【社会救助】　２０２０年，区民政局开展元
旦、春节帮困送温暖“八送”活动７３项，
累计投入各类帮困资金 ６３２９６７万元，
受益群众８７２５万人（户）次。至年末，
全区共有城乡低保９０５８人，累计开展社
会救助８１３４万人次，支出各类救助资
金３７亿元。设立街镇服务站和居村委
服务点。救助、引导、护送流浪乞讨人员

１４６人，疫情期间救助湖北籍人员７人。
完成第八批次沪籍及第二批次非沪籍共

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状况核对，推进医

保、教育、司法等核对项目，新增生活困

难农户核对项目，全年共接受各类经济

状况核对委托１８７１８户，出具核对报告
１８５４４份。对大重病、器官移植等特殊
困难家庭给予临时性、应急性和综合性

帮扶，全年累计开展爱心慈善帮困互助

１７６１人次，支出帮扶资金５９６万元。
（奚秋俊）

社会优抚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围绕“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目标，以提升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治理

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为主线，坚持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有序推动年度工作任务完成。重点优抚

对象２４５３余人、抚恤补助优抚对象１７６２

余人。共发放各类抚恤补助５６７６１人次
６６０８９万余元，累计采集和审核通过退
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 ４０６４５条，
悬挂光荣牌３８１４７户。完成３５７名伤残
人员档案核查工作。共接收安置军队转

业干部１５名（正团３名、副团４名、营以
下及专业技术干部８名），全部安置公务
员和参公岗位。接收２０２０年度退役士
兵２２５名，安置 ２０１９年度转业士官 ８
名，其中５名入职事业单位管理岗位，３
名入职央企。接收军休干部１７名，自主
择业干部２１名。组织召开２０２０年度退
役士兵欢迎大会和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见

面会。做好３８０名军休干部、２３６名无军
籍退休职工日常服务管理工作。完成

２０６５名符合补缴条件的退役士兵的社
保接续工作。共处理信访和“１２３４５”工
单２９６件，办结率１００％，制订落实攻坚
化解方案１３个，攻坚化解率１００％。联
合建行宝山支行对优抚政策未覆盖到的

部分困难“参战参试”、立功受奖人员进

行长效帮扶慰问。聘请律师参与窗口接

待，接受法律咨询、信访处理。与宝山电

信公司签订智能语音、短信服务协议，每

逢八一、春节和每名退役军人生日，向退

役军人发送节日慰问、生日慰问短信和

智能语音。落实常态化联系退役军人制

度工作方案，制定《宝山区困难退役军人

帮扶援助实施细则》操作口径（试行），

帮扶困难退役军人１３２２人次，发放帮扶
援助资金 １４３８万元。挑选 ２３名优秀
退役军人建立思想政治工作指导员队

伍，成立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大队。先

后投入近８０万元为驻区部队援建大操
场、文体活动室、阳光晾衣房等实事项

目。协调解决 ２４４名军人子女办理入
学、转学手续；举办第二十四届军嫂就业

专场招聘会，１０２名随军随调家属实现
就业。组织对３２名赴武汉抗疫一线军
队人员家属进行走访慰问，对２７个部队
家属院疫情防控进行指导，协调为外出

执行任务的 １００余名官兵进行核酸检
测。组织开展２０２０年双拥国防知识竞
赛活动。宝山区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八

连冠”。

【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开展“基层基础基本建设

年”和“思想政治工作年”活动。以迎

接中央督查服务保障体系为牵引，做实

区、街镇两级服务中心（站）建设。调研

全区１４个街镇（园区）和部分居村退役
军人服务站，推进“一街镇一特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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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项目。通过编制服务清单、责任清

单、项目清单等指导性文件及样板方

案，指导基层服务站厘清职责、理顺机

制。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协调相

关部门抓好“军人退役一件事”线上线

下办理。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２０２０年，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召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座谈

会，走访调研退役军人企业和就业创业

孵化基地，授牌８家退役军人创业企业、
２家培训机构。组织参加长三角退役军
人“云招聘”，推出退役军人招聘岗位８５
个。组织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培训，

邀请专家对参赛企业进行指导。依托上

海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上海博世汽车职

业技术培训学校组织开展２０２０年度退
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

【烈士褒扬纪念等系列主题活动】　
２０２０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纪念抗
日战争胜利７５周年系列活动，对区内仍
健在的２７名抗战老战士和３０名抗战牺
牲烈士遗属进行全覆盖走访慰问。举行

“９·３０”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
篮仪式。发放“抗美援朝出国作战７０周
年”纪念章６８枚。拍摄“四史”宣传片
《点亮信仰之光》，邀请２位烈士子女和
龙华烈士陵园研究中心馆员讲述胡文

杰、徐国璋等烈士事迹。

【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和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２０２０
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５周年，国务院公布第
三批８０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
录；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第三批１８５名
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罗泾镇

海星村水源涵养林内侵华日军罗泾大烧

杀遇难同胞纪念地被批准为第三批国家

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冯国华烈士和红

十字抗日殉难四烈士被批准为第三批著

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大队成立仪式暨

“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宣讲活动】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区委宣传部开展

２０２０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学习宣传活
动。魏刚获评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

朱吉、戴卫东、徐沁（女）、张忠、谢爱升、

任启发、戴爱明、夏忠贤、周盛智、彭学明

获评宝山区“最美退役军人”。８月 ２８
日，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大队成立仪式暨

“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宣讲活动在

宝山烈士陵园举行。局党组书记、局长

丁连俊为宝山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大队

和志愿服务中队授旗。至年末，宝山区

共有４９６名退役军人服务志愿者。
（闫家才）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宝山代表机构

【概况】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
山代表机构（以下简称区代表机构）募

集善款总收入 ３３１９２６万元，救助支出
２７１２２５万元，受益３７２１万人次。在第
二十六届“蓝天下的至爱”宝山区慈善

系列活动启动当天认捐金额１９２８４５万
元。在“蓝天下的至爱———万人捐帮万

家万人上街”劝募活动中，组织６０００余
名学生、社区志愿者劝募善款５８０７４１３９
元，其中线上捐款 ８６８６５３２元、线下捐
款４９３８７６０７元，全部用于资助宝山区
困难家庭。８月３１日，举行纪念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宝山代表机构成立２５周年
暨第三届“宝山区慈善之星”表彰大会，

评选出２０名“慈善之星”。

【抗疫防控】　２０２０年，区代表机构在疫
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开启捐赠通道，收到

捐赠金额 ４６３０３万元，捐赠支出金额
４６３０３万元。其中区代表机构支出
２３４７２万元，资助项目１５项，受益人数
２７３１万人次；市会统筹支出资金
２２８３１万元。接受区级捐赠物资４批，
折合人民币１３８２１万元，处置市会分配
物资５批，价值２８７４万元。

【扶贫济困】　２０２０年，区代表机构救助
支出金额１１７３３７万元，受益人数６７７
万人次。其中，春节期间开展对老归侨、

ＣＡ会员特殊对象及大重病患者“新春帮
困送温暖”活动，使用资金１７１３万元，
受益２２３人次；“情暖巾帼”慰问困难老
“市三八红旗手”活动使用资金 ３３万
元，受益 ６６人；“妇儿关爱”使用资金
６９万元，受益６７人；使用贫困家庭儿童
文化福利补贴与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配套资金为１７８０名贫困家庭儿童发放

补贴１７８万元；“宝公惠”致敬公安卫士
及情暖特困职工项目使用资金１１９４万
元，受益１３０人次；“最美抗疫母亲”慰问
２５０名一线计生工作者，使用资金７５万
元；“情暖国资”救助国资系统困难职工

家庭，使用资金 ２９４５万元，受益人数
１５６人；“思源报恩”统战帮困活动帮困
１３名困难统战人士，使用资金２６万元；
街镇定向帮困使用资金６７８３１万元，受
益１２万人次。

【扶幼助学】　２０２０年，区代表机构全年
救助支出金额 １４９１９万元，受益人数
４１００人次。其中，在春节及开学前夕，
开展“关心下一代助学”活动，由区关工

委组织老年志愿者与困难学生结对助

学，使用资金２１３万元，受益２１２人次；
联合“宝公惠”开展云南罗平助学活动，

为８６名困难学生发放助学款 ４３９万
元；联合团区委开展“关心青少年———关

爱相伴，心手相连”项目，为云南曲靖困

难学生采购冬季校服，使用资金３８４万
元，帮助师宗县中小学生完成“微心

愿”，使用资金１２４万元；区内个人、企
业结对助学使用资金１６８７万元，受益
８２人次。

【助医为老】　２０２０年，区代表机构全年
救助支出金额 ７９２１万元，受益人数
２１００人次。其中，开展“希望之桥”尿毒
症援助项目，使用资金１７２万元，受益
５２人；开展“携手之爱”大重病患者援助
项目，使用资金７４万元，受益３７人；开
展“传统节日关爱”项目，在春节、中秋、

重阳等传统节日慰问区养老院住养老

人，使用资金 ６０２万元，受益 １８００余
人；开展“宝公惠”高龄劳模家政服务，

提供上门家政服务 ４３６８次，使用资金
２９０３万元；开展“普洒祥瑞、目浴阳光”
白内障复明手术援助项目，使用资金

１１５６万元，受益５２人；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配套“生命之光”“生命之桥”援助项

目资助３人，使用资金６万元。

【精准扶贫，爱心助力】　２０２０年，区委
统战部、区合作交流办、工商联、司法局

以及园区等单位联合实施“携手奔小

康”对口扶贫项目，全年对口扶贫支出

８４７４４万元，受益２５１万人次。
（陈毅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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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行政执法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以下简称区城管执法局）坚持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执法实效提升，

围绕落实疫情防控，全面做好街面秩序

管控，启动勤务一级响应，制定城市管理

轻微违法违规免罚清单，助力优化营商

环境。获市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优秀案

例一等奖、城管执法综合满意度第三方

测评全市及郊区第三名、全市首批示范

指挥中心（全市３个）等荣誉。

【违法建筑治理】　２０２０年，区城管执法
局聚焦极度脏乱差、“五违”（即违法用

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居住、违法

排污）、“三合一”（住宿与生产、仓储、经

营三者在同一空间内的建筑）等违法行

为，做到新增违法建筑动态清零、重点类

型违法建筑清库。全年共拆除违法建筑

１１６８万平方米，其中拆除存量违建
１１６２万平方米，新增（在建）违建 ０６
万平方米，保持新增违建“零增长”。

６３９个居村（单元）、１４个街镇（园区）全
部通过市级验收。

【吴淞工业区整治】　２０２０年，区城管执
法局牵头属地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共同

推进吴淞工业区整治，全年拆除违法建筑

１１万平方米，整治违法排污企业３１家，
取缔违法经营４８户，清退违法居住１１６６
人，消除安全隐患１４４处，分别完成年度
目标 １２０９％、１３４８％、１２０％、１８７５％、
１８０％。５个重点地块和５个自我加压地
块，全部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生活垃圾分类治理】　２０２０年，区城管
执法局聚焦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置４个环节，分阶段、有重点
对个人分类投放和单位收集、中转运输

企业监督检查全覆盖。深入社区、企业、

机关事业单位、垃圾收运站、网吧等场所

开展错时执法，开展执法检查５５１７次，
教育劝阻相对人３３７５人次，口头督促整
改１４９２次，开展宣传 １０５８８次，立案查
处２９８起，处罚金额１７００５９元。

【建筑工地文明施工治理】　２０２０年，区
城管执法局坚持复工复产促发展、扬尘

防治保蓝天执法监管，立案查处文明施

工案件１０１起、处罚７８６９万余元，夜间
施工扰民案件１９起、处罚３０５万余元，
影响市容环境案件 ４０起、处罚 ８２万
余元。

【生态环境执法整治】　２０２０年，区城管
执法局聚焦扬尘污染、露天焚烧、油烟排

放等违法违规现象，重点打击建筑垃圾

运输车辆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建筑垃圾

运输车辆违法案件１３９７起、处罚２４１８
万元；码头堆场和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案

件３６起、处罚１７５万元；偷乱倒装修垃
圾案件７８起、处罚６３万元；露天焚烧
秸秆和垃圾案件８起、处罚０３万元。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２０２０年，区城管
执法局持续开展住宅小区专项治理和河

道综合整治，立案查处破坏房屋外貌案

件６３起、损坏房屋承重结构案件 ３９９
起、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案件３８起、
破坏绿化２９９起，其中损坏房屋承重结
构案件数占全市１／３。

【街面环境治理】　２０２０年，区城管执法
局聚焦区际、城郊结合部和医院、学校、

菜市场、轨交站点周边区域，以创建“精

品道路”为抓手，治理占道经营、违法违

规广告设置、小“五乱”等问题，拆除违

法违规户外设施３９３处１３０６块（其中电
子显示屏６处６块，楼顶广告１６５处１９０
块，其他户外设施２２２处１１１０块），占道
经营案件 １２１２起，“五乱”停机案件
２起。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２０２０年，区城管
执法局以城市环境精细化管理为主线，

紧盯城管执法工作中容易引发涉黑、涉

恶、涉乱问题领域，坚持“有黑扫黑、有恶

除恶、有乱治乱”总要求。针对违法搭

建、破坏房屋外貌、违法占道经营活禽等

８起“治乱”线索核实件，开展线索核查、
排摸和处置工作，办结率 １００％，其中
“违法占道经营活禽”案件获市局评比

一等奖。

【依法履职】　２０２０年，区城管执法局坚
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履职，规范公正执

法，实现绿化管理、市容管理、市政管理、

环境保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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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６７
件，处罚金额１０５１７３万元；简易程序案
件７２４件，处罚金额 ８３６万元；拆违程
序案件５７７件，处罚金额 １３４５４万元。
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要求以及执法案件全

过程记录、案件信息公示、重大案件法制

审核３项制度，案件信息公示率１００％。

【诉件处置】　２０２０年，区城管执法局以
城管“社区工作室”为抓手，落实为民服

务“三定五进”（三定：定人、定时、定岗；

五进：进学校、进社区、进商户、进企业、

进工地）措施，探索居委、业委、物业、公

安、城管和志愿者多方力量参与的“六位

一体”社区共治共享新机制。加大

“１２３１９”“１２３４５”、市民来电等诉件处置
力度。全年共受理诉件 １０４６１起，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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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２７９％，“诉转案率”３１６８％，上
升１３６２％。在市城管执法系统第三方
满意度测评中，排名全市第三。

（蔡莺华）

城市网格化管理

【概况】　５月２５日，区委组建上海市宝
山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区城市运行管

理中心落实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城市

运行“一网统管”工作要求，推进区、街

镇、园区的城市运行平台建设；深化拓展

网格化管理内容和范围，加大城市主动

发现和处置力度，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持续提升“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办
理水平，增强市民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

获得感和安全感。“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
线共受理工单 ９７１３９件，先行联系率
９４６０％，按时办结率 １００００％，市民满
意率８１７０％，全市综合排名第三。城市
运行管理共受理案件１４４５０万件，结案
率９９３０％，及时率９８６８％。

６月３０日，宝山区城运“一网统管”平台正式运行 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提供

【“一网统管”城市运行管理平台启动运

行】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加快推进街镇、园
区城市运行平台建设，各街镇、园区均完

成城市运行“１＋３＋Ｎ”网格化系统（依
托街镇智能“一张网”建设，“１”即以网
格化系统为标准版；“３”即首先融入
“１１０”非警情业务处置、综合治理和市
场监管等内容；“Ｎ”即逐步融通“社区
通”、司法矫正、社区调解等一批基层治

理内容）部署及软硬件建设。５月 １５
日，运行上报流转案件４０８０万件，结案

率９８５８％，及时率 ９６９０％。试点“多
格合一”（城运网格、警务责任区、综治

网格合一）工作，划定城运网格１９０个，
逐步将党的建设、城市管理、公共安全、

应急管理等纳入城运网格管理事项，并

实现发现、管理、处置等人员定人、定岗、

定责。对接“１１０”非警情分流工作，对
４４类非警务类警情承接分流；对接“社
区通”线上线下工作，社区通案件参照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工单办理流程派
单和处置，共流转处置问题１２２起。组
建基层７×２４小时联勤联动队伍，将街
镇、园区管理、执法、作业、服务等力量配

置到城运网格；将公共安全、市场监管、

生态环境、安全监管等力量部署到城运

网格，形成“１＋２＋Ｘ”（“１”为街镇综合
执法队，以城管为主；“２”为公安、市场；
“Ｘ”为其他参与管理处置的部门、队伍）
基层城市运行联勤联动新模式。打造移

动应用一门户，推广政务微信开通及使

用，实现案件快速上报、流转、处置等流

程，治理过程和治理行为全量数字化，实

现集约化、扁平化管理模式。深化特色

场景应用，各街镇、园区根据城市运行实

际需求开发特色应用场景，包括张庙街

道智慧城运管理系统，吴淞街道网格精

细化管理系统，高境镇智慧安防系统，大

场镇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扬尘管控系统

等，罗泾镇塘湾智慧平台系统，杨行镇江

杨水产品市场智能监管系统，淞南镇卫

生防疫管控系统，月浦镇社会治理和安

全生产监管系统。提升区城市运行管理

智能化水平，平台接入区委政法委、区公

安分局、区交通委、区水务局、区城管执

法局、区绿化市容局等２０多个部门，约
１８万路视频监控、约１万个（主要为门
磁）新型物联网感知端，公安高清探头与

城运网格化案件形成视图联动，并对视

频开展分类，为各类专项管理提供视频

监管支撑。

【热线办理】　２０２０年，区城市运行管理
中心完善工单办理机制，深化“区政府领

导每周派单”工作，建立派单案例库，探

索“关键词”派单，固化派单方向；建立

健全“首接负责制”“不属实工单审核

制”“合议制”，强化工单全流程管理，确

保办理时效；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定期梳

理排查重复来电事项、超期未办结事项、

不满意事项。统筹搭建协调沟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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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市热线办和外区，协调两区交界产生

的问题；针对涉及市级相关部门、国企等

问题，利用市、区两级热线平台双向通

道，协同借势借力共同化解矛盾。聚焦

重点领域开展督办，围绕区委、区政府重

点工作，对涉及河道污染、扬尘扰民、创

全考评、媒体曝光等处置不力案件，以及

权责交叉、政策空白、民生关注等具有普

遍性疑难案件，搭建协调沟通平台。强

化联合督查督办力度，与区纪委监委、区

政府督查室建立重复工单联合督查机

制，对重复工单进行专项督查，促进承办

单位工作作风的转变，提升全区办理

水平。

【城市精细化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城市运
行管理中心逐步拓展管理内容，统筹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敏感时间节点期间涉

稳事件、环保督察、创全点位、“三合一”

场所等管理内容，纳入监督员巡查范围。

加大实效督查力度，定期开展街面实效

督查；调整督查范围和内容，利用车载移

动视频、无人机巡航等信息采集技术，重

点专项督查市级督查、热线投诉、媒体曝

光等街面秩序内容。提高案件处置实

效，指导督促各街镇、园区对上报案件派

遣至职能部门落实处置；对于短期难以

解决的疑难顽症，通过专项排摸、分类梳

理、会议协调，提出相应整改措施和处置

时限，在时间节点内按网格化流程立案

派单、协调解决。加强重点领域巡查，围

绕河道治理、扬尘防控、小区管理等工

作，结合市民热线投诉及社区通等问题

发现渠道，组织监督员全面排查重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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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重点领域、重点时段，梳理相对集中

的重点区域清单，逐一排查分析管理薄

弱区域，落实整改。

【积极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
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开展疫情防控巡查，

融入宝山区联防联控工作，派遣中心骨

干、区级监督员支援街道，联合区城管执

法局、区市场监管局、第三方人员等力量

开展网格巡查，着重对门责单位开展入

户走访。加强疫情工单办理实效，受理

疫情类问题，形成快速处置、快速回复工

作机制；区级监督员针对热点问题现场

核实。 （许　莉）

社会组织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登记成立民办
非企业单位３０家；变更登记社会团体１８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１１９家；注销登
记社会团体３家，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
１６家。至年末，区内有社会团体１５９家，
民办非企业单位５５０家，共计７０９家。

【开展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２０２０年，全区社团应检数１６０家，合格率
９０％，基本合格率９％；民办非企业单位
应检数４９９家，合格率８７％，基本合格率
１２％。 （王昕钰）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登记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３０家。年末评
估社会组织３３家（次），其中５Ａ级２家，
４Ａ级６家，３Ａ级１１家，２Ａ级６家，１Ａ级
７家，无等级１家。推进“互联网 ＋政务
服务”模式，社会组织成立、变更登记等

事项实现“一网通办”和“全程网办”。落

实常态化监管，加强社会组织定期执法监

察，深化落实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自查

自纠和问题整改。推进政社分离，行业协

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基本完成。

引入专业化力量。加大公益创投，举办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公益伙伴月”活动，设置
公益集市、主题沙龙，吸引更多社会组织

参与公益活动。 （奚秋俊）

社区建设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民政局围绕“魅力
滨江、活力宝山”总体规划，践行“人民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统

筹协调区相关部门、各街镇（园区）深化

常态化疫情防控、加强智慧治理、推动多

元治理、建强基层队伍，合力推进宝山区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年

内，“宝山‘社区通’助力社区打好疫情

防控战”获首届上海社会建设和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项目征集与推广活动“十佳

创新展示项目”。

【培育“活力楼组”】　２０２０年，区民政局
以“楼组”为载体推进社区“微治理”创

新，推出“活力楼组”２０版培育体系，指
导楼组提标升级，培育“活力楼组”３０００
余个。联合社会组织走访验收全区已培

育活力楼组，３６３个三星级以上活力楼
组挂牌。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２０２０
年，区民政局发挥社区公益服务扶持引

导专项资金作用，引导社会组织为社区

服务，扶持７６个社区公益项目，服务居
民４８万余人次。推动社区公益服务项
目量质提升，对 ２１个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
获市、区荣誉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给予奖

励。２０２０上海社会组织公益创业大赛
中，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获“大赛组织

奖”、宝山区四叶草公益发展中心获社会

组织类“银奖”。

【深化“社区通”应用】　２０２０年，宝山
“社区通”被纳入上海市社区云系统，作

为“居社互动”平台在上海全市推广运

用。至年末，５２万户家庭、７５万余名居
村民实名加入，７５万余名党员在网上
亮身份、起作用、受监督，并在北京、天

津、山东、安徽、内蒙等地推广运用。“社

区通”上线个人行程上报、疫情线索、寻

求帮助、口罩预约、居家隔离上报五大疫

情防控功能，回应处置疫情防控问题

１０２万个，８７万户家庭在线使用，超８２
万人次阅读口罩预约功能公告，累计在

线预约口罩 ５３万次。实现社区通 ３０
版（第一阶段）上线，优化“乡村振兴”

“居务公开（办事指南）”“物业之窗”

“业委连线”等板块，开通“爱宝山”全区

公告评论功能。新开设“人民信箱”版

块，新增“主动巡查生成问题”功能，收

集群众意见，回应群众诉求。做好“社区

通”与区城运中心线上线下对接工作，赋

予居村书记“派单权”，累计回应解决群

众关心关注问题１３万余个，其中９０％问

题在居村层面解决。面向全区居村民招

募并培养“小通通特派员”队伍，开展实

地探点、图文采编等活动，发布社区通专

题策划图文信息。推广大场镇“居民打

钩”制度、罗店镇“居委工作线上评价”

等做法，组织全区各街镇（园区）策划开

展“社区达人”线上评选活动、活力楼组

评比活动、社区问题大家议等３１项特色
线上活动。

【培育“社区达人”】　２０２０年，区民政局
评选出百强社区达人，开展首届宝山社

区达人赛展演。开展“达人点亮社区”

系列活动，挖掘社区贤人、达人、能人。

成立一批达人工作室，展示达人风采，发

挥社区达人解决社区难题、改善社区服

务、深化社区治理、传播社会正能量等作

用。 （曹圣坤）

【基层建设】　至 ２０２０年末，宝山区有
１０３个行政村、４０２个居委会。制定《关
于清理规范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的实施

办法》，７２个符合条件村委会和 ４０２个
居委会完成清理。全区街镇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１９０项事务实现“全市通办”
“一网通办”，３３项事务实现“不见面办
理”。１２个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和３个分中心安装自助终端，友谊路街
道、吴淞街道、庙行镇率先实现２４小时
社区事务受理自助服务。

【社区治理】　２０２０年，区民政局推进社
区服务综合体建设，形成８个品牌特色，
建成５０个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基地。扶
持并推动社区公益服务项目量质提升，

年内新创建２２３家公益基地，建成社区
志愿服务队６１３个，志愿服务队员５５２４
人，累计志愿服务时长２７６５０小时，２１个
居村志愿服务综合时长排名位居全市前

２００名。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区民政局完成６
轮社区口罩预约，登记购买口罩１３００余
万只。指导居村建立“三人小组”防控

机制，落实测温、验码、登记等举措。加

强与市疫情防控地区组对接，派出１５批
１９６人次驻点机场一线，累计转运入境
人员５０９２人。发挥“救急难”机制，出台
疫情期间社会救助配套文件，向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众发放临时价格

补贴９５７万元。 （奚秋俊）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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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安全
◎ 编辑　吴思敏

人民防空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民防坚持“战备为
先、防空为要”，按照市防办提出的“讲

政治、爱民防、精业务、干成事”新要求，

推进组织指挥、通信警报、防护工程、宣

传教育、依法行政、队伍建设等工作。区

民防办坚持预防为主，开展民防应急知

识宣传和培训，共计８０余人次。

【人防指挥所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民防办
完成街镇民防指挥预案。邀请专家开展

街镇人武部部长及民防干事培训、研讨，

制订１２个街镇人民防空袭方案。完成
淞南镇人防指挥所建设和验收，推进月

浦镇人防指挥所建设。

【人防组织指挥训练演练】　２０２０年，区
民防办建立人防专业队台账，完成抢险

抢修、心理咨询、医疗救护等１０支人防
专业队伍共计１０００余人整组工作，并组
织２次实际操作训练。与宝山城市工业
园区、吴淞煤气厂、石洞口电厂、石洞口

煤气厂等区内重要经济目标单位建立工

作协调机制，将其专业队伍纳入民防办

兼职救灾队伍行列，指导开展训练演练，

并配置专业装备。

【人防通信警报信息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
民防办按照宝山区防空警报器布局规

划，制定全年新增防空警报设置点计划，

全区共有警报器９７台，城区警报覆盖率
１００％，年内新增１台可无线统控移动警
报器，并安装警报器标识牌。召开防空

警报技术保障培训会，现场培训和现场

考核，确保专管员队伍稳定、专业技能达

标。完成防空警报器检测和维护保养，

组织防空警报试鸣活动，参加试鸣的警

报器鸣响率１００％，完好率１００％，确保
无误鸣、误响现象发生。

【民防演习】　２０２０年，区民防办完成
“９·１９”警报试鸣及防空疏散演练。在
宝龙广场组织轨道交通、宝龙商场员工、

华能居民小区居民共６００余人参加疏散
演练。全区１３５所学校、１２个街镇进行
警报试鸣及防空袭演练，共１４４万人参
加，人员参与率 ４３％，全区村、居覆盖
率２５％，宝山万达广场、大型商圈、商务
楼宇全覆盖，参与率达５３％。

【应急抢险救援】　２０２０年，区民防办参
与区内灾害事故应急处置，承担区域内

应急救援任务。全年处理１８起事故、出
警１９次，人数 ８０余人次。修订完善
《２０２０年处置核生化恐怖袭击事件应急
预案》，落实反恐工作任务。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民
防办完成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划并

报市防办备案，组织专业维护队开展全

区１０座已建成应急避难场所养护；完
成罗店人防疏散基地建设，完成悬挂

标牌。

【重点民防工程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民防
办启动区民防“十四五”规划编制，同步

推进吴淞创新城整体规划和南大地区地

下空间规划编制。通过走访街镇、社区

居委，主动为社区提供公益化场所。完

成张庙街道通河二村、吴淞街道永清新

村公用民防工程用于建设居民自行车库

工作；协调区人大代表与永清新村居委

会共同推进永清新村１１２号民防工程公
益化使用试点项目。将部分公用民防工

程用于公益化使用的储备资源，便于服

务社区。

【民防工程维护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民防
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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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座，建筑面积３３５万平方米。通过设
施设备的更新和维护，提高民防工程完

好率和使用安全性。制订非公用民防工

程维护管理检查计划。全年完成非公用

民防工程维修养护 １２８座，建筑面积
２７８万平方米，发放非公用民防工程养
护通知书，通过上门指导服务，督促使用

单位履行维修养护任务。

【民防宣传与教育】　２０２０年，区民防办
制定年度宣传计划，组织区民防宣讲团

４２名成员对社区开展宣教活动，全年共
授课１４２场次，约５０００人参加。组织宝
山市民参观市、区和张庙街道民防展馆，

共组织２０００余人参观。加强学校民防
教育，制定全区学校国防民防教育工作

方案，每学年不少于８课时人防知识课
程。结合“５·１２”防灾减灾日和全民国
防教育日，开展集中宣传和防空防灾演

练等活动，并及时将视频资料上报市防

办。宝山万达广场、大型商圈、学校、公

园、医院、车站、４０４个居委全履盖，在校
师生、机关、企业、居民参演人员１４４万
人。 （王卫峰）

消防安全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在勤消防站１１
个，消防车 ７６辆，在用消火栓 ７０８７只
（其中市政５５０２只，居民１５８５只），在定
区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５４９家。投入经
费约２６７万元，更新３６２５件（套）装备和
２辆消防车。完成第三届进口博览会、
浦东开发开放３０周年纪念活动等重大
消防安保任务，完成援皖抗洪任务。全

年全区累计发生火灾５６６起，死亡６人，

００２



受伤 ３人，直接财产损失 ４５８６万元。
消防支队接警出动 ４９３３次，出动车辆
７３１０辆次，出动警力５０３３１人次，抢救被
困人员１９１人，疏散被困人员１８９人，抢
救财产价值１０７５６万元，成功处置“５·
１０”大康路２４１号申安印务有限公司火
灾、“１０·２９”陈川西路５号兰宝日化有
限公司火灾等灭火救援任务。区消防救

援支队累计监督检查社会单位６７５８家
次，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７１１４处，下发各
类检查整改文书４３３２份，下发行政处罚
决定书２４０份，下发临时查封决定书４５
份，责令“三停”３８家，罚款 ３６７７１万
元，火灾原因查结率１００％（数据为消防
支队监督检查数）。突出全民消防抓防

范，发放火灾防控手册、消防法律法规汇

编、居民防火须知等宣传手册 ２０余万
份，制作厂房仓库、居民火灾警示教育

片，提升整体防范水平。宝山、大场、顾

村消防救援站被评为总队先进队站，宝

山站同时入选总队标兵站。陈佳乐被评

为“感动宝山十大人物”，许艳婷被评为

“宝山好人”。

【履行消防安全责任】　２０２０年，区委常
委会、区政府常务会议等专项研究消防

工作２２次，听取汇报、批示指示１４次，
审议通过《宝山区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

细则》，区四套班子带队开展消防检查

１２次，多部门联合开展“零点行动”２０余
次，对人员密集场所、电动自行车销售

点、农村自建出租房等区域开展消防检

查，形成齐抓共管消防安全的态势。

【启动消防整治三年行动】　２０２０年，区
消防支队部署开展消防安全整治三年行

动、消防隐患大排查、大起底专项行动，

建立“周汇总、月通报、季讲评”政府曝

光和街镇排查、专班核查、分级挂牌的整

治工作体系，集中开展厂房仓库、农村自

建出租房、“三合一”、电动自行车和打

通生命通道等消防专项整治行动。

【完成消防安保任务】　２０２０年，区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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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

“两会”、第三届进口博览会、浦东开发

开放３０周年纪念活动、上海樱花节等各
项重大消防安保任务中，设立分指挥点，

５００余名指战员保持最高戒备，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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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５分钟
灭火救援圈”作战效能。

【推进消防风险整治】　２０２０年，区消防
支队牵头督促整改７处市、区两级政府
挂牌督办和２６处三级督办隐患点位，攻
坚整治罗太路４３９号等７处消防隐患突
出点位，关停３５家经营性场所、拆除违
法建筑３７５万平方米，清除９５２间住宿
房间，清退违规住宿人员２１００余人。针
对４１家规模型冷库实施边经营边整改，
３家冷库企业列由区挂牌督办。

【完成政府消防实事项目】　２０２０年，区
消防支队完成１０栋高层公房或售后公
房、２０个老旧小区增配或改造消防设
施，安装３０００套“三合一”安全感知系统
设备等市、区两级消防实事项目。以罗

店、顾村镇为试点，推动安装电动自行车

集中充电设施。

【形成区域联勤防火机制】　２０２０年，区
消防支队借助安委会平台，实体化运作

消防委议事协调机构，协调公安、应急、

市场等部门建立隐患抄告机制，形成联

勤联动合力。全年共排查隐患单位

１５０２家，上报隐患４１５０处，整改隐患单
位１１２２家、隐患３５９１处，指导公安执法
“三停”４５１家，拘留２９４人，罚款３９６万
余元（数据为各部门联合检查数）。

【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
消防支队科学编制“十四五”消防规划，

论证站点选址，修编消防基础设施专项

规划，庙行、南大和友谊站开工建设，长

江路特勤站、石太路一级站选址工作推

进顺利。落实应急救援通信装备专项经

费２６７万元，研制年度装备采购计划和
三大攻坚专业队装备采购计划。

【消防执勤战备基础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
消防支队将重点单位、市政消火栓、微型

消防站等６类数据融入区城运“一网统
管”业务数据平台，组建地震、防化、水域

和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救援专业队，开展

全要素拉动１０次，针对性加强技能学习
和专业培训，培养舟艇驾驶员６人、无人
机驾驶员９人、游泳救生员１４０人，选派
４０名指战员参加援皖抗洪，配合完成安
徽鹤毛镇被困人员疏救２１１人，加固黄
佃圩堤坝１０００余米，清理巢湖蓝藻数十
吨等任务。

【处置“５·１０”火灾事故】　５月１０日４
时４９分，大康路２４１号申安印务有限公
司发生火灾。市应急联动中心（消防指

挥区）立即调派顾村、大场、彭浦、桃浦、

月浦５个消防站１７辆消防车８５名人员
赴现场处置，５时２３分火被熄灭。现场
为３层钢结构彩钢板厂房，燃烧物主要
为三楼办公室内堆放的纸张，层面积

３００平方米，过火面积３０平方米，无人员
被困。

【处置“１０·２９”火灾事故】　１０月 ２９
日１时３分，陈川西路５号兰宝日化有
限公司发生火灾。市应急联动中心先后

调派罗泾、石洞口、月浦、嘉定４个消防
站１１辆消防车，６８名指战员赴现场处
置，３时２０分火被熄灭。现场一层为砖
混结构，二、三层为全木结构，总面积４５０
平方米，过火面积 ２００平方米，无人员
被困。 （冯建斌）

综合治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政法系统围绕“全
市科创中心主阵地”战略目标，依法保障

和服务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经济社会

发展，社会治安形势保持稳中向好，社会

面保持平稳有序。年内严格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及市委实

施意见，制定出台《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

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规则》《关于宝山

区政法系统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

制度的实施意见》２项配套文件。推进
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化解，落实领导包案

“四个一”机制，推动政法部门化解积案

２４件，化解率达８２８％，位于全市首位。
全区报警类案件比上年下降１４５％，信
访总量下降２３８％，公众安全感居全市
第五，公安工作满意度全市居第四。宝

山区获评上海市平安示范城区，区信访

办连续４年获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工作
先进单位，区法院执行局、区公安分局顾

村派出所获上海市模范集体。

【服务区域保障】　２０２０年，区政法系统
面对突发疫情，把握不同阶段的任务要

求，着力推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六

稳”“六保”等工作。第一时间制发《关

于全区政法系统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动员

政法战线力量深入一线开展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按照一级响应要求，全面落实

高等级防控勤务。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

控犯罪９起，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办理
的上海黎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非法经

营案入选最高检、公安部依法严惩哄抬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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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犯罪典型案例。区法院、区检察院

出台《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法律服务

手册》《关于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助力

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相

关意见》《宝山法院关于推进法治化营

商环境建设的专项行动计划》等指导性

文件，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区法

院妥善执行涉劳动报酬类群体执行案

件，实现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和维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的双赢。区检察院坚持“少

捕慎诉”，最大限度保障有生产能力的企

业尽快恢复生产。区司法局组建公益法

律服务团，联合区工商联出台支持中小

微企业法律服务措施，为企业减免部分

事项的公证服务费用，通过以案释法、普

法微视频、公益课直播等形式，宣传依法

防疫及复工复产相关政策。区公安分局

实现“网上办理零跑动”事项 １５万余
件，窗口好评率９９９％，列全市第一。区
司法局深耕“司法为民”公共法律服务

品牌，建成升级版区级公共法律服务实

体平台，“１２３４８”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咨询
１１万人次，提供法律援助９１４件。有力
处置微盟集团员工破坏公司计算机系统

案，妥善审理涉工业园区注册企业获得

扶持资金后擅自迁移案、涉比特币交易

案和广受社会关注的“ＳａａＳ服务侵权第
一案”等重点案件。

６月２６日 ，宝山区举办“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 区委政法／提供

【社会风险防控】　２０２０年，区政法系统
健全区委全面领导国家安全工作的体制

机制，制定出台《宝山区政治安全工作协

调机制实施方案》《宝山区社会安全工

作协调机制实施方案》《宝山区国家安

全人民防线专项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等

文件。发挥情报信息的预知预警预防作

用，围绕恐怖主义活动威胁、敌对势力渗

透滋扰等领域加强情报收集分析，对各

类关注人员聚集地、经营场所和治安复

杂场所开展清查治理，守牢暴恐案事件

“零发案”的目标底线。深入开展“两个

专项行动”，坚持“主动出击，抓早抓小，

露头就打”，对各类邪教保持严打高压态

势，确保“四个不发生”（即不发生重大

政治案件，不发生影响恶劣的群体性事

件，不发生重特大治安灾害事故，不发生

重特大恶性案件）。全速攻坚信访矛盾

积案化解。紧紧围绕“一个最大限度、三

个不发生”的目标要求，全面压实重要节

点期间信访稳定责任。对于各类重要行

动性信息、核查线索做到“不过夜”核查

处置，同步做好教育引导、解释疏导、劝

返回沪、监管查处、管控闭环处理和属地

稳控等工作。推进“四重”信访矛盾化

解，国家和市级层面交办的３０件重点信
访矛盾均已上报化解，２０２件重复信访
件治理有序推进。全面强化风险矛盾的

系统治理。加大重大项目风险评估和协

调推进，全年累计对２８５个工程项目（可
行性研究项目）进行风险预研，制定落实

风险管理预案。注重排查预警，紧盯矛

盾纠纷重点问题、重点群体、重点人员，

主动应对疫情叠加影响下互联网金融、

劳资矛盾等方面突出风险隐患，妥善处

置“９·２２”火灾亡人事故以及教育领域
招生、重大工程项目“邻避效应”等一批

突出社会矛盾。注重多元调处，建成更

高标准的区级非诉讼争议解决中心，线

上对接区法院诉讼平台，线下引入各类

调解组织及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开设

“非诉调解专窗”，构建“一口式”受理和

“一站式”解纷服务模式。全区各级调

解组织受理各类矛盾纠纷６５８３件，调解
成功率９８１６％，接收处置１１０非警务警
情类纠纷 １９５３６件，及时就地处置
率９９８５％。

【扫黑除恶斗争】　２０２０年，区政法系
统坚持重拳扫黑、铁腕除恶、全域治乱。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累计破获涉恶犯罪集团
７个，涉恶犯罪团伙５５个，刑事拘留犯
罪嫌疑人３６４人；“线索清仓”“逃犯清
零”“案件清结”“伞网清除”任务全部

完成，６２件涉黑涉恶案件全部清零，３
起市挂牌督办案件均经一审判决，中央

督导组对宝山区列出的２２条问题基本
完成整改；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 ４１人，给予党政纪处分
３８人，组织处理１人；排查整顿软弱涣
散村居党组织２个，清理问题在岗村居
干部３人。优化社会面治安防控体系。
加强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对社会治安重

点地区落实“一点一方案”并组织社会

治安市民巡访团实地暗访。严打人民

群众身边的违法犯罪行为，治安格局从

“多破案”迈向“少发案”。全年全区报

警类、偷盗类、侵权类、色情类、赌博类警

情比上年分别下降 １２６％、３２６％、
７８％、２８１％、３０９％。刑事案件由上年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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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２３万起降至９６８２起，下降５７９％，
入室盗窃、入民宅盗窃、扒窃拎包、盗三车

案件在 ２０１９年下降 ６２９％、６９８％、
６８５％、５４７％ 的 基 础 上，再 度 下 降
５８９％、６４１％、８０２％、７３％。严打毒品
类违法犯罪，开展“２０２０两打两控”“净
边２０２０”“清隐”等专项打击行动，破获
上海市首例涉及新型毒品二甲基色胺

大宗毒品案，在全市率先建成并启用区

级社区戒毒康复指导中心，全年累计缴

获毒品及易制毒化学品８８８千克。针
对诈骗类１１０报警数高发趋势，在街镇
（园区）发动组建反诈微信群１１８４８个，
实现圈群小区覆盖率９８３４％，防阻电
信网络诈骗２０００余起。

【市域社会治理】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充分
把握全国首批试点地区机遇，成立由区

委书记、区长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对

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七

大要素，形成《宝山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 点 工 作 实 施 方 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打造具有时代特征、上海特色、宝

山特点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区政法系统

适应机构改革、职责划转形势要求，对标

中央、市委平安协调机制建设情况，出台

《平安宝山建设协调小组工作规则、专项

工作组组成方案》，建立平安宝山建设协

调机制。高标准推进依法治区工作，制

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

委员会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及任务书，建
立健全报告、备案、督察等具体制度。强

化基层法治建设格局，全区１２个街镇均
建立依法治理委员会。实行行政权力制

约监督，组建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建

立“案件审议会”制度。加强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全区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率 ５３１０％，实现“零败诉”。
成立宝山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推进行

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成立宝山区法学

会，发挥法律专业人士在推动全区重点

项目建设、提供重大决策咨询、提升风险

评估能力、预防化解矛盾纠纷、解决涉法

疑难问题等方面优势作用，提升“法治宝

山”建设的专业化水平。高效率实施政

法智能化建设。织密立体化信息化治安

防控网络，持续推进“雪亮工程”三期和

农村地区智能安防建设，实现“微卡口”

在全区封闭式小区、开放式区域全覆盖，

实现人脸识别、车辆识别、高清监控等城

市“神经元”在全区封闭性小区、开放式

区域、楼宇、百张床位以上宾旅馆全覆

盖。主动融入“一网统管”工作，“雪亮

工程”感知数据已全量推送至区城运中

心，全区社区内１万余路视频监控、２５
万路楼道门开闭感知设备接入区政务外

网。落实市禁毒委统一部署，协调区卫

健委、区市场监管局、区信息委等部门，

启动“宝山区禁毒智能化管理服务预警

平台（６２６平台）”建设，推动在全区各类
医疗机构、３４２家零售药房安装使用“特
殊管理药品”监管系统及吸毒检测、药物

维持治疗直报系统。遵循“智慧公安”

第二步发展战略，区公安分局升级派出

所综合指挥室，自主研发“智综系统”，

实现指挥调度、规范执法、风险管控、基

础管理、勤务管理、内部管理数据自动运

行。重构基层警务生态，有机结合公安

专业数据和图像视频数据，精确识别人

口动态，服务关注人员发现管控，成为全

市样板。 （叶　虹）

应急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共发生生产安
全死亡事故１４起，死亡１４人，比上年死
亡事故数上升 ２７３％，死亡人数上升
２７３％。全年共检查单位１１４８家次，开
具法律文书 １２４９份，立案查处 １３１起，
处罚９０９万元。区应急局牵头４９家单
位拟订“宝山区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实施意见”，做好宝山区第一次自然灾害

风险普查各项准备工作。聚焦六大风险

领域，开展防汛隐患专项排查，督促整改

重大风险点位２８个，成功解决江南造船
厂汛期内涝问题。落实应急储备救援物

质专项资金，完成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应

急救灾物资、应急抢险物资摸底调查。

【推动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　２０２０年，
区应急局紧盯安全生产、危化品、消防、

防汛防台等应急工作，建成区防汛防台

专题应用。接入“１１０”“１１９”实时接警
数据、“智慧公安”“雪亮工程”等２５万
路视频资源和３家三、四级重大危险源
企业危险化学品预警系统。组建由正处

级民警带队的应急值班值守队伍，做到

第一时间掌握区域内突发事件信息，第

一时间协调相关部门、属地政府开展应

急处置。牵头修订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和自然灾害类、事故灾难类、公

共卫生事件类、社会安全事件类和街镇

（园区）级应急处置预案等５４部专项预
案。组织各街镇（园区）、相关委办局先

后开展消防、大客流、工地高坠、防汛防

台、安全生产、森林火灾等应急处置实战

演练和桌面推演６１次。

【落实应急管理制度】　２０２０年，区应急
局举办“加强风险管理、提高应急能力”

２＋Ｘ专题培训班。编制《宝山区应急管
理和城市运行安全“十四五”规划》，明

确６项重点任务、６个重点项目和６项保
障措施。调整区安委会成员单位名单，

完善各单位安全生产“权力清单”“责任

清单”“监管清单”和“任务清单”。会同

区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制定《宝山区推

进城市安全发展的工作措施》，将２３条
措施细化分解为６３项具体任务，形成工
作任务目标分解表。推进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明确 ２个专题和 ９
个专项具体整治任务，持续推进“消防、

生产企业、建筑施工”３个专项整治，开
展安全生产和消防风险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建立健全“四个一”（每周开展一

次隐患排查汇总通报，每月开展一次重

大隐患汇总通报，每月开展一次安全生

产和城市运行警示，双月开展一次安全

生产工作例会）工作制度。推进“保险

＋服务”“执法 ＋专家”监管方式，发挥
安全生产第三方机构和责任保险在安全

生产技术、人才和服务等方面资源优势，

实现市场、企业、政府多元合作共治。加

强分类指导，开展重点监管单位专项检

查、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专项督

导、粉尘涉爆企业专项整治以及加油站、

标准化达标企业、工伤事故企业等专项

检查。推动涉氨制冷企业冷媒改造工

程，逐步减少涉氨重大危险源。坚持“四

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

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

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

过），会同属地政府和行业监管部门严格

检查事故单位停工整改情况，并对２０家
近年来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单位开展

“回头看”专项安全检查。 （江佳炜）

３０２

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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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服务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有各级各类卫
生计生机构 ３０９个。其中：医院 ３３所
（其中综合医院１３所，中西医结合医院
１所，中医医院１所，专科医院５所，护理
院１３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中心）
１９家，社区卫生服务站１２１个，诊所、医
务室５９个，门诊部６６个，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６个，其他医疗机构５个。医疗机
构共有床位 １１４８８张，每千人口床位
１１１７张（户籍人口）；共有卫生技术人
员１０５７５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３８１０
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３７１人
（户籍人口）、１７人（常住人口）；注册护
士４９０５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 ４７７人
（户籍人口）、２１９人（常住人口）。医疗
机构诊疗总量 １２９２４４万人次，比上年
下降１５５７％。其中：门急诊１２４７７１万
人次，出院 １８３３万人次，住院手术
１１４９万人，院前急救４１１万人。全区
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８４１８岁，男性
８１６５岁，女性８６９４岁。常住人口婴儿
死亡率１８４‰，常住人口孕产妇死亡率
０，常住人口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７１７６／
１０万。新增 ＨＩＶ／ＡＩＤＳ疫情 ９５例。其
中：ＨＩＶ感染者 ７９例，艾滋病病人 １６
例，历年ＨＩＶ感染者转为艾滋病人９例。
累计报告 ＨＩＶ／ＡＩＤＳ１５７４例，其中艾滋
病病人３３６例。

宝山区常住人口总数２２３５２万人，
比上年增加１９０９万人；常住人口出生
９９９４人，减少２７１５人，减幅２１３６％。户
籍人口总数１０２８１万人，增加１８万人；
户籍人口出生５１０８人，减少１２９１人，减
幅２０４６％。户籍人口一孩率 ７８６６％，
上升 ２０１％；二 孩 率 ２０７９％，下 降
１９４％；多孩率０５５％，上升００７％。全

区生育峰值年龄３０岁，上升１岁。户籍
育龄 妇 女 １８８６３３人，占 总 人 口 数
１８３５％，增加１０７０人，增幅０５７％。

全年区镇两级财政卫生事业费

１５９２亿元，增长３６５％，其中经常经费
１３４０亿元，专项经费２５２亿元。区级
财政卫生事业费 １１７３亿元，增长
００１％，其中经常经费 ９２７亿元，专项
经费２４６亿元。区级财政投入计划生
育事业经费１５９９０５万元。

【新冠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区卫健委全
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

环境”同防等各项新冠疫情防控举措，做

好流调溯源、医疗救治、集中隔离观察、

人员排摸、道口排查、邮轮港接靠、机场

派遣等工作。加强医院、疾控中心以及

第三方检测机构核酸检测能力建设；完

成９家发热门诊和１６家发热哨点诊室
的规划化改造，其中８家发热门诊配备
专用ＣＴ。有序推进疫苗接种，设立１个
临时集中接种点，２个辅助接种点。分３
批派遣２０名医疗骨干驰援武汉金银潭
医院等抗疫一线，３月３１日完成援鄂任
务，实现医务人员“零感染”。全区累计

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１０２例（其中境外输入性病例 ６７例，境
外输入关联病例１例，境内病例３４例）。
报告聚集性疫情１１起，累计落实密切接
触者医学观察 ２７６０人。对入境人员实
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居家医学观察，

累计开展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２９８２４人，
居家医学观察２２２３６人。

【公共卫生服务机制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
卫健委牵头制定宝山区“公共卫生 ２０
条”，制定疾控体系现代化、公共卫生行

动计划等配套政策，建立并完善区域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长效机制。实施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达标建设和能力提升工

程，完善专业设施设备配备，优化疾控专

业队伍设置管理。落实全市重大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全年完成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肺炎疫苗接种１１２７９剂次，社区居民大
肠癌免费筛查初筛２５３万人。实施区
政府实事项目“老年人肺癌筛查”工作，

完成 肺 癌 筛 查 ２４１万 人，完 成 率
１１６８６％，发现可疑病例 １５７２例，确诊
肺癌８１例。全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
类传染病１０种１５０３例，发病率７１７６／
１０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８９８８／１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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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５６％、外地户籍
管理率８９０６％。完善妇幼保健服务能
力建设，成功抢救危重孕产妇２２例，转
会诊危重新生儿４１７例。

【开展卫生监督】　２０２０年，区卫健委在
疫情防控期间将医疗机构疫情防控监管

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反复多轮次对发热

门诊的督导检查，推动发热门诊的规范

运行。通过召开专题会、发放疫情防控

告知书等方式，加强对社会办医疗机构

疫情防控监督指导。聚焦人员密集场

所，对辖区住宿场所、游泳场所开展全覆

盖督导检查，制作“疫情防控告知书”，

全年对２１１家住宿场所开展监督抽检工
作，合格率８５％，完成辖区５６家游泳场
所监督全覆盖及 ３轮高温季节抽检工
作，合格率９３７％。同时，结合上海樱花
节、“第三届进博会”等保障任务，组织

开展指定接待场所以及周边星级宾馆等

场所的公共卫生监督检查，共监督检查

住宿场所３５８户次，游泳场所５６户次，
沐浴场所６５户次，美容美发１０４５户次；
开展二次供水监督检查５５６户次，抽检
１１０家，合格率１００％。关注中小学传染
病防控，通过多轮联合督导，对区内１５１

４０２



所学校和１９０所托幼（托育）机构督导检
查；各类学校和托幼机构完善校内传染

病防控人员、制度体系建设，形成疫情下

传染病防控工作的规范化，完善并落实

学校传染病防控的“一案八制”（传染病

疫情及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

案，传染病疫情及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报告制度，学生晨检制度，因病缺课

登记、追踪制度，复课证明查验制度，学

生健康管理制度，学生免疫规划的管理

制度，传染病预防控制的健康教育制度，

通风、消毒等制度）。成立区改革完善医

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建

立会商机制，全面开展医疗卫生行业自

查整改，迎接上海市医疗卫生综合监管

督察。联合区发改委、区民政等９部门
下发《宝山区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实施

计划》，开展重点行业粉尘、噪声危害等

专项监督。巩固精准打击无证行医标杆

化和制度化建设成果，开展２０２０年“夜
鹰”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全年共监

督检查１０７１３户次，实施卫生行政处罚
案件４０１件，其中：警告４９件，罚款３５２
件，没收违法所得 １０件，强制执行 １８
件，完成“行刑衔接”５起”。卫生行政处
罚金额总计 １２１２６１万元，没收违法所
得１２７２４万元。共完成各类卫生许可
项目３０５５件，处理举报投诉２６１件。

６月１６日，宝山区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吴淞医
院揭牌 区卫健委／提供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２０２０年，区卫健
委深化医联体建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全面托管吴淞中心医院。区中西医

结合医院完成上海市三级中西医结合医

院等级复评审和医院大巡察。持续推进

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市第二康复医院 ２
家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创建，

加快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发挥优质医

疗资源对基层的辐射和引领效应。区中

西医结合医院、吴淞中心医院２家单位
通过市卫健委评审，列入第一批区域性

医疗中心建设单位。

【推进社区卫生综合改革】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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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愿选择一名家庭医生签约的基础上，

可在全市范围内再选择一家区级医疗机

构与一家市级医疗机构进行签约）签约

工作。全区“１＋１＋１”签约７５６０万人，
全市排名第三位，签约率３９６３％；重点
人群签约３８０６万人，签约率１０２４２％，

全市排名第一；开具延伸处方１１７７万
张，全市排名第七，涉及金额３１６４４７万
元。开具慢病长处方 ８４６３万张，涉及
金额１８２１６９３万元。１１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在２０２０年度国家“优质服务基层
行活动”中达到“推荐标准”。实施市政

府实事项目，完成全区１２个智慧健康驿
站新建，并通过市级专家现场验收，累计

建设智慧健康驿站１７个，实现区域街镇
全覆盖。智慧健康驿站累计自助测量人

次数１２５２万人次、异常提醒次数９３９５
人次。开通“社区通 ＋家庭医生”微信
平台服务，全年共有３１２名家庭医生上
线，覆盖５７５个居村委，发布各类健康类
科普常识３７８万条，回复居民咨询４０７
条，４３４２名居村民参与点评。

【提升医疗质量】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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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深化全区“区域
医联体”和“专科医联体”建设，各医疗

联合体９３名专家下沉社区１５８８人次，
开展专病门诊 ２０９５３人次，会诊 ２４２人
次，参与社区查房２４４８人次，医联体内
双向转诊９７万人次。依托新华医院儿
科医疗联合体优势，加强基层社区儿科

学科发展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实施儿

科临床诊治和医疗服务的标准化、规范

化和同质化培训，使居民在家门口享受

综合医院儿科诊疗服务。１１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开设儿科门诊。

【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

复中的独特优势，创新中医药服务模式。

开展宝山区中西结合医院乳腺科、肾内

科通过上海市重点专科培育项目建设计

划。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白癜风、

脱发中医药特色专病门诊完成上海市中

医优势病种培育项目、区科委项目通过

验收。在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冬

病夏治项目，完成中药敷贴２万余人次，
膏方门诊 ２００余人次。申报成功 ２０２０
年上海市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工作（吴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杨

耀忠）；组织推荐青年岐黄学者申报（区

中西医结合医院张卫红、李爽）；推动

“吴敏名中医工作室”落户友谊路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淞南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在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配制

解毒抗疫中草药凉茶，在中医诊疗区域

供患者免费应用，帮助社区居民有效防

治呼吸道传染病。

【学科人才建设】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持续
推进市区两级“重点学科”项目建设，吴

淞中心医院妇产科、骨科、检验科入选市

级医学重点专科建设计划、药剂科入选

上海市医疗机构临床药学重点专科建设

项目、入选市卫健委妇儿健康研究专项

项目１个。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肾病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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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和乳腺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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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个项目入选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年度中医药传承和科技创新项目。
大场医院入选市卫健委健康老龄化研究

专项项目１个。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罗
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２家单位共４个
项目获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上海市卫生健
康委中医药科研项目立项。开展首届宝

山区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品牌建设项

目，共２２个项目获立项。

【提升卫生应急管理水平】　２０２０年，区
卫健委进一步完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自然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理

机制和专项工作预案。结合卫生应急工

作需求，制定完善卫生应急物资储备制

度。完成上海樱花节、２０２０年宝山·维
西青少年“手拉手”活动、第三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等９８项重大活动、重大节
会医疗卫生保障任务，出动医疗急救车

１７８车次，派出医疗保障人员１１３９人次。
对８５起突发火灾、坠楼事件、交通事故、
安全事故等均落实有效处置。

【推动“健康宝山”行动】　２０２０年，区卫
健委发布《健康宝山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健康宝山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

等，将行动执行情况纳入各级党委和政

府考核体系。加快国家卫生区复评审工

作，成立复评审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和办

公室，在区域范围内开展全覆盖检查和

督查。统筹推进顾村镇和罗泾镇国家卫

生城镇复评审工作和大场镇推进国家卫

生镇新创工作，相关复评审通过市爱卫

办考核。结合疫情防控，开展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大整治，累计参与

环境大整治１０７万人次，清理脏乱环境
２２万余处。加大控烟力度，开展专项
执法活动。全年共处罚单位案例６２例，
罚款金额１２８６００元，个人案例１７例，罚
款金额１２００元。

【加大计划生育家庭帮扶力度】　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共投入落实计生奖扶政策经

费７５１１６７万元（含：给付计划生育家庭
特别扶助金 ２２４５６人次，金额 ５５７２８９
万元；给付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金１０２６８人，金额１６１５０４万元；给
付年老一次性计生奖励费４０９人，金额
２０６１４万元；给付独生子女意外伤残、
死亡一次性补助 ２８４人，金额 １１７６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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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个全覆盖。全年计生特殊对象“１
＋１＋１”家庭医生组合签约 ９５４％，为
５８００余名特殊对象发放就医便利卡，完
善就医绿色通道服务。

【推进家庭发展能力建设】　２０２０年，宝
山区继续落实全面两孩政策，推进生育

友好型城市建设，审批再生育子女申请

２０２例。全年共为９９８对计划怀孕夫妇
提供系列优质检查服务。开展“优生优

育社区行”巡讲１８５场，受益人次１１１３３；
结合科学育儿宣传工作，重点制作包含

“喂养”“成长”“看护”的“新手爸妈看

过来———０—３岁科学育儿系列动画宣
传短片”；通过与第三方合作，为全区常

住０—３岁婴幼儿家庭开展线上线下有
针对性的科学育儿指导服务，全年共为

７００户０—３岁婴幼儿家庭开展线上家长
课，线下亲子活动１４场。主办“第五届
上海市家庭马拉松”大型线上线下体育

健康活动，倡导健康家庭、幸福家庭理

念，线下参赛 ７００余人，线上参赛 １０００
余人。共开展各类家庭计划指导服务

８４１场次，受益人次３９万。

【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
卫健委继续大力推进区域互联网 ＋医
疗健康建设应用，协助吴淞医院互联网

医院完成市级互联网医院准入技术规

范建设，实现与市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

对接，并于年内获得宝山区首张互联网

医院牌照；在淞南社区完成前期试点基

础上推进 ７家社区移动家庭病床推广
应用，移动家庭病床应用进入上海市经

信委“智慧城市示范工程———社区智慧

健康养老”项目遴选，编入《２０２０智慧
上海优秀案例汇编》；完成健康宝山微

信公众服务号和互联网 ＋护理建设。
推进医疗便民惠民信息化支撑建设，完

成医疗付费一件事区属公立医疗机构

全覆盖，实现医保脱卡支付、信用就医、

随申办亲属码等应用建设；全面推进互

联互通互认工作，实现所有医疗机构检

查、检验报告的区域互联互通互认。推

进医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推进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区域病种指数管理

应用平台建设应用和扩展老年人健康

管理应用；推进 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基于 ＡＩ技术的健康档案质控系统
推广应用，构建数据源头可追溯的全

周期闭环健康档案管理模型应用，管

理模型被市卫健委及市卫生健康信息

中心在全市推广实施。“智慧宝山编

制区域健康信息网”获上海市健康促

进委员２０２０年“新时代健康上海建设
示范案例”。

【民营医疗机构管理】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
有核准登记民营医疗机构 １８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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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家（包括口腔门诊部６９
家、综合性门诊部４家、中西医结合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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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门诊部１家）；个体诊所
５３家（包括口腔诊所２３家、中医诊所１３
家、中医诊所备案９家 、中医坐堂医诊所
７家、全科诊所１家）；护理站２５家；临床
检验所４家、临床病理中心１家。

（卢正华）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前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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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０９ ３５６４ ４１６ 循环系病 １８４８ ３６２ ３７７７ 循环系病 １７６１ ３５０７ ４６５５

２ 肿 瘤 ２７７７ ２７４２ ３２０１ 肿 瘤 １７５４ ３４３６ ３５８５ 肿 瘤 １０２３ ２０３７ ２７０４

３ 内 营 代 ５４３ ５３６２ ６２６ 呼吸系病 ３５５ ６９５３ ７２６ 内 营 代 ２３８ ４７３９ ６２９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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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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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 呼吸系病 ５２４ ５１７４ ６０４ 内 营 代 ３０５ ５９７４ ６２３ 损伤中毒 ２１２ ４２２２ ５６

５ 损伤中毒 ４００ ３９５ ４６１ 损伤中毒 １８８ ３６８２ ３８４ 呼吸系病 １６９ ３３６５ ４４７

６ 消化系病 １９２ １８９６ ２２１ 消化系病 ９９ １９３９ ２０２ 消化系病 ９３ １８５２ ２４６

７ 神经系病 １６０ １５８ １８４ 神经系病 ８８ １７２４ １８ 神经系病 ７２ １４３４ １９

８ 精 神 病 １３６ １３４３ １５７ 精 神 病 ６７ １３１２ １３７ 精 神 病 ６９ １３７４ １８２

９ 传及寄病 ７２ ７１１ ０８３ 传及寄病 ５１ ９９９ １０４ 泌尿生殖 ３０ ５９７ ０７９

１０ 泌尿生殖 ５８ ５７３ ０６７ 泌尿生殖 ２８ ５４８ ０５７ 肌骨结缔 ２６ ５１８ ０６９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前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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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６ ７２６７ ２７２５ 肺癌 ５４８ １０７３ ３２０１ 肺癌 １８８ ３７４４ １９０１

２ 肠癌 ３５７ ３５２５ １３２２ 肠癌 ２１４ ４１９２ １２５ 肠癌 １４３ ２８４８ １５６６

３ 胃癌 ２６４ ２６０７ ９７７ 胃癌 １９０ ３７２１ １１１ 胰腺癌 ９８ １９５１ １０７３

４ 胰腺癌 ２１４ ２１１３ ７９２ 肝癌 １４９ ２９１８ ８７ 乳腺癌 ９５ １８９２ １０４１

５ 肝癌 ２１２ ２０９３ ７８５ 胰腺癌 １１６ ２２７２ ６７８ 胃癌 ７４ １４７４ ８１１

６ 乳腺癌 ９７ ９５８ ３５９ 前列腺癌 ７８ １５２８ ４５６ 肝癌 ６３ １２５５ ６９

７ 食管癌 ９５ ９３８ ３５２ 食管癌 ７２ １４１ ４２１ 脑及神经系统 ３６ ７１７ ３９４

８ 前列腺癌 ７８ ７７ ２８９ 膀胱癌 ４５ ８８１ ２６３ 卵巢癌 ３３ ６５７ ３６１

９ 脑及神
经系统

７３ ７２１ ２７ 白血病 ３７ ７２５ ２１６ 宫颈癌 ２５ ４９８ ２７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公立医院

分类 名　　称 等　级 执业地址
实有床位
（张）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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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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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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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６ １２８２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上海市同济医院 三级甲等 新沪路９５０号 ０ １３５９

二级

医疗

机构

吴淞中心医院 二级甲等 同泰北路１０１号 ６０３ ７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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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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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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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７ ２４５ 康复

仁和医院 二级甲等 长江西路１９９９号 ３８５ ７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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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０ ９５４ 精神科

中冶医院 二级甲等 春雷路４５６号 ８５２ ４５７８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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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类 名　　称 等　级 执业地址
实有床位
（张）

２０２０年
门急诊
（万人次）

主　要　科　室

一级

医疗

机构

老年护理院 未评 共和新路５４２５号 ２７２ ０３７ 老年护理

民政老年医院 一级 富锦路６６０号 ９７ １０４ 老年护理

建工护理院 一级 虎林路５２１号 ２０５ ０ 老年护理

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 未评
永清路宝山十村

１０６号 １２０ ０ 老年护理

泗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虎林路４３９号 ３４ ３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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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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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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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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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 ３４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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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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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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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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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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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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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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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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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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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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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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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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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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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３５２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上海白茅岭医院 一级 上海市白茅岭农场 ９９ ０４６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民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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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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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泾村陆家宅５０号—２临 护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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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尤旦口腔医院 场中路４０９８弄３８号１层０６室、２—３层 口腔医院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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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民营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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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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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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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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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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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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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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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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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地　　址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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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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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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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川路１７２—１７４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皓诺口腔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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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一路１６８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志琴口腔门诊部 祁北东路７５号 口腔门诊部

上海博业口腔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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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美瞡口腔门诊部 何家湾路１０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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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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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瑞慈瑞山门诊部 共和新路４７２７弄１１—１２层 体检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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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其他民营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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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室 护理站

上海海波护理站 美平路４１０号１层 护理站

上海佳家安心护理站 淞肇路８８号１０３室 护理站

上海爱以德亿诺护理站 南?藻路１８７７号 护理站

上海护礼家护理站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支弄４２号—１ 护理站

上海金色怡泰护理站 长虹路７９８号 护理站

上海爱至家护理站 月都路１８号２３１７室 护理站

上海逸乐护理站 淞宝路３９２—３９６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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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淞兰路１１６６弄９７号 护理站

上海济家杨泓护理站 宝杨路１９４３号６１９室 护理站

上海骥祥护理站 月城路２９９弄５号１０１室 护理站

上海烨霖护理站 顾北路５６６号１—２１０室 护理站

上海爱以德荣浩护理站 富联路１５４号 护理站

上海弘爱护理站 菊联路８９弄６６号 护理站

上海长护庙康护理站 长临路９５９弄３８号３１１室 护理站

上海长护通康护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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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桐树医学检验实验室 园康路３００号２幢５层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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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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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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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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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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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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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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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地　　址 备注

上海刘理口腔诊所 友谊支路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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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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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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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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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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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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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驭安中医诊所 鄂尔多斯路７５６号 中医诊所备案

上海红墙情中医诊所 同济路９９９号２幢１１５室—３ 中医诊所备案

上海一德盛安中医诊所 古莲路２０１号—１临 中医诊所备案

上海民心中医诊所 牡丹江路１１８８号—４ 中医诊所备案

上海一德爱晖中医诊所 长江西路１５５５号—４临（Ａ区） 中医诊所备案

上海陈艳平中医诊所 淞兴路２３４号１—２层 中医诊所备案

上海智护汇全科诊所 富锦东路２１８号１０１室 全科诊所

（卢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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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医疗保障局（以
下简称区医保局）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

质量发展，年内完成居保新增审核２４１
万人，全年参保登记合计２３０６万人；市
民帮困计划完成新增审核３０４人，帮困参
保缴费合计３１４万人，缴费率１００％。结
算职工医保医疗费用３６５１亿元，结算居
民医保医疗费用３４０亿元，结算市民互
助帮困医疗费用１０１亿元。

１月２８日，九院北部医护人员出发驰援武汉 九院北部／提供

【疫情防控医疗保障】　２０２０年，区医保
局落实“两个确保”（确保定点医院不因

医保总额预算管理规定影响救治，确保

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得不到及时救治）要

求，及时预拨区内８家发热门诊定点医
院４２０万元医保基金，保障定点医院资
金运转正常。做好经办环境防护工作，

保护办事群众和经办工作人员健康安

全。创新经办服务方式，推行“网上办”

非接触式办理方式。推进将处方用药量

放宽至３个月，保障参保患者长期用药
需求。延长医保零星报销票据的受理有

效期、居保转诊有效期和大病登记时限，

实现“延期办”。全覆盖走访长护险居

家护理机构，为１４９９名一线护理员协调
解决１５００瓶免洗消毒洗手液、近５万个
口罩、５９９６副防护手套等防控物资，助
推机构安全复工。

【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２０２０
年，区医保局坚持长护险工作区域管理，

发挥街镇统筹管理职责，落实上海市长

护险试点实施服务总量平衡管理机制，

制定《宝山区落实本市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实施服务总量平衡管理机制实施方

案》，建立分层分类考核机制以及动态通

报机制，开展第三方机构居家护理服务

满意度及现场考核要素调查工作，确保

全年失能率和服务对象总量更加平衡有

序、失能等级结构更加趋于合理，维护长

护险基金安全。全年长护险共受理申请

１８０万人，评估且符合条件１４８万人，
新增享受长护险１４１万人，当年居家照
护服务量达３１８６０万人次。长护险基
金共计支付 ２３８亿元。全区动态失能
率控制在５５％，位列全市第三。

【提升医保基金监管效能】　２０２０年，区
医保局落实新修订《上海市基本医疗保

险监督管理办法》，强化医保监管队伍建

设，建立由７５名专家组成的区级医疗保
障基金监管工作协助执法专家名录库，

辅助开展区域内定点机构医保基金的现

场检查工作。着力开展“打击欺诈骗

保”专项治理及“回头看”工作，联合区

公安分局、区卫健委、区市场监管局组织

区域内医保定点机构，分类召开宝山区

“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治

理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推进专项治理工

作。全年全区医保定点机构２９４家，共
检查审核７７６院次，每家机构平均检查
次数达２６４次。探索推进医保智能化
监管，全覆盖试点定点医疗机构“智能化

监管系统”、定点药店“人脸识别系统”、

长护险“长护ｅ安”三级监管平台。

【推进医保惠民政策】　２０２０年，区医保
局开展医疗救助第三方审计，保证救助

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年内开展医疗救

助 １５９万 人 次，发 放 医 疗 救 助 金
２２５０５４万元。平稳推进长三角异地门
诊及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全区４６家定点
医疗机构实现长三角异地就医实时结算

全覆盖。年内结算门诊２３９万人次，医
保基金支付４６０８６万元；完成异地住院
实时拉卡结算１２８万人次，医保基金支
付２０８亿元。

【优化医保经办服务质量】　２０２０年，区
医保局通过“宝山医保”“社区通”等线

上渠道共发布医保经办指南、政策信息

及医保动态等信息１９３条、阅读量近１６

万，及时传递医保相关政策信息。做好

信访及“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处理，年内处理
各类来信来访１０２件。其中，人民来信
来访１８件，“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８４件；热
线工单先行联系率、按时办结率均为

１００％，满意率达９８％。医保服务经办年
内共办理现金类业务１５０１万人，结算
金额１２８亿元；办理非现金类业务４５０
万人次。“好差评”获得好评１８１０条，实
现零差评。全力落实“一网通办”工作，

提高网办率和全程网办率，拓展７项区
自管公共服务新增事项，完成“一网通

办”线上办理专区建设。推进医疗费报

销“一件事”，配合区卫健委做好医疗付

费“一件事”工作。加强医疗服务信息

上报工作，宝山区医疗机构医保实时病

案上报率达到９９９８％，位列全市第一；
非医保实时病案上报率９９９８％，位列全
市第一。 （陈彦汝）

医疗机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北部）】　２０２０年，医院在职员工
４７５９名，其中医生 １５７４人，护士 ２０２０
人。正高职称２５６人，副高职称３８４人，
中级职称１０８４人；博士９２２人，硕士９０９
人，本科１９８４人。全年门急诊量３７８７
万人次，住院１１万人次；平均住院日５９
天。医院总核定床位数２１５０张，口腔综
合椅位８００张，医院临床科室 ６２个。北
部院区位于漠河路２８０号。１月 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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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医院人员在机场、港口开展核酸检测采样等工作 摄影者／戴益辉

北部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应佑国、主

管护师黄波黎随上海第二批医疗队出发

驰援武汉。２月 ２日，北部院区呼吸科
护士长王传萍、感染科主管护师汪静、心

外科护士长方垂璧，成为上海市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参与新冠病人医治的第一批

医疗队员。５月８日，作为建院１００周年
和科技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之一，举办

“５８世界红十字日造血干细胞捐赠者资
料库入库活动”，有１２１名职工通过口腔
咽拭子采集标本，加入中华骨髓库。５
月３０日，分别在九院北部（漠河路 ２８０
号）和九院微信号互联网医院“线上义

诊”专区举行以“守护健康，伴你成长”

为主题的多学科联合线上线下义诊活

动。９月１日，举行市级医院“市民健康
科普宣传周”和“医院开放日”启动仪

式，活动紧扣“卓越申城，健康先行”主

线，突出“防疫新常态 品质新生活”。９
月２日至７月，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微信
公众号平台陆续推出系列健康科普知

识，增进社会大众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

促进社区居民的健康生活。为贯彻落实

健康中国战略，助力后疫情时代居民身

心健康，医院发挥优势医疗资源，借助互

联网医院平台开展大型线上义诊咨询服

务。１１月１０日，来自各临床科室的 ７２
名专家为３３０余名患者开展在线图文咨
询义诊，是第一次覆盖所有临床科室的

大型互联网医疗活动。年内，神经内科

被授予“上海帕金森病研究联盟”成员

单位。 （胡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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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
院（以下简称宝山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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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６张，平均住院日 ６３４天，床位
使用率８３３３％。在岗职工１１０４名，其
中：卫计人员１００９人。门急诊服务（含
体检人次）１２８２３３２人次，出院３５５４２人
次，住院手术２３２６２人次。年内派出第
一批医务人员赵波、施巍、邱李夏，第二

批医务人员熊德新共４人支援武汉。先
后派出４１名人员前往机场、港口开展核
酸采样、方舱实验室核酸检测工作。根

据挂号、检验、检查、取药、治疗、留观“六

不出门”要求改扩建发热门诊及隔离病

房，全年收治新冠疑似患者５２人、疑似
待排９２人、密接患者１４人，其中核酸检
测阳性１６例，无院感事件发生。完成复
工复产核酸检测２３０００余人次。医院进
一步优化流程和便民服务举措，完成标

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名医诊疗中

心、治未病中心、中医综合治疗室、超声

诊断科、出入院大厅等改扩建项目；新增

门诊自助挂号、收费一体机；完成“出生

一件事”和“死亡一件事”的信息软件改

造和实施；开通“医疗付费一件事”。

２０２０年被授予首批上海市区域性医疗
中心建设单位，通过三级中西医结合医

院等级复评审暨医院巡查和全国文明单

位复评审。１０月２９日，被授予上海中医

药大学公共健康学院“健康管理实践教

学基地”。１２月３１日，被授予上海中医
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健康管理教学科研

基地”。年内，全力推进“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创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

化防控”“复工复产”等工作，获上海市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上海市志

愿服务先进集体，上海市妇女之家示范

点、上海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赵波家庭

获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赵波、谭美春获

上海市先进工作者；急诊科获２０１９年度
上海市巾帼文明岗。完成上海市中医重

点专科培育项目肾内科、乳腺外科中期

专家评审。获各级课题立项２８项，其中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４项，完成课题验收
１７项，获上海市科技成果１４项；获实用
新型专利１９项；出版著作、手册７部；发
表论文３５３篇，其中 ＳＣＩ论文２１篇。晋
升为全国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

地，有上海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资格４７人，上海中医药大学临床教学基
地兼职教授、副教授５人。 （顾爱花）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２０２０
年，该院设临床科室３６个，病区１７个，
核定床位６００张。全年门急诊量８２３１５３
人次，出院患者 ２５３８１人，住院手术
１２９４３人次，平均住院日６４４天。年内
医院组建内镜中心ＭＤＴ团队，增设周六
门诊、儿科急诊；新增胃肠道肿瘤等５个
专病门诊；首次开展自体造血干细胞移

植、ＥＣＭＯ治疗等多项新技术。先后派
出２７名医护人员出征武汉，支援武汉市
金银潭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昌方舱

医院、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与母院

共同组建的２７３人援鄂医疗队，是全国
医院派出人数最多的队伍。派出６名医
务人员分四批支援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２月３日，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
书记、区长陈杰等到院慰问一线医务人

员，并现场指导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与

区科学技术协会合作开展的“医直

播———华山医院北院互联网医学科普频

道”上线。全年累计播出１６４期，获上海
市卫生健康系统第四批“创新医疗服务

品牌”、中国科协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

７月１日，医院感染楼发热门诊改造完
成并启用，改建后的发热门诊总面积达

３６０平方米，全年累计接诊６４１８人次，其
中疑似留观病例１２７人次，确诊病例１７
人。病理科、抗生素研究所、麻醉科、普

外科、肾病科医务人员组成的第八批援

滇医疗队和耳鼻喉咽头颈外科、口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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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３１日，华山北院与母院共同组建的２７３人援鄂医疗队回归 华山北院／提供

抗生素研究所、放射科、检验医学科医务

人员组成的第九援滇医疗队分别于３月
２５日、１０月９日赴滇开展为期半年的对
口帮扶工作。全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５项、省部级课题２项、委级课题１１项、
横向课题１项，发表 ＳＣＩ论文１２篇。医
院连续四届蝉联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一

等奖。医院成为上海市首批开展核酸检

测医院、上海市防控后备定点医院、宝山

区发热门诊定点医院。获国家卫生健康

委“改善医疗服务创新科室”，上海市卫

生健康系统第四批“创新医疗服务品

牌”，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等奖项。 （朱思睿）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工作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爱国卫生和健康
促进工作推进《健康宝山行动（２０１９—
２０３０年）》落地落实，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巩固提升

“国家卫生区”“全国健康促进区”“全

国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成果，继

续深化城乡环境整治行动，全面推广健

康生活方式，重点防控病媒相关传染

病，营造全社会无烟环境，进一步提升

城乡环境卫生质量、群众文明卫生素质

和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按照《宝山区城

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开展以洁净城乡环境、控制“四害”密度

等为重点的季节性爱国卫生运动。组

织迎元旦、迎新春、迎国庆、迎“进博会”

等重要节点城乡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在大场镇弘基广场、友谊路街道宝龙广

场举办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秋冬季爱国卫生
主题宣传和环境整治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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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第三届进

博会病媒生物防制保障任务。制发《健

康宝山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确定宝山
区中长期健康行动方案。深化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行动，召开宝山区首批健康

村镇建设现场推进会，推进月浦镇、月

浦镇聚源桥村、罗泾镇塘湾村等“１镇６
村”上海市首批健康村镇试点建设。完

成月浦八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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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家场所
上海市健康单位创建任务，并通过市级

考核验收。对全区７０余家健康促进示
范场所负责人开展工作培训。发放“上

海市民居家健康知识读本”（含２张健
康上海全景地图健康工具）至全区 ７６
万户常住家庭。作为上海市 ６个试点
区之一，在罗店、祁连持续开展“糖尿病

同伴支持”专项课题研究。发动全区

１４０所中小学近１０万名中小学生开展

“拒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签

名活动。组织区内各控烟执法部门开

展控烟专题执法和督导。全年共处罚

单位案例８９例，金额１８７７万元；个人
罚款案例１８例，金额１３００元。年内推
选反映全区健康自管管理小组活动创

新亮点的案例“全民齐参与，健康我做

主”，获新时代健康上海建设“示范案例

奖”。在迎接“健康上海行动”第一轮

督导中，罗店镇糖尿病同伴支持小组受

到专家组表扬。

【助力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２０２０年，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区爱卫办采取社区

和集市环境综合整治、防病知识宣传教

育、社区预防性消毒等措施，在全区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疫

情快速蔓延。年内，数次集中组织全区

５００余个村居委、７８家农贸集市统一开
展爱国卫生大扫除活动。４月，组织全
区开展第三十二个爱国卫生月活动，持

续开展每周四爱国卫生义务劳动日活

动。５月，启动为期 ７个月的全区夏秋
季爱国卫生运动。相继开展“学知识、防

疫情、赢奖品”新冠病毒防控知识有奖竞

答活动，征集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组员疫

情防控期间“停课不停学”优秀案例，编

写“宝山区健康自我管理小组指导手

册”，推行“市民健康公约”线上微课堂

活动等。及时采购相关药械，向各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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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区餐饮协（商）会向会员单位免费发放口罩 区餐饮协（商）会／提供

除害服务所站发放预防性消毒药物及消

毒器械，确保人员、药械、措施“三到

位”。区爱卫办指导中心在开展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大整治、大宣传、

大消毒工作中，累计参与环境整治人数

１０７万人次，清理脏乱环境２２万余处，
投入防控专项经费５５６９万元。发放宣
传折页４５万余份，张贴宣传海报２万余
张、健康城市墙报２６５２套，制作宣传版
面１８８６块，开展宣传版面巡展 ６２０余
次。出动专业消毒人员５９６万人次，使
用消毒药水３７万千克。

【推进国家卫生区复审】　 ６月７日，区
爱卫办召开宝山区国家卫生区复审工作

会议，成立宝山区迎接第二轮复审工作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制定《宝山区迎接第

二轮国家卫生区复审工作方案》，副区长

陈筱洁先后３次深入全区各街镇督导推
进复审工作。抽调１２名基层骨干组建
成督导队伍，每天督导各街镇（园区）迎

复审工作，全年共下发“每日督查简报”

１００期，“每周督查专报”１８期。完成宝
山区巩固国家卫生区迎复审资料汇编、

国家卫生区复审申报片《创卫让城市更

美好》拍摄和制作。按照国家卫生镇复

审工作程序，指导顾村镇、罗泾镇做好国

家卫生镇复审工作。２个镇通过市、区
级考核验收和全国综合评审，被重新命

名为国家卫生镇。指导大场镇推进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新创国家卫生镇工作。

【开启健康自管小组课堂新模式】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在册活动的健康自我管
理小组共计 ４２６个，招募组员 ６７６５名。
引入第三方服务评价模式，开展对健康

自管小组工作的年度综合考评。修订

《宝山区健康自我管理小组星级评定实

施细则（２０２０版）》，评定２０２０年星级示
范小组共计３２个。修订《宝山区健康自
我管理小组指导手册（２０２０年版）》，创
新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与提升市民健康

素养，补充“抗疫法宝之巩固市民健康行

为”系列课程，为小组提供菜单式服务。

举办新冠病毒防控线上知识竞赛，累计

参与市民 ４２４１名。疫情防控期间向全
区征集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组员 “停课不

停学”优秀案例，通过宝山爱卫平台推出

１０期优秀案例展示。联合区内专业体
育公司，为健康自管小组成员设计编排

糖尿病健身操。开展以“用好抗疫法宝，

养成健康行为”为主题的微视频征集评

选活动，开启健康自管小组线上微课堂

模式。线下举办宝山区“糖尿病同伴支

持项目”趣味运动会，推动健康自我管理

小组线上线下联动的健康管理模式。

【倡导传播《上海市民健康公约》】　５月

１１日，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布
《上海市民健康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内容包括“八不十提倡”。区爱卫

办利用宣传海报、宣传小册子、电子屏、

横幅、黑板报、微信发布、社区通、征集微

视频等形式，全方位多层次宣传，将新冠

疫情防控成果转化为市民健康理念和生

活方式。以《公约》为蓝本，面向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征集微视频，通过“宝山爱

卫”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优秀获奖视频

１１期。９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以“倡导
市民健康公约，共建共享健康宝山”为主

题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系列活

动。开展百万市民防疫知识和健康素养

大赛，发动全区１４个街镇园区、３２个委
办局、４５６个村居委广泛征集、招募、发
动各类人群，参与网络海选赛、直播赛和

下阶段电视百强赛，共招募２０名健康达
人（电视赛候选人），２０００余人参与网上
答题，通过抖音平台上传３００余条健康
短视频，４名候选人参与百强电视赛录
播，庙行镇赵怡菁获市级大赛总决赛

亚军。 （浦晓磊）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暨宝山区工

商联餐饮商会】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餐饮
协（商）会坚持以“食品安全”为工作主

线，及时宣传政府的各项号召、解答会员

单位面临的各种困惑、传递“复工复产”

的相关政策。（１）元旦、春节期间，协
（商）会通过宣传平台发布各项“节日要

求”；率先向全区餐饮业提出使用“公筷

公勺”的倡议，并依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做好后续督查。为帮助企业按时、规范

“复工复产”，协（商）会将１周２次培训
考核分解到每天，实现培训人员分流，保

证工作岗位人员掌握“食品安全”知识，

确保人员不聚集。（２）响应政府“复工
复产”号召，在区工商联的支持下，筹措

６万只口罩，免费赠送给会员单位。协
（商）会还与中国银行宝山支行签订“政

会银企”四方合约，为餐饮业未来发展的

融资需求搭建平台。（３）完成食品安全
百千万示范建设活动首批示范单位的评

审授牌。根据区文明办要求，再次向全

区餐饮单位发出宝山区餐饮业文明节俭

反浪费倡议书，呼吁各餐饮单位响应号

召。年内，餐饮商会再次被上海市工商

联授予“四好商会”荣誉称号，会长臧书

同获“优秀会长”称号。 （宋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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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 编辑　吴思敏

乡村振兴

宝山区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前后对比 区农业农村委／提供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农业农村委以全

面落实“三园”（美丽家园、绿色田园、

幸福乐园）工程行动计划为目标，加快

推进“１＋４＋４”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建
设，创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

范区。宝山区获“２０１９年度中国乡村
振兴先锋十大榜样”称号，月浦镇月狮

村获评首批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

优秀典型案例，罗泾镇塘湾村、海星村

获评全国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罗泾

镇花红村、月浦镇月狮村、顾村镇羌家

村和罗店镇天平村入选第六届全国文

明村镇。

【推进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　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第一批示范村全面运营，第二

批４个示范村高质量通过市级验收，第
三批４个创建村建设进度正常。７月承
办全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和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推进会，宝山区形成全市首个具有

较高显示度的乡村振兴集中连片示

范区。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２０２０年，宝山以
“乡村成为国际都市亮色和美丽上海底

色”的站位，完成有形态的村庄美丽创建

全覆盖。月浦镇沈家桥村、顾村镇老安

村、杨行镇杨北村获评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
美丽乡村示范村。杨北村、勤丰村、新丰

村、沈巷村、茂盛村、北金村、蔡家弄村、

毛家弄村、沈杨村获评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
美丽乡村示范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２０２０年，区农业
农村委围绕《宝山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方案》《宝山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

清洁行动方案》，明确任务清单，聚焦农

业农村部“三清一改”（“三清”指清理农

村生活垃圾、清理村内塘沟、清理畜禽养

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一改”指改

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和上

海市“四清三美两有”工作内容，实施销

项管理。至年末，全区累计拆除农村违

建３２９８万平方米，完成４９２座农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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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泾镇海星村获评全国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 区农业农村委／提供

厕、５６０间垃圾厢房改建，实现农村垃圾
分类全覆盖。完成６０个村近１１万户
农户的宅间架空线整治，清理废线２３５０
千米，还原农村天际线。完成２０３千米
“四好农村路”建设，各村主路、支路硬

化率１００％，通公交比例１００％；劣Ⅴ类
水体全面消除，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率１００％。

【推进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

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农业农村委根据《关
于宝山区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聚焦村级组织夯实提升、治

理重心改革创新、村民自治实践深化等

“六大行动”，细化出台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乡
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和重点任务清

单，明确８个方面、２４项重点工作、６６条
任务清单，并协调推进。聚源桥村获评

首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月狮村成为

全市唯一的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

优秀典型案例。承办上海市乡村治理现

场交流会，在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研

讨会上交流经验。

【乡村治理员队伍建设】　宝山区培育
乡村治理新力量，建立乡村治理员工作

制度，全区１０３个村均明确１名乡村治
理员，平均年龄３６岁，大专以上学历占
９４．２％，党、团员占８５．４％。多次组织治

理员进行“云培训”，通过远程业务指

导、部署治理工作、分享治理经验，为宝

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汇智聚力。

【乡村治理创新榜】　区农业农村委等
１２个区级职能部门主导，以“吾爱吾村
在宝山”为主题，开展宝山区乡村治理创

新帮打榜活动。突出党建引领、村民主

体、社会参与有机结合设置１０个主题榜
单，挖掘基层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村

民自治、德治法治、公共服务、智慧治理、

乡风文明等方面创新点、先行点和显著

点。６个月内，２６６个村次参与打榜，形
成“百村总动员、乡村治理大比武”打榜

氛围。 （向　双）

农村集体经济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参加农村收益
分配的行政村１０３个，村民小组６９７个。
全区农村集体组织总资产６３４６３亿元，
增长５２６％；净资产２１４１３亿元，增长
３２３％。全区村级可支配收入总额
１４９３亿元，增长 ６８３％。全区村级可
支配收入超过５００万元的村８１个。

【农村集体产权关系及变更】　２０２０年，
区农经站在各镇完成自查基础上，抽查

４个镇８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机构运行情

况。在完成农村集体企业产权关系梳理

的基础上，指导各镇对投资关系不符合

要求的集体企业开展投资主体变更工

作。月浦镇开始第一批变更手续，其余

各镇做准备。

【集体资产清查摸排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
农业农村委全面摸排分析 １０３个村收
支、资产、分红、集体企业发展情况，形成

全区第一份“农经地图”。在摸清家底

的同时，启动农村闲置房地信息调查，梳

理政策操作路径，多角度盘活利用乡村

闲置资源。塘湾村、天平村在示范村建

设中，将老旧厂房、仓库等改造成为公共

服务设施、产业导入空间。

【宅基地补充信息调查】　上半年，区农
业农村委根据实施新修订土地法以及中

农办、农业农村部对农村宅基地管理的

新安排和要求，对北部５镇宅基地管理
现状进行实地调研。按照市农业农村委

及市农经站的工作安排，做好补充信息

调查的前期准备和沟通协调工作。

【收益分配】　２０２０年，区农业农村委全
面完成４４个村收益分红任务，分红总额
１０５亿元，受惠成员８８万人，人均分红
１１９４元，每年农龄最低分红为５元，最高
为２６０元。 （向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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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与建设
◎ 编辑　吴思敏

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以下简称区规划资源局）紧扣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实施、重点地区规划研

究、自然资源高质量利用、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实践等，加快地区规划优化提

升，推进镇域国土空间规划及主城区单

元规划编制、开展“十四五”空间规划研

究、推进重大板块法定规划编制和专项

规划研究、推进特色产业园区产业研究

及规划调整等，推动城市转型发展。合

理安排各类用地计划、有序推进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完成年度减量化和农民相

对集中居住任务、推动存量盘活、开展

各类规划资源执法工作等，守住土地底

线并提升资源使用效能。继续推进“放

管服”改革，积极实践全市“审改３０方
案”，承接市审批权限下放并高效开展

审批；实施“多审合一、多证合一”，完成

全国首个“验登合一”（竣工验收和登

记发证同步）试点项目；重构项目管理

制度，研究制定并实施《宝山区工程建

设项目规划资源审批制度改革重构管

理模式实施方案》，成立４个条线工作
专班，实现建设项目规划资源审批事项

的全过程管理；优化不动产登记对外服

务并完成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全区第

一阶段乱占耕地农村建房专项调查等

多项调查工作。

【完善规划体系】　２０２０年，区规划资源
局按照新一轮总体规划确定的规划体系

分层分级落实总体规划目标和指标，推

进宝山区（中心城部分）和宝山主城区

淞宝单元规划编制，形成初步方案成果

并完成街镇意见对接；推进镇总规编制，

罗店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完成规划

草案公示，罗泾、顾村、杨行等新市镇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有序推进。

【重点地区规划编制】　２０２０年，区规划
资源局根据新一轮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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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滨江景观示

范段风貌提升工作，打通３７千米吴淞
滨江岸线；推进?藻浜两岸功能研究，完

成部门意见征询并形成稳定成果；结合

吴淞江行洪工程，启动开展新川沙河生

态廊道沿线功能定位研究和区域空间布

局调整。南大智慧城推进各类规划研究

和城市设计等提标优化，完成控详规划

调整，８月获市政府批复；按照批准控详
规划，加快重点产业项目落地和功能性

项目引入。吴淞创新城作为上海北部城

市副中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区，按照“产业

耦合、环境融合、功能复合、空间叠合、机

制整合”的规划理念，编制完成吴淞创新

城建设规划，６月获市政府批复。同时，
做好相关控详规划编制、支持功能性项

目落地。不锈钢、特钢２个首发地块控
详规划２月获批；２个１平方千米先行启
动区控详规划８月获批。按照批准的控
详规划，支持首发项目和２个１平方千
米先行启动区建设。

【重要专项规划】　２０２０年，区规划资源
局配合完成宝山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和

铁山路道路红线专项规划；推进全区电

力黄线专项规划编制，完善优化全区

２２０千伏及以上等级电力系统；结合重
大工程建设和区域路网完善，研究沪通

铁路、北沿江铁路、Ｓ１６等建设方案；配
合市级部门开展轨道交通１８号线二期
选线、１９号线线位方案、２６号线预控方
案等研究；开展全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专项规划编制，完成市、区相关部门意

见征询，形成最终成果。

【推进农民集中居住】　区规划资源局
按照市下达宝山２０２０年农民相对集中
居住工作目标，完成２０２０年度农户签约
任务，全年实际完成７１３户（其中，罗店
４４４户、月浦１２１户、顾村４７户、罗泾１０１
户），年度签约率达 １０１８％；完成 ２０２０
年度月浦、顾村和罗店镇农民相对集中

居住工作实施方案编制。继续推进２０１９
年结转项目建设，上楼项目中，月浦和顾

村上楼项目安置地块（盛桥１５０７地块，
顾村配套３个地块）于三季度完成土地
出让，其余项目安置地块均已出让正在

建设中；平移项目中，罗店平移项目聚焦

试点项目开展方案设计；安置区建设中，

毛家弄五图南项目完成房屋主体结构封

顶，天平大郁项目安置区已净地，光明七

图施杨项目安置区完成拆旧后启动开工

建设。

【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执行率 ９９％ 】　
２０２０年，区规划资源局根据市下达４０２
公顷与减量化挂钩的新增建设用地计

划，全年安排３０个项目，使用３９９公顷
新增计划。其中，公建及市政类项目用

地１１幅、新增用地面积 ２４１３公顷，动
迁安置房项目用地１幅、新增面积２５９
公顷，经营性项目 ２幅、新增面积 ７１６
公顷，乡村振兴项目 １６幅、新增面积
６０２公顷。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执行
率９９％。

【建设用地供应】　２０２０年，区规划资源
局完成建设用地供应 ２５２４公顷。其
中，出让土地２７幅，面积１１６４公顷（产
业用地１０幅、土地面积 ３６２２公顷，动
迁安置房用地４幅、面积２９４６公顷，普
通商品房用地６幅、面积３２０４公顷，租

０２２



赁住宅用地１幅、面积２４４公顷，商住
综合用地３幅、土地面积１２６４公顷，商
办用地２幅、面积０９９公顷，协议出让
教育用地１幅，面积２６２公顷）。完成
市政公建类项目划拨供地 ６１幅，面积
１２３６公顷。完成使用集体土地供应１６
幅，面积１２４公顷。

【产业用地标准化出让】　２０２０年，区规
划资源局出让产业用地３６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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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要求。至年
末，完成产业标准地公告３幅，土地面积
３８公顷，实际完成出让１幅。

【土地减量化验收８０公顷】　２０２０年，
区规划资源局根据市下达宝山区完成立

项８０公顷、完成验收８０公顷的减量化
任务。全年实际完成立项８９公顷，占年
度任务的１１１３％；完成验收８０公顷，完
成年度任务目标。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
单位：公顷

街镇

立项 确认

计划面积 完成面积 计划面积 完成面积

罗泾镇 ２０ ２８ １６ １８

罗店镇 ２１ ２７ ２２ ２２

月浦镇 １６ １６ ２０ ２０

顾村镇 １３ １３ １２ １４

杨行镇 １０ ５ １０ ６

合计 ８０ ８９ ８０ ８０

【集体土地征地补偿】　２０２０年，区规划
资源局承办集体土地征收项目２６宗，土
地征收面积９７８３公顷，受理拟征地告
知书项目１７个，涉及土地征收面积５４３
公顷。共张贴拟征地告知书２９份，张贴
征收土地方案公告２８份，张贴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公告４２份，张贴征地补偿安置
方案实施告知书４５份，完成结案４２宗。
共签订征地费包干协议书４６份，签订征
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协议书４８份，涉及
征地补偿总金额３８４８２２万元。

【征地房屋补偿】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新增
５个基地，涉及征地面积１９５７公顷。历
年结转实施补偿基地１６个，涉及征地面
积４１４０６公顷，呈报户数４５９户（其中１
户为企业），启动签约基地１０个，签约户
数４４５户，已签约 ４１９户。送达具体补
偿方案２３户，１１户成功消减完成签约，
实施补偿１２户，均已核发责令交地书。

【外商投资土地使用费征收】　２０２０年，
区规划资源局对外商投资企业使用集体

土地的３８户企业开展土地费征收，根据
有关政策核销６户，应征收３２户，已征
收１４户，全年应征收土地使用费３２９１９
万 元，已 征 收 ２０６８１万 元，征 收
率６２８％。

【开展农村建房乱占耕地调查】　２０２０
年，区规划资源局开展农村建房乱占耕

地调查工作，四季度完成第一阶段调查

工作，涉及一、二、三类实际调查图斑

２９０３个，调查对象３０９０个，上报疑似图
斑１６５１个。同步建立乡村规划资源数
据库，形成动态更新和长效管理机制，全

面启动第二阶段调查工作，涉及四、五、

六类图斑共计２５４４３个，实际需调查图
斑１８７３４个。

【完成行政审批许可】　２０２０年，区规划
资源局审批１８４４件。其中，规划土地意
见书１７９件、建设项目规划土地意见书
（乡村）２９件、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
１４６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７１件、临时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１件、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４２０件、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１１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１１件、
开工放样复验１２８件、竣工规划验收１０５
件、建设用地土地核验１０５件、土地租赁
用地审批 ３件、国有土地划拨审批 ６１
件、协议出让用地审批１件、划拨决定书
核发２７件、有偿使用合同签订３５件、出
让合同调整撤销审核４６件、设施农用地
备案１件、存量房地产补地价审批９件、
临时使用土地１１件、核发建设用地批准
书３２件、建设用地批准文件调整撤销审
核３１件、开发整理复垦立项审批 １０１
件、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新增耕地确认审

批８９件、农转用征地项目报批（初审）２３
件、分批次农转用征地审查（市批）２３
件、土地储备审批３６件、招标拍买挂牌
用地审批 ４４件、使用集体土地审批 １９
件、地名审批１８件、居住区建筑物构筑
物名称审批２８件。重点完成京东项目、
发那科机器人项目、吴淞创新城首发地

块等审批。

【土地执法监察】　区规划资源局组织
开展２０２０年度卫片执法检查，现场核查
５７５宗、４８５公顷疑似图斑，完成核查数

据上传、完成与土地变更调查数据的对

接，经核实未发现违法用地。完成２０２０
年度违法用地综合整治工作。推进土地

例行督察，涉及违法用地整治１０宗，至
年末完成整治７宗。

【推进违建别墅专项清理整治】　２０２０
年，区规划资源局牵头组织开展全区违

建别墅清理排查工作，全年完成１０轮排
查，未发现违建情况。

【开展土地测绘调查服务】　２０２０年，区
规划资源局完成土地勘测定界项目２５９
件，地籍变更项目１０８件，完成“三调”涉
及２６９７７块图斑的数据采集整合以及农
村建房专题调查等。开展国家版图宣传

周活动及测绘标志管理等。

【不动产登记工作】　２０２０年，区自然资
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累计完成各类登记

业务１１７０２１件；完成不动产权证颁发
５９７５２件，完成登记证明颁发５２４９２件；
受理不动产登记信息查阅１２３０５１件。

【城建档案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规划资
源局接收各类竣工档案共 ５８项，建筑
面积１０２９万平方米。其中，工业建筑
类竣工档案１８项，建筑面积２７６万平
方米；民用建筑类竣工档案２２项，建筑
面积７５３万平方米；市政道路、公建配
套、燃气、信息管线等项目 １８项，长度
１４１８千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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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５件，验
收和处罚档案 ２８２件，土地档案 ６２６
件，文书（会计）档案 １４６４件。对外提
供档案调阅服务６４８人次，内部查（借）
阅为２３９人次。

【地名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规划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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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地名命名咨询、地名行政审批、地

名规划等管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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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个，其中建筑物居住区命名 ２８个、道
路命名１８个。

【城乡规划课题编研】　２０２０年，区规
划资源局会同同济大学、同华建筑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编研的《上海市城中

村改造的途径和办法研究———以宝山

区为例》获“上海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

奖（城市规划类）”二等奖。上海市规

划和国土资源局组织的专家组验收认

为：课题成果在宝山区乃至全市“城中

村”改造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提出

的改造途径和方法具有实用性、针对

性和可复制性；成果具有理论价值和

实践意义。 （张燕娣）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规划批复情况

规划名称 规划类型 发文号 批复时间

关于同意《宝山区ＢＳＰ０—２３０２单元（罗店产城融合示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
部调整（０７、０８、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２３、２８、２９街坊）》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
调整）

沪府规划〔２０２０〕２号 １月３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吴淞工业区Ｎ１２—０５０１单元０１、０２、０３、０４街坊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沪府规划〔２０２０〕３６号 ２月２８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吴淞产业特定区—３单元（ＢＳＰ０—０９０３）０１街坊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沪府规划〔２０２０〕３７号 ２月２８日

关于同意《宝山区祁连社区Ｗ１２１６０１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Ｃ１、Ｃ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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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深化）

沪府规划〔２０２０〕４４号 ２月２８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共富社区 Ｎ１２—０９０１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Ｅ１、Ｅ２街
坊局部调整》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
调整）

沪府规划〔２０２０〕４５号 ３月３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祁连社区Ｗ１２—１６０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Ｋ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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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７８号 ３月３１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顾村潘泾社区ＢＳＰＯ—０３０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７、
１８、２３—２７、３１、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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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９３号 ４月２０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新江湾社区 Ｎ０９１１０１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Ａ２Ａ、Ａ３
街坊和何家湾产业社区（南区）Ｎ１２０１０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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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１０５号 ５月６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吴淞创新城建设规划》的批复 建设规划 沪府〔２０２０〕３３号 ６月１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顾村潘泾社区 ＢＳＰ０—０３０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
调整）

沪府规划〔２０２０〕１６１号 ６月１９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城市工业园区 ＢＳＰ０—１６０１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Ｂ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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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１６２号 ６月２８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吴淞创新城２６、２７更新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ＢＳ—
１１２风貌保护街坊保护规划）》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沪府规划〔２０２０〕２３５号 ８月２８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ＢＳＰ０—０１０１、ＢＳＰ０—０１０２单元控
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沪府规划〔２０２０〕２３６号 ８月２８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吴淞创新城１５更新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沪府规划〔２０２０〕２３７号 ８月２８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 Ｗ１２—１３０１单元（祁连敏感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沪府〔２０２０〕５０号 ８月２４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ＢＳＰ０—２４０１单元（月浦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Ｃ１街
坊局部调整》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沪府规划〔２０２０〕３０４号 １１月１３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川社区 ＢＳＰ０—０４０１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０５街坊
增补图则》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增补
图则）

沪府规划〔２０２０〕３１３号 １１月２６日

关于同意《铁山路（Ｓ２０—长江西路）道路新建工程专项规划》的批复 专项规划 沪府规划〔２０２０〕２１９号 ８月１４日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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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顾城 博成苑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０１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宝正路、南至周家浜河、西至周家浜支河、北至沪
联路

新顾城 云成苑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０２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规划天仁路、南至规划言观路、西至规划言迈路、
北至白堰河

新顾城 海上馨苑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０３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联杨路、西至宝正路、南至黄海路、北至沪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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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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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顾城 海上祯苑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０４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宝正路、西至周家浜支河、南至沪联路、北至福
双路

乾康苑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０５号 大场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祁健路、南至走马塘路、西至瑞丰南路、北至大
祁路

大华梧桐园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０６号 大场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界华路、南至少年村路、西至商业地块、北至场
中路

荣森汇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０７号 友谊路街道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海江一路、西至牡丹江路、南至白玉兰广场、北至
海江四路

澜翠华庭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０８号 庙行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康宁路、南至规划共康西路、西至大康路、北至规
划路

瞡翠华庭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０９号 庙行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康宁路、南至一二八纪念路、西至大康路、北至康
家围场河

荣万河畔景园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１０号 杨行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规划铁和路、南至规划湄宝路、西至江杨北路、北
至潘杨河

新顾城 尚北雅苑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１１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顾村镇，东至尚北路、南至言观路、北至瑞丽江路

美罗家园 澜都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１２号 罗店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沙场湾路、南至美丹路、西至罗店路、北至年喜路

悦水雅庭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１３号 大场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真北路、南至 Ｋ１—０７地块、西至规划场文路、北
至走马塘

大华諂悦轩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１４号 大场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Ｊ２—０９地块、南至 Ｊ２—１１地块、西至 Ｊ２—０７地
块、北至走马塘

清景苑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１５号 大场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真北路、西至 Ｋ１—０９地块、南至走马塘、北至
Ｋ１—０１地块

春樾湾华庭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１６号 杨行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ＹＨ—Ｂ—２—０７—１３地块、南至镇泰路、西至杨
泰路、北至庵木港

润杨名邸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１７号 杨行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松兰路、南至杨桃路、西至０５—０６地块，北至宝
杨路

新顾城 水畔兰庭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１８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言迈路、南至规划孟泗经、西至界泾、北至规划白
堰河

荣万满芳庭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１９号 杨行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月晖路、南至桂泰路、西至杨泰路，北至商业项目

玖盛湾名邸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２０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潘泾路、南至顾村路

博翔苑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２１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陆翔路以东、菊太路以南

宝地友乐苑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２２号 月浦镇 建筑物 居住区
月浦镇，东至Ｈ１—０３地块、南至规划路、西至庆安路、
北至Ｈ１—０３地块

巧悦轩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２３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西至菊泉街、北至菊太路

荣万悦宁苑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２４号 杨行镇 建筑物 居住区 月城路以西、宝杨路以北

杨鑫佳苑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２５号 杨行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松兰路、南至杨鑫路、北至沙埔河

顾盛佳苑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２６号 顾村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共宝路、南至联耀路、西至共起路、北至联谊路

美罗家园 宝润雅苑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２７号 罗店镇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陆翔路、南至美健路、西至罗真路、北至美丹路

红星铂雅名都 沪宝名〔２０２０〕０２８号 宝山工业园区 建筑物 居住区 东至萧云路、西至沪太路、南至沪品路、北至金池路

天仁路 沪宝地办审〔２０２０〕１号 顾村镇 道路 南起潘广路、北至规划言观路

尚北路（延伸） 沪宝地办审〔２０２０〕２号 顾村镇 道路 南起潘广路、北至规划雅望路

鄱阳湖路 沪宝地办审〔２０２０〕３号 顾村镇 道路 东起陆翔路、西至规划言迈路

言迈路 沪宝地办审〔２０２０〕４号 顾村镇 道路 南起规划天仁路、北至白堰河

言观路 沪宝地办审〔２０２０〕５号 顾村镇 道路 东起规划飞航路、西至规划言迈路

瑞丽江路 沪宝地办审〔２０２０〕６号 顾村镇 道路 东起陆翔路、西至集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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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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泰路（延伸）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２０〕１１号 杨行镇 道路 东起月辉路、西至杨泰路

杨桃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２０〕１６号 杨行镇 道路 东起影园路、西至杨盛路

松傲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２０〕３８ 杨行镇 道路 东起月明路、西讫月辉路

杨桃东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２０〕４７号 杨行镇 道路 东起松兰路、西讫影园路

共宝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２０〕５４号 顾村镇 道路 南起联谊路、北讫泰和西路

祁健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２０〕７２号 大场镇 道路 南起走马塘路、北讫丰翔路

瑞丰南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２０〕７３号 大场镇 道路 南起走马塘路、北讫丰翔路

云上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２０〕８１号 顾村镇 道路 南起宝安公路、北讫规划春在路

慧秀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２０〕１０２号 顾村镇 道路 南起顾村路、北讫顾北路

共起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２０〕１２９号 顾村镇 道路 南起规划联耀路、北讫康联路

联耀路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２０〕１３０号 顾村镇 道路 东起富长路、西讫规划共起路

共宝路〔延伸〕 沪规划资源地名〔２０２０〕１３１号 顾村镇 道路 南起规划联耀路、北讫联谊路

（张燕娣）

９月３日，淞沪抗战纪念馆二期开馆 区建设管理委／提供

建设交通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建管委和区交通委
调整优化公交线路１０条，公交线网密度
达到 １７０５千米／平方千米。全区共有
公交线路 １４５条，运营公交车辆 １８４３
辆。公交站点 １４４３个，比上年新增 １３
个。全年新增公交候车亭６１个，总数达
７３９个。宝山共有公共自行车１５万辆，

网点６１１个。共享单车数量约 ５１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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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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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
办结率１００％，代表委员对办理态度满
意率１００％，办理结果解决（正在解决）
率 ８４６％，代表委员对办理结果满意
率９４３％。

【重大工程建设】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市、
区两级重大工程共有６０项，其中市级１５
项、区级４５项，总投资约 ５５０亿元。其
中，市投资 ３９５亿元，区投资 １５５亿元，
涵盖交通、水务、基建、绿化、电力等市政

民生领域。Ｓ７沪崇高速二期工程 ４月
２１日开工；Ｇ１５０３Ｂ段工程５月２８日开
工；军工路快速化改造工程１０月３１日
开工；陆翔路—祁连山路１标段祁连山
路大桥通车，２标隧道段加速建设；国权
北路１１月２３日全线贯通；轨交１５号线
运营通车；１８号线一期建设推进，宝山
区两个站点主体完工。北沿江高铁选线

设站方案持续深化，沪通铁路越江段 ６
月２８日开工；吴淞江新川沙河段１０月
２１日开工；淞沪抗战纪念馆二期开馆；
宝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泗塘污水处理

厂储蓄调蓄工程、泰和污水处理厂、月浦

城区、张华浜东排水系统、精神卫生中

心、大场医院、杨行体育中心、文化馆、档

案馆、总工会二期、锦秋九年一贯制学校

等一大批重大工程项目有序推进。２０２０
年宝山在全市重大工程考核中名列

前三。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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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重大工程（市级项目）建设计划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间节点安排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备注

Ｓ７沪崇高速二期（月罗公
路—宝钱公路）

城投公路集团
区建管委、区交通委、区规
划资源局、罗店镇

配合市级部门完成
宝山段供地批文
办理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沿江通道浦西Ａ段 城投公路集团
区建管委、区交通委、杨
行镇

３月完成五冶大楼
围墙退让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沿江通道浦西Ｂ段 城投公路集团
区建管委、区交通委、区规
划资源局、区绿化市容局、
杨行镇、顾村镇

３月完成富锦路
（江杨北路—?川
路）南侧绿化搬迁

６月完成富锦路
（江杨北路—富长
路）动 迁 及 绿 化
搬迁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军工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城投公路集团
区建管委、区交通委、区规
划资源局、淞南镇、吴淞
街道

１征收腾地：推动
腾地工作推进
２配合完成宝山段
规划设计方案、供
地批文办理

征收腾地：完成
５０％

征收腾地：完成
７５％

征收腾地：完成
１００％

轨道交通１５号线工程 申通集团
区建管委、区交通委、南大
指挥部办公室、大场镇、顾
村镇

１１月完成锦秋路
站 管 线 及 交 通
复位。
３月完成丰翔路站、
南大路站２个站点
管线及交通复位。
２新辟临时线路，
连通顾村和大场，
方便居民出行。

１６月完成顾村公
园站管线及交通
复位。
２维持临时线路正
常运行

１配合施工
２推进祁连山路
施工
３维持临时线路正
常运行

１配合施工
２祁连山路基本
完成
３维持临时线路正
常运行

轨道交通１８号线一期 申通集团
区建管委、区交通委、淞
南镇

配合施工
５月完成殷高路站
主要管线及道路
复位。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陆翔路北段（美兰湖路—
鄱阳湖路）拓宽改建工程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

区规划资源局、区建管中
心、顾村镇、罗店镇

完成初步设计、施
工图设计，启动施
工和施工监理招
标；集体土地征收
已完成。视施工进
展情况进行拆房腾
地。推进申通、土
储土地划拨事宜。

完成施工和施工监
理招标；推进申通、
土 储 土 地 划 拨
事宜。

完成施工图审图、
国有土地划拨和用
地批准书和规划许
可和施工许可证办
理；推进申通、土储
土地划拨事宜。完
成开工准备。

正式动工；完成申
通、土储土地划拨
事宜。

祁连山路（锦秋路—塘祁
路）道路改建工程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

区市政中心、大场镇、申通
集团、轨交 １５号线项目
公司

推进施工 推进施工

完成（祁华路—锦
秋路）西半幅道路
结构层。（结合轨
交 １５号线二季度
完成站体腾地和管
线复位交地后实
施）

完成（祁华路—锦
秋路）东半幅道路
结构层，工程完工。

潘广路新建工程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

区建管中心、顾村镇、杨
行镇

推进９１３０６部队攀
线桩腾地

完成９１３０６部队攀
线桩 腾 地，道 路
竣工。

— —

国权北路（三门路—何家
湾路）道路改建工程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

区市政中心、高境镇

（在杨浦区完成小
吉浦河桥全部建设
并具备通车条件的
前提下）完成何家
湾路上道路及人行
道，１８号线站体至
我区小吉浦河桥南
岸东半幅道路基层
施工

轨交站体内道路及
附属设施施工；完
成现状何家湾路口
挡墙施工，完成路
口处西侧上水、弱
电搬迁

何家湾路口至杨浦
区桥接坡西半幅道
路及人行道施工并
翻交至东半幅

何家湾路口至杨浦
区桥接坡东半幅道
路及人行道施工，
工程竣工

陆翔路—祁连山路新建
工程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

区建管中心、顾村镇、生态
指挥部

１桥梁部分：主桥
施工完成，斜拉索、
施工完成，人非引
桥施工。
２顶管部分：东线
顶管完成，敞开段
开始施工。

１桥梁部分：人非
引桥施工完成，二
期开河完成，地面
道路施工。
２顶管部分：西线
顶管施工。

１桥梁部分：地面
道路施工完成，道
路附属设施施工，
配套设施施工。
２顶管部分：西线
顶管完成，联络通
道开始施工。

１桥梁部分：桥梁
段完工。
２顶管部分：联络
通道完成，顶管附
属设施安装，在满
足轨交 １５号线提
前完成镜泊湖路翻
交前提下，敞开段
施工完成，道路施
工基础完成。

保障房建设（地块待定） 地产北投等 区房管局、各有关街镇

落实市房管局下达
的市属保障房、租
赁住房、内配套建
设计划。

落实市房管局下达
的市属保障房、租
赁住房、内配套建
设计划。

落实市房管局下达
的市属保障房、租
赁住房、内配套建
设计划。

落实市房管局下达
的市属保障房、租
赁住房、内配套建
设计划。

公共消防站建设（庙行） 市消防总队 区消防支队、庙行镇
完成规划设计方案
批复和用地规划许
可证

组织征收腾地 完成征收腾地
完成临水、临电和
道口接驳等三通一
平工作。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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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间节点安排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备注

宝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
区绿 化 市 容
局／上 实 宝
金刚

区委政法委、区发改委、区
规划资源局、区生态环境
局、区信访办、区公安分
局、月浦镇、罗泾镇

１施工用临水临电
内部已经从罗泾厂
区接入；
２一标段实施（场
地设施清障、地下
部分管线搬迁）。

１一标段实施（场
地设施清障、地下
部分管线搬迁），６
月底完成；
２二标段开工。
３完成设备招标

１二标段实施，桩
基施工完成；
２二标段地下结构
开始实施。

１二标段地下结构
实施，年底完成；
２二标段地上结构
实施，年底前完成。

结合实际情
况，加快项目
推进，确保项
目按照时间
节 点 按 时
完工

吴淞江工程 市水务局

区发改委、区建管委、区交
通委、区水务局、区绿化市
容局、罗泾镇、宝山城市工
业园区

进一步细化动迁摸
底数据

做好动迁启动准备
工作

根据工程时间节点
要求启动动迁工作

根据工程时间节点
要求启动动迁工作

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重大工程（区级项目）任务清单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间节点安排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备注

滨江大道新建工程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建
管中心）

区规划资源局、杨行镇 推进部队腾地 推进部队腾地 推进部队腾地
完成部队腾地；道
路 进 场 施 工 并
完成。

宝杨路延伸段（狮子桥—
邮轮港）改扩建工程

区滨江委
区发改委、区建管委、区规
划资源局、友谊路街道、吴
淞口开发公司等

前期手续办理 推进施工 工程竣工 —

海事交管中心 区滨江委
区发改委、区建管委、友谊
路街道、吴淞口开发公
司等

塔结构封顶 推进施工 推进施工 工程竣工

吴淞口邮轮设施改造（东
方之睛）

吴淞港公司
区发改委、区建管委、区滨
江委、友谊路街道等

前期手续办理 开始施工 推进施工 工程竣工

富长路（Ｓ２０—金石路）拓
宽工程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建
管中心）

区委政法委、区发改委、顾
村镇、杨行镇、月浦镇

推进腾地；Ｃ０４标
友谊西路至湄浦河
段完成；河道桥梁
下部结构完成；排
水工程、道路工程
完成５０％。Ｃ１１标
五岳塘桥梁下部结
构施工。

推进腾地；Ｃ０４标
北白荡桥西半幅、
湄浦河桥上部结构
完成，附属工程施
工。主体工程结构
基本贯通。Ｃ１１标
五岳塘桥完成、道
路、排水工程完成。

推进腾地；Ｃ０４标
工程、Ｃ１１标主体
工程基本建成。

基本完成全线腾
地。Ｃ０４标、Ｃ１１标
附属工程收尾，开
放交通。

泰和污水厂周边配套道
路：泰联路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建
管中心）

区规划资源局、区水务局、
区绿化市容局、杨行镇、顾
村镇

完成施工、监理招
标；完成管线规证
许可，完成施工准
备、管线搬迁施工
准备。

完成国有土地划拨
决定书和建设用地
批准书，办理管线
施工许可证；泰联
路雨水顶管施工。

完成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办理；完成
施工许可证办理；
泰联路雨水顶管
施工。

泰联路雨水顶管施
工完成。桥梁桩基
施工；道 路 基 层
施工。

泰和污水厂周边配套道
路：铁城路—共富路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建
管中心）

区规划资源局、区水务局、
区绿化市容局、杨行镇、顾
村镇

完成施工、监理招
标；完成管线规证
许可，完成施工准
备、管线搬迁施工
准备。

完成国有土地划拨
决定书和建设用地
批准书，办理管线
施工许可证，铁城
路—共富路段雨水
顶管施工。

完成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办理；完成
施工许可证办理；
铁城路—共富路段
雨水顶管施工。

铁城路—共富路段
雨水顶管施工完
成。桥 梁 桩 基 施
工；道路基层施工。

泰和污水厂周边配套道
路：联谊路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建
管中心）

区规划资源局、区水务局、
区绿化市容局、杨行镇、顾
村镇

完成施工、监理招
标；完成管线规证
许可，完成施工准
备、管线搬迁施工
准备。

完成国有土地划拨
决定书和建设用地
批准书，办理管线
施工许可证。

完成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办理；完成
施工许可证办理。

待铁 城 路—共 富
路、泰联路完成后
进场施工。

国江路（国权北路—军工
路）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建
管中心）

区发改委、区规划资源局、
区水务局、区绿化市容局、
淞南镇

完成工可上报及工
可评审工作，开展
施工图编制。

完成施工图编制及
审图，随后与铁路
部门讨论代建协议
签署事宜，协议签
署后将交由铁路部
门进场施工。

配合铁路部门代建
施工（施工节点由
铁路部门整体把
控）。

结构贯通，节点和
国 权 北 路 同 步
交付。

联杨路Ｇ１５０３跨线桥工程
（美秀路—晓雅路）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建
管中心）

区发改委、区规划资源局、
罗店镇、地产北投公司

推进腾地，工可报
告上 报、评 审 及
批复。

推进腾地，完成规
划方案批复；启动
初步设计编制；完
成设计、勘察招标；
完成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办理。

推进腾地，完成初
步设计评审及批
复；启动施工、监理
招标；完成国有土
地划拨和建设用地
批准书。

完成腾地，完成施
工图审图；完成施
工、监理招标；办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办 理 施 工 许
可证。

长逸路下匝道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建
管中心）

区发改委、区规划资源局、
淞南镇

办理项目建议书
办理选址和用地预
审，完成工可报告
上报评审和审批。

完成方案批复、设
计勘察招标、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启
动初步设计编制。

初步设计审批，完
成施工图设计。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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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间节点安排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备注

长江路（煤气厂桥—江杨
南路）道路大修工程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市
政中心）

区发改委、区交警支队、淞
南镇

１长江路（煤气厂
桥—江杨南路）道
路大修工程：工程
立项前期。
２长江西路（长江
南路—江杨南路）
道路大修工程：东
段、西段施工。

１长江路（煤气厂
桥—江杨南路）道
路大修工程：工程
开工。
２长江西路（长江
南路—江杨南路）
道路大修工程：东
段、西段主体施工
完成。

１长江路（煤气厂
桥—江杨南路）道
路大修工程：工程
主体完成。
２长江西路（长江
南路—江杨南路）
道路大修工程：工
程竣工。

１长江路（煤气厂
桥—江杨南路）道
路大修工程：工程
竣工。

江杨南路北段（呼兰路—
Ｓ２０）道路大修工程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市
政中心）

区发改委、区交警支队、杨
行镇、淞南镇

主体工程完成９０％ 工程竣工 — —

汇丰路北段（锦秋路—上
大路）打通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公
路中心）

市交警支队、区交警、区绿
化市容局、区水务局、上海
大学、大场镇

施工招标完成，工
程规划许可完成，
施工进场。

地下管线施工完成
桥梁、道 路 施 工
完成。

人行天桥施工及项
目收尾

南大地区骨干道路：南大
路改建工程（南陈路—
Ｓ２０）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公
路中心）

市交警支队、区交警、区水
务局、区绿化市容局、大场
镇、南大指挥部办公室

祁连山路以西 ７００
米段北侧车行道完
成中粒式沥青并开
放交通，同时翻交
至南侧完成污水支
管及雨水支管连管
施工及土基施工。

祁连山路以西 ７００
米段南侧车行道完
成中粒式沥青并开
放交通；祁连山路
以西余６００米段污
水管及雨水支管连
管施工完成及基层
施工。

祁连山路以西余
６００米段车行道施
工完成；新开河桥
半幅桥梁下部结构
施工完成。

新开河桥半幅桥梁
上部结构完成及另
半幅桥梁施工完
成。整个祁连山路
以西段车行道完成
通车（祁连山路以
东至南陈路段视南
大指挥部动迁腾地
进度跟进实施拓
宽）。

南大地区骨干道路：南陈
路—南秀路改造工程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公
路中心）

市交警支队、区交警、区水
务局、区绿化市容局、大场
镇、南大指挥部办公室

１铁路桥梁以南段
开工。
２争取完成征收程
序和规土局供地批
文，启动锦江和欧
尚资产评估，同步
配合和推进西侧交
通集团动迁协议 ，
争取实质性开展动
迁工作。

地面的管线规划并
调整管线搬迁经费
计划，争取完成地
面道路和管线搬迁
施工监理招标。启
动 ２２０ＫＶ电缆搬
迁。完成绿化搬迁
手续。

跨铁路桥梁段铁路
以南施工基本完
成。争取落实加油
站搬迁计划并启动
经费评估 。

结合南大动迁完成
情况，加快绿化及
管线搬迁，地面段
进场施工。

南大地区骨干道路：祁连
山路改建工程（普陀区
界—丰翔路）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市
政中心）

大场镇、南大指挥部办公
室、市北供电公司

配合 １５号线车站
施工

配合 １５号线车站
施工

完成丰翔站占地范
围东半幅道路施
工、南大站占地范
围西半幅道路施工

完成丰翔站占地范
围西半幅道路施
工、南大站占地范
围东半幅道路施
工，工程竣工。

南大地区骨干道路：丰翔
路（祁连山路—Ｓ２０）道路
改建工程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市
政中心）

区水务局、大场镇、南大指
挥部办公室、市北供电
公司

鹅蛋浦桥南半幅
桥、绿带河桥施工；
祁连山路至瑞丰路
下水道完成、下水
道过浜顶管施工；
祁连山路至 Ｓ２０半
幅道路施工。

鹅蛋浦桥南半幅桥
完成、绿带河桥主
体结构完成；下水
道过浜顶管完成；
祁连山路至 Ｓ２０半
幅道路完成。

绿带河桥完成、鹅
蛋浦桥北半幅桥施
工、Ｓ２０跨线桥维修
施工；丰宝路至Ｓ２０
下水道完成；祁连
山路至 Ｓ２０翻交至
另半幅道路施工。

鹅蛋浦桥完成、Ｓ２０
跨线桥维修完成；
祁连山路至 Ｓ２０道
路完成，工程竣工。

南大外配套：祁连山路（锦
秋路—丰翔路）道路改建
工程

区建管委、区
交通委（区市
政中心）

大场镇、南大指挥部办公
室、市北供电公司

配合 １５号线车站
施工

配合 １５号线车站
施工

完成上大路至丰翔
路 东 半 幅 道 路
施工。

完成上大路至丰翔
路西半幅道路施
工，工程竣工。

张华浜东排水系统 区水务局
区建管委、区规划资源局、
淞南镇

泵站区基坑安全评
价方案评审，初步
设计批复并开工。

泵站区桩基施工；
外 部 井 位 桩 基
施工。

泵站区地下连续墙
施工；外部井位桩
基施工。

泵站区力争底板施
工完成；外部井位
顶管施工。

月浦城区排水系统 区水务局
区建管委、区绿化市容局、
区交警支队、月浦镇

泵站区场地破除及
高压旋喷桩施工；
外部管道井位桩基
施工和养护。

泵站区挖至第三层
土方及第三道支撑
施工；外部管道顶
管施工。

泵站区开挖至坑
底，底板施工；外部
管道顶管施工。

泵站区底板施工完
成，支撑逐步破除，
基坑工程基本完
成；外部管道顶管
施工。

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迁建 区卫健委
区建管委、区水务局、顾
村镇

完成土方开挖、砖
胎 膜 及 垫 层 浇
筑４０％。

完成地下室底板施
工８０％。

完成地下室外墙防
水及回填土；框架
结构开始施工。

完成人防及地下室
结构验收；框架结
构完成 ８５％，二结
构开始施工。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
二期

区绿化市容局
区建管委、区财政局、区文
化旅游局、友谊路街道

基本完成机械停车
库施工。

完成验收备案，交
付使用。

推进审计 完成审计

宝山区文化馆修缮加固
工程

区文化旅游局 区建管委、友谊路街道
门厅、剧场北侧老
结 构 拆 除 完
成８０％。

静压锚杆桩、地下
室 老 结 构 加 固
完成。

上部老结构加固、
新建钢结构及混凝
土结构施工完成。

室内砌体施工完
成，室 内 装 饰 完
成５０％。

７２２

建设交通管理



（续表二）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间节点安排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备注

杨行体育中心 区体育局
区发改委、区建管委、区规
划资源局、杨行镇

完成工可投资规模
的确定，完成工可
评审及区内上会程
序；完成工可批复；
完成设计方案批
复；完成初步设计
评审和批复；２月中
旬前启动施工图设
计和施工一体化招
标，同步实施施工
监理招标；完成地
下 工 程 施 工 图
设计。

完成地下工程施工
图审图；完成国有
土地划拨、用地批
准书、地下工程规
划许可证和地下工
程施工许可证。

桩基施工，基坑围
护。完成地上工程
审图。

办理地上工程规划
许可证和地上工程
施工许可证；基坑
挖土，地下室施工。

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二期 区总工会
区发改委、区建管委、区规
划资源局、吴淞街道

完成初设和概算编
制、完成工可调整
报告编制和评估。

完成工可调整批
复，完成初步设计
评审和批复；完成
施工图设计。启动
施工招标和施工监
理招标。

完成施工招标和施
工监理招标、规划
许可证办理；完成
施工许可证办理。
桩基施工开始。

基坑围护施工。

白玉兰广场整体改造 区民防办
区建管委、区规划资源局、
友谊路街道

完成施工图设计和
审图；完成施工和
施工监理招标。

办结规划许可证和
施工许可证，开工
建设。桩基施工基
本完成。

１待金富门工程在
完成施工至 ±０００
后，重新编制季度
施工计划及进度。
２同步施工。

同步施工。

锦秋九年一贯制学校 区教育局
区发改委、区建管委、区规
划资源局、大场镇

启动设计、勘察预
招标；力争完成工
可文本编制（初设
深度）、评审。

完成工可文本编制
（初设深度）、评审；
完成工可（含初设）
批复；力争完成施
工图设计，启动施
工图审图、施工、监
理招标。

完成施工图审图；
完成施工、监理招
标；办理规划许可
证和施工许可证。
开工建设。

推进建设

大场医院（仁济医院）二期
扩建

区卫健委
区发改委、区建管委、区规
划资源局、大场镇

完成设计预招标、
完成勘察预招标；
完成设计方案预
评审。

完成初步设计编制
和概算编制；依据
概算完成工可报告
编制、启动工可报
告评估；完成工可
批复。

完成设计方案批
复；完成初步设计
评审，完成施工图
设计。

完成施工图审图；
完成施工和施工监
理招标，办结规划
许可证和施工许可
证，力争１１月正式
动工。

档案馆新建 区档案局
区发改委、区建管委、区规
划资源局、区绿化市容局、
杨行镇

明确代建单位；完
成设计预招标、勘
察预招标；完成设
计方案预评审；完
成初步设计编制和
概算编制；依据概
算完成工可报告编
制、启动工可报告
评估；完 成 工 可
批复。

完成设计方案批
复；完成初步设计
评审，完成施工图
设计。完成施工、
监理招投标。

正式开工建设 推进施工

上港军工路地块配套道
路：政学路—国阅路（淞沪
路—杨浦区界）

区房管局 区建管委、淞南镇
办结施工许可证，
开工建设

推进施工 推进施工 基本完成

上港军工路地块配套道
路：淞沪路（军工路—国咏
路）

区房管局 区建管委、淞南镇
办结施工许可证，
开工建设

推进施工 推进施工 基本完成

上港军工路地块配套道
路：国阅路（淞沪路—政涟
路）

区房管局 区建管委、淞南镇
办结施工许可证，
开工建设

推进施工 推进施工 基本完成

机器人产业园配套道路：
富联一路提档升级

顾村镇 区交通委、区交警支队 推进施工 工程竣工 — —

机器人产业园配套道路：
富联二路提档升级

顾村镇 区交通委、区交警支队 推进施工 推进施工 工程竣工 —

机器人产业园配套道路：
富胜路新建和提档升级

顾村镇 区交通委、区交警支队 推进施工 推进施工 推进施工 工程竣工

区属绿化项目（泰和污水
处理厂配套公共绿地一期
等）

区绿化市容局
区发改委、区规划资源局、
杨行镇

办理前期手续
力争 ６月底进场
施工

推进施工 推进施工

８２２

城乡规划与建设



（续表三）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间节点安排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备注

逸仙公园 区绿化市容局
区发改委、区建管委、区规
划资源局、区水务局、淞
南镇

完成方案和初步设
计审批

完成施工图设计和
审图

完成施工招标和施
工许可

进场施工

进场施工具
体进展视土
壤检测进度
和结果情况

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
（二期）

区水务局 区建管委、涉及街镇
编制 工 可，上 报
立项

完成立项及施工监
理招投标

进场施工 基本完成

２０１９年住宅修缮工程（８１
个）

区房管局 区建管委、涉及街镇 竣工１０个 竣工１０个 竣工２０个 竣工４１个

罗店海绵城市建设 区交通委 罗店镇 开工建设 推进施工 推进施工 基本完成

宝山区架空线入地和合杆
整治

区交通委

区发改委、区规划资源局、
区绿化市容局、大场镇、吴
淞街道、友谊路街道、南大
指挥部办公室、市北供电
公司等

１架空线入地：完
成初步设计。
２合杆整治：完成
工可编制。

１架空线入地：完
成施工招投标。
２合杆整治：完成
工可批复。

１架 空 线 入 地：
开工。
２合杆整治：完成
施工招投标。

１架空线入地：推
进施工。
２合杆整治：开工。

四好农村路建设（提档升
级、村道建设）

区交通委 区发改委、涉及镇 完成立项
完成施工、监理招
投标

办结施工许可证，
进场施工

提档升级完成，村
道建设基本完成

四好农村路建设（配套示
范村建设道路）

区交通委 区发改委、涉及镇 完成立项
完成施工、监理招
投标

办结施工许可证，
进场施工

基本完成

１１０ＫＶ变电站（市北塔源、
市北彭家、市北葑厚）

市北供电公司
区建管委、区规划资源局、
月浦镇、顾村镇、大场镇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配合施工

【道路规划储备】　２０２０年，区建管委和
区交通委完成区综合交通“十四五”规

划编制，至年末，宝山区总体路网密度达

到３３７千米／平方千米，超额完成“十三
五”目标。（１）聚焦吴淞创新城板块，开
展综合交通专项规划编制工作，铁山路

（Ｓ２０—长江西路）道路红线专项规划获
批复，逸仙路高架增设长逸路下匝道工

程项建书获批复，完成长江西路快速路

（西泗塘—逸仙路）项建书评审，吴淞创

新城市政配套道路海江路（滨河一路—

同济路）完成前期报批手续，开展轨交

１８号线二期专项规划公示，研究规划轨
交１９号线方案，推进吴淞工业区的转型
发展。（２）推动北沿江高铁宝山站“站
城融合”，开展宝山站及周边配套道路

交通组织储备研究，推进盘古路（?川

路—同济路）道路专项规划研究，深化

北沿江铁路、沪通铁路线路段、宝山站

及动车所前期研究和项目推进，组织编

制吴淞东块沪客隆周边“三纵三横”道

路研究。（３）配合重大工程，完善全区
路网体系，协调推进吴淞江行洪工程

（新川沙河段）跨河交通方案研究，开展

新川沙河周边交通组织研究，重点就陈

川路、罗宁路、宝钱公路等周边道路深入

方案对接；稳定 Ｇ１５０３Ａ段、Ｇ１５０３Ｂ段
“高速公路”和“快速路及地面道路”方

案；推进何家湾区域重大工程，开展侨福

地块跨何杨支线通道研究，深化国江

路—军工路连接线与何杨支线平交工程

方案对接。

【道路管理与养护】　２０２０年，全区共有
道路１１８９条，长１２７１千米，道路面积约
２４４０万平方米，包含市、区、镇管道路、
村庄道路以及在建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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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条，长５０２６千
米，道路面积１４１５６万平方米；镇管道
路２１１条，长９０６千米，道路面积９７３
万平方米。全区桥梁５５１座，桥孔３１９７
孔。全区“四类设施”设备量共有３１８９
万平方米标线，８７１０块标牌，５６块可变
车道显示屏。区管公路绿化１２５２万平
方米，行道树 ４３９万株。全年实施 １４
条道路改扩建工程，总里程１８７千米，
３２条道路大中修，总里程４７４千米。完
成４５条道路、２段绿化和８段雨污水管
的移交接管，完成全年６０万平方米的道
路移交接管目标。其中，上半年完成１７
条道路、１段绿化和 ７段雨污水管的移
交接管，下半年完成２８条道路、１段绿
化和１段雨污水管的移交接管。

【交通排堵保畅项目】　２０２０年，全区有
３个排堵保畅项目列入市政府实事项
目，其中逸仙路局部路段排堵保畅整治

工程９月底完成主体工程；同济路双城
路整治工程１１月１５日竣工，同济路水
产路排堵保畅工程１１月３０日竣工，均
按照计划完成任务目标。

【“四好农村路”建设】　２０２０年，全区
“四好农村路”建设计划共２２个项目，约

９９千米，其中，农村公路大中修 ８个项
目，约６３５千米；农村公路（乡道）提档
升级工程４个项目，约８２千米；村道提
档升级工程６个项目，约７７８千米（月
浦６９千米、顾村５０５千米、罗店２８０９
千米、罗泾１９８３１千米、杨行１６１５７千
米、庙行１８０５千米）；“一村一示范路”４
个项目约６９千米。

【交通行业管理】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共有
汽车维修企业２３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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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９４
户，累计增加６９户，其中危险货物运输
企业７０户。在册道路货运车辆５６５万
辆，其中注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３１１９
辆，新增７６８辆。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新
增公共停车场泊位５８２２个，备案公共停
车场泊位达４５４万个。新增１８条道路
停车场泊位５２１个，累计１０１条道路停
车场泊位４８４５个。协调完成宝杨宝龙
广场、上海大学宝山校区等８个项目５６０
个共享停车泊位；完成１８个社会公共停
车场建设，提供公共停车泊位５８２２个；
建成淞宝地区停车诱导系统二期工程。

【整治内河港航码头】　２０２０年，区建管
委和区交通委根据《宝山区内河码头整

治工作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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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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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户，从年初５２户减少至４４户（４８个作
业点）。其中易扬尘码头数从年初的２２
户减少至１９户。全区航道数６条，总里
程５７７６千米。

【整治非法客运】　２０２０年，区建管委和
区交通委加强非法客运整治，全年共组

织开展非法客运整治行动２７８次，出动
交通执法人员１６０８人次，出动交通执法
车辆５４０辆次，查扣非法客运车辆 ６８４
辆，暂扣驾驶证 ５５９件，结案 ６２２件，罚
没款 ６５９５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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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进”主题宣传活

动，开展非法客运主题宣传１０次，发放
各类宣传品１８９００件。

【建设项目管理】　２０２０年，全区在建项
目总数８３５个，建筑面积 １４４４１４万平
方米，造价７４６８０亿元。在建项目４７０
个，建筑面积 １２３９２２万平方米，造价
６３９０７亿元。全年开具行政措施单共
１２３３份，其中整改单 １０６４份，暂缓单
１１９份，停工单５０份。收到农民工欠薪
信访３５５批次，涉及农民工 ２３６１人，涉
及拖欠工资金额６１０６万元。３月，印发
《关于宝山区工程建设领域根治拖欠农

民工工资工作的实施意见》；配合全区迎

接国家督察组对上海市２０１９年度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开展督察。

【招投标管理】　２０２０年，全区共完成招
投标情况备案 ３３４个标段，其中勘察 １
个，设计３７个，施工１４８个（其中续标２
个），监理５０个，设计勘察一体化１３个，
设计（勘察）施工一体化 ７２个，暂估价
１３个；全年记录招标代理违规行为 ７０
次，累计扣分 ２０９分；曝光不良行为 １２
起；处理招投标信访投诉４起。作为全
市４个试点区之一，３月底先行开展施
工电子标，为后续程序完善试点探路；公

开透明运行智慧监管系统，制定《宝山区

建设行业实施围标串标甄别工作操作细

则（试行）》，对开展招投标活动的施工

项目实施围标串标甄别。

【交通安全执法】　２０２０年，全区共出动
执法人员 １７８４８人次，车船 ５６８８辆
（艘）／次，组织安全检查 ４３５６次，检查
３４１４户单位。检查车船 ３４９２辆（艘）／
次，超限车辆１７辆（次），危险品船舶１８
艘（次）；查出各类隐患４０７４条，当场整

改隐患１８１７条，限期整改隐患２２５７条，
开具执法文书１１８８份，查处各类交通行
政违法违章案件９３６件，查扣非法客运
车辆５４４辆；行政罚款 ８３９万元。查处
建设工程项目项目经理违法违规行为

４６起，扣分９５分；监理单位项目总监２１
起，扣分４３分；船员扣分８０分。累计查
获非法液化气钢瓶１２５０只，查处违法违
规经营使用燃气窝点５处，行政立案２６
起，行政拘留１４０人。

【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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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大幅提升，从２０１８年第一百二十一
名跃升至 ２０２０年第三十三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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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现“三集中、三

到位”工作目标，真正构建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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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收件、统一出件，形成审批流程

闭环。全年共受理各类审批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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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件，收到锦
旗１０面。

【燃气管理】　２０２０年，全区共有燃气经
营企业１７家，燃气用户８１万户，中高压
燃气管道长度７１５千米，燃气场站１７个，
其中液化气供应站和车辆加气站各关闭

１座。全年完成燃气内管改造 １５１万
户，换出腐烂锈蚀内管１５２根，其中已穿
孔４６根，超额并提前完成全年１２万户
目标任务。开展燃气入户安检３８１１万
户，严重隐患督促整改７３２５户。查处非
法液化气钢瓶１３０６只。企业液化气工商
用户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５６２６台。

（姬美姬）

水务（海洋）建设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水务（海洋）局聚焦
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主线，

坚持规划引领、建管并举、以管促建的总

体思路，成功应对超长梅雨期、超常降雨

量以及３次大暴雨及第４号台风“黑格
比”的考验；完成４９条（个）水体消劣任
务，全区全面完成消劣工作；疏通雨水管

道７４９４９千米、污水管道６０５７８千米、

连管５４００６千米；发出行政处罚决定２０
件，处罚金额１１２万元；推进张华浜东、
月浦城区排水系统和泗塘污水厂初雨调

蓄工程建设；完成 ２９１个小区、２５３９３１
万平方米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工作。全年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６７８件。提升“一
网通办”改革效能，落实“两个免于提

交”。持续推进“双减半”工作，提升即

办率；加大电子证照的应用，加强数据的

调用和复核；推广网上办，提升网办率，

不断推动“一网通办”从“能办”向“好

办”转变。全年主动公开公文类政府信

息１７７条，全文电子化率１００％，公开率
１００％。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
息双公示。完成市、区政府重点工作目

标与任务细化分解 ７类 ９项内容的督
查；完成市、区领导批示落实４８件。接
处市、区水务热线工单１００５件，比上年
减少 ２６３件，减少 ２０７％，按时办结率
１００％。以“治水管海先锋”党建品牌示
范点创建为契机，开展行业党建工作交

流、业务工作研讨、志愿服务行动，顾村

水务管理所获市水务局“治水管海先

锋”党建品牌示范点，区堤防水闸管理所

所长蔡益被评为“治水管海（护海兴海）

先锋”党员示范岗。

【防汛防台和安全监管】　２０２０年，区水
务（海洋）局在汛期启动防汛防台响应行

动３２次（Ⅲ级６次，Ⅳ级２６次），累计最
大雨量分别为宝山防汛办测站１１４６２毫
米、罗店度假村测站１１０４４毫米、杨行测
站１０５２３毫米、淞南测站１０４５７毫米，
成功应对超长梅雨期、超常降雨量以及６
月３日、６月１５日、７月５—７日的３次大
暴雨及第４号台风“黑格比”的考验。３
月上旬，区防汛办召开汛前准备工作会

议，部署和启动汛前各项准备工作。５月
１５日，区防汛办举办宝山区２０２０年防汛
干部专题培训班。６月上旬，区政府召开
全区入汛工作动员部署会议。８月 １１
日，区防汛办组织开展宝山区２０２０年防
汛防台桌面推演工作。全年累计受监项

目１３０项，其中跨年度项目４３项，日常检
查３３９项次，查处安全质量隐患１６２３条
（安全９０５条，质量７１８条），开出监督记
录单３３９份，签发安全质量整改单３５张，
局部暂停施工单２张。约谈７次，执法３
次。全年接受检查督查５次，其中国家督
查组督查１次（关于２０１９年度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市水务局质量考

核１次、安全检查１次，上海市水务建设
工程安全质量监督中心站第三方抽查２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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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６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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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召开安全质量

点评会３次。

【水利规划编制】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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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市相关部门审核批复。７月１６
日，印发《宝山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专项

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全年受理河道蓝
线划示项目 １５０项，图纸 １６１５张，包括
１１个重大工程项目：上海市北业绩１１０
千伏输变电工程、宝山区月浦城区排水

系统工程、展祥１１０千伏输变电工程项
目、新建友谊战勤消防站、罗店大型居住

社区景观配套工程美兰湖中央公园（暂

名西湖公园）、吴淞江工程（上海段）新

川沙河段工程、洋桥治安检查站应急抢

险救灾工程项目、龙湖新顾城０４３４—０４
地块数字科创中心产业化项目、上海市

北彭家１１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宝山顾村
拓展大型居住社区供水外配套罗南泵站

工程项目、吴淞口国际科创城首发项目

（一期）。

１２月３０日，张华浜东排水系统工程泵站区基坑施工 盛　荻／摄影

【水利工程建设】　２０２０年，区水务（海
洋）局完成湄浦、荻泾、练祁河等１２千米
骨干河道综合治理，完成新槎浦３４千
米骨干河道疏浚。完成罗店镇远景联合

罗溪等３村中小河道整治、大场镇新河
南浜等３条中小河道整治、完成俞家潮

塘等３２条断头河综合治理。加快推进
马路河３５千米骨干河道疏浚工程，加
快推进南大水系整治三期、宝泰河水系

整治、东张茜泾、五岳河以及老市河新市

河中小河道治理。完成顾村镇、杨行镇、

月浦镇共约１６千米二级污水管网建设、
完成１８３个点源整治、完成２９１个小区、
２５３９３１万平方米小区雨污混接改造。
推进张华浜东、月浦城区排水系统和泗

塘污水厂初雨调蓄工程建设。４月 ２０
日，张华浜东排水系统项目建设开工；１２
月１１日，泗塘污水厂初雨调蓄工程建设
开工。完成环镇北路、阳泉路、南?藻

路、铁力路、呼兰路积水路段改造。

【河湖长制工作】　２０２０年，全区共有河
湖９５３条（个），长度８０６５５千米，水面
积２１３３平方千米，河湖水面率７８７％，
比上年增加００２％。全年完成４９条段
水体消劣任务，全区全面完成消劣工作；

深化“１＋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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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河长巡河７２次、召开区级
河长会议１３次，镇村级河长巡河３万余
次、召开镇村级河长会议３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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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以庙行、

大场、城工园３个镇（园区）为重点地河
长制示范街镇创建工作。１０月１９日，制
定《宝山区区管雨水泵站企业河长制

度》，落实１７位泵站河长。选聘任命民

间河长参与治水工作，至年末全区设置

民间河长２６２人。

【水利设施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水务（海
洋）局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考核验收，

改革面积６７３公顷，实现灌溉设施日常
运行属地化、维修养护市场化。改革后，

各镇的用电、用水量下降３５％。引进航
拍、水下机器人、光谱分析等科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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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管
理。开展水闸安全运行专项检查工作。

对全区２４座镇管水闸进行全覆盖检查，
发现问题２６处，并要求各镇抓紧落实整
改。１２月，完成西弥浦水闸工程竣工
验收。

【供水管理和排水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水
务（海洋）局通过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

建设，持续推进节水载体建设，全年创建

２所节水型学校、１０个节水型小区，１个
节水型农业园区，以点带面强化节水监

督管理工作。疏通雨水管道 ７４９４９千
米、污水管道６０５７８千米、连管 ５４００６
千米、清捞窨井 ９２９６９只、清捞雨水口
１０３４９１只、清捞污泥７７２４９５吨、清扒雨
水自流口６６只、清扒潮拍门６６座。修
复污水管 ５处，更新新型雨水口 １５３６
座，安装截污挂篮１５３６座；建立排水管
道周期性监测评估与预防性修复机制。

完成湄浦地区污水冒溢应急处置工程。

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工

作，开展２次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
水水质监测工作。

【水文工作】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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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９１个考核断面
及关联断面预警监测，年中优化至 ７６
个，每周监测１次；监测１０７条１１１个断
面苏四期河湖４次；监测２２４个中小河
道水质监测断面４次；监测４３个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每季度１次；
开展村级河道及其他河湖水质监测，上

下半年各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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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区水务（海
洋）局推进长江干流岸线利用项目清理

整改工作。整治未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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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个，拆除取缔１项、规范
整改４项、补救整改１７项，９月通过长江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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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和市相关部门的核验。做好吴淞滨江

贯通示范段的维护管理工作，安排巡查

人员、养护队伍每日做好已贯通滨江岸

线的保洁、巡检和保障。做好长江流域

非法矮围专项整治工作，１０月１２日，印
发《宝山区长江流域非法矮围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组织相关部门对其所管辖水

域的非法矮围现象开展综合整治工作。

加强长江河道采砂管理，由区河长制办

公室牵头，区水务局联合区海事局、海警

局建立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合作机制，对

长江干流岸线实行每月１—２次全覆盖
巡查，全年共开展联合巡江巡查８次，未
发现“三无”采砂船只。

【海洋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水务（海洋）局
做好台风“黑格比”“美莎克”影响上海

期间的海洋灾情信息的调查报送工作。

４月，成立工作小组，落实工作责任制。
修订《２０２０年宝山堤防所防汛预案》，梳
理宝山区安全风险点，建立安全风险预

控管理体系，全面排查３次、加强值守６
天、联合执法３次，全面做好海洋防灾减
灾工作。６月１２日，以“创新海洋蓝色
引擎———心手相连，环保进千家”主题活

动为契机，携手蓝精灵护海志愿者，进社

区、进学校、进乡村，讲宣传、促互动，全

面推广海洋环保意识。

【水务行政执法】　２０２０年，区水务（海
洋）局开展以擅填河道、雨污混接、水土

保持、汽修洗车行业为重点的水务执法

专项行动３６３人次，落实事中事后监管，
全年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２０件，处罚金
额１１２万元。７月、１０月开展 ２次图斑
扰动复核工作，加大水土保持监管力度，

审批水土保持方案１１１件。
（吴月光　陆晓路）

市政工程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境内有市政道
路３１６条，总长度 ３０５８６千米，总面积
７８２８５万平方米，市政桥梁１６３座。其
中：市管市政道路 ３条，长度 １１４３千
米，面积３４０７３万平方米；区管市政道
路 ２２９条，长 度 ２５９３５千 米，面 积
７１４０５万平方米；镇管市政道路８４条，
长度３５０８千米，面积３４７３万平方米。
市政桥梁１６３座，其中区管市政桥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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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重点工程架空线入

地和合杆整治立功竞赛优秀单位称号；

区市政工程管理中心重点项目组获

２０１９年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
优秀团体称号。张贤忠获上海市重点工

程实事立功竞赛（市交通委赛区）优秀

建设者称号；龚伟中获上海市重点工程

实事立功竞赛优秀建设者称号；孔峥获

上海市重点工程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

立功竞赛优秀个人。

【市政道路技术状况】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市政道路综合完好率为９２３２％，比上
年上升 ００１％。全年区检测道路的路
面平整度指标平均ＩＲＩ４３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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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ＲＩ４４５，为良好水平。路面
损坏指数ＰＣＩ平均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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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Ｆ７９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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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分

别为７４７５％、７７６１％和８６９４％。

【重点市政项目建设】　 ２０２０年，市区
重大工程中，国权北路区区对接道路改

建主体工程全线贯通；江杨南路（呼兰

路—Ｓ２０）及长江西路（长江南路—江杨
南路）道路大修５月竣工；丰翔路道路改
建、牡丹江路管线及牡丹江路道路改建

均在年底前竣工；长江路（煤气厂桥—长

江南路）道路大修工程８月竣工；祁连山
路塘祁路段、祁连山路锦秋路段及祁连

山丰翔路段待轨交腾地后进场施工，其

中塘祁路段完成塘祁路口西半幅道路水

稳摊铺，塘祁路口因轨交１５号线抢修暂
停施工；铁山路道路新建工程专项规划

完成方案公示，已完成项建书上报，１０
月起交由区建设管理中心实施。

【道路大中修工程】　钢四路整治８月竣
工，长江路大修９月竣工，洛场路及岭南
路整治１０月初竣工，永清路大修、水产
路中修、盘古路、同济路、双庆路整治１１
月底竣工，淞发路大修１２月底竣工，泰
和路大修年底前完成工作量 ８０％。吉
浦路中修完成５０米人行道，剩余工作待
市排水公司完成后再行实施。

【桥梁检测普查结果】　２０２０年，区市政
工程管理中心委托第三方桥梁检测单位

对１２座桥梁进行特殊检测，其余１４８座

（第四季度新接管３座未进行检测）桥梁
均由第三方全覆盖普查。总体评估结

果：Ａ级２６座，Ｂ级１０８座，Ｃ级１２座，
无Ｄ、Ｅ级。２座人行地道１座Ｉ类，１座
ＩＩ类。８座桥梁因属于填浜桥未予评级，
４座桥梁因１８号线施工未予评级。比上
年Ｃ级桥梁减少 ２座，Ｄ级桥梁减少 １
座。桥梁检测中，区管市政桥梁计 １３７
座（包含人行天桥 ９座及人行地道 ２
个），其中Ａ类桥２４座、Ｂ类桥１００座、Ｃ
类桥１１座、无Ｄ、Ｅ类桥。２座人行地道
１座Ｉ类，１座 ＩＩ类。８座桥梁因属于填
浜桥未予评级，１座桥梁因１８号线施工
临时拆除不予评级。镇管市政桥梁计

１４座，其中 Ａ类桥２座，Ｂ类桥８座，Ｃ
类桥１座，无Ｄ、Ｅ类桥。另３座桥梁因
１８号线施工临时封堵和临时拆除不予
评级。

【养护资金及项目安排】　２０２０年，宝山
区共投入日常养护资金 ５９１７１１万元
（其中道路及附属设施４４０５７１万元，交
通四类设施１５１１４万元），养护资金投
入保障率１００％，保养小修率３５２％，大
中修率 ４１０％。２０１８年度市道运局路
面技术状况分析报告中的岭南路列入

２０２０年大中修项目已实施完成。２０１９
年度市道运局路面技术状况分析报告中

建议大中修道路共６条（段），其中牡丹
江路、洛场路列入２０２０年大中修项目已
实施完成。

【道路日常养护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市政
工程管理中心完成车行道养护１８６７万
平方米，人行道养护４４５万平方米，护
栏保洁１３８万米，护栏维修０７４万米。
坚持道路、桥梁工程师日常养护巡查制

度，每日对养护范围内的道路桥梁全覆

盖巡查，共发出巡查处置意见１４份。管
理单位定期和不定期对养护单位巡查质

量进行抽查，共开具整改意见书２１份，
约谈７次。防汛期间，出动检查人员４２０
人次、检查车辆８７车次，检查工地６个、
４８个桥孔道班、２个下立交、２个人行地
道、３８３５块标牌，以及２０６２根立杆，发现
和整治１２项隐患。

【道路平整度及人行道专项整治】　２０２０
年，区市政工程管理中心全覆盖排摸

２２９条区管市政道路、人行道平整度，完
成维修人行道 ８４９万平方米、车行道
２６４５万平方米，整治面积占总设施量
４８９％。其中，通过日常养护维修解决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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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条道路病害。１２条道路列入 ２０２０
年大中修或专项整治工程项目，至年末，

完成１０条道路工程整治。泰和路道路
大修工程正在施工，吉浦路道路整治工

程因市排水公司排管掘路尚未开工。

【创建精品示范路】　２０２０年，根据创建
工作要求，区市政工程管理中心成立道

路病害整治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深入现

场仔细排摸，确认各病害位置及具体情

况以及整治方案。年内创建申报５条精
品示范路，分别为康宁路（长江西路—静

安区界）、塔源路（石太路—月川路）、共

康路（共和新路—东茭泾桥）、爱辉路

（长江西路—一二八纪念路）、盘古路

（月城路—月明路）。

【井盖治理】　２０２０年，区市政工程管理
中心全覆盖巡查排摸２２９条区管市政道
路各类井盖设施现状，建立协调督促机

制，安排专人负责专项治理工作，限期管

线单位整改。共检查排摸发现病害井盖

３００座，管线单位于９月８日全部整改到
位。结合大中修及整治项目，检查更换

各类可调式窨井盖６１９座。

【下立交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市政工程管
理中心制定《宝山区市政道路下立交专

项应急预案》，推进２座下立交和２座人
行地道的管理工作。建立应急处置领导

小组及工作组织机构，确定各岗位工作

职责，明确应急响应措施及流程，落实抢

险队伍和应急物资，以及各项安全保障

要求。养护单位安排专人每天对下立交

进行巡视，在汛期加大巡视频率。年内

未发生下立交积水封交情况。

【交通缓拥堵和慢行交通】　２０２０年，区
市政工程管理中心组织实施交通缓拥堵

工程２项３处，第四季度完成逸仙路部
分路段（新江湾茶城）排堵保畅、同济路

（双城路—水产路）２处排堵保畅项目，
增设新的车行道缓解路口交通拥挤状

况。通过日常养护措施开展慢行交通的

整治，增加人行道面积１２９４万平方米。

【进口博览会交通设施保障专项整治】

　２０２０年，国际邮轮码头周边道路宝杨
路及吴淞口路被列为第三届国际进口博

览会宝山区相关保障区域，区市政工程

管理中心制定保障及应急预案，与区滨

江委、区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形成联动，

通过增加日常巡视力度，每周两次由领

导带队步行检查，发现病害及时解决，确

保道路设施完好。

【养护道路“四新技术”应用】　２０２０年，
区市政工程管理中心运用四新技术（指

行业内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

设备的技术）解决工作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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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新型地聚合物注浆修复方法

对江杨南路（一二八纪念路—通南路）

机动车道采取路基及基层注浆加固，明

显缩短养护周期。

【道路交通四类设施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
市政工程管理中心按照相关行业标准组

织实施道路复线及各类标牌普查工作，

建立健全四类设施（道路标志标线、交通

标牌、可变车道、引导系统）内业资料，完

成外环线外１１９条区管市政道路全覆盖
热熔漆复线及损坏标牌维修调换。

【道路交通信息化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市
政工程管理中心修改 ＣＩＭＳ基础数据库
信息，更新市政设施量数据。完成市政

桥梁全覆盖检测工作，７月１５日前将检
测动态数据录入市道运局桥梁技术状况

评定系统。道路交通信息系统（除工程

因素外）平均完好率９５０６％，其中重要
路口平均完好率９５１０％，一般路口平均
完好率９５０３％。

【防汛防台应急处置】　区市政工程管
理中心修订完善《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市政工
程管理中心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实

行“一处一预案”。建立“一杆一档”制

度，对 ２座下立交、２座人行地道、３９５３
块标志牌、１９８９根立杆、５６块可变车道
屏和太阳能路灯定期检查、养护。建立

防汛防台领导小组，制定全员轮流值班

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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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养护下立交、积

水点、人行地道等重点部位。

【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管理】　２０２０
年，区市政工程管理中心组织安全专项

检查３１８次，出动检查人员７９４人次，检
查工地１８０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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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立杆倒伏应急抢修演练
和消防演练各１次；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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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翔路道路改建等
３个项目通过上海市文明工地考评。

【路政许可】　２０２０年，区市政工程管理
中心审批掘路许可 ４５２项、急抢修 ７２９
项。安排完成掘路修复４０５项、急抢修
７２８项，占已交接项目修复完成率
９５９％。组织审批项目巡查 ３５５次、文
明施工检查２５５次，协助处置违章掘路
９３次，约谈企业３次。全年度掘路计划
占区管市政道路设备量总面积的 ８％
（小于１０％），月平均在建项目面积占道
路总面积的０２５％（小于２％）。

【信访处置与网格化管理】　２０２０年，区
市政工程管理中心受理信访７２２件，其
中市交通热线５４５件，区“１２３４５”市民热
线１６７件，区建管委转办１０件，处置率
１００％。共处理舆情１０件。市政专业网
格化发现病害１６０４６件，属于市政管辖
范围 １４８２６件，处置 １４６２０件，处置率
９８６１％；接收区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心派
发的案件５８５３件，结案５７５６件，结案率
９８３４％。 （徐根福）

公　路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公路管理中心（以
下简称中心）管养公路共 ２４９条，长度
４３２３４８千米。全年落实公路养护经费
３１５９９９７万元。其中，公路养护管理经
费１５０１８７万元，日常养护（小修保养）
经费１１９６９３３万元，大中修、整治经费
９６９２４２万元，农村公路养护和大中修经
费６７８４万元，其他经费 １６５２３５万元。
年内扎实推进南大路改建、南陈路—南

秀路改建等重点工程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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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７３９件
（不包括中心平台），经核实退单 ２７２４
件，办结１６０１５件，“先行联系率”“按时
办结率”均达１００％。中心获评２０２０年
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住建委赛

区先进团队。

【道路设施管理养护】　２０２０年，中心强
化防台防汛责任制，完善防汛防台应急

预案，做好防汛预案演练、防汛物资检

查、雨水管道清淤疏通，确保公路设施安

全畅行。全年出动应急人员１１５６人次，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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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动１０台次泵车，应急巡视车辆２０４台
班，加固扶正树木 １２棵、清理断枝 ２６
株。辖区道路未发生大面积道路积水。

通过多途径检查发现井盖安全案件６９６
个，均在规定时间里完成处置工作，消除

公路运行安全隐患。其中，处理井盖缺

失６３０个，沉降移位６６个。

【道路大中修工程建设】　２０２０年，中心
严格按大中修项目前期手续规范要求，

完成川雄路（川念路—?川公路）大修

工程、罗北路（?川公路—沪太公路）整

治工程、潘泾路（罗新路—月罗路）中修

工程、园和路（?川路—锦伟路）中修工

程、潘泾路（潘广路—宝安公路）中修工

程、锦伟路（杨南路—富锦路）中修工

程、环镇北路（南陈路—文海路）中修工

程、新川沙路（潘泾路—沪太路）整治工

程、真华路（环镇南路—汶水路）整治工

程、菊盛路（鄱阳湖路—黄海路）整治工

程、人行道整治工程。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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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４３ ３４０７ ０

区管市政道路 ２２９ ２５９３５ ７１４０５ １３８座桥梁，９座人行天桥，２座人行地道

镇管市政道路 ８４ ３５０８ ３４７３ １４

合计 ３１６ ３０５８６ ７８２８５ １６３

（徐根福）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类型 数量（条） 长度（千米） 总面积（万平方米） 桥梁（座）

合计 ２４９ ４２３３４８ ７８８８９３ ３９９

县道 １０４ ２４２２９ ５９２５５５ ２３５

乡道 １１８ １６４７ １８１８７５ １５２

村道 ２７ ２５０４２ １４４６３ １２

（王森晔）

【重大道路项目建设】　２０２０年，中心协
调推进南大路（南陈路—Ｓ２０）改建工
程、南陈路—南秀路（环镇南路—环镇北

路）改建工程、一二八纪念路（下穿张庙

车站立交）工程、汇丰路（锦秋路—上大

路）北段辟通工程。祁健路至云峰涂料

厂全线９６０米６根机动车道完成通车，
新开绿带河桥北半幅钻桩完成。南陈

路—南秀路（环镇南路—环镇北路）改

建工程中，锦江集团公司腾地完成、交通

投资公司基本谈妥、中石化加油站地面

资产评估中，各类管线搬迁材料已报送

至各管线权属单位窗口受理，管线权属

单位搬迁施工图设计中。一标段跨铁路

南何支线立交段全长３５６米，共１１跨，
完成７跨桥梁桩基、承台、立柱及盖梁，
其中６跨架梁完成。汇丰路（锦秋路—
上大路）北段辟通工程雨水管主体完成。

葑村塘桥东半幅桥梁完成，旧桥拆除。

汇丰路搭接锦秋路口开始施工。

【深化农村公路管养机制改革】　２０２０
年，中心完成园新路（山连路—走马塘）

中修工程、月春路（月罗公路—长春桥）

中修工程、山连路（工业路—园新路）整

治工程、金勺路（山茶路—罗宁路）整治

工程、罗宁路（罗建路—飞马路）整治工

程，安排联水路（?川公路—钱陆路）大

修工程、潘川路（潘泾路—沪太路）大修

工程、祁北路（潘泾路—抚远路）大修工

程、罗东路（金石路—罗北路）中修工程

全部进场施工，计划２０２１年完成。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市交通委、
市道运局《关于印发２０２０年度农村公路
建设计划的通知》《关于加快推进本市

２０２０年“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指出，宝山区“四好农村路”建设考

核任务为完成提档升级１５８９千米。其
中，农村公路大中修 ６３５千米（８个项
目）由区公路中心实施，５个项目已竣工
验收，３个项目施工收尾。乡道提档升
级９５４４千米（４个项目）分别由月浦
镇、顾村镇、城市工业园区实施，４个项
目年内竣工。全区“四好农村路”建设

计划共２２个项目，约９９千米。其中，农
村公路大中修８个项目，约６３５千米；
农村公路（乡道）提档升级工程 ４个项
目，约８２千米；村道提档升级工程６个
项目，约７７８千米；“一村一示范路”４
个项目，约６９千米。项目总投资３２６０９
万元。其中，区财政承担１６３０４万元，镇
（园区）承担１６３０５万元。

【桥梁管理】　区公路管理中心根据
２０２０年桥梁定期检查评定结果，管养桥
梁３６４座，其中县道 １９５座，乡道 １５６

座，村道１３座。全区公路一类桥梁 ３８
座，二类桥梁 ２９４座，三类桥梁 ３２座。
一、二类桥梁占总数的９１％。区公路管
理中心对桥梁桥孔开展经常、定期和突

击检查，针对全区部分桥孔地处城乡结

合部，周边外来人员居住较多，渣土、生

活和建筑垃圾偷倒严重，盲流占用存在

各类安全隐患等现象，中心联合属地派

出所、相关执法单位、桥梁桥下空间养

护单位，组织整改活动。规范桥孔使

用，防止桥下空间“回潮”现象发生，要

求各养护单位继续对管辖区域加强反

复巡查，发现一个整改一个，做好管养

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共安排专项经费

９８５万元，定期检查桥梁１１０座（其中
区管公路７０座，农村公路桥梁４０座），
并根据桥梁普查数据，安排桥梁养护计

划、抢修任务，确保桥梁安全运行。

【路政执法】　２０２０年，中心持续加强路
政执法工作力度，全年路政大队共出动

１５４０车次３３１９人次进行日常巡查，共清
理乱设摊及其他整治５８６３处，拆除１２７１
块非公路标志；加强桥孔安全检查排查

及清除桥孔盲流侵占、堆物整治；做好超

限运输工作，出动２６执法车次６０名执
法人次检查 ４４辆车，查处 ９辆超限车
辆，累计卸货１０４１９吨。加强掘路计划
管理，安全管理监管工作，全年掘路许可

９６处面积约１０３１７平方米；抢修类 ３３０
处，面积约１５１９平方米。 （王森晔）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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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 编辑　吴思敏

生态环境保护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类别分布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宝山区ＰＭ２．５浓度变化趋势

【概况】　２０２０年是宝山区第七轮环保
三年行动计划收官年，年内，全区环境保

护投入资金６７００４５６万元，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４２４％。其中，城市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１８６２１０２万元，污染源治
理投资２２７４２０６万元，环境能力建设投
资３５７１１万元，生态保护和建设投资
７２０００万元。全区环境质量总体上得
到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中颗粒物

ＰＭ２５和ＮＯ２年均浓度分别为３２、３９微
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８６％，２０４％，
ＮＯ２年均浓度首次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
量二级标准；区域内河流水质有所改善，

劣Ⅴ类断面比例下降 ９１％；区域环境
噪声达标。区生态环境局全年出动执法

人员３８４０人次，共计检查企业 ２７１１户
次，其中，开展“双随机”（电脑随机抽取

检查人员和企业）执法检查４５９户次；作
出行政处罚 ４９件，罚款总额 ４２５７６万
元，查封扣押２件，移交公安２件。“十
三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完成，全

区主要污染物ＣＯＤ、ＮＨ３－Ｎ、ＳＯ２、ＮＯＸ、
ＶＯＣｓ累计分别减排１５１９６吨、９１０吨、
５５３１４吨、４２９２２吨、６６０９２１吨，比
２０１５年下降 ２９８％、３８２％、８８６％、
４５０％、６９６％。颗粒物减排 ４２８９１
吨，下降１０４％。全年共受理环境咨询
与投诉２０６３件，比上年同期 ３００３件减
少３１３％。其中：社会源１０７０件，占比
５１９％；工业源 ６７３件，占比 ３２６％；咨
询类等其他 １５５％。来信来访中，市
“１２３４５”转 办 １２９９ 件 （６３％），区
“１２３４５”转办５１７件（２５１％），微信１０１
件（５％），来电６３件，国网６４件，来信４
件，来访、１１０来电等 ９件。其中废气
７２８件（４５４％），噪声５０４件（３１４％），

废水５９件（３７％）；餐饮油烟气４７６件
（３０％）。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人大代
表书面意见和政协委员提案共６件，办
结率１００％；解决率１００％；当面沟通率
１００％；代表、委员满意率１００％。全年审
批环评３２０个（其中报告书４个，报告表
３１６个），夜间施工 ６个，核发排污许可
证２７０个，辐射安全许可证６２个，办理
危废转移备案 ２８６５个，移动探伤备案
１３２个。

【环境空气质量】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环境
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优良天数 ３２８天，
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８９６％，比上年提
高２５％。其中，优１１３天，良２１５天，轻
度污染３０天，中度污染８天，无重度及
以上污染天；与上年相比，环境空气质量

稳步改善。全年３８个污染日中，首要污
染物为ＰＭ２５的１７天，占４４７％；为臭
氧的１７天，占４４７％；为ＮＯ２的４天，占
１０６％。细颗粒物年均浓度３２３微克／

５３２



立方米，为历年最低值，下降９０％。近
５年监测结果表明，宝山区细颗粒物年
均浓度呈逐年下降趋势，２０２０年首次低
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ＰＭ２５
浓度空间分布呈现东南低东北高的特

征。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为４６微克／
立方米，下降８０％。近５年监测结果表
明，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呈逐年下降

趋势，５年内总降幅达２５８％。ＰＭ１０浓
度空间分布总体上从南到北逐步升高。

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为７微克／立方米，下
降１２５％。近５年监测结果表明，二氧
化硫年均浓度呈逐年下降趋势。ＳＯ２浓
度除宝钢及周边区域略高外，其他区域

浓度处于较低水平。ＮＯ２年均浓度 ３９
微克／立方米，下降２０４％。近５年监测
结果表明，ＮＯ２的浓度改善明显，首次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限值以下。ＮＯ２浓度空
间分布总体上呈东高西低的态势。臭氧

日最大８小时平均第９０百分位数浓度
为１３９６微克／立方米，上升 １５４％。３
个区域评价点臭氧日最大８小时平均值
达标率在９１１％—９６４％之间，比上年
有所下降。一氧化碳２４小时平均第９５
百分位数浓度为１２毫克／立方米，上升
９１％。近５年监测结果表明，一氧化碳
日均浓度达标率 １００％，年均浓度均维
持在１０毫克／立方米以下。年均降尘
量为３９吨／平方千米·月，微升２６％；
近５年监测结果表明，降尘污染呈下降
趋势。道路扬尘颗粒物年均浓度００９３
毫克／立方米，下降 １４７％。１４个设置
点位街镇中，罗店镇和大场镇道路扬尘

最高，均为００９９毫克／立方米，友谊街
道道路扬尘最低，为 ００８２毫克／立方
米。酸雨频率３８５％，上升２８１％。降
水 ｐＨ 均值为 ５２５，酸雨 ｐＨ 均 值
为４８９。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地表水水质类别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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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年 ５７８ ５１５ ５２９ ４６９ ４９３ ４３７ ５５３ ４９１

２０１７年 ５７６ ５２８ ５４２ ４８２ ５０４ ４５３ ５５９ ５０４

２０１８年 ５７３ ５２３ ５２５ ４８０ ４８８ ４５０ ５５１ ４９９

２０１９年 ５８７ ５１３ ５３５ ４６９ ４９９ ４４２ ５６２ ４９１

２０２０年 ５６８ ５２０ ５１８ ４７９ ４８４ ４４９ ５５２ ４９７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ｄＢ（Ａ）、辆／小时

年度
Ｌ１０ Ｌ５０ Ｌ９０ Ｌｅｑ 车流量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２０１６年 ７５４ ７１２ ６８６ ６４６ ６２９ ５８０ ７２６ ６８０ １３９５ ７９５

２０１７年 ７５３ ７０８ ６９１ ６３１ ６２５ ５６４ ７２２ ６６２ １５５１ ８３７

２０１８年 ７４４ ７０８ ６７９ ６３７ ６１１ ５６６ ７１３ ６６８ １３９２ ８５５

２０１９年 ７５２ ７１５ ６８０ ６５１ ６１０ ５８８ ７２２ ６８９ １７４３ ９９０

２０２０年 ７４２ ７０１ ６７９ ６３９ ６１０ ５７４ ７１３ ６７１ ４８８ ２５４

【水环境质量】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监测河
流的７７个断面中Ⅱ、Ⅲ类断面为２０个，
比上年上升 ５２％；Ⅳ类为 ４６个，上升
６５％；Ⅴ类为７个，比上年下降２６％；
劣Ⅴ类为４个，下降９１％。主要污染指
标氨氮和总磷浓度大幅下降，氨氮下降

２５３％，总磷下降１９６％，耗氧型指标５
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

指数浓度分别下降 ３８％、５１％ 和
１７４％，溶解氧浓度提升１９％。其中?
北河流氨氮平均浓度为 ０６１毫克／升，
总磷平均浓度为０１３１毫克／升，分别下
降２７０％、１９８％；?南河流氨氮和总磷
浓度分别为 １２７毫克／升和 ０１８２毫

克／升，氨氮下降 ２３２％，总磷下降
１９４％。?藻浜设置５个监测断面，其
中陈广路桥、江杨南路桥和?川路桥水

质为Ⅳ类，塘桥河吴淞大桥为Ⅲ类，主要
污染指标为氨氮和总磷。与上年相比，

总体水质有所改善，除陈广路桥断面水

质类别持平外，其余断面均有所改善，其

中塘桥断面水质类别较去年提升两个等

级。主要水质指标中，氨氮浓度下降

３６２％、总磷浓度下降１６０％，溶解氧浓
度提升１１０％。练祁河设置５个断面监
测，其中?川路桥断面水质为Ⅱ类，金星
桥断面为Ⅲ类，其余３个断面均为Ⅳ类。
联杨路桥、潘泾路桥和宝钢纬五路桥断

面水质持平，金星桥和?川路桥断面水

质提升１个等级。主要指标中氨氮和总
磷分别下降 １９６％和 １６７％。潘泾设
置６个监测断面，其中金勺路桥、富锦路
桥和月罗路桥断面水质为Ⅲ类，石太路
桥和新川沙路桥为Ⅳ类。与上年相比，
总体水质略有好转，除月罗路桥断面水

质类别提升１个等级，其余５个断面水
质类别与上年持平。主要指标中，挥发

酚和氨氮浓度分别下降 ２０２％ 和
４２４％。杨盛河设置 ４个监测断面，其
中宝杨路桥、富长北路桥和月罗路桥断

面水质为Ⅲ类，泰和路桥断面为Ⅳ类。
总体水质略有好转，与上年相比，宝杨路

桥断面水质类别提升 １个等级，其余 ３
个断面水质类别与上年持平。主要指标

５日生化需氧量、氨氮和总磷浓度分别
下降１５８％、４５６％和２０５％。

【区域环境噪声】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区域
环境噪声昼间时段平均等效声级

５５２ｄＢ（Ａ），比上年降低１０ｄＢ（Ａ）；夜
间时段平均等效声级４９７ｄＢ（Ａ），比上
年升高０６ｄＢ（Ａ）。近５年监测数据表
明，区域环境噪声昼间时段平均等效声

级基本保持在５５～５６ｄＢ（Ａ）左右，声级
值比上年微升；夜间时段平均等效声级

基本保持在４９—５０ｄＢ（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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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噪声】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道路
交通噪声昼间计权等效声级 ７１３ｄＢ
（Ａ），夜间道路交通计权等效声级
６７１ｄＢ（Ａ）。昼间计权等效声级比上年
降低０８ｄＢ（Ａ），夜间计权等效声级上升
１８ｄＢ（Ａ）。近５年监测数据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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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月，区生态环境局开展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并把管控信息纳入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南大土壤修复中心完成土壤修复试点项目２３幅地块 区生态环境局／提供

【实施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
划”工作任务清单共计７２个项目，完成
率１００％。水环境保护领域注重源头治
理：年内完成顾村、杨行、月浦共计１６千
米污水二级管网、湄浦（沪太路—杨盛

河）等６千米骨干河道综合整治和１５条
段断头河治理。大气环境保护领域注重

多措并举：开展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

２０版本，结合挥发性有机物夏季攻坚
专项行动，组织全区１３４家企业编制“一
厂一方案”，完成深度治理２９家；加快推
进大气领域交通污染防治，年内调整优

化公交线路１０条，区域线网密度达１７１
千米／平方千米，配建公共充电桩 ７９７
根，充电示范站４个，建成经营性快充设
施８０９个。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领域
聚焦重点：南大土壤修复中心完成土壤

修复试点项目 ２３幅地块，涉及土壤
２１９００９４方，地下水４０１０方。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领域注重分类施策：延伸中小

企业危废管理和服务，至年末，收集平台

与区内５５７家中小企业签订危险废物收
集合同，有效危废签约量 １０５３３吨，年
内实际收集各类危险废物４４０２吨，累

计指导服务中小企业１８２家。农业与农
村强化环境保护：年内全区化肥使用折

纯量５３７４４吨，减少３１９２％；农药使用
量２４５９吨，减少２１６４％。实行秸秆机
械化还田与离田利用双措并举，秸秆综

合利用率１００％。粮食作物绿色生产示
范基地创建１０个，示范面积２８０公顷，
占全区粮食总面积 ４００％。生态环境
保护与生态建设：结合康家村“城中村”

配套绿地建设启动一期１２公顷的建设；
南大绿地二期涉及地块为南大地区 ０１
－０８地块，占地面积约４１万平方米，完

成地块内３３万平方米范围初调工作，编
制完成相关技术报告初稿；推进其他绿

化建设，完成１条市级林荫道创建申报、
３万平方米立体绿化和 １０千米绿道建
设等。

【主要水污染物减排】　“十三五”期间，
宝山区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治理、畜禽养

殖关停等重点减排项目６１个，通过违规
违法项目整治，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

２３１８家，对３１３座农村分散型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中的２７０座截污纳管。化学需
氧量、氨氮的减排主要来源于工业企业

关停，总氮、总磷的减排主要来源于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关停。重点减排项目主要

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分

别减排 ２５５５吨、２３８吨、１９４１９吨、
２７６３吨，全面超额完成“十三五”的减
排任务。

【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　“十三五”期
间，宝山区持续推进工业污染治理、清洁

能源替代与提标改造、结构调整关停淘

汰等重点减排项目共１００项，其中结构
减排２７项、清洁能源低氮燃料改造 １１
项、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ＶＯＣｓ）治理
６２项，关停取缔一大批“散乱污”企业。
重点减排项目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的削减量

分别为 ５５３１４吨、４２９２２吨、６２３９３４
吨、４２８９１吨，超额完成“十三五”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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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重点有序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１）区生态环境局全面推进工业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ＶＯＣｓ）治理，至２０１７年完
成１９０家企业ＶＯＣｓ治理或关停；结合违
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治理一批 ＶＯＣｓ
排放企业；对产生排放量较大企业以及

典型行业进行 ＶＯＣｓ治理绩效评价，６２
家企业 ＶＯＣｓ排放量８１４４５０４吨、减排
量６２３９３４吨，减排率达７６％；所有企业
的ＶＯＣｓ减排量达到 ６６０９２１吨。（２）
推进汽修行业整治，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完成
４４６户汽修行业整治，配备ＶＯＣｓ治理设
施或调整喷漆作业。（３）推进 ＶＯＣｓ源
头替代。２０１８年５８家家具制造和木制
品加工企业完成低 ＶＯＣｓ替代或关停调
整，２家集装箱制造企业水性涂料替代，
源头减排ＶＯＣｓ显著。（４）严格执行“批
项目、核总量”，新项目增一减二，鼓励使

用低ＶＯＣｓ原辅料、采用先进工艺，源头
控制ＶＯＣｓ增量。根据《宝山区加快推
进中小锅炉提标改造工作实施方案》，９
月末前按时完成在用中小燃油燃气锅炉

提标改造 ２１１台，改造锅炉的总功率
６４２７吨／小时。

【环境执法】　（１）２０２０年，区生态环境
局开展“双随机”抽查。年内对区内５４９
家重点、一般和特殊工业企业实施“双随

机”深度检查。对全区２０００余家中小污
染源（排污许可登记企业）开展日常巡

查。（２）开展“春晓”系列专项执法行
动。年内开展１０次“春晓”系列专项检
查，聚焦水、气、土、固废、环境安全等，先

后开展涉及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企业、

８４家企业内部加油站专项、３２家涉挥发

性有机物（ＶＯＣｓ）、消耗臭氧层物质
（ＯＤＳ）企业专项执法检查；开展１５家涉
一类重金属排放企业、３３家涉及专业化
工园区外化工企业、３４家新增河道周边
工业企业专项检查，落实水源地日常巡

查，筑牢水生态环境防线；完成７９家企
业危废规范化达标评估，对４６家４Ｓ店
危险废物规范整改，加强７０余家土壤监
管单位源头管控，对４家涉新化学物质
企业、二英企业开展现场调查工作，严

控生态环境风险。（３）落实疫情防控责
任。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

控知识手册》。下沉４个街镇园区协助
开展防疫复工复查工作。年内对２８０家
排污许可证核发现场核查，对３５家２０１９
年已发证单位覆盖检查和２５９４家排污
登记企业按比例抽查。将排污许可发证

和登记单位纳入“双随机”日常监管，推

动污染源按证排污、按证监管的常态化

管理。（４）聚焦信访民生。妥善调处社
会源信访难题，实现对１０００余件餐饮油
烟、噪声、异味等综合性信访的定向攻

坚，依托环调委对重点疑难信访纠纷进

行矛盾缓和化解。

【强化环保行政审批能力】　２０２０年，区
生态环境局为提高企业项目申报过程中

填报质量和填报效率，制作宣传彩页

“２０２０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告知
书”。开展１０场现场培训会，组织开展
４场分行业（加油站、纸制品、医院、其他
行业）现场培训会；创新性制作“云课堂

视频”，利用“环保宝山”官方微信公众

号先后推送６期，指导企业填报排污信
息。开展排污许可证前核查，组织发证

企业集中上门核查服务，深入企业现场

开展深度核查，共覆盖２４０家应发证及

上年度新发证企业。核查将“环保入户

深度核查＋排污许可证前核查＋双随机
＋监测专项核查 ＋ＶＯＣ２０核查”等工
作有机结合到污染源核查工作中，做到

“一次上门，多项服务”。核查共收集企

业各类环保问题共计１０４９项，其中应发
企业９３５项，证后监管问题 １１４项。针
对部分企业填报过程中碰到诸多问题，

专门抽出一间会议室作为“排污许可专

用工作室”固定为排污许可办理点，邀请

填报有困难的企业带上所需资料到集中

办理点。开展基层帮扶４次，帮扶企业
７０余户次。

【环境保护公众宣传】　２０２０年，区生
态环境局通过“环保宝山”微信公众号、

新浪微博“双微”平台，发布信息 １２６８
条。发放宣传册１５万册，张贴环境宣
传海报千余份，环境质量公报５０００份。
开展环保公益讲座 ６０场、覆盖人数
１５０００余人；创新开展６期排污许可证
云课堂线上培训，近 ４０００家企业在线
免费学习。开展“上海常见野生动植物

科普创意制作大赛”，吸引４０余所中小
学、幼儿园教师、学生参加，原创作品近

１０００份，３１５件获奖。开展“６·５”世界
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开展罗泾塘

湾生态徒步行活动，结合罗泾陈行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环境治理成果，倡导绿色

健康生活方式、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辐

射影响人数达万余人次。拓展生态环

境法治教育基地开放领域，累计接待

５０００余人次。结合区生态环境特点，设
计泰和污水处理厂、吴淞法治教育基

地、炮台湾湿地公园、罗泾生态涵养林

等１４条绿色教育路线，年度组织 ６场
共计５００余人。 （赵晓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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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市容管理
◎ 编辑　吴思敏

同济路美丽街区建设景观雕塑 区绿化市容局／提供

绿化管理

【概况】　２０２０年，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以下简称区绿化市容局）优化区域生

态环境、推进垃圾综合治理、提升市容管

理水平。全年新建各类绿地７００７万平
方米，立体绿化 ３０１０８平方米，绿道 １０
千米，绿化覆盖率 ３９％，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１２４平方米。完成 Ｇ１５０３绕城高
速生态廊道（宝山段）建设项目２７４公
顷，其他生态廊道２７８７公顷，一般公益
林３５６公顷，森林覆盖率１６８７％。完
成顾村公园二期框架建设，牡丹江路、同

济路美丽街区建设和海江绿地、颐景园、

阳泉公园、沪太路东侧绿地改造等重要

建设项目；新增白沙公园、美文路小游

园、西家浜绿地３座市级公园，改造天馨
绿地、青石绿地等街心花园１０个。建成
上海市垃圾分类示范区，被住建部评为

“２０２０年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
用示范县”。宝山再生能源利用中心项

目主体工程开工。创建国际邮轮港、海

滨新村、吴淞码头、顾村公园周边 ４个
“高标准保洁区域”。完成第三届进博

会和国庆节“双迎”市容环境保障任务，

整治楼顶店招、大型电子显示屏、小型走

字屏等违规户外广告设施３９０块，编制
景观灯光规划和广告设施阵地方案修

编，提升区域重大活动市容保障和市容

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

【防疫作业管理模式】　２０２０年，区绿化
市容局根据疫情防控需求，完善作业和

管理模式，形成常态化、制度化防疫工作

机制。隔离生活垃圾实行“五专”（专

人、专车、专桶、专运、专职）收运法，沿街

商铺垃圾采取“零接触”收运模式。顾

村公园、炮台湾湿地公园实行网上预约、

扫码入园、对接“随申码”。林业、野生

动物开展疫情监测和联合执法。

【绿化和林业管理】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市
级公园达３５座，２６座公园延长开放。开
展绿化“六进”（进单位、进学校、进社

区、进楼宇、进部队、进园区）服务活动

２０次。指导街镇做好辖区内居住区绿
化管理。开展全民义务植树、互联网 ＋
义务植树、少儿绘画创作大赛、“美丽阳

台”等活动，倡导市民群众提高爱绿护绿

意识。形成《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宝山区推
进林业健康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若

干政策措施》及９个配套文件，开展４次
美国白蛾防治，涉及林地１００３公顷。持
续开展打击涉及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

法犯罪行为，立案查处４起。

【美丽街区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共建设市级“美丽街区”１５

个，涉及区域内道路９７条（段），区域外
道路６２条（段）。牡丹江路和同济路美
丽街区建设完工，打造鲜明门户形象、乐

活慢行空间、活力商业街区。组织开展

全区性“美丽街区”考核验收和奖补申

报工作。

【编制《宝山区景观照明规划（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　２０２０年，区绿化市容局搭建
全区“一带三心、多线多点”景观照明架

构，展示富有“滨江魅力、创新活力、人文

底蕴”的宝山夜景画卷。一带：即“Ｔ”形
滨水空间夜景体验带；三心：包括吴淞城

市副中心、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及南大地

区中心；多线：指共和新路—?川路、逸

仙路—同济路、沪太路、宝杨路—宝安公

路４条城市发展轴线和牡丹江路、友谊
路、康宁路等区域主要道路；多点：指区

界出入口等门户型节点、大桥隧道等地

９３２



海江绿地 区绿化市容局／提供

标型节点、大型综合体等商业型节点、公

共广场和绿地等休闲型节点。

【海江绿地获评上海市“园林杯”优质工

程】　海江绿地改造工程位于同济路海
江路东北角，南起海江路，北至宝杨路，

西临同济路高架，东侧为宝龙商业广场，

施工总面积３９９８５４平方米。项目结合
功能性、生态性、特征性、经济性设计原

则，使用垂柳、樱花等乔灌木，配植再力

花、黄馨等水生和垂挂植物，打造出生态

湖景区、山林幽赏区、樱花漫步段和疏林

休闲段，满足园林观赏需求和市民休闲

需求。

【罗泾镇塘湾村林地列入市级开放式林

地试点】　罗泾镇塘湾村林地位于沪太

公路以东、?川路以南区域，是近郊天然

氧吧。２０２０年，通过科学开展森林抚育
经营、景观改造和功能提升，完善林地休

闲设施，提升林地“绿化、彩化、珍贵化、

效益化”水平。

【顾村公园打造樱花文化 ＩＰ项目】　
２０２０年，顾村公园围绕樱花主题文
化，线上建设顾村公园综合信息管理

平台和“樱花风物季”服务平台，线下

建设樱花文化艺术展示馆、最美樱花

大道、“十年之恋”樱花广场等公园标

杆性景点。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实现

景区门票预订及购买、商户结算、流量

分析、樱花文创产品展示与购买等一

站式服务，将旅游商品和景区文化相

结合，营销活动与产品体验相结合，形

成高辨识度的品牌文化符号，成为一

种“带得走的文化”。

市容环卫管理

【建成上海市垃圾分类示范区】　２０２０
年，宝山区创建为上海市垃圾分类示范

区，全区１２个街镇全部创建为上海市
垃圾分类示范街镇。年内举行贯彻实

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１周年
宣传月活动，全区垃圾分类居住区达标

率升至 ９１６％；干垃圾总量 １２１６吨／
日，比上年下降１８８％；湿垃圾分出量
６５０吨／日，比上年增长２４％；可回收物
回收量 ５４９７吨／日，增长 ５３％。在居
住区设置９３５个可回收物投放点，落实
分类配套“三小件”（洗手台、除臭剂、

工作记录台账）；制定低附加值可回收

物补贴政策；优化可回收物“点站场”体

系功能布局，完成６１１个可回收物服务
点、１２个中转站提升改造；宝山再生能
源利用中心项目主体工程开工。７月１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调研庙行

镇“两网融合”中转站，肯定宝山的举措

和成效。

【创建４个“高标准保洁区域”】　２０２０
年，宝山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海滨新村、

吴淞码头、顾村公园周边４个区域被命
名为上海市“高标准保洁区域（道路）”，

创建面积１４５平方千米。通过加快推
广新型保洁设备，深入研究定制式保洁

工艺，探索“收、拾、淋、扫、冲、磨、清、运、

巡”的工艺流程组合，根据道路属性配置

“深度保洁”（针对油污带、黄带等高压

冲洗）、“超常规保洁”（针对商业圈、重

要节庆日或重大保障任务的高强度保

洁）、“袋鼠保洁法”（针对落叶季落叶的

清扫与收集）等全方位作业框架，提高主

要道路、交通节点、景观区域、重要点位

的精细化保洁水平。 （丁　昱）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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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行镇

【概况】　杨行镇位于宝山区中部，东以
泗塘河为界与友谊路街道、吴淞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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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城高速与宝钢、月浦镇相邻，总
面积３９７平方千米。２０２０年，辖有 １６
个行政村、４４个居委会。年末全镇有户
籍２４６９２户，户籍人口６６２２０人，常住人
口２７７４４３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３５％，人口密度 ５２３８人／平方千米。
镇党委下辖３个党委，３８个党总支，２４４
个党支部，党员人数６９２０人。辖区内有
各类法人单位７０５３个，学校１７所，其中
民办学校 ２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 ６
座，居民健身点８９个，农民健身家园１１
个。年内，杨行镇被评为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
度上海市文明镇、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周期国家
卫生镇、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爱国拥军模范街
道（乡镇）、上海市特色创业型社区。镇

政府地址：水产路２６９９号。

【经济建设】　２０２０年，杨行镇完成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７７亿元，比上年下降
３８６％，降幅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８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５８亿元，完成
合同外资近 ３０００万美元。全力推动重
点地块转型升级，科明大楼、泗塘科技园

投入使用，中铝上铜城市更新项目、宝武

湄浦路地块开工建设，宝明耐火材料项

目、天洲电器及澳莉嘉等重点企业新增

扩建厂房项目取得突破，宝磁地块转型

发展方案进一步明确，为新旧动能转换

积聚新增量。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累计

新增注册企业 ２０２９户，其中 ５０００万元
以上６３户。做大做强楼宇载体经济，１３

个楼宇载体全年实现税收收入 ８亿元
（含在地经营未注册企业）。帮助企业

对接落实市、区优惠政策，共申请招大引

强资金５０４１５万元。帮助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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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项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申请区、镇两级财政扶持资金

２５７５万元。

【城乡建设】　２０２０年，杨行镇坚持产城
融合理念，努力打造创新创业的高地、宜

居宜业的乐园。开展杨行镇新一轮总规

编制和?川社区控规调整前期工作，依

托北沿江高铁、沪通铁路对长三角经济

带沿线的带动效应，初步构建区域“大交

通”框架。全年调整１０４、１９５低效工业
仓储用地 ９１７公顷，完成土地减量化
６１９公顷。坚持人民至上，积极回应百
姓的热切期盼，不遗余力破解“老、小、

旧、远”民生难题。养老服务布局持续优

化，华二高中、上师大、七色花幼儿园等

一流教育品牌相继入驻，三甲医院选址

工作有序推进，动迁安置房项目加速建

设，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生活品质不断

提高。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杨行镇积
极巩固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和上海市特

色创业型社区建设成果，做好大学毕业

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

加强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城镇登

记失业人数控制在平均线以下。全年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续缴率 ９６％，为
９１８名征地养老人员和５１３名征地劳动
力支付保障资金 ３９３９２万元。扩大医
疗保障覆盖范围，办理城乡居民医保、帮

困参保缴费２４３６人次，发放医疗救助金
８３９万元，受理长护险９５２人次。完成
新版社保卡及敬老卡申领、制卡 ２１６５７
人次。受理各类困难补助申请１７３４０人
次，合计发放补助资金 １３０８４４万元。
登记城镇失业人员控制在区指标以下。

实现就业困难人员安置就业２７７人，安
置率１００％。成功创建上海市特色创业
型社区，评估得分居全市第三。居家养

老服务能级不断提升，新增远洋香奈、万

科等５家社区助餐点，新建杨北村、香逸
湾２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社会事业】　２０２０年，杨行镇坚持教育
优先发展，高标准推进华二高中宝山校

区、上师大附属宝山实验学校、七色花幼

儿园总部建设。“北上海教育高地”辐

射效果凸显，华二高中宝山校区、上师大

附属宝山实验学校首批招生，天馨学校

红林路校区启用。上师大附属宝山实

验、七色花幼儿园、宝杨路南侧幼儿园等

新建项目开工建设，华二高中新址完成

腾地、调规等前期工作。深化社区养老

服务，加大社区助餐点等设施建设，规范

做好长护险试点工作。实施标准化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全面提升区域疾病

预防控制能力，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２０年，杨行镇持续
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进一步扩大

杨行吹塑版画品牌影响力。优化文体设

施布局，配合推进杨行体育中心项目建

设，做好辖区内市民健身步道、市民球

场、市民益智健身点管理与维护工作。

继续开展“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

会”等特色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社区居

民的文化生活。提供高品质文体服务，

加快推进体育基建，杨行体育中心开工

建设，举办２０２０年“曹燕华·杨行杯”中

２４２



小学生乒乓球赛。围绕杨行文化特色，

举办吹塑版画培训班。全年举办各类文

化活动２５３场，观众逾万人次。根据疫
情防控要求，尝试开展云上“文化服务

日”系列活动。根据科协群团改革要求，

率先成立全区首家街镇科协。开展“全

国科普日”系列活动，杨行镇被评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度科普工作先进集体。

６月１８日，２０２０杨行镇第五届蔬果采摘节开幕 杨行镇／提供

【创新发展动能】　２０２０年，杨行镇修编
“十四五”规划，描绘杨行科创中心主阵

地发展蓝图。以完善产业布局为着力

点，围绕１号线活力创新带功能，与华润
集团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引进４家优
质文创类企业；与复旦上科深度合作，引

进优质科创企业；联东Ｕ谷、航天建设等
企业助力杨行工业园区整体转型升级；

推进“上海建筑科技产业园”平台建设，

何积丰院士团队落户杨行，打造宝山人

工智能产业基地；协调推进谦年网络等

多家新经济企业入驻，打造在线新经济

产业园区，做大总部经济、营销中心和研

发中心。

【第五届蔬果采摘节暨“花果宝山”乡村

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会举行】　６月１８日，
２０２０杨行镇第五届蔬果采摘节暨“花果
宝山”乡村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会在杨行

镇北宗村鲸奇园内开幕。区委书记汪泓

为采青舞狮点睛。区农委“花果宝山”乡

村区域品牌同期发布，市农委巡视员王国

忠、区委副书记周志军为品牌揭幕。

【杨行体育中心正式开工】　６月２８日，
杨行体育中心开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３００００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２２０００平方
米，地面建筑高约２３米。建筑一层布置
游泳馆、体育培训、轻餐饮；二层布置乒

乓球主、副馆、健身长廊、体育培训、会议

及办公等；三层布置网球馆、器械室等；

地下一层为停车库。

【与联东集团签约】　１０月２８日，杨行
镇政府与北京联东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共同携

手，开启杨行工业园区产业转型升级新

篇章。联东集团是一家产业园区运营领

域的集团化企业，以“联东 Ｕ谷”为主要
业务板块，以政府和企业为服务对象，扎

根现代服务业，致力于支持实体经济的

产业园区。此次签约标志着杨行工业园

区由传统工业园区转向智能智造示范区

迈出关键一步，向科创主阵地中的主阵

地跨出坚实一步。

【举办２０２０“曹燕华·杨行杯”上海市中
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　１２月 １２—１３
日，由上海市体育局和市教育委员会主

办的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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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是全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最

高规格和最高水平的年度传统赛事，参

加这项赛事并且符合年龄及相关申办要

求的运动员，可申报国家一、二级运动员

资格。来自全市２３所学校４０８名学生
运动员、教练员参加比赛。历经２天近
千场比赛，决出各个项目前八名。

２０２０年杨行镇学校

名　称 班级（个） 学生（人） 教职员工（人） 地址 电话

天馨学校 ３４ １３０８ １０８ 红林路１６９号
水产西路２８９号 ５６４９９６５９

杨行中心校 ４４ １７５７ １２７ 松兰路１８号 ６６２２５１９８

杨泰实验学校 ６５ ２７９７ １９６ 杨鑫路３８８号 ５６８０１８４３

上海大学附属宝山外国语学校 ３８ １５５９ １００ 铁山路２２８８号 ５６５７５２３７

上师大附属宝山实验学校 ５ ２０６ １０ 铁山路２２８８号（暂借） ５６５７５１２８

华师大附属杨行中学 ２６ ８４０ ９６ 宝杨路２８８８号 ５６８０１３７２

杨行中心幼儿园 １５ ４９６ ３６ 杨桃路１５１号 ５６８０１３４０

杨泰三村幼儿园 ９ ２８５ ２２ 杨泰三村东区９５号 ３３９１２８４２

四季万科幼儿园 １４ ４２５ ３５ 松兰路８６６号 ３３８５１０６８

四季花城幼儿园 ６ ２０１ １６ 镇泰路１９８号 ３６０４６８０５

友谊家园幼儿园 ９ ２８７ ２５ 铁峰路１９９１号 ３３７９９０９９

３４２

杨行镇



（续表）

名　称 班级（个） 学生（人） 教职员工（人） 地址 电话

康桥水都幼儿园 ２７ ８５４ ５８ （总园）竹韵路 ８号、（分园）
杨泰路１５１弄１号 ５６７８０６２６

海尚明城幼儿园 ９ ２４６ ２２ 盘古路１８７６号 ５６１２２６２２

和家欣苑幼儿园 １５ ４５４ ３４ 红林路４８９号 ６６７８８５０６

紫辰实验幼儿园 １５ ４７０ ３３ 湄浦路１６００号 ６６７８６７７６

杨东小学（民办） １９ ７５４ ６５ 宝杨路２０４３号 ３３７９５０２４

杨行小学（民办） １３ ５４７ ４７ 杨泰路３２１号 ５６４９７０３０

２０２０年杨行镇村（居）委会

名　称 地　址 电话
户籍

户数（户） 人口（人）

常住人口

（人）

２０２１弄 铁力路５５０号 ３３７９５０２１ ６８８ １２９６ １７００

柏丽华庭 ?川路１６２３弄 ６６７６０５８７ ７０７ １４２８ ２２９３

宝地绿洲 湄浦路２１８弄３４号１０２室 ３６２１６５６８ ３９７ ８３４ ３２２５

宝虹水岸 梅林路８６５弄４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０６６３２ ９８２ ７５３ ２４５０

宝启公寓 ?川路１６２５弄６８号 ５６８０９６５９ ５２０ １５７１ ２２１９

宝启花园居委 宝杨路３２８８弄９０号 ５６４９２６８５ ３７１ ８２０ ３４６０

宝悦华庭居委（筹） 松兰路２３３弄１５号１楼 １６６２１５５０４６５ １８２ ３６４ ２４１６

保集绿岛家园居委 友谊路１９９９弄７号１０２室 ３６２１１３８８ ８１１ １６８０ ２５３６

城西 富锦路１６５９弄５７号旁 ５６９２０１７６ ３７２ １０００ １４６２

春江美庐 松兰路１９８弄１５８号１０１ ５６８０９２３９ ９２１ ２３０３ ２６２９

大黄馨园 水产西路４８９弄４号 ３６３１７６１３ １８２ ３８３ ５０９１

东方丽都 友谊路２８５８弄６３号 ３３９１３８０９ ６６７ １８５５ ３０６０

福地苑二居 友谊路１８６９弄５１号底楼 ３３７１７５９８ ３４８ １０２５ ２２５１

福地苑一居 友谊路１８６９弄 ３３８５０８５６ ５８２ １２６６ ２９９１

富锦苑 富锦路１８１５弄９０号 ３６３００４１８ ５１２ １３６４ ２９６３

富杨 富杨路２２３弄４６号２楼 ５１０５２０６９ ３２６ ９７８ １４００

海德花园 海笛路３３３弄２９３号２楼 ３６３８１２９８ ２９３ ６７０ ３５８０

和家欣苑二居 红林路５７６弄６５幢１—２号 ６６０１１８１３ ０ ０ ７０００

和家欣苑居委 顾北东路３９弄２０—１号３楼 ５６８００３１８ １９８０ ３９４ ２６００

康桥水都 水产路２６００弄８８号２楼 ６６６７６９９０５ ７２０ ２５９９ ４３６４

丽景翠庭 盘古路２６１８弄４２号底楼 ３３９１４２２７ ２１２ ９８２ ２２９５

禄德嘉苑 竹韵路２５８—２５９弄 ５６８０７２７７ ４２０ １８００ ２８００

绿地香颂名邸居委会 杨泰路５５弄２３６号１０１室 ３６５１０６３９ １０３５ ２１９４ ７０５３

梅林 杨鑫路４５１弄４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０５６９０ ３９７ ７５８ ２９０８

飘鹰锦和花园居委 红林路１０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０６８８９ １７８９ ５６８３ ３４９０

四季花城二居委 松兰路９６０号 ３６０４７９００ ２３０２ ２２８３ ６１２２

四季花城一居委 松兰路１１６９弄３９号１０１室 ３６０４５５０２ ６２４ １９０８ ５１２５

天馨花园第二居委 ?川路１４９８弄２８９号 ５６４９３５８０ ８５６ ２３６８ ５９２６

天馨花园第一居委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６号 ５６８０７８４３ ７３８ １８３２ ４５００

同盛嘉园 月城路２５０弄１号３０７室 ３６０４５９７７ ４２１ １０９８ ２１０８

香逸湾 莲花山路５１７弄１２８号２０２室 ３６５０６２１１ ９１３ ２０９９ ４２２５

杨泰春城 镇泰路３８２号 ３６０４５６５８ １２３ ２５１ １９５１

杨泰二村二居 杨鑫路３１１号 ５６８０２５８０ ５２６ １３５４ １６７６

杨泰二村一居 杨泰二村２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０３１１６ １０９２ ２６６６ ５９７４

杨泰三村一居 杨泰三村１９５号 ３３８５０３３８ ９５５ ２２５３ ５２９４

杨泰一村二居 杨泰路３３８弄５７号 ５６４９２００８ ６９２ １６７４ ３３０３

杨泰一村一居 杨桃路１５９号 ５６８０２４０６ ５８０ １５００ ４３００

杨鑫居委 杨鑫路９５号２楼 ３６５１１９２５ １７４４ ５０７ ４８９０

友谊二居 铁峰路２００１弄１９９９号 ３３７９７３７８ ２９０ ５９５ ４９５０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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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地　址 电话
户籍

户数（户） 人口（人）

常住人口

（人）

友谊一居 铁峰路２０００弄１００号２０３室 ３３７９７０８８ ３２０ ７０３ ４３１０

友谊苑居委 铁峰路２２６８弄１６—１号２楼 ５６４５００９１ ８５ １７２ ２９５８

远洋悦庭居委会 杨泰路２１５８弄１０单元 ３６２１１０２９ ８０１ １８１６ ７５１１

中铁北宸名邸居委会 月辉路２１８弄１号楼２楼 ５６８００３７８ １２４ ２４８ ２１６０

紫辰苑 江杨北路１５６８弄７７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７６２９９ １６２０ ４８６０ ８２０５

（冯　海）

月浦镇

【概况】　月浦镇毗邻上海北大门与宝
山工业园区、罗泾镇相邻，东临长江入海

口，南接杨行镇，西连罗店镇。全镇总面

积约４５３平方千米，宝钢、华能等大型
国企央企占地２４４平方千米，镇行政管
辖区域２０９平方千米。月浦镇交通条
件优越，全镇主干道呈“六横三纵”格

局，?川路交通发展轴与月罗公路城镇

发展轴构成的十字轴，对外向西联系罗

店镇，南北沟通吴淞市级副中心与罗泾

镇，江杨北路、富长路贯穿全镇南北直达

市区；轨道交通１号线、３号线分别在镇
区辐射范围内设站。公共服务设施完

备，有养老院４家、公共卫生机构３家、
镇管学校９家。全镇设１４个行政村、２７
个居委。至２０２０年末，月浦镇实有人口
数１７８２２３人，户籍人口 ６８７８１人，常住
人口１７１４３４人，人口出生数 ２８６人，人
口自然增长率－４３６‰。月浦是个多民
族融合的大家庭，共有３８个少数民族，
其中上海户籍少数民族人口 ２８１６人。
镇党委下辖７个二级党委（含３个非公
党委），３２个总支部，４１个一级党支部，
２０３个二级党支部，７５３２名党员。２０２０
年，月浦镇可利用体育场地面积５３１０平
方米，新建段泾村、茂盛村 ２条健身步
道，新建、改建健身苑点３７个，完成段泾
村篮球场的改建工程。全年实现地方财

政收 入 １４２８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２２７％，保持区级财政总量全区各镇第
一。月狮村获评第六届全国文明村，入

选首批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

典型案例。“月浦之声”群众性理论宣

讲团获上海市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镇

政府地址：月罗路２００号。

【经济建设】　２０２０年，月浦镇全面推动
复工复产复市，全力保驾防疫物资生产，

在全区范围协调组织“共享员工”志愿者

近５０人支援铃兰公司口罩增产扩能，保
障全镇、全市医院和一线工作者使用，在

全市范围内调度原材料、设备、试剂，帮助

德澍科技有限公司从试生产到产业化，保

障市疾控中心每天１０００千克和火神山医
院每周１７５吨的消毒液使用量。提供小
额贷款金融服务８６００万元，尽一切力量
保障服务好中小企业生存发展。创新企

业复工复产复市标准化流程，按照“五个

一”（一个政府平台、一套申报资料、一套

审核标准、一套复查程序和一次性告知方

式），重点突出“四个优先四个严控”（优

先复工亿元以上重大项目，规模以上企

业，科技型高新技术企业，与民生保障密

切相关的超市、菜场、药店、品牌餐饮；严

控传统低端制造和商贸业、仓储物流业、

低效五小行业和拟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企

业）的分类管理、分级防控原则，克服物

资短缺。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良好增

长势头，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７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４％；实现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２０亿元；实现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１２０８亿元。瞄准高端产业，
提升亩均产出，引进一冷特艺、纳奥精准

医疗、奥奔产业园等项目。加快提升科创

能力，５６家企业成功认定为上海市高新
技术企业。以“智造月浦”为发展主线引

领产业转型升级，确立前沿新材料、生物

医药（精准医疗）、智能制造及智慧物流

的定位方向。建立央企“派驻”机制，推

动政企资源互动、人才互动，引入佛山宝

钢不锈钢、宝钢国际、宝冶力博劳务公司

等一批央企全资公司落地。加强招商引

资帮办员服务，家有购物、谷誉资产、宝来

石化、军胜化工等一批１０００万元级优质
企业注册落户。全年累计新增注册户数

４７６４户，新增注册资金２４３４８亿元，其中
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及以上企业１１０户。
镇班子带动公司累计走访企业３５６４家
次，为防疫物资生产单位铃兰公司、德澍

公司落实扩大产能技改补贴政策近２０００
万元。发挥月浦招商“店小二”的服务优

势，做实做深做细帮办员制度，累计净迁

入企业１９０家，位列全区第一。帮助４０
家企业申报市、区产业、人才、科创政策，

获批３１７０万元。全面落实疫情防控税收
优惠、留抵退税应享尽享、小微企业税收

优惠等政策，全年约１５万户企业惠享政
策红利１３亿元。在全区首开农业用地
招商先河，深化“三村联动”（聚源桥村、

月狮村、沈家桥村三村联动开发），引进

以景域—驴妈妈集团为代表的５家优质
农旅、文创、花卉企业，共计引入社会资本

１５００万元。举办第三届月浦花艺展，打
造花卉品牌，吸引２万余人次，取得良好
社会效益。

【城乡建设】　２０２０年，月浦镇着力腾出
城市品质生活空间，推动盛桥社区１５—
０７地块完成土地出让，沈巷 Ｂ—１地块
完成土地收储。完成申月路、月宁路、塔

源路（一期）建设项目用地手续。全年

完成４３３户企业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登
记，累计开展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整治工

作４０余次。全力配合区水务部门推进
月浦城区排水系统工程，完成富长路拓

宽工程前期工作。基本完成“美丽家

园”４个小区住宅修缮改造以及２１个小
区、１５５８万平方米的雨污混接改造工
程，创建６个“精彩社区、美好生活”示范
小区，完成５台老旧小区电梯加装立项。
以“拆除存量、严控新增”为抓手，全年

拆除违建超７万平方米。保持镇域市容
环境整洁有序，在上海市市容环境社会

公众满意度测评中走在郊区前列。优化

“一三六”运作模式（整合一套班子；坚

持日常监管与专项行动相结合、坚持源

头管理与日常整治相结合、坚持考核与

奖励相结合；路长管理责任机制、门前责

任区机制、聘用淘汰机制、监管督查机

制、联动合作机制、资金保障机制），完善

垃圾分类可回收服务点位６个，中转站１
个，提升定时定点投放点位１３０个。完
成聚源桥村创建上海市第二批市级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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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示范村建设任务，高分通过市级验

收。同步启动月狮村第三批市级乡村振

兴示范村创建工作。推进地产农产品绿

色认证工作，全镇总体绿色认证率

１０％，粮食绿色认证率实现１００％。全年
市、区、镇级检查人居环境共发现各类问

题５００余处，已全面落实整改。市级专
项考评中以９４８分名列全区第一。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月浦镇加
大对高校毕业生和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

力度，市级就业困难人员１７２人全部安
置就业。帮助３５周岁以下大学生创业
３４户，完成率１１０％，５６家企业获评市、
区两级劳动关系和谐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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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９２７万
元，发放各类补助资金２２７０２万元，４个
征地项目落实社会保障率１００％。完善
退役军人服务站标准化建设，完成全镇

１９４名退役军人的社保核查及协助申请
续保工作。组织 ２５１６名适龄儿童入园
入学，实现小学招生公办全纳。

５月８日，２０２０上海宝山月浦花艺展开幕 月浦镇／提供

【社会管理】　２０２０年，月浦镇坚持社会
治理多元协同，发挥居委的自治与统筹协

调功能，推动社区治理“三驾马车”良性

运转。发挥“社区通”综合服务平台作

用，疫情期间率先开通预约口罩功能，注

册人数增加８５７６人。“一网统管”有序
推进，挂牌成立镇城运中心，完成指挥大

厅升级改造，优化调整１５个责任网格，叠

加配置工作力量，加快城运中心实体化建

设。“一网通办”工作全面实现“三一两

全”（即社区事务线上“一网通办”、线下

“一窗受理、一次办成、全市通办、全年无

休”），全力打造家门口的政务便利店。

全力保障社会稳定和群众安居乐业，报警

类接警数比上年下降７％，刑案数下降
３４％。加大信访矛盾化解力度，提升“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

枫桥经验工作质量和效能，全年市、区、镇

三级登记来信、来访、来电案件总量批次

减少１２５％，人次减少１１８％。落实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开展各类

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全年累计检

查企业及场所７９１９家次，发现隐患３４９９７
条，整改隐患 ３３３６０条，整改率 ９５３％。
基本建成“一网统管”平台，挂牌成立镇

城市运行中心，完成指挥大厅升级改造，

构建“３＋Ｎ”（３是指固定人员，具体由城
管、市容、综治３个职能部门各抽调 １名
队员组成；Ｎ是指机动人员，由公安、市
场、安监、环保、卫监等部门组成，具体根

据联勤联动工单属性抽调相应职能部门

人员）联勤运作模式。新时代文明实践

分中心（站）实现镇、村阵地全覆盖，发现

整改“创全”问题１０４２个，培育选树道德
模范，自导自演《食光》光盘行动公益宣

传片，引导干部群众形成修身律己、崇德

向善的行动自觉。

【民生事业】　２０２０年，月浦镇加大养
老设施设备、文娱活动建设力度，恬逸

养老院、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等一批养

老场所实现规范化运营。高质量完成

鸿锦苑等３个老年助餐点建设，顺利推
进月浦八村日间照护中心和新丰村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建设。组织开展敬老

月系列活动，丰富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

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全年配送活

动１７０场，推动“月浦锣鼓”“月浦竹
编”等非遗文化的“活态传承”。聚焦

“健康月浦”品牌，积极开展“健入佳

境，悦享月浦”健康村镇建设。加强与

中心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对接共享，月浦

实验学校在第四十一届世界头脑奥林

匹克线上决赛中获世界第三。完成聚

源桥村村民综合服务中心及月浦公园

红色文化主题改造，加大线上文体服务

供给力度，提升非遗品牌影响力。实施

“早餐工程”，完成鱼塘菜市场提标改

造，引入盒马 ｍｉｎｉ、老盛昌等品牌餐饮，
群众开门七件事更便利。

【党建工作】　２０２０年，月浦镇第一时
间搭建“１＋７＋１４＋Ｘ”（１个领导小组、
７个工作小组、１４支领导联系村居突击
队，以及若干工作队伍）工作架构，召开

防疫专题会议１７次。火速成立１４７个
党员突击队，近 ２０００名区、镇党员干
部、企事业单位志愿者，与村居党员干

部组建成防疫体系。推选全国民政系

统新冠肺炎疫情优秀城乡社区工作者１
名，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和优秀共产党员１名，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先进基层党组织５个、优秀共
产党员１３名、专项五一劳动奖章９名、
工人先锋号１个、百佳志愿服务优秀志
愿者３名、优秀组织者１名、优秀集体３
个。在“学习强国”“月浦发布”“社区

通”等平台大力推送防疫先进事迹和优

秀案例，邀请援鄂护士、机场“大白”成

为中心组学习“讲师”。利用历史优势

和红色资源开展“四史”教育，推出“学

‘四史’、守初心”现场学习参观路线，

组织各类宣讲和知识竞赛，全镇 ７０００
多名党员接受红色教育。深入推进党

群中心阵地建设，有序落实各村（居）党

群服务站（点）翻牌，设立“红帆港”党

群指导站，打通凝聚群众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创新打造党务知识微视频，开

展村居干部“四微”（微剧场、微找茬、

微解说、微放送）活动。

【开展“云”花艺展】　５月８日，以“花卉
月浦，绽放幸福”为主题的２０２０上海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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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月浦花艺展采取“线上观摩，线下体

验”的新模式开展。花艺展策划“聚新

农业网购第一单，花卉大篷车进社区，舌

尖上的月狮，花语物语”等 ９场主题
“云”直播，以镇村领导参与直播带货。

本届花艺展创新性提出“云赏花海”的

概念，以顾泾河串联聚源桥村、沈家桥

村、月狮村花卉企业、花园民宿、众文空

间、蔬果乐园、美丽庭院，采取直播互动、

网红演绎、情景融合、多点串联等方式，

实现线上赏美、线下体验，线上线下相互

交融的效果。

【“志愿米仓”激励平台上线】　１２月４

日，月浦镇举办２０２０月浦镇“１２·５国
际志愿者日”系列活动暨“志愿米仓”

激励平台上线启动仪式。参加活动的

领导共同启动月浦“志愿米仓”，标志着

月浦志愿者线上积分兑换激励平台

上线。

２０２０年月浦镇学校

名　称 地　址 教职员工（人） 学生（人） 性质 电话

月浦实验学校 庆安路２５号 １４６
小学８３３

初中８７０
公办 ６６９３０１６０

盛桥中心校 古莲路２７１号 ６７ ７４８ 公办 ５６１５１７３９

月浦中心校 月罗路２２８号 ４８ ６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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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７

庆安３０８

月宁４１４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２２０

满天星幼儿园 鹤林路７８弄５１号 ４３ ２５２ 公办 ６６０３０１３１

北岸郡庭幼儿园 塔源路２８８弄９号 ３８ ２５８ 公办 ６６０３８２１０

惠民小学 川巷路１６０号 ３９ ３９３ 纳民 ５６９３１３１２

博爱幼儿园 绥化路２８８号 ４９ ３２８ 民办 ３６３０１０４７

盛桥幼儿园 石太路３１弄１号 ２９ ２６０ 民办三级 ５６１５０２６４

淞浦中学 德都路１６８弄８７号 ８０ ７３３ 公办 ５６９３１４９５

月浦中学 四元路２０弄７８号 ６５ ６１５ 公办 ５６１９８９１５

宝钢新民实验学校 月浦四村１号 １００
小学４９６

初中５４６
公办 ５６６４６７４６

盛桥中学 石太路１０号 ５６ ６３６ 公办 ５６１５４７３２

灵石学校 盛桥一村８０号 ３１ ６０ 公办 ５６１５００５１

月浦二小 月浦七村３４号 ３９ ３９６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６６５

月浦三小 月浦八村１３８号 ４７ ５０５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４５５

乐业小学 春雷路３３１弄８４号 ５７ ６００ 公办 ５６１９３０８５

石洞口小学 盛桥三村１６号 ４７ ５０２ 公办 ６６６８３４５５

同达小学 德都路１６８弄１号 ４７ ５６０ 公办 ５６１９５６６２

月浦二村幼儿园 月浦二村６号 ２８ １７１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７４５

月浦四村幼儿园 月浦四村２９号 ３９ ２６６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１４８

月浦六村幼儿园 月浦六村４９号 ２８ １８３ 公办 ５６６４６９１４

月浦八村幼儿园 月浦八村７５号 ３２ ２６５ 民办 ５６６４７６７３

宝星幼儿园 宝泉路６３号 ３３ ２０９ 民办 ５６６４６４００

马泾桥幼儿园 月罗路３００弄１８号 ４６ ２６６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５３８

太阳花幼稚园 四元路２０弄７６号 ７４ ３８６ 公办 ５６１９５８１６

盛桥新村幼儿园 盛桥二村４４号 ３０ １７８ 公办 ５６１５７８７６

贝贝艺术幼稚园 德都路２５１弄１号 ２８ １４０ 民办 ５６１９９５８８

菲贝儿幼稚园 月浦九村４９号 ２６ ２００ 民办 ５６９３１６１４

合　计 １４９９ １３２２７

２０２０年月浦镇村、居委会

名　称 地　址 电话
户籍

户数（户） 人数（人）

月浦二三村居委会 月浦三村４１号２楼 ５６９３０２３０ １３０８ ２０８８

月浦四村居委会 德都路３９９弄６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３１７６５ ８３９ ２００７

月浦五村居委会 月浦五村４４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３０２５９ ９９８ ２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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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地　址 电话
户籍

户数（户） 人数（人）

月浦七村居委会 月浦七村３５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４２４１３ ７１７ １５６８

月浦八村居委会 月浦八村８４号 ５６９３５５４０ １４６１ ３５６７

月浦九村居委会 月浦九村１０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９８２３２ ７５９ １８３８

月浦十村居委会 宝泉路６５号２楼 ５６６４４７６３ ６３２ １７１８

乐业一村居委会 春雷路４３１弄４０号 ５６９３４６１４ １６０７ ３８１７

乐业二村居委会 春雷路３５４弄３号 ５６６４３５１４ ６２８ ２２１８

乐业四村二居委会 德都路２６９弄３７号２楼 ５６１９８９６１ １０８７ ２６２２

乐业五村居委会 德都路２１８弄５号 ５６１９８３００ １６６５ ４３４１

庆安一村居委会 庆安一村２６号底楼 ５６９３７３４１ ７３９ １７９０

庆安二村居委会 绥化路５２弄６３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４ １６２４ ２８３２

马泾桥新村居委会 马泾桥二村１５号２楼 ５６６４４０１５ １１６２ ２７７９

盛桥新村居委会 盛桥一村３８号２楼 ５６１５３８８４ １３０６ ３１２１

盛桥三村居委会 塔源路２５８弄５８号 ５６１５２０１４ ９５５ １４０８

盛桥四村居委会 月川路３３弄３７号２楼 ６６０３６６１８ ４３０ １０４９

庆安四村居委会 绥化路２６０弄２２号１０２室 ３６３０１０３０ ９７４ ２６２７

庆安五村居委会 春雷路２８８弄７号２楼 ３６３０３２２８ ８３６ ２１４９

星月居委会 盛桥塔源路５８弄７８号 ５６１５８０８１ ６３０ １４９８

时代富浩居委会 德都路２８弄２５号２楼 ３６３０２５１２ １０５２ ２５１４

宝月尚园居委会 申浦路２８８弄１７号２楼 ５６４５０６３９ ５３０ １１８９

新月明珠园居委会 塔源路１５０弄９８号２楼 ３６３０８５２６ １２９ ２５３

鸿锦苑居委会 月罗路２５９弄８—３号２楼 ６６８６０２９３ １５２ ３４９

北岸郡庭居委会 塔源路３０２弄５号２楼 ６６０３８８０９ ８５２ ９３１

阳光锦园居委会 月富路２１８弄１９号楼 ６６９３１９２０ ４０１ ７２８

昱翠家苑居委会 月盛路５１号２楼 ６６９３１９３０ １８７ ５５７

长春村 园和路８１９号 ５６６４６６２１ ３３５ １０４６

茂盛村 月新南路８２２号 ５６９３１５８８ ３８９ １１５０

沈巷村 月罗路３０９号 ５６６４６８２２ ２１０ ７１２

段泾村 月新北路３８１号 ５６６４８０１０ ３４５ １１０１

梅园村 ?川路３９６５号 ６６８７６２９６ ７２ １７１

勤丰村 月丰路２５号 ５６９２８８７１ ３８９ １２９９

新丰村 石太路９８号 ５６１５１５２０ ２８８ ８０４

海陆村 和合路９号 ５６１５３３８６ ３９５ １０６１

盛星村 石太路６６５号 ５６１５１７９７ ４５２ １４７３

沈家桥村 石太路４８９号 ５６１５３３６２ ３７８ １１３８

聚源桥村 聚发路２４１号 ５６１５００３１ ２７１ ７７７

友谊村 ?川路５０６８号 ５６１９６００４ ２１４ ５２２

钱潘村 钱陆路４２５号 ５６９３０３３７ ２８３ ８５６

月狮村 ?川路５４７９号 ５６１５２１０７ ２５３ ８３８

（鲍诗婧）

罗店镇

【概况】　罗店镇位于宝山区西北部，南
与顾村镇为邻，东与月浦镇相依，西与嘉

定相连，北与宝山工业园区北区、罗泾镇

相接，镇域面积４４．１９平方千米。下辖
２１个行政村、１个捕捞大队、５１个居委

会（其中在筹３１个居委会）。至２０２０年
末，有户籍人口 ７４３７１人，比上年增加
４００４人，人口密度 １６８２．９８人／平方千
米；列入管理外来流动人口 １２５４４８人，
增加５３．５％。常住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８．
３％。辖区内有学校１９所，建有村居健
身苑点１６１个，公共运动场６个，健身步
道５条。镇党委下辖２个基层党委、２３

个党总支、２１２个党支部、党员总数５２２６
人。２０２０年举办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
新大会，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被评为

市级特色产业园区，通过国家新型城镇

化试点建设评估，获评上海市文明镇、上

海市爱国拥军模范镇。美兰金苑养老院

获评上海市先进社会组织。天平村被评

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飞凯光电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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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镇政府地

址：沪太路６６５５号。

【经济建设】　２０２０年，罗店镇地方财政
收入完成６．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９％；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５４亿元，增长１８９％；完
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５亿元，完成工
业总产值９４亿元。北上海生物医药产
业园初具形态。宝济药业、国盛宝山药

谷、惠永药物、斯丹姆医药、飞凯二期等

５个项目相继签约落地、开工建设，总投
资１９．６亿元，亩均投资１０３２万元，达产
后亩均产值２４６０万元；有效盘活存量土
地２０．６７公顷，定向引入生物医药孵化
园、万级空间科技园等生物医药企业。

完成锦邑产城融合区控详规划等编制、

报批工作。首发商品房地块摘牌，开发

锦邑产城融合区内９０万立方米住宅、６
万立方米商业综合体以及５３万立方米
产业。积极与上海航天电子所合作，打

造“产、学、研、用”为一体的商业卫星产

业集群。完成北欧风情街改造，全面提

升美兰湖小镇风貌。实施美兰湖区域

１０条道路提标改造，打造海绵城市新样
板。中集美兰城项目总投资１００亿元，
商业办公地块开工，成为毗邻美兰湖的

新地标。天瑞金ＭＡＸ科技园、国家健康
医疗大数据运营中心落地美兰湖。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２０２０年，罗店镇制
定“一核两园三轴”产业发展规划，优化

城乡功能布局。镇域总规２０３５、罗店工
业小区控规、锦邑产城融合区新一轮控

规修编上报。聚焦城乡一体化发展，实

现郊野单元规划全覆盖，形成村庄布局

规划。全面推进农民动迁安置房建设，

总建筑量 ７０万平方米的 Ａ９、Ａ１０、Ａ１１
等７个动迁房基地陆续结构封顶。加快
推进“兵营式”危房改造项目，完成签约

２７９户，开工１５９户。按时完成光明村等
４４４户集中居住签约，占全区总量６０％
以上。在天平村试点推出天舒苑人才公

寓，解决企业人才的“安居”问题。分类

施策、统筹治理，对全镇９３个小区开展
按月督查，固守“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示

范街镇”。完成３３个住宅小区的雨污混
接改造工程。全面落实河长制，持续做

好“１＋１６”市考断面及３４个镇管断面工
作，实施１３条河道集中整治，全面消除
劣Ｖ类水体。完成潘泾路（杨南路—月
罗公路）东半幅机动车道通车。依法依

规拆除闻道园２０００平方米“大棚房”，整
治爱玛宫违法用地３．９７公顷。

【乡村振兴战略】　２０２０年，罗店镇围绕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打造

江南水乡特色的“望得见星空、闻得见草

香、听得见鸟鸣，民风淳朴、邻里和睦，稻

花香里说丰年”的美丽家园。重点打造

“１＋１＋３＋３”〔１个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天平村）、１个市美丽乡村示范村（光明
村、毛家弄村争创）、３个区美丽乡村示
范村（束里桥村、蔡家弄村、北金村）、３
个美丽乡村达标村（南周村、西埝村、东

南弄村）〕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示范村

建设，实现美丽乡村创建全覆盖，全面推

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绿色农业循

环基地建设，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现

代化水平。完成光明村、毛家弄村、联合

村等４４４户农民集中居住签约任务（平
移２７９户、上楼 １６５户），加快推进 ９２１
户“兵营式”危房改造，让老百姓告别

“老破旧”居住环境，实现旧貌换新颜。

由罗村公司统筹全镇优质项目进行投

资，利用园区开发平台资质，积极参与转

型项目，实现２０００多万元的利润回报，
让农村老百姓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社会事业进步】　２０２０年，罗店镇优化
公共服务供给。形成罗店医院、２个卫
生服务中心、１３个卫生站三级联动机
制，加快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与世

外教育集团签署美兰湖九年一贯制学校

托管协议，发展区域优质教育。完成 ４
个老年人助餐点建设，古镇睦邻中心每

日提供送餐上门服务，解决周边８００名
老人“吃饭难”问题。提高就业保障水

平。全年新增就业７９６人，帮扶引领创
业５５人，就业困难人员安置率和零就业
家庭就业援助安置率均达１００％。保障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累计发放各类补助

资金１５４３万元。启用社保中心大居分
中心。加快推进“一网通办”，通过自助

终端办理就医记录册申领、更换等６６项
事务。发掘“文香罗店”品牌。唱响“春

有花神秋有画、夏有龙船冬有灯”四季文

化之歌，将罗店龙船、罗店彩灯、天花玉

露霜等非遗文化融入社区商圈。在古镇

落实区级非遗项目罗店天花玉露霜、罗

店鱼圆传承基地，设立罗店彩灯、罗店龙

船非遗工作室。完成癨园建造，还原大

唐历史风貌，体现中国园林的精致。

【加强社会治理】　２０２０年，罗店镇对标
“一流治理”目标，强化依法治理、源头

治理、统筹治理，持续加强和创新基层社

会治理。社会治理体系日趋完善。以试

点推进“社区云”为契机，将“社区通”工

作与市、区、镇重点工作和居委条线工作

相结合，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部署落

实“活力楼组”创建工作，评选星级“活

力楼组”８０个。持续跟进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工作，开工４台。社会治安总体稳
控有序。全年共处理“黄赌毒”类案件

３８起。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刑案比
上年下降１３．８％，其中盗窃案下降６７．
７％，报警类１１０数下降２．３％。扎实推
进网格化综合管理工作，全年接收

“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６２８０件，按时办结率
１００％。耐心细致做好信访工作，无进京
上访和市集访，依法化解一批陈年上访

难题。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有力。加大隐

患排查和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力度，在全

区先行试点电瓶车集中充电。全年共检

查企业 ６３７５家次，发现隐患 ２．３万余
条，整改率９８％，取缔“三合一”场所４４
处，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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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守

食品安全底线。

【加强政务服务建设】　２０２０年，罗店镇
深化目标管理、绩效管理，加快推进政府

工作科学、规范、高效运行。加强对政策

执行情况的监督，做到令行禁止。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注重向民生和重大项目

倾斜。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有效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度。不断提升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水

平，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在重大

决策、依法行政中的积极作用。全年主

动公开政府信息１７０条，公文类文件公
开率１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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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件人大和政协提案全部办结，满意

度１００％。

【党的建设】　２０２０年，罗店镇党委深入
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动基层

党组织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

“四史”学习教育。开展“集人民智慧·

建人民城市”“四史”学习教育意见征集

活动，梳理意见建议１７８条，逐一落实整
改。持续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创建

２个区级党支部示范点，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６２０余次，专题党课２００余次，打造
“天平沟”等党群服务阵地“新地标”。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举办“一把手”培

训班、中青班，做好居、村换届准备。维

护更新区域化党建“三张清单（资源清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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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目清单、需求清单）”，完善运行机

制，扩大社会参与、自治共治，形成“共驻

共建、资源共享、共同服务、共谋发展”的

区域化党建工作新格局。抓好巡察整

改，清退违规使用、支出款项约９６万余
元，梳理确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三项

清单（党风廉政建设任务清单、党风廉政

建设监督清单、党风廉政建设责任风险

清单）”，制定推进措施１２３２条，廉政谈
话２００余次，有力推动“四责协同”责任
落实。

【启动上海宝济药业重组蛋白药物产业

化项目】　１０月２７日，北上海生物医药
产业园核心区———上海宝济药业重组蛋

白药物产业化项目奠基典礼仪式在罗店

工业园举行。区委书记陈杰，副区长陈

尧水，以及区职能部门领导，罗店镇党委

书记瞿新昌，罗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

伟杰，以及上海宝济药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彦君、总经理王征，上海惠永药物研

究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浩，上海国盛产业

转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栋生等

嘉宾共同出席。

【通过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评估】

　１１月４日，国家发改委委托浙江大学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课题组对罗店镇

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进行第三方评

估。会上，评估组充分肯定罗店镇新型

城镇化试点工作，针对镇域规划、文化保

护、农民集中居住、乡村振兴、人口导入

等各项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举办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大会】　
１１月 ２８日，宝山建设上海科创中心主
阵地投资促进系列活动———２０２０年中
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大会暨第六届生物

药物创新及研发国际研讨会在美兰湖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大会以“创新转化，赋

能生物医药产业”为主题，集中各方优质

资源、展示生物医药技术的新成果、研讨

生物医药产业的新发展、激发生物医药

经济的新动能，为宝山做好优化生物医

药产业创新和发展环境，增强生物医药

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生物

医药产业规模化、集聚化和国际化发展

提供建设模式和实施路径。

【天平村获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

村】　天平村位于罗店镇东北角，北与罗
泾镇交界，东跟月浦镇相邻，总面积

２６３．４９公顷。２０１８年获宝山区美丽乡
村示范村称号，２０１９年获上海市文明
村、上海市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示范村称

号。２０２０年，完成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
村创建工作并通过验收，１０月入围全国
文明村候选名单，１１月获全国乡村特色
产业亿元村称号。

２０２０年罗店镇学校

名称 班级（个） 学生（人） 教职员工（人） 地址 电话

罗南中学 １７ ６２７ ７３ 富南路１９８号 ６６０１３１８３

陈伯吹中学 １６ ５８０ ５９ 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 ５６８６５８６７

美兰湖中学 １１ ２８０ ３３ 美诺路１５０号 ５６６７６５２８

罗南中心校 ４８ １９３８ １３３ 富锦路５８５５号
美诺路４８号 ３６１３３２２７

罗店中心校 ３０ １２５５ ８８ 罗新路７６５号 ５６８６０５４４

小天鹅幼儿园 ３０ ９３８ １２８ 南东路１０１号
罗迎路１００号 ５６０１１９００

申花幼儿园 １０ ２９５ ４５ 市一路１６２号 ６６８６７８３３

金锣号幼儿园 １１ ３２６ ５０ 集贤路７０１号 ６６７１１８０１

美兰湖幼儿园 １５ ４６１ ６４ 美诺路５１号 ５６５９１２０２

罗店中学 ４０ １７００ １５０ 罗新路７０７号 ５６８６１１５７

罗店二中 １７ ５５９ ５６ 美安路５９９号 ６６８７５８７０

罗阳小学 ２０ ７６５ ６７ 东西巷街３３号 ５６８６０５６３

美罗一小 ３０ １１９７ ８０ 美文路５３５号 ６６７８７３１５

罗店镇幼儿园 １０ ３０７ ４０ 祁南一村３号甲 ３６１３０５７１

小主人幼儿园（美罗园） １２ ３８８ ５１ 美平路７６０号 ６６８６１９７０

美安路幼儿园 １０ ３１０ ４７ 美安路４８０号 ５６６９６７７８

罗希小学 １４ ５７０ ４０ 罗东路２２８号 ５６８６１１１０

２０２０年罗店镇村（居）委会

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东南弄村 ７０１ １９５９ 永顺路７１号 ５６８６３４６０

金星村 ３８４ ２５４１ 罗溪路３７１弄８８号 ３３８５３３９３

罗溪村 ８４７ ２４７４ 罗太路２６９号 ５６８６０３２４

四方村 ４８４ １４１５ 石太路３６０５号 ５６８６６２６８

天平村 ２３３ １６２０ 石太路２０１８号 ６６８６５６３３

光明村 ３６５ １８１４ 罗东路３２５号 ５６８６５９０１

束里桥村 ２５４ １２９０ 罗东路１００号 ５６８６１３２８

０５２

镇



（续表）

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毛家弄村 ３３０ １０３６ 毛家路３９８号 ６６８６１４６２

义品村 ０ ７７０ 石太路２３９８号 ６６８６２９２７

王家村 ５２６ １９６６ 潘泾路１２０１号 ５６０１４９２０

朱家店村 ３ １４７９ 锦南路２６号 ５６８６９７７６

十年村 ３４ １４９４ 罗店杨南路 ６６８６５５６０

蔡家弄村 ６３３ ２１８９ 沪太路６０１８号 ５６０２２３４８

西埝村 １９３ １８２４ 南长路２３１号 ６６０１０５１５

繁荣村 ０ １４８９ 月罗路２１９８号 ５６８６１１６３

北金村 １６８ １７５４ 沪太路６４８６弄１６号 ６６０１５９１８

南周村 ３６８ ２１０１ 王家湾路２号 ５６０１０９３７

张士村 ４３２ １９８４ 联杨路３６０６弄１１０号 ６６０１９２０８

富强村 ０ １７２１ 沪太路６６６２号 ５６０１１７７３

远景村 ２４７ １８８８ 月罗路３３５９号 ５６０１０３２１

联合村 ４６０ １６２５ 联杨路４５６８号 ５６０１２１７５

捕捞大队 １３６ ４４９ 月罗路２４６８号 ５６８６０２１１

富南居委 ８４３ ８４６ 南长路１１１弄１５号１０１室 ６６０１０３４０

罗南居委 １６５９ ２５７１ 南东路８９弄２３号 ６６０１５８０６

富丽居委 １４１０ １４３０ 富南路１９９弄５５号 ５６０１０９９６

富辰居委 ８３７ １０６９ 南东路１０８弄１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０１２７５５

向阳居委 ６５７ １５７６ 向阳新村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６３８１３

新桥居委 ７９８ １６２０ 罗升路２５７弄１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２

古镇居委 ８７１ ２１２０ 塘西街１８１号 ５６８６３８２９

祁南居委 ９７０ ９８７ 市一路１５３弄３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７

罗溪居委 ８１４ ８７７ 罗溪路６７１弄１６号２楼 ６６８６６６５１

罗新居委 １３２５ ８５４ 集贤路８００弄２６号 ６６７１２０８０

金星居委 ７３６ ５７４ 集贤路５００弄３４号２楼 ６６８６６２６９

金星二居委 １４４５ ６５５ 集贤路５０１弄１３０号 ５６８６６５０８

美兰湖颐景园居委 ８０５ １０４１ 美艾路１９８弄１９２－１９６号 ３６５０９９１８

顺驰美兰湖居委 ７８３ ８４９ 罗迎路５５８弄１００号２楼 ５６５９０５４２

美兰湖琥珀郡园居委 １２００ １２１５ 美艾路１７７弄１０６—１０７号３楼 ３６５０８９２８

美兰湖景瑞欧兰高邸居委 ７４０ ７１４ 罗芬路９８弄３３号２楼 ３６１９０６２６

美兰湖朗诗绿岛园居委 １１２５ １１５５ 罗芬路１１９９弄１号１０２室 ３６５１１８９１

美兰湖中华园居委（筹） １７６４ ２０５４ 抚远路１２８６号２楼 ３６５５２６８８

美兰湖中华园第二居委（筹） １１８９ １４０３ 罗迎路８００弄４７号２楼 ６６８６２３２８

正荣美兰观庭居委（筹） ５８７ ６９４ 抚远路１２１１弄４５８号 ５６８６０６７５

罗盛居委（筹） ８２０ １９３ 塘西街３９８弄４０—１号 ３３７９８２２７

罗贤苑居委 ６３３ ２５７ 美安路２５０号 ３６５５９５００

美安苑居委 １１６０ ５０６ 美平路４３１号 ３６５５９５１１

美文苑居委（筹） ４９８ ８７ 罗智路２５８弄９号 ６６８７５５９６

罗安苑居委（筹） ４１７ ７９ 美安路２１５弄１３号 ６６８７５６１６

罗翔苑居委（筹） ２４１ ６０ 罗贤路３８８弄６号 ６６８７５６３２

罗秀苑居委（筹） ３５１ ８４ 美秀路３５８弄１６号 ６６８７５７０７

宝欣苑第一居委（筹） ６５２ ３７５ 美平路６９６弄１２号１楼 ３６５５５２８８

宝欣苑第二居委（筹） ６２３ ４０９ 美平路７４５弄１８—１号３楼 ３６５５０００３

宝欣苑第三居委（筹） ６５８ ５７４ 美平路１０６０弄５号１楼 ３６５５９５２２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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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宝欣苑第四居委（筹） ８４８ ５９６ 美平路９９９弄２号 ３６５５９５３３

宝欣苑第五居委（筹） ４３６ ４４７ 天家路２００弄３号 ３６５５９６００

宝欣苑第六居委（筹） ４５８ ４９４ 天家路１９９弄３号 ３６５５９６１１

宝欣苑第八居委（筹） ５１９ ５１４ 天家路１１６弄２号１０４室 ３６５５９６２２

金丰苑第一居委（筹） ４６６ ５８３ 美康路８１８弄５号２０５ ３６５５０１０８

金丰苑第二居委（筹） ６１７ ３０３ 罗和路９３５弄１３号 ３６５５１８０８

佳欣苑居委（筹） ６５２ ５４４ 美丹路１０５８弄 ３６５５２２２３

金丰苑第三居委（筹） ４５５ ４８９ 罗和路８５５弄１５号楼２０３室 ３６５５１８６８

佳境苑居委（筹） ９８１ １０４９ 美丹路１０３３弄９号２楼 ３６５５２２２５

润苑居委（筹） ７９７ ８４７ 年吉路６５０弄１—１号２０５室 ３６５５２２２６

佳翔苑居委会 ６３９ ７８６ 陆翔路３４８９弄 ３６５５２５８８

绣苑居委（筹） ５２５ ５０１ 美平路５００弄４号２０１室 ６６８７５８９１

宝欣苑第九居委（筹） ４１４ １６６ 美安路６２８弄７号２楼 ６６８７５５８０

鼎苑居委（筹） １０９３ １０４０ 美秀路５５８弄１２号２０１室 ６６８７５９８９

保翔苑居委（筹） ８８０ ４ 陆翔路３５００弄１号 ３６５５９５８８

罗兰佳苑第一居委（筹） ８７５ ８５３ 罗真路１８８弄２１号２０４室 ６６７１１１７２

罗兰佳苑第二居委（筹） １２６０ ８８８ 美丹路９９８弄１２—１号 ６６８７６２０８

年吉苑居委（筹） ４２４ ５２ 年吉路１００弄２５、２６号 ６６８７８２７２

云雅新苑居委（筹） ２９６ １５１ 罗太路８６９弄云麓之城 １３７０１８１４４５２

慧苑居委 ３７２ ２５４

（吕　胜）

罗泾镇

【概况】　罗泾镇位于宝山区西北部，东
临长江，南连月浦、罗店镇，西邻嘉定区

徐行、华亭镇，北接江苏省太仓市浏河

镇，总面积４８平方千米，其中宝山工业
园区规划用地２０５４平方千米，浦钢用
地３３平方千米。辖有 ２１个行政村，
１６９个村民小组，６个居委会，２个筹建
组。至２０２０年末，全镇有户籍９９８７户、
２８８３５人，分别比上年减少５６７户、增加
５７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３３７６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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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个党支部
（含２２个老龄党支部、５３个“两新”组织
党支部），共有党员２５２１人。辖区内有
学校６所，建有市民健身中心１个，市民
健身点８４个，公共健身运动场２座，足
球场１片，篮球场３片，游泳池１座。年
内，罗泾镇成功创建上海市垃圾分类示

范镇，实现上海市文明镇“六连冠”以及

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四连冠”；海星、

花红村成功创建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

村；塘湾、海星村成功入选第二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海星村被评为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花红村被评为全国文明

村；塘湾村入选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

范村”重点培育名单；侵华日军罗泾大烧

杀遇难同胞纪念地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

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沪宝水产养殖基

地成功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场；“罗泾十字挑花”作品“沪鄂同饮一

江水 抗击疫情同舟共济”入选上海市抗

疫展展品；长江口大闸蟹连续９年获“王
宝和杯”全国河蟹大赛金蟹奖。镇政府

地址：飞达路８５号。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罗泾镇成立镇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２５个专项工作
组、１６个基层指导组、２个专项督查小
组，形成“１＋２５＋１６＋Ｎ”工作体系和
“七包干”“七到位”工作责任机制。８４
个基层党组织、１２７６名党员、５７支党员
突击队、５３０名突击队员奔赴村、居、洋
桥检查站等疫情防控第一线，５名机关
干部报名加入浦东机场防疫行列。建立

疫情防控物资统一管理调配机制，保障

一线人员防护物资。强化市场监管，镇

域内超市、农贸市场等生活必需品和重

点物资价格平稳、供应充足，基本满足市

场需求。制定若干防控工作意见，开展

企业走访调研，实行“一对一”指导服

务，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物资采购、跨省

通勤等难题。开展线上线下教学，分期

分批、错时错峰组织全镇中小幼学生复

课，确保复学平稳有序。多渠道、高频次

宣传疫情防控信息，挑制罗泾十字挑花

“沪鄂同饮一江水 抗击疫情同舟共济”

作品，为２０位宝山赴鄂医护工作者定制
战疫纪念章。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紧盯关键环节、细化防控措施，对学

校、宾馆、养老机构、冷链企业等重点领

域实施精准防控，对中高风险地区来沪

人员实施严格管控和健康监测措施。

【经济建设】　２０２０年，罗泾镇完成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６１亿元，规模以上
企业工业销售产值３７２２亿元，固定资
产投资１７２２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６７亿元。有序推进重点项目，盘点
食品科技、航安机场设备一期、长建金属

精密、华能光伏发电投产运营，意内西精

密机械开工建设，京东电子商务运营示

范基地一期项目摘牌、核发施工许可证，

完成８０％土建工程量，二期项目进入可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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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阶段，盘活闲置厂房资源４２万平方
米、整治低端劣势企业２３户。不断加大
招商力度，累计新增注册企业７０５户，注
册资本５３３５亿元，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
以上企业２１户，引进普罗生物、航安机
场设备等重点项目，渊辉地块、住建地

块、同创陶瓷地块转型方案基本确定，象

屿高端冷链项目加快建设，宝地长江口

创智产城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揭牌，睦邻

小镇二期开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

年走访企业２５５４户，帮助企业解决证照
办理、融资困难等问题和建议１１６件，帮
助剑平动平衡等２７户企业申请科技小
巨人、张江高新区专项资金和人才等专

项政策。

【社会事业】　２０２０年，罗泾镇深化“一
校一特色、一校一品牌”创建，逐渐形成

“特色立校、特色强校”的教育发展态

势。罗泾第三幼儿园建设方案持续优

化，罗泾第二幼儿园、罗泾中学产证办理

稳步推进，罗泾中学新建学生剧场、室内

篮球馆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镇科学技术

协会成立。新建 １片足球场、１片篮球
场、１０个社区健身苑点，累计完成１１０场
村居文化资源四级配送，获２０２０年“战
ＦＵＮ宝山”宝山区业余篮球联赛冠军。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罗泾镇利
用线上渠道发布招聘，发布就业岗位

２４０８个，扶持３４名高校毕业生、失业青
年成功创业，就业困难人员安置率

１００％，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在４４８人目标
内。完善劳动关系调处机制，累计受理

案件９１起，结案９０起。累计发放各类
救助资金８７３１４万元，惠及９５４３人次，
累计发放残疾人民生实事资金 ４９２０５
万元，惠及２７８万人次。城乡居民医保
实现应保尽保，新被征地人员落实保障

率１００％。持续推进“一网通办”建设，
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办理，好评率

１００％。落实新疆叶城县、云南曲靖市４０
个贫困村结对帮扶专项资金 ２４１９万
元，有序推进退役军人服务站建设。

【镇村建设与管理】　２０２０年，罗泾镇完
成镇域水系规划和排水规划修编前期工

作，配合完成吴淞江（新川沙河段）两岸

绿化景观方案前期摸底和研究。成立吴

淞江指挥部领导小组，完成吴淞江（新川

沙河段）拓宽工程８０％以上的农户、企
业动迁签约以及６３公顷生态公益林占
补平衡。推进萧泾路等３条微循环道路

主体工程建设，启动泾恩路、泾灿路新建

工程和长虹路３条微循环道路前期建设
手续办理，完成１６８千米村庄道路提档
升级，罗宁路（陈功路—集宁路）亮灯工

程进展顺利。０７—０１配套商品房完成
８０％主体结构建设，０１—０５、０６—０５配套
商品房地块完成前期收储及出让工作，

０２—０４配套商品房建设和１３—０１商品
房地块收储及出让工作有序推进。落实

“河长制”，实施陆家塘河道疏拓及俞家

潮塘等４６条断头河整治工程，潘泾—金
勺路桥、小川沙河—潘川路桥断面水质

稳定达标，获“上海市河长制标准化街

镇”。推进扬尘污染防控“片长制”工

作，委托第三方企业进行日常管理，巡查

企业８００余次，提出整改意见１１０余次。
超额完成土地减量化立项任务２７３４公
顷和复垦任务１７７公顷，拆除违法建筑
７１万平方米，通过上海市无违建先进
街镇复评。

【乡村振兴】　２０２０年，罗泾镇巩固塘湾
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成效，高标准建

成蟹逅馆、海星之家、耕织园等２８个项
目，第二批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海星、

花红村顺利通过区级验收和市级复核，

全面推进第三批新陆、洋桥村建设。央

视“‘听党话 感党恩 跟党走’携手奔小

康”主题宣讲活动在罗泾镇举办，上海市

乡村振兴示范村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

场推进会在罗泾镇召开，累计接待参观

调研团队 ３２１批次 １０７８１人次，探索完
善乡村振兴示范村运营管理模式，与上

青旅、驴妈妈、江苏一德等专业团队对

接，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绿色农业，完成

２３００吨大米绿色认证，实现基本农田和
水资源保护区内水稻绿色生产全覆盖，

“新罗泾”牌虾稻米获第二十一届中国

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完成循环自净河

蟹养殖场建设，沪宝水产养殖基地成功

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建立

客户管理系统，通过微信公众号、媒体、

直播带货等渠道推广“名、特、优”农产

品，实现农产品销售额８５００万元。依托
“五村联动”（塘湾村、花红村、海星村、

新陆村、洋桥村），着眼“吃、住、行、游、

购、娱”，打造生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协办上海市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特色线路暨最美乡村路推介发布仪

式、全市市民“终身学习人文修身主题活

动”宝山线路启动仪式，举办美丽乡村徒

步赛、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小龙虾垂钓

节、母亲花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国庆假期

期间共接待游客近３万人次。

【平安建设与综合治理】　２０２０年，罗泾
镇推进“一网统管”工作，有效运作镇城

市运行管理中心，累计受理案件 ２１０２１
件，标准类案件及时完成率１００％。全面
推进“１＋３＋Ｎ”网格化系统建设，深化
多部门联勤联动机制，成立运行 ７×２４
小时非警务案件处置队伍，实现城运网

格、综治网格、警务网格“多格合一”、统

一管理。以创建“上海市平安示范社

区”四连冠为目标，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收官仗，推进“六清”行动，持续开展

防范打击“黄赌毒”“盗抢骗”、非法营

运、面门房“三合一”、无证无照经营等

专项整治。探索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

完成农村智能安防建设任务，在塘湾村

成功试点基础上，相继建成运行海星、花

红村智慧乡村平台。坚持班子成员接

访、下访、约访制度，畅通信访渠道，基本

完成信访工作“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

开展“止新化旧”矛盾攻坚战，落实领导

包案制度，完成区下发１３件重复访和信
访积案３０％化解办结目标任务，有效化
解和缓解潘桥村动迁、高椿树村张家宅

动迁等突出矛盾。规范开展重大工程建

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完成全国“两

会”、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三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等重点时段的稳控任务。落

实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基层属地管

理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实现基层签订

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全覆盖。深化第三

方安全监管，累计检查企业８７８家次，排
查安全隐患４５６９条，有效整改率９５％以
上。开展生产、消防、食品、交通、建筑等

领域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社区建设】　２０２０年，罗泾镇完成宝虹
家园和海上御景苑一期、二期业委会换

届，推进信达蓝庭、海上御景苑三期业委

会组建工作。关注居民需求，完成１４个
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和电动车电梯禁入系

统安装，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小区加装电

梯工作，发挥“社区云”“社区通”等平台

作用，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宝通家

园、陈东新苑成功创建“精彩社区、美好

家园”示范小区，宝悦家苑成功创建“上

海市节水型小区”。做优塘湾村乡村治

理模板，推进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

合”，申报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完成村规民约修订工作，推进“阳

光村务”工程。分批分类推进散埋乱葬

整治工作，消除存量、杜绝增量。全面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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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采用电子

化采集，坚守数据质量底线。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２０年，罗泾镇按照
宝山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和全国文明村

镇工作要求，健全班子成员包干测评点位

负责制，开展全国文明城区创建迎检工

作，实现上海市文明镇“六连冠”，花红村

被评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分中心建设，完成１个分中心和
１７个村、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挂牌建设。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标打造长虹

路、飞达路“美丽街区”，镇域宅前屋后、

背街小巷环境面貌全面提升，顺利通过国

家卫生镇复审。完善督查考核机制，引入

专业第三方加强村、居生活垃圾分类指

导，成功创建上海市垃圾分类示范镇。

１０月２４日，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２０２０“战ＦＵＮ宝山”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暨“幸福宝山路
文明修身行”主题健步走颁奖活动举办 樊立斐／摄影

【法治政府建设】　２０２０年，罗泾镇以开
展“四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成立镇全面

依法治理委员会，完成“七五”普法任

务，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执

行“谁执法谁普法”，法治政府建设向纵

深推进。完善村、镇属公司及事业单位

“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加大政

府信息公开力度，完成２２件政府信息依
申请公开件答复，主动公开政府文件８３
件，公开率１００％。成立镇督查办，推动
产业发展、乡村振兴、项目推进、民生保

障等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完成３份区人

大代表建议和 ３份区政协委员提案办
理，办理结果满意率 １００％。推进大调
研工作，收集问题建议４６８条，实际解决
４６１条，解决率 ９８５％。进一步转变作
风，精简会议文件，严格规范督查考核工

作，促进干部担当作为。落实管党治党

“一岗双责”，健全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

融合机制，村、居、镇属公司签订党风廉

政建设目标责任书全覆盖。探索镇属公

司管理新路径，引入第三方财务监管，从

源头规范公司资金使用流程。

【市领导到罗泾调研工作】　２月４日，
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一行以“四不两

直”方式检查指导罗泾镇疫情防控工作。

２月１０日，市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倪永成到罗泾镇检查指导农村地

区疫情防控。２月２２日，市卫健委督导
组组长张怀琼一行到罗泾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检查指导防控。３月 ７日，市公
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陈臻带队调研

罗泾镇道口疫情防控。３月１０日，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环境整治组在

市住建委二级巡视员梁建安带领下，到

罗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督导。３
月１７日，市农业农村委主任张国坤、副
主任黎而力实地调研罗泾镇海星村乡村

振兴项目建设及“五村联动”推进情况。

７月２２日，市乡村振兴示范村暨人居环
境整治现场推进会在罗泾镇塘湾村召

开，市委副书记廖国勋出席会议。９月３
日，市妇儿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市妇联二

级巡视员竺倩伟带领市科学育儿基地相

关领导，到宝山区调研指导儿童友好社

区创建工作。９月２３日，市乡村治理工
作现场会在罗泾镇塘湾村举办，市农业

农村委一级巡视员王国忠出席会议并讲

话。１１月２０日，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
主任邬立群、副主任胡成砋一行９人到
罗泾镇海星村调研乡村振兴工作。１１
月２３日，市人大代表、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总经济师郭宇一行７人到罗泾镇开
展联系社区活动。

【首届塘湾母亲花文化节开幕】　５月２３
日，“萱”动“泾”彩———首届塘湾母亲花

文化节在慈孝塘湾开幕。母亲花文化园

在塘湾村入口处，位于沪太路沪新路路

口。罗泾镇在塘湾村庄风貌建设和景观

提升中植入萱草专类品种，打造国内首

家萱草专类园，营造萱草花园主题村。

【沪新路获评“２０２０年上海十大最美乡
村路”】　９月２５日，罗泾镇沪新路获评
“２０２０年上海十大最美乡村路”称号。
本次参评“最美乡村路”的农村公路全

部来自上海市７１条“四好农村路”示范
路。沪新路（沪太路—?川路）位于市

级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塘湾村，全

长１３千米，宽４５米。路边的萱草，与
南侧的萱草文化园景观相融合。

【美丽乡村徒步赛举办】　１０月２４日，
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 ２０２０“战
ＦＵＮ宝山”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在罗泾
镇举办。本次赛事将体育、艺术、文化、

旅游、美丽乡村建设等融为一体，徒步

乡村、体验民风、收获健康。沿途设置

泾画—涂鸦艺术，泾动—花海童趣，泾

奇—稻草螃蟹，泾钓—渔事体验，泾

幻—水母驿站，泾获—农事体验等趣味

点位汇聚成多“彩”多“艺”罗泾美丽乡

村徒步赛。

【获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业余篮球联赛冠军】
　１１月７日，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
２０２０“战ＦＵＮ宝山”业余篮球总决赛在
宝山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罗泾镇“泾光

闪闪”篮球队获本次比赛总冠军。罗泾

镇作为沪上首个篮球小镇，将乡村振兴、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聚焦“均

衡优质、多元融合、全民共享、农村特色、

亮点打造”五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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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罗泾镇学校

名　称 班级（个） 学生（人） 教职员工（人） 地址 电话

罗泾中学 ２２ ８０１ ７８ 东朱路８号 ６６８７０１０５

罗泾中心校 ３０ １１６９ ８０ 陈功路２８号 ５６８７１８６４

罗泾中心幼儿园 １５ ４５８ ３３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号 ５６８７１９８１

罗泾第二幼儿园 ９ ２７６ ２３ 潘沪路３０１号 ３６５８１９２８

民办肖泾小学 １５ ５７５ ３９ 沪太路９１０１号 ６６８７８２０８

宝宝乐幼儿园 ６ ２４９ ２０ 塘湾村 ５６８７４０４１

２０２０年罗泾镇村、居委会

名　称 户数（户） 人口（人） 地址 电话

海红村 ４２９ １２２０ 袁家宅８号 ５６８７１０７０

川沙村 ４４０ １１３９ 萧月路１６６号２楼 ６６８７９１２３

宝丰村 ４４２ １２２５ 陈东路８５号 ５６８７１５２５

牌楼村 ２６５ ８４９ 青三路二房宅５８号 ５６８７７５２８

合建村 ４１８ １３９３ 罗宁路１９９６号 ５６８７０２６１

潘桥村 ４８８ １６２０ 飞马路２２５号 ５６８７１８５６

陈行村 ４３８ １３１９ 陈镇路２８５号 ５６８７００８７

海星村 ５４７ １７９１ 新川沙路８５号 ５６８７００２７

花红村 ３７８ １２３７ 北?川路２３９９弄２２１号 ５６８７０６８３

新陆村 ３６１ １０８５ 北?川路２５０１弄２６８号 ５６８７００１３

王家楼村 ２９４ ９４９ 罗北路１５５８号 ５６８６１４２２

新苗村 ４７２ １５３２ 沪太路９４０５号 ６６５９８７６６

塘湾村 ３７５ １２５０ 沪太路９７１３号 ５６８７８０３１

洋桥村 ３６４ １１５２ 沪太路９８９８号 ６６５９９３６６

合众村 ２５４ ７１１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４４号３楼 ６６８７６８１８

高椿树村 ３８２ １１２１ 潘川路９９９号南首 ５６８７４１２０

三桥村 ３９７ １１３６ 金石路１８８号富长路交界 ５６８７１８７３

肖泾村 ４３３ １４５２ 沪太路８８７２弄２５号 ５６８７１６７８

民众村 ２５４ ７３４ 罗东路１２５０号 ６６８７６００７

解放村 ３２９ １０１９ 金勺路１６８８号５号楼５楼 ５６８６３５４５

和平村 ２８９ ８１２ 潘泾路山茶路口 ６６８７１６８９

第一居民区 ３６６ ７８３ 陈东路７９弄１５号 ５６８７８６５１

宝虹家园 ４２２ ８７８ 陈川路５５５弄南门岗活动中心２楼 ５１２８３０２５

宝通家园 ２６３ ５３８ 萧月路１６６号２楼 ６６８７９１２３

宝悦家苑 ２５０ ４８２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４４号 ３６３８００２５

宝祥宝邸 １８３ ３８１ 潘沪路６９弄４０号 ５６１４３２７８

海上御景苑 ２３９ ５８７ 长虹路７７９弄 ５６１４３３５６

信达蓝庭（筹建） １７６ ３６４ 潘新路２５５弄２０６号 ６６８７７８１０

罗宁苑（筹建） ３９ ７６ 潘新路５５８弄３７号２楼 ６６８７０３７１

（顾春琰）

５５２

罗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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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个居委会。至２０２０年末，全镇有
户籍４９７９８户、１２１４６８人，分别比上年增
加２８９７户、４２１４人；列入管理的外来人口
１８５８０５人，增加５６７３５人；户籍人口出生
率５９９‰。镇党委下辖５７个党总支、２７６
个党支部，在册党员９１３３人。建有市民
健身步道２０条，市民球场６个，村居健身
苑点１７４个。辖区内有学校 ４６所。年
内，顾村镇获得市爱国拥军模范街镇等称

号。镇政府地址：泰和西路３４３１号。

【经济建设】　２０２０年，顾村镇受疫情、
减税降费、房产调控等因素影响，全年完

成区级财政收入７１５亿元，比上年减少
０１４亿元，减少１９％；实现工业总产值
１５７３２亿元；农业总产值０２２亿元；完
成合同外资４２１５万美元；完成国家税金
２６５０亿元，减少１３４％；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１２１１３亿元，其中工业投资 ３亿
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６１０１亿
元。粮食总产量 １１２３７吨。引进快仓
智能、赛赫智能等重量级科创企业，启动

新顾城综合产业社区一期、龙湖上海产

业互联网技术中心等科创项目，新增高

新技术企业７家。与清华大学、市自仪
院等合作，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布

局研发平台、孵化器、众创空间、科创小

镇。成立镇科学技术协会，搭建智汇平

台。全力壮大产业集群。聚焦机器人和

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主导产业，推动发

那科三期、保集ｅ智谷二期、中交交通信
息产业中心等２０个重大产业项目开工
建设，总投资达６７亿元。其中，太洋科
技、科挺自动化、交运智慧湾实现当年建

设、当年投产（开园）。加快建设智慧湾

四期、亚太集创厢等一批新载体，积极打

造服务业载体一园一特色。全速推进园

区提标升级。上海机器人产业园获评市

特色产业园，单元控详规划已获批复，产

业发展规划持续优化。中央厨房、配餐

中心、人才公寓相继投用，展示服务中心

加快建设，道路改造、标识更新深入实

施，白荡河景观风貌改造完成方案设计。

启动建设智慧园区管理系统，基本完成

５Ｇ提升项目，成立园区平台公司，推进
产业基金设立。盘活土地资源 ７１５公

顷，持续释放产业发展空间。大力推进

招商引资。对接落实企业迁移新政，通

过走出去、请进来、云会面和召开优化营

商环境大会。全年工商新增注册企业

３５９３家，比上年增长 １３３％，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７６家，相继引进仁联、三
湘、华鹿兄弟等优质企业。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２０２０年，顾村镇优
化城镇规划体系，“十四五”规划完成编

制，镇总体规划形成初步方案，专业规划

加快推进。动迁保持快速度，完成 ２２８
户民房签约和９家企业动迁，实现老镇
改造集体土地动迁清零。安置房建设展

现新成效，出让２６６万平方米，新开工
１９８１万平方米，罗青湾新苑、富长路西
侧２号地块主体竣工。加快完善老镇改
造区域公建配套，沙浦路荻泾桥及延伸

段工程完工，云上路投入使用。统筹推

进爱国卫生、市容整治、垃圾分类工作。

创新推出智慧顾村垃圾分类管理系统，

成功创建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镇。深

化河长制，高频次开展河道巡查，周家浜

获市最佳整治奖。紧盯环保两违（违反

国家法律或者相关部门制定的具体事项

相关规定）项目，形成监管闭环。全面贯

彻片长制，道路扬尘在线监测平均值低

于 ００８９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１９％。拆除违建３０万平方米，完成６６４
万平方米小区雨污混接改造，宝荻路、苏

家浜路、顾北东路等环境品质整体提升。

精心打造美丽宜居农村人居环境，完成

８个村巩固提升、８个村聚焦整治。有序
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完成星星、广福

４５户农户签约。建成 ５０５千米“四好
农村路”（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

运营好），新建、规范３００个公共停车泊
位。土地减量化立项 １３０５公顷，确认
１２公顷。盘活村级存量资金３５亿元，
参与镇动迁安置房建设。集体资产租赁

收益达５２１５万元，合同收益增长５１％。

【社会事业】　２０２０年，顾村镇聚焦疫情
防控，加强镇、社区卫生中心、村（居）三

级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启用 ２
家智慧健康驿站。推进校企合作、委托

管理，宝山世外等６所学校完成建设，顾
村中学实现平稳过渡。加快布局１５分
钟养老服务圈，建成运营椿山万树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设立菊华苑助餐点，老安

村建成市级农村老年示范睦邻点，长护

险护理对象达到３１７２人，老年女性积极
与健康老龄化项目顺利通过终期评估，

获得国家专家组肯定。完成润通菜市场

标准化改建。文体事业繁荣发展。建立

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建成８１个实践
站。落实文化惠民，向 ４６个村居配送
２３０场文化大餐，举办云上相约系列活
动，顾村发展摄影展作品被学习强国、上

海宝山收录，顾村诗社在“美丽中国———

乡村振兴”全国农民诗歌比赛中取得优

异成绩。推进体育乐民，新建、更新５条
市民健身步道，完成村居１４７个健身苑
点维护，新建８个健身苑点，健身气功项
目在市、区比赛中获一等奖。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顾村镇运
用月月招聘会、创美顾村、就业指导站等

平台，推进云招聘、云指导，城镇登记失

业人员数控制在 １２９２个（指标控制数
１８０５个），就业困难人员实现 １００％安
置，帮扶引领１５１人成功创业。开展社
会救助，发放资金５８５２万元，惠及１１万
余人次。尊崇关爱退役军人，完成４０３６
名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

稳步推进顾村、杨木桥、正义等村相关村

民小组撤建制工作。城乡居保续缴率达

到９３％（指标 ９０％），超额完成年度指
标。受理中心获评市新版社保卡集中换

发工作标杆服务窗口。

【基层建设】　２０２０年，顾村镇设立镇城
运中心，整合派出所、市场监管、综治等

力量数据资源，稳步推动城运系统升级。

链接智慧小区、智视通等感知端，部署应

用政务微信，积极拓展应用场景。围绕

高效处置一件事，实现基础网格和警务

网格多格合一，建立共富城运工作站，组

建７×２４小时联勤联动队，１１０非警情分
流办结率１００％。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扎实推进社区云建设，夯实高质量

发展数据基础。实施美丽家园三年行

动，创建１０个精彩社区、美好生活示范
小区，完成１１个小区规范化建设，新增
加装电梯 ３台。增强基层自治共治活
力，创建１个区级、４个镇级创新实践基
地，培育活力楼组９０个，建成融创玉兰
苑社区食堂。推进农村社区化建设，朱

家弄村获评市区两级农村建设试点示范

村，老安村获评区级农村建设试点示范

村。落实集体经济组织法律顾问制度，

修订１２个村村规民约，提升村级治理
水平。

【平安建设】　２０２０年，顾村镇开展“六
清”行动，涉黑涉恶举报线索办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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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加强红袖章志愿者、护村队等建
设，完善综治防控网络。推进雪亮工程，

新增７个村高清监控覆盖。部署５０个
智慧小区ＷＩＦＩ特征采集点位，增设９个
智联社区电子屏，完成馨佳园等一批治

安薄弱小区技防改造。建立居村人口管

理组团式工作模式，实有人口信息准确

率达到 ９８％以上。网格前端发现率和
处置率进一步提升，获评区城市网格化

综合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开展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检查农村自建出租房、在

建工地等 ９６６２家次，消除隐患 ２９３４９
项，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与仁联集团合作签约】　４月１０日，仁
联集团与顾村镇合作签约仪式在智慧湾

举行。此次合作发挥仁联集团人力资源

方面专业优势，拓展相关业务，为顾村劳

动力市场水平提升贡献力量。仁联集团

成立于２０１４年，总部设在上海陆家嘴，
主要为全国的企业客户提供全方位、多

层次、细分化的外包服务，包括服务业外

包、制造业外包、中高端灵活用工、人事

外包，仁爱通福利商城的一站式专业化

服务，还涉及投资、教育等领域。

【交通信息产业中心项目（一期）开工奠

基】　６月９日，交通信息产业中心项目
（一期）开工奠基仪式在上海机器人产

业园举行。出席领导共同为项目培土奠

基。该项目总投资 ４亿元，占地面积
３５３公顷，建筑面积４万平方米。

【与北京联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

签约】　７月 ２３日，北京联东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与顾村镇合作签约仪式举

行。联东Ｕ谷是联东集团打造的园区运
营管理核心品牌。顾村镇与联东Ｕ谷的
战略签约将形成组团突破、群智演进的

效应，进一步加快智能智造小镇建设进

程。顾村镇与联东集团合作机器人产业

园项目，将以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为主导

产业，吸引相关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上下

游高端产业集群，助力顾村镇及上海机

器人产业园打造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

新高地。

１０月２３日，上海宝山区顾村镇椿山万树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开业 顾村镇／提供

【华鹿兄弟创业集群入驻】　７月３０日，
上海华鹿兄弟创业集群入驻顾村签约仪

式举行。兄弟创投是一家专注于早期创

业投资、引领科技创新、深度陪跑青年创

业者的创新型创投机构，创始合伙人均

系“饿了么”原初创团队和阿里集团原

高管。兄弟创投投资多家新经济互联网

企业，其中就有多人行（即时服务的行业

龙头）、蓝遇人才（蓝领职业发展生态平

台）。

【保集ｅ智谷（二期）项目开工奠基】　９
月２８日，保集ｅ智谷（二期）项目开工奠
基仪式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内举行。园

区以工业４０（即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
为核心，集科技孵化、产品研发、金融商

务服务三位于一体，集聚全球智能焊接

龙头企业伏能士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科

技创新板第一家分析仪器制造上市企业

上海安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泵业

头部企业瑞士爱格泵有限公司等一批智

能制造龙头企业、知名企业。保集 ｅ智
谷二期项目总投资 １２亿元，占地面积
４４７公顷，总规划建筑面积达１６８万平
方米，兼顾产业办公与商业配套，提供

３３栋总部办公、３栋高层产业办公及智
造上楼产品，为入驻园区公司提供更加

灵活多元的空间组合及功能组合。

【椿山万树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开业】　
１０月 ２３日，顾村镇椿山万树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开业。椿山万树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是顾村镇人民政府与龙湖集团旗下

养老服务品牌合作设立的社区嵌入式养

老服务综合体，总建筑面积约２５００平方
米，涵盖长者照护之家、日间照料中心、

社区长者食堂等多元服务内容。

【顾村镇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暨第一次代

表大会召开】　１０月２９日，顾村镇科学
技术协会成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选举产生顾村镇科协第一届委员

会，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

科学技术协会实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章程〉细则》。

【上海发那科智能工厂三期开工奠基仪

式举行】　１２月２日，上海发那科智能
工厂三期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上海机器

人产业园举行。该项目是发那科集团继

日本之外，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基地，是机

器人界的超级智能工厂，建成后，将带动

整个上海的机器人行业迈入新的台阶。

项目占地２８７３公顷，建筑面积３０万平
方米，总投资约１５８亿元，利用发那科
集团强大的工程集成及技术服务能力，

建成集智能制造、研发、展示、销售和系

统集成中心及服务总部，打造一座先进、

高柔性的机器人超级智能工厂。

【顾村镇获全国 “六保”案例征集优秀

奖】　１２月８日，顾村镇撰写的上海机
器人产业园“做好‘六稳’‘六保’打造

精品园区”案例，在人民网主办的“落实

‘六保’任务创新案例”征集活动中，作

为上海市唯一入围案例，获优秀案例奖。

【快仓全球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项目开

工奠基仪式举行】　１２月１５日，快仓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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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项目开工奠基仪

式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内举行。项目规

划面积约 ４５３公顷，总投资超 ３８亿
元，计划构建集研发、测试、制造、应用为

一体的自主领先技术创新机器人产业

链，聚焦 ＡＩ、机器人、大数据、ＩｏＴ、云计算
等核心技术及核心部件产业化所需的功

能区域做前瞻性配置，打造符合宝山城

市发展、提升核心城市实力的世界级智

能机器人产业集群，包括总部基地、技术

研发中心、生产制造中心、研发测试中心

和智能运营中心。

２０２０年顾村镇学校

名　称 班级（个） 学生（人） 教职员工（人） 地址 电话

顾村实验学校 ３６ １４８６ １０４ 宝安公路１１２３号 ６６０２２０５０

共富实验学校 ５７ ２３８２ １９６ 共富路５０１号 ３３７０２０３２

刘行新华实验学校 ３１ １１３０ ９６ 菊太路１０５８号 ３３７９２５７２

顾村中心校 ３６ １５３５ １１０ 顾北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４２４２８

泰和新城小学 ２５ １００１ ７６ 泰和西路３４９３弄１８８号 ６６０２２０５９

共富新村小学 ２０ ７０３ ５６ 共富路７５号 ３３７０６８７６

菊泉学校 ２５ １０４６ ７２ 菊太路３２１号 ５６０２２２９２

民办顾教小学 ３３ １４４５ ８０ 菊泉街５２８号 ５６０２２２４７

顾教初中部 ３ １２０ １０ 宝安公路２１８６号 ３６０４１２１５

顾村中学 ３９ １４２８ １３５ 电台路９３号 ５６１８３５８０

鹿鸣学校 ３４ １３３１ ９３ 菊联路２６０号 ３６５５３６１１

馨家园学校 ２９ １０８６ ４２ 黄海路５９９号 ５６８７０２７１

乐之中学 １５ ４５１ ４７ 菊泉街１０６号 ６６０３５７６０

宝虹小学 ２０ ８８８ ５５ 菊盛路１５０号 ６６０２２８３７

顾村中心幼儿园 １２ ３３６ ３３ 顾北东路９９号 ３３８５５６１５

刘行中心幼儿园 １６ ４８１ ３４ 菊太路１０７７号 ５６０２２８１４

泰和新城幼儿园 ９ ２８７ ２１ 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３５号 ６６０４１１２６

荷露幼儿园 １３ ３８２ ３１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１９号 ６６０４８９２５

荷露檀乡湾分园 ９ ２７６ ２０ 水产西路７７８号 ５６６７６３３０

帕堤欧幼儿园 １３ ３９２ ３０ 顾北路５２９弄１号 ６６０２８３７６

依云湾幼儿园 １１ ３２５ ２６ 顾荻路１５０号 ３６０７０８６２

沙浦路幼儿园 １２ ３５４ ３１ 沙浦路３７７号 ３６５０９２０６

菊华幼儿园 ４ １０７ １１ 菊太路１５８１号 ３６１９９９３６

馨佳苑幼儿园 １１ ３２０ １９ 丹霞山路１９９号 ３６５１３３２１

馨佳苑第二幼儿园 １２ ３４５ ２３ 沪联路４２５号 ５６４５０２７６

彩虹幼儿园 １５ ４６５ ２６ 宝菊路３７５号 ３３８５１７６１

保利叶都幼儿园 ２３ ７１３ ２７ 联杨路１００１号 ６６０３８８３２

菊泉实验幼儿园 １２ ３６２ ２４ 菊泉街１５９号 ３６１９９９３６

扬波幼儿园 １０ ２５８ ２７ 菊太路４５６号 ６６０２６１８１

青秀城幼儿园 １２ ３８６ １９ 苏家浜路３２８号 ５６１７０３２５

小雨点幼儿园 ６ ２０２ １１ 教育路５６７号 ５６０４０７９９－８００８

红星幼儿园融创玉兰园 ２ ４９ ４ 联谊路６２９号 ５６５７３７７１

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 １０ ４６３ ６３ 云上路２９号 ６６０２２１７０

华二宝山实验学校 ３０ １１５０ ８３ 鄱阳湖路５９９号 ５６０２５２２２

世外云尚欧莱幼儿园 ６ １４５ １８ 云上路２１号 ５６７８１９８０

贝贝佳欧莱幼儿园 １９ ４６５ ３８ 宝菊路３７７号 ５６７８１９８０

贝贝佳双语幼儿园 １４ ４４５ ２８ 共富四村３２１号 ５６６９７０１７

贝贝佳第二幼儿园 ９ ２４８ １６ 共富路４７６弄５８号 ３３７０８９３５

宝山上外附小幼儿园 １３ ２７８ ２６ 丹霞山路３６６号 ５６１８６０８８

菲贝儿第二幼稚园 １０ ３４２ ２１ 共富二村３０１号 ３３７０３２５６

菲儿幼儿园 ４ １５８ ４ 共富路９９弄１０１号 ３３７０２５９５

娜荷芽幼儿园 ９ ３５６ １８ 宝安公路３３８号 １５８０１７５２３７５

海豚幼儿园 １４ ５２９ １７ 沪太路５５５３号 ６１８６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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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班级（个） 学生（人） 教职员工（人） 地址 电话

陈行新竹幼儿园 １２ ３３２ １８ 陈富路１１６８号 １３１６７０５３８２５

喜羊羊幼儿园 １０ ３７８ ２０ 沪太路４３２８号 ５６１８５７１８

学成幼儿园 ８ ３１６ ８ 佳龙路３６８号 ５６１８７９９２

２０２０年顾村镇村委会
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白杨村 ４８９ １４３６ 顾陈路１５１号 ６６０１２３７３

顾村村 ５３８ １４７２ 新贸路５—１号 ６６０４６１８６

朱家弄村 ４０９ １４０３ 佳龙路２００号 ５６０４２６２７

羌家村 ３３５ ８９５ 苏家浜路４９９号 ６６０４５０５８

谭杨村 ４５８ １５５６ 潘泾路９１５号 ３６０４２８７２

盛宅村 ８７８ ２２９１ 泰和西路３３５８号 ５６０４４１５８

星星村 ５２９ １６１５ 湄星路１８１５号 ３６０４００６７

杨木桥村 ２３８ ７５０ 苏家浜路３７１号 ５６０４２５０２

胡庄村 ５１０ １３９１ 联谊路５００弄１０号 ３３７１１１５３

老安村 １２５３ ３３３８ 潘广路９９３号 ５６０２２６５１

沈宅村 ６３７ １８２８ 联杨路２２１１弄５号 ５６０２３８７０

归王村 １９８ １７１８ 陆陈路３３８号 ５６０２３１９３

广福村 ５７６ １９７６ 宝安公路２１８５号 ５６０２０７０４

陈家行村 ９３３ ２１８８ 陈广路５５６号 ５６０２９００５－８１３

正义村 ４９６ １２１５ 菊联路８９弄５５—５７号 ３６３１２３２５

沈杨村 ６３０ １７２３ 顾陈路７１５号 ５６１８９０８１

２０２０年顾村镇居委会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泰和一居 １７６９ １８１５ 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４７号１０３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６

泰和二居 １６９３ １９７７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６３号２０２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０

泰和三居 ２２５５ ２２２２ 泰和西路３４９３弄４２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１９

荻泾居委 １０５０ ９８２ 泰和西路３５２７弄３０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１

大唐居委 １８３６ １４５０ 沪太路３７１７弄１３３号 ５６０４９５０４

天极居委 １０７７ １０７１ 富联路２５弄４８号 ５６１８２７７４

顾村居委 ７１４ １２７２ 顾新路３２号 ５６０４３３４９

共富一居 １４９３ １５０８ 共富路９９弄１８号 ３３７１０９４２

共富二居 １９５０ ２２１９ 共富一村８８９号 ３３７０２２７３

共富三居 １６５４ １５５０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２室 ３３７１２５５３

共富四居 ２３５６ ２３１６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４室 ３３７１２３０５

共富五居 １２４３ １３６９ 联谊路５０１弄３７号３楼 ３３７０７３１６

共富六居 １９２０ ２１６４ 共富二路１２０号 ３３７００３８７

共富七居 ２５０８ ３３３６ 共富路３５１弄８４—１号 ３３７０８３４２

新顾村大家园一居 １６１０ １６４１ 顾北东路５０１弄１３１号２楼 ３３７１９２２９

新顾村大家园二居 １４８８ ２２１９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２９号甲 ３６０４１０３５

新顾村大家园三居 ２４００ ２７１８ 顾北东路１５５弄１８３号 ３３７８１９０３１

丰水宝邸 ３１８５ ３９５０ 教育路５１２号２０１室 ５６１８６７０２

成亿宝盛 １７７８ １６１０ 水产西路８５８弄３５号 ３６０４４２９６

盛宅一村 １２２０ ９４６ 富联路１２８弄１８号１楼 ３３８５４５８６

铂庭居委 ８８３ ７７６ 沙浦路５１８弄１号 ３６３１３４００

绿洲花园 １４２２ １３６０ 沙浦路１２８弄３９号 ３６６３１３６３

新天地荻泾一居 １０５６ １３０６ 顾荻路３０３号 ３６３１４０３８

９５２

顾村镇



（续表一）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世纪长江 １７５２ １３８７ 电台路５６８弄１７号 ３６３１０１３２

上投佳苑 １１９４ ３６４ 水产西路７２９弄１１号１０２室 ３３８５５６４７

旭辉依云湾 １２９８ ７８３ 顾北路６６６弄４号楼２楼 ３６３１０５４９

东方帕堤欧 １１１６ ７７０ 顾北路７３９号２０４室 ３３７１５２２０

自然居（筹） ９２０ ７５３ 水产西路９９９弄７—１号３１０室 ３６３８１５８０

新天地荻泾二居（筹） １０８９ ６２９ 沙浦路３１１弄３０２号 ５６１８３９３２

绿地宝里（筹） ３９１ ３１５ 富长路１０８０弄２５２号 ５６１８３９０７

宝顾佳苑 １００６ １１５９ 苏家浜路４３５弄５６—１号 ５６８０８８０５

青秀苑一居 １２０１ ８５２ 宝荻路５００弄５８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４５１０９

新顾村大家园四居 １２５８ １０３２ 顾北东路１８８弄４２号 ５６８７８２０５

上坤公园华庭（筹） ２８２ ２３８ 富联路６４６弄１７号２楼 ６６７８７５５７

融创玉兰园（筹） １０５６ ６５１ 联谊路６４９弄１５号２楼 ５６１１０９６１

青秀苑二居（筹） １０６２ ４６３ 宝荻路５３５弄１号２楼 ６６０２０２１９

金地云锦苑居委 １５４０ １０３５ 苏家浜路４２８弄３号—８（３楼） ６６０２０１０９

胡庄佳苑（筹） ５６０ ６４１ 共富路５６９弄８号 ５６８７５８２３

润园居委（筹） １４２４ ０ 联谊路６１９弄３０２号 ３３７０５３００

菊泉居委 １１６４ １１１６ 菊泉街６００号１０２室 ５６０２０９７９

菊泉一居 １４９２ １２４８ 菊泉街３９弄１６号１楼 ６６０２９０８５

菊泉二居 １６０４ １６３５ 菊盛路５０弄１０号１楼 ６６０２５０９２

菊泉三居 １４２３ １２８８ 陆翔路３５８弄９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０２９７６８

菊泉四居 ２０４５ １３５６ 陆翔路６９７８弄１７号１０４室 ６６０２９０８６

文宝苑 １９４８ １２６９ 菊联路１５７号５楼 ６６０２８２５６

采菊苑 １６３７ １２４３ 菊联路６８弄３２号１０１室 ３６３１５０８１

古北菊翔苑 ２３０９ １４７３ 菊联路２３３弄６８号１０２室 ３６３１５２８３

好日子大家园一居 １３９２ １９８７ 菊太路７７７弄１０９号２楼 ５６０２９７３６

好日子大家园二居 ２３５２ ２９１５ 宝菊路６５５号２楼 ６６０２６００２

好日子大家园三居 １６２０ ７８１ 菊太路１２２１弄８２号 ３６３８３０２９

好日子大家园四居 １８２４ １９１６ 菊太路１３９９弄１９号１楼 ６６０２８１９５

保利叶都一居 ２５１６ ７３８ 菊太路１１９８弄大会所２楼 ５６１８０２６５

保利叶都二居（筹） ２４０６ １８８９ 联杨路１０７８弄１０６２号４楼 ５６０４０５１６

保利叶城一居（筹） １２９０ ９８５ 宝菊路２２弄１号楼１楼 ６６７８１５９５

保利叶城二居 １８９５ １５７２ 宝菊路１３３弄２９５号１楼 ６６７８８７５０

宝翔苑（筹） ７９７ ３８２ 菊盛路４６８弄８—１号 ６６０３２３８６

中怡家园（筹） １３４０ ８９７ 菊泉街５４７弄１２号２０７室 ６６０３８６７７

宝沁苑（筹） １５７６ ２３２９ 菊泉街５７７弄１６号２楼 ５６５９０８０５

馨佳园一居（筹） ９６６ ９５３ 韶山路４１９弄２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０２７５６８

馨佳园二居（筹） ８６４ ５１０ 韶山路４１８弄３９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８１３６３

馨佳园三居（筹） １１８２ １０９１ 菊泉街１５９６弄８号西侧 ５６１８３６６８

馨佳园四居（筹） ５１６ ６５０ 菊泉街２８９９弄８号４０１室 ３３９１００５６

馨佳园五居（筹） ５１７ ２４５ 菊泉街１９６９弄５号２０１室 ５６５６６０６１

馨佳园六居（筹） １７５５ １３７８ 菊泉街１３４６弄３０号楼１０２室 ５６１８６６９０

馨佳园七居（筹） ６１８ ３１３ 潘广路１７６５弄９号１楼 ３６５８１７６９

馨佳园八居（筹） ２０４４ ２３５６ 丹霞山路２５７弄４５号１楼 ３３７０３７１１

馨佳园九居 ２２７７ ８６８ 韶山路３４８弄６号—１ ５６１８５９３５

馨佳园十居 １４６８ １１３５ 韶山路２４５弄２０—２号 ３６５０８３５５

馨佳园十一居（筹） ２１９９ １４７８ 菊盛路８５１弄３０号２楼 ３６５１１５７９

馨佳园十二居（筹） １２７７ ９４４ 菊泉街１２８０弄１９号１０５室 ３６０４６２９８

馨佳园十三居（筹） ５９３ ２７２ 菊泉街１２８１弄５号１楼 ５６５６３６２９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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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菊祥苑居委（筹） １３９８ １３１０ 菊太路１６０９弄３号—４２楼 ６６０２６１１６

菊华苑居委（筹） ９７８ ８０７ 菊太路１７５５弄８—３２楼 ６６０２６８５１

菊晨苑居委（筹） １１２０ １１６５ 长白山路６３３弄２４号２楼 ６６０２６３５８

中怡雅苑居委（筹） ５９６ １１ 菊泉街１５８弄１０号２０１ ６６０２６７６８

馨清佳苑（筹） ２３４６ １０４５ 菊泉街５５弄１３号 ６６０２６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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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１４平方千米，辖１０个行政村、８６个
居委会（包括 ９个筹建居委会）。至
２０２０年，实有人口 ４１４１８９人，有户籍
６８５６８户，比上年增加２０８９户；户籍人口
１７６６８３人，增加４９３４人；列入管理的外
来流动人口 １５８０３１人，增加 １７３５７人，
境外人口１３３５人。辖区内学校 ５３所，
其中镇管学校２６所。镇党委下辖党组
织总数 ４０５个，其中直属党组织 ３０个
（其中党委２个，党总支７个，党支部２１
个）；二级党组织１７１个（其中党委１个，
党总支７０个，党支部１００个），三级党组
织２０４个，登记党员总数 １４９９９人。年
内获得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市爱国拥

军模范镇、市文明镇、市信访“人民满意

窗口”标准化建设示范单位。镇政府地

址：大华路１４６９号。 大场镇美丽街区———聚丰园路 大场镇／提供

【经济建设】　２０２０年，大场镇完成地方
财政收入９３１４１亿元，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１０１４４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７３１０亿元。克服疫情影响，推
动招商、项目、产业“三驾马车”齐发力。

优化营商环境，相继引进湖南建工湘建

南粤、碧水源华东科技、塞力斯医疗、国

泉科技等知名企业，全年累计引入企业

６２５户，比上年增长 ５７％。针对性开展
安商稳商服务工作，成功帮助４３家优秀
企业申报市、区级各类文创、科创等专项

资金。推动宝山日月光、大场老镇商业

三期等重大项目建设，宝山日月光项目

有朗玩（中国）、动感坐标、冒险港等２０
余个知名品牌进驻，全镇１３个纳入统计
监测范围的商务载体总税收实现 １０２
亿元，总税收单位面积产出 ３２２８元／平

方米，全区排名第二位。加快传统产业

企业优化升级，完成永乐汇文创园、中邮

华东智能产业园一期建设，开工建设癉

ＰＡＲＫ文创产业园二期。主动融入宝山
区科创主阵地建设，做好南大智慧城开

发和环上大科技园建设的资源对接和服

务保障，加快实施宝山科技园改造工程，

将其打造为环上大科技园的标志性核心

载体。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２０２０年，大场镇南
大地区综合整治居农民动迁进入收官阶

段，房屋征收补偿签约率 ９８％，保质保
量推进５个地块５２万平方米安置房建
设，Ｄ２、Ｄ３地块已具备交付条件，０６—
０４、０９—０４、１０—０４地块实现结构封顶。
“城中村”改造加快推进，联东村所有经

营性地块全部完成出让，场中村“城中

村”改造动迁签约率达 ９８６％，场南村
“城中村”改造方案初步完成，市政公建

配套项目朗香湖完成竣工验收。配合市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完成轨交１５号线陈

太路停车场、祁连山路（丰翔路—普陀区

界、锦秋路—塘祁路）改建工程、陆翔

路—祁连山路南北贯通工程腾地工作，

１５号线顺利通车，陆翔路—祁连山路实
现南北贯通。完成塘祁路大修工程。聚

焦水、气等污染防治攻坚领域，落实扬尘

污染防控“片长制”，持续推进污染源普

查，完成１２台锅炉提标改造，扬尘平均
浓度控制在考核指标以下。完善河长制

一岗双责，实施“多级河长制”，探索设

立２４位民间河长，覆盖镇域内所有镇、
村河道，全面完成镇域内３３条劣Ｖ类河
道治理，红光河、桃浦河２个市考断面稳
定达标，基本完成镇域葑润华庭等 １１０
个住宅小区、总面积约１２００万平方米约
雨污混接改造工程，完成长约５千米的
新建沪太路绿化步道建设，新建各类绿

化、绿地 ５８公顷，全镇人均绿地面积
２１１平方米。

【社会治理】　２０２０年，大场镇在创建
“智慧社区”示范镇基础上，大力推进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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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统管”建设，成立大场镇城市运行

管理中心，围绕“１＋３＋Ｎ”（１个数据中
心，聚焦生活、治理、经济３个领域，开发
Ｎ个智慧应用场景）模块建设，试点推进
“平安大场”“城管千寻”“垃圾分类”等

９个应用场景的研究开发。坚持问题导
向，依托城运平台三级联动指挥开展多

部门联合执法，问题处置能力和群众诉

求解决率大幅提升，“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先
行联系率和按时办结率均为１００％。推
进社区自治共治，开展美丽家园改造，全

年完成２１个小区改造，新建９条美丽街
区，实现“一街一风貌”，全年加装电梯

立项５６台，开工４０台，形成规模化。开
展祥泰苑“红光记忆”、丰宝苑“葑塘记

忆”等“乡村记忆”主题社区建设，完成

学林苑、慧华苑２个“大客厅”邻里公共
空间项目。制定“三五Ｔ”工作法（即“三
无清整、五个一要求、特色提升、加梯添

彩”），落实完善“环保小先生”制度、散

落垃圾治理等“新五大举措”，成功通过

上海市垃圾分类示范镇复审，“‘环保小

先生’带来治理‘大变革’”获评第三届

中国（上海）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优秀案

例。加强社区智能安防升级改造，逐步

推进地上地下非机动车停车库智能设施

改造，实施智能充电桩、梯控等智能设施

全覆盖，完成一期２５个小区“智慧消防”
建设，社区消防标准化建设方案得到市

消防总队肯定，并在全市推广。切实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有乱治乱”

专项行动，全镇１１０报警类案件比上年
下降 １５％，刑案总量下降 ６２％，全镇
８０％的小区实现零发案。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大场镇依
托两个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帮扶引领７０
人成功创业，帮助１１０名长期失业青年
实现就业，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始终控制

在３１９５人之内。发挥社会救助“兜底”
作用，全年发放各类救助金 ６９４７５５万
元，惠及约９５１万人次。推进养老实事
项目，新增３个老年助餐点及３个日托
所，开工建设丰收养老院和真大路养老

院。加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启动大场、

祁连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修缮工程，

完成祁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智慧健康驿

站建设。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

作，完成小学入学登记２７３２人，其中外
省市８９９人，幼儿园入园登记 ３４１５人，
其中外省市 １１２３人，符合条件的孩子
１００％入学入园。新增“解甲无忧”退休
残疾军人志愿养老服务项目，开展“三救

三献”（应急救援、人道救助、应急救护，

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

全年完成１１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入库，实现遗体捐献４例。依托行知读
书会、非遗传习、名家工作室等文化载体

积极开展线上、线下文体活动，新建联西

村、葑村村、红光村等体育场地面积达

３１万平方米，获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
动会最佳组织奖。

【疫情防控】　大场镇自１月１９日发生
第一起输入病例后，第一时间进入战时

状态，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８个工
作组，制订防疫工作方案。人员排查做

到全覆盖，截至１２月１６日，全镇累计排
查到大场人员１３０１２２人，累计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 ３３９４人，解除观察 ３３９４人。
先后协调上大路、真大路、华和路、沪太

支路４处酒店作为集中隔离观察点，共
计接待隔离和留验人员 １７２６人。动员
全镇４６００多名志愿者支援社区，镇红十
字会共收到防疫捐款近１４０万元。疫情
严峻时期，在全区率先实行出入证制度、

挂图作战和门磁感应３项举措，实现防
疫信息动态直观管理，全镇实现封闭式

管理全覆盖，统筹建立起一套“全流程”

保障体系，做好居家隔离人员服务保障，

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大场镇商会被评为

“全国抗击疫情先进商会组织”，大场镇

社区办党支部被评为“上海市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及先进基层党组织”；

５个基层党组织被评为“宝山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基层党组织”，１３
人被评为“宝山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优秀共产党员”。

【党建工作】　２０２０年，大场镇党委着力
在理论学习、担当作为、为民服务上下功

夫。坚持“大调研”常态化，全年开展调

研２６万次，覆盖对象 ２５８万个，问题
解决率 ９９２％。推动思想学习教育常
态化长效化，结合“场立方”党建品牌建

设，推出“科普汇”“青年志”等系列课

程。开展“遇见”菜单式主题党日、线上

“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直播间、“一枝一叶总

关情”照片展等活动，打造 １５分钟“四
史”学习圈。升级智慧党建，推出“大场

党群”移动应用，实现党员网上交纳党费

全覆盖，开发完成全区街镇唯一的人事

信息管理系统。坚持做好新形势下统战

工作，发挥好新乡贤作用，完成侨联换

届，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深化民兵调整改

革，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全覆盖构建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加强群团工作，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评选产生１名上海市先
进工作者、１１名区先进工作者、３个先进
集体，推进职工服务驿站建设，镇党群服

务基地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获评上海市

先进站点。做好对口支援，落实云南维

西、宣威等贫困乡村的扶贫工作。

【宝山区人民法院大场法庭恢复使用】

　１月８日，宝山法院大场人民法庭在
华灵路１９１８号举行新址揭牌仪式。大
场法庭原址位于少年村路５５号，系宝山
法院派出法庭之一，２００３年因无法满足
审判办公需求而停用。新址原为大场镇

东方红村委会办公用房，改建后建筑面

积２０７６１４平方米，分设主楼、辅楼。主
要管辖大场、顾村两镇等沪太路沿线地

区约７０万常住人口的普通民事案件。

【探索宝山南大项目战略框架协议视频

签约仪式举行】　２月２８日，上海宝山
区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探索媒体集团通过“屏对
屏”视频签约方式，签署“探索宝山南大

项目”战略框架协议，将在上海宝山打造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文旅及数字媒体为一体的体验
中心。“探索宝山南大项目”计划在南

大地区祁连山路以西、外环高速以东、陈

家江以南、区界以北区域内，分３期投资
开发以“两个总部基地和一个探索发现

体验中心”为核心的探索国际品牌集群。

规划用地约 ５３３３公顷，总投资额 １８０
亿元。该项目规划打造的探索发现科教

体验中心，将成为探索全国首家旗舰级

体验中心，成为上海文化旅游的代表作，

成为吸引全国游客和跨境游客的“超级

ＩＰ”，成为长三角地区文旅综合开发的
标杆。

【行知读书会线下活动重启】　７月下
旬，行知读书会线下活动重启（受新冠疫

情影响），陆续推出“江南文化季”“古

典音乐季”“宋人生活季”系列主题活动

１２场。线下活动停摆期间，行知读书会
推出线上讲座“行知小课堂”，故宫特邀

古琴专家杨致俭、上海越剧团团长梁弘、

上海美术学院教授马琳等名家进行

分享。

【获“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称号】　１１
月，大场镇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授予

“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城乡社区）称

号。大场镇红十字会注册于 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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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红十字服务站 ９１家，红十字团体
会员１６家，红十字个人会员 ４０５０名，
在册志愿者 ２４３０人。近 ５年来，辖区

内居民共为四川雅安、云南罗甸、西藏、

天津港爆炸、九寨沟等事件捐款 ５４万
多元，“５·８”世界红十字日捐款１００余

万元，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捐款近１４０
万元。 （许华明）

２０２０年大场镇学校

名称 班级（个） 学生（人） 教职员工（人） 地址 电话

大华中学 １６ ５４８ ７２ 华灵路１３９１号 ６６３４０７０７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 ４３ １８２０ １７２ 丰宝路１３５号 ５６１３３３６０

世外大华实验学校 ２２ ７７８ ８３ 环镇南路３２５号 ６６０５９８２７

行知小学 ２４ ９０１ ９９ 行知路３８９弄１号 ６６３９８９９５

大华小学 ２２ ７９４ ８７ 华灵路６２３号 ６６３７４４２７

大华二小 ２０ ６４６ ６１ 大华路８６３号 ６６３５３３００

大场中心小学 ２１ ６８９ ８６ 南大路１６弄６号 ５６５０４３２６

上海大学附属小学 ２４ １０５１ ８２ 上大路１２６５号 ６６７４００２４

祁连中心校 ２１ ８２９ ８６ 祁连二村１１８号 ５６１３２２１６

嘉华小学 １５ ４７１ ５７ 大华一路１５１号 ５６３５４６９６

世外中环实验小学 １８ ６４４ ５５ 华和路２５５弄１２号 ３６５２０１０３

行知实验幼儿园 １８ ５３５ ７４ 真金路１０３９弄４１号 ６６３７７１０２

真华幼儿园 ９ ２８３ ４２ 真华路１３９８号 ６６４０１３９８

山海幼儿园 １２ ３８５ ５５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４６号 ６６３５０１７１

大华一幼 ９ ２６７ ４３ 大华路９９号 ５６３５８４５１

乾溪二幼 ９ ２７８ ４４ 环镇北路４００弄１９号 ６６５００２９２

联建幼儿园 ７ ２１２ ３６ 南大路１３８弄５号 ６６５０７４５４

祁连中心幼儿园 １４ ３９４ ７１ 锦秋路１２８２号 ６６１６１３３９

经纬幼儿园 １２ ４２１ ５７ 纬地路８８弄１０５号 ６１０７３０１８

小精灵幼儿园 １０ ３２６ ４４ 瑞丰路８８号 ６６１２１０７０

青苹果幼儿园 ２８ ９１７ １３１ 真大路３３３弄３６号 ６５０８８９８０

慧华幼儿园 ９ ２９６ ４３ 南陈路２８０号 ６６６８０２８８

学府涵青幼儿园 １２ ４１０ ５１ 涵青路３９８弄８０号 ６１４８９３８１

锦秋幼儿园 １０ ３２２ ４９ 锦秋路６９９弄１１２号 ５６６９８１９６

上附实验幼儿园 １５ ５０２ ６９ 祁华路３００号 ５６１６２６００

小天使幼儿园 １３ ４２２ ５８ 瑞丰路３５０号 ５６１６０９６６

２０２０年大场镇村（居）委会

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东方红村 １０３４ ３０８４ 环镇南路８５８弄９号楼１１楼 ６６３６４１６９

场南村 ５７８ ２２９７ 龙珠苑２００号 ５６６８６５３３

场中村 ５９３ １８０６ 沪太路２００９号五楼 ５６６８１６９４

联东村 ４８３ １３８３ 沪太路２７５１号 ５６６８７６４０

联西村 ６３０ １７８０ 上大路６７８号４０６室 ６６１６２９６８

南大村 １２８７ ４１４７ 南大路４５８号 ６２５０１６１６

红光村 ８０３ ２２１０ 沪太路３６５１弄１８８号 ６６５０９２６０

丰明村 ３２５ ８５５ 祁连山路１９８９号 ５６１３８２２６

丰收村 ４０７ １２０１ 锦秋路１６８８号１２楼 ６６７４０１０６

葑村村 ６３０ １８５４ 丰宝路３８８号 ５６１３２４４６

大华一村一居 １３４６ ３４４９ 沪太路１５００弄２８号甲 ６６３４０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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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大华一村二居 ８２６ １２７１ 华灵路５９１弄１６号甲 ６６３４９３１３

大华一村三居 １９７０ ３２１６ 华灵路５１０弄１６号甲 ６６３４７６６５

大华一村四居 １４８８ ２２０１ 华灵路８６０号２楼 ６６３４７７４７

大华一村五居 １２０７ １３３８ 华灵路８２弄６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４８７３

大华一村六居 １４５３ １２９１ 新沪路１９８弄１２号２楼 ６６４０２００２

大华一村七居 １１５７ １３４７ 华灵路１３５１弄５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７９９３

新华居委 １１５１ ３３１２ 华灵路１２２５弄４１８号 ６６４０８８３２

大华二村一居 ２１１８ ３４７４ 大华路４５５弄３８号旁 ６６３４３４６８

大华二村二居 １２０２ １７１８ 新沪路５５５号 ６６３４０５２４

大华二村四居 １７６２ ２５１２ 大华路７８１弄６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２０７５

大华二村五居 １７７４ ２１９４ 新沪路１０６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４９５０４

大华二村六居 ９９５ １２６４ 新沪路１０５９弄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９７８６０

大华二村七居 １８６４ ２３７４ 华灵路１１８０弄４５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１９０７

大华二村八居 １７２０ ９２６ 新沪路１０９９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５５２５

嘉华苑 １２７８ １４２１ 新村路７８９弄４６号２０２室 ５６３５２３７１

滨江雅苑 １５７０ １６９９ 大华路９８８弄１２１号２０１室 ６６３４２５８３

铂金华府 １５９８ １３４８ 真华路１０３０弄４６号１楼 ６６３４５５１２

大华三村一居 ８１６ ９７４ 沪太路１７７１弄４０号１０２室 ５６５１５０５７

大华三村二居 １０５１ １２４９ 大华路１３７２号２楼 ６６３６２２５２

大华三村三居 １０２６ ２１８８ 大华路１１９５号２楼 ６６３４２９５０

大华三村四居 １０５０ １３８６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３３号 ６６３５３２３７

大华三村五居 １５７９ ２４３０ 大华路１３７６号２楼 ６６３６２２６２

大华三村六居 １１２８ １４６３ 行知路５７２弄８２号 ６６３４２２３２

大华三村七居 ６４０ １５５３ 行知路６３５弄１号 ６６３４９１３３

大华四村一居 １３９１ ２２３７ 华灵路１８８５弄２５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４９７１

大华四村二居 １９７３ ３２７９ 华灵路１８９５弄４２号２０１室 ６６３９１３４３

大华四村三居 １１７０ １７１６ 真金路１２５０弄３１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６８５９３

大华四村四居 １５１９ ３５６８ 行知路６３８弄１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６０８７０

大华四村五居 ２５００ ３３８８ 华灵路１７８１弄７２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９５６７

大华四村六居 １２６７ １２３９ 华灵路１７８８弄３７号１０１室 ６６４０８１２２

大华四村七居 １８７５ １３４０ 真华路９９９弄５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５９８０８

大华五村一居 １４３４ １２５８ 真华路１９５８弄２号２楼 ５６５０２８２３

大华五村二居 １７９８ １３５８ 真华路１８０１弄５４号１０２室 ６６５０９５５６

大华五村三居 ２９６９ ２２８５ 真北路４３３３弄５６号２楼 ３６３２４１０６

大华五村四居 ２００８ １１１６ 真大路３３３弄２７号３楼 ６６５１９８３３

大华五村五居 ２０９７ １３３４ 真大路４０６号２楼 ５６０５６８１０

大华五村六居 １９９３ ５６０ 真朋路６９号物业公司２楼 ５６４２２２３２

乾溪一居 １９２２ ２８６５ 乾溪路１５０弄１３号 ５６６８９９４０

乾溪二居 １５９６ ２５５４ 乾溪路２５０弄２６号 ５６６８８９６２

乾溪四居 ２２２３ ３７５２ 环镇北路５００弄３８号 ５６５０４２８５

乾溪五居 １５６４ ２０８６ 环镇北路６００弄６１号 ５６５０１９５５

乾溪六居 １６４５ ２５６４ 环镇北路４１７弄３４号 ５６５０１８５６

乾溪七居 １７３８ １４９０ 环镇北路６９９弄１１７号 ５６５１４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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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乾溪八居 １３３６ ２７１７ 上大路１２８弄１２号２楼 ５６５１０６５４

乾宁苑 ９７２ ９０６ 上大路１７８弄３２号２楼 ５６６８４５１３

慧华苑 ２１４７ １７６２ 南陈路２７８弄９２号 ３６３８２４７０

乾皓苑 １０３５ 丰皓路１３８弄２４号２楼 ５６５０５９６１

东街居委 １１０６ １８８６ 场中路３６５８弄２８号２楼 ５６５０００２４

西街居委 １６７９ １８１９ 南大路１８弄５号底楼 ５６６８０８０４

联建居委 １７５４ ３５６６ 南大路１２６弄８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８１０７１

联合居委 １５３０ ２１５２ 南大路１５８弄２９号２楼 ５６６８１０３７

联乾居委 １２６９ １５５１ 南大路１９０弄６号 ５６５０７２３８

南秀雅苑 １２４４ 鄂尔多斯路９８弄３０号５楼 ６６２７２０１５

祁连一村一居 １２２４ １９３３ 祁连山路２５００弄５号 ５６１３２３３５

祁连一村二居 １４３９ １６９１ 聚丰园路３８８弄７５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３１４７７

祁连一村三居 １０８８ ２２６２ 聚丰园路５００弄６３号２楼 ６６１６５１２２

祁连二村一居 １３３６ １９１０ 祁连山路２８２８弄２０号１楼 ５６１３３２５３

祁连二村二居 １６５８ ２０６２ 锦秋路１４５６弄３３号２楼 ５６１３２６３４

祁连二村三居 ６７７ ６１８ 聚丰园路６６９弄６３号２楼 ６６１２７０２２

聚丰景都 ２７４４ ２２８７ 聚丰园路６２８弄１６５号２楼 ６６１６７４６６

祁连三村一居 １５０６ １８４２ 上大路１３２９弄１７０号 ５６１３３７３４

祁连三村二居 １１２８ １３８９ 聚丰园路１８８弄４９号２０３室 ６６１２２７７２

祁连三村三居 １５３３ １７１４ 上大路１２８８弄１０２号１０２室 ６６１２２２１２

聚丰福邸 １０２９ ５５４ 环镇北路１３６６弄３４号１楼 ５６１４３２０５

丰宝苑 １８７６ １２４ 锦秋路１５８８弄４８—２ ５６８７８９１８

丰皓苑 １３８４ ４５８ 丰皓路６７２号５楼 ５６４５１８１６

文景华庭 １２１３ ４２６ 丰皓路６３３弄６７号 无

保利熙悦 １５４６ ７７７ 走马塘路１２２８弄３４号３楼 无

祁连四村 １１２６ １７３３ 祁连山路２７７７弄２０号１０１室 ６６１２２５９８

当代高邸 １５１２ １８０６ 聚丰园路１０５弄１５号２楼 ５６１３８５４６

锦秋一居 ２１８６ ２３７８ 锦秋路６９５弄６８号 ６６１２８２７８

锦秋二居 ３３３７ ２９６６ 锦秋路６９９弄八区２２６号 ６６１２８８５０

城市绿洲一居 １８８７ ２３２６ 纬地路８８弄７１号２０１室 ６１０７３３１０

城市绿洲二居 ２３６８ ２５７６ 涵青路３９８弄３６２号２楼 ６１０７７７９８

城市绿洲三居 ２１７０ ２１４４ 纬地路３５８弄２３号１０１室 ３６３９３２１３

学士逸居 ８６２ ６７０ 纬地路９９弄６１号—５（２楼） ５６５１１００６

学府阳光 １８４１ ８２３ 涵青路１００弄１８号—４ ５６７７９１２２

和泰苑 １８９７ １７４５ 沪太路４０９９弄３１号２楼 ６１４７２９６６

葑润华庭 １５５２ １２１７ 华秋路１８６号 ６６１２３０９８

天缘华城 １３５５ ９２２ 华秋路５８弄６５号 ３６２１６６０６

宝祁雅苑一居 １９８９ ９８０ 锦秋路１６０１弄１６号１楼 ３６３８３０５７

宝祁雅苑二居 １７１２ ７０５ 祁华路６５５弄２５号２楼 ３６５０８７３５

汇枫景苑 ２３４４ ２２２６ 祁华路３００弄４号 ５６１２７９３９

保利叶之林 １５７０ １８１９ 华秋路３４９弄１４号２楼 ５６８７８０３３

凯旋佳苑 １０７５ ５６３ 塘祁路５１７弄１号１楼 ５６６０９６１２

　注：带“”号的为筹建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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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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末，有户籍 １７９７６户、
４４３７８人，分别比上年增加５１２户、１３２１
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３８０９７人，增加
６１１７人。户 籍 人 口 计 划 生 育 率
９９１０％，常住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４７％，
人口出生率 ５００‰。辖区内有法人单
位１６１４个，园校１０所，建有公共运动场
所４个，居民健身苑点４２个。２０２０年，
镇党委下辖２个分党委，２２个直属党总
支，５５个直属党支部，党员人数４３５６人。
年内，被评为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文
明镇，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被评为２０２０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优秀组织奖，镇安全

管理事务所被评为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１１９
消防奖先进集体，镇卫生除害站被市爱

卫办、市健促会评为抗疫一线优秀单位，

魏宝明被评为抗疫一线先进个人。共康

雅苑二居被评为“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上海
市志愿服务先进集体”，陈志有被评为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优秀志愿者”，
樊佳宇被评为“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
志愿服务优秀组织者”，徐栋被评为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社区教育“优秀志愿者”，
郁慧被评为２０２０年“上海工匠”，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瞿森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

家庭”，徐明家庭被评为“海上最美家

庭”。镇政府地址：长江西路２６９９号。

【经济建设】　２０２０年，庙行镇完成区级
地方财政收入 ４０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５４％；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１９亿元，增
长５８５％；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７３８
亿元（２０１９年基数调整，实际完成４９６
亿），增长４８８％。聚焦主导产业，加快
功能布局调整，加大优质项目引进力度，

南极磷虾、依迅北斗、闪送科技、泛亚国

际、致淳科技、愉阅管理等优质企业相继

落地，京东第二研发总部完成装修和人

员入驻。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大众万祥

改建、龙盛活力小镇投入试运营，吾品田

商业广场完成升级改造，骏利财智中心、

庙行市政养护中心、场北健康产业园基

本完工，上海智力产业园四期（野桥仓储

区地块）开工建设，郑明集团总部、馨康

苑续建项目获得建设许可，启动?藻浜

岸线贯通工程，提升沿线环境面貌和发

展品质，着力建设“科创之河”。

【城乡建设和管理】　２０２０年，庙行镇深
入推进水环境治理，全面完成河道消劣

任务，完成１５个小区共１９６万平方米住
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收

官，实施北康路、共泉路和长临路“美丽

街区”改造，对场北支路等５条农村道路
实施提档升级，持续开展“精彩社区·美

好生活”创建，整治群租４７起，处罚破坏
承重墙案件２９起，完成共康公寓、共康
雅苑一期、新梅绿岛苑示范小区创建。

加大扬尘治理力度，镇域空气质量优良

率８５２％。常态化开展小区垃圾分类
督查和通报，健全规范两网融合服务体

系，推进两网融合回收设施、设备、场地

提标改造，垃圾纯净度和分类实效有效

提升。继续开展创全３０项专项行动和
“五清十美”集中行动，针对重点点位和

背街小巷，强化督导和问题梳理整改，提

升城市功能和宜居品质。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庙行镇运
用“线上 ＋线下”模式开展就业创业各
项帮扶工作，举办招聘会１７场，发布就
业岗位３００余个，举办创业活动８场，帮
扶引领就业创业５８人，开展职业指导活
动８场，帮助２９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
业创业。悦馨养老院实现试运营，新增

１家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完成 ３个老年
助餐服务点建设，推进居家养老，全镇

３８６名老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继续推
动“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促进和谐劳动

关系建设，评选和谐企业４４家。继续加
大社会救助和帮困力度，覆盖３３７万人
次，助力对口地区脱贫攻坚，全力支持云

南罗平县、师宗县和新疆洛克乡建设发

展，成功创建市双拥模范镇。

【社会事业】　２０２０年，庙行镇加快优质
教育资源引进，对接复旦附中等院校，提

升基础教育整体水平，推动陈伯吹实验

幼儿园创建市级示范幼儿园。举办“魅

力庙行”文化节，实施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升级改造，打造全新“庙行·印记”展示

馆。着力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常住

居民签约率３９％，政府实事项目“智慧
健康驿站”顺利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

【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　２０２０年，庙行
镇推进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创新，进

一步理顺职责定位，促进“三驾马车”形

成合力。增强自治共治活力，实施“庙社

家”社工成长计划、庙行镇“社区通”增

能计划、“达人益家”社团培育计划、“乘

风破浪”楼组长赋能计划，打造共康五

村、共康七村、新梅绿岛苑、中环国际 ４
个社区创建“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基地”

和“庙厢聚”共享客厅，培育“活力楼组”

９０个，完成丽都雅苑、中环国际、共康二
村、场北居委、共康雅苑二居、馨康苑、九

英里、共康五村８个社区共享花园改造。
推动既有住宅电梯加装，投入使用８台，
正在施工、待开工以及前期征询共２０余
台。完成第七次人口普查。聚焦社会治

安、乡村治理、金融放贷、工程建设等十

大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乱象治理，严厉打

击危害疫情防控和“黄赌毒”“黑拐骗”

等违法犯罪行为。疫情期间，侦破查获

口罩诈骗案、违规存储易燃易爆医用酒

精、哄抬物价案件各１起，全镇“１１０”报
警类、盗窃类、色情类、赌博类、毒品类接

报数分别比上年下降 １０％、３４１％、
４０４％、４８％、１４３％。开展普法宣传
和人民调解，全年信访总量下降１８％。
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加强镇

城运中心硬件建设，全年共受理网格案

件 ６２７５０起，结案率 ９９６％，及时率
１００％；“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 ３５１８件，实际
解决率和市民满意率分别提升６２％和
５％。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检查专项行
动，实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

年共排查隐患２２００余起，并及时落实整
改，全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完成“十四五”规划编制】　２０２０年，庙
行镇结合市委、区委对宝山发展定位和

要求、结合区２０３５总体规划、结合庙行
发展实际，高起点谋划“十四五”发展，

高质量推进并完成“十四五”规划编制，

进一步明确今后五年建设宝山科创中心

主阵地重要承载区的发展目标和指标

体系。

【康家“城中村”改造有序推进】　２０２０
年，庙行镇完成土地出让２２７７公顷，动
迁安置房Ｓ—０１地块即将完成收尾，Ｐ—
０６、Ｓ—０７地块建设加快推进，商品房
１３Ａ—０２、１３Ｂ—０２地块已售罄，配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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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同步实施，康家围场河泵站基本竣工，

大康路、一二八纪念路施工进展顺利，社

区服务Ｓ—０４地块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结构绿地一期启动建设。

【?藻浜沿线环境整治及绿化景观提升

工程启动】　２０２０年，庙行镇结合?藻
浜沿线防汛墙的结构工程改造，在贯通

?藻浜防汛岸线的同时，启动对?藻浜

岸线进行全方位、全要素的景观改造，工

程建设内容包括：绿化提升改造、新建健

身步道、亲水栈道、广场工程、围墙及防

汛墙装饰工程、特色景观节点工程及市

政配套设施等。

【市人大常委会到庙行镇开展垃圾分类

执法检查工作】　５月，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蒋卓庆带队到庙行镇两网融合中转站

开展《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例》执

法检查工作。区领导汪泓、陈杰、李萍、

王益群、须华威等陪同检查。中转站前

身是服务于庙行３个村的生活垃圾压缩
站，改造后实现庙行可回收物集散地、中

转站负责宣传阵地、与支付宝合作建立

了数据平台三大功能。２０１９年１月起，
中转站实现线上线下同步提供上门或定

点回收服务，实时上传每一笔交易动态

至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信息平台，

实现“一网统管”，为减量化、资源化提

供数据支撑。

９月，２０２０年“魅力庙行”文化节开幕 庙行镇／提供

【庙行镇联合腾讯教育开展招商引资】

　７月３１日，由庙行镇和腾讯教育联合
主办的“疫情常态化下的教育企业 ＯＭＯ
转型”研讨会暨“腾讯教育产业链招商

引资会”，在上海外滩 Ｗ酒店举行。对
接腾讯教育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分批邀

请企业代表到庙行实地参观考察，积极

发挥腾讯教育龙头企业优势，联合镇域

内京东世纪贸易、闪送科技、雷昶科技等

新经济优势企业，推进庙行人工智能教

育产业及教育孵化中心建设，着力打造

在线新经济产业园。 （傅颖
!

）

【举办“魅力庙行”文化节启动暨“庙行

·印记”展示馆开馆仪式】　９月，庙行
镇举办２０２０年“魅力庙行”文化节启动
暨“庙行·印记”展示馆开馆仪式活动，

文化节以“魅力庙行·艺起前行”为主

题，由“观”“绘”“读”“品”“颂”“云”六

大部分组成。“观”：一场“庙行·印记”

图片展，“绘”：一套“庙行·印记”漫画

册，“读”：一系列“四史”书籍，“品”：一

本“庙行镇志”，“颂”：一首庙行赞歌，

“云”：一场网上直播展。整个活动覆盖

全年，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活动。“庙

行·印记”展示馆以“四史”学习教育为

契机，讲活历史故事，用活红色资源，推

出“鉴史慢行 以观其妙”为主题的庙行

红色故事概览，展现庙行历史文化脉络。

【庙行镇科学技术协会成立】　 １２月，
庙行镇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暨第一次代表

大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宝山区

庙行镇科学技术协会实施〈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章程〉细则》，选举产生镇科协第

一届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庙行镇学校

名称 班级（个） 学生（人） 教职工（人） 地址 电话

泗塘二中 ２０ ４９０ ７７ 爱辉路１９８号 ５６７４５９６９

庙行实验学校 ２２＋１０ ７３５＋３１４ １０４ 场北路８０３号 ５６７７０８６６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南校） １８ ７１５ １３４ 长临路１０００号 ５６４１０９０７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北校） ２５ ９３７ 南?藻路２５９号 ５６５３１５５２

虎林路第三小学 １５ ５６３ ５０ 泗塘八村１号 ３６０９０４４１

陈伯吹实验小学 １５ ４９８ ５０ 通河八村１１３号 ６６２２３８６８

小鸽子幼稚园（南园） ９ ２５７ ７９ 共康五村９６号 ５６４０４１３２

小鸽子幼稚园（北园） ９ ２７４ 大康路８３１号 ５６８８５１２６

陈伯吹幼儿园（南园） １６ ４３０ １２４ 长临路１２３６号 ３３８７４７３７

陈伯吹幼儿园（北园） １５ ４１２ 长临路１４６５号 ３６３６０７６９

康苑幼儿园 １０ ２２１ ４６ 共康公寓８１号 ５６４０９８８８

泗塘五村幼儿园 ７ ２１９ ３１ 泗塘五村１２９号 ５６７５３３８３

庙行实验幼儿园 １４ ４１０ ５６ 场北路７２７号 ６６２８１６０８

　说明：各数据为２０２０学年度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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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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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３０ 共康路９９９号 ５６４０７７０８

野桥村 １５５ ７５４ 长临路９１３号 ５６４０３６８９

场北村 ６６５ ２０６３ 场北路５５８号 ６６３８００１１

共康二村 ６８８ １０１３ 共康路４００弄２３号乙 ５６４１２０６９

共康五村 ３０６０ ５３７８ 共康路４２１号共康五村２３５号２楼 ５６４２０５２４５６４１９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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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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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５９ 长临路８８０弄５３号２楼 ５６４１３１３２

共康公寓 １３４８ １４１３ 三泉路１４９５弄共康公寓５３号１０１号 ５６４０９３１１

屹立家园 １０２０ ２９０６ 长临路１１１８弄屹立家园５０号２楼 ５６４０７７２７

馨康苑 ８８２ ９５５ 共康路１６９弄２５号—２临２楼 ５６４７１５３８

共和家园 １８８３ ２２２１ 三泉路１８５８弄共和家园２号 ３３８７３０１２

九英里 １３０２ １９１２ 长临路１３１８弄３０号１０１—１０２室 ３３８７３０２８

和欣国际 ２２０３ ４６０５ 场北路３９弄３号 ３３８７３００６

新梅绿岛苑 １０６４ １２６０ 场北路３９９弄２号２楼 ３３８７３４５４

怡景园 ２９９０ ２８７９ 三泉路１８５９弄３１号２楼 ３６３５３００５

共康雅苑 １５１８ ２１０３ 花园宅路５２弄２４号２楼 ３６０６０５４４

中环国际 ２９４７ ２５４３ 场北路５４７号２楼 ３６３３７６８１

共康雅苑二居 ２９４７ ８４１ 大康路８９１弄１０２号２楼 ６５８７５６６９

场北居委 １８４６ １６７１ 场北路７４０弄１３号４楼（恒达家园外） ５６４７３３６２

中环三期 １０９０ ２６３３ 大康路１０７９弄１—３号２楼 ６６６１００１８

丽都雅苑 ８４６ ６６０ 长江西路２２３０弄１０号 ５６４１５２２０

中二（筹） １２３０ ４４５ 场北路６６９弄２号２、３楼 ５６４８１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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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高架、长江路隧道、规划建设中的１８
号线、１９号线，军工路—长江路快速路
穿镇而过。全镇区域面积１３６５平方千
米，其中近 ７０％面积为宝钢不锈钢、吴
淞煤气厂等大型市属、部属企业，可规划

面积４２５平方千米。全镇辖２４个居委
会。至 ２０２０年末，有户籍 ２８９３０户、
６８４１７人，分别比上年减少８户、增加７９
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４８８１０人，增加
１６９５１人；常住人口 １３３６４７人，增加
１５０２０人，人口密度１０４９０人／平方千米。
户籍人口出生２５０人，流动人口出生１０２
人。镇党委下辖 ２个党委、２７个党总
支、１４４个党支部，有５２２５名党员。辖区

内有法人企业１０９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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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件。
年内，淞南镇获评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国家卫
生镇、全国文明村镇。镇政府地址：淞南

路５００号。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淞南镇组织人员
排摸组、防控专业组等９个小组协同有
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做好２个集中隔
离点２４小时不间断值守，累计收入隔离
对象２２４１人，完成４批１２个核酸检测
阳性病例的应急处置工作，全镇排查来

沪人员４４８０２人，落实高风险地区来沪
人员居家隔离７８３人。加强进口冷链食
品核酸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开展冷链仓

库专项检查。实施“互联网 ＋帮办员”
行动，主动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完成备案

１０３６家，全力保障口罩、额温枪、防护服
等重要物资供给。共向９５１名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的志愿者发放“宝山区抗疫邻

里帮志愿者服务证书”。

【经济发展】　２０２０年，淞南镇完成区级
地方财政收入４０４亿元，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１０１７９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１９３７亿元。全年新增注册企业 １２７３
户，比上年上升 ２９９％，新增注册资金
７６９亿元，新增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以上
企业４９户，注册资金３８９７亿元。新疆
立水锦熹、高顿教育、微略科技、大界机

器人等一批重要产业项目落地，载体整

体入驻率超８０％。对重点园区、重点企
业走访实施全覆盖，帮助缓解企业生存

压力，为琥崧智能科技、穗丰医疗设备等

１２家企业申请信贷资金共计８２３０万元。
推行“数字化、便利化”服务模式，实现

“企业人员零跑腿、事项网络全办理”。

扎实推进人口普查工作，在市、区验收中

做到市质量验收摸底零差错、区质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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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短表零差错。

７月３０日，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解读培训会在淞南镇举行
淞南镇／提供

【城市建设与管理】　２０２０年，淞南镇完
成军工路地块和淞申水厂地块规划调整

以及镇域水系规划及排水规划修编。完

成张华浜东泵站及军工路快速路红线动

迁任务。完成新华造纸厂物业接管，加快

推进新华造纸厂搬迁腾地工作。全面完

成镇域内４２个住宅小区共３０９万平方米
的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配合完成淞南八村

等４个老旧小区２７４万平方米综合修缮
工程。配合完成淞发路、长江西路等道路

大修工程，加快淞南路、淞肇路、淞良路美

丽街区建设。推进张行地块（侨福项目）

等重点地块市政道路配套设施建设。完

成文化中心装修工程及市民活动中心竣

工验收工作。完成２个社区项目及６个
居委零星修缮及办公环境改造等工程。

推动大中型餐饮服务场所安装高效油烟

净化装置工作，安装率１００％。全面完成
２个市级河道考核断面达标、镇管５条河
道消劣任务以及１个节水型小区创建工
作。巩固“无违街镇”创建成果，全年拆

违面积４３万平方米，完成年度任务的
１１６％。全面完成全镇住宅小区１３３处垃
圾分类点位设施配套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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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处。完成６个小区树
线矛盾整治、４处易积水点处置及高空坠
物防治工作。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淞南镇推
进就业援助，组织各类招聘会９场，推荐
就业１０７人，帮助６３名长期失业青年实
现就业、创业。足额发放低保、医疗救

助、支内回沪补贴、综合帮扶等救助金补

贴３３６９万元，残疾人两项补贴、交通补
贴等５７９４万元。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新建３家老年助餐点，对３２户老年人家
庭进行适老性改造。完成４８张认知症
照护床位改建工作。实现７０周岁及以
上户籍老人“银龄 ｅ生活”全覆盖，覆盖
对象６８０６户，“银龄居家宝”项目服务对
象１１９人。完成镇、居二级退役军人服
务站设置。

【社会事业】　２０２０年，淞南镇把好教育
“质量关”，长江二中中考零志愿达线３７
人，高中达线率 ８１％。深化“名师工作
室”建设，组织培训、集体备课、评课系列

活动，帮助一线教师提升综合素养。坚持

开设以传统文化经典为主题的“浦江学

堂”国学培训班。完成“淞南缘”结对助

学、关工委结对助学等帮困助学工作。推

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年新增“１＋１＋
１”（家庭医生、区级医疗机构、市级医疗
机构签约）签约居民１２５９２人。完成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８８２５人。加
强病媒生物防制，严厉打击非法行医。推

进“爱国卫生运动”“健康宝山”建设。开

展食品安全、公共卫生监管工作，全年未

发生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或公共卫生

事件。

【社会治理】　２０２０年，淞南镇创建“美丽
家园”示范小区７个、新增培育“活力楼
组”９０个、打造“最美楼道”６个。既有多
层住宅加装电梯开工５台、办理前期手续
６台。完成１０个居委会一门式集中办公
建设工作。完成区“雪亮工程（三期）”项

目、镇级监控项目，安装小区内监控９４２
套。完成６个小区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
桩建设。处置非警务警情司法联动案件

１２１８起，调解纠纷２３８起，法律咨询９０６
人次，收到群众来电、来信、网信１７８件，
来访件３９１人次，按时办结率达１００％。
全年检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场所１００２家
次，排查各类隐患１９６３条。开展“三合
一”集中整治２０次，完成安装“三合一”
红外线报警器２００套。全年受理“１２３４５”
热线工单４５２８件，比上年增加９４５件，结
案率９９６％。

【文化发展】　２０２０年，淞南镇开展“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培育节约习惯”短视频征

集，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举办“芝麻

梦想创游淞南”迎新亲子登高活动，深化

打造“一地一品”的飞镖运动项目，实现

同上海飞镖黄金联赛总决赛、飞镖时尚音

乐会、宝山微游嘉年华等活动的深度融

合。以摄影和品牌节为载体，拓展淞南文

创艺术节内涵和外延，引入“夜经济”、文

创集市等概念，导入优质文创资源。开展

文创品牌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唱响淞南的

红色文化主旋律，打造“七一”系列红色

文化品牌。魏刚被评为 ２０１９年度全国
“最美志愿者”，３名候选人入选“宝山区
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终选名单。

【“博绣荟”文创园投入运营】　６月３０
日，“博绣荟”文创园投运仪式在中国宝

武不锈钢地块西南原冷轧厂房区域举

行，投运营仪式与吴淞口国际科创城首

发项目开工、吴淞国际艺术城首发项目

启动同步进行，标志着吴淞创新城拉开

转型发展大幕。投运以来，入驻“顽酷运

动工厂”等一批大型企业，其顺利投运对

于打造成宝山经济的支柱产业具有重要

意义。

【淞南镇全面依法治理委员会成立】　８
月２７日，淞南镇召开全面依法治理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为淞南镇全面依法治理

委员会揭牌，宣告淞南镇全面依法治理

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淞南镇基层依法

治理工作进入新阶段。

【淞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落成】

　１０月，淞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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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布置于淞南镇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内

（长江路５５６号５０９室），配备专职工作
人员负责日常管理，履行九大功能，构建

“１＋２４＋Ｘ”（１个分中心、２４个居委站
点、Ｘ个实践志愿服务团队）工作体系，
形成上下联动、横向贯通、资源共享、互

助互补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格局。分中心

着力打造“淞源宣讲团”“魏刚人民调解

工作室”“非遗蛋雕工作室”“地铁志愿

服务队”“市民巡访团”等淞南特色志愿

服务项目。

【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药治疗脱

发获发明专利授权】　１１月６日，淞南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白癜风与脱发专

病门诊自主研发的“一种治疗脱发的中

药组合物及其制剂与制备方法”，由国

家知识产权局审查通过，授予专利权。

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白癜风与脱

发专病门诊开设于 １９７４年，是上海市
社区中医药特色项目、中医优势病种培

育项目、宝山区医学特色社区项目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坚持“科教引领、中

西结合、医防融合”的工作思路，支持和

鼓励基于社区卫生工作实际开展临床

科研创新工作。

【淞南镇科学技术协会揭牌成立】　１１
月２４日，宝山区淞南镇科学技术协会成
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并进行揭牌。

淞南镇科学技术协会以党建引领开展新

形势下的科协工作，团结带领辖区内广

大科技工作者，将进一步为宝山科创中

心主阵地建设提供支撑，为“文创 ＋科
创”小镇建设提供动力。

【华浜卫生服务站恢复开诊解决看病难

问题】　１２月２８日，淞南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华浜卫生服务站经更新改造后恢

复开诊。通过加装电梯，增设全科诊室、

中医诊室、预防保健科、健康宣教室等科

室，配备相应的诊疗设备，６名经验丰
富、技术精湛的医务人员入驻站点，包括

全科医生１名（主治医生）、中医全科１
名（副主任医师）、护士 ３名、药剂师 １
名，全方位为周边的社区居民提供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慢性病健康随访管理等

综合性医疗服务。 （梁　迎）

２０２０年淞南镇学校

名　称 班级（个） 学生（人） 教职员工（人） 地址 电话

淞南中心幼儿园 １３ ４１３ ５６ 淞南三村６２号 ５６１４４５７４

大昌幼儿园 ９ ３０７ ４３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６１号 ６６１４７４４６

星星幼儿园 ８ ２５４ ３９ 淞南十村１３１号 ５６１４２９９３

淞南实验幼儿园 １２ ４０６ ５１ 淞塘路１３８号 ６０７１６２７８

三湘海尚幼儿园 ９ ２９４ ４０ 淞肇路４０８号 ５６０２０１１８

益钢小学 ６ １０２ ２４ 长江南路淞南新村３１号 ５６８２１６２８

依乐新天地幼儿园 １３ ３３７ ５５ 华浜新村１４２号 ５６４４８７５６

东方剑桥幼儿园 １１ ３３７ ４８ 长逸路４１８号 ５６４６１８２０

好时光小拇指幼儿园 １２ ３０２ ７５ 新二路１０８８弄８３号 ６６１８８８１９

民办天安幼儿园 １４ ４７０ ３７ 江杨南路１６４８号 ６６２２６１０８

极享怡如幼儿园 ７ ９３ ４２ 长江路２５８号中成智谷创意园内Ｃ１区 ６０５５５５６３

长江幼儿园 ６ １６４ ２９ 淞南新村３０号 ５６１４１２７６

长江路小学 ２７ ８８８ ８１ 淞南三村６号 ３６１４０２０３

淞南中心校 ２０ ７７１ ６２ 华浜新村１６８号 ５６４５０２５２

淞南二小 ２０ ７６４ ５６ 新二路１１９９号 ５６１４９７３３

长江二中 ２５ ８６２ ８５ 通南路８８号 ５６１４０９４５

吴淞二中 １６ ４１６ ５６ 长江路８６０弄１号 ５６１４１８００

宝山职校 ５２ １４５０ １４３ 淞发路８８５号、淞发路９９号 ５６８２０２１８

２０２０年淞南镇居委会

名　称 地　址 电话
户籍

户数（户） 人数（人）

常住人口

（人）

淞南一村居委 淞南二村５０号 ５６８２５８９４ １４５７ ２９５０ ４５２２

淞南三村一居委 淞南三村１２８号 ５６８２２２１７ ２４４２ ３８００ ６１０２

淞南四村一居委 淞南四村７６号甲 ５６８２２２３０ １６２４ ３８０８ ５７０７

淞南五村一居委 淞肇路８８号２楼 ５６１４３４９０ ３１１２ ４５８８ ７６９２

淞南五村二居委 淞南新新五村５００号 ５６８２８５０３ １２１８ ３６５６ ５４３７

淞南六村居委 淞南六村８９号１０３室 ６６１８５９３９ １３８０ ２９６３ ５５８６

淞南七村一居委 淞南七村８７号２楼 ３６１４０３６４ ３０３８ ５２３６ ７５０６

淞南八村居委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２号 ６６１８６０２５ ２３４４ ４１６４ ６２６１

淞南九村一居委 通南路５５弄３号２楼 ５６８２５８７９ ８４９ １８１９ ６５３５

淞南九村二居委 淞南九村１９２号 ６６１５６３３８ １１６３ ２７５０ ４７５６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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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地　址 电话
户籍

户数（户） 人数（人）

常住人口

（人）

淞南十村居委 淞南十村１９５号西首 ６６１４８９０９ ２０９６ ４００３ ７６３８

长江路一居委 长江路８４８弄４号１０３室 ６６１４３８５５ ２１９６ ６０３９ ６９３３

长江路五居委 长江路４０６弄６号 ５６４４８３０２ １２９７ ３００７ ３７１２

长宏新苑居委 淞南路１１１弄（逸居苑）Ａ房２楼 ５６４５０８２３ １７０４ １９１０ ４７４４

张华浜居委 长江路２０弄５号 ５６４５１２３３ ８５８ ２５３８ ４０６７

华浜居委 华浜新村１９号 ５６４４８３０３ １４０５ ３０５９ ５７７６

华浜二村居委 逸仙路３４５６弄２２号 ５６４４５１２８ １３３６ ３０１７ ６４１８

嘉骏花苑居委 新二路１０８８弄２５号２楼 ５６１７７２２５ ４０１ １１２３ ３１３８

盛达家园居委 一二八纪念路５５弄３楼 ６６１５５５６５ ７９５ １７８６ ４５２５

新城尚景居委 淞肇路３３３弄１５号１０１室 ６６１８５８５６ ５１９ １３９２ ３０６０

新梅淞南苑居委 长逸路３０１弄２４号２楼 ５６４５０３９５ １５１０ １３２７ ４０６０

嘉骏香山苑居委 通南路３２８弄８２号 ３６２１５６８８ ４８５ １０３６ ３０２０

盛世宝邸居委 淞塘路７２号３楼 ６０７１９６８１ ４６７ １４０１ ５１５０

三湘海尚居委 长江西路２１０号５楼 ５６１４３５３３ ３０２ ７１７ ２７５７

（梁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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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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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末，镇域实有
人口 １５９８６１人，其中，户籍人口 ７３７３４
人，外来流动人口４５７４６人。常住人口计
划生育率 ９９４％，人口出生率 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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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个，市民建设
步道４条，球场１个；镇级图书馆１个；社
区学校１所，学习点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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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个，社区卫生服
务站７个。镇党委下辖２个二级党委、３２
个党总支、２２７个党支部，有党员７０１２人。
年内，成功创建“全国智慧健康养老示范

镇”，获评“上海市文明镇”“上海市平安

社区”，成功实现“上海市爱国拥军模范

镇”九连冠；“互联网思维下的电瓶车顽

症综合整治”获“第三届中国（上海）社会

治理创新实践优秀案例”。镇政府地址：

殷高西路１１１号。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高境镇加强属地
防控、社区防控、群防群控，持续紧盯“入

城口、落脚点、流动中、就业岗、学校门、监

测哨”等关键节点，抓实重点人群、重点

场所、重点领域疫情防控。落实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６３个小区
实现封闭管理全覆盖。全区率先开通战

“疫”热线，开展“最佳门神”评比。设置

集中隔离点２个，累计集中隔离２４１６人、
居家隔离７８１人，累计排摸来沪人员７１４
万人。建立应急采购绿色通道，向一线防

疫人员、企业、医院、学校、养老院等提供

口罩、额温枪、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资

３５５６万件，帮助 ７０家企业采购口罩
１４１万个，为１５８５万户次居民登记预约
口罩。社区干部、社区民警、社区医生

“三人小组”无缝衔接转送重点地区返沪

人员，社区工作者、物业保安保洁、志愿者

当好社区“守门员、送餐员、代购员、勤务

员”，保障居民和隔离人员的正常生活。

发挥“科创小镇”资源优势，联合镇内复

控华龙、桑田智能等科技企业，研发应用

智能门磁、智慧门禁，实现精准高效防疫。

镇域企业小海龟科技成功研发新冠检测

系统并捐赠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六稳六保】　２０２０年，高境镇全力保障
市场主体，制定“五度二十条（升级防控

网络密度、提高人员管理强度、提升科学

治理精度、增强复工审查力度、维护园区

生活温度５方面２０条举措）”企业复工
复产指南，财政资金扶持周期由一个季

度缩短到一个月，累计扶持企业２５５家、
扶持资金 ２１８亿元。出台“高境 ８条
（成立１个中心、设立１条专线、配套１

笔资金、健全１支团队、畅通宣传渠道、
建立１份档案、推出系列服务、擦亮１个
品牌）”企业专属服务措施，落实“银企

对接”长效机制，申请９００万元抗疫特别
国债专门用于保市场、保就业，全方位支

撑中小微企业。全力安商稳商，全覆盖

走访重点企业，及时解决企业用工链、资

金链、开单难等方面问题。加强企业人

才服务和保障，落实人才公寓举措，惠及

２０多家优质企业和１５０名企业员工。为
优质企业骨干人才、优秀新引进人才申

请专项激励 １１７２３万元。集中精力保
底线，拓宽就业渠道，重点帮扶高校毕业

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人群就业，零就

业家庭、就业困难人员安置率１００％。鼓
励创业带动就业，帮扶引领６０人成功创
业、５８名长期失业青年就业创业。加强
劳资纠纷调处和法律援助，劳动人事争

议案件先行处置率、按期办结率达

９８％、１００％。坚决保民生，抓好各项救
助政策的落实，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资金

３３４０万元，确保各类困难群体及时得到
精准救助。助力云南攀天阁乡和云南、

新疆３６个结对村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经济建设】　２０２０年，高境镇实现地方
财政 收 入 ６５５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３０３％；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１７８３亿元；引进合同外资 ４１３１万美
元，超额完成全年目标。紧盯逆势增长

行业，重点加大基金金融、健康医疗、智

慧城市、在线新经济等逆势增长行业的

引进培育，美年大健康医学检验所、如山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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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杜斯曼、爱用科技等一批优质企业

落户，桑田智能等智慧城市企业业务量

爆发式增长，健康医疗、基金金融、在线

新经济产生镇级财力分别增长１８２１％、
１６８５％、２３２％。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
收入２４５亿元，增长３５１％。促进疫后
消费回补，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结合“五

五购物节”“六六夜生活节”，全面启动

“夜来·香”小镇建设，举办首届宝山体

育消费周、“夜入佳境”高境消费节系列

活动，带动“一带两翼五园”消费复苏，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量全区第一。

同步抓好项目投产、存量盘活、投资引

进、载体产出。德国亚系集团总部建成，

三邻桥体育文化园二期完成土地收储，

淘大酱油厂地块、长江软件园二期等项

目有力推进。对接领军企业、高校资源，

推进复旦大学智联网络系统科学中心等

一批科技创新项目落地。全年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２８家，总数达１００家。加强１３
个重点商务载体的运营和服务，单位面

积产出增长７６％，亿元以上载体达到３
个。三邻桥入选首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服务综合体典型案例的园区、获评上海

市民“家门口的好去处”，长江软件园获

“上海品牌园区”称号。

【城市建设与管理】　２０２０年，高境镇持
续不懈推进“治堵”，完成国权北路拓

宽、４条道路中修、轨交３号线殷高西路
站厅扩建，保障轨交１８号线殷高路、长
江南路站点建设有序推进。实施逸仙路

交通优化、殷高西路人行天桥铺装改造，

完成殷高路吉浦路口拓宽工程腾地工

作。丰富绿地景观，推进新二路高境绿

地公园项目前期工作，阳泉公园、共康东

路小游园、青石路小游园改造基本完工，

青石路、吉浦路打造成为景观林荫道路，

新建、改造绿地３２万平方米。打好生
态保卫战，完成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

划任务，落实“片长制”“河长制”，区域

降尘指标大幅低于全区平均水平，空气

质量指数、ＰＭ２５浓度优于全市整体水
平，３条河道水质基本达到 Ｖ类水标准，
５２个小区４１０万平方米雨污水混接改造
工程建设完工。打好“创全”冲刺战，开

展“三清一化”（清整机动车、非机动车

乱停放，清整主次干道公共绿化，清理小

区内宠物粪便，美化环境）“三项清整”

（楼道清整、背街小巷清整、绿化带清

整）专项行动，拆除违章建筑３０３万平
方米。打好垃圾分类巩固战，推进居住

区、单位、公共场所生活垃圾投放规范

化，２００个分类投放点配置“新三件”，
１４００余家沿街商铺实行垃圾分类数据
化管理。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一网统管

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立足

“高效处置一件事”，组建“１＋１＋５＋Ｎ”
（１个城运平台，１个管理中心，５个城运
管理站，Ｎ个城运驿站）线上线下一体化
城运构架体系，实体化运行城运中心，整

合公安、城管、综治等城市管理力量，实

现“７×２４”城市运行管理和应急处置。
全市首创在城运平台接入智能移动单兵

设备，纳入无人机巡查、垃圾分类、鹰眼

视频监控、“三合一”红外、智能用电、烟

感监控等“智能感知端”模块，努力实现

“一屏观全域”。深化“一网通办”，１８９
项“全市通办”事项增设网上办理服务，

６６项高频便民服务类事项实现智能政
务服务终端“ＡＩ自助办”，市民对服务评
价好评率达９９８８％。

【社会事业】　２０２０年，高境镇推进“教
育强镇”建设，依托交大附中、同济存志

等教育品牌，形成贯通学段的三大特色

教育联合体，开展“民校 ＋名师 ＋名品”
“两优”工程，提升镇域学校整体教育水

平。高境镇科协成立。文化活动更多

元，用好线上、线下各类资源，举办彩虹

室内乐团专场演出等“云上市民文化

节”活动９３场，推送各类文化资源 １６６
场。结合周末夜市，为三邻桥体育文化

园配送魔术、儿童剧等专场演出。加大

高境布艺堆画、蔡氏剪纸的传承和创新，

联合烨侃科技研发“非遗 ＋电竞”文创
产品。“体育小镇”更精彩，举办“高境

科创小镇杯”五大体育赛事，引入马术、

越野赛车、潜水等特色项目，引领运动娱

乐新时尚，新改建４个健身苑点、２条健
身步道。健康高境更深入，１６个家庭医
生工作室覆盖全镇，“１＋１＋１”签约
４８９万人。家门口的免费体检站———
“智慧健康驿站”开放。上海高境小叮

当家庭计划发展服务中心举办“六大品

牌（“好孕俱乐部”“依水缘”“宝贝小叮

当”“午后阳光”“小燕子青春健康俱乐

部”“程利南家庭幸福工作室”）”活动４８
场。探索“智慧＋养老”新模式，启用“高
境镇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全区首家获评

“全国智慧健康养老示范镇”。恒高家园

长者照护之家、日间照料中心开工建设，

共和一村老年人助餐点、长者辅具租赁点

建成投用，新增养老床位４２张。着力解
决“悬空老人”问题，老旧公房加装电梯１
台完工、１２台推进施工中。成立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分中心，打造３家示范站
点，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４２０项。开展
“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平安建设】　２０２０年，高境镇坚决打好
扫黑除恶收官战。开展“六清”行动，全

年“１１０”总警情比上年下降１９％，报警
类警情下降 １６６％，刑事案件下降
３７７％。着力消除安全隐患。全年整治
“群租”１８３１户，清除“三合一”６３处，清
退规模性违法租赁住宿场所７处，整改
各类安全隐患４９８２项，４个老旧小区完
成公共区域消防设施增配改造，６３个小
区打通消防“生命通道”。全面完成“七

五”普法，开展各类法治讲座、活动 ２９５
场，成功调解民间矛盾纠纷２３８件，高境
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获上海市司法行政工

作先进集体。重视人民信访，推进“人民

满意窗口”标准化创建，初信初访按时办

结率１００％，全年信访总量下降２６９％。
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社区治理】　２０２０年，高境镇创建７个
“美丽家园”示范小区、７个“最美楼道”，
完成５００５万平方米综合改造、４３３４户
居民家庭高龄燃气内管改造工程。加快

推进恒高家园、泰禾红御等区级社区治

理创新实践基地建设，开展８６个“活力
楼组”、１０个“星级楼组”创建，打造“小
小楼道运动场”等一批社区治理品牌，促

进邻里关系和谐。做好业委会换届指

导，启动４个小区业委会组建、２３个业委
会换届改选工作。每月对辖区５６个物
业小区开展６５项检查，提升物业服务水
平。“智慧门禁”实现全覆盖，运用大数

据提高社区管理精度，在疫情追溯、人员

排查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互联网思维开

展电瓶车顽症综合治理，疏堵结合解决

楼道充电、飞线充电问题，１６个小区４２９
台电梯安装“智能梯控”，引导市民养成

定点充电习惯，获第三届中国（上海）社

会治理创新实践优秀案例。建好“家门

口的气象站”，２个防台防汛防涝重点区
域安装“智能气象监测站”，做到风向、

风速、温度、降水实时感知。加强“平安

智联网”建设和管理，完成“雪亮工程”

三期，实现小区出入口高清数字摄像头

全覆盖。

【三邻桥体育文化园入选全国体育服务

综合体典型案例】　２０２０年，高境镇三
邻桥体育文化园是上海第一个以体育文

化为主题产业的创意园区，总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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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４００００平方米。园区内整合众多专业
性的体育类型商户，涉及篮球、健身、游

泳、攀岩、跑酷、潜水、搏击、高尔夫、青少

年体适能、舞蹈等各种专业体育运动，设

有４００米环形跑道，并在户外设置乒乓
球桌、蹦床等多种有趣的体育设施，适合

老中青幼全年龄段人群健康运动。

三邻桥体育文化园入选全国体育服务综合体典型案例 高境镇／提供

【打造“夜来·香小镇”】　２０２０年，高境
镇结合“五五购物节”“六六夜生活节”，

以殷高西路商业带为主轴，联动新杨湾科

创园、三邻桥体育文化园、新业坊、上海文

教产业园、万达广场等夜间消费地标，用

好互联网平台流量优势，开展线上线下大

型消费节庆活动。举办宝山首届体育消

费节、“夜入佳境”高境消费节系列活动，

推出夜间休闲项目和夜间特色活动。新

业坊·源创、三邻桥体育文化园打造成为

“夜上海特色消费示范项目”。

【编制完成“十四五”规划纲要】　２０２０
年，高境镇编制完成镇“十四五”规划，

明确高境镇“十四五”总体目标：以“科

创引领、产城共生”为主线，擦亮用好

“高境科创小镇”品牌，全力推进科创高

境、品质高境、魅力高境、智慧高境建设，

打造富有魅力的产业创新城区，成为宝

山三区交界、四区共融的“桥头堡”。

【获评全国智慧养老健康示范镇】　１２
月，高境镇入选第四批全国智慧健康养

老应用示范街镇。通过“智慧＋”功能

升级，完善为老服务“点—线—面”功能

布局，保障老年人群的服务需求与供给

高效对接。推进“１＋３３＋Ｘ”的智慧养
老行动，“１”是指高境镇智慧养老服务
平台，实现个人、家庭、社区、机构与健

康养老资源的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

“３３”是指３３个社区的适老化改造，在
扩大“银龄ｅ生活”“老伙伴”计划、“一
线通”服务覆盖面的基础上，通过“适老

房”综合改造、老旧社区多层楼道安全

座椅设置、特需老人智能安防系统安装

等一系列举措，优化老年人居住环境；

“Ｘ”是指镇域内各为老服务中心、长者
照护之家、日间照料中心、助餐点等各

类机构的服务升级，构建贯通机构养

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之间的智慧养

老服务体系，将老年人的“朋友圈”“养

老圈”和“生活圈”融为一体。

２０２０年高境镇学校

名　称 班级（个） 学生（人） 教职工（人） 地址 电话

江湾中心校 ２６ １００６ ７８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号 ５５０３５１１３

高境科创实验小学 ２２ ７９４ ６５ 高境一村８２号 ３６１４０１８７

高境镇第三小学 １５ ４２３ ４３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１６９号 ５６８１７３４４

高境镇第三中学 １６ ４７８ ５２ 国权北路４６８号 ３５０５３５０８

高境镇第四中学 １０ １８６ ３４ 岭南路１２４９弄２８８号 ６６９８６６２６

同洲模范学校
公办 ５ ２１２ ３６

民办 ４３ １７６９ １３５
岭南路１０５０弄１号 ３６１２０４５９

高境镇第二幼儿园 ９ ２９８ ２２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３支弄５０号 ５５０３８６２８

高境镇第三幼儿园 ９ ２９９ ２３ 高境二村９８号 ５６１４１５８３

高境镇第六幼儿园 ７ ２２２ １５ 国权北路８２８弄１４３号 ３３６２２０２５

高境镇第七幼儿园 ９ ２８９ ２２ 岭南路１１２７号 ５６８１４９９５

高境镇三花幼儿园
９ ２９３

７ ２２２
３４

高跃路６６号

新二路９９９弄２３号（四季绿城部）
３６３３７８００

绿森林幼儿园 １０ ３３５ ２１ 高境路４７７弄３—１号 ５６８８１０５２

徐悲鸿艺术幼儿园（民办） １２ ３４１ ５８ 高境一村１１２号 ６６１５６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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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班级（个） 学生（人） 教职工（人） 地址 电话

高境贝贝马艺术幼儿园（民办） ９ ２０８ ３９ 国权北路２９０弄３７号 ５５０３８３４９

七色花第二艺术幼儿园（民办） ７ １４４ ３９ 阳曲路１３８８弄９９号 ５６８１６３９７

上海市教育学会宝山实验学校 ３０ １０２３ ８９ 高境路３７１号 ６６６１０６２８

高境一中 ２０ ７４１ ８５ 高境一村１１０号 ５６８２９８９０

２０２０年高境镇居委会

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逸仙一村第一居委会 １４７８ ２２６１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９３号 ５５０３０２３４

逸仙一村第二居委会 １６１２ ２９７２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３支弄２号 ５５０３１１２０

逸仙一村第三居委会 １０５０ １３７０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支弄４１号 ５５０４４２２８

逸仙一村第五居委会 １１８１ ２９５８ 逸仙路１５１１弄２２号 ６５４４５１７５

逸仙二村第一居委会 １６６２ ２２００ 三门路４８９弄４号甲 ５５０３４４２９

逸仙二村第二居委会 ２０６２ ４３９５ 国权北路２９０弄３９号 ５５０３２５７１

逸仙二村第三居委会 ２９５２ ５１２０ 吉浦路６１５弄８９号甲 ５５０３５４８２

逸仙二村第五居委会 １３２０ １１３１ 三门路４８５弄８３号 ５５０４１７６４

逸仙三村第一居委会 １７７５ １６３２ 殷高路２１弄５号 ５１０５７１６７

逸仙四村居委会 ３３５０ ２７５０ 国权北路８２８弄１３９号 ３３６２２１９３

高境一村第一居委会 ２１６１ ３２０６ 高境一村１４２号 ５６８２６５８１

高境一村第二居委会 １９６５ ２８１６ 高境一村１６０号 ５６１４０６００

高境二村第一居委会 ３１８０ ４７６３ 高境二村２０４号 ５６８２６５７９

高境三村居委会 ２６３２ ２５６２ 新二路９９９弄１５６号 ６６１８６６５７

高境四村居委会 １０００ １２７７ 逸仙路１２３８弄１７号 ６５６０１６４２

高境五村居委会 １１０４ ８５７ 新二路１８３弄５７号２楼 ３６３８５２２１

三花现代城第二居委会 ２８５０ ２２４５ 云西路２１９弄１７号１０２室 ３６３５２４７３

三花现代城第三居委会 １２５０ ６８４ 高跃路１３３弄９号１０３室 ６３０７８９１５

高杨佳苑居委会 １０４３ ２０３ 恒高路１２７弄 ５６６３６８５２

逸景佳苑居委会 ７５２ ３６ 逸仙路１５８８弄５０号 ５６０４３１９０

共和一二村居委会 ２０９８ ３１５０ 共和一村３５号 ６６９８５７０４

共和三村居委会 １２８４ １９７０ 共和三村４４号１０１室 ６６８３７３９５

共和五村居委会 ２０５８ ２９４７ 共和五村１４号 ６６９８６３３０

共和六村居委会 ２１７５ ２５０１ 岭南路１２８８弄１０号 ５６９１７６１０

共和八村居委会 １４２３ ２８０７ 共和八村７４号 ６６８３８０３５

共和九村居委会 ８０１ １９３９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２０２号 ５６８３６５４１

共和十村居委会 １１０１ １２０７ 共和新路４７０３弄９９号 ６６８３３４７２

共和十一村居委会 ２５７４ ４８６０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１６１号 ６６８３５７３２

逸仙一村第四居委会（筹） ７１３ １４２５ 三门路５５５弄１６幢２号 ５５０３３６９０

高境七村居委会（筹） ３５５０ ３３４２ 高境路４７７弄 ５６４０２８６３

高境十一村居委会（筹） ６５０ １２９９ 晨帆路１５８号 ５６７６２５９６

恒盛豪庭居委会 （筹备组） ２１４５ １３８６ 恒高路１２８弄 １３６１１６８１５７０

泰禾红御居委会 （筹备组） ９０１ 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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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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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个居委会、１个村委会。至２０２０年末，友
谊路街道户籍人口９５１４１人，来沪人员
３６８８９人，常住人口１４１５８９人。户籍人
口出生４３９人，人口密度１２５０７人／平方
千米。街道党工委下辖１个党委、３９个
党总支、２４５个党支部。辖区内有法人
单位２８０４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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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单位；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状况社会公众满意

度测评位列全市 ２１６个街道第 ２３位、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先进集体、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上海市
文明社区；宝山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先进基层党组织、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
“平安示范社区”、２０１９年“创新、创优”
上海市社区志愿服务制度创新示范中心

等荣誉称号。街道办事处地址：牡丹江

路１２９９弄１号。

【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友谊路街道成立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实行领导班子分片

包干、机关联络员点对点联系社区工作

机制，编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工作流程

图》，针对一线排查、居（村）防控、来沪

人员防控、应急处置、宾馆防控、重点区

域公安指挥、应急值守、返沪复工管理、

生活垃圾收运九大重点领域控制、阻击

疫情。累计排摸来沪人员 ６２５１０人，落
实居家隔离６５４户，共计１６１８人。辖区
内区属和街属２个定点集中隔离安置场
所累计入住境内外重点地区来沪返沪人

员２４５２人。社会面累计滚动排摸辖区
范围内机关企事业单位６６５２９家（次）。
严格实行小区封闭式管理，实施人员出

入四色管理机制，在辖区内８４个小区９９
个出入口执行门岗标准化建设制度。执

行居家隔离“闭环管理法”，落实“六必”

工作举措。通过“友谊发布”微信公众

号、微信群、“社区通”、社区公告栏、电

子屏等媒介，开展线上线下宣传工作，不

断发布街道抗击疫情正面舆情。疫情期

间，共筹集发放 ９９９０千克消毒液、１２２
万只口罩等防疫物资。发动 ８９０７名党
员交纳１２５万余元特殊党费，组织单位、
企业、居民捐献电子设备３０７台。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友谊路街
道推出“稳就业保民生十项工作举措”，

做到减负稳岗、保就业并举。年内共开

展线上及线下招聘会６场，共计推出工
作岗位９２２个。认定就业困难 １６１人，
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按期安置率

保持１００％。通过创业指导服务，实现
帮扶引领创业人数４５人，其中大学生创
业成功３５人，完成就业指导３５９人。推
动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完成创建上

海市劳动关系和谐达标企业４８家。推
进和谐劳动关系，街道召开协调劳动关

系三方工作会议，全年共计受理劳动争

议１７１起，先行调处率１００％。落实民政
救助政策，社会救助各项补助８５７２人，
共发放１３２９９７万元。

【经济发展】　２０２０年，友谊路街道围绕
安商稳商促发展工作，联合航运经济发

展区建立健全“五联机制”，即机制联

建、发展联通、工作联勤、成果联享、考评

联动。结合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排摸

梳理在地非注册企业３５８户，重点针对
营收前５０强企业，建立街道处级领导常
态化走访机制，及时为企业纾难解困。

配合区规资局、区建交委等职能部门，对

属地内在建、拟建的宝山宾馆改扩建，金

富门城市综合更新改造等 ７个重点项
目，开展规划方案和意见征询，做好结构

调整谋转型工作。疫情期间，制定《复工

复产复市防疫管理要求》，落实防疫与发

展“店小二”服务员工作机制，开展复工

指南、防疫要求、惠企政策、防疫物资等

“企业七送”活动，落实减租降费措施，

帮助承租企业减免租金合计约 ３００
万元。

【为老服务】　２０２０年，友谊路街道完善
长护险工作，制定相关工作制度，规范受

理、评估、公示等环节。全年共受理长护

险６９４人，其中社区居家照护４９３人，养
老机构照护 ２０１人。推进为老实事项
目，运用国有存量资产，合作改建友谊养

老院、宝城新村嵌入式综合养老机构等

一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累计新增养老

床位２６０张。新增长者食堂２个，老人
餐从原本的工作日供应调整为全年供

应，解决老年人就餐难题。科技赋能打

造居家养老新模式，建设推广“网上日

托”智能安全系统，“银龄居家宝”“银龄

Ｅ生活”共为 ７７９户老年人提供服务。
街道在老年学校开设合唱、舞蹈、剪纸、

民乐、戏曲等８门课程，丰富居民的老年
生活。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２０２０年，友谊路街
道围绕“高效处置一件事”目标，成立街

道城运中心，形成“五个一”工作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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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网、一套机制、一组力量、一个平台、

一系列场景应用），加快推进“一网统

管”工作，依托八项日常工作机制（即两

建互融、联席指挥、联勤联动、等级勤务、

多渠道发现与分类处置、分析研判、督查

警示、考核通报机制），实现以街面为主

向全域转变，以日间为主向全天候转变，

以派单为主向高效处置转变。年内，“城

运通”和“城管通”两套系统累计上报案

件１０４２９７起，结案率 ９９３８％；共受理
“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工单３６０８件，结案工
单总量３７２７件；回访工单总量１５２４件，
实际解决工单１０３３件，工单平均处置时
间缩短，居民满意度大幅提升。城市运

行平稳有序，开展企业安全检查１０８９家
次，发现安全隐患 ３９４７条，当场整改
３０５３条，限期整改８９４条，至年末全部整
改完毕。

８月７日，友谊路街道第八宫格暨宝山体育中心党群服务站揭牌 丁　恬／摄影

【市容环境】　２０２０年，友谊路街道坚持
巩固无违创建成果，存量违法建筑应拆

尽拆，全年累计拆违６５２４９７平方米，完
成率１２９４％，率先在辖区内２个居民区
实行存量违法搭建集中注记试点工作。

至年末完成５条“美丽街区”路段建设，
炮台村南杨家宅“美丽乡村”达标村建

设工程通过验收。配合区滨江大道贯通

工程，打造具有友谊特色的“环滨江生活

圈”。应对塑料污染，成立街道塑料污染

治理工作推进领导小组推进治理工作。

全年完成８家商铺的截污纳管工作以及
２３家排污许可登记管理工作及 ２家餐
饮油烟在线监控，２家两违企业完成整
改，做好登记备案。特聘８名民间河长

共同对河流巡查和水环境监督，带动社

会力量参与治水。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制定“居住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职

责”，完成７２个两网融合服务点提升改
造，有效运行“１个中转站 ＋９４个服务
点”两网融合体系，日均回收垃圾约４９
吨。成立市容卫生自查自检队伍，做到

问题“反复查、查反复”。全年开展各种

形式宣传共计１３７次，受众２８５８８人次，
发放资料２６万份，发放宣传品４８１４份，
促使居民区、沿街商铺、社会单位垃圾分

类减量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消防安全】　２０２０年，友谊路街道持续
推进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综合治理工

作。采取分人包片、责任到人的方式，开

展电动自行车楼道违规停放（充电）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发挥基层社

会治理“一张网”的作用，共计暂扣违规

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８３辆，增设小区
充电桩１２００余个，推动居民区电动自行
车规范停放（充电）。街道紧盯老旧小

区、人员密集场所、群租房等重点隐患单

位，全面开展网格化隐患排查治理，依法

依规督促整改。开设“３３７１２３４５”有奖举
报平台，建立每周排查、安全隐患有奖举

报等一系列城市安全常态化管控机制，

鼓励市民参与消防安全隐患有奖举报工

作，形成全民关注消防安全的氛围。

【社区建设】　２０２０年，友谊路街道推进
重大实事工程启动建设，加快实施小区雨

污混接改造工程，５６个小区共２４９万平
方米雨污混接改造工程全面竣工。引入

“社区规划师”，深入社区现场踏勘，对社

区道路整治、绿化景观提升、停车设施优

化、公共空间微更新等项目设计、实施，进

行技术指导，帮助社区更新项目达到更好

品质要求。友谊路街道着力改善居民生

活环境，编制“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指

导手册”“居民使用公约”，推进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工作，共有３台电梯完成加装并
投入使用，１８台电梯开工建设，３４台电梯
完成备案，有序推进４个小区共３５台老
旧电梯的维修、改造、更新工作。完成长

滩第一居委会选举，落实长滩社区公共活

动空间装修及运营的招标事项，基本完成

公共空间的装修，拟定公共空间服务要

求，制定运营策划方案，依法依规顺利推

进长滩生活服务共同体建设。

【平安建设】　２０２０年，友谊路街道加强
驻点部位驻点守护，在住宅小区、街面商

铺、轨交站点形成“全方位、全覆盖”的

平安志愿者巡逻体系。“五一”“十一”、

进博会期间共发动平安志愿者参与服务

１万余人次。加强重点人员排摸管控，
对涉及禁毒、邪教、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等

重点人员，开展风险评估，落实“三定”

措施，确保管控到位。深入开展平安创

建工作，推动平安建设向物业管理企业、

行业场所等管理薄弱环节发展延伸。持

续推动高科技智能安防设施应用，汇总

共享“公安、网格、居委”三方公共数据，

共接入街面探头６２８路，布设小区雪亮
工程探头１０９４路，形成网格化案件与高
清探头的视图联动，做到封闭性小区“雪

亮工程”人脸识别、高清监控１００％全覆
盖。１１０接警总数比上年下降 １１４％，
盗窃类案件接警数下降２０４％，诈骗类
案件接警数下降１５％。通过开展“４·
１５”国家安全教育日、“６·２６”国际禁毒
日集中宣传活动等，依托公众号、门户网

站、新闻媒体，实现多层次多方位全覆盖

宣传，提高群众对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和

参与率。全年累计发放宣传折页、宣传

手册４万余份、宣传品１万余份、宣传海
报１千余份，受众超过５万人次。

【党建工作】　２０２０年，友谊路街道以“四
史凝心，红帆聚力”为主题，做好“学深学

透、实干实践”２篇文章。以体系化阵地、
项目化设计和品牌化供给，实现“月月有

主题、周周有展演、日日有活动”，推进

“四史”学习教育。构建“１＋３＋９＋Ｎ”学
习教育体系与阵地，形成一套“四史”学

习教育保障机制；组建一支领导干部带头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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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骨干讲师队伍；整理一批“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学习课件；打造一批“线下”精

品党课；绘制一张“红色地图”；建立一套

“四史”学习教育书库；推出一批文艺节

目和作品，用“七个一”保障“四史”学习

教育成效。全年累计组织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１５００余次，“党课开讲啦”活动 ３９
次，基层党组织书记专题党课２８５次。开
展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指导社区内各级党

组织积极推进规范化建设的学习与落实。

防疫期间，依托新媒体平台，首创“空中”

微党课，邀请街道理论宣讲团、社区党校、

居民区书记、志愿者走进“云课堂”。社

区党校推出８６个课程，推出３６堂“四史”
教育专题党课和微党课，供基层党组织预

约学习。街道以区域化党建联席会为平

台，促进社区单位、“两新”组织共商共

治，签订“共享车位”协议。按照“六个

一”标准，新建、改造宝莲城、长滩“聚谊

家”等９个党群服务枢纽站，进一步做实
覆盖城区、三建融合、共治共享的综合性

服务空间。率先实现党建网格与城市运

行网格的“两网融合”，打通街区、社区，

为党建引领城市运行、解决群众急难问

题。完成长滩社区“聚谊家生活服务共

同体”建设，创新社区公共空间运营管理

新模式。

【依法治理】　２０２０年，友谊路街道规范
调解协议书制作，全年共计调处矛盾纠

纷５０２起，调解金额 ７７８万余元，制作
调解协议书１４２份，未发生因调处不当
而引发的民转刑案件。启动物业纠纷调

解项目，购买专业调解组织服务，以“定

点式＋顾问制”的模式，参与、指导辖区
内房地物业纠纷。依托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站室建设，以片区化服务模式与５家
律师事务所进行结对，配备法律顾问，建

成覆盖全街道线上、线中、线下“三位一

体”的“１＋３９”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一
社区一法律顾问”全覆盖。全年接受法

律咨询１７０６人次，办理法律援助初审９
件，举办讲座５２次，受益１９４５人次。律
师参与调解 ３９起。举办法治讲座 ２４
场，受众 １９２０人次，参与社区调解 ２５
起，参与社区便民服务设摊咨询 ２０余
场，解决居民法律服务零距离问题。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２０年，友谊路街道
落实领导“点位长”包干负责制、问题整

改落实不力责任人诫勉谈话制等措施，

开展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辖区内

３８个居委 ８４个小区每个入口周边、主

次干道、道闸安装醒目创全标识，制作墙

面宣传栏、绿化带插牌、彩绘、道旗、海报

等７１１处，张贴牛奶箱宣传帖 １０５万
张，调查问卷８０００份，发放宣传品８０００
份，发放创全市民手册１５万份，发动各
类志愿者近２万人次参与１８３千米全
域路段执勤，开展各类主题宣传活动 ３
场，完成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区）创建工

作。研究制定“友谊路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分中心工作领导小组组成成员名

单”“友谊路街道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分中心工作的实施意见”，逐步推进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 ２大功能
体、９个片区枢纽分站和３９个居（村）实
践站的布局建设。通过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综合服务平台系统，成功与市志愿者

协会、区教育、区文旅局、团区委等单位

完成７个条块联动项目对接，拓展志愿
服务功能。

【开辟全区首家“一网通办”２４小时自助
服务区】　２０２０年，友谊路街道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开辟全区首家２４小时
自助服务区，共设“综合咨询”“智能办

理”“自助查询”“自助取件”４个功能区
块，提供社区事项３６个，非社区事项３０
个，开启政务服务从３６５天“全年无休”
向７×２４小时“全天候”服务，实现服务
时间“不间断”。同时设立社区公共服

务受理延伸点，覆盖辖区３８个居委会，
下沉１１个条线５１项业务，实现服务空
间“全覆盖”。

【建设社区大数据云平台】　２０２０年，友
谊路街道整合“四级”（即市、区、街道、

居委）平台数据信息，开发建设“友谊

云”社区管理信息平台，将现代科技与社

会治理深度融合，依托大数据技术，将便

民服务、民生保障、社区安全等纳入全域

服务大数据网络，实现精准定位服务。

平台包含人员标签、居务管理、政策查

询、问题闭环处置等多项功能，设置１７
个大类、１０３个一级标签和４２个二级标
签，至年末，３８个居民区全面启用，基本
实现实有人口“一网更新”、基础资料

“一网查询”、综合数据“一网分析”。

（朱晓婷）

吴淞街道

【概况】　吴淞街道位于宝山区东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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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个居民委员会。至２０２０年末，有户籍人
口２８１１２户、６９８３９人，列入管理的来沪
人员２６３２９人；计划生育率９６７％。街
道党工委下辖行政党组、社区党委、２７
个党总支、１７０个党支部，在册党员５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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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疫情防控】　２０２０年，吴淞街道成
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和７个专项工作
组，统一调配机关干部、各基层事业单位

干部、各中心工作人员、区级机关下派干

部下沉至２８个居民区和各重点部位，增
援社区防疫工作。精准对路开展各项防

疫工作，在口罩预约登记中，针对老年

人，推出电话预约和短信预约方式；针对

门责单位、企业公寓房等部位的疫情防

控，探索实行“路长制”“点长制”＋“标
签化”管控模式。对“城中村”南杨家

宅、“厂中村”新民村、旧改基地和丰区

域等治理难点所分别采取不同方式的封

闭式管理措施，基本实现“守好门、管住

人”的目标。

【旧区改造】　２０２０年，吴淞街道实施吴
淞西块９１号地块最后一户动迁户司法
强迁，按既定目标推进９０号地块安置房
建设，桃园新村旧住房成套改造工程收

官，二纺老工房“拎马桶”改造工程竣工

验收，跟进吴淞东块旧改，落实封闭式管

理、危房检测加固等管理措施。

【规划引领地区转型升级】　２０２０年，吴
淞街道精心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深

度融入宝山打造成为上海科创中心主阵

地和推进“双城战略”，重点突出“三个

吴淞”的发展定位和“两带四区”发展布

局。继续跟进吴淞东块控详规划，更新

调整和丰区域、沪客隆等重点板块，为区

域整体转型升级打下基础。聚焦吴淞创

新城建设，协调推进半岛１９１９地块整体
开发和吴淞大桥以南工业区企业转型升

级，在规划编制、项目引进、环境提升等

方面，助力企业发展，带动城市更新。以

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为契机，依托“三区”

（社区、航运开发区和园区）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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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街道“四史”学习教育红色地图 吴淞街道／提供

开展常态化企业调研，做强企业服务、优

化营商环境。

【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　２０２０年，
吴淞街道重点攻关环境突出问题，拆除

违法建筑３５０３３平方米，打击非法加油
经营点位２个，持续巩固垃圾分类示范
街镇创建成果，改善沿街商铺垃圾分类

相对薄弱的情况，实施 ３６个小区 ８３５
万平方米雨污混接改造工程。有序推进

“两张网”建设，挂牌成立街道城市运行

管理中心，通过网格大数据监控平台和

“门责二维码”管理，逐步实现“一屏观

天下、一网管全城”目标，城市网格化管

理的组织体系与工作机制得到进一步完

善，网格工单、“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完成预
期指标。“一网通办”２４小时自助服务
区试运行。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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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吴淞街道聚
焦为老服务，推进大健康体验中心和 ３
家居委会老年活动室改造，启动吴淞敬

老院整体改造，新建为老助餐点启用，长

护险服务受益覆盖 １３１６人。整合执法
管理和志愿服务力量，配合做好吴淞滨

江示范段贯通保障工作。

【社区文体建设】　２０２０年，吴淞街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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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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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实施“老来乐”文化服务

公益项目，开展社区文艺团队才艺展示、

社区文艺培训、社区巡回展演、慰问敬老

院、社区文艺骨干培训等活动。组织金

波浪艺术团及社区文艺团队深入社区举

办各项文艺培训、展演及街镇优秀节目

配送演出，传承发扬“百年吴淞”文化，

推进吴淞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完成吴淞

铁路车站遗址改造工程。

【平安建设】　２０２０年，吴淞街道制定疫
情防控期间信访稳定工作预案，协调做

好信访接待和解释疏导工作，密切关注

疫情期间上访老户、投资受损人员、历史

遗留问题等重点群体的各类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全力抓好国庆、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第三届进博会等重要节点期间

社会面防控、信访稳控和安全保障工作。

积极探索“智慧社区”建设，建成运行街

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心，同步完

成各居民区分中心建设，实现区、街道、

居委综治中心三级联网。以“一网统

管”建设契机，推动资源整合，将雪亮工

程、“智能安防社区”建设、街道综治中

心、街道信访办、派出所、房管所等资源

进行整合，实现数据共享、信息互通，综

治中心与城运中心互为赋能。在海滨八

村一、二居委开展加强版智能安防样板

小区试点建设工作，改造提升基层综治

中心硬件设施水平。开展对独居老人等

重点人群用电安全的排查整治，因地制

宜建设非机动车集中充电设备。深化法

治建设，成立街道依法治理委员会及其

办公室，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

【基层党建工作】　２０２０年，吴淞街道深
入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绘制吴淞“红

色地图”，成立由３６名年轻干部组成的
“满天星”宣讲团，开展红色点位志愿宣

讲活动。激发网格化党建活力，探索推

行网格长轮值制和共性事项约请制，以

党建网格为单位，成立４个优秀书记工
作室，在“创全”“四史”学习教育、垃圾

分类等重点工作中充分展现网格化党建

实效。举办居民区书记培训班、社工培

训班和“书记沙龙”等培训，全面开展居

民区班子状况调研，提拔调整一批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和副书记。

【举办“大国点名，没你不行”为主题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题宣传活动】　９
月２４日，吴淞街道在诺亚新天地广场开
展以“大国点名，没你不行”为主题的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

设立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

料、开展知识问答等形式，深入宣传人口

普查的重要性和要求，解答人口普查的

目的、意义和内容，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解答群众疑问，倡导居民群众自觉支持

并配合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及时提供真

实、准确、完整的普查信息。 （赵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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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吴淞街道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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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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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吴淞街道居委会

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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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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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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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庙街道

【概况】　张庙街道位于宝山区南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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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户籍人
口１１７２８５人，常住人口１５９８８５人，列入
管理的来沪人员２４１７６人，户籍人口减
少２０２人，常住人口减少２３５人，列入管
理的来沪人员增加 １１１３人。户籍人口
自然增长率 －９５３‰，人口出生率
３６９４‰，户籍人口密度 ２２５９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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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运行管理中心１个，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１个，图书馆２个、分馆１０个。建有
公共运动场 ３个，居民健身苑（点）７５
个。街道下辖党总支３４个，基层党支部
２００个，在册党员８３８１名。年内，街道获
得上海市文明社区、上海市平安社区、上

海市禁毒工作的先进集体等集体荣誉。

张庙街道办事处地址：呼玛路８００号。

１０月２３日，通河六村１２５号等５部电梯竣工及集中交付仪式举行 张庙街道／提供

【老旧住房成套改造】　２０２０年是“三年
全面启动五年基本完成”旧改目标任务

的开局之年，张庙街道围绕“开工７幢、

完工５幢”目标，配强工作队伍，健全旧
改办、居委会、第三方签约机构协同工作

推进机制，加速推进泗塘一村成套旧改

攻坚战。年内，２号地块二期和 ４号地
块共５２０户，成功签约共４６９户，完成签
约率９０１９％，归档签约协议４５３户。

【生活垃圾分类】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成
功创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镇，

街道３３个居住区、３５家单位的达标率
基本稳定在１００％。街道组建８５０人的
志愿者队伍和１６０个分拣指导员队伍，
举办培训３０场，３０００人次。签发垃圾分
类承诺书及告知书 １５００００余份，海报
５０００余张，主题活动宣传９０余场，发放
宣传手册５万余册，各类小宣传品４万
余件。发放居民分类桶５２５０个，商品房
撤桶建垃圾厢房２８个。改建大楼管道
式厢房１０幢，改建建筑垃圾规范堆点２
个，改造老旧小区厢房２５０个，制作建筑
垃圾堆放点标识１０００块；更新分类垃圾
桶１８５０个，更新垃圾分类标识牌、两网
融合标识牌、驳运车标识牌等 １０００余
块；建成两网融合中转站（５６０平方米）１
个，两网融合收集点４２个（其中１１个为
智能型）；新增餐厨垃圾清运车及湿垃圾

清运车各１辆；八桶位车１辆，冲洗车１
辆；１７４个投放点配备洗手装置、破袋
器、除臭设施，１７４个投放点安装监控、
声控、探头；配置规范短驳车辆２００辆；
聘请一支专业第三方队伍，指导垃圾分

类工作；聘请２支小区环境治理队伍共
４０人，加强小区、门责垃圾分类工作。
城管中队加大专项执法力度，共开具整

改通知书３６份，行政处罚决定书１０份，
处罚金额７６１０元。

【“创全”工作】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持续
开展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组建 ６６
人的点位指导员队伍、２２３人的职能科
室下沉队伍、１００人的第三方值守力量，
３７人的“创全”青年突击队等开展创全
工作。通过发放宣传海报、悬挂道旗、设

立绿地景观牌等方式大力进行创全宣

传，营造全员参与、全员知晓氛围。在区

“同创全国文明城区、共建宝山美好家

园”劳动竞赛中，街道办事处、共建单位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获先进集体三等奖，

呼玛一村第二居民委员会获先进班组三

等奖。

【“美丽街区”创建】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
推进呼玛路（共和新路—通河路）、通河

路（一二八纪念路以南）、共江路（爱辉

路—虎林路）等道路的沿街门头、围墙、

绿化改造。完成通河路新建文化中心周

边配套道路、绿化改造提升工作，完成泗

塘一村、通河一村等居民区门头改造及

门岗、物业标准化建设１０个。

【“美丽家园”创建】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
完成１０个住宅小区主要出入口（门岗）
和管理处规范化建设，改进物业服务行

业窗口形象。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新

增立项１５台，完工１２台，初步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样板。１１月，完成３个标段
的小区雨污水混接改造工程。

【区域环境保护】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落
实“河长制”，利用“上海河长”ＡＰＰ加强
巡河频度，一级河长旬巡２０次，河长办
开展巡河 ４０余次、居民区河长每日巡
河。开展河道周边环境整治工作，集中

开展清理活动４次，清理河道周边新增
垃圾２０余吨。持续做好道路扬尘防治
工作，夯实街道“片长制”工作要求，协

调城管、网格中心、绿化养护和道路保洁

等单位做好扬尘控制工作。督促１２家
企业完成排污许可登记，６家企业完成
办证，完成危废年度管理计划备案

１３家。

【一网统管】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按照
有关技术标准完成通河路 ５９０号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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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大厅建设工作，建筑面积约２１０平
方米，城运指挥大厅显示大屏、联合办

公区、应急指挥室、内部装修等已完成

硬件建设，完成标识标牌等视觉识别体

系设计和安装，完成工位办公网络、通

信线路迁移接入。加快搭建“１＋３＋
Ｎ”体系框架，完善城市运行综合管理
平台和城运系统派单模块运行，汇聚公

安、政法视频云、张庙综治专网视频监

控数据，已接入辖区视频监控约 ３０００
路。注重开发街道特色应用“智慧庙

街”，着力弥补城市街面管理短板，提升

城运平台“观、管、防”功能。安装高空

鹰眼，对所在网格区域进行全天候实时

监控，以大数据为支撑，实现城市管理

问题的可视化、可控化、可追溯。通过

高空鹰眼全景相机，直观了解街面实时

现状，并对可能出现的上街沿乱停车、

占道经营、乱扔垃圾等各类城市问题开

展精准、快速处置。１０月，新启用的城
运网格化系统平台运行，网格监督员共

上报一般流程标准案件 ３９０８件，自发
自处简易流程案件 １７１９７件。受理区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转派工单 ４９４８
件，先行联系率 １００％，按时办结率
９９８％，满 意 率 ６１％，实 际 解 决

率５９％。

【城市执法管理】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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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管控确保街面环境。

落实对辖区道路的各类商铺及相关施工

工地进行强化防疫防控期间宣传管控，

通过发放防疫告知书、宣传海报等形式，

引导相关单位、个人共同做好卫生防疫

消毒工作。中队出动执法人员共计７２０
余人次、检查宣教商铺９５０家，施工工地
３家，发放疫情告知书７３０份、防疫报纸
４７０份、宣传海报１２０余份、督促教育整
改６２家。拆除存量违法建筑５０００平方
米。加强垃圾分类检查执法，查处生活

垃圾类案件９起，处罚金额１２５６０元，查
处餐饮单位未按照要求建立餐厨废弃油

脂记录台账３起，处罚金额６０００元；查
处未办理餐厨垃圾申报手续８起，处罚
金额８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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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出动执法人员１６０余人次，清
理各类侵占楼道废旧垃圾３０余吨、规范
楼道乱停车１７０余辆、拆除楼道私装铁
门９扇，楼道架空构筑物近７０平方米。
“１２３４５”“１２３１９”投诉总量５９７起，比上

年下降３３％。

【住房保障管理】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加
强小区业委会建设，完成５个小区的换
届改选及首个商业物业的业委会组建工

作，组建率９５％以上。加强维修资金管
理，推进维修资金补建工作，呼玛三村北

块小区和泗塘大厦小区已启动维修资金

的续筹工作。开展宝山区第八批次本市

户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和第二批次非本

市户籍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受理工

作，张庙街道共受理１８５户，咨询量１９５０
件，初审符合数１６３户。

【食品安全工作】　２０２０年，街道食安办
共组织检查经营单位３２４家次，消除安
全隐患６９项，有效防范食品安全事故的
发生。“两节”期间多部门联合执法督

查、居民区“社区通”全民参与食品安全

大检查、宣传活动等以宣传周活动契机，

开展５次食品安全主题宣传、３次食品
安全宣讲、集中针对协管员、信息员、居

民等管理人员培训１次。发放宣传资料
１９００余份，培训１５０余人。２０２０年街道
食安办把食品安全期刊作为特色工作上

报区级食药安办。建立３３个居民区信
息台账，将每次食品安全检查情况均录

入信息，及时跟踪隐患发现和整改情况。

【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
道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托管居家养老工

作，强化服务员队伍建设，为２３７名服务
对象提供居家养护服务；开展“长护险”

照护服务，上门服务对象２８２１人。对８
个日间照料中心委托专业第三方进行托

管运作，在规范化建设、运行管理制度、

配套服务质量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抓

好为老实事项目建设，建成共江路为老

服务分中心并试运行，完成４个居民区
（呼二、呼三一、泗七、泗四三）２１７个楼
道的扶手安装施工，改造２个居民区（通
一、呼一三）标准化老年活动室，新建１
个居民区（泗塘）老年助餐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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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龄居家宝”“银龄 ｅ
生活”共为１４５００余位老人提供关爱服
务，７０岁以上老人覆盖率７０％以上。

【社区民生服务】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严
格执行救助政策，严格落实复审、培训、

例会、讲评工作制度，定期对低保对象进

行经济核对审查，依据居民经济核对报

告，严格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即退；完善

《临时救助实施办法》，规范应急救助申

请、审核、审批流程；推进社会救助保持

常态化，确保各类补贴经费及时足额发

放，年内累计实施低保、重残、特困、殡

葬、医疗以及临时性救助１０５２万余人
次、发放救助金 ７１００余万元。开展元
旦、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一次性帮困

３２００余人次，发放帮困资金１０５万元；开
展“爱心助老”实物帮困 ６９人、６９万
元；完成大学生助学帮困７４人、２９６万
元；开展应急性帮扶救助工作，累计实施

项目帮扶、个案帮扶共计２３８人次，帮扶
金额８５９万元。协调解决４名精神疾
病对象入住医院治疗，落实救助资金

８６万元。

【双拥优抚】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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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６６人
次、发放金额３３５０９０９９元；组织“春节”
“八一”走访慰问活动，覆盖２０１名优抚
对象和全体现役军人；开展“关爱功臣”

系列活动３次；完成退役军人悬挂光荣
牌６３户、６３人；现役军人军属悬挂光荣
牌６户、６人。

【社区文化体育】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积
极开展市、区级各类文化配送工作，共完

成市、区级公共文化配送２１场、居村四
级配送１５５场、市民修身导赏活动４场。
开展２０２０年上海市民文化节“社区日”
嘉年华系列活动、举办“忆老街·伴十载

·爱永在”第十届张庙社区老街·新居

市民文化节开幕式及闭幕式；２０２０年
“异香百姓大舞台”文艺演出３场。组织
开展“守望相助·抗击疫情”冰箱贴

ＤＩＹ、“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亲子黏土制
作、“学四史 守初心”迎国庆红色电子小

报制作、“童眼看科普，小手捏彩泥”之

进博吉祥物制作等张庙社区特色活动。

文化中心文艺团队积极参加市、区、街道

各类文艺比赛及活动，张庙街道舞蹈队

获２０２０年第四届宝山星舞台总决赛二
等奖、张庙街道乐邻合唱团获得２０１９年
社区群众文化示范团队。响应２０２０年
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累计参加各

大赛事１０场次，参赛１２４人次。配合开
展２０２０年全民健身活动的调查抽样；组
织２００人参加宝山区第五次国民体质监
测；开展２０２０年度共计２００名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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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质监测工作；排摸 ３３个居民区 ７２
个健身苑点情况，安排巡查人员每周巡

查健身苑点设备情况；完成建设通河七

村二居委和通河九村 ２条市民健身
步道。

【社区创业就业】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克
服疫情影响，加大宣传指导，强化“稳就

业”就业政策落实。依托地区资源，线上

线下结合，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招聘会

等活动，收集岗位、服务企业、服务求职

者。做好专项补贴受理，严格把关确保

资金安全。共举办 ３场现场、２场线上
招聘会，共意向录用１８５人；城镇登记失
业人数２０３０人，控制在指标数 ４９８２人
以内。妥善化解处理劳资矛盾，构建和

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消除劳资隐患 ３５
起。结合辖区实际建设标准化的仲裁巡

回庭，案件受理总量２０３起，已结案２００
起，调解成功率８６％（指标为６８％），先
行处置率及委托接待率均达１００％。

【一网通办】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依托
“一网通办”总门户，连接全市政务服务

窗口管理系统，统一服务标准，拓展服务

渠道。通过中心微信、微博等线上平台

推广，线下通过中心办事大厅、居民区公

共客厅张贴宣传海报、展示易拉宝等，迅

速提升居民群众知晓率，实现线上线下

优势互补、融合发展。在事务中心服务

大厅开设自助服务区域，布设综合类自

助终端，进一步深化“一网通办”改革工

作，推动智能服务进社区。鼓励居民自

助办，有效实现便民利民工作目标。推

进政务服务功能升级，服务事项增至

１９１项，办理各类社区事务１３６９１５件、全
市通办６６７２２件、一网通办６９９件。

【社区居民“公共客厅”】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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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河四村

３０版本社区居民“公共客厅”的基础
上，积极推进“公共客厅”标准化建设，

完成中期评估评审，９月特邀上海市标
准化协会主任开展标准化基础培训以及

相关宣贯宣传，１０月完成标准化上岗证
培训并取得相关证书。推动通河七村第

二居民区社区居民“公共客厅”建设，已

完成平面布局和设计方案。

【社区通】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社区通”
平台上线居民 ４８０５７人、党员亮身份
４４５０人，发布公告３６５３３条，解决居民提

出的问题８５１８个，解决率９９９％。加速
推进议题转化，自下而上议题由民提出，

“松绑”居委“双手双脚”赋能社区活力。

通过社区公告、党建园地、议事厅、物业

之窗、业委连线、警民直通车等功能版

块，让群众办事不用多头跑、到处找，遇

事社区通上找，实时发现群众“痛点”、

民生“堵点”，实现精准治理。社区通热

议议题转化为项目共计６２个，其中已完
成项目 ５０个，其余项目都在稳步推进
中。除了热议议题转化为项目外，另外

还产生公约３１３个，倡议２９个。

【社区自治共治】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完
成社区治理类公益项目 ５个、资金
２３０６２万元，“小小蒲公英”公益项目获
得宝山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社区公益服
务优秀项目。开展“活力楼组”项目，打

造“活力楼组”９０个，完成１２个特色版
楼组、２２个提升版楼组、５０个基础版楼
组创建，完成楼道变装、旧貌换新颜、楼

组主题、楼道文化建设。推动社区达人

成长计划项目，在培育发展原有８６名社
区达人的基础上，通过线上招募和线下

居委走访，新挖掘调解类达人１７人，覆
盖居委、居民、律师等力量。开展达人进

学校活动１６次，授课内容包括书法、太
极、布艺堆画，约６６０次参与。

【社区发展服务】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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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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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和质量诚信

建设工作。

【基层党建】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整合辖
区党史教育资源，挖掘具有张庙特色的

“四史”红色记忆，打造“初心·前行路”

和“使命·变革路”２条“四史”学习教育
现场教学路线和地图，街道各基层党组

织累计开展各类“四史”学习教育主题

党日活动 １８００余次。开设党史学习专
栏，推出“党史上的今天”１３４期，推出
“初心微党课”１３期，其中“听我说、谢谢
你”获评宝山区优秀微党课二等奖。加

强党群服务阵地建设，依托党建服务站

点、党员志愿者服务基地、园区、商圈党

群服务站和智航党建共享空间等阵地，

打造“园区通”工作平台，在博济智汇园

以党建为引领推进“园区通”平台建设，

同步配套策划开展２０２０年度“不忘初心
·扬帆共赢”“红帆港”党群系列活动

等，做到线上每周有更新，线下每月有活

动。街道实施“头雁工程”，深化“书记

工作室”内涵，开展新老书记结对工作。

实施“干部增能计划”，积极开展基层党

组织书记、党务干部专题轮训；组织５名
居民区书记参加宝山区基层党组织书记

示范培训班。建好后备干部培养库，启

动年轻干部实践锻炼工作，选派７名机
关、居民区年轻干部到基层一线领导岗

位挂职锻炼。

【社区安全实事项目】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
道落实宝山区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

坚行动方案，已开展消防车通道施划小

区５３个。对１６栋高楼实施消防设施综
合更换，完成７个老旧小区消防实事项
目，新增１０００套“三合一”温感系统，完
成１０个室外充电屋安装，增强消防安全
防御综合能力。

【安全社区】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落实安
全主体责任，与辖区内企业签约 １７８４
份。召开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交通安全

等会议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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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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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安

全隐患整治典型单位３家。张庙街道对
辖区全部沿街１６００余家店铺进行安全
排查，检查中发现违章搭建、“三合一”、

违规电瓶车充电等各类不符合消防标准

商铺共１４６处、要求限期整改６７家，清
退违规住宿人员１３２人，开具检查意见
告知书６０份。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燃气双管员培训等８次，开展“安全生产
月”“交通安全日”等主题宣传活动，增

强群众安全意识。

【平安社区】　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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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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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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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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散青少年、精神病人、吸毒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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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反

恐集中宣传５场，反邪教宣传方面通过
微信公众号推送１５条宣传贴、社区电子
屏宣传３９６次、“一墙一窗”宣传３９６次，
各类大小宣传２０场，宣传进社区视频宣
传合计６６次，巡回展出展板６０块以及
横幅２０条。辖区内１１个平安小区、１４
个平安示范小区，创建率达 ６２％；平安

（示范）单位创建成功率比上年提

升１０％。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
道持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

动，有序推进各类宣传工作，充分运用传

统媒体和新媒体，开展宣传进社区、进楼

宇、进行业，通过张庙综治公众号推送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系列宣传贴，共计 １２
条，累计访问量逾 ３５００次。每月通过
“金数据”平台以电子测试卷形式对居

民区工作人员、物保人员、平安志愿者等

定向推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测试卷，共

计完成８８４１份知识问卷。辖区报警类
１１０总数、两抢类１１０总数及偷盗类１１０
接警数等接警万人率持续下降，分别比

上年下降６６８％、８３３３％及２８７５％。

【信访维稳】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打造
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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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调解组织

共处置“１１０”非警务警情案 ３３５２起，
处置率 １００％。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
受理各类矛盾纠纷 １０９８件，调解成功
率１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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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场，
服务２５００人次。法治讲座５４场次，讲
座 参 与 １８００人 次，法 治 实 践 活 动
１２次。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学校

名称 地址 电话 名称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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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３号、呼兰路７６３号 ５６９９６２６９

上海市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呼兰路８８３号、呼兰路７６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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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居委会

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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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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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数（人） 地址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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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　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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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吴嫣妮

宝山区新任领导人

【陈杰】　男，汉族，１９６９年４
月生，研究生，工学博士，中共

党员。

２０２０年８月起任中共宝
山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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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奕奕】　男，汉族，１９７２年
１２月生，研究生，工商管理硕
士，中共党员。

２０２０年８月任中共宝山
区委副书记。２０２０年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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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１月当选为宝山
区区长。

高奕奕是上海市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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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８免）　陈　杰（２０２０．８任）
副书记　陈　杰（２０２０．８免）　高奕奕（２０２０．８任）

周志军（２０２０．７免）　张　义（２０２０．１０任）
常　委　汪　泓（女，２０２０．８免）　陈　杰

高奕奕（２０２０．８任）　周志军（２０２０．７免）
张　义（２０２０．１０任）　杜松全　沈伟民
苏　平　李　峻（２０２０．１免）　袁　罡
赵　懿　高　飞　王益群　陈永献
徐　静（女，２０２０．３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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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兰（女）　贡凤梅（女）　苏　平　
杜松全　李　峻（２０２０．１免）　李　萍（女）
李远锋（２０２０．８调离）　杨立红（女）
杨金娣（女）　汪　泓（女，２０２０．８免）　沈伟民　
张　义（２０２０．１０任）　张惠彬　陆春萍（女）

陆继纲　陈　杰　陈云彬　陈永献　邵　琦（女）
邵雷明　周志军（２０２０．７免）　赵　平　赵　懿
赵荣根　赵婧含（女）　胡　广　袁　罡
徐　静（女，２０２０．３任）　顾　军（２０２０．１１辞）　
徐佳麟　高　飞　高奕奕（２０２０．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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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１１免）
申向军（２０２０．１１任）

区委研究室

主　任　王伟杰（２０２０．９免）
阳　晖（女，２０２０．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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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　刘正田
区国家保密局

局　长　刘正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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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机要局

局　长　陈　巍（２０２０．１１免）
申向军（２０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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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２免）
徐　静（女，２０２０．３任）

老干部局　局　长　朱显武
公务员局　局　长　吕所良（２０２０．２免）

杜　鹃（女，２０２０．２任）
社会工作党委

书　记　姜玮枫（女，２０２０．８免）
张丽英（女，２０２０．８任）

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吕所良
宣传部（挂区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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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孙　晋
区政府新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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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　吴华朗
区政府民族和宗教事务办公室

主　任　陈继渭（２０２０．１１免）
赵婧含（女，２０２０．１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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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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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建美（女）
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　戴建美（女）
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陈　健（２０２０．１２免）
徐文忠（２０２０．１２任）

党校（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牌子）

校　长　李　峻（２０２０．２免）
徐　静（女，２０２０．３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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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发清（分管日常工作）

人民武装部

政　委　陈永献
部　长　蒋洪波（２０２０．７免）

管　明（２０２０．８任）
教育工作党委（与教育局合署）

书　记　沈　杰
卫生健康工作党委（与卫生健康委合署）

书　记　胡　勇（２０２０．７免）
王　建（２０２０．７任）

建设和交通工作党委（与建设管理委合署）

书　记　袁惠明（２０２０．４免）
胡　广（２０２０．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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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娟红（女，２０２０．４免）　葛　荣　李　鹏
杨　燕（女）　顾伟刚（２０２０．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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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一红（女）　杨　燕（女）
邱大德　沈玉春（女）　沈艳兴　张学智　陈　健
范娟红（女，２０２０．４免）　姜　炜　姜玮枫（女）
莫荣明　徐　磊　徐文忠　高　飞
顾伟刚（２０２０．６任）　崔海龙　葛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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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　潘惠芳（女）　陈　健
委　员　葛　荣　范娟红（女，２０２０．７免）　顾伟刚　黄　忠

翁癑（女，２０２０．７任）

【纪委、监委内设机构及派驻机构】　
办公室 主　任　顾伟刚
组织部 部　长　李　鹏
宣传部 部　长　杨　燕（女，２０２０．６免）
党风政风监督室

主　任　卢雅琴（女）
信访室 主　任　杨斌斌
案件监督管理室

主　任　翁癑（女，２０２０．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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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燕（女，２０２０．６任）
第一监督检查室

主　任　范娟红（女，２０２０．４免）
翁癑（女，２０２０．６任）

第二监督检查室

主　任　章伟国（２０２０．９免）
第三监督检查室

主　任　王鸿木
第四审查调查室

主　任　葛　荣
第五审查调查室

主　任　张海涛
第六审查调查室

主　任　章小鹏
案件审查（法规）室

主　任　黄　忠
第一派驻纪检监察组

组　长　朱锦忠
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

组　长　沈艳兴
第三派驻纪检监察组

组　长　莫荣明
第四派驻纪检监察组

组　长　李　慧（女）
第五派驻纪检监察组

组　长　钟　轶（女）
第六派驻纪检监察组

组　长　何　蔚（女）
第七派驻纪检监察组

组　长　施洪俭
第八派驻纪检监察组

组　长　龚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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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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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杰（２０２０．９免）
高奕奕（２０２０．９任）

人民政协党组

书　记　丁大恒
人民政协机关党组（２０２０．６成立）

书　记　李　明（２０２０．６任）
人民武装部党委

第一书记　汪　泓（女，２０２０．８免）
陈　杰（２０２０．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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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１１免）

总工会党组

书　记　王丽燕（女）
妇女联合会党组

书　记　虞春红（女）
工商联合会党组

书　记　潘卫国
归国华侨联合会党组

书　记　曲国莉（女，２０２０．１１免）
阎丽伦（女，２０２０．１１任）

残疾人联合会党组

书　记　朱顺彪
红十字会党组

书　记　俞　晟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书　记　丁炯炯（２０２０．１任）
经济委员会党组

书　记　胡　广（２０２０．４免）
潘振飞（２０２０．４任）

信息化委员会党组

书　记　沈轶群
商务委员会党组

书　记　张　彬（２０２０．７免）
叶　强（２０２０．７任）

科委（科协）党组

书　记　王正平（２０２０．７免）
刘建中（２０２０．７任）

农业农村委员会党组

书　记　张丽英（女，２０２０．８免）
张建平（２０２０．８任）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

书　记　蒋伟民（２０２０．１１免）
陆洪兴（２０２０．１１任）

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党委

书　记　黄　辉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党委

书　记　张　杰
民政局党组

书　记　贡凤梅（女，２０２０．７免）
邵　琦（女，２０２０．７任）

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

书　记　丁连俊
司法局党委

书　记　贾中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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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记　周裕红（女）
财政局党组

书　记　梅　勇
审计局党组

书　记　张晓宁（女）
统计局党组

书　记　阳　晖（女，２０２０．９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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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邵军（２０２０．９任）
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书　记　王一川（女）
体育局党组

书　记　孙　兰（女，２０２０．７免）
张　彬（２０２０．７任）

生态环境局党组

书　记　石　纯（女）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

书　记　王　静（女，２０２０．１２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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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记　施永根（２０２０．１１免）
杨　辛（２０２０．１１任）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

书　记　钱荣根
水务局党组

书　记　沈　强
民防办公室党组

书　记　赵志敏
应急管理局党组

书　记　苏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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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凤梅（女，２０２０．１当选）　蔡永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忠明（２０２０．１当选）王新民　牛长海
方玉明　邓士萍（女）　朱永其　华建国
刘　雁（女，２０２０．１当选）　李　娟（女）
沈学忠（２０２０．１当选）　张海宾　陆　军
陆伟群（女，２０２０．１当选）　陆进生
陈亚萍（女）　邵　琦（女，２０２０．７辞）
郑静德（２０２０．７辞）　姚　莉（女）
徐　滨　郭有浩　诸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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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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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　郭有浩（２０２０．１１免）
詹　军（女，２０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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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滨

审判、检察机关

【区人民法院】　
院　长　王国新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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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杰（２０２０．９免）

人民政府

【宝山区人民政府】　
区　长　陈　杰（２０２０．１当选，２０２０．９辞）
副区长　高奕奕（代区长，２０２０．９任）　苏　平　袁　罡

王益群　陈尧水　陈筱洁（女）　陈云彬
黄　辉　倪前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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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向军（２０２０．１２免）
区政府研究室

主　任　申向军（２０２０．１２免）
外事办公室

主　任　申向军（２０２０．１２免）
合作交流办公室

主　任　申向军（２０２０．１２免）
机关事务管理局

局　长　范建军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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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丁炯炯
经济委员会

主　任　夏永军（２０２０．３免）
石明虹（２０２０．３任）

信息化委员会

主　任　沈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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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　长　叶　强
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主　任　袁惠明（２０２０．９免）
朱众伟（２０２０．９任）

交通委员会

主　任　朱众伟
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　任　石明虹（２０２０．３免）
刘建中（２０２０．７任）

农业农村委员会

主　任　张丽英（女，２０２０．９免）
张建平（２０２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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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１１免）
陆洪兴（２０２０．１１任）

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　任　蒋伟民（２０２０．１１免）
陆洪兴（２０２０．１１任）

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局　长　黄　辉
政　委　陈英武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

局　长　张　杰
民政局（挂社会组织管理局牌子）

局　长　贡凤梅（女，２０２０．３免）
邵　琦（女，２０２０．７任）

社会组织管理局

局　长　贡凤梅（女，２０２０．１免）
邵　琦（女，２０２０．７任）

司法局 局　长　沈海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局　长　黄雅萍（女）
医疗保障局

局　长　周裕红（女）
财政局 局　长　李　岚（女）
审计局 局　长　张晓宁（女）
统计局 局　长　阳　晖（女，２０２０．９免）

沈邵军（２０２０．１１任）
教育局 局　长　杨遇霖
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　任　罗文杰
文化和旅游局

局　长　王一川（女）
体育局 局　长　孙　兰（女，２０２０．７免）

张　彬（２０２０．７任）
生态环境局

局　长　石　纯（女）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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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永根（２０２０．１１免）
杨　辛（２０２０．１１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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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强
海洋局 局　长　沈　强
民防办公室（挂人民防空办公室牌子）

主　任　张未稢
应急管理局

局　长　沈　斌
市场监督管理局（挂知识产权局牌子）

局　长　顾　瑾（女）
知识产权局

主　任　顾　瑾（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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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江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主　任　江瑞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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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碧艳（女）　罗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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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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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强　李道琪　杨兴华　杨振荣　吴永旭
吴朝坤（２０２０．１当选）　汪文德　沈伟民
张　青　张　蕾（女）　张明华　陈　青（女）
陈泓斌（２０２０．１当选）　邵东明　邵金如（２０２０．１２辞）
林鹏耀　周汉康　郑晓远　赵　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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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艳（女）　徐子平（２０２０．１当选）　陶　侃
陶华强　黄传军　康　锐（女）　彭铁禄
蒋勤芳（女）　裘东方　蔡　瑾（２０２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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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　俊　陈志洪　汪智勇　陈文莉（女）
倪　袁

【区政协工作机构】　
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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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　潘卫国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主　任　魏廉虢
教科卫体委员会

主　任　喻碧波（２０２０．１２免）
刘新宇（２０２０．１２任）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主　任　施　刚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主　任　 凌　岚（女）
企业发展委员会

主　任　侯　艳（女）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主　任　张建国（２０２０．１０免）
马家伟（２０２０．１２任）

民族宗教和港澳台侨委员会

主　任　刘发林

民主党派

【民革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陆　军

【民盟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蔡永平

【民建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　岚（女）

【民进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康　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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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子平（分管日常工作）

【共青团宝山区第十届委员会】　
书　记　潘振飞（２０２０．４免）

杨文杰（２０２０．４任，２０２０．１１免）
魏　明（２０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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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平（分管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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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振飞（２０２０．７辞）

杨文杰（２０２０．７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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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建斌
张庙街道党工委

书　记　陆洪兴（２０２０．１１免）
施永根（２０２０．１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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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路街道党工委

书　记　邵　琦（女，２０２０．７免）
姜玮枫（女，２０２０．８任）

杨行镇党委

书　记　邵雷明（２０２０．１１免）
陈　江（２０２０．１１任）

罗店镇党委

书　记　瞿新昌
月浦镇党委

书　记　王　建（２０２０．７免）
李　强（２０２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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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佳麟
高境镇党委

书　记　张惠彬（２０２０．１１免）
高虹军（２０２０．１２任）

庙行镇党委

书　记　阎丽伦（女，２０２０．１１免）
陈　巍（２０２０．１１任）

淞南镇党委

书　记　赵婧含（女，２０２０．１１免）
张惠彬（２０２０．１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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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梦娴
张庙街道办事处

主　任　张建平（２０２０．８免）
黄一欣（２０２０．８任）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主　任　邢　彤
杨行镇 镇　长　陈　江
罗店镇 镇　长　李远锋（２０２０．１０辞）

王伟杰（２０２０．１０当选）
月浦镇 镇　长　李　强（２０２０．８辞）

陈　俊（２０２０．８当选）
顾村镇 镇　长　陈一岚（女）
大场镇 镇　长　刘建中（２０２０．８辞）

孙　兰（２０２０．８当选）
罗泾镇 镇　长　杨　辛
高境镇 镇　长　高虹军
庙行镇 镇　长　王忠民
淞南镇 镇　长　黄志刚

城市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刘惠斌（２０２０．４任）
副主任　刘惠斌（主持行政工作）

宝山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雷曙光（２０２０．９免）
胡文原（２０２０．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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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建斌
张庙街道人大工委

主　任　陆洪兴（２０２０．１１免）
施永根（２０２０．１２任）

友谊路街道人大工委

主　任　邵　琦（女，２０２０．７免）
姜玮枫（女，２０２０．１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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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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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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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宝武设计院）】　
党委书记、董事长、院长　王建跃

【上海宝地不动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继明
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　王　语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高武久
总经理　陈　刚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徐启文
董事长　朱永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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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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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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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奚之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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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世丰
总经理　　陈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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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良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党委书记、站长　陆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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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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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荣榜

全国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 市政工程公司 全国总工会、应急管理部

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工业园区 上海宝山工业园区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
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家庭工作先进集体 宝山区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客运服务班组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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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七五”普法巡礼之十大普法故事 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宝山区罗泾镇塘湾村

宝山区罗泾镇海星村

文化和旅游部

纳税信用等级Ａ级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

全国文明村镇

宝山区月浦镇月狮村

宝山区顾村镇羌家村

宝山区罗泾镇花红村

全国文明单位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宝山区税务局第十二税务所

宝山区吴淞中心医院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度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社

２０１９年度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宝山工业园区澜悦苑党支部
国家减灾委员会、应急管理局、中国气象局、
中国地震局

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城乡社区） 宝山区大场镇 中国红十字总会

２０１９年度百强县级社第４名 上海市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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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荣誉称号 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国家卫生镇 宝山区淞南镇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国家优质工程奖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创新基地建设工程（二期）施工
总承包（承建）

农业路快速通道工程（雄鹰东路—金源东街）（参建）

华电江苏句容二期扩建项目（参建）

首届工程建设行业ＢＩＭ大赛 ＢＩＭ在嘉定行政服务中心工程综合应用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珠海十字门会展商务组团一期标志性塔楼（办公酒店）
工程

珠海十字门会展商务组团一期标志性塔楼（办公酒店）
工程（建筑装饰公司参建）

山钢集团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项目轧钢工程（２０５０ｍｍ热
轧、２０３０ｍｍ冷轧）

济南西部会展中心（展览中心部分）

中国建筑业协会

中国绿色食品Ａ级产品证书 上海市宝山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全国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授予单位

全国劳动模范

李　鹏 上海宝冶冶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

李伟伟
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作业长，
技师

金国平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钢管条钢事业部电气设备
技能大师，高级技师

徐　红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港口运营总监

全国先进工作者 方红梅
上海市宝山区陈伯吹实验幼儿园园长，中学高级
教师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工
作者

金志刚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中心校校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王友农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刘　涛 友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共青团中央委员会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 吕　友 祁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魏　刚 淞南镇淞南五村第一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
调解员

中共中央组织部

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先进工作者 陈永发 宝山区商务委员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全国民政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俞　峰 宝山区民政局 民政部

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 赵波家庭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央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

全国青年河湖卫士 卞翔 宝山区水务局
水利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
合会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潘周洁 宝山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

全国司法行政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

马敏华 上海市宝山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科

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 陶　华 上海市宝山区法律援助中心

全国优秀律师 邹甫文 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

司法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全国优秀企业家 白小虎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企业
管理科学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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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文件目录
◎ 编辑　吴嫣妮

区委文件选目

宝委〔２０２０〕１号 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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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２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１５号 关于对２０１９年度处级领导班子和区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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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１７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１８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２０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专项工作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２６号 关于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全力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３２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老龄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３４号 关于评选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度区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４９号 关于调整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６７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区级机关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７２号 关于印发《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８１号 关于表彰宝山区２０１９年度在重大板块推进、重点项目建设、重要政策落实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企业、集

体和个人的决定

宝委〔２０２０〕８４号 关于成立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８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党员领导干部落实管党治党“一岗双责”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８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排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９９号 关于设立中共宝山区委“四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１０６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一网统管”“一网通办”和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１０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１１５号 关于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１１９号 关于成立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协机关党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１２０号 关于调整区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１２６号 关于命名表彰宝山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

宝委〔２０２０〕１２７号 关于命名授牌宝山区“党支部建设示范点”的决定

宝委〔２０２０〕１２９号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共建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生活的实施

意见

宝委〔２０２０〕１３０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１５８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１６８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行动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１８４号 关于命名表彰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宝山区爱国拥军拥政爱民模范单位和个人的决定
宝委〔２０２０〕１９２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落实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２００号 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２０〕２０１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生态环境委员会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２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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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２５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进一步统筹投资促进工作推进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２５８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宝山区委托监管企业规范有效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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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２０２０〕２５９号 关于成立平安宝山建设协调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２６０号 关于印发《关于提高我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２６１号 关于印发《关于推进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２６５号 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度处级领导班子绩效考核和区管干部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２６８号 关于表彰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的决定
宝委〔２０２０〕２７２号 关于设立宝山区推进上海科技创新中心主阵地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２９５号 关于制定上海市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Ο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宝委〔２０２０〕２９６号 关于大力推进上海科技创新中心主阵地建设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２０〕３１１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吴淞创新城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领导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２０〕３１２号 关于印发《关于成立宝山区开展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区委办文件选目

宝委办〔２０２０〕２号 关于印发《区领导联系各基层点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专项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３号 关于加强宝山区基层社区疫情防控能力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４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区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５号 关于做好本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文件材料收集归档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６号 关于调整区禁毒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７号 关于认真做好２００９年度中央文件清退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８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２０２０年督促检查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９号 关于印发《关于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１０号 关于印发《２０２０年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１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政协２０２０年度协商工作计划》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１２号 关于转发《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信访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１３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９年度区委常委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措施》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１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全面深化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１８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财经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２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工作措施》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２２号 关于印发《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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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２３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委员和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成员食品安全工作责任

清单》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２４号 关于宝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２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２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的推进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２７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２８号 关于印发《中共宝山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２９号 关于调整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及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３１号 关于印发《关于宝山区全面加强和改进基层法治建设的实施意见与任务分工》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３２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区请示报告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３３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２年）》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３５号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３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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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３８号 关于调整区“扫黄打非”工作小组暨文化市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３９号 关于成立建设环上大科技创新圈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４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奋进新时代　创造新奇迹———推进高质量发展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４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推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４２号 关于印发《区领导常态化走访企业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４３号 关于印发《区领导联系各街镇（园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４４号 关于转发《区委宣传部、区委组织部关于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通知》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４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的若干意见〉三年行动方

案（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４７号 关于转发《关于建立健全宝山区街镇科协组织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４８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区早餐工程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５１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街镇管理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５３号 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国庆节前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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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办〔２０２０〕５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５８号 关于调整区领导联系基层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５９号 关于调整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６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行动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６１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６２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６３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体育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６４号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６６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国有资产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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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６７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财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６８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统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６９号 关于调整区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７２号 关于开展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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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７３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推进早餐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７４号 关于做好２０２１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７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２０〕７６号 关于印发《关于做好２０２１年居村“两委”换届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区政府文件选目

宝府〔２０２０〕１号 关于本区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

宝府〔２０２０〕７６号 印发《关于推进健康宝山行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２０２０〕９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的通知
宝府〔２０２０〕１７９号 关于本辖区内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划定的公告

宝府〔２０２０〕１９８号 关于公布“吴淞海港检疫所（小白楼）”为宝山区第四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区府办文件选目

宝府办〔２０２０〕１号 关于印发《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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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２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５号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全区政务公开工作评估考核结果的通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６号 关于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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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８号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宝山区“一网通办”评估考核结果的通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１１号 关于印发《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深化“一网通办”改革及审改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１２号 关于转发区滨江委制订的《宝山邮轮滨江带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２０２０年重点工作》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１４号 关于印发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１８号 转发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２０２０年本区无偿献血工作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１９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行政审批目录（２０２０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２３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健康促进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２４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培训市场综合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２６号 关于印发区防汛指挥部修订的《上海市宝山区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２８号 关于同意《宝山区应对雨雪冰冻灾害专项应急预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３０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３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长江退捕与禁捕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３３号 关于印发《宝山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３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行政审批评估评审目录》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３９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等四个文件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４０号 关于转发区消防救援支队制订的《宝山区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细则》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４１号 关于本区开展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４４号 关于转发区建设管理委制订的《宝山区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２０〕４５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自然灾害防治委员会的通知

７９２

区府办文件选目



统计数据
◎ 编辑　吴嫣妮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增长（％）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增长（％）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２９９．１５ 　２９９．１５ 农业总产值 亿元 　　２．７６ 　　３．１１ －１１．２

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２２３．５２ ２０４．４３ 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２１８７．７８ ２２０２．６２ －３．４

　＃外来常住人口 万人 ９０．５８ ８３．７８ 工业销售产值 亿元 ２１８４．８１ ２２１４．０４ －４．０

年末户籍人口 万人 １０２．８２ １００．９８ １．８ 建筑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０３９．１ ９００．４７ １５．４

出生人口 人 ５０１８ ６３０８ －２０．５ 商品销售总额 亿元 ７４１６．８９ ６１３６．４２ ５．３

死亡人口 人 ８８１６ ８７８９ ０．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７８０．８３ ７３９．６６ －６．１

自然增长率 ‰ －３．７３ －２．４８ 下降１．２５个
千分点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７０．３３ １２５．１ ３６．２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１５７８．４８ １５５１．５１ １．６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４３８．１３ ３５１．１９ ２４．８

　第一产业 亿元 １．０２ １．１５ －６．５ 邮轮靠泊次数 艘次 ３１ ２４０ －８７．１

　第二产业 亿元 ５５７．８６ ５７５．５１ －１．９ 邮轮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１１．４９ １８７．１４ －９３．９

　　＃工业 亿元 ５０１．６５ ５２４．３７ －３．０ 进出口总额 亿元 ８５６．２４ ９４６．６ －１０．８

　第三产业 亿元 １０１９．６０ ９７４．８５ ３．８ 　进口额 亿元 ５９９．３９ ６５９．１４ －１０．８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６４５．４６ ５５５．１７ １０ 　出口额 亿元 ２５６．８５ ２８７．４６ －１０．７

　第一产业 亿元 银行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４５０４．４３ ４０１２．１ １２．３

　第二产业 亿元 ９９．０５ ７８．５３ －４．７ 银行年末贷款余额 万元 ２３１４．４８ ２１２９．７２ ８．７

　　＃工业 亿元 ９９．０５ ７８．５３ －４．７ 专利申请量 件 ９０７３ ８７３８ ３．８

　第三产业 亿元 ５４６．４１ ４７６．６４ １３．２ 专利授权量 件 ６２７５ ５３２４ １７．９

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
增长率

％ －７．１９ －７．３０ 上升０．１１个
百分点

高新技术企业数 个 ８５４ ６４９ ３１．６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３６３．６４ ４０３．１５ －９．８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７１４５６ ６８７２１ ４．０

　＃区级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亿元 １５２．９７ １６１．００ －５．０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万元 ２４４４．８９ ２１１５．４７ １５．６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亿元 ２６１．２６ ２８８．８１ －９．５ 各类学校数 所 ３３８ ３３４ １．２

期末工商登记注册
户数

户 １６０３３８ １５２２０３ ５．３ 在校学生数 人 １７９５４５ １７５５４０ ２．３

期末工商登记注册
资金

亿元 １３４８４．６１ １２４００．５９ ８．７ 医疗机构数 个 ４３ ４２ ２．４

利用外资合同金额 万美元 １３９８４２ １７６８０３ －２０．９ 卫生技术人员 人 ８８０１ ９６４８ －８．８

８９２



（续表）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增长（％）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增长（％）

耕地面积 公顷 ２９１１ ４０１６ －２７．５ 医院核定床位数 张 ６２５０ ６２４６ ０．１

道路长度 公里 ９０９ １２２３ －２５．７

公共绿地面积 公顷 ２５２９ ２４７９ ２．０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１２．４ １２．１ ２．５

绿化覆盖率 ％ ４０．５ ４０．５ 持平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ＡＱＩ） ％ 　 ８９．６ 　 ８７．１ 上升３个

百分点

　注：１．地区生产总值
%

幅按可比价计算；２０２０年常住人口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２．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２０１５年起按常住人口计算，由职能部门提供。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行　业 ２０２０年 可比增长（％） 行　业 ２０２０年 可比增长（％）

合计 １５７８．４８ １．６ 　　比重（％） ３５．３

　第一产业 １．０２ －６．５ 　　　＃工业 ５０１．６５ －３．０

　　比重（％） ０．０６ 　第三产业 １０１９．６０ ３．８

　第二产业 ５５７．８６ －１．９ 　　比重（％） ６４．６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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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５１０５４ １３１８９８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１７７９１ ３５３２０

税收总收入 ３６３０５９８ １３１８９８１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７７４ １１０６

　第一产业 １１００ ３９３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８２５２７ ２４７１３

　第二产业 １１１０８５７ ３０７５４７ 　　房地产业 １０３４２５０ ５３４０５９

　　工业 ８６００８９ ２２４５３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８５７１４ １１６０９６

　　建筑业 ２５０７６７ ８３００９ 　　其他行业 ３３８７２３ １０６５７９

　第三产业 ２５１８６４１ １０１１０４０ 其他税费收入 １２０４５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５６８６１ １９３１６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财政收入
单位：亿元

指　标 ２０２０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２０年 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６３．６４ －９．８ 　　　 房产税 ６．５９ －５．０

　中央级收入 １２８．０６ －１２．５ 　　　 印花税 ６．７２ ２．４

　市级收入 ８２．６０ －１３．８ 　　　 土地增值税 １５．７８ －２７．７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５２．９７ －５．０ 　　　 契税 ２１．３２ ８．１

　　＃税收收入 １３４．２２ －５．０ 　　非税收入 １８．７５ －５．０

　　　＃增值税 ５１．３１ －６．８ 　　　 专项收入 ９．７４ －４．８

　　　 企业所得税 １６．５３ ２．８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２．２６ －１．７

　　　 个人所得税 ９．００ ２０．８ 　　　 其他收入 ６．７５ －６．４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５．１６ －７．０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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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财政支出
单位：亿元

指　标 ２０２０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２０年 增长（％）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６１．２６ －９．５ 　 文化体育与传媒 ３．６７ －２８．５

　＃区本级财政支出 １８０．０３ －１４．６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２９．６８ －１５．３

　 镇级支出 ８１．２３ ４．２ 　 医疗卫生 １９．５１ －９．０

　＃一般公共服务 １４．２０ １２．４ 　 节能环保 ７．９２ ３２５．８

　 公共安全 １５．４９ １４．１ 　 城乡社区事务 ３１．９１ －１８．７

　 教育 ５３．２７ ０．９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３１．２８ １．１

　 科学技术 １０．１４ １．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单位：万元

类　别 ２０２０年 现价增长（％） 可比价增长（％） 类　别 ２０２０年 现价增长（％） 可比价增长（％）

合计 ２７６４８ －１１ －１２．８

　种植业 １９１４５ －１５．８ －１７．５

　　＃谷物 １７３４ －１４ －１４．９

　　 蔬菜 ８７０３ －３１．５ －３５．５

　　 水果 ４８５６ －１２ －１１．１

　林业 ４０８４ ２．９ １．２

　　＃造林

　畜牧业 ７ １１６８．９ １１６７．７

　　＃猪

　　 禽 ７ １１６８．９ １１６７．７

　　 奶

　渔业 １５５８ ３８．６ ２８．９

　农业服务业 ２８５３ －１２．１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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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常住人口 １．２ 商业

　＃外来常住人口 ２．０ 　商品销售额 ７．１ １１．７

年末户籍人口 １．５ １．７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２．５ ３．２

地区生产总值（可比增长） ３．０ ４．６ 房地产业

　第一产业 －５．２ －９．２ 　商品房投资额 ６．０ １１．４

　第二产业 －１．３ －０．４ 　商品房竣工面积 ８．３ －３．７

　　＃工业 －１．８ －０．８ 　商品房销售面积 ５．８ －５．５

　第三产业 ９．２ ８．２ 　商品房销售额 ８．９ １．８

财政 金融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２．０ ４．５ 　银行存款余额 ７．８ １０．８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３．０ ３．６ 　银行贷款余额 １０．４ １０．６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０．２ １２．３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１０．５ ９．６

　第一产业 ３６．６ ０．０ 外经

　第二产业 －１６．５ ８．９ 　三资企业批准数 １７．４ －９．２

　　＃工业 －１６．４ ８．９ 　合同外资额 ３１．０ ３８．２

　第三产业 ２．９ １３．２ 　实际到位外资 ２５．３ １６．７

农业 　外贸出口 －２．９ ０．５

　耕地面积 －３．０ －６．８ 私营、个体经济

　总产值 －１．０ －１０．７ 　户数 １４．６ ６．６

工业 　　＃私营 ２０．４ ８．０

　总产值 ３．９ －１．５ 　注册资金 ３３．３ １２．５

　销售产值 ４．０ －１．６ 　　＃私营 ３３．５ １２．５

００３

统计数据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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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２０年 增长（％）

商品销售额 ７４１６．８９ ５．３

　＃限额以上 ６５０３．８１ ７．１

　　＃金属及金属矿批发 ５２７６．８５ １３．６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８０．８３ －６．１

　＃限额以上 ４３６．１２ －９．５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内资 ３９０．６５ －１０．０

　　　国有 ７．２５ ４．１

　　　集体 ０．３７ －８．３

　　　股份合作 ０．０５ －６．０

　　　联营 ３．２３ －０．２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９．２１ －１１．７

　　　股份责任公司 ８．９８ －２６．５

　　　私营 １６１．６１ －７．２

　　　港澳台商投资 ２３．６８ ８．１

　　　外商投资 ２１．７３ －１６．２

　按行业分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１４．１３ －６．１

　　　＃汽车零售 １２１．４２ －３．３

　　　＃互联网零售 １３１．０８ －８．５

　　住宿餐饮业 ６６．７０ －５．７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邮政、电信

指　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增长（％） 指　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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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１４５ ５３０７０ ２．０

函件 万件 ３７６ ６２３ －３９．７

报刊累计订销数 万份 ５９７７ ６３９３ －６．５

固定电话用户 万户 ４７．７ ３７．２ ２８．２

宽带接入 万户 ７２ ７９．７ －９．７

平均带宽 兆 ２００ ２００ 平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公共文化设施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合计 个 ６８２ ６４８

　区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１ １

　区级公共文化馆 个 ２２ ２１

　街镇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２２ ２

　街镇级公共文化站（中心） 个 １９ １６

　文化活动广场 个 ４８ ５８

　名人故居、纪念馆 个 ２１ ８

　博物馆、美术馆 个 ２２ １４

　居（村）委文化活动室数 个 ５３１ ５２４

　其他公共文化设施 个 １６ 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广播电视业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全区广播电视机构 个 １ １

广播电视工作者 人 １０６ ８４

区电视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５７５２ ５９２３

　＃自办节目 小时 １７１０ ２１９８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９１９ ８８６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１６８３ １５２８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８ ２２

　 影视剧类节目 小时 ２５３２ ２５２８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５７１ ８２３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３９ ３６

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２９０ ３４５

区广播电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５１４３ ５１５０

　＃自办节目 小时 １８２２ １６８１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６０９ ５２０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８１９ ８４０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３２２２ ３２８５

　 广播剧类节目 小时 ３５ ４４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４２７ ４２４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３１ ３７

区广播电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２７１ ３０２

有线电视分中心 个 ２ ２

有线电视总用户数 万户 ３５．０ ３７．０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干线总长 公里 ２６００ ２５３０

１０３

统计数据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公共图书馆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机构数 个 ２３ ２２

从业人员 人 １７４ １８８

总藏量 万册、件 １７７．５９ １８０．６２

　＃图书 万册 １７１．０７ １７０．３７

　 报刊 万册 ３．８７ ７．８５

本年新购藏量 册、件 １８．８７ １９．８８

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２．４４ ３．３３

　书库 万平方米 １．００ １．００

　阅览室 万平方米 １．３０ １．４１

阅览室座席数 个 ４０９７ ４４７８

总流通人次 万人次 ７０．９６ ３４０．２２

　＃外借 万人次 １８．４０ ４４．０５

计算机 台 ４４４ ４９５

　＃电子阅览室终端数 个 ３３２ ３４６

书刊文献外借册次 万册次 ８１．３０ ２０１．４６

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

　次数 次 ３５７ ２５９

　参加人次 万人次 ８６２．２１ ９．０７

　注：２０２０年参加人次包括线上人次。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体育事业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举办运动会和比赛次数 次 １ 　　国际级（健将） 人 １

　综合运动会 次 　　国家级（运动健将） 人 ５

　单项比赛 次 １ 　　一级（高级） 人 ２０ ３２

举办全民健身活动次数 次 ８０５ １５４０ 　　二级（中级） 人 ７１ ６９

参加体育赛事 　　三级（初级） 人 １０

　国家级赛事 项 ６ ６７ 　　专职教练员 人 ４１ ４１

　市级赛事 项 １４１．５ ２２８ 　　裁判员 人 ３２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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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２６ 　体育馆 个 ３ ３

　　亚军 项 ２６ 　游泳馆 个 ５３ ４８

　　季军 项 １５ 　运动场 个 ６４０ ６３７

　参加市级比赛 　训练房 个 ４ ４

　　冠军 项 ５１．５ ７７．０ 社区健身设施

　　亚军 项 ４３．０ ７０．０ 　健身苑 个 ５ ５

　　季军 项 ４７ ８１ 　健身点 个 ９５４ ７６２

发展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社区公共运动场 处 ４９ ４５

　运动员 人 １０１ １０７ 　农民健身家园 个 ５４ ５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火灾事故与消防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火灾事故

　发生次数 起 ５６６ ２３４

　死亡人数 人 ６ ４

　受伤人数 人 ３ ３

　损失折款 万元 ４８９ ６０８

消防情况

　消防队 队 １１ １０

　消防车辆 辆 ７６ ６０

　消防人员 人 ５４０ ５７７

　出动起数 起 ４９３３ ５７４９

　出动人次 人次 ５０５３１ ６６６２４

　出车辆次 辆次 ７３１０ ８６０１

　抢救人员 人 １９１ ３４５

　抢救财产价值 万元 １０７６ ２７５６

２０３

统计数据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社会治安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刑事案件

　立案数 起 ９０７９ １２１７２

　破案数 起 ５４４３ ５９７９

　刑事案件作案人员中青少年比重 ％ ２０．０ １．２

治安案件

　受理数 起 ２７０４２ ３３８４１

　查处数 起 ２５８４６ ３３８００

　查处违法人员数 人 ４０１３ ４１６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作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指标 单位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９年

律师工作

　律师事务所 个 ５６ ５５

　律师人数 人 ４２７ ４０４

　　专职律师 人 ４２３ ３９９

　　兼职律师 人 ４ ５

　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担任法律顾问 家 ７６７ ６０８

　　刑事诉讼辩护及代理 件 １０３９ ８０２

　　民事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４８３９ ６４５９

　　行政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４４ ８２

　　非诉讼法律事务 件 ６３０ ９４３

　　解答法律询问 人次 １０００ ５６６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件 １２９ ２００

法律服务

　基层法律服务所 个 １ １

　基层法律工作人员 人 １４ １３

调解工作

　街镇建司法所 个 １２ １２

　司法所工作人员 人 ４６ ４６

　人民调解委员会 个 ５２５ ５２１

　调解人员（专职） 人 ６０２ ５１１

　调解民间纠纷 件 ６５８３ ７７８１

　　＃调解成功 件 ６４６２ ７６５７

法律援助工作

　受理援助案件 件 ９１４ １０７４

　接听１２３４８咨询电话 个 １１３６４ １２０８９

　接待来访当事人 批 ３０３９ ３９０８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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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８０ ５９０９２５ ５４８６８７ ５５４３００ ５１２１０７ ４２２９５８５ ３９２１２９０ ７６３０５ ７６５７２

按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２６０１ ５６３０１５ ５２２９２７ ５２５８６０ ４８５９６３ ３８５３４５９ ３５７１６８０ ７３２７９ ７３４９７

　　国有企业 ２７ ５６２６ ５２５１ ５８７２ ５４３９ ５９８２３ ５７０３２ １０１８７８ １０４８５８

　　集体企业 ３５ １９５８ １５８８ １８９５ １５７５ １４２０２ １２６９５ ７４９４２ ８０６００

　　股份合作企业 ８ ８２３ ２４１ ８１９ ２３５ ７２０９ １７７８ ８８０２０ ７５６６８

　　联营企业 １２ ２４４ ２３７ ２４４ ２３６ ２３５４ ２２７６ ９６４６３ ９６４２８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９５ １０１７４７ ８７３９０ １０７１９０ ９３５３９ １３６５９１６ １２６５４１８ １２７４２９ １３５２８２

　　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 ２２５１０ ２１９６９ ２３５３９ ２２５５４ ５４３３６５ ５３３１５１ ２３０８３６ ２３６３８９

　　私营企业 １８８５ ４３００９１ ４０６２３５ ３８６２８５ ３６２３６９ １８６０４６５ １６９９２０４ ４８１６３ ４６８９２

　　其他企业 ２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２６ １２６ ７８６８８ ７８６８８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５８ ８１８５ ７６３５ ８３１７ ７７２６ ９５３９５ ８９８７２ １１４６９９ １１６３２３

　外商投资企业 １２１ １９７２５ １８１２５ ２０１２３ １８４１８ ２８０７３１ ２５９７３９ １３９５０７ １４１０２５

３０３

统计数据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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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隶属关系分

　中央 １００ ４９７６４ ４６０２１ ４７６７９ ４４６９７ １０６９６３０ １０４２４９４ ２２４３４０ ２３３２３６

　地方 １９３ ３７６３９ ３０５９３ ３８８３９ ３１６２０ ４２７７０４ ３７７７０６ １１０１２２ １１９４５２

　其他 ２４８７ ５０３５２２ ４７２０７３ ４６７７８２ ４３５７９０ ２７３２２５０ ２５０１０９０ ５８４０９ ５７３９２

按行业门类分

　制造业 ４９９ ８４０３３ ７８６２６ ８６０１１ ８００７１ １２６９４５７ １２１３９０６ １４７５９２ １５１６０４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６ １４６５ １４５８ １４６１ １４５４ ４７５１２ ４７４６８ ３２５１９８ ３２６４６４

　建筑业 ２１０ ３７１３１ ３１８７３ ３７２８２ ３１５５２ ４０４０６３ ３６１５０２ １０８３８０ １１４５７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９１３ ３４４０８ ３１７５１ ３４５０７ ３１８９４ ３６９８４８ ３５１１０９ １０７１８１ １１００８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４２ ２６５６８ ２３１２９ ２７４２３ ２３８２９ ２５５８１９ ２２７５６０ ９３２８６ ９５４９７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６３ １１９８９ １０６８０ １１６２５ １０３４９ ６６２７２ ５９６９４ ５７００９ ５７６８１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６７ １４６２７ １３９５４ １４１６１ １３５０４ ２１１６２３ ２０５９２１ １４９４４１ １５２４８９

　房地产业 ２６８ ２０３３２ １４２２６ ２０２２３ １４２７２ １８６７４４ １５９８４７ ９２３４２ １１２００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０１ ３２６２７３ ３１６０８０ ２８３２８０ ２７３０３０ ９７６２５７ ８９６９８５ ３４４６３ ３２８５３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９２ １６６２６ １４１６１ １４０５２ １２６７６ ２４５１９０ ２３２３６０ １７４４８８ １８３３０７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９ ４３２５ ２４５４ ４３１１ ２４１３ ４８４５０ ３４４２６ １１２３８８ １４２６６７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５７ ９７４５ ７１４４ ９５５８ ６８７４ ５５８２０．４ ３９９６９．７ ５８４０２ ５８１４６

　教育 １０ １３０８ １２３８ ８４０５ ８３５１ ７４０４１ ７３３３４ ８８０９２ ８７８１５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６ １１７１ １１０８ １１０２ １０３８ １０７４６ １０１１１ ９７５１０ ９７４０７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５ ７０４ ６３０ ６７５ ６２１ ５３３５ ５１２１ ７９０３６ ８２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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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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快速回升 质量效益稳步提高———２０２０年全区工业分析

　　２０２０年，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
考验，全区上下一心、共同努力，着力推进

复工复产和稳增长工作。全年实现工业

总产值 ２１８７７８亿元，同比下降 ３４％。
其中４９５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
１９８５８２亿元，同比下降３１％。区属规
上工业产值完成７５３１４亿元，超额完成
市下达目标任务，稳增长工作取得成效。

但与８个郊区比，宝山区工业总量偏
低，工业总产值为嘉定区３７１％、松江区
４７７％、闵行区６０４％，位居第五；发展速

度不快，工业总产值增速位第七。从目前

情况看，宝山区工业总量和发展速度均与

兄弟区存在一定差距。要深入贯彻“比

学赶超当先锋，建设科创主阵地”活动精

神，以更快的步伐追赶乃至超越。因此建

议：一要千方百计加大工业投资强度，不

断扩大工业经济总量；二要围绕科创中心

主阵地建设，大力引进科技型创新型企

业，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质量。

一、２０２０年工业生产走势与特点
（一）前三季度波动回升，第四季度

加速上扬

从２０２０年规上企业各月产值情况
看，呈现“前低后高、波动回升、加速上

扬”的态势。２月受疫情影响，产值最
低，３月起在复工复产推进下，呈现逐月
回升态势，每月产值保持在 １５５—１６５
亿元左右，第四季度在稳增长措施逐步

推动作用下，加速上扬，１２月产值
２１２３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２％，２０２０年
以来当月首次实现正增长，产值为各月

最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各月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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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亿元企业总产值占比９０３％，
剔除宝武系企业产值走势优于宝武系

企业

从２０１９年底总产值超亿元 １７１户
企业看，１—１２月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７９２７０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
比重９０３％，同比下降 ３４％。超半成

亿元企业产值同比下降，９０家企业产值
同比下降，占亿元企业 ５２６％，增长企
业８１家，占亿元企业４７４％。城工园复
星长征医药产值增长最快，同比增长 ３
倍之多。

剔除宝武系企业产值增速优于宝武

系企业，２０２０年以来降幅持续大幅收

窄，工业生产恢复韧性强于宝武系企业。

２０２０年剔除宝武系企业工业企业实现
总产值８８３１１亿元，与上年持平，占全
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４４５％。１７家
宝武系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１０２７１亿
元，同比下降５４％，占全区规上工业总
产值比重５５５％。

＇ 单位：％

２０２０年宝武系企业及剔除宝武系企业同比增速

　　（三）“２＋４”工业园区三增三降
２０２０年，“２＋４”工业园区实现规上

产值５７０６６亿元，同比下降０６％，降幅
好于全区规上工业２５个百分点。

机器人产业园区受到费勉仪器科技

有限公司、小卫（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和上海神龙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增

长较快的影响，产值同比增长 ５４％。

由于上海宝钢工业公司、上海良工阀门

厂有限公司和上海杨铜电气成套有限公

司等企业的降幅较大，杨行工业区产值

下降１５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２＋４”工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完成情况

园区名称 企业户数（户） 工业总产值（亿元） ±％

合计 ３００ ５７０６６ －０６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９２ ３２３８５ －０６

城市工业园区 ７４ １３０７４ ０４

宝山工业园区（北区） ８９ １２０４６ －２８

罗店工业园区 ２９ ７２６４ １３

月杨工业园区 １０８ ２４６８１ －０６

杨行工业园区 ３４ ４８１６ －１５１

月浦工业园区 ３０ ５６９１ －０１

机器人产业园 ４４ １４１７４ ５４

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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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工业运行质量稳步提高
自５月全区利润总额实现增长后，６

月起一直保持两位数持续增长的良好态

势。１—１１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６１３８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５％，增幅比 １—２月提高 ３１３个百
分点。从亏损面来看，１１月末，全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１１３家，亏
损面 ２２８％，比年初收窄 ２７８个百
分点。

二、需关注的问题及建议

（一）工业降势明显，发展后劲略显

不足

十三五以来，宝山区工业总产值总

量列郊区中游，降幅虽处于收窄通道但

总体仍呈现下降态势，２０１５年以来均为
负增长（除２０１７年）。区属工业投资体
量较小，占工业投资总量 ４０％左右，对
宝山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影响。

２０２０年以来，宝山区大、中、小型企业的
规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均为负增长，工业

经济持续承压。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应该

在下阶段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高

招商引资质量，积极储备工业项目、增强

工业发展后劲，并争取促成一批经济效

益好、发展潜力大、核心竞争力强的工业

企业落户，从而确保宝山区工业“创新驱

动、转型发展”的顺利实现。

（二）战新占比不高，科技创新能

力弱

２０２０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完成产值５０４６４亿元，可比下
降１５％，占全区规上产值的比重为
２５４％，比去年同期减少０１个百分点。
其中，以宝武系企业为支撑的新材料产

业是宝山区的主导产业，实现战新产值

３１９４亿元，占战新产值的 ６３３％。战
新七大行业中有三大行业实现正增长，

分别是生物、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４０４％、２８３％ 和

２３１％。 （统计局　陈　珏）

在线新经济引领，增速居全市前列———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服务业运行分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持续稳步增长，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８５６２１亿元，同比增
长１１０％，增速位居全市前列，高于全
市９９个百分点。从行业发展看，在线
新经济在疫情常态化下异军突起，奠定

全区增长基石；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科

研类等具有先导性、战略性的新兴行业

发展前景看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作为传统服务行业在后疫情时期扭转下

降态势，保持小幅增长。

同时，全区服务业仍面临支柱性行

业效益不佳、产业园区发展战略不清晰、

行业发展对个别企业依赖较大等发展瓶

颈，建议加强物联网等新产业链条的建

设，进一步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力度；积极

引入更多优质的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产

业快速聚集；加快落实“总部增能”等

计划。

具体分析如下：

一、服务业整体运行情况

（一）营业收入规模持续扩大

２０２０，全区 ８２２户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８５６２１亿元，同比增
长１１％，增速皆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各
月增速均位居全市前列。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与全市营业收入增速情况

　　从行业总量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是支撑全区服务业的三大主

要行业，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２２６亿
元、２１４９６亿元和１４３４２亿元，占全区
规模以上服务业比重达到 ２９５％、

２５１％和１６８％。从行业增长看，十大
行业呈现“七升三降”的态势，其中增长

较快的有教育业（５５７％）以及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２１７％），分别拉动规模以
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２１个百分
点和５８个百分点。

（二）利润总额保持较快增长

２０２０年，全区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
利润总额 ５２２７亿元，较上年增长
２３７％，增幅比 １—１１月扩大 １３９％。
分行业看，信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以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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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利润总

额增速均已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他行业

利润总额增速依旧为负，其中，文化体育

娱乐业为亏损状态。

（三）新兴服务业企业表现抢眼，持

续发力拉动增长

随着服务经济特别是互联网经济的

蓬勃兴起，宝山区龙头“在线”企业抓住

相关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机遇，逆势增长，

对拉动全区服务业增长也做出不少贡献。

以盟聚、掌小门为代表，分别拉动宝山区规

模以上服务业增长５２和２２个百分点。
二、仍需关注的几个方面与对策

建议

（一）传统支柱性行业增长缓慢，效

益有待提高

２０２０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
现营业收入２１４９６亿元，增速３１％，实
现利润总额 ０２１亿元，利润率不足
０１％，企业经营效益不高，在地且注册
在宝山区的规模以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实现区级税收仅 １０５亿元。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作为宝山区的传统支

柱性服务业，占据着宝山区大量土地资

源和生产资源，从目前统计数据看，产出

效益低下，建议以物流园区为载体，通过

宝山区一些优质的物联网领军企业如

“鸭嘴兽”等，加快数字转型，加速产业

升级，借助物流大环境全面洗牌的契机，

提高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产出效能。

（二）部分街镇园区服务业战略不

清晰，发展优势不明显

大场镇、城市工业园区作为“十四

五”期间打造“科创主阵地”的核心区

域，从目前统计数据看，其科研类行业仅

处在全区中下游水平；杨行镇作为宝山

区服务业体量最大街镇，行业主要集聚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两大行业，但缺乏具有代表

性优质物流企业和科研企业；淞南镇依

托微盟集团，服务业体量在全区位居第

二，带动了整个镇的服务业增长，但是剔

除微盟集团的拉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体量不足２亿，其行业凝聚度有待提高。
建议相关部门针对街镇、园区以及各产

业园区的未来规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对

优质的相关企业的引入，特别是龙头企

业的引入，形成行业的“高原高峰”，加

快产业聚集。

（三）头部企业优势发挥不够显著，

缺乏带动效应

全区８３０户规模以上企业中，不乏
一些重点龙头企业，但是产业带动效应

还不够，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建议相

关部门以这些重点龙头企业为引领，加

强对相关产业上下游端企业引入。如以

宝武系和宝冶系为核心，依托“科创主阵

地”大背景，吸引发展一批基础较好的相

关配套企业，将宝山区科学研究技术服

务业做大做强，充分发挥宝武集团和宝

冶集团带动效应。又如掌小门教育是在

线新经济典型企业，但全区剔除掌小门

外，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较好的产业集

聚，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在线教育的上

下游包括教育人才的引进，促进在线教

育产业在宝山区快速发展。

（四）企业两极化发展，小微企业发

展动能不足

从企业规模看，小型、微型企业占全

区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总数７３０％，实
现营业收入３０２４８亿元，下降０８％，低
于全区水平 １１８个百分点。面对经济
运行压力的加剧，小微企业发展后劲明

显不足，但这些企业的兴衰对全区企业

稳定性、就业率等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

响。建议相关部门在加强对大企业的跟

踪监测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小微企业的

密切关注，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

业如文体娱乐等，要出台有针对性扶持

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统计局　徐怡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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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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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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一网通办”线上办理专区　７０（图）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工作　２１５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４９（表）
爱心捐款　７３（图）
“安康杯”竞赛　９７ｃ
安全监管　２３０ｃ
安全社区　２８２ｃ
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　３８ａ
案件　１０６ｃ
案件处理效能　１９４ａ
案件执行　１０８ａ
澳中国际青少年研学团考察　７５ａ

Ｂ

８万方ＬＮＧ船进港　１５０（图）
Ｂ２Ｂ交易额　１１９ｂ
Ｂ２Ｃ交易额　１１９ｂ
办公用房　７５ｃ
帮困　１００ａ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７ａ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５ｃ
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　１１６（表）
《宝山报》　１８６ａ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３８ａ
《宝山的责任》　５６ｃ，５７（图）
宝山电信局营业网点　１８８（表）
宝山东方有线　１８７ａ
宝山东方有线营业网点　１８７（表）
宝山概览　１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４ｃ
“宝山工匠”颁奖仪式　９８ａ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３８ｂ
宝山海关　１４８ｂ
宝山海事局　１４９ｂ
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１３９ａ
宝山科技节　１８３ｂ
《宝山年鉴（２０２０）》　８１ｂ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２１６ｃ
宝山区档案馆新馆　５６ａ
宝山区反腐倡廉教育基地　８８（图）
宝山区工商联餐饮商会　２１６ｃ
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９５ａ
《宝山区关于进一步统筹投资促进工作

推进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的实施办

法》　３６ｃ

《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　２１ａ
《宝山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行动方

案》　３６ｃ
《宝山区景观照明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２３９ｃ
宝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１０２ｂ
宝山区企业专属网页　７１ａ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１０１ｃ
《宝山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

意见》　３６ｂ
宝山区人民法院大场法庭　２６２ｃ
宝山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　１１０ｃ
宝山区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主题云集会　１９０ｂ，１９０（图）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１０２ａ
宝山区作家协会　１７０ｃ
宝山—曲靖扶贫协作高层联席会　４１ａ
宝山体育中心党群服务站　２７６（图）
宝山—维西扶贫协作高层联席会议

　４４ｂ
宝山·维西青少年“手拉手”活动

　１９０ｂ
宝山星舞台　１７１ａ
宝山医院　２１４ｂ
宝山中学百年校庆　１７７ｂ
宝武集团和宝山区工作对接会　４１ａ
宝杨路延伸段　１４６（图）
保集ｅ智谷创新产业项目二期　３０（图），
１８３ｂ，２５７ｂ
保密　５７ｃ
保密办　５８ａ
保密工作责任制　５８ａ
保密管理　５８ｃ
保密自查自评　５８ｃ
保险　１６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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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帮扶　９７ｂ
保障性住房配套建设　１３０ａ
北京联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７ａ
北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　１８２ｃ
备灾救灾活动　１００ｃ
本级对镇转移支付　１５５ａ
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１５５ｂ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１５４ａ
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１５５ｂ
标准化菜市场　１１８（表）
滨江带　１３７
滨江带建设　１３７ａ
滨江发展　１３７ａ
滨江商业商务载体　１３７ｂ
殡仪馆　１９２ｃ
殡葬单位　１９２（表）
殡葬管理　１９２ｃ
病虫预测预报　１１２ａ
“博绣荟”文创园　２６９ｃ
不动产登记　２２１ｃ
不可移动文物　１６７（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

会　３７ｂ
部督命案协破　１０５ｂ

Ｃ

财政　１５４，１５４ａ
财政扶持政策　１５５ｃ
财政审计　１５７ｃ
财政收入　２９９（表）
财政收支　２１（表）
财政体制改革　１５５ｃ
财政支出　３００（表）
餐饮协（商）会　２１６ｃ
残疾人服务　１９１ｃ
残疾人社会保障　１９１ｃ
残疾人事业　１９１ｃ
残疾人文化艺术作品展　１９２ｂ
仓储　２３ａ
拆迁管理　１２９ｂ
产品结构　１４１ｃ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１４７ｂ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１４５ｃ
产业　１８ａ
产业发展　１１４ｃ
产业扶贫　７７ａ
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　１８３ｃ
产业用地标准化出让　２２１ａ

长护险试点　１９１ａ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所　１５０ｃ
长江警示片涉及问题整改工作部署会

　４１ｂ
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　１４５ｃ
长江原水厂　１５１ｃ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２１３ａ
长三角联合教育集团　１７７ａ
长三角生态一体化顾村公园实践基地　
１７１（图）
长三角一体化　１４５ａ
长三角“一网通办”改革　７１ｂ
常住人口　２０４ａ
超大城市垂直综合气象观测技术　１８４ａ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４４ｃ，１７０ｂ，１７０
（图）

陈杰　２，２８６ａ
陈行水库　１５２（图）
成人教育　１７９ｂ
城管行政执法　１９７ａ
城管执法局　１９７ａ
城建档案管理　２２１ｃ
城市安全　２６ｂ
城市功能与品质　３３ｃ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１９７ａ
城市基础设施　２３ｃ
城市建设与管理　２６９ａ，２７２ａ
城市精细化管理　１９８ｃ，２７８ａ
城市品质　６５ｃ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１９８ａ，２７５ｃ
城市信息化　２４ａ
城市运行管理中心　４４ｂ，１９８ａ
城市执法管理　２８１ａ
城市治理　６６ｂ
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３４ｃ
城乡规划　２２０，２２０ａ
城乡规划课题　２２２ｂ
城乡建设　２２０，２４２ｂ，２４５ｃ，２６６ｂ
城乡管理　２６６ｂ
城乡居保　１９５ａ
城乡社区支出　１５４ｃ
城运云　１８４ｃ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１９３ａ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２４９ａ，２５６ｂ，２６１ｂ
城中村改造　１３１ａ
驰援武汉　２１３（图）
持证残疾人　１９１ｃ
崇明区台联会　７５ｂ
出口国家（地区）　１４１（表）

出让地块　１２７（表）
传达全国“两会”精神学习会　４０ａ
创全　２８０ｃ
创新创业优秀人才命名表彰大会　４１ａ
创新发展　２４３ａ
创新奇智长三角总部　４４ａ，１８２ｃ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推进领

导小组（扩大）会议　３９ｂ
创新优化教学方式　５１ａ
创业　１９３ａ
创业指导　１９３ｂ
椿山万树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２５７ｂ，２５７
（图）

促进就业情况调研　６１ｃ
村民小组　２１９ｂ
村委会　２４４（表），２４７（表），２５０（表），
２５５（表），２５９（表），２６３（表），２６８（表）

Ｄ

大场镇　２６１ａ
大企业税收管理　１５７ｂ
大事记　２７
大学生创新大赛　１８３ｃ
党的建设　３５ｂ，４６ａ，５３ｃ，２４６ｃ，２４９ｃ，
２６２ｂ，２７６ｃ，２７８ｃ，２８２ｂ
党管武装　５１ｃ
党管武装工作会议　３９ａ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　４６ａ
党史　５６ｃ
党史编研　５７ｂ
党史研究室　５６ｃ
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５０ｃ
党校　５４ｃ
党校学习班　５５（表）
党研室　５６ｃ
党员　４５ｂ
党政负责干部会　４０ｃ
党政机关负责人名录　２８６
档案　５６ａ
档案安全保护和管理　５６ｃ
档案馆业务建设评价　５６ａ
档案接收进馆　５６ｂ
档案征集　５６ｃ
导办帮办服务　７１ｂ
道路　２３２ａ
道路大中修工程　２３２ｂ，２３４ａ
道路管理　２２９ｂ
道路规划储备　２２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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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四类设施　２３３ｂ
道路交通信息化管理　２３３ｂ
道路交通噪声　２３６（表），２３７ａ

道路平整度　２３２ｃ
道路设施　２３３ｃ
道路养护　２２９ｂ，２３２ｃ

道路运输管理　１３３ａ
等容量煤电替代项目　１５１（图）

迪庆州扶贫办代表团　８０ａ
地表水水质　２３６（图）
地方史志　８１ａ

地方志办公室　８１ａ
地理位置　１６ａ

地名管理　２２１ｃ
地名命名登记　２２２（表）
地区生产总值　２１（表），１４３ｃ，２９９（表）

地形地貌　１６ａ
第八届人大常委会　２８９ａ

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２８７ｂ
第七届委员会　２８６ａ
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３７ａ

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完成情况调研

　６２ａ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交易团

宝山分团外资项目约仪式　１４０（图）
电力　１５１ａ

电梯竣工及集中交付仪式　２８０（图）
电信　１８８ａ，３０１（表）
电子商务　１２５ｂ

电子商务交易额　１１９ｂ
电子商务企业　１２５ｂ

电子政务外网　１８７ａ
调查资料　３０５
动物免疫　１１２ｃ

动物疫病防控　１１２ｃ
独居老人　１９１ｃ

对口帮扶地区商品展销会　７７ａ
对口地区农特产品展销会　８０ｂ
对口交流交往　７７ｃ

对口支援　７６ｃ
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全体

会议　３８ａ
对外交流　７２ｂ
对外经济　２３ｂ

对外经贸　１４０ｃ
对外贸易　１４１ａ

对外投资　１４２ａ
对外投资宣传推介　１４０ｂ

Ｅ

“２０１９—４９３”网上贩买新型毒品案
　１０５ａ
“２０２０—２０２”毒品专案　１０５ｂ
《２０２０年区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
切相关的实事》　６６ｃ

“２＋４”工业园区单位土地产出　２２
（表）

Ｆ

发那科智能工厂三期　１８３ｃ，２５７ｃ
法律监督　１０６ｂ
法院　１０６ｃ
法治　１０３
法治化营商环境　１０８ｂ
法治政府建设　１０９ｃ，２５４ａ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　１１０ａ
方红梅　１７７ｂ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　１０４ａ
防汛防台　２３０ｃ，２３３ｂ
防疫公益活动　１８１ｃ
防疫口罩发放　２１６（图）
防疫涉外工作　７２ｂ
防疫物资出口　１４１ｂ
防灾减灾　１８４ａ
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案件　１０５ｃ
房产测绘　１２９ｂ
房产管理　１２９ｂ
房地产档案　１２９ｃ
房地产经纪企业　１２９ｃ
房地产开发企业　１２９ｃ，１３１（表）
房地产市场　１３０（表）
房地产业　２３ｃ，１２６
房管局　１２９ａ
房屋应急维修　１３１ｂ
非法客运整治　１３３ｃ，２３０ａ
非公企业工会改革　９６ｃ
非诉争议调解　１０８ｃ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１６９（表）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　１７１ａ
非遗购物节　１７１ａ
丰园路　２６１（图）
扶贫济困　１９６ｂ
扶贫协作　７６ｃ
扶幼助学　１９６ｃ
服务保障体系　１９５ｃ

服务区域保障　２０１ｃ
服务业　１１９ａ
服务业运行分析　３０７
福然德上市　１４３（图），１５９ａ
妇联　９９ｂ
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１００ｂ
妇女儿童权益　１００ａ
附录　２８５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２１４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５（图）
复旦大学与宝山区座谈会　４０ｃ

Ｇ

ＧＤＰ核实改革　１４３ｂ
干部监督管理　４５ｃ
干部教育培训　４５ｃ
干教培训品牌　５５ｃ
“钢铁荣耀 铸梦百年”活动标识首发仪

式　４３ｃ
“钢铁荣耀 筑梦百年———重走钢铁长征

路”上海片区活动　４５ａ
钢铁业　１１４ｃ
港籍政协委员　７４ａ
港口　１７ｃ
港务　１３３，１３５ａ
高标准保洁区域　２４０ｃ
高等教育　１７７ｂ
高端产业　１４４ｂ
高境镇　２７１ａ
高奕奕　２８６ｂ
“庚子年”主题封　１３５ｃ
工会　９６ａ
工会会员　９６ａ
工会经费管理改革　９６ｃ
工会实事　９７ａ
工伤事务　１９５ｂ
工商联　９０，９５ａ
工业　２２ｃ，１１４
工业分析　３０５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１４ａ
工作秘密管理　５８ｂ
公安分局　１０３ａ
公安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　１０４（表）
公安行政管理　１０３ｂ
公共安全　６８ｂ
公共安全支出　１５４ｃ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１０９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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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节能　７６ａ
公共客厅　２８２ａ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１３３ｂ，２２９ｃ
公共图书馆　３０２（表）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０４ａ
公共文化活动　１７０ｃ
公共文化设施　３０１（表）
公共租赁住房　１３０ａ
公交电子站牌　１８５ｃ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１３３ｂ
公交线路　１３３ｂ，２２４ａ
公立医院　２０７（表）
公立医院改革　２０５ａ
公路　２３３ｃ，２３４（表）
公路管理中心　２３３ｃ
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１５５ｂ
公务用车　７５ｃ
公务员队伍建设　４６ｃ
公益诉讼　１０６ｃ
公有住房代售　１２９ｃ
公证　１１０，１１０（图）
供水管理　２３１ｃ
供销合作　１２５ａ
供销社　１２５ａ
供销综合改革　１２５ａ
共青团　９８ｃ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　１３０ａ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２２（图），１４３ｃ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１３０ｂ
顾村镇　２５６ａ
顾村镇科学技术协会　２５７ｃ
关工委　１９０ｃ
关心下一代工作　１９０ｃ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共建人

民城市、共创美好生活的实施意见》

　３６ｂ
《关于大力推进上海科技创新中心主阵

地建设的实施意见》　３７ａ
《关于加强和改进市级机关党的建设的

实施意见》　３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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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ａ
《关于“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情况及规

划纲要重点内容的报告》　６０ｃ
《关于提高我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实

施意见》　３６ｃ

《关于推进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

的实施意见》　３６ｃ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报

告》　６１ａ
光荣榜　２８６，２９３
广播电视业　３０１（表）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２２０ａ
规划批复　２２２（表）
规划体系　２２０ａ
规划引领地区　２７７ｃ
规划资源局　２２０ａ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１１４ａ
国际标准车模赛道　１７６ｂ
“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５６ｃ
国际“逆向海淘”　１３５ｃ
国际青少年博览会　１７６ｂ
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　１８３ｂ
国际税收管理　１５７ｂ
国家Ａ级旅游景区　１７３（表）
国家方志馆江南分馆　８１ｂ
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１９６ａ
国家卫生区复审　２１６ａ
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　２５０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２１
国民体质监测　１８１ｃ
国庆广场交响音乐会　３０（图），１７０ｃ
国有资产管理　１４５ｂ
国资、国企改革　１４５ｂ
国资监管体系　１４５ｂ

Ｈ

海归医务专家义诊　７５ａ
海江绿地　２４０（图）
“海聚英才”系列活动　１９５ａ
海南省领导干部“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港”专题培训班　４０ｂ
海内外揽才工程　１９４（图）
海洋管理　２３２ａ
海洋建设　２３０ｂ
合同外资　１４０ａ
合作交流　８０ａ
和谐劳动关系　１９３ｃ
河湖长制　２３１ｂ
核酸检测采样　２１４（图）
“红帆港”党群系列活动　４７（图）
“红帆港”党群一体化阵地　４７ｂ
红色文化　１７０ａ
红十字会　１００ｂ

红十字会宣传　１０１ａ
后勤管理服务保障　７６ａ
互联网零售额　１２５ｂ
互联网平台经济　１１９ａ
户籍人口　１７ｃ，１０３ａ，１９０ｃ，２０４ａ
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　２０４ａ
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　９７ｃ
户政业务管理　１０４ｂ
护航就业行动应届高校毕业生公益招聘

会　９８ａ
“沪网行动”网络安全演练　４８ｃ
华浜卫生服务站　２７０ｃ
华东师大二附中宝山校区　１７６ｃ
华鹿兄弟创业集群　２５７ａ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１５１ｂ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１５１ａ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１５１ａ
环保行政审批　２３８ｂ
环境保护　２６ｂ，２３５，２８０ｃ
环境保护宣传　２３８ｃ
环境空气质量　２３５ｃ
环境噪声　２３６ｃ，２３６（表）
环境执法　２３８ａ
环上大科技创新圈建设领导小组　４０ｃ
环上大科技园　３０（图），１８３ａ
“环上大科技园”揭牌仪式　４４ａ
环上大科技园开园仪式　４４ｃ
环上大科技园项目对外宣传　４８ｃ
黄俊凯　１７７ａ
挥发性有机物　２３８ａ
婚姻登记　１９２ｂ
婚姻家庭　１９２ｂ
活力楼组　１９９ｂ
火灾事故与消防　３０２（表）

Ｊ

机构编制规范管理　４６ｂ
机关党工委　５３ａ
机关党建　５３ａ
机关食堂　７６（图）
机关事务管理　７５ｃ
机管局　７５ｃ
基层党建述职评议会　３７ａ
基层党组织工作　４６ａ
基层党组织规范化　４７ｃ
基层工会　９６ａ
基层建设　１９９ｃ，２５６ｃ
基层立法联系点　１９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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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团组织　９８ｃ
基层治理　２７８ｂ
基层专业调解组织　１９３ｃ
基础教育　１７６ａ
《激荡百年————中国共产党在宝山图

史》　５７ａ
集体土地征地补偿　２２１ａ
集体资产清查摸排　２１９ｃ
计划生育家庭帮扶力度　２０６ｂ
纪检　８７ａ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９周年座谈会
　４０ａ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７５周年活动　４４ｂ，４８ｃ
纪委监委机制建设　８８ａ
纪委监委重要会议　８９ｂ
纪委七届五次全会　８９ｂ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１３１ａ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调研　６２ａ
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

设的实施方案　６７ｃ
“家门口”信访服务体系建设　７１ｃ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　２０６ｂ
家庭文明建设　１９２ｃ
家政护工行业工会联合会　９８ａ
监察　８７ａ
监察委员会　２８７ｂ
监督执纪执法　８７ａ
检察　１０５ｃ
检察机关　２８９ｂ
建管委　２２４ａ
建设交通管理　２２４ａ
建设项目管理　２３０ａ
建设用地供应　２２０ｃ
建设用地计划执行率 　２２０ｃ
建设用地减量化　２２１（表）
建置区划　１７ｂ
建筑工地文明施工治理　１９７ｂ
建筑业　２２ｃ，１２６
“健康宝山”行动　２０６ａ
健康养老　６８ｂ
健康自管小组课堂　２１６ｂ
交通　１３３
交通安全管理　１０３ｃ
交通安全执法　２３０ａ
交通出行　６８ｃ
交通缓拥堵　２３３ａ
交通排堵保畅项目　２２９ｂ
交通体系　１８ｂ

交通委　２２４ａ
交通委员会执法大队　１３３ｃ
交通信息产业中心项目（一期）　２５７ａ
交通行业管理　１３４ａ，２２９ｃ
交通行政执法　１３３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１６１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

点　１６１（表）
交通运输　２３ａ
交通运输管理　１３３ａ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　１３３ｂ
交通运输支出　１５５ａ
交通执法检查　１３４（图）
教科卫体委员会　８４ｃ
教师节　１７６ｃ
教育　２４ｃ，１７６
教育机构　１７６ａ
教育事务服务中心　１７６ｃ
教育系统首届硕博联盟成立大会　１７７ｂ
教育支出　１５４ａ
教职员工　１７６ａ
街道　２４１，２７５，２９１ｂ
街面环境治理　１９７ｂ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６０ｃ
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１６６（表）
节能公益论坛　７６ａ
节能环保支出　１５４ｃ
结对帮扶　７８（表），９９ｂ
结婚登记　１９２ｂ
界别协商　８３ｃ
金融风险　１５８ｃ
金融服务　１５８
金融抗疫　１５８ａ
金融业　２３ｂ
金融营商环境　１５８ｃ
进博会安保　１０４ａ
进博会宝山投资交易签约仪式　１４０ｃ
进博会参展企业数量　１４０ｃ
进博会意向成交金额　１４０ｃ
进口博览会交通设施保障专项整治

　２３３ａ
进口国家（地区）　１４１（表）
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　１４６ｃ
进口商品　１４１（表）
禁毒宣传活动　２０２（图）
经济发展　２６８ｃ，２７５ｂ
经济管理　１４３
经济建设　２４２ａ，２４５ａ，２４９ａ，２５２ｃ，２５６ａ，

２６１ａ，２６６ａ，２７１ｃ
经济篇　１１１
经济社会运行　１４３ａ
经济委员会　８４ｃ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５７ｃ
经济增长态势　６４ｂ
经普资料　１４３ｂ
经委　１１４ａ
精品示范路　２３３ａ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４２ｃ，２５４ａ，２７７ａ
精神文明建设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推进大会　３９ｂ
精准扶贫　１９６ｃ
井盖治理　２３３ａ
警务　１０３ａ
竞技体育　１８０ａ
敬老品牌　１９１ｂ
敬老月系列活动　１９１ｂ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９４ａ
旧里改造　１３１ａ
旧区改造　１３０ｃ，２７７ｃ
救护培训　１００ｃ，１００（图）
救助关爱　１００ｃ
就业　２５ｃ，１９３ａ
就业促进中心　１９３ａ
就业服务　６８ｃ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４２ｂ，２４６ａ，２５３ａ，
２５６ｃ，２６２ａ，２６６ｂ，２６９ａ，２７５ｂ，２７８ａ
就业援滇　７７ｃ
居村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　４０ｃ
居村干部“四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４０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４４ｂ
居委会　１９９ｃ，２４４（表），２４７（表），２５０
（表），２５５（表），２５９（表），２６３（表），
２６８（表），２７０（表），２７４（表），２７９
（表），２８３（表）

捐款　１００ｂ
卷烟营销　１１９ｃ

Ｋ

开放型经济　１４０
开利中国６０００冷吨冷水机组测试台　
１３９（图）
康复服务　１９２ａ
康家“城中村”改造　２６６ｃ
抗战纪念活动　１７０ａ
科技　１８２，１８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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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１４４（表）
科技工作调研　６１ｃ
科普之旅　９４（图）
科委　１８２ａ
科协　１０２ｂ
科学技术　２４ｃ
科学技术支出　１５４ａ
课程和教材建设　５１ａ
肯尼亚上海商会　７４ｂ
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　２３５ｃ，２３５（图）
口岸管理　１４８ｂ
快仓全球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项目　
４５ａ，２５７ｃ
困难行业企业就业　１９３ａ
扩投资促消费　１４５ａ

Ｌ

垃圾分类　２８０ｂ
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１９４ｂ
劳动关系　１９３ｂ
“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　１１０ｂ
劳模先进表彰大会　４１ｂ，９８ｂ，９８（图）
老干部工作　５３ｂ
老干部局　５３ｃ
老旧小区改善　６８ｂ
老旧住房成套改造　２８０ａ
老龄事业　１９０ｃ
老年人口　１９０ｃ
老年人生活服务　１９１ａ
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２８１ｂ
老镇改造　１３０ｃ
离岸服务外包业务　１４２ａ
离婚登记　１９２ｂ
离休干部生活服务和政策落实　５４ｂ
历史文化　１９ｃ
历史沿革　１７ｂ
立案　１０５ｃ
联东集团　２４３ｂ
廉政警示教育　８８ｂ
廉租房　１３０ａ
“粮安”信息化建设　１１９ｂ
“粮安”智能化建设　１１９ｂ
粮食安全区长责任制　１１９ｂ
粮食长三角产销　１１９ｂ
粮食储备　１１９ｂ
粮食管理　１１９ｂ
粮食轮换　１１９ｂ
粮食收购　１１９ｂ

两个覆盖　４７ａ
烈士褒扬纪念活动　１９６ａ
烈士纪念日　４４ｃ
林业管理　２３９ｂ
零售　２２ｃ
领导班子建设　４５ｃ
领导调研　４１ｃ，６２ｂ，８３ａ，９７ｃ，２５４ｂ
领导干部会议　４０ｂ
“六保”案例征集优秀奖　２５７ｃ
六稳六保　２７１ｂ
陆翔路—祁连山路贯通工程（Ｉ标段）　
１２７（图）
路政许可　２３３ｃ
路政执法　２３４ｃ
旅行社　１７３（表）
旅游　１６６
旅游公共服务　１７２ａ
旅游企业等级评定与复核　１７２ａ
旅游企业经营　１７１（表）
旅游设施　２３（表）
旅游事业　１７１ｂ
旅游业　２２ｃ
旅游主题产品　１７２ａ
履职为民　８２ｂ
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作　３０３（表）
绿地　２３９ａ
绿化　２３９
绿化管理　２３９ａ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２３９ａ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１３０ｂ
罗店镇　２４８ａ
罗店镇绿色生态循环农业基地　１１３
（图）

罗泾分公司　１３５ａ
罗泾镇　２５２ａ
罗泾镇塘湾村林地　２４０ａ

Ｍ

ＭＡＧＩＣ３上海市青少年三对三超级篮球
赛　１８１ｂ

慢行交通　２３３ａ
贸易方式　１４１ｃ
梅雨降水量　１８４ａ
梅雨期　１８４ａ
媒体融合　１８６ｃ
美丽家园　２８０ｃ
美丽街区　２８０ｃ
美丽街区三年行动计划　２３９ｂ

美丽乡村建设　２１８ｃ
美丽乡村徒步赛　２５４ｃ，２５４（图）
美平路邮政所　１３５ｃ
“魅力庙行”文化节　２６７ｂ，２６７（图）
“庙行·印记”展示馆开馆仪式　２６７ｂ
庙行镇　２６６ａ
庙行镇科学技术协会　２６７ｃ
民兵整组　５２ａ
民防办　２００ａ
民防工程建设　２００ｂ
民防工程维护管理　２００ｃ
民防宣传　２００ｃ
民防演习　２００ｂ
民革　９０ａ
民建　９１ｂ
民进　９２ａ
民盟　９１ａ
民生保障　６８ｃ
民生档案利用服务　５６ｂ
民生事业　２４６ｂ
民生司法保障　１０７ｃ
民事案件　１０７ｂ
民事审判　１０７ｂ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　１０８ｃ
民营经济　１４２ａ
民营门诊部　２０９（表）
民营企业　１４２ａ
民营企业出口额　１４１ａ
民营医疗机构　２１１（表）
民营医疗机构管理　２０６ｃ
民营医院　２０８（表）
民政局　１９９ａ
民主党派　９０，２９１ａ
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录　２８６
民族　７２ｃ
民族宗教法制宣传　７２ｃ
民族宗教和港澳台侨委员会　８５ｃ
民族宗教团体　７３ａ
名家工作室　１７１ａ
名录　２８６

Ｎ

纳税服务　１５７ａ
南大地区转型　１４４ａ
南大土壤修复中心　２３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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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图），３８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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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智慧城市”规划　１８８ｂ
南大智慧城专题调研　６１ｃ
内河港航码头　２２９ｃ
能源基地　２０ｃ
年轻干部培养　４５ｃ
农产品绿色认证　１１３ａ
农村公路管养　２３４ａ
农村集体产权关系及变更　２１９ｂ
农村集体经济　２１９ｂ
农村建房乱占耕地调查　２２１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２１８ｃ，２１８（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场推进会　４０ｂ
农工党　９２ｃ
农林水支出　１５４ｃ
农民集中居住　２２０ｃ
农业　２２ａ，１１２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１１２ｂ
农业农村委　８５ｂ，１１２ａ，２１８ａ
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３００（表）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１１３ａ

Ｐ

ＰＭ２．５　２３５（图）
排水管理　２３１ｃ
培训就业联盟　１９３ａ
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推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　６７ｂ
批发　２２ｃ
平安建设 　 ２５３ｃ，２５６ｃ，２６６ｃ，２７２ｃ，
２７６ｃ，２７８ｃ
平安社区　２８２ｃ
浦江边检站　１４９ａ

Ｑ

其他团体　１０１ａ
气候　１６ｂ
气象　１６ｂ，１８３ｃ
气象局　１８３ｃ
企业发展委员会　８５ｂ
企业合规经营　１４７ａ
汽车维修管理　１３３ａ
千名职工应急救护志愿者培训计划

　９７ｃ
前１０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及构成　２０７
（表）

前１０位疾病死亡原因及构成　２０６（表）
侨办　７４ａ

侨法宣传月　７４ｃ
侨联　１０１ｂ
侨领眷属　７４ｂ
侨务　７４ａ
桥梁　２３２ａ
桥梁管理　２３４ｂ
桥梁检测　２３２ｂ
侵权假冒打击　１４８ａ
青联　１０１ｃ
青年人才服务　１９５ａ
青年人数　１９０ａ
青少年高尔夫球大师赛　１８１ｂ
青少年高尔夫球运动员选拔赛　１８１ｂ
青少年“光盘行动”快闪接力　９８ｃ
青少年事业　１９０ａ
青少年手球锦标赛　１８１ｂ
青少年体育　１８１ａ
青少年体育精英系列赛篮球比赛　１８１ａ
清真食品供应网点　７３（表）
庆祝建军９３周年军政座谈会　４０ｂ
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　２３７（图）
区八届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　５９ｂ
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７５ｂ
区法院刑事审判工作调研　６２ａ
区府办文件选目　２９７
区级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３９ｂ
区委　３２ａ
区委办文件选目　２９６
区委财经工作委员会会议　４０ｂ
区委常规巡察　５８ａ
区委工作报告　２
区委工作机构　２８６ｂ
区委七届十次全会　３６ａ
区委七届十一次全会　３（图），３６ａ
区委全会　３６ａ
区委文件选目　２９５
区委学习讨论会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

３０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专
题研讨班　４１ｂ

区委重要会议　３７ａ
区委重要活动　４１ｃ
区政府重要决策　６６ｃ
区政府重要政事　６６ｃ
区行政争议调处中心　１１０ｂ
区域化党建联席会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

　１１０ｂ
区域联勤防火机制　２０１ｂ

区域内部分单位　２９２ｂ
区域特点　１７ｃ
区域通信保障　１８８ｃ
区域重点项目　１４５ｂ
区政府　６４
区政府工作报告　８
区政府文件选目　２９７
区属动迁安置用房　１３０ｂ
全程代办服务模式　７１ａ
全国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　２１９（图）
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　２６２ｃ
全国劳动模范　１７７ｂ
全国人口普查　６６ｃ
全国先进个人　２９４
全国先进集体　２９３
全国乡村治理体系　２１９ａ
全国智慧养老健康示范镇　２７３ａ
全警练兵实战实训　１０５ａ
全民国防教育日　５２ｃ，５２（图）
全民健身　１８０ｃ
全民健身赛事品牌　１８１ａ
全区警示教育大会　８９ｃ
群众获得感　６６ａ
群众体育　１８０ｃ
群众团体　９６，２９１ｂ
群众团体负责人名录　２８６
“群租”整治　１３１ｃ

Ｒ

燃气　１５１ａ
燃气管理　２３０ｂ
扰乱公共秩序案　１０５ａ
热线办理　１９８ｃ
人保局　１９３ａ
人才队伍　４６ｂ
人才对口支援　７７ａ
人才人事　１９４ｃ
人才申报　１９４ｃ
人才政策　１９４ｃ
人大　５９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５９ｃ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６０ａ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６０ａ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三十五次（扩大）会

议　６０ａ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６０ａ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６０ａ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６０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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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八届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６０ｂ
人大八届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　６０ｂ
人大八届五次会议　５９ｃ
人大八届六次会议　９（图）
人大常委会　２８９ａ
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　６３（表）
人大代表工作　６２ｃ
人大代表“家站点”平台建设　６３ｂ
人大代表建议　６３ａ
人大代表联系社区　６３ａ
人大代表主体作用　５９ｂ
人大工作会议　４１ａ，６０ｃ
人大监督工作　６１ａ
人大履行监督职责　５９ａ
人大重大事项决定　６０ｃ
人大重要会议　６０ｃ
人大重要活动　６２ｂ
人防通信警报　２００ａ
人防指挥所　２００ａ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智能制造生态”主

题论坛　４４ａ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需求　１８５ｃ
人工智能云状识别　１８４ａ
人口　２５ｃ，１０３ａ
人口普查　１４３ａ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８４ｃ
人力资源　１９３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１９３ａ
人民代表大会　５９ａ
人民法院　２８９ｂ
人民防空　２００ａ
人民检察院　１０５ｃ，２８９ｂ
人民生活　２５ｃ
人民团体　２９１ｂ
人民武装　５１ｂ
人民政府　２８９ｂ
人事任免权　５９ｂ
人武部　５１ｂ
人物　２８６
人行道整治　２３２ｃ
仁济医院宝山分院血液净化中心、胸痛

中心、卒中中心筹建揭幕仪式　４４ｂ
仁联集团　２５７ａ
日常监督　８７ｂ
融合城市定向赛　１９２ａ
融媒体中心　１８６ａ
融媒体中心获奖作品　１８６（表）

Ｓ

三大市级特色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推进会

　４１ａ
三邻桥体育文化园　２７３（图）
扫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１０８ｂ，１９７ｃ，
２０２ｃ，２８３ｂ
山东省青岛市考察团　８０ｂ
商贸业　１１８
商品房维修基金　１２９ｃ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１３１（表）
商品交易市场　１１９ｃ，１２０（表）
商品销售额　１１８ａ，３０１（表）
商务部防疫物资出口“白名单”　１４２ａ
商务载体　１１９ａ
商业　１１８ａ
商业发展情况调研　６１ｃ
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１３４ｂ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１７７ｃ
上海宝地不动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１７ａ
上海宝济药业重组蛋白药物产业化项目

　４４ｃ，２５０ａ
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球俱乐部 　
４４ｂ，１８０ｂ
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１８７ａ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　１８６ａ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６ａ
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　１８３ｂ
上海超大城市综合气象观测试验区

　１８４ａ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泰和水厂　１５３ｃ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吴淞水厂　１５２ｃ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月浦水厂　１５２ｃ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１５１ｃ
上海大学　１７７ｂ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　５０ｂ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２７ｂ
上海工会维护职工权益十佳案例　９７ｃ
“上海购物”品牌　１１８ｂ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１３５ａ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１３５ａ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１７８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北部）　２１３ｃ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１７８ｃ
上海开放大学宝山分校　１７９ｂ
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　３２ｂ
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　１４４ｂ
上海旅游节宝山系列活动　１７１ｃ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　１６２ｃ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６３（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１６２ａ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６２
（表）

上海师范大学合作协议　１７７ａ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１５１ｃ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１０１ｂ
上海市宝山区监察委员会　８７
上海市宝山区老年大学　１７９ｂ
上海市宝山区培智学校　１７９ｃ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　
７２ａ，７２（图）
上海市宝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１０２ａ
上海市宝山区业余大学　１７９ｂ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２１４ｂ
上海市宝山区作家协会成立大会　１０２
（图）

上海市宝山区作家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

员大会　１０２（图）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１７９ａ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山代表机构　１９６ｂ
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解读培训会　２６９（图）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员

会　１０１ａ
上海市家庭马拉松　１８０（图）
上海市“金刚奖”　１２７（图）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１３４ｃ
上海市垃圾分类示范区　２４０ｃ
《上海市民健康公约》　２１６ｂ
上海市民文化节　１７０ｃ
上海市民运动会宝山赛区系列赛事

　１８０ｃ
上海市青少年篮球锦标赛　１８１ａ
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服务达标单位（宝

山区）　１７３（表）
上海市社会旅馆优质服务达标单位（宝

山区）　１７２（表）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

　６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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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４０ｂ
上海市职工科技节　９８ｂ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　１９（图）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１７０ａ，２２４（图）
上海吴淞创新城宝武吴淞（科创）园重

大项目开工仪式　４５ａ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７ｃ
上海吴淞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５ｃ
上海五冶　１２６ｃ
上海行知学院　１７９ｂ
上海烟草集团宝山烟草糖酒有限公司

　１１９ｂ
上海移动式核酸检测方舱实验室　１８３ａ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１６４ａ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６４（表）
上海樱花季专项文旅活动　２０（图），３０
（图），１７１ａ

上海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

公司　１３５ｂ
上海兆坤实业有限公司　１５９ａ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１７８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２１４ｂ
上市服务体系　１５８ｂ
上市挂牌企业　６５（表），１４４ａ，１５９ａ
上市企业　１５９ａ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１００ｃ
少数民族　７２ｃ
社会安全　２００
社会保障　２５ｃ，１９３，１９５ａ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１５４ｂ
社会保障水平　１９５ａ
社会风险防控　２０２ａ
社会工作党委　４６ｃ
社会管理　１９７，２４６ａ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８５ａ
社会经济发展　３３ａ
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２９８（表）
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　３００
（表）

社会救助　１９５ｂ
社会民生服务　３４ｂ
社会篇　１８９
社会生活　１９０
社会事业 　２４２ｃ，２４９ｂ，２５３ａ，２５６ｂ，
２６６ｂ，２６９ａ，２７２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１８ａ，３０１（表）
社会优抚　１９５ｂ

社会治安　３０３（表），１０３ｂ
社会治理　２４９ｂ，２６１ｃ，２６９ｂ，２６６ｃ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３５ａ
社会主义学院　５０ｃ
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班　５０（表）
社会组织党建　４７ａ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１９９ａ
社会组织管理　１９９ａ
社区安全实事项目　２８２ｃ
社区创业就业　２８２ａ
社区达人　１９９ｃ
社区大数据云平台　２７７ｂ
社区发展服务　２８２ｂ
社区建设　１９９ａ，２５３ｃ，２７６ｂ
社区民生服务　２８１ｂ
社区通　１９９ｂ，２８２ａ
“社区通”治慧中心　１８５ｂ
社区卫生综合改革　２０５ａ
社区委　９４ａ
社区文化体育　２８１ｃ，２７８ｂ
社区云　１８５ａ
社区治理　１９９ｂ，１９９ｃ，２７２ｃ
社区自治共治　２８２ｂ
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１９９ａ
社院　５０ｃ
涉密人员管理　５８ｃ
涉民生专项执行行动　１０７（图）
涉疫市场检查　１４６（图）
深化“一网通办”改革及审改工作要点

　６７ａ
审计　１５４，１５７ｂ
审计闭环管理　１５７ｃ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调研　６２ａ
审判机关　２８９ｂ
生活垃圾分类治理　１９７ａ
生态环境　１９ａ
生态环境保护　２３５ａ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司法保障调研

　６１ｃ
生态环境执法整治　１９７ｂ
生态环境专题调研　６１ｃ
生态篇　２１７
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大会　１８３ｂ，２５０ｂ
十大最美乡村路　２５４ｃ
“十四五”规划编制　２６６ｃ
“十四五”规划编制调研代表论坛　６０ｃ
“十四五”规划指标体系　１４３ｂ
“十四五”规划专题调研　６１ａ
“十四五”规划专题会议　３８ｂ

实到外资　１４０ａ
食品安全　２６ｂ，１４７ａ，２８１ｂ
世外宝山教育集团　１７７ａ
市场　１１９ｃ
市场监督管理　１４６ａ
市场监管局　１４６ａ
市场主体　１４６ａ
市级特色产业园　１４４（表）
市民终身学习人文修身宝山线路　１７７ａ
市容管理　２３９
市容环境　２７６ａ
市容环卫管理　２４０ｃ
市十五届人大宝山代表组　６２ｃ，６３（图）
市台协宝山工委会　７５ｂ
市委巡视　３３ａ
市域社会治理　２０３ａ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推进会

　４１ａ
市政道路技术　２３２ｂ
市政道路设施　２３４（表）
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管理　２３３ｂ
市政工程管理　２３２ａ
市属经适房基地　１３０ｃ
事中事后监管　１４７ｂ
收益分配　２１９ｃ
蔬果采摘节　２４３ａ，２４３（图）
数字农业　１１３ｂ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　４０ｂ
双拥模范命名　４１ｂ
双拥优抚　２８１ｃ
双在双争　５３ｂ
“谁执法谁普法”履职评议会　１１０ｃ
水产绿色养殖　１１３ａ
水环境质量　２３６ａ
水利工程建设　２３１ａ
水利规划编制　２３１ａ
水利设施管理　２３１ｃ
水陆客运　１３４ｂ
水文工作　２３１ｃ
水务（海洋）局　２３０ｂ
水务建设　２３０ｂ
水务行政执法　２３２ａ
税收法治　１５６ｃ
税收风险管理　１５７ｂ
税收及构成　２９９（表）
税收收入　１５６ａ
税收特点　１５６ａ
税收征管　１５７ａ
税务　１５４，１５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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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宣传　１５６（图）
税种管理　１５６ｃ
司法服务保障　１０８ａ
司法为民　１０６ａ
司法行政　１０９ｂ
私房政策　１２９ｃ
思想政治引领　８２ａ
四好农村路　２２９ｂ，２３４ｂ
“四 史”学 习 教 育 　 ３２ｃ，４５ｂ，４６ｃ，
５５ａ，５７ｂ
“四史”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　３９ｃ
“四史”学习教育红色地图　２７８（图）
四责协同　８７ｃ
淞南镇　２６８ａ
淞南镇科学技术协会　２７０ｂ
淞南镇全面依法治理委员会　２６９ｃ
淞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　２６９ｃ
诉件处置　１９７ｃ
诉讼服务体系　１０９ａ

Ｔ

台北南港区　７５ｂ
台湾事务　７５ａ
泰和水厂　１５３ｃ
泰和水厂水质　１５３（表）
滩涂海塘管理　２３１ｃ
探索宝山南大项目战略框架协议　２６２ｃ
塘湾母亲花文化节　２５４ｃ
特色普通高中创建展示　１７６ｃ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和村镇　１１３ｃ
特殊教育　１７９ｃ
特载　２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１４７ａ
腾讯教育产业链招商引资会　２６７ａ
提案委员会　８４ｂ
体育　２５ａ，１８０
体育产业　１８１ｂ
体育服务综合体典型案例　２７２ｃ，
　２７３（图）
体育设施　１８１ｂ
体育事业　３０２（表）
天津市河东区党政代表团　８０ａ
天津市河东区考察团　８０ａ
同济路美丽街区建设景观雕塑　２３９（图）
统计　１４３ａ
统计服务领域　１４３ａ
统计数据　２９８
统计执法监督　１４３ｃ

统一战线　４９ａ
统战部　４９ａ
统战工作会议　３９ａ
统战信息宣传调研　５１ａ
投资类企业结构　１５８ｂ
图书馆　１６６（表）
土地测绘调查　２２１ｃ
土地储备　１２７ｃ
土地供应　１２７ｃ
土地管理　２２０ａ
土地减量化验收８０公顷　２２１ａ
土地执法监察　２２１ｂ
团员　９８ｃ
推进健康宝山行动的实施意见　６７ｂ
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　６７ｃ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１９６ａ
退役军人事务局　１９５ｂ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大队成立仪式　１９６ａ
托育服务　６８ｃ

Ｗ

“５·１０”火灾事故　２０１ｂ
“５Ｇ＋互联网智慧园区”活动　１８５ｃ
５Ｇ网络建设　１８８ａ
５Ｇ智慧产业园　１８８ｂ
ＷＣＢＡ首届三人联赛　１８０ｃ
外贸出口额　１４１ａ
外贸进口额　１４１ａ
外贸新业态　１４２ａ
外商投资土地使用费征收　２２１ａ
外事　７２ｂ
外资项目　１４０ｂ
外资研发中心　１４０ａ
网上服务平台功能　７１ａ
为老服务　２７５ｃ
违法建筑治理　１９７ａ
违建别墅专项清理整治　２２１ｃ
维权机制　９７ｂ
卫生　２５ａ
卫生监督　２０４ｃ
卫生健康　２０４
卫生健康信息化　２０６ｂ
卫生健康支出　１５４ｂ
卫生应急管理水平　２０６ａ
文创企业复工复产　１６６ｂ
文化　２５ａ，１６６
文化发展　２６９ｂ

文化活动　１７０ｃ
文化建设领导小组　４０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１５４ｂ
文化篇　１６５
文化品牌　１７０ｂ
文化品牌规划　１７０ｂ
文化体育　６８ｃ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８５ａ
文化艺术　１６６ａ
文旅局　１７１ｂ
文旅信息化　１８８ａ
芜湖市台联会　７５ｂ
吴淞边检站　１４９ａ
吴淞滨江贯通亮灯仪式　３０（图），１７０ｃ
吴淞滨江示范段　１３７ｂ，１３７（图）
吴淞创新城建设工作调研　６２ａ
吴淞创新城首发项目开工仪式　４４ａ
吴淞创新城先行启动区重大产业项目

“百日攻坚”动员大会　４０ｃ
吴淞创新城转型发展工作专题研究

　４０ａ
吴淞地区转型　１４４ａ
吴淞工业区整治　１９７ａ
吴淞海关　１４８ｃ
吴淞海事局　１５０ａ
吴淞江工程（上海段）新川沙河段开工

仪式　４４ｃ
吴淞街道　２７７ｂ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１８５ｃ
吴淞氢能产业园　１８３ａ
吴淞水厂　１５２ｃ
吴淞水厂水质　１５２（表）
吴淞所　１５０ｃ
吴淞文脉　１７０ｃ
吴淞中心医院揭牌仪式　４４ａ
吴淞中学法语特色班　１７７ｂ
“五五购物节、宝山欢迎您”系列活动　４４ａ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１２６ｃ
物流　１７ｃ
物业管理　１３１ａ

Ｘ

吸收外资　１４０ａ
希望网校　９９ａ，９９（图）
下立交管理　２３３ａ
“宪法进农村”主题日活动　１１０ｃ
乡村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会　２４３ａ
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２５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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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１５５ｃ，２１８，２５３ｂ
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议　３９ｂ
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　２１８ｃ
乡村振兴战略　２４９ｂ
乡村治理创新榜　２１９ｂ
乡村治理员　２１９ａ
《想说就说———人大直通车》　６２ｃ
消防安保任务　２０１ａ
消防安全　２００ｃ，２７６ｂ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１０４ａ
消防安全责任　２０１ａ
消防风险整治　２０１ｂ
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ｂ
消防整治三年行动　２０１ａ
消防执勤战备基础建设　２０１ｂ
消费扶贫　７７ｂ
消费者合法权益　１４７ｃ
小华雯沪剧团　１７１ａ
携手奔小康帮扶行动　７７ｂ
“携手抗疫，守护健康”大型医疗咨询活

动　９３（图）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品牌　５０ｂ
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　１７８（图）
新任领导人　２８６ａ
新时代好少年　１７７ａ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新址　４５ａ，４８ｃ
新型农民培训　１１３ｂ
新增旅行社　１７２（表）
新增企业　１４７ａ
新增上市企业　１５９（表）
“薪火相传传铭历史　砥砺奋进谱新
篇”主题征文　５０ｃ

馨家庭文化季　１９２（图）
信访　７１ｃ
信访服务　１９４ｂ
信访工作责任制　７１ｃ
信访稳定　７１ｃ，２８３ｃ
信访宣传　７２ａ
信息化　１８２，１８４ｂ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１８５ｃ
星级旅游饭店　１７２（表）
刑事案件　１０３ｂ，１０７ａ
刑事审判　１０７ａ
行政村　１９９ｃ
行政服务中心　７０ａ
行政区划　１７ｃ
行政审判白皮书发送仪式　１１０ａ
行政审批窗口服务水平　１９３ｃ
行政审批改革　２３０ｂ

行政审批许可　２２１ｂ
行政诉讼座谈会　１１０ａ
行政学院　５４ｃ
行政争议调处中心揭牌签约仪式　４４ｂ
行知读书会线下活动　２６２ｃ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整治　８９ａ
“幸福宝山路　文明修身行”主题健步
走　９８ｂ，２５４（图）

畜牧执法管理　１１２ｃ
宣传思想　４７ｃ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３９ａ
学科人才　２０５ｃ
学习促进委员会全体会议　１７６ｂ
学习调研　６２ｂ
学习交流　６２ｃ
“学先进典型、讲身边故事、助申城发

展”主题活动　５４ａ
学校　２４３（表），２４７（表），２４（表），２５０（表），
２５５（表），２５８（表），２６３（表），２６７（表），
２７０（表），２７３（表），２７９（表），２８３（表）
雪亮工程　１８７ａ
巡察工作　８８ｃ
巡察整改落实　８８ｃ
巡察重点　８８ｃ
巡视巡察一体化　８８ｃ
巡视整改　３９ｃ
训练演练　２００ａ

Ｙ

“１０·２９”火灾事故　２０１ｃ
“１２３４５”　１９４ｃ
“１２·５”国际志愿者日活动　４５ａ
烟草专卖　１１９ｂ
杨行体育中心　４４ｂ，２４３ａ
杨行镇　２４２ａ
养护道路“四新技术”　２３３ｂ
养老床位　１９１ａ
养老服务　１９１ｃ
养老机构　１９１ａ
药械化安全监管　１４７ｂ
业余篮球联赛　２５４ｃ
夜来·香小镇　２７３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５４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５４ａ
“一号创新带”交运智慧湾科创园开园

仪式　４５ｂ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７０ｂ
一网通办　１８４ｃ，１８７ａ，２８２ａ

“一网通办”２４小时自助服务区　２７７ｂ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工作专题　３８ｂ
一网统管　１８４ｃ，１９８（图），２８０ｃ
医保惠民　２１３ｂ
医保基金监管　２１３ａ
医保经办服务　２１３ｂ
医保局　２１３ａ
医疗保障　２１３ａ
医疗机构　２１３ｃ
医疗质量　２０５ｂ
医务工作者代表座谈会　３８ａ
医养结合　１９１ａ
医院　２０４ａ
依法治档　５６ｂ
依法治理　２７７ａ
疫情防控　３２ａ，４５ｂ，５０ａ，５３ａ，６４ａ，９６ａ，
９９ａ，９９ｃ，１０４ａ，１３４ｂ，１４９（图），１５７ｃ，
１９９ａ，１９９ｃ，２０４ｂ，２５２ｂ，２６２ｂ，２６８ｂ，
２７１ａ，２７５ａ，２７７ｃ
疫情防控档案　５６ａ
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３７ｂ
疫情防控工作检查　４２ｃ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３７ｃ
疫情防控监督　８７ｂ
疫情防控宣传　１８６ｂ
疫情防控医疗保障　２１３ａ
疫情防控资金供给　１５５ｃ
疫情捐赠　９０（图）
疫情捐赠通道　１９６ｂ
疫情期间信访工作　７２ａ
疫情期间影响复工复产案件　１０５（图）
翼生活·睦邻小镇　１２５（图）
银行　１５９ｂ
银行存贷款余额　２３（表）
银政合作　１５８ｃ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２００ｂ
应急管理　２０３ｂ
应急管理制度　２０３ｃ
应急抢险救援　２００ｂ
应统尽统　１４３ｃ
樱花节直播活动　１８６（图）
樱花文化ＩＰ项目　２４０ｂ
营商环境　１０６ａ，１４４ｂ
拥军优属　５２ｃ
拥政爱民　５２ｃ
“优企宝”公司虚开发票案　１０５ａ
邮轮产业发展　１３７ａ
邮轮防疫体系　１３７ａ
邮轮港配套设施　１３７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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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经济　１３７
邮轮企业运营座谈会　３８ａ
邮政　１３３，１３５ｂ，３０１（表）
邮政业　２３ａ
友好结对地区　８１（表）
友谊路街道　２７５ａ
友谊路街道物业纠纷调解项目　１０９ｃ
渔业　１１３ａ
渔业执法管理　１１３ａ
预决算　６１ａ
预算编制情况调研　６２ａ
预算绩效管理　１５５ｃ
“园林杯”优质工程　２４０ａ
园区　２９１
园区经济　１３８
“园区通”“商圈通”平台服务效能　４７ａ
援鄂医疗队　３０（图），４３ｂ，２１５（图）
援鄂医疗队返回宝山活动　４３（图）
院庭长办案　１０８ｃ
月浦花艺展　２４６（图）
月浦水厂　１５２ｃ
月浦水厂水质　１５２（表）
月浦水厂炭滤池　１５３（图）
月浦镇　２４５ａ
“云”花艺展　２４６ｃ
云南省曲靖市党政代表团　８０ｃ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党政代表团　８０ｃ
云南省曲靖市考察团　８０ｃ
云南省维西县党政代表团　８０ｂ
云南省维西县文化旅游推介会　８０ｂ
运动魔盒挑战赛　１８１ａ
运动员　１８０ａ
?藻浜沿线环境整治及绿化景观提升工

程　２６７ａ

Ｚ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１５５ａ
在校学生　２４（表），１７６ａ
早餐门店　１１８（表）
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入库　１０１（图）
增挂牌中小企业　１５９（表）
宅基地补充信息调查　２１９ｃ
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　２２（表）
张华浜东排水系统工程泵站区　２３１（图）
张华浜分公司　１３５ａ
张庙街道　２８０ａ
招商引资　１１４ｂ
招投标管理　２３０ａ

镇　２４１，２４２，２９１ｂ
镇村建设与管理　２５３ａ
争议处置“一站式”工作　１９４ａ
征兵　５２ｂ
征地保障　１９５ｂ
征地房屋补偿　２２１ａ
征地养老　１９５ｂ
征收管理　１２９ｂ
证券　１６４ａ
证券分支机构　１６４ａ
证券经营机构及营业网点　１６４（表）
政策跟踪审计　１５７ｃ
政法暨信访工作会议　３９ａ
政法系统　２０１ｃ
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６８（表）
政府法治　１０９ｂ
政府工作机构　２８９ｂ
政府实事项目　６８ａ，１１８ｃ，２０１ｂ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１５５ａ
政府债务余额　１５５ｂ
政务服务　７０ａ，２４９ｃ
政务服务评价反馈机制　７１ｂ
政协　８２，２９０ｂ
政协八届常委会会议　８２ｃ
政协八届四次会议　８２ｃ
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８５（表）
政协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　２９０ｂ
政协论坛论文题目　８６（表）
政协秘书长例会　８３ａ
政协年末视察　８３（图），８４ａ
政协年中视察　８３ｂ
政协提案办理　８４ａ
政协优秀提案　８５（表）
政协重要活动　８３ａ
政协主要会议　８２ｃ
政协专委会　８４ｂ
政治共识教育　５１ａ
政治监督　８７ａ
政治篇　３１
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信息管理平台

　１８５ａ
支付电子化改革　１５５ｂ
知识产权管理　１４７ｃ
知识产权社会治理　１４８ａ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体系　１４７ｃ
知识产权指导服务　１４８ａ
执纪执法　８７ｃ
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及平均工资　３０３（表）
职工文化品牌　９７ａ

职业技能培训　１９３ｂ
职业技术教育　１７８ｃ
职业教育发展情况调研　６２ａ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２年）　６７ｃ
植物检疫　１１２ａ
志愿捐献　１０１ａ
“志愿米仓”激励平台　２４７ｂ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７６ａ
致公党宝山总支　９３ｂ
“智慧法院”建设　１０８ｃ
智慧健康　１８５ａ
智慧教育　１８５ｂ
智慧文旅　１８５ｂ
智能安防工程　１８８ｃ
智能制造　１１７ｃ
中共宝山区委　２８６ａ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８７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３２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于制定上

海市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　３７ａ
中国宝武钢铁会博中心　３０（图），４３ｃ，
６５（图）
中国宝武设计院　１１５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

支行　１６０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

支行网点　１６０（表）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１４１ａ
中国国际石墨烯创新大会　４４ｃ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委

员会　９０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宝

山支行　１６１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宝

山支行营业网点　１６１（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

行　１６２ｃ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

行网点　１６２（表）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９２ａ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９１ｂ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９１ａ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９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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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１６２ｂ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网

点　１６２（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

行　１６０ａ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

行营业网点　１６０（表）
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上海市选拔

赛　１８１ａ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宝山支公司　１６４ａ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

支公司　１６４ａ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大会暨第六届生

物药物创新及研发国际研讨会开幕式

　４４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

　１５９ｂ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

网点　１５９（表）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　１４５ａ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区支行　１６３ａ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区支行营业网点　１６３（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

公司各支局、所　１３６（表）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会

　９３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关　１４８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１４９ｂ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颁布

１０周年保密宣传教育巡展　５８（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浦江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１４９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关　１４８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１４９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１５０ａ
中华职业教育社　５０ｃ

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　２４３ｃ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８９ａ
中药治疗脱发　２７０ａ
中医药服务能力　２０５ｃ
种植业　１１２ａ
种植业执法管理　１１２ａ
种质资源普查和收集　１１２ａ
重大报道　１８６ｃ
重大道路项目　２３４ａ
重大工程　２２４ｃ
重大工程开工仪式　４４ｂ
重大工程（区级项目）任务　２２６（表）
重大工程（市级项目）建设计划　２２５（表）
重大决策　３６ａ
重大事项决定权　５９ｂ
重大项目　１１４ａ
重点产业　１１４ｂ
重点地区规划　２２０ｂ
重点地区项目资源开发　１７２ａ
重点课题调研　８３ｂ
重点商标保护　１４７ｃ
重点商标认定　１４７ｃ
重点商业项目　１１８（表）
重点市政项目建设　２３２ｂ
重点园区　１１４ｂ
重要专项规划　２２０ｂ
珠海十字门会展商务组团一期标志性塔

楼（办公酒店）工程　１２６（图）
主题邮票展　１３５ｃ
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　２３７ｃ
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２２（表）
主要水污染物减排　２３７ｃ
主要文件目录　２９５
“助力宝山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协论坛

　８３ｃ
助学　１００ａ
助医为老　１９６ｃ
住房保障　１３０ａ
住房保障管理　２８１ｂ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１２９ａ
住房保障支出　１５５ａ

住房成套改造　１３１ａ
住房改革管理　１２９ｃ
住宅建设管理　１２９ａ
住宅全装修管理　１２９ｂ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１２９ａ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１９７ｂ
住宅修缮　１３０ｃ
驻军　５２ｃ
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１９６ａ
专利授权总量　１４７ｃ
专门协商机构　８２ａ
专题视察　６１ｂ
专项民主监督　８４ａ，９１（图）
装配式住宅　１２９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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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

　６７ａ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１５５ａ
自来水　１５１ａ
自然环境　１６ａ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６８ａ
自然资源审计　１５７ｃ
宗教　７２ｃ
宗教场所　７２ｃ，７４（表）
宗教事务管理　７３ａ
宗教团体　７２ｃ
总部经济　１１９ａ
总工会七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　９７ｃ
综合窗口服务模式　７０ｃ
综合经济　２１ａ
综合经济管理　１４３ｃ
综合治理　２０１ｃ，２５３ｃ
走访慰问　５４（图）
租税联动　１１９ａ
组织部　４５ｂ
组织工作　４５ｂ
组织工作会议　３９ａ
作风建设　８９ａ，８９ｂ
最美退役军人表彰会　４１ｂ
“最美退役军人”先进事迹宣讲活动

　１９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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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格 索 引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地区生产总值　２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财政收支　２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２２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总产值　２２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２＋４”工业园区单位土地产出　２２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旅游设施　２３
２０２０年末宝山区银行存贷款余额　２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各类学校及在校学生　２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班　５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上市挂牌企业　６５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清真食品供应网点　７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　７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对口支援７个县村村结对帮扶情况　７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友好结对地区　８１
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８５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８５
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政协论坛论文题目　８６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公安局区公安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　１０４
２０２０年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含托管单位）　１１６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重点商业项目　１１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改（扩）建５家标准化菜市场　１１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早餐门店　１１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商品交易市场　１２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出让地块　１２７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　１３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房地产开发企业　１３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发放　１３１
２０２０年１—８月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　１４１
２０２０年１—８月宝山区主要出口国家（地区）　１４１
２０２０年１—８月宝山区主要进口国家（地区）　１４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发展情况　１４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市级特色产业园概况　１４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新增上市企业　１５９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在“新三板”及上股交新增挂牌中小企业　１５９
２０２０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１５９
２０２０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１６０
２０２０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营业网点
　１６０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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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１

２０２０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１６１
２０２０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６２
２０２０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网点　１６２

２０２０年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１６２
２０２０年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６３
２０２０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区支行营
业网点　１６３

２０２０年上海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６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及营业网点　１６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不可移动文物　１６７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１６９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旅游企业经营情况　１７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新增旅行社　１７２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星级旅游饭店　１７２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社会旅馆优质服务达标单位（宝山区）　１７２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服务达标单位（宝山区）　１７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国家Ａ级旅游景区　１７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旅行社　１７３
２０２０年上海市宝山区融媒体中心获奖作品　１８６
２０２０年宝山东方有线营业网点　１８７
２０２０年宝山电信局营业网点　１８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　２２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规划批复情况　２２２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地名命名登记情况　２２２
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重大工程（市级项目）建设计划　２２５
２０２０年度宝山区重大工程（区级项目）任务清单　２２６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　２３４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２３４
２０２０年杨行镇学校　２４３
２０２０年杨行镇村（居）委会　２４４
２０２０年月浦镇学校　２４７
２０２０年月浦镇村、居委会　２４７
２０２０年罗店镇学校　２５０
２０２０年罗店镇村（居）委会　２５０
２０２０年罗泾镇学校　２５５
２０２０年罗泾镇村、居委会　２５５
２０２０年顾村镇学校　２５８
２０２０年顾村镇村委会　２５９
２０２０年顾村镇居委会　２５９
２０２０年大场镇学校　２６３
大场镇村（居）委会　２６３
２０２０年庙行镇学校　２６７
２０２０年庙行镇村（居）委会　２６８
２０２０年淞南镇学校　２７０
２０２０年淞南镇居委会　２７０
２０２０年高境镇学校　２７３
２０２０年高境镇居委会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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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吴淞街道学校　２７９
２０２０年吴淞街道居委会　２７９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学校　２８３
２０２０年张庙街道居委会　２８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２９８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地区生产总值　２９９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税收及构成　２９９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财政收入　２９９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财政支出　３０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３００
各时期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　３００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商品销售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０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邮政、电信　３０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公共文化设施　３０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广播电视业　３０１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公共图书馆　３０２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体育事业　３０２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火灾事故与消防　３０２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社会治安　３０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作　３０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及平均工资　３０３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２＋４”工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完
成情况　３０６

随文图片索引

１２月１６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十一次
全体会议召开　３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２日，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召开　９

９月３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二期投入使用　１９
４月１日，上海樱花季专项文旅活动启动　２０
４月１４日，迎接区援鄂医疗队返回宝山活动在区级机关办公
大楼举行　４３

１月１５日，“不忘初心　扬帆共赢”———宝山区“园区通”平台
推广运行暨２０２０年度“红帆港”党群系列活动启动　４７

９月１９日，宝山区举办“奋进新时代，聚力强军梦，铸盾强人
防”国防教育日宣传活动　５２

９月３日，区委书记陈杰带队走访慰问局级离退休干部　５４
１０月，“上海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口述系列丛书”之一———
《宝山的责任》出版　５７

９月，区委保密办举办纪念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颁布１０周年保密宣传教育巡展　５８

６月１２日，市十五届人大宝山组代表到罗泾镇视察乡村振兴
工作　６３

１２月２３日，中国宝武钢铁会博中心启用　６５
区行政服务中心“ＡＩ＋一网通办”线上办理专区　７０
１０月２８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揭牌仪式
暨工作推进会举行　７２

９月２１日，上海宝山区民族宗教界向会泽县爱心捐款１５万元
　７３
８月２９日，机关食堂推出“半份菜”“半份饭”等服务　７６
１２月３日，区政协围绕“宝山氢能源产业发展情况”组织政协
委员开展年末视察　８３

宝山区反腐倡廉教育基地　８８
４月１日，民革宝山区委向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捐赠矿泉水
　９０
１０月１３日，民盟区委专项监督组到杨行镇开展“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专项民主监督　９１

１１月１８日，农工党宝山区委与农工党复旦大学委员会、区政
协教科卫体委联合主办“携手抗疫，守护健康”大型医疗咨

询活动　９３
９月２８日，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联合淞南镇开展科普之旅
活动　９４

１２月１０日，“时代荣光”———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劳模先进表彰大
会召开　９８

团区委联合大华公益基金会在云南省曲靖市山区试点开展

“希望网校”项目　９９
７月２４日，区红十字会为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工作人员开展
救护培训　１００

９月２５日，区红十字会组织高境、淞南、杨行、顾村、张庙、庙行
６街镇联动开展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入库活动　１０１

４月２３日，上海市宝山区作家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
会员大会召开　１０２

３月１７日，区检察院远程讯问一起疫情期间影响复工复产案
件　１０５

１月８日，区法院开展春节前涉民生专项执行行动，向工人现
场发放执行款　１０７

３月２９日，宝山公证处为南大地区动迁居民投票选择房屋评
估机构做全程公证　１１０

罗店镇创建绿色生态循环农业基地　１１３
１０月，翼生活·睦邻小镇二期开业　１２５
珠海十字门会展商务组团一期标志性塔楼（办公酒店）工程

　１２６
陆翔路—祁连山路贯通工程（Ｉ标段）获上海市“金刚奖”
　１２７
３月１７日，区交通执法大队在洋桥检查站检查省际班车　１３４
１０月１日，全长３．８千米的吴淞滨江岸线示范段贯通开放
　１３７
９月２２日，开利中国６０００冷吨冷水机组测试台在宝山工业园
区开利空调工厂落成并投入使用　１３９

１１月６日，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交易团宝山分团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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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１４０
９月２４日，福然德在上交所主板上市　１４３
宝杨路延伸段　１４６
２月，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涉疫市场检查　１４６
浦江边检站开展疫情防控 　１４９
４月２６日，吴淞海事局开辟 “绿色通道”，保障８万方ＬＮＧ船
经深水航道优先进港　１５０

１２月９日，华能石洞口第一电厂２×６５万千瓦等容量煤电替
代项目主厂房区域浇筑第一罐混凝土　１５１

陈行水库　１５２
１１月，月浦水厂深度处理炭滤池建成并网通水　１５３
７月１７日，区税务局在“一网通办”政策直播间开展税务宣传
　１５６
１１月１２日，２０２０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式举行　１７０
４月１日，长三角生态一体化顾村公园实践基地揭牌　１７１
１０月１５日，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有限
公司签订新能源汽车实训基地共建协议，新能源汽车实训

基地揭牌　１７８
１０月１７日，第五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开赛　１８０
３月２７日，区融媒体中心在顾村公园开展“宝山春光 樱你而
美”２０２０年樱花节直播活动　１８６

５月２９日，“滨江少年心向党 致敬先锋共成长”———２０２０年
宝山区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云集会举行

　１９０
１０月３０日，２０２０宝山区馨家庭文化季闭幕并表彰优秀家庭
　１９２
１月７日，宝山区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海内外揽才工程启动
　１９４
６月３０日，宝山区城运“一网统管”平台正式运行 　１９８
６月２６日 ，宝山区举办“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为主题的禁毒
宣传活动 　２０２

６月１６日，宝山区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吴淞医院揭牌 　２０５
１月２８日，九院北部医护人员出发驰援武汉 　２１３
宝山医院人员在机场、港口开展核酸检测采样等工作 　２１４
３月３１日，华山北院与母院共同组建的２７３人援鄂医疗队回
归 　２１５

疫情期间，区餐饮协（商）会向会员单位免费发放口罩　２１６
宝山区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前后对比　２１８
罗泾镇海星村获评全国第二批乡村旅游重点村 　２１９
９月３日，淞沪抗战纪念馆二期开馆 　２２４
１２月３０日，张华浜东排水系统工程泵站区基坑施工 　２３１
１２月，区生态环境局开展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并把
管控信息纳入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２３７

南大土壤修复中心完成土壤修复试点项目２３幅地块 　２３７
同济路美丽街区建设景观雕塑　２３９
海江绿地 　２４０
６月１８日，２０２０杨行镇第五届蔬果采摘节开幕　２４３
５月８日，２０２０上海宝山月浦花艺展开幕 　２４６
１０月２４日，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２０２０“战 ＦＵＮ宝山”罗
泾美丽乡村徒步赛暨“幸福宝山路 文明修身行”主题健步

走颁奖活动举办　２５４
１０月２３日，上海宝山区顾村镇椿山万树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开
业 　２５７

大场镇美丽街区———聚丰园路 　２６１
９月，２０２０年“魅力庙行”文化节开幕 　２６７
７月３０日，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解读培
训会在淞南镇举行　２６９

三邻桥体育文化园入选全国体育服务综合体典型案例 　２７３
８月７日，友谊路街道第八宫格暨宝山体育中心党群服务站揭
牌 　２７６

吴淞街道“四史”学习教育红色地图 　２７８
１０月２３日，通河六村１２５号等５部电梯竣工及集中交付仪式
举行 　２８０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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