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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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综合性地方资料工具书。《宝山年鉴》创刊于 1990 年，《宝山年鉴

（2 018）》是连续出版的第二十九卷，系统记载宝山区 2017 年度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

二、本年鉴采用分类编排法，分为类目、分目和条目三个层次。

鉴 2018）设 31个类目、  1536个分目、 个条目。条目标题用

 标明。

三、本年鉴记述时间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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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anji
shuoming

五、本年鉴所收条目由各撰稿单位确定专人撰稿，并经审核确认。

撰稿人姓名署于条目之后，若连续两个以上条目由一人撰写，则在最

后一个条目下署名。 

六、本年鉴中“统计资料”由区统计局提供。为尊重撰稿单位的

意见，条目中基本保留来稿提供的数据。撰稿单位记述的数据如与“统

计资料”有出入，以“统计资料”为准；“调查资料”摘自区政府政策研

究室年度调查报告。

七、本年鉴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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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采用随文图片和表格索引。

八、《宝山年鉴》的编辑出版，得到区域内 200 余家撰稿单位及

其撰稿员的大力支持与配合，谨向上述单位和个人致谢。本年鉴的疏

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部《宝山年鉴》编辑

2018年11月

█181 1648

行适当调整。分目增加“ 对外经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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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 对

外投资 ”改为“ 对外贸易 ”；“ 长江口投控集团 ”改为“ 长江口投资

控股集团 ”；《宝钢日报》改为《中国宝武报》；《宝钢视频新闻》改

为《宝武视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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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作为第二批全国健康促进试点区之一，实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发展战略，推进健康宝山建
设。对确定的150个健康社区、120个健康家庭、30个健康企业、26个健康机关加强指导，制定相应工作制度与
规范要求。共举办100人以上“社区健康大讲堂”活动58次，近万人次参与。开展“三减”（减盐、减油、减

宝山区成功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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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和“三健”（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专项活动。举办以“手拉手，心连心，建设全国健康促进
区”为主题的2017年中医养生市民行动徒步定向赛活动。开展“齐心协力助两创 健康宝山更精彩”摄影、征
文和绘画征集活动。经国家综合评定，宝山区成功创建成为全国健康促进区。 （本栏目照片由区爱卫办提供）

7

宝山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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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复审通过重新确认国家卫生区
宝山区运用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社区通、微信群等平台宣传推进卫生区复审工作，组织开展

“国家卫生区复评60天专项整治行动”，对集贸市场及周边环境、老旧小区、中小道路、农村地区及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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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复审通过重新确认国家卫生区 宝山年鉴

村、“五小行业”、窗口单位等六大类开展重点专项整治。年内，全国爱卫会重新确认宝山区为国家卫生区
（2018～2020），顾村镇、罗泾镇为国家卫生镇。

 （本栏目照片由区爱卫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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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庙街道成功创建国际安全社区
张庙街道深化“安全社区”创建，加强伤害监测和风险评估，推进18个安全创建重点项目。开展安全宣传

教育培训约3000人次，建设小微安全实事项目近60个，专项检查130余次，排查整治安全隐患380余个。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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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年鉴

通过外国专家组现场验收，成为全区街镇中唯一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安全社区促进中心命名为“国际安全社
区”的基层单位。                                                          

 （本栏目照片由张庙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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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中央文明委授予月浦镇“全国文明镇”称号。2015年，月浦镇提出争创全国文明镇。每月开展
“牵手悦普”军民共建服务，成立“悦蕙”军嫂联谊会。培树“中国好人”杨锡华、张海卿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月浦镇获评全国文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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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年鉴

开展“五彩”志愿服务行动，开设“魅力鼓乡、文明新镇”修身讲堂，打造“书香月浦”，星月乡村少年宫升格
为全国示范点。在全区率先开发“河长制”实时监测系统，推进以花卉小镇为主题的“美丽乡村”建设。                                            
             （本栏目照片由月铺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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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南镇坚持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优化城市功能和人居环境，完善民生保障。提升终身教育服务能
级，开展“百姓公益课堂”培训和第十三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实施“一村一居一舞台”政府实事工程，培
育体育“一地一品”项目，承办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淞南杯”体育系列赛。聚焦基层纠纷调解，建立“公

淞南镇获评全国文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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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司法联合调解”工作机制，开展“律师进社区”服务。开展“创宜居宝山、建美好家园”活动，年内通过
“全国文明镇”复审。

             （本栏目照片由淞南镇提供）

宝山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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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高境镇被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评为2017年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近几年，高境镇推
进社区教育内涵发展，针对亲子早教、青春健康、老年生活、失业培训、残障人士、外来人员等不同人群，开设

高境镇获评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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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培训活动，建立覆盖“社区、校区、园区”三大学习圈，形成“学习型机关、家庭、企业、团队”良好氛
围，构建面向全镇的社区教育培训服务体系。                                                        

 （本栏目照片由高境镇提供）

宝山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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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泾镇立足区域发展实际，把握“深度融合、转型发展”主线，按照“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思
路，加快推进美丽生态罗泾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各地择优推荐基础上，经现场答辩、专家审查， 8 

罗泾镇获评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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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罗泾镇被住房城乡建设部评为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成为上海9个“全国特色小镇”之一。  
           （本栏目照片由罗泾镇提供）

宝山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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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中央文明委授予月浦镇聚源桥村“全国文明村”称号。聚源桥村位于月浦镇西北部，自提出争创
全国文明村，广大干部群众形成“三个更加”共识，即：文明创建基础要更加扎实，城乡居民的信念信心要更加

月浦镇聚源桥村获评全国文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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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发展的良好态势要更加充满活力，修订村规民约，推动党建引领下的自治共治德治法治一体化，开展村容
村貌整治和中小河道整治，以实际行动开展多种形式的创建活动，提升村民文明素养。                                          
             （本栏目照片由月浦镇提供）

宝山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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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罗泾镇塘湾村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坚持规
划引领，抓牢特色小镇建设契机，立足乡风乡情乡愁，努力实现“规划科学布局美、村庄整治环境美、创业
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素质美”目标，加强空间布局、建筑形式、田园风貌和自然景观的融合，因地制宜推

罗泾镇塘湾村获评全国文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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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美丽乡村建设，打造生态绝美、清新素雅的上海北部田园特色。11月17日，被中央文明委评为第五届全国
文明村。12月，获评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本栏目照片由罗泾镇提供）

宝山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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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自2013年起启动全国文明单位创建，通过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提高职工综合素质。
科学规范业务管理，增强医疗服务技能。延伸文明建设内涵，提升医院社会形象。传承发展文化建设，优化融合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获评全国文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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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环境。落实民主管理制度，形成和谐稳定氛围。提升组织领导能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多措并举有效提高
医院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年内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单位。 

                                                        （本栏目照片由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提供）

宝山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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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社会福利院是一家三级养老机构，配套设施齐全，多年来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服务对象
服务”的办院宗旨，推出农疗康复、老少亲子游、微信家属平台等特色服务，营造让服务对象满意、让家属

宝山区社会福利院获评“全国敬老文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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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的良好环境，曾获市“开拓老龄事业先进集体”“老龄工作先进单位”“上海市文明单位”等称号，年
内被评为“全国敬老文明号”。     

      （本栏目照片由区民政局提供）

宝山年鉴宝山区社会福利院获评“全国敬老文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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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景观示范园是宝山区吴淞工业区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中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项目，位于上海国际节能
环保园内，占地约5.3公顷。项目改造和利用场地内废弃的厂房、除尘塔、仓库及堆场等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业元

后工业景观示范园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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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开启在老工业基地上通过生态重塑建造园林景观的新模式——后工业景观模式。10月，该项目获住房城乡建
设部“2017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本栏目照片由区绿化市容局提供）

宝山年鉴后工业景观示范园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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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泾镇海星村地处罗泾镇东部，东临长江，紧靠陈行水库，与崇明区隔江相望。2017年，海星村围绕
“美在生态、富在产业、根在文化”主线，建设融现代农业、生态景观、乡土风情、休闲度假、文化娱
乐、科普教育和农事体验于一体的产业体系，努力将海星村打造成为上海北部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

罗泾镇海星村获评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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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12月，经过村申报、乡镇推荐、区审核、市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海星村被评为2017年
度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本栏目照片由罗泾镇提供）

宝山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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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22日，宝山区举办2017黑池舞蹈节，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101个代表队的2864名选手参赛。20
日，举行2017黑池舞蹈节开幕式。17日～19日，黑池青少年舞蹈节（中国）世界公开赛举行。21日、22日，举行

宝山区举办2017黑池舞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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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摩登舞、职业拉丁舞等专业赛事。21日，阿里体育舞蹈产业高峰论坛在宝山体育馆举行。 
                                                                      

    （本栏目照片由区体育局提供）

宝山年鉴宝山区举办2017黑池舞蹈节



2017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34

目标：“智联门”工程——完成“平安宝山智联网”200个居民小区楼道门智能化管理系统建设。

【完成情况】全区共安装完成200个小区，全年建设任务完成率达100%，开展试运行工作，进行系统测评及验

收工作、总结工作经验，验收后均投入使用。



2017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35

目标：为部分老旧小区安装火灾故障电弧探测装置和为全区居（村）委微型消防站队员开展消防业务培训。

完成2000年～2001年间投入使用的居民住宅小区老旧电梯安全评估。

【完成情况】完成2000套电弧火灾探测装置的安装并调试，完成3000名微型消防站队员培训。完成年

度内老旧电梯安全评估工作总结，并上报区政府。



2017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36

目标：完成老旧公房燃气内管（涉及淞南、共康地区21238户）改造。完成814万平方米住宅小区的二次

供水设施改造。在全区开展电力表前改造（光明工程）。

【完成情况】累计完成老旧公房燃气内管改造21238户，完成改造总量的100%。 完成814万平方米住宅小

区二次供水改造。超额完成5万户电力表前改造年度目标，共完成户数13.06万户（包括普通商品房）。



2017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37

目标：帮助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760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28300人以内。

【完成情况】 帮助850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完成年度目标的111.8%。城镇登记失业人数26230

人，控制在28300人以内。



2017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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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为10万职工（会员）送专享基本保障计划。

【完成情况】共为111058名职工（会员）送专享基本保障。



2017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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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新（改）建5家标准化菜市场。新建50个社区微菜场。

【完成情况】 完成5家菜场建设工作，并对外试营业（待验收）。微型菜场累计投入使用50个，完成全年任务。



2017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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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新增养老床位478张。新增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5家。新增4家“长者照护之家”。建设10个睦邻互

助点。推行养老服务包。

【完成情况】新增养老床位571张，超额完成93张。完成7家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超额完成2家。完成4

家长者照护之家建设。完成睦邻互助点项目建设。完成对友谊路街道、庙行镇2家养老服务包试点单位验收。



2017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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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开展残疾人居家养护 （对区内约400名享受上海市重残无业人员最低生活保障、有居家养护需求的

持证残疾人提供居家养护服务）。开展残疾人健康体检（为区内约5000名有体检需求的持证残疾人提供健康体

检）。

【完成情况】残疾人居家养护累计完成400人,完成全年目标。全年累计完成5000名持证残疾人健康体检，

完成全年目标。



2017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42

目标：完成区内25片社区公共运动场更新维修。完成20个“一村一居一舞台”社区文化平台建设及功能

提升。

【完成情况】25片社区公共运动场全面竣工交付，并对外开放。完成20个“一村一居一舞台”建设，并组

织验收通过。



2017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43

目标：区教育单位集中应急预防与指挥系统平台一期建设和全区幼儿园及中小学校门口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建设。

【完成情况】项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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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６７）

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落实　（６８）

推进保密自查自评工作　（６８）

规范定密管理　（６８）

推进网络保密管理　（６８）

加强涉密人员管理　（６８）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综述　（６９）

概况　（６９）

依法做好监督工作　（６９）

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６９）

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　（６９）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６９）

区八届人大及常委会会议　（６９）

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　（６９）

区八届人大二次会议　（６９）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６９）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６９）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６９）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７０）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７０）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

　（７０）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７０）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７０）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７０）

重要会议　（７０）

区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联席会议

　（７０）

区人大常委会学习研讨会　（７０）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７０）

信访工作联席会　（７０）

《民法总则》专题学习会　（７０）

重大决定　（７１）

关于区预算决算的审议和决定　（７１）

０１号代表议案办理　（７１）

依法监督　（７１）

年中集中视察　（７１）

年末集中视察　（７１）

专项预算听证　（７１）

侨法宣传落实情况调研　（７１）

代表工作调研　（７１）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贯彻实

施情况调研　（７１）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执法检查

　（７２）

《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执法检查　

（７２）

新农村建设专题视察　（７２）

专项整治专题调研　（７２）

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题调研　

（７２）

镇级人大预算审查监督调研　（７２）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专题调研　（７３）

部门决算调研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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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专题询问　

（７３）

清真食品网点调研　（７３）

防汛防台工作检查　（７３）

政府投资项目调研　（７３）

美丽乡村建设调研　（７３）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贯彻情况调研

　（７３）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专题调研　

（７３）

《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规定》

执行情况调研　（７３）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专

题调研　（７３）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调研　（７３）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调研　（７３）

综合交通补短板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

况调研　（７３）

重要活动　（７４）

宝山区委到区人大调研　（７４）

举行拟任命区政府组成人员法律知识

考试　（７４）

宝山人大网改版上线仪式举行　（７４）

区人大工作研究会第三次会员大会召

开　（７４）

市人大常委会到宝山调研检查　（７４）

区人大常委会到浙江学习考察　（７４）

代表工作　（７４）

组织代表补选　（７４）

代表建议办理　（７４）

代表履职学习培训　（７４）

开展代表座谈　（７４）

开展代表联系社区活动　（７４）

市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７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情

况　（７５）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综述　（７７）

概况　（７７）

加大产业转型力度　（７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重大产业项目　（７７）

加快优化城市功能建设　（７８）

强化生态环境治理　（７８）

优化公共服务质量　（７８）

推进政府自身改革　（７９）

重要政事和决策　（７９）

对接自贸试验区建设　（７９）

推进科技创新中心重要功能区建设　

（７９）

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８０）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８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落地基金公司情况　

（８０）

完成２０１７年区政府十大实事项目（共

２１项）　（８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８１）

新农村建设　（８３）

概况　（８３）

完善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财政保障

　（８３）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８３）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８３）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

证　（８３）

推进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分账管

理　（８３）

滨江带建设与邮轮产业发展　（８４）

概况　（８４）

领导调研邮轮港　（８４）

稳步推进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后续工程

建设　（８４）

推进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项目建

设　（８４）

加强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运营　（８４）

邮轮旅游跨境购物平台试运营　（８４）

提高邮轮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　（８４）

举办“一带一路”与邮轮经济发展专题

座谈会　（８４）

国际货柜过境直供邮轮作业重启　

（８４）

启动试点邮轮船票制度　（８４）

举办２０１７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　（８４）

举办上海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论

坛　（８４）

举办２０１７上海邮轮旅游节　（８５）

监察与纠风　（８５）

概况　（８５）

强化履职尽责调查处理　（８５）

加强政府窗口作风建设　（８５）

政府法制　（８５）

概况　（８５）

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８５）

实现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全覆盖　（８５）

清理政府规范性文件　（８５）

政府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８５）

行政复议案件办理　（８５）

行政诉讼案件应诉　（８６）

违法建筑强制拆除申请审查　（８６）

推进基层依法行政　（８６）

加强执法人员培训考核　（８６）

信访　（８６）

概况　（８６）

“三个机制”平台调处信访矛盾　（８６）

加强初次信访和网信办理　（８６）

集中化解信访积案　（８６）

开展信访事项复查复核　（８７）

规范信访基础业务　（８７）

加强区信访联合接待大厅运行管理　

（８７）

开展联合实地督查工作　（８７）

推进社会力量参与信访　（８７）

加强信访工作宣传　（８７）

开展人民建议征集　（８７）

人事人才　（８７）

概况　（８７）

公务员招录　（８７）

公务员培训　（８７）

公务员管理　（８７）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考核　（８７）

事业单位招聘与管理　（８７）

军转干部安置与管理　（８７）

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８８）

完善社区工作者薪酬　（８８）

疗休养及健康体检与退休人员管理　

（８８）

区“满意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启动　（８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８８）

推进人才发展平台建设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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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人才服务活动　（８９）

人事人才公共服务　（８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

设情况　（８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

情况　（８９）

推进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　（８９）

开展“三支一扶”工作　（９０）

社区建设和管理　（９０）

概况　（９０）

创新推出“社区通”　（９０）

开展“活力楼组”建设　（９０）

深化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９０）

做实基本管理单元　（９０）

协同推进罗店大居接管运营　（９０）

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９０）

外事　（９０）

概况　（９０）

加强出国（境）管理　（９１）

主要出访团组　（９１）

接待境外主要来访团组　（９１）

年度重大涉外活动　（９１）

侨务　（９１）

概况　（９１）

走访慰问侨眷侨属　（９２）

区侨界人士座谈会召开　（９２）

开展“侨法宣传月”活动　（９２）

举办侨法专题培训班　（９２）

开展新农村建设调研活动　（９２）

静安侨商会到宝山考察　（９２）

调研欧美同学会友谊路街道分会　（９２）

接待中国香港籍人士　（９２）

台湾事务　（９２）

概况　（９２）

宝山区台联会七届理事会二次会议召

开　（９２）

国民党黄国荣党部参访团到访宝山　

（９２）

举办 ２０１７年对台工作专题培训班　

（９２）

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慰问杨行镇敬老

院　（９２）

举办台资企业环保专题讲座　（９２）

市台协第十五届“翔茂杯”高尔夫球联

谊赛在宝山举行　（９２）

微电影作品《天职》入围两岸青年短片

交流大赛　（９２）

台湾高雄市新住民社会发展协会参访

团到访宝山　（９２）

台湾文物收藏家白中琪捐赠文物　

（９３）

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上海市台湾同

胞投资权益保护规定》执行情况　

（９３）

区台联会举办友好共建结对签约仪式

　（９３）

市海促会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９３）

２０１７两岸陶艺文化交流展在宝山寺举

行　（９３）

新党大陆参访团到访宝山　（９３）

机关事务管理　（９３）

概况　（９３）

强化区级机关大院安保　（９３）

深化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９３）

规范机关办公用房管理　（９３）

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９３）

对口支援　（９３）

概况　（９３）

推进新疆叶城县对口支援工作　（９４）

慰问宝山援疆干部和人才　（９４）

开展“民族一家亲”慰问活动　（９４）

开展就业援疆、产业援疆　（９４）

开展“爱心认购、支持脱贫攻坚”活动　

（９４）

举办２０１７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

活动　（９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街镇、园区与新疆叶城县

乡镇、园区结对帮扶情况　（９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镇、园区、企业与云南维

西县乡镇、园区结对帮扶情况　（９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各界向云南维西县捐赠

情况　（９４）

推进云南维西县对口支援工作　（９５）

开展产业援滇　（９５）

开展就业援滇　（９５）

完成人力资源培训项目　（９５）

合作交流　（９５）

概况　（９５）

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会见宝山区代表团

　（９５）

参加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建州６０周年

庆祝活动　（９５）

宝山区与江苏省海门市缔结友好关系

　（９６）

宝山区与大连市普兰店区签订对口合

作协议　（９６）

上海市公务接待联席会议２０１７年度第

一次联组活动在宝山举行　（９６）

武汉市青山区考察团到访宝山　（９６）

大连市甘井子区考察团到访宝山　（９６）

浙江省安吉县考察团到访宝山　（９６）

江苏省宿迁市考察团到访宝山　（９７）

举行２０１７新疆喀什全域游“宝山号援

疆旅游包机”发团仪式　（９７）

昆明市代表团到访宝山　（９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友好地区　（９７）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综述　（９９）

概况　（９９）

加强理论武装　（９９）

履行政协职能　（９９）

加强委员联络　（９９）

主要会议　（９９）

区政协八届一次会议　（９９）

区政协八届常委会会议　（９９）

重要活动　（１００）

开展“进一步提高宝山区众创空间发展

质量”课题调研　（１００）

区政府与区政协召开工作协商会　

（１００）

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召开　（１００）

召开专题协商会暨专项监督工作推进

会　（１００）

开展２０１７年度年中视察　（１００）

召开２０１７年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

议　（１００）

开展界别协商活动　（１００）

举办“更高水平城乡一体化”政协论坛

　（１００）

２０１７年特约监督员工作会议召开　（１００）

开展迎复审国家卫生城区专项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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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举办“庆国庆、迎中秋”联谊会　（１０１）

开展“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

专项监督　（１０１）

开展２０１７年度年末视察　（１０１）

提案办理　（１０１）

概况　（１０１）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提案　（１０１）

增进民生福祉提案　（１０２）

推动社会治理提案　（１０２）

促进生态发展提案　（１０２）

重点地区功能提升提案　（１０２）

提升文化软实力提案　（１０２）

专委会工作　（１０２）

提案委员会　（１０２）

第一经济委员会　（１０２）

第二经济委员会　（１０２）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１０２）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１０２）

法制委员会　（１０２）

社会事务委员会　（１０３）

教育委员会　（１０３）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１０３）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１０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　（１０３）

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１０４）

宝山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题

目　（１０４）

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政协论坛主题发言题

目　（１０４）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１０５）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　（１０５）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５）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６）

民建区委提交区政协七届六次全会提

案情况　（１０７）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８）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９）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１１０）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

会　（１１２）

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１１４）

工会　（１１４）

概况　（１１４）

开展职工劳动竞赛活动　（１１５）

吴振祥劳模带教工作坊揭牌　（１１５）

举办春季大型招聘会　（１１５）

推广顾村经验全面推进非公企业工会

改革启动　（１１５）

举办“文体惠职工·工会在行动”职工

健身十大赛事　（１１６）

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

　（１１６）

全国工会推广上海顾村经验观摩交流

会召开　（１１６）

宝山区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１１６）

举行“中国梦·劳动美”上海职工书画

展　（１１６）

举办“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

康走活动　（１１６）

举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工会系列宣讲首场报告会　

（１１７）

共青团　（１１７）

概况　（１１７）

宝山区域化青年志愿服务联盟成立　

（１１７）

“青年护河”行动启动仪式暨“绿汇罗

店”造林护河公益集中行动举行　

（１１８）

“社工联校”项目启动仪式举行　（１１８）

纪念五四运动９８周年暨建团９５周年主

题集会举行　（１１８）

区第十三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读书班开班　（１１８）

开展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　

（１１８）

共青团与区政协“面对面”活动举行　

（１１８）

共青团宝山区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　

（１１９）

举办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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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团体　（１２０）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

员会　（１２０）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１２１）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１２１）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１２２）

钢铁业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３）

概况　（１２３）

２０１７年中国宝武主要经济指标　（１２３）

深化公司管理体系改革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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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仪式　（１２５）

湛江钢铁在建工程全部竣工投产　

（１２６）

发布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２１年战略规划　

（１２６）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宝钢设计

院）　（１２６）

概况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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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设计院业务发展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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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环保产业专业化平台搭建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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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安全环保工作　（１２９）

民政部门领导调研康复养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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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宝钢股份厂区环境绿化管理　

（１３０）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１３０）

港口与口岸管理

港务　（１３１）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１３１）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１３１）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３３）

２０１７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

位情况　（１３３）

２０１７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

备装卸情况　（１３３）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３）

口岸管理　（１３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关

　（１３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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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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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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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园区

工业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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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区域联动投资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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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　（１４３）

概况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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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１４３）

发挥电子商务平台示范作用　（１４３）

区电子商务产业形成多样化协同发展

态势　（１４３）

培育网络购物消费平台　（１４３）

推进区域电子商务企业集聚发展　（１４４）

扶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１４４）

招商服务　（１４４）

概况　（１４４）

区行政服务中心提升服务效能　（１４４）

强化目标管理工作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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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审批机制　（１４５）

加大服务企业力度　（１４５）

创新“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　（１４５）

开展“三亮、三比、三评”活动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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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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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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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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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迁安置房“城丰星苑”小区动工建设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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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招商队伍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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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１４８）

坚持服务带动企业发展　（１４８）

开展优秀人才节前慰问走访活动　

（１４８）

举办第三届“环邮轮港”健康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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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各街镇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情况　（１４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已建大型商业综合体项

目　（１４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开工、竣工主要商业项目

　（１４９）

互联网零售高速增长　（１５０）

汽车销售保持平稳　（１５０）

节庆营销促进消费增长　（１５０）

推进零售新业态发展　（１５０）

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　（１５０）

推进商务诚信体系建设　（１５０）

推进平台经济快速发展　（１５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改扩建标准化菜市场名

单　（１５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部分重点互联网平台名

单　（１５０）

服务业　（１５１）

概况　（１５１）

服务业载体产出效益明显提升　（１５１）

吸收外资　（１５１）

概况　（１５１）

服务业占外资项目主导地位　（１５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吸收外资情况　（１５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吸收外资产业分布情况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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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婚宴礼盒营销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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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村经分账管理　（１６７）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管理　

（１６７）

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　（１６７）

开展涉农财会人员业务培训　（１６７）

种植业执法管理　（１６７）

林业执法管理　（１６８）

畜牧执法管理　（１６８）

渔政执法管理　（１６８）

开展新型农民专业化技术培训　（１６８）

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　（１６８）

农业科技入场指导　（１６９）

立案查处农资违法经营案件　（１６９）

开展“植物检疫宣传月”活动　（１６９）

举办“３·１５放心农资下乡宣传周”活动

　（１６９）

种植业　（１６９）

概况　（１６９）

农业科技示范与推广　（１６９）

病虫预测预报　（１６９）

开展植物检疫执法　（１６９）

养殖业　（１７０）

概况　（１７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水产养殖单位名录　（１７０）

动物免疫　（１７０）

动物疫病监测　（１７０）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１７０）

违禁药物检测　（１７０）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１７０）

规模化畜牧场全部退养　（１７０）

建筑业·房地产业

建筑业　（１７１）

概况　（１７１）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１）

２０１７年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获奖工

程　（１７２）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１７２）

２０１７年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获奖重

要工程项目　（１７３）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７３）

２０１７年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获奖

工程及科技成果　（１７３）

土地储备与供应　（１７４）

概况　（１７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土地出让情况　（１７４）

住宅建设管理　（１７４）

概况　（１７４）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１７４）

住宅全装修管理　（１７５）

推进装配式住宅建设　（１７５）

房产管理　（１７５）

概况　（１７５）

加强动拆迁管理　（１７５）

开展房产测绘　（１７５）

加强房地产档案管理　（１７５）

推进住房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售）　

（１７５）

加强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１７５）

私房落实政策　（１７５）

开展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企业备案、

年检　（１７５）

住房保障　（１７６）

概况　（１７６）

加强廉租房管理　（１７６）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管理　（１７６）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１７６）

推进保障性住房配套建设　（１７６）

加快区属动迁安置用房供应　（１７６）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１７６）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１７６）

市属经适房基地建设　（１７６）

老镇旧区改造　（１７６）

概况　（１７６）

住宅修缮　（１７６）

居民成套住房改造　（１７６）

推进吴淞旧里改造　（１７６）

老镇改造　（１７６）

推进城中村改造　（１７６）

房产交易　（１７６）

概况　（１７６）

房地产交易登记　（１７７）

区房地产交易中心搬入新址　（１７７）

物业管理　（１７７）

概况　（１７７）

房屋应急维修　（１７７）

开展违法建筑拆除整治　（１７７）

开展“群租”整治　（１７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情况　（１７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成交面积前十名楼盘　

（１７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房地产开发企业名单

（一、二、三级）　（１７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预售许可证发放情况　

（１７８）

财税·审计

财政　（１７９）

概况　（１７９）

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１７９）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１７９）

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１７９）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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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出让金收支执行　（１７９）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支执行　（１７９）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１７９）

区本级对镇转移支付执行　（１８０）

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　（１８０）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　（１８０）

推进预算国库管理改革　（１８０）

加强财政监督检查　（１８０）

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１８０）

推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　（１８０）

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　（１８０）

落实保障房资金　（１８０）

保障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１８０）

教育和科学技术支出　（１８１）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１８１）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１８１）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１８１）

节能环保支出　（１８１）

城乡社区支出　（１８１）

农、林、水务支出　（１８１）

开展小微企业财务会计培训　（１８１）

落实市级财政扶持政策　（１８１）

及时拨付专项资金　（１８１）

税务　（１８１）

概况　（１８１）

税收收入４６０亿余元　（１８２）

税收特点　（１８２）

推进税收法治建设　（１８２）

加强税种管理　（１８２）

加强纳税服务　（１８３）

加强税收征管　（１８３）

加强大企业税收管理　（１８３）

加强国际税收管理　（１８３）

开展税务稽查　（１８４）

推进税务信息化建设　（１８４）

开展特色教育活动　（１８４）

承办“青春喜迎十九大，传承文化塑美

德”青年文化大赛　（１８４）

开展“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活动　

（１８４）

审计　（１８４）

概况　（１８４）

财政收支（预算执行）审计　（１８４）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８４）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１８４）

专项资金审计（调查）　（１８４）

金　融

综述　（１８５）

概况　（１８５）

发挥中小微融资服务平台成效　（１８５）

营造银企对接投融资环境　（１８５）

完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１８５）

加大政银合作力度　（１８５）

举办各类金融服务活动　（１８５）

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金融宣传活动　

（１８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银行名单　（１８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小额贷款公司名单　

（１８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担保公司名单　（１８６）

企业上市　（１８６）

概况　（１８６）

上海赞禾英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６）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６）

宝山区企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

情况　（１８６）

宝山区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和科创板挂

牌情况　（１８７）

宝山区中小企业在上股交 Ｅ板挂牌情

况　（１８７）

银行　（１８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

行　（１８８）

２０１７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１８８）

２０１７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１８９）

２０１７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

宝山支行　（１９０）

２０１７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宝钢宝山支行网点　（１９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１９０）

２０１７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支行网点　（１９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

支行　（１９１）

２０１７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

点　（１９１）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１９２）

２０１７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

区支行网点　（１９２）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

支行　（１９２）

２０１７年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宝山支行网点　（１９２）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９２）

２０１７年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网

点　（１９２）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宝山区支行　（１９２）

２０１７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

支行营业网点　（１９３）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１９３）

２０１７年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

行网点　（１９４）

小额贷款　（１９４）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９４）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９４）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４）

保险　（１９４）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公司　（１９４）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宝山支公司　（１９４）

证券　（１９５）

概况　（１９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

及营业网点　（１９５）

行政管理

统计　（１９７）

概况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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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预警监测　（１９７）

统计体系完善　（１９７）

经济形势研究　（１９７）

基本单位名录库管理　（１９７）

统计信息化建设　（１９７）

统计法治建设　（１９７）

统计年定报工作　（１９７）

开展专项调查　（１９８）

统计信息咨询服务　（１９８）

综合经济管理　（１９８）

概况　（１９８）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１９８）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１９８）

优化产业扶持机制　（１９８）

深化各领域改革　（１９８）

推进重点地区建设　（１９８）

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１９８）

聚焦重大产业项目　（１９８）

聚焦政府投资项目　（１９９）

推进“放管服”工作　（１９９）

推进节能降碳工作　（１９９）

加强市场价格管理　（１９９）

开展市场价格监测　（１９９）

组织涉案财产价格鉴定　（１９９）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１９９）

概况　（１９９）

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１９９）

加强国资监管体系建设　（１９９）

推进区域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０）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２００）

市场监督管理　（２００）

概况　（２００）

服务转型发展　（２００）

深化事中事后监管创新　（２００）

推进质量强区建设　（２００）

实施商标广告和名牌战略　（２００）

开展标准化建设　（２００）

开展特种设备监察　（２００）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２０１）

加强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监管　（２０１）

推进违法违规经营整治　（２０１）

强化执法办案　（２０１）

推进产品质量监管　（２０１）

组织民生计量检查　（２０１）

处置公众诉求　（２０１）

推动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　（２０１）

安全生产　（２０１）

概况　（２０１）

迎接国务院安全生产巡查督查　（２０１）

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２０１）

提高安全生产执法效能　（２０１）

强化安全生产重点监管　（２０２）

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　（２０２）

张庙街道成功创建国际安全社区　

（２０２）

城乡建设与管理

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　（２０３）

概况　（２０３）

区域总体规划编制　（２０４）

重点地区规划编制　（２０４）

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建设　（２０４）

镇村规划编制管理　（２０４）

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执行率 １００％　

（２０４）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２０４）

国家土地例行督察　（２０４）

土地收储和出让　（２０４）

开展农村地籍更新调查　（２０４）

开展土地变更调查　（２０４）

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２０５）

土地减量化复垦１０５８５公顷　（２０５）

集体土地征地补偿　（２０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立项工作情

况　（２０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确认工作情

况　（２０５）

征地房屋补偿　（２０５）

加强建筑风貌管理　（２０５）

推进行政审批许可　（２０５）

开展“非改居”项目专项整治　（２０６）

开展类住宅清理整顿　（２０６）

开展违法用地综合整治行动　（２０６）

土地执法监察　（２０６）

开展土地测绘调查服务　（２０６）

城建档案管理　（２０６）

开展地名普查　（２０６）

地名管理　（２０６）

参与承办２０１７年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

　（２０６）

开展“８·２９测绘法宣传日”系列宣传活

动　（２０６）

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搬迁　（２０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批复规划情况　（２０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地名命名登记情况　（２０７）

城乡建设与管理　（２０８）

概况　（２０８）

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２０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市级重大工程项目计划

　（２０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区级重大工程项目计划

　（２１０）

道路规划储备　（２１１）

优化公共交通　（２１１）

推进微循环道路建设　（２１１）

加强静态交通管理　（２１１）

加强内河港航管理　（２１１）

共享单车管理　（２１１）

市政道路和公路管理　（２１１）

建设交通行业执法监管　（２１２）

开展扬尘污染防治　（２１２）

推进装配式建筑和 ＢＩＭ技术发展　

（２１２）

推进“放管服”改革　（２１２）

市民热线办理　（２１２）

水务（海洋）建设与管理　（２１２）

概况　（２１２）

加强防汛防台　（２１２）

开展中小河道整治　（２１２）

实现河长制全覆盖　（２１２）

开展水环境综合治理　（２１３）

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２１３）

加强海洋管理　（２１３）

海洋行政审批　（２１３）

提升水务综合保障能力建设　（２１３）

开展水务执法　（２１３）

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　（２１３）

开展水文测报　（２１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水文站测站及水情分中

心　（２１３）

市政工程管理　（２１４）

概况　（２１４）

市政道路技术状况　（２１４）

开展市政桥梁普查　（２１４）

重点市政工程项目建设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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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循环道路建设　（２１５）

市政大中修工程建设　（２１５）

市政道路日常养护与网格化管理　

（２１５）

桥梁与桥孔管理整治　（２１５）

在建工地安全检查　（２１５）

行政路政窗口审批管理　（２１５）

推进路政应急保障　（２１５）

加强交通四类设施管理　（２１５）

更换自调式检查井盖　（２１５）

道路交通信息化设施养护与管理　

（２１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量　（２１５）

公路管理　（２１６）

概况　（２１６）

参与黑臭河道整治　（２１６）

大中修工程建设　（２１６）

重大项目建设　（２１６）

道路设施管理养护　（２１６）

农村公路建设与管理　（２１６）

桥梁管理　（２１６）

超限运输查处　（２１６）

路政许可　（２１６）

开展桥梁桥孔整治　（２１６）

实施交通缓拥堵工程建设　（２１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２１６）

环　境

环境保护　（２１７）

概况　（２１７）

环境空气质量　（２１７）

水环境质量　（２１７）

区域环境噪声　（２１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域降尘量月变化图　

（２１７）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区域环境噪声

监测结果　（２１８）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道路交通噪声

监测结果　（２１８）

实施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１８）

实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２１８）

开展重点工业尘污染源专项执法行动

　（２１９）

推进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　（２１９）

推进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　（２１９）

控制内港散货码头堆场扬尘　（２１９）

扬尘污染防治　（２１９）

绿化市容　（２１９）

概况　（２１９）

推进“五个一百”绿色生态建设　（２１９）

加强绿化管养　（２１９）

加强建筑垃圾处置　（２２０）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宝山模式”　

（２２０）

推进景观灯光建设　（２２０）

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治理　（２２０）

开展户外广告综合整治　（２２０）

开展创卫复审、创全迎检保障专项活动

　（２２０）

保障市“补短板”综合治理现场会召开

　（２２０）

后工业景观示范园项目获“中国人居环

境范例奖”　（２２１）

走马塘绿地Ａ块工程获上海市“园林杯

优质工程金奖”　（２２１）

“陈霖道路保洁创新工作室”被命名为

第六批“上海市劳模创新工作室”　

（２２１）

彭景国被评为上海市“十佳城市美容

师”　（２２１）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和绿化宣传活动　

（２２１）

开展“园艺进家庭、绿化美生活”“市民

绿化节”系列活动　（２２１）

举办第七届“上海樱花节”　（２２１）

２家公园成功申报为市级公园　（２２２）

共江路创建为市级林荫道　（２２２）

城管行政执法　（２２２）

概况　（２２２）

开展“五违四必”整治　（２２２）

开展中小河道治理　（２２２）

拆除违法户外广告设施　（２２２）

开展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２２２）

查处违法运输处置建筑垃圾　（２２２）

开展违法违规经营执法整治　（２２２）

开展“烟”污染违法行为治理　（２２２）

开展街面环境整治　（２２２）

完成城管执法四大信息化系统建设　

（２２２）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２２３）

概况　（２２３）

提升网格化综合管理实效　（２２３）

加强“１２３４５”热线办理　（２２３）

拓展“网格化＋”综合平台　（２２３）

创新网格化管理手段　（２２３）

交通·邮政

交通运输管理　（２２５）

概况　（２２５）

道路运输管理　（２２５）

汽车维修管理　（２２５）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２２５）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２２５）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　（２２５）

交通行政执法　（２２５）

概况　（２２５）

打击非法客运违法行为　（２２６）

加强行业稽查监管　（２２６）

维护节假日和重大活动秩序　（２２６）

水陆客运　（２２６）

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２２６）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２２７）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２７）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

刻　（２２７）

上海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吴淞站

发车时刻　（２２７）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计划

船期　（２２８）

邮政　（２２８）

概况　（２２８）

《丁酉年》和《拜年》主题封销售　

（２２８）

开展“集邮，让校园更多彩”展示活动　

（２２９）

启动宝山“邮居一家”服务项目　（２２９）

２０１７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

区分公司各支局、所情况　（２２９）

电力·燃气·自来水

电力　（２３１）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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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２３１）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２３１）

燃气　（２３２）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３２）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３２）

自来水　（２３２）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２３２）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吴淞水厂　（２３２）

２０１７年吴淞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３３）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月浦水厂　（２３３）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泰和水厂　（２３３）

２０１７年月浦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３４）

２０１７年泰和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３４）

科技·信息

科技　（２３５）

概况　（２３５）

签订《智慧城市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２３５）

获“十二五”纲要实施工作全国先进集

体称号　（２３５）

“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

成立　（２３６）

中国首个海洋极端钢铁材料联合实验

室揭牌　（２３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企

业情况　（２３６）

宝山区升级“智造高地”　（２３６）

开展第二轮技能人才培养“双百计划”

　（２３６）

宝山“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

启动仪式举行　（２３６）

宝山区获首届中国（上海）国际发明创

新博览会多项大奖　（２３６）

宝山成立全国第一家主打科普产业院

士专家工作站　（２３７）

保集ｅ智谷院士服务中心揭牌　（２３７）

中国电建重工装备走出国门　（２３７）

宝山石墨烯３个项目从实验室进入企

业　（２３７）

月浦镇企业挂牌孵化基地揭牌　（２３７）

上股交———吴淞口创业园企业挂牌孵

化基地揭牌　（２３７）

上海大学紫荆谷创新创业辅导中心成

立　（２３７）

生命科学创新中心项目落户宝山　

（２３７）

中国 ３Ｄ打印文化博物馆落户宝山　

（２３７）

中国申和热磁大尺寸单晶硅片项目投

产　（２３７）

宝山“青年创客训练营”启动　（２３７）

上海中设广场竣工庆典暨中设科技园

揭牌　（２３８）

联合检查转基因生产性试验基地　

（２３８）

上海智力产业园人才服务工作站揭牌

　（２３８）

宝山地震科普馆开展科普教育　（２３８）

举办“创新宝山、魅力都市”全国科普日

活动　（２３８）

第十三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在

宝山举行　（２３８）

宝山５款石墨烯产品在工博会首次发

布　（２３８）

上海首届专业化众创空间发展论坛举

行　（２３８）

第六届宝山焊接技术论坛举行　（２３８）

国内首个纳米涂层技术产业化生产线

在宝山建成投产　（２３８）

２０１７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在宝山

举行　（２３８）

争创国家级车联网产业集群与无人驾

驶商业应用示范基地　（２３８）

“重型燃气轮机”项目落户宝山　（２３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２３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２３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众创载体　（２３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获第十九届中国专利优

秀奖　（２４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科普教育基地、场馆（市

级）　（２４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国家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企业　（２４１）

气象　（２４１）

概况　（２４１）

提升气象科技水平　（２４１）

开展气象科普教育活动　（２４１）

承办探测技术研讨会　（２４１）

信息化　（２４１）

概况　（２４１）

区“电子政务云”平台试运行　（２４２）

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共享平台建设启

动　（２４２）

２０１７（第四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

坛举行　（２４２）

开展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工

作　（２４２）

区酒类网格化移动巡查手持端（酒业诚

信通）上线　（２４２）

推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网上平台“社区

通”　（２４２）

国家工信部调研石墨烯平台　（２４２）

区网上政务大厅（一期）项目通过验收

　（２４２）

区社区事务受理系统完成升级　（２４３）

开展“３·１５”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宣传服务活动　（２４３）

区排水井盖实时监控系统通过验收　

（２４３）

推进“雪亮工程”建设　（２４３）

吴淞创业园企业挂牌孵化基地正式揭

牌　（２４３）

举办“魔都１００１位ＣＥＯ峰会”　（２４３）

区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２４３）

上海“文化云”宝山子平台建设（一期）

通过验收　（２４３）

区人房信息动态采集系统通过验收　

（２４３）

区产业扶持专项资金信息管理系统通

过验收　（２４３）

区青年信息服务平台建成　（２４４）

举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广场宣传活动

　（２４４）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２４４）

概况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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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网站核心板块建设　（２４４）

推进网上政务大厅建设　（２４４）

开展政府网站普查工作　（２４４）

开展政务信息发布　（２４４）

广播电视　（２４４）

概况　（２４４）

栏目设置及舆论宣传 　（２４４）

设备改造及安全播出　（２４４）

公益广告及产业发展　（２４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２４５）

宝山东方有线　（２４６）

概况　（２４６）

推进有线电视工程建设　（２４６）

智慧宝山平台建设　（２４６）

加强基础网络建设　（２４６）

宝山报　（２４６）

概况　（２４６）

新闻报道　（２４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报好新闻送评作品　（２４６）

《宝山报》微信号 　（２４７）

中国宝武报　（２４７）

概况　（２４７）

重点报道　（２４７）

新闻获奖作品　（２４７）

《中国宝武报》数字报　（２４７）

宝武视频新闻　（２４７）

概况　（２４７）

中国宝武ＡＰＰ　（２４８）

中国宝武资讯平台　（２４８）

“友爱的宝武”官方微信　（２４８）

电信　（２４８）

概况　（２４８）

签订“互联网＋”信息化建设合作协议

　（２４８）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弱电工程建

设　（２４８）

驾考科目三智能系统建设　（２４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电信局营业厅情况　（２４８）

教育·卫生

基础教育　（２４９）

概况　（２４９）

承办第三十八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中

国区决赛　（２４９）

承办“数学与未来科技”第五届全国数

学科普论坛　（２５０）

上海大学校长金东寒受聘担任上大附

中名誉校长　（２５０）

宝山区“非遗进校园”活动启动　（２５０）

承办上海市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现场展

示会　（２５０）

承办全国车辆模型公开赛（上海站）比

赛　（２５０）

区教育系统人才推进大会举行　（２５０）

宝山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成立

　（２５０）

宝山区“戏曲进校园”活动启动　（２５０）

市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宝山区现场展示

活动举行　（２５０）

承办市新优质学校集群现场展示会　

（２５０）

承办上海市“两纲”教育第十二次展示

活动　（２５０）

接受 “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创新区”创建实地核查　（２５０）

上海大学　（２５０）

概况　（２５０）

获１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２５２）

中船工业集团公司与上海大学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２５２）

联合主办第五届全国数学科普论坛　

（２５２）

“乐创青春·上海市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集中服务行动暨上海大学‘彩虹计

划’启动仪式”举行　（２５２）

获第三届全球重大挑战论坛“学生日”

活动（竞赛）第三名　（２５２）

上海大学校友会成立　（２５２）

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发展研究院揭牌

　（２５２）

李友梅当选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２５２）

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一行到校调研　

（２５３）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

院揭牌　（２５３）

承办第十五届“挑战杯”中国银行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终审

决赛　（２５３）

上海大学树兰医工研究院成立　（２５３）

上海大学战略研究院成立　（２５３）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５３）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５３）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５４）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２５５）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５６）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５７）

成人教育　（２５７）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２５７）

上海行知学院　（２５８）

特殊教育　（２５９）

概况　（２５９）

承办华东师范大学全国培智学校课程

标准解读现场会　（２５９）

参加特殊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研讨会

　（２５９）

承办全国随班就读教师专业发展高级

研修班活动　（２５９）

在教育部“残疾人教育条例培训班”作

专题交流　（２５９）

承办“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施

与特殊教育质量提升”专场活动　

（２５９）

卫生计生　（２５９）

概况　（２５９）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６０）

开展卫生监督　（２６０）

加强卫生应急保障　（２６０）

提升医疗质量　（２６０）

开展社区卫生综合改革　（２６０）

开展中医药能力建设　（２６１）

加强计划生育管理　（２６１）

开展计划生育服务　（２６１）

学科人才建设　（２６１）

民营医疗机构管理　（２６１）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２６１）

深化医联体建设　（２６１）

卫生信息化工程建设　（２６２）

开展医疗对外援助　（２６２）

开展“雷霆”打非专项行动　（２６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前十位疾病死亡原因及

构成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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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前十位恶性肿瘤死亡原

因及构成　（２６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公立医院　（２６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民营医院　（２６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民营门诊部　（２６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其他民营医疗机构　

（２６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北部）　（２６７）

概况　（２６７）

举办老年医学学术研讨会暨科室成立

２０周年活动　（２６７）

开展世界肾脏日宣传义诊　（２６７）

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访问医院　（２６８）

举行脑卒中急救培训会　（２６８）

开展医疗服务进社区公益义诊活动　

（２６８）

成功诊治巴基斯坦血管畸形患者　

（２６８）

第２２届爱眼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２６８）

举行新职工红十字知识培训暨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入库活动　（２６８）

“激光美容科（北部）”开诊　（２６８）

上海九院胸痛中心获批“中国胸痛中

心”　（２６８）

举行突发事件群伤应急演练　（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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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８）

概况　（２６８）

开展科研教学工作　（２６９）

开展对口医疗支援　（２６９）

获“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称号　

（２６９）

创新急诊急救服务体系　（２６９）

医院乳腺科成立　（２６９）

举行纪念建院８０周年活动　（２６９）

承办“千名社区护士中医药知识与技能

培训”项目　（２７０）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２７０）

概况　（２７０）

开展对口支援　（２７０）

举办世界神经康复联盟高峰会　（２７０）

医院分团委加入宝山团区委“社工联

校”项目　（２７０）

举办纪念“五四”运动９８周年暨建团９５

周年主题活动　（２７０）

举办纪念建党９６周年“七一”党员大会

　（２７０）

２０１７年华山医院北院科研获奖情况　

（２７１）

宝山区领导慰问医院医务工作者　

（２７１）

市公立医院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调研组

来院调研　（２７１）

乳腺健康进社区公益项目正式启动　

（２７１）

医院护理部获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一

等奖　（２７１）

举办医院管理绩效论坛　（２７１）

医院分团委“彩云计划”入驻宝山区社

区公益服务友邻市集　（２７１）

沪上首套中央供液系统（ＣＤＤＳ）示范中

心揭牌　（２７１）

华山医院北院建院 ５周年纪念仪式举

行　（２７１）

医院干部保健病房启用　（２７１）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　（２７２）

概况　（２７２）

完成国家卫生区（镇）复审工作　（２７２）

成功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　（２７２）

实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　（２７３）

控制上海市首例本地感染登革热疫情

　（２７３）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２７３）

文化·体育

文化艺术　（２７５）

概况　（２７５）

开展文化惠民实事工程　（２７５）

举办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８５周年

系列活动　（２７５）

中剧协第１１期专题研讨班在宝山举行

　（２７５）

区第二季“市民艺术修身导赏计划”启

动　（２７５）

举办“３·２５”市民文化节文化服务日　

（２７６）

第六批宝山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名录出炉　（２７６）

“全民阅享·书香社区”系列讲座进社

区活动举行　（２７６）

区１１个文物大展联展举行　（２７６）

“爱·就是在一起”邮轮滨江尊巴大型

艺术公益活动举行　（２７６）

宝山非遗展示周举行　（２７６）

“重温入党誓词 坚定理想信念”主题党

日活动举行　（２７７）

２１世纪首部沪剧电影《挑山女人》开机

　（２７７）

纪念全民族抗战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

发８０周年活动举行　（２７７）

陈伯吹童书屋参加上海书展　（２７７）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经典作品诵读展

演活动举行　（２７７）

淞沪抗战名将系列展之《朱福星将军生

平史料展》开幕　（２７７）

上海市民文化节艺术创客大赛宝山赛

区暨家庭创客嘉年华活动举行　

（２７８）

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暨花车巡游在

宝山举办　（２７８）

“以慈化瓷”２０１７两岸陶艺文化交流展

举行　（２７８）

中华梨园经典“赏戏团”成立暨宝山区

戏曲进校园启动　（２７８）

《斯大林格勒的“热雪”》专题展览开幕

　（２７８）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开

展　（２７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　（２７８）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

　（２７９）

上海·宝山国际儿童文学阅读季举行

　（２７９）

沪剧《挑山女人》创作演出５周年系列

活动举行　（２７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电影放映单位　（２７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表演团体　（２７９）

宝山区博物馆联盟成立　（２８０）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系列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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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活动举行　（２８０）

“中华创世神话”互联网艺术大展开幕

暨“创世神话漫游记”启动　（２８０）

宝山星舞台优秀节目展评展演活动“星

对决”总决赛举行　（２８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２８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２８２）

档案　（２８３）

概况　（２８３）

领导调研档案工作　（２８３）

区档案、史志工作会议召开　（２８３）

开国将军钱信忠珍档陈列展开展　

（２８３）

做好区重点工作建档指导　（２８３）

开展依法治档工作　（２８４）

启动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８年档案移交进馆工

作　（２８４）

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　（２８４）

严格档案安全保护和管理工作　（２８４）

开展档案利用服务　（２８４）

开展档案征集工作　（２８４）

开展“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２８５）

党史研究　（２８５）

概况　（２８５）

举办新书“进学校、进社区、进军营”首

发式　（２８５）

开展纪念建军９０周年宣传　（２８５）

《中共宝山历史实录（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出

版　（２８５）

启动上海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口述采

访工作　（２８５）

开展宝山党史宣传　（２８５）

地方史志　（２８５）

概况　（２８５）

《宝山年鉴（２０１５）》获全国编校质量检

查评比一等奖　（２８５）

参与第十六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

动周抗日战争与上海主题活动　

（２８６）

区方志办获“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

主题健康走活动特别贡献奖　（２８６）

《宝山年鉴（２０１７）》出版发行　（２８６）

体育　（２８６）

概况　（２８６）

推进体教结合工作　（２８６）

加强宝山体育中心运营管理　（２８６）

组队参加国际国内大赛　（２８６）

举办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　（２８６）

举办２０１７上海樱花节首届女子１０公里

路跑　（２８６）

青年体育服务项目启动　（２８７）

举办 “庆六一”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少儿体育开放日活动　（２８７）

２０１７黑池舞蹈节在宝山举行　（２８７）

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球俱乐部合作签

约　（２８７）

体育资源配置上海峰会在宝山举行

　（２８７）

举办２０１７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

　（２８７）

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市、区级体育传统学校

分布情况　（２８８）

法　治

警务　（２８９）

概况　（２８９）

刑事案件侦破　（２８９）

社会治安管理　（２８９）

公安行政管理　（２８９）

交通安全管理　（２９０）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２９０）

夯实警务基层基础建设　（２９０）

开展“树表率、铸忠诚、严治警、展形象”

专题教育活动　（２９０）

开展“严扫净保”专项行动　（２９０）

推进智慧公安建设　（２９０）

整治惩处大型货运车交通违法行为

　（２９０）

开展密集型场所消防安全整治　（２９１）

开展渣土车违法综合治理　（２９１）

开展“非改居”规模租赁房整治　（２９１）

推广身份证办理“一站式”服务　（２９１）

开展“强意识、促规范、练技能、保平安”

专项训练活动　（２９１）

侦破“套路贷”恶势力团伙案　（２９１）

侦破“３·２１”杀人抛尸案　（２９１）

侦破“１·２４”复合型案　（２９１）

侦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２９１）

侦破系列团伙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２９２）

侦破“８·１０”开设现场版百家乐赌场案

　（２９２）

侦破“９·２０”绑架案　（２９２）

侦破“１０·１”系列入民宅盗窃案　（２９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公安分局及部分所属机

构　（２９２）

检察　（２９３）

概况　（２９３）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２９３）

履行刑事检察职能　（２９３）

开展法律监督　（２９３）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２９４）

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２９４）

开展“护航青春”禁毒法制宣传巡展月

活动　（２９４）

审判　（２９４）

概况　（２９４）

刑事审判　（２９４）

民事审判　（２９５）

行政审判　（２９５）

执行工作　（２９５）

少年审判　（２９６）

司法服务大局　（２９６）

司法为民工作　（２９６）

推进司法改革　（２９６）

司法行政　（２９６）

概况　（２９６）

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２９６）

推进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　（２９７）

加强人民调解　（２９７）

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２９７）

严格公证律师管理　（２９８）

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到高境司法所调

研　（２９８）

举办司法行政业务培训　（２９８）

召开法治专题讲座暨普法依法治理工

作会议　（２９８）

化解区首例消费争议委托人民调解纠

纷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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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活动　（２９８）

开展第二十九届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

　（２９８）

举办首届“崇尚法治 建设美好宝山”法

治主题论坛　（２９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各司法服务窗口　（２９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法律服务所　（２９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律师事务所　（２９９）

军事·社会安全

人民武装　（３０１）

概况　（３０１）

坚持党管武装　（３０１）

开展民兵整组　（３０２）

组织征兵工作　（３０２）

驻区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

　（３０２）

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３０２）

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３０２）

驻军　（３０２）

概况　（３０２）

开展拥政爱民活动　（３０２）

民防与救灾　（３０３）

概况　（３０３）

民防组织指挥训练和演练　（３０３）

民防应急救援　（３０３）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建设　（３０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指挥通信设备和器材

　（３０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化救专家队伍组成

　（３０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

　（３０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材　（３０４）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　（３０４）

避难场所建设　（３０４）

民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３０４）

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管　（３０４）

消防　（３０５）

概况　（３０５）

落实政府消防安全责任　（３０５）

完成重点消防安保任务　（３０５）

推进消防风险整治　（３０５）

严控烟花爆竹　（３０５）

严抓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　（３０５）

完成政府消防实事项目　（３０５）

织密消防安全网格　（３０５）

夯实消防基础　（３０６）

开展消防宣传　（３０６）

处置“３·２６”火灾事故　（３０６）

处置“８·２７”火灾事故　（３０６）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３０６）

概况　（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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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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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平安铁路示范区”　（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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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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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信访和“１２３４５”工单办理工作　

（３１２）

民政　（３１２）

概况　（３１２）

基层建设　（３１２）

社会救助　（３１２）

优抚安置　（３１２）

双拥工作　（３１２）

殡葬管理　（３１３）

婚姻登记　（３１３）

开展“５·１２”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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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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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诗歌大赛颁奖典礼在顾村

举行　（３３７）

上海发那科成立２０周年暨新产品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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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７年工作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５日在中共宝山区委七届五次全会上

中共宝山区委书记　汪　泓

２０１８年１月５日，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 摄影／李苏新

　　２０１７年是党的十九大、市第十一次
党代会召开之年，是全面落实区第七次

党代会部署的开局之年，也是深入实施

区“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在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区委常委会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围

绕“两区一体化升级版”奋斗目标，团结

带领依靠全区干部群众大力发扬“只争

朝夕、敢为人先、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追求卓越”的拼搏精神，推出了一系列

重大举措，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解

决了一些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

题，党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

台阶。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跃居亚洲第一、

世界第四；拆除违法建筑１５６３８万平方
米，排名全市第２；“１＋１２”河道考核断
面实现动态达标，达到年度目标１４５％；
国家卫生区复审暗访测评排名各区第

２；创新推广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工作系统
“社区通”；劳动人事争议效能建设成果

获得国家人社部充分肯定，代表上海在

全国大会上交流基层民政工作经验；全

国总工会在宝山召开会议推广顾村非公

企业工会改革经验；智慧城市发展水平

位列郊区第１位；月浦镇被评为全国文
明镇；罗店镇被批准为第三批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罗泾镇被批准为

第二批中国特色小镇，宝山经济社会发

展迈出坚实有力的一步，为全市发展大

局作出新贡献。

　　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全
面从严治党成效凸显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提高党把方
向、谋全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

力，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一）把喜迎十九大和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贯穿全年的首要

政治任务。结合深入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持续开展“喜迎

十九大，相聚在党旗下———培育选树宝

山好党员、好支部”主题活动，全年培树

１１９２名好党员、５１５个好支部，认真做好
“砥砺奋进的五年”主题宣传，发挥激

励、示范和导向作用，营造争先创优的浓

厚氛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区委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制定《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宝山区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工作方案》，

切实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十九大精神上来。认真组织落实两级

１



中心组学习，开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心得交流体会，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正

做到学懂弄通做实。区委主要领导率先

垂范，为处级领导干部、“两代表一委

员”、老干部、非公企业职工及工会干部

等作专题报告。建立区、处级单位两级

宣讲团，明确由党组织书记担任团长带

头宣讲，在全区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

覆盖的集中宣讲活动，开展１０００余场基
层理论宣讲、覆盖听众超过１０万人次，
有效推进学习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

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进

楼宇。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宝山区委举办“重温入党誓词 坚定理想信念”主题党日活动

（二）区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

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旗帜鲜明讲政

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折不

扣落实中央、市委决策部署。加强区委

常委会自身建设，完善“三重一大”事项

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健全区委专题会

议深入研究、书记会充分酝酿、常委会

集体民主决策以及全委会决策和监督

机制，全年召开区委专题会２３次、书记
会５８次、常委会５１次。支持人大依法
履职和行使权力，围绕“史上最严”的食

品安全法、道路交通条例开展执法检

查，围绕补短板及群众关注的热点问

题，聚焦生态环境治理、产业转型、民生

保障、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司法改革等

领域开展监督，强化专题询问，完善对

“一府两院”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修订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各项工作制度，

不断提升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广

泛开展代表联系社区活动，畅通代表与

群众沟通渠道。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和

发挥作用，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全年开展对口协商、界别协商 １６
次；各专委会聚焦“提高众创空间质量”

等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就１０多个课
题开展调研，并形成成果，围绕“五违四

必”、中小河道整治、国家卫生区复审等

市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专项视

察。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开展“委

员进社区”活动，有效发挥参政议政和

民主监督作用。巩固和加强爱国统一

战线工作，坚持和完善政党协商制度，

委托各党派区级组织对“五违四必”及

中小河道整治工作进行专项监督，持续

办好长江口民营经济论坛等主题活动，

全面推进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

基地及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全面落

实党的民族、宗教等政策，积极做好港

澳台侨和新阶层统战工作，社会主义学

院正规化建设取得新突破。统筹做好

党领导下的各项工作，充分发挥人民团

体特别是工青妇等组织作用。继续加

强党管武装和“双拥”创建工作，积极争

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大力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

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认真做好老

干部、党校、档案、史志、机要保密等工作。

（三）思想理论武装和意识形态工

作富有成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全面落

实区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接受市委

专项督查并全面加强整改落实，区委中

心组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全年组织专题

学习２５场次。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制定《实施方案》

并形成６０项任务清单，督促贯彻落实。
深入开展纪念建党９６周年“十个一”系
列活动，营造了红色教育的浓厚氛围。

围绕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市十一

次党代会和区第七次党代会精神，积极

开展群众性理论宣传，开展巡回宣讲

６８３场，累计听众达４万余人。坚持正面
宣传为主，扎实推进城市形象片、专题片

制作，集中推出一批重大新闻报道，在中

央、市级媒体刊发报道近１９００篇（条），
展示宝山城市形象。加强互联网新平台

新阵地建设和管控，率先建立新媒体矩

阵和自媒体联盟，广泛团结体制内外客

户端平台，全面建成“两微一端一网”的

新媒体格局。全面推进“宝告汀”建设，

完善负面舆情处置搜报引导、突发事件

媒体接待、舆论监督反馈回应等工作

制度。

（四）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

设切实增强。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

突出政治标准，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

选优配强处级领导班子，用好“六必研”

工作机制，出台干部调整方案３０批、涉
及干部２１３人次。换届以来，累计调整
干部６１１人次，其中提拔７０后处级干部
１０３人次，占提拔干部总数的 ５０％。开
展新一轮年轻干部调研，形成５１５人的
区年轻干部库、３３９人的国资和教育卫
生系统年轻干部库、１５４人的党外年轻
干部库，遴选选派９０名优秀年轻干部开
展基层实践。举办近５０期各类主体培
训班次，调训处科级干部４９００余人次，
深化推进区领军人才、第八批拔尖人才

和青年尖子培养计划，干部队伍综合能

力素质进一步提升。

（五）党的基层组织力不断提升。

突出政治功能，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全面加强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制定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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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及８０条任
务清单，整体推进各领域党建共建融合

发展。党支部示范点建设提质增效，着

力打造３家市级党支部建设示范点，命
名５２家区级党支部建设示范点。拓展
党建服务中心功能，推出街镇社区党建

服务中心菜单式服务手册，创设“相约宝

山·党徽闪耀”八大系列主题党日活动。

开展“岗位建新功，党员见行动”活动，

在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设置党员示范岗

７１７个、党员先锋岗４２２个、党员责任区
３７７个，深入推进“三亮三比三评”活动，
建立“服务之星”排行榜等工作机制。

落实“双报到、双报告”制度，９０％以上
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积极认领公益项

目，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服务社区群众。

探索网格化党建，初步划分党建网格

１００个，实现党的工作和组织全覆盖、无
遗漏，联系服务群众“零距离”。全面从

严党员教育管理，坚持“三会一课”制

度，严格落实组织生活要求，严把发展党

员入口关，有序开展失联党员和不合格

党员处置。强化基层党建队伍建设，实

现居村党组织书记集中轮训全覆盖，加

大国企、“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的培训

力度。

（六）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取得新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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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零容忍，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

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深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风险清单、任务

清单、监督清单“三项清单”制度，实现

全区科级以上干部全覆盖，共梳理责任

风险清单７０２３条、防范措施１８５万条。
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推动全

区７４个处级单位、６５５名区管干部廉政
档案建设全覆盖，深化廉政风险抄告制

度，编报《告知单》《专报》２６期。全区各
级纪检监察组织受理信访举报 ４６５件
次，处理问题线索 ３５９件，立案 １３９件，
结案１３８件，给予党政纪处分１４５人次，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１０人。驰而不息纠
正“四风”，对８家处级单位及所属７３家
村居、镇属公司、学校开展了三轮专项检

查，加大制度建设、教育预防、问题处理

等力度，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２２
个，处理相关责任人３７人，强化“一案双
查”，形成知责、履责、督责、述责、问责工

作闭环，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

根。深化巡察监督，配齐配强巡察力量，

完成三轮１３家单位巡察，对１０家单位
开展“回头看”，聚焦问题导向，发挥巡

察利剑作用，提出巡察建议８２条，移送
问题线索２２件。按照中央和市委确定
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稳妥有序推进

本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二、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经
济规模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积极对接上海自贸区、科创中心建
设两大国家战略，深度融合、转型发展，

推动“放管服”改革，制定“六个统筹”办

法，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经济

稳定增长、提质增效。

（一）经济增长稳中有进，呈现“五

增五升”的良好态势。“五增”即：完成

税收总收入４６０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１％；
完成区地方财政收入１５１１亿元，同比
增长 １０８％。预计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１１７亿元，可比增长６５％；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６９４亿元，同比增长８％；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３４０亿元。“五升”即：招
商引资增长强劲，新增注册企业 ２７６０３
家，日均诞生企业数 １３８家，列全市第
五，全区企业总数近１４５万家。商务经
济增速较快，合同外资１２５亿美元、同
比增长２４倍，商品销售总额３９６５２亿
元、同比增长 ２０２％，外贸进出口总额
６５９亿元、同比增长４１５％，三项增幅均
为全市第一。工业生产持续回暖，完成

工业总产值 １２８４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２％，增速高于上年同期水平１９５个
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１０９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１％。战略性
新兴产业比重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制

造业产值增长１４５％，占全区规上工业
比重达到２６４％，增速高于上年同期水
平１８２个百分点；信息服务业、文化创
意、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达

５９３％、２８７％、２８７％。居民收入持续
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９１％，
增速快于经济增长。国资国企改革不断

深化，预计全年直管企业可实现营业收

入５３９亿元；实现净利润 ３３亿元，同
比增长１１％。

（二）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整体推

进。制定宝山区《全面对接科创中心建

设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安排》，做强张江宝
山园，推进规划范围向吴淞工业区、南大

等重点产业板块调整集中，扎实推进 ４
个重点专项共２３项重点工作。制定《宝
山区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

方案》，新增４个市级众创空间、３个市
级科技孵化器，市级以上众创空间总数

达到１８家，新增院士专家工作站４个。
推进“产学研用金”协同，区企校共建上

大—宝山军民融合产业园，与中科院上

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上海科学技术交流

中心签约合作，美钻与交大、工程大联合

建立国家级研发中心，３２个项目获得上
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换认定，１０个企业
获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推广
“基金 ＋基地”模式，积极参与并推动
１００亿元规模的全国首个市场化运营双
创母基金正式运营，集聚１亿元以上各
类基金４０家。制定《宝山区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形成《宝山区

２０１７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提出
２７项改革工作，细化落实到３８家责任部
门。深化放管服改革，行政审批目录由

５９２项减少为５８１项，事中事后监管平台
入选全市第一批自主改革创新经验案

例，向全市复制推广。试行“容缺”预审

预批制度，建立跨部门企业准入“单一窗

口”制度，内资企业办事时间由８个工作
日缩短至５个工作日，外资企业由２０个
工作日缩短至５个工作日。有序推进区
级网上政务大厅、区行政服务中心统一

受办理系统、区电子政务云、公共安全视

频监控共享平台等一批智慧城市重大项

目建设，百安居全国首家家居智慧门店

顺利开业。

（三）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着力推

进创新要素集聚，持续培育领衔产业 ＋
基础性产业的产业体系。积极对接自贸

区战略，大力推进区港联动，获批上海邮

轮服务贸易示范基地，引进嘉宏、地中海

两家外资中国总部项目。依托全国首个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着力打造

邮轮经济全产业链。全区累计接靠邮轮

４６６艘次、出入境旅客２９２万人次，邮轮
旅游业实现营业收入８５５７亿元，稳居
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力发展“互联网

＋”、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意产业
等基础性产业。成为全国钢铁电商平台

交易集聚高地，平台交易量、交易金额约

占全国规模以上钢铁电商平台总开票量

的三分之一，上海钢联向世界输出首个

中国钢铁价格指数。抓招大引强，夯实

发展基础，集中启动总投资３００亿元的
２０个重大产业项目。着力推进国家“两
机专项”之一的重型燃气轮机、无人艇科

技攻关项目、国家车联网示范应用项目

等落地，上海市发那科机器人三期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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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加快建设，华域汽车、博泰车联网等项

目加快推进，上海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

型平台列入上海科创中心“四梁八柱”

建设项目，上海市物联网联合开放实验

室在宝山揭牌，启动宝山区智能硬件产

业集群发展规划。建成 １个国家级、２
个市级工业设计中心，５家市级文化创
意产业园区。修订出台新一轮支持产业

发展“１＋９”政策，全年扶持资金达２８８
亿元，扶持项目８３３个。

（四）“三线五园”产业布局初具规

模。依托３条轨交线在宝山的３０个站
点，形成面上辐射、点上集聚、线上联通

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东南

中北四大主体功能产业布局规划。１号
创新带、３号创业带、７号创意带，建成９８
个服务业载体、近 ６００万平方米，集聚
“四新”企业２万余家、上市挂牌企业９６
家，建成“四新”经济创新基地９家，申请
专利总量达５２４０件。探索实施“租税联
动”，亿元载体由２０１６年的３个上升到
１０个，全区 ６６个重点商务载体单位面
积税收达 １０７７元／平方米，同比上升
５５４％。对接“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强化区
域经济统筹发展，形成“六个统筹”“一

意见两办法两清单”政策体系，严把土地

和产业准入关。健全区领导联系走访重

点企业制度，推动工业园区转型升级，盘

活太平洋机电、科洛尼金属等低效工业

用地，创新形成厂房不作灭失的收储模

式。“区区合作、品牌联动”不断深化，

推进与中船、宝武、中节能、招商局等产

业集团全面战略合作，与临港集团合作

建设的高境“科创小镇”新业坊一期即

将开业，城市工业园区“科技绿洲”有序

推进，与金桥集团合作建设的上海北郊

未来产业园先行区首期１８３亩项目顺利
开工，工信部批准的国内首个３Ｄ打印工
业文化博物馆开馆，创新产业集聚效应

逐步显现。

　　三、坚持品质为先、产城融合，重点
地区功能全面突破

　　 注重形态优化和功能提升并重，推
动宝山向“创新、人文、生态”的现代化

主城区转变，走出一条高度产城融合的

发展之路。

（一）加快提升邮轮滨江带功能。

对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国家

战略，对标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打

造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目标，加快推进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后续工程建设，年内基

本完工。邮轮经济全产业链优化拓展，

上游打造国际邮轮产业园，加快建设邮

轮建造配套产业体系。积极协调国内首

支邮轮产业基金落户，首期将募集 ３００
亿元。中游打造邮轮总部基地，积极引

进邮轮总部型企业，累计引进邮轮相关

企业５０余家。下游创新拓展邮轮服务，
“诺唯真喜悦号”“盛世公主号”成功首

航，游客自助通关率达 ４０％，通关查验
时间缩至３秒，达世界领先水平。国际
邮轮船供实现零的突破，完成２０个航次
共７６个国际货柜供船业务，总计货值
４２５万美元，涉及货品２０００余种。成功
打造邮轮旅游跨境交易平台。“港城融

合”开发建设稳步推进，与招商集团合作

共建上海邮轮城。临江商业商务中心项

目顺利奠基，长滩音乐厅“水晶”方案、

长滩景观塔方案基本完成。

（二）加快推进吴淞工业区转型。

按照城市副中心定位和市委“将吴淞工

业区转型为上海面向未来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新型城市发展的一面旗帜”的要求，

完成结构规划编制，开展先行启动区部

分单元控详规划以及?藻浜沿线功能定

位研究。吴淞科技园、中成智谷等项目

建成投用，上海国际能源创新中心、上海

建筑设计产业基地、中国宝武特钢及不

锈钢地块等８个转型项目抓紧推进，上
大美院项目即将落地。加快完善“１＋１
＋Ｘ”转型开发机制，与宝武集团等合作
组建平台公司。

（三）加快推动南大地区开发。按

照市委“不低于黄浦江两岸”开发标准

的要求，打造南大未来生态智慧城。全

力推动央企、市属国有企业征收补偿工

作，６８个央市属国有企业权证地块，已
累计完成６２个地块征收签约，集体土地
上企 业 签 约 率 达 ９９８％、腾 地 率
９８８％，居农民签约率达９２％，征收工作
已接近尾声。全力推进４０余个配套项
目建设，基本建成３条内配套道路，完成
一期３０公顷绿地建设，４４３万平方米动
迁安置房建成，文海路东侧地块安置房

交付使用，学校、菜场等１５个市政公建
配套项目有序推进。同时，积极推动与

地产集团、临港集团等战略合作，建立创

新开发建设的体制机制，打造城市功能

转型的实践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

高地。

（四）加快推进新城镇建设及老镇

旧区改造。初步建成顾村、罗店大居城

市框架，竣工交付５３５万平方米市属保

障性住房，完善与地产集团、上实集团三

方战略合作机制，共同推进８３平方公
里人居典范和产城融合样板的“新顾

城”建设。顾村老集镇、杨行老集镇等６
个“城中村”改造基本完成动迁工作，康

家村成为全市首个“城中村”规划调整

落地后正式开工的项目。

　　四、坚持管建并举、管理为重，城乡
环境品质明显改善

　　 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使生产

生活更加绿色低碳，城乡环境更加优美

宜居。

（一）城市功能定位持续优化。坚

持规划引领，落实重点区域发展规划，启

动滨江整体规划编制和控详规划调整，

推进活力滨江空间建设。统筹推进城乡

发展一体化，聚焦城乡空间布局、产业发

展、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

治理等六大方面，分解落实２０项重点工
作，具体细化到５８项指标，打造“６５８”升
级版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美丽乡村建设

全面实施，罗泾镇塘湾村、海星村成功创

建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６个村完成
区级示范村验收，全区休闲农业景点累

计接待游客５７万人次。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农技推广获全国农

牧渔业丰收奖。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农

村承包地确权工作率先顺利通过市级验

收，９４个村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的村落实
分账管理，“村经委托镇管”的积极效应

日益显现。

（二）重大工程建设取得实效。市

级快速路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Ｓ７公路顾村
段完成腾地，Ｇ１５０１Ａ段完成与上港瑞泰
划拨协议签约，江杨北路绿地搬迁完成。

重点基建国考项目泰和污水厂正式开

工，城市规划展示馆竣工验收完成。轨

交１５号线丰翔路站、锦秋路站、顾村公
园站完成交地，南大路站富扬浴室、新大

化工厂等完成腾地，轨交１８号线长江南
路站临时公交枢纽建成启用。大居外配

套道路沪太路交叉口正式贯通，祁连山

路北段（锦秋路—塘祁路）启动绿化搬

迁。罗店大居２０条道路完工部分、５所
学校及１个社区服务中心全部完成临时
移交接管。新建６条微循环道路，新辟
１３条公交线路，新增９个共享停车场和
４２０个共享泊位，地区主要道路平均拥
堵指数１３４，比去年同期下降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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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环境质量有效改善。持

续优化绿色生态环境，新建绿地 １２８６
公顷，城市绿道４３公里，立体绿化３万
平方米，新增公园绿地７座，完成２７２亩
林地建设。基本建成“一环、五园、六脉、

多点”绿地框架，全区绿地面积５４６１公
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１２平方米，森林
覆盖率１６２％，超出全市平均水平。吴
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创建为国家级湿

地公园；顾村公园连续７年成功举办“樱
花节”，单日最高客流１８８万人次，再次
刷新全市游园纪录。群众绿化工作成效

显著，后工业景观示范园项目荣获“中国

人居环境奖”。全面完成中央环保督察

整改任务，率先完成４８７７个违法违规建
设项目的清理整治，环保处罚额度是去

年同期的２４４３％，位居全市前列。污染
防治攻坚力度前所未有，全面完成第六

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５１个项目任务和
首轮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１０４个项目任
务，全区 ７７个水质断面达标率为
５９７％，同比大幅上升 ５７６个百分点；
降尘量、ＰＭ２５浓度创历年同期最低水
平，同比分别下降９８％、１４６％。垃圾
分类“黄马夹”专管员队伍荣获中国城

市环境卫生创新银奖。

（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五违”整治走在全市前列。坚持“三个

必拆”，累计拆违１５６３８万平方米，位列
全市第２，清理违法用地３６１４１亩，整治
违法排污企业６３５家，取缔违法经营户
１２０２家，清退违法居住人口３７９８２人，消
除安全隐患１８７８处，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５３６个驻区部队停止有偿服务项
目全面完成。创新运用“网格化＋”等管
理手段，落实“五违”增量“零报告”制度。

积极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中心

项目建设，新建北京建工、上海庆龙机械

施工有限公司、宝武集团等三处五违整治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日处理量达

４０００吨以上，资源化利用率达９０％。中
小河道治理成果突出，全面落实“河长

制”，确定４７０名三级河长，实现全区河湖
水体全覆盖，启用“河长微信直通车”，及

时处置难点问题，全部完成２２１条段２１４
公里黑臭河道综合整治任务。创立“板

块治理、色块管理”模式，完成河道两岸

拆违１９５万平方米，完成率１０３４％。“１
＋１２”河道考核断面实现动态达标，达标
率１４４％，其中国考断面练祁河?川路桥
水质由劣Ⅴ类提高到Ⅲ类。河道整治公
众满意率９０％以上。“５＋１”排水系统确

保２０１８年汛期投入使用。

　　五、坚持以人为本、普惠均等，人民
获得感满意度稳步提升

　　 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
线、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为群

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满足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就业和保障水平显著提高。

坚持就业优先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

高质量充分就业。大力推进第二轮创业

型城区创建，出台创业扶持“新８条”，落
实“人才政策 ３０条”，启动实施“满意
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控制在２８３万人以内、“就业困难人员”
按时安置率达１００％。完成第二批２０家
“创赢驿站”布点。组织开展就业援助

月和“春风行动”等各类招聘会２３３场，
提供招聘岗位５５万个。建立青年（大
学生）职业训练营，为邮轮产业配套“雏

鹰计划”，组织开展第七届创业嘉年华、

大学生创业训练营等各类创业活动１０３
场次，惠及５０１７人。出台“１＋７”被征地
人员社会保障政策体系，新征地人员落

实社会保障率达 １００％，区镇集中管理
征地养老人员实现区级统筹管理，征地

养老人员生活费、城乡居民月基础养老

金增幅分别达 １８４％和 １３３％。完成
一站式医疗救助平台建设，加大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力度，累计救助 ３５１人次。
平稳实施残疾人交通补贴。

（二）老龄事业全面可持续发展。

坚持“普惠广覆，优质贴心”的发展原

则，打造“五心养老”服务品牌，深化“五

位一体”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新建

２家养老机构，新增养老床位５７１张。完
成８家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１９个社
区睦邻点建设。新建４家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４家长者照护之家、４家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顺利推进高龄老人医疗护

理计划试点工作，总计服务量近 １４９２
万人次。建成庙行、张庙、高境等９个老
年宜居社区，“银龄居家宝”智能居家养

老服务实现全覆盖，惠及３０万老年人。
一定规模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达

１００％，养老机构、社区托养机构与医疗
机构服务签约率达１００％。稳步实施老
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惠及群众 ２３８９
人次。

（三）教育医疗事业齐头并进。把

教育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建

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启动教

育资源统筹改革，进一步优化“十三五”

教育资源规划布局，全年新开办９所学
校。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新建吴淞

中学教育集团和长江路教育集团，推进

行知、上大、罗店教育集团内涵式发展，

加快优质资源共享。扎实推进“有品质

幼儿园”创建、“新优质学校”集群发展

和“特色高中”建设，辐射引领其他学

校。组建公办民办幼儿园共同体，小天

鹅、七色花、徐悲鸿等 ３所市示范园顺
利通过市级复验。统筹推进高考改革，

公办高中高考达线率９２４％、同比提高
８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出台教育系
统优秀人才激励办法，完成新一轮骨干

教师评选。成立教育督导委员会，积极

创建“全国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

推进产教融合，开展职业教育“现代学

徒制”试点。强化终身教育“乐学宝

山”品牌建设，成功创建２０个社会学习
点。深化医疗体制改革，通过国家卫生

区复评审和全国健康促进区评审，全面

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与复旦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合作共建“肿瘤专科医联

体”，启动“宝山—新华”儿科医联体首

家试点医院建设，联合华山、市一、曙

光、市九、同济等市级优质医疗资源，累

计成立七大医疗联合体，满足人民群众

就诊需求。区内１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全面推进社区综合改革，逐步建立目

标明晰、标准明确、科学运行、资源整

合、竞争开放的社区卫生服务平台。制

定卫生系统紧缺人才住房补助办法。

完成“１＋１＋１”医疗机构组合签约人数
３１２万人，位列全市第２位。完成区人
口健康信息网基础设施及区健康档案

管理信息平台升级建设。

（四）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着

力满足广大群众文化生活需求，荣获中

宣部“五个一”工程等１８项大奖的《挑
山女人》在全国成功巡演五年，并完成改

编电影拍摄。引进全国和本市精品力

作，邀请尚长荣、谷好好、尔东强、史依弘

等来自全市近百位知名艺术家、专家学

者，建立２００场市民艺术修身导赏资源
库。搭建“宝山大剧荟”交流平台，引进

话剧《大清相国》、芭蕾舞剧《简爱》、京

剧《曹操与杨修》、昆剧《南柯记》《邯郸

记》、歌剧《蝙蝠》、评弹《林徽因》、滑稽

戏《乌鸦与麻雀》等优秀剧目。设立文

化事业和文创产业“两个３０００万”资金，
成功创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升

级打造“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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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书画摄影展活动。推进上海樱花大

剧院、上海长滩音乐厅、淞沪抗战纪念馆

二期、宝山城市规划馆等“一院一厅四

馆”重点文体项目建设，新增文化设施７
个，全区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达３６３万
平方米，人均公共文化面积０１７９平方
米。不断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推进

“１５分钟体育生活圈”建设，新增体育设
施面积１６２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 １９５平方米，同比增长 ３％。举办
２０１７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共举办各类
赛事活动５００余场，参与人次近３０万。
宝山体育中心接待市民群众近５００万人
次。“篮球城”建设持续推进，加大上海

宝山大华女篮扶持力度，积极引进

２０１７ＮＣＡＡ常规赛等各类篮球赛事。全
运会宝山籍运动员获３金、２银、１铜，２２
人次获前八名。

（五）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不断深化。

坚持贯彻“双为”服务、“双百”方针，坚

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

在落细落实落小上下功夫，强化教育引

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以“德润滨江、

善行宝山”为主题，开展第二届“宝山好

人”主题活动，在全市率先建立关爱好人

机制并拨付专项资金。１人荣登“中国
好人榜”，１人获评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精
神文明好人好事，２户家庭获评２０１７年
全国“最美家庭”。加强志愿服务体系

建设，实现区、街镇、居村三级志愿服务

中心站点全覆盖，在全市率先成立“宝山

区志愿服务联盟”，首批１９３个志愿服务
项目通过线上线下同时发布，努力实现

供需精准对接。全区注册志愿者人数达

３０万人，开展各类志愿服务１７万场次，
服务群众近１００万人次。深化精神文明
创建，全力以赴做好上海市文明城区复

评各项工作，月浦镇聚源桥村和罗泾镇

塘湾村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村，上海市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获评第五届全国

文明单位。

　　六、坚持创新治理、共建共享，社会
发展保持和谐稳定

　　 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

线，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始终位居

全市前列。

（一）党建带群建促社建稳步推进。

建立完善“纵横并进”的三级区域化党

建体系，发挥行业优势，增加科技、物业

两个专业委员会，实现共建联建，排摸党

建资源１５２项、党建需求１４４条，梳理资
源清单和需求清单，７２５个区域化党建
项目在基层落地。持续深化基层党建工

作品牌———“红帆港”，在街镇园区、村

居、重大项目工地、“两新”组织建成７４３
个党建服务站点，同步叠加群团服务功

能，打造党群一体化服务枢纽平台。组

建１８５人的工建、团建服务党建指导员
队伍，深入“两新”组织协助开展党建工

作。非公企业工会改革率先破题，有效

破解非公企业工会组建难、职工入会难、

保障不充分、维权不到位等问题，经验获

全国推广。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用

好２０００万元专项扶持引导资金，２０１７年
优选９７个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服务群众。

（二）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显著提

升。建设“自治、共治、德治、法治”四治

一体家园，创新推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

工作系统“社区通”，全区５５０个居村委
（含筹建）实现全覆盖，超过４２万名居村
民（３２万户家庭）实名加入，４万余名党
员在网上亮身份、做表率，４３９名社区民
警全部上线，“警民直通车”“物业之窗”

“家庭医生”版块启动试点。全员交流

互动１１５７万人次，解决群众关心关切的
问题３２万余个。持续深化拓展街镇
“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

内涵，聚焦民生短板，涌现出高境镇“一

居一品”、友谊路街道“谊家党建五福同

心”、张庙街道“三亮四联五化六先”工

作法、杨行镇“三联系六满意”等为民服

务品牌。完善镇管社区模式，首批４个
基本管理单元顺利通过市级验收，“两委

一中心”均有效运转，“３＋３”资源全部
配置到位，服务覆盖４０平方公里、４５万
市民。发挥“网格化 ＋”综合平台功能，
建立网格化常态长效监管模式，受理网

格案件６３３２５９件，结案率９７５４％，及时
率１００％，综合评价全市第六。７４０个小
区全覆盖推进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先行

完成张庙街道５平方公里、３３个工人新
村综合治理，获 ２０１７年中国人居环境
奖，成功创建国际安全社区。“霄云湾”

公租房“绿色环保、互联网 ＋”智慧社区
获评首批“上海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服

务创新示范项目”。新改建５家标准化
菜场和５０家智能微菜场。开发上线“酒
类移动巡查系统”ＡＰＰ，率先将酒类监管
纳入网格化管理。区行政服务中心“互

联网＋政务服务”被授予“中国政务服
务突出贡献奖”。

（三）城市公共安全底线守住兜牢。

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

作的若干意见》，扎实开展生产、消防等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严格落实挂牌督办

和“黑名单”制度。稳步推进“平安宝山

智联网”和“雪亮工程”项目建设，启动

智慧公安建设，１２个街镇、４０７个村居综
治信息系统、５０００多个视频监控探头接
入区综治信息中心平台，实现联网运行，

全年“１１０”报警类案件接警数同比下降
２９５％。着力“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
全城区”，累计检查５７８万户次，同比上
升２０１％。开展高风险餐饮单位“夜鹰
＋双随机”检查，实施错时监管着力消除
食品安全隐患。探索建立全区食品冷链

储运智能管理系统，对４５家高风险食品
生产企业和餐饮单位“远程监控”。在

全市率先启动食品安全“守信超市”创

建活动。推进消防实事项目建设，为老

旧小区安装２０００套电弧火灾探测装置，
为１４个街镇园区配备 ２７台消防巡防
车。“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实现全覆盖。

深化“大调解”工作机制，受理各类矛盾

纠纷 调 解 １１１３９件，调 解 成 功 率
９８８６％。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处理信访
总量９０２９件，圆满完成党的十九大、全
国“两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等信访维稳任务。

一年来，面对外部严峻挑战和自身

转型发展的压力，我们栉风沐雨、砥砺前

行，各项工作齐头并进，取得的成绩来之

不易。这是中央和市委正确决策、坚强

领导的结果，是全区上下齐心协力、共同

奋斗的结果。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时

代呼唤新作为。新的一年，我们将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市委的坚强

领导下，以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

向为指引，推进深度融合、加快转型发

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滨江新

城区而努力奋斗，为上海迈向卓越全球

城市作出新的贡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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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６日在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宝山区区长　范少军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宝山区人民政府，向大

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

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７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

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十八届历次全会、十九大精

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两区一体化升级

版”的发展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践行

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工作，全区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健康

的发展态势。全年完成区地方财政收入

１５１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８％，超出年初
预定目标 ２８个百分点；实现增加值
１１４７亿元，可比增长６５％；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３７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１％；商品销
售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

长２０５％、３８％；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
制在２８３万人以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同比增长９１％。

一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对接两大国家战略，创新发展

能力持续提升。聚焦自贸试验区、上海

科创中心两大国家战略，全力抢抓改革

红利，提升创新水平，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和发展动力。

对接自贸区战略，邮轮经济实现跨

越发展。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接靠邮轮

４６６艘次、接待游客２９２万人次，稳居亚
洲第一、全球第四。监管服务模式持续

创新，启动“邮轮便捷通关条码”试运

营，试点“混合验放”和“邮轮船票”制

度。运行上海邮轮口岸诚信管理体系，

引领全国邮轮港口的服务标准。推进通

关便利化，创新境外邮轮物资供船监管

模式，国际邮轮船供实现零的突破①。

邮轮产业链深入拓展，加快与中船集团

共建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园，与地中海邮

轮公司共建邮轮总部基地，创新拓展邮

轮服务，成功引进中船集艾、地中海船舶

管理等１３家企业，获批上海邮轮旅游服

务贸易示范基地。成功举办上海邮轮旅

游节、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②等重大活

动，“诺唯真喜悦号”“盛世公主号”实现

首航，将邮轮旅游带入“中国定制”的高

品质时代。港城融合发展步伐加快，邮

轮港后续工程基本建成，海事交管中心

等项目加快建设。与招商局集团合作共

建邮轮港核心区，开工建设临江商业商

务中心。邮轮港综合交通枢纽规划方案

进一步完善，完成吴淞港地块调整的前

期工作。

对接科创中心战略，创新驱动转型

步伐加快。张江宝山园能级不断提升，

空间布局实现优化，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７０家，同比增长 ２８％，总数达 ３２０家。
市级科技小巨人企业总数达到６０家，复
控华龙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美钻

能源等１０个项目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
奖。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超导、石墨烯、

物联网等科创平台加快建设，超导电缆

产业化项目实现投产。着力打造“环上

大科技创新圈”，建设“上大 －宝山”军
民融合产业园，推动海隆集团等一批企

业与交大等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创新合

作。双创环境进一步优化，新增４家市
级众创空间、３家市级科创孵化器和 ４
个院士专家工作站，“四新”经济创新基

地达到９家，总量列全市第三，新增２家
市级外资研发中心。智慧城市发展水平

指数位列郊区第一。推进市、区两级科

创政策落地生效，设立２亿元人才专项
资金。进一步完善创新发展生态，加强

知识产权培育，区专利申请总量达５２４０
件，颁发“第二届区长质量奖”。

（二）加大产业转型力度，经济质量

效益持续提升。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狠

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运行呈现稳

中有进、进中提质的积极态势。

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依托重大项

目、重点载体，促进产业内涵提升。优势

产业有新集聚，集中启动总投资近 ３００
亿元的２０个重点产业项目，新增２家跨
国公司总部，克来机电、屹丰汽车等项目

实现竣工，富驰高科总部、华伟技术表面

等项目顺利开工，超导电缆、华域汽车、

博泰车联网等项目加快推进，战略性新

兴产业（制造业部分）占规上工业产值

比重达到２６４％。信息服务业、文化创
意产业、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

速分别达 ５９３％、２８７％ 和 ２８７％。
“三线五园”布局有新优化，出台“租税

联动”等政策措施，６６个重点服务业载
体单位面积税收达 １０７７元／平方米，同
比增长５５４％，新增７个亿元载体。按
期启动北郊未来产业园先行项目，着力

推进科技绿洲项目，上海机器人产业园

发那科、鑫燕隆等一批机器人项目加快

集聚。结构调整有新成效，坚决减少经

济增长对房地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

赖，调整盘活太平洋机电、科洛尼金属等

２６个工业园区低效地块，创新形成厂房
不做灭失的土地收储模式。完成 ９２１
公顷集建区外减量化任务，腾出土地

１２００亩。加大节能降耗工作力度，单位
增加值能耗下降６４％。

区域统筹得到加强。围绕招商机

制、规划布局、土地资源、产业准入、政策

服务、投促队伍等方面加强“六个统

筹”，形成“一意见两办法两清单”③等政

策体系。严把土地供应和产业准入关，

建立区、镇两级投资促进中心，制定产业

项目准入评估办法和产业负面清单，在

项目核准、土地出让、厂房出租、存量资

源转型等方面进行严格评估，避免产业

二次转型。加大规划和政策保障力度，

初步形成四大主体功能产业布局规划。

加强政策统筹服务，完善“１＋９”产业扶
持政策，加大对机器人等重点产业的支

持力度。整合招商资源要素，启动建设

“三库一平台”④，整合全区土地、载体、

政策等经济信息资源，动态跟踪工业用

地、厂房、楼宇的产出效益，实现资源汇

聚和要素统筹。

经济活力有效提升。聚焦产业延

伸、金融助力，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后

劲。招商引资势头良好，全区新增工商

注册企业３０１５５户，其中注册资本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企业达８５５户。外贸进出口
总额、合同利用外资分别同比增长

４１５％、１９９％，增幅均位列全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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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大引强扎实推进，注重借助专业化、市

场化力量，与宝武、招商局、中国能源、百

联等产业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功

引进百安居、中机节能、中机智慧等总部

经济。强化区镇联动招商模式，举办产

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创新创业大赛等系

列活动。“以商引商”取得实效，成功引

进了积成能源、亿阳信通等一批项目。

优化“基金＋基地”模式，发挥双创投资
中心的辐射效应，双创科技投资中心、双

创阖银等１３家总规模达百亿元的基金
公司落地。新增２１家上市挂牌企业，总
数达９６家，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比
重达６０％。

（三）加快优化城市功能，城乡一体

水平持续提升。把握城市发展规律，统

筹推进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城乡协调

发展呈现新面貌。

重大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加强区域

交通路网建设，康宁路建成通车，

Ｇ１５０１Ａ段、轨交１５号和１８号线开工建
设，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Ｓ７公路、军工路完
成节点目标，深化沪通铁路前期工作，潘

广路、杨南路等大居外配套道路基本建

成，国权北路和陆翔路 －祁连山路等区
区对接道路实现开工，建成环镇南路等

６条微循环道路。优化公共交通和静态
交通，新辟调整１３条公交线路，新增 ９
个共享停车场和４２０个共享泊位，建成
公共充电桩 １９６２个。完善基础设施配
置，泰和污水处理厂、大康变电站正式开

工，基本建成“５＋１”⑤排水系统。
市级重点板块加快转型。南大地区

进入征收补偿和启动开发接续期，国有

企业、集体企业、居农民征收签约率分别

达９１２％、９９８％和 ９２％，３３６４套安置
房交付使用。启动祁连山路等骨干道路

建设，建成文海南路一期等２条道路，１
个社区服务中心以及 １家医院竣工验
收。吴淞工业区转型开发有序进行，完

成结构规划成果并上报审批，形成工业

遗存保护与城市更新方案，启动吴淞煤

气厂等部分区域单元控详规划编制。先

行先试项目扎实推进，上海国际能源创

新中心一期实现开工，吴淞口创业园创

建成为“上海市双创基地”，积极推动上

大美院落地。

城乡协调发展继续深化。制定城乡

一体化发展升级版的“６５８”指标体系，
基本完成区域总体规划编制。统筹推进

大居建设、配套和管理工作，罗店大居市

属保障性住房已交付４１万平方米，４５２０
户居民入住。启动建设顾村拓展区５个

地块，胜通、共康、祁连基地１４条市政道
路和７所学校全部建成。老镇旧区改造
扎实推进，８６万平方米住宅修缮工程全
部竣工。基本完成６个“城中村”改造动
迁，庙行康家村成为“城中村”规划调整

后的全市首个开工项目，顾村老集镇等

完成安置房基地认定，顾村杨邢宅等按

期推进规划调整。农村改革持续深化，

农村承包地确权工作顺利通过市级验

收，罗店镇镇级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

加强“村经委托镇管”，９４个村完成分账
管理。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成功创

建２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罗店镇被
列为“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地

区”，罗泾镇入选“全国第二批特色小

镇”。

（四）强化生态环境治理，城市宜居

程度持续提升。突出生态优先和绿色发

展，聚焦天蓝、水绿、岸洁目标，加快补齐

城市发展短板，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超额完成“五违”整治任务。坚持

“三个必拆”⑥，累计拆违１５６３８万平方
米，总量位居全市第二，整治违法用地

３６１４１亩、违法排污６３５处，取缔违法经
营户１２０２家，清退违法居住人口３７９８２
人，消除安全隐患１８７８处。坚持“军地
协同”，配合推进驻区部队停止有偿服

务，５３６个项目全面完成。坚持长效管
理，将“五违”整治与中小河道治理、“城

中村”改造、人口调控等工作相结合，创

新运用“网格化 ＋”等管理手段，落实
“五违”增量“零报告”制度。加强建筑

垃圾分类处置消纳，设置９００亩临时中
转堆放场所，建成３处资源化利用场所。

扎实推进中小河道治理。全面落实

“河长制”，４７０名河长挂牌上岗，覆盖全
区７８８条名录内河道。启用“河长微信
直通车”，累计处置中小河道治理相关问

题１３４２个。全面推动水岸共治，关停３６
处无证码头和８个规模化养殖场，完成
１４８１个点源纳管、５０公里污水二级管网
建设，实现１３２８户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
置。全面推进河道整治工程，聚焦 ２２１
条黑臭河道实施工程性措施，“１＋１２”⑦

考核断面实现动态达标，中小河道基本

消除黑臭，新增水域面积３６３１亩。
持续完善绿色生态功能。继续推进

“五个１００”生态绿化工程，新建各类绿
地１２８６公顷，建成立体绿化３万平方
米，４３公里绿色步道全线贯通，基本完
成３５５公顷外环林带生态专项建设，森
林覆盖率达 １６２％。着力提升环境执
法硬度，在全市率先完成环保违法违规

建设项目整治，累计清理４８７７家企业。
全面完成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和首

轮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降尘量、ＰＭ２５浓
度分别同比下降９８％、１４６％，改善幅
度位居全市前列。

（五）优化公共服务质量，人民生活

水平持续提升。坚持城乡统筹、均衡优

质，完善多元化、全方位、广覆盖的公共

服务体系，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

满意度不断提升。

就业和保障进一步加强。扎实推进

第二轮创业型城区创建，启动“满意

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相继出台创业扶持
“新８条”等政策，新增就业岗位 ２２３７５
个，“就业困难人员”按时安置率达

１００％。出台“１＋７”被征地人员社会保
障政策，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城乡居民

月基础养老金分别提高１８４％、１３３％。
顾村镇非公企业工会改革获全国总工会

肯定和推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按

时办结率达１００％。养老服务体系不断
优化，新增养老床位５７１张，新建４家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４家长者照护之家。
“银龄居家宝”等惠老项目深入推进，老

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高龄老人医疗护

理计划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加大住房保

障力度，推进租赁住房供地和建设，安置

长期在外过渡动迁居民１５００户，清理整
顿２７个“类住宅”项目。

社会事业更加均衡优质。坚持以

“学陶师陶”思想为引领，加快推进教育

综合改革，秋季高考公办学校本科达线

率同比提升８个百分点，全区师生获得
国家级以上奖项 １０２个、市级奖项 ４１２
个。优化教育资源规划布局，新建、改扩

建学校７所，推进“全国责任督学挂牌督
导示范区”创建工作。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全面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成

立肿瘤医院宝山防治医联体、宝山 －新
华儿科医联体。以优异成绩通过“全国

健康促进区”评估和“国家卫生区”复评

审。深化“文艺之花”内涵，成功举办上

海樱花节、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以

慈化瓷”两岸陶艺文化交流展等各类活

动１６２万场，参与市民达 ２４０万人次。
新增文体设施８３个⑧，淞沪抗战纪念馆

二期、杨行体育中心、罗店大居体育中心

等重大文体工程加快推进。妇女儿童、

红十字、残疾人、慈善事业稳步发展，民

族、宗教、侨务、对台、对口支援、档案史

志等工作进一步加强。

社会治理创新持续强化。全面完成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创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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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社区、建美好家园”活动覆盖全区７４０
个小区，张庙街道获“中国人居环境特例

奖”。完成８５４万平方米二次供水设施
改造任务，增设停车位１３９万个，全面
完成政府十大实事项目。创新推出“互

联网＋”社会治理新平台 －“社区通”，
实现居村委上线全覆盖⑨。充分发挥

“网格化 ＋”综合平台作用，扎实开展
“网格达标”创建和“星级管理网格”创

优，“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办理综合考评在全
市名列前茅。优化“镇管社区”模式，首

批４个基本管理单元“两委一中心”⑩均
有效运转，“３＋３”资源瑏瑡全部配置到位，

顺利通过市级验收。

城市运行总体安全有序。全面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扎实开展消防、道路

交通、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人员密集

场所等重点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严格

落实挂牌督办和“黑名单”制度。着力

创建“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新建

５个标准化菜市场和５０家智能微菜场，
建立重要产品质量溯源管理制度，推行

驻场监管机制，整治无证无照食品生产

经营户３２１６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推进“平安宝山智联网”和“雪亮工

程”建设，全区４０７个小区的视频监控系
统实现联网运行，张庙街道成功创建“国

际安全社区”。开展交通违法行为大整

治，全区道路交通死亡事故、火灾事故分

别同比下降９５％、９６％。深化大调解
工作机制，一批突出信访矛盾得到化解。

（六）深入推进自身改革，政府治理

效能持续提升。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

大的力度推进政府改革，不断提升政府

服务管理水平。

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大简政放

权力度，全面实施“五证合一”、“两证整

合”改革，建立跨部门企业准入“单一窗

口”制度和全市首个劳务派遣“证照同

办”窗口，推广“容缺”受理机制瑏瑢，企业

审批时间和审批材料实现压减。优化建

设项目审批流程，审批时间在法定时限

基础上压缩三分之一。完成行政审批事

项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由５９２项减少为
５８１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扎实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梳理形成全区

１１４项监管事项，随机抽查覆盖率达
１００％。升级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功
能，发布预警信息和联合惩戒信息９４３６
条。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大力推行“互联

网＋政务服务”，实现网上政务大厅与行
政服务中心、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一

体化联动。积极落实“三个一批”改革，

确定２１０个当场办结事项、３６个提前服
务事项和８４个当年落地项目。

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认真落实中央

环保督察和国家土地督察、海洋督察、安

全生产督查等工作要求，正确履行政府

法定职责。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

不断提高政府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

平。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全面公开

区镇两级政府预决算、“三公”经费以及

非涉密部门预决算。严格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规范公务接待和会务支出标

准。扎实推进“七五”普法。坚持贯彻

落实区委工作要求，主动向区人大及其

常委会报告工作、向区政协通报工作。

落实各级领导领衔办理工作制度，认真

办理２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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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表示理解的占２％。
深化国资国企等改革。全力推进国

资国企战略板块布局调整，启动新宝山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综合改革，临港新业

坊城工科技等混合所有制企业成立。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保持在 １１１％以上，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进一步提升。深

化公共财政制度改革，优化支出结构，区

本级用于民生保障、社会事业、经济发展

和城市管理的投入达１５１３亿元，占区
本级支出的８０％。加强对重点部门、重
点资金、重大项目的审计监督，推进审计

结果公开。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是

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坚强领导、科学决策

的结果，是区人大、区政协和社会各界有

效监督、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区广大干

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奋力

拼搏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宝山区人

民政府，向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全区人

民，向关心、支持、参与宝山发展的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老领导、老同志和社会

各界人士，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

的感谢！

同时，我们清醒地看到，经济社会发

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发展

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创新创业活力还

不够强，主导产业和实体经济仍需培育

壮大，地区营商环境亟待改善；城乡发展

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突出，教育、

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难

题；生态环境、交通出行、城市安全等方

面的短板仍然存在，隐患整治必须进一

步加大力度；社会治理和城市管理精细

化水平还需提高，面对日益趋紧的人口、

土地、环境等硬约束，发展理念和工作路

径有待转变，政府改革创新仍需向纵深

推进。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

打造更美的城市、更好的生活。

二、２０１８年主要任务

２０１８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４０周
年，也是宝山“撤二建一”３０周年，做好
今年工作，意义重大。面对持续深刻变

化的外部环境，我们要准确把握新时代

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

化，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

停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

带建设，主动融入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

群和城市群的建设进程，切实担负起时

代赋予的重任，努力在新的起点上实现

新的跨越。

今年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根据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市委、市政府和区委总体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

量发展要求，遵循需求导向、问题导向、

效果导向，大力推进创新创意创业相促

进、生态生产生活相融合、宜居宜业宜游

相协调，全面完成“十三五”规划中期任

务，着力成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

要承载区，建设城市功能转型的最佳实

践区，迈向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全力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滨江新城区建设。

综合各种因素，今年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预期指标是：地区生产总

值瑏瑣可比增长６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同比增长 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完成３２０亿元，商品销售额、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８％，单位增
加值能耗下降 ３５％，城镇登记失业人
数控制在２６５万人以内，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幅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

今年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全力构筑经济发展新优势。坚持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把牢实体经济这个

着力点，大力培育优势产业，努力实现更

高质量、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

构建“１＋４＋４”产业体系瑏瑤。促进

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加快启动３０个重点
产业项目，推动 １０个重大项目竣工投
产。大力发展邮轮经济，推动豪华邮轮

产业发展基金落地，全力拓展邮轮经济

产业链。深化“邮轮船票”试点，着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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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国际邮轮物资配送中心、邮轮大数据

中心等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机器人及智

能硬件产业，全力推进发那科三期、鑫燕

隆二期、华域汽车等项目落地投产，积极

引进博泰汽车总部，加快与临港集团、博

泰集团合作打造国家车联网产业集群与

无人驾驶应用示范基地。启动宝山智能

硬件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研究，着力推动

机器人、高端装备、关键智能部件等领域

的研发和产业化。大力发展新材料产

业，加快推动华伟技术表面、富驰高科总

部等项目竣工投产，推进超导电缆、纳米

材料等项目实现重大原创性突破和产业

化。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聚焦微盟、

软通动力等重点项目，做大做强软件信

息及大数据、电子竞技等产业。加快推

动同济设计院落地，形成建筑科技服务

业集聚效应。

加强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推动“六

个统筹”政策落地生效，牢牢抓住土地供

应和产业准入两个关键，从源头上杜绝

“三高一低”企业和项目。出台宝山区

产业空间布局规划，完善区域产业功能

布局，完成“一镇一产业规划”。建成区

域统筹“三库一平台”，推进全区土地、

厂房、楼宇等招商资源整合共享，提升招

商统筹水平。强化区镇联动，加强区、镇

两级投促工作协同机制建设。聚焦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进一步优化

“１＋９”产业扶持政策，出台机器人等专
项产业政策，加快集聚更多的行业领先

企业和创新型机构。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加强重点企

业的走访对接和联系服务，推动国企改

革和民营经济发展，成立吴淞口投资集

团公司。

促进产业载体能级提升。围绕“区

区合作，品牌联动”，积极对接临港、漕河

泾、金桥等品牌园区和产业集团，着力推

动北郊未来产业园、联东 Ｕ谷等项目加
快建设。综合运用“租税联动”等政策

措施，进一步提高企业入驻率、注册率和

税收落地率，力争新增一批亿元载体。

启动１５号、１８号线产业布局规划研究。
推动低效工业用地盘活，推进上海机器

人产业园规划提标工作，加快提升工业

园区单位土地产出水平。聚焦集装箱堆

场等重点行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确保

全年调整盘活土地１５００亩。
（二）坚定不移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全力培育创新发展新动力。把握科技方

向、产业趋势和人才需求，加快构建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区域创新体系。

做强科技创新品牌。进一步提升张

江宝山园发展能级，积极争取张江重大

项目落地和专项资金支持，推动吴淞口

创业园等科技园区提升专业化能力。加

快“环上大科技创新圈”建设，进一步对

接上海大学优势学科，推进上大科研团

队与企业联合进行技术开发，支持重点

产业化项目落户宝山。聚焦国家重大专

项和科技攻关项目，积极推动重型燃气

轮机、无人艇、高分专项瑏瑥等项目落地。

完成申报国家、市各类创新项目６０个，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１６家。

做优重要创新平台。继续推进国家

级、市级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发挥石墨

烯、超导、物联网、车联网等要素集聚功

能，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产业化，加

快培育一批处于产业价值链高端的产业

集群。积极打造３Ｄ打印创新生态圈，推
动服务平台和专业实验室建设。搭建军

民协同创新平台，聚焦新材料、新能源、

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引进一批军民两

用技术重点项目。深化与复旦、同济、工

程大等高等院校的战略合作，加快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设，

新建院士专家工作站２家，完成产学研
合作项目２０个。

激发区域创新活力。积极探索金融

资本助力转型的新路径，加快发展股权

投资基金，深入推动企业直接融资，力争

新增上市挂牌企业１５家。加大对众创
空间的扶持力度，新增２个市级众创空
间，推进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企业工作

室建设。举办市级创新创业大赛，激发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热情，培育一批科技

创新企业。进一步建设人才高地，发挥

人才服务工作站平台作用，提供多方位

的优质服务，促进高层次专业化人才集

聚宝山，营造区域良好人才生态。

（三）坚定不移提升城市功能内涵，

全力打造宜居宜业新品质。着力补齐发

展短板，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全力加快重

大工程建设。聚焦市级重大工程，配合

推进Ｓ７公路、沪通铁路、Ｇ１５０１Ａ段和 Ｂ
段、轨交１５号和１８号线二期等工程的
动迁腾地，加快推进军工路、长江路快速

化改造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启动泰和污

水处理厂配套道路建设。聚焦区级重大

项目，加快富长路、祁连山路北段等区域

骨干道路建设，推动丰翔路、南大路等道

路开工，实现陆翔路南段等道路竣工。

聚焦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完善公共

交通体系，建成并启用祁华路枢纽，新辟

调整１０条公交线路，新建５０个公交候
车亭，新增１５００个公共停车泊位、共享
泊位。完善共享单车管理机制，运用“互

联网＋停车共享”，推广智能停车系统。
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继续削减

“五违”存量违法建筑，全年拆违５００万
平方米。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筑，做到

及时拆除率 １００％。推动“无违”居村
（街镇）创建，完成 ６３９个创建单元瑏瑦。

围绕“苏州河四期”水质达标，启动葑村

塘等４条河道治理，同步推进练祁河等８
公里骨干河道治理，完成西弥浦等 ６３
公里骨干河道疏浚，力争提前实现“１＋
１６”考核断面全面达标。加强水务基础
设施建设，启动军工路、杨盛东、月浦城

区３个排水系统建设，确保“５＋１”排水
系统汛期前投入使用。加快推进沪太路

北段、吴淞地区等污水二级管网建设。

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启动实施

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新一轮清洁

空气行动计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计划，将

ＰＭ２５浓度和降尘量控制在市考核目标
内。建立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体

系，推动网格化环境监管全覆盖。持续

推进“五个１００”生态建设，优化顾村公
园二期工程。推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加大建筑垃圾消纳力度，实现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化和１１６７家单位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全覆盖。

（四）坚定不移加快重点板块开发，

全力推进城乡一体新进程。注重产城融

合，更好统筹空间地域、资源环境、基础

设施和产业布局，持续增强区域发展协

调性。

继续推动邮轮滨江带能级提升。加

快完善邮轮母港功能，形成“四船同靠”

的运营能力。大力完善水陆交通管理体

系，加快实现长江口深水航道“双向通

行”，推进邮轮港海事交管中心、滨江大

道等项目建设。稳步推动“五个港口”

建设瑏瑧，加快创建“国际卫生港”和全国

服务业标准化示范单位。优化邮轮滨江

带发展规划，有序开展滨江公共空间规

划编制，稳步推进核心区地块转型及配

套设施建设。

提标推进南大生态区开发。全面完

成动迁收尾，国有企业土地实现 １００％
征收签约，完成集体企业动迁和居农民

房屋征收补偿。推进配套道路、绿化、水

务等专项工程建设，开工建设１７５万平
方米安置房，按照开发进度逐块完成南

大土壤修复。坚持产城融合，以建设具

０１

特　载



有全球竞争力的智能城市最佳实践区为

目标，修订控详规划及核心区城市设计

方案，开展核心区概念方案征集工作，深

化与临港、地产等集团的战略合作，确定

开发运营的体制机制，完成核心区首发

地块的出让工作。

加快吴淞工业区整体转型。完善转

型开发机制，探索建立区域性一级平台

公司。进一步完善地区规划体系，启动

若干成片和局部区域控详规划编制，开

展?藻浜沿线功能定位研究，积极推动

滨水岸线实现由生产性岸线向生活性岸

线转型。聚焦先行启动项目，积极对接

宝武等在地国有企业，加快推进上大美

院、吴淞口科学城等转型项目。

着力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完成区域总体规划上报审批，

推进郊野地区村庄规划和专项规划研

究。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开工建设新

顾城４个地块，扎实推进罗店镇“国家新
型城镇化试点”和罗泾镇“全国特色小

镇”建设工作。完成６个“城中村”的动
迁收尾，加快推进土地出让，同步启动公

建配套和公共绿地建设。创建 １家市
级、３家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完成１４４
户村庄改造。深化农村改革，完成顾村

镇、杨行镇镇级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推进“村经委托镇管”和分账管理工作。

（五）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全

力增进人民群众新福祉。坚持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不断完善保基本、兜底线、

促公平的服务体系，让人民群众过上更

加美好的生活。

加强就业和保障工作。促进创业带

动就业，帮扶６００人成功创业，“就业困
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按时安置率达

１００％，确保第二轮创业型城区创建成
功。深化养老服务，着力实现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年内街镇全覆盖，逐步实现征

地养老人员居民医保全覆盖。稳步推进

居家养老、嵌入式养老，加快养老设施建

设，扎实开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专

项行动。深入推进新一轮“全国双拥模

范城”创建。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资

金监管，实现精准救助。构建“四位一

体”住房保障体系瑏瑨，加快制定住宅建设

规划，着力推进租赁住房建设。完善区

级储备粮轮换机制。

深化教育卫生综合改革。全力建设

“陶行知教育创新发展区”，深入实施学

区化集团化办学项目和新优质学校项

目。全面推进教育资源统筹工作，积极

引入世外、华二、上外附幼等民办优质教

育资源，新建、改扩建学校６所。深入推
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社区卫生服务综

合改革，建立现代化医院管理制度。继

续深化肿瘤、儿科、康复等七大医疗联合

体建设，推动优质资源和居民就医“双下

沉”。完善家庭医生制度，深入推进“１
＋１＋１”医疗机构组合签约，实现常住居
民签约率达３０％。完成“国家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复评审。

推动文体等事业健康发展。坚定

“文化自信”，持续推进文化事业大发展

大繁荣。聚焦体制机制创新，实施“一团

一策”改革。落实“市文创５０条”政策，
加快推动文创产业创新发展。聚焦载体

建设，加快“一院一厅四馆”和“三中

心”瑏瑩等重大文体设施建设进度，实施２４
片市民球场更新修缮工程，推进宝钢体

育中心场馆改造升级，新增体育场地面

积１６万平方米，成立体育产业协会。聚
焦品牌创新，扩大公共文体产品供给，大

力推进“众文空间”文化惠民实事工程，

深化市民修身导赏计划、宝山星舞台等

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建设。同时，加大民

族、宗教、侨务、对台、对口支援、档案史

志等工作力度，推进妇女儿童、红十字、

残疾人、慈善事业发展。

（六）坚定不移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全力构建城市运行新格局。坚决守牢人

口、土地、环境和安全底线，加快推进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城市运行

更有序、更安全。

深化社会治理创新。制定新一轮住

宅小区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稳步推

进雨污分流、旧房改造等实事工程。充

分发挥“社区通”平台作用，不断完善便

民服务板块和功能。完善“镇管社区”

机制，扎实推进第二批基本管理单元建

设。加大社会组织引进扶持力度，依托

“１＋１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积极引导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平稳做好

２０１８年居村换届选举工作。
优化城市综合管理。健全分级分类

机制，深 化 “三 个 中 心”瑐瑠 建 设，把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打造成政务服务
总客服。开展政府部门效能评估，推动

“网格化 ＋”模式的深度运用。加强人
口综合调控和服务管理，加大农村社区

房屋出租管理力度。严格落实居住证制

度，坚决守住２１０万常住人口总量底线。
积极创建“上海市平安示范城区”，实施

“智慧公安”三年行动计划，深化“平安

宝山智联网”和“雪亮工程”建设，基本

建成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共享平台。

保障城市运行安全。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加快制定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隐

患地图和监管责任清单，全面加强生产

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和交通安全管

理，重点开展特种设备、高层建筑和大型

批发市场等突出风险隐患领域排查整

治。继续深化驻场监管和专项巡查机

制，深化第三方技术服务，完善“制度 ＋
科技＋专业手段”监管体系。继续加强
食品安全监管，保持对无证无照等违法

生产经营行为高压态势，保障市民“舌尖

上的安全”。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机制，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和联动响应

机制，及时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三、全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增强政

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努力建设人民满意

的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

政府。

（一）加快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努力做到审批更

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深入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

点，实现改革事项全覆盖。基本实现“两

集中、两到位”。推进审批事项“一号申

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继续提升“零

上门”和“一次上门”服务事项比例。大

力推行“容缺”受理机制，不断提升审批

效率。聚焦“痛点”“堵点”，滚动取消调

整行政审批事项和评估评审事项，滚动

推出当场办结、提前服务、当年落地“三

个一批”项目。深化“互联网 ＋政务服
务”，全面梳理权力清单，优化再造审批

流程，持续推进网上审批，提高网上政务

大厅的一站式办事服务能力，实施企业

市场准入“全网通办”、个人社区事务

“全市通办”、政府政务信息“全域共

享”。加快建设“四库一平台”瑐瑡，完善基

础数据库的开发运用机制，建设区级大

数据平台，实现政务数据的标准化和互

联共享，充分发挥大数据在政府决策中

的重要作用。深化事中事后监管，进一

步推动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的功能升

级和平台应用。深入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工作，完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确保

执法事项１００％纳入随机抽查事项。创
新“互联网＋监管”方式，积极引入第三
方力量，强化行业监管，注重协同监管，

推进失信联合惩戒系统应用。

（二）持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坚

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持续构建系统

１１

区政府工作报告



完备、科学规范、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

权力运行机制。强化依法决策，严格执

行《上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

定》，进一步规范“三重一大”等决策程

序，建立健全合法性审查工作机制，落实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

倒查机制，进一步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

民主化、法治化。严格公正执法，建立健

全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严格执行重大

执法决定的法制审核制度，促进公正文

明执法。深入推进公共资金、公共权力、

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切实

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完善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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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司法监督、舆论监督

和社会公众监督。加强财政财务收支规

范管理，强化审计监督，推进审计全覆

盖。健全政府运行机制，进一步理顺区

镇两级财权事权责任，加强区级统筹权，

强化街镇基层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

共安全职能。加强政府目标细化分解和

跨部门协同，强化对目标完成情况的督

查、考核和评价。

（三）不断加强政府作风建设。坚

持从严从实，把制度建设贯穿始终，大力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政。持

之以恒提升政治素养，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认真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强化公

务员履职责任制，全面推行分级分类培

训，提高公务员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坚

定不移正风肃纪，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上海市３０条实施办法，持之以
恒纠正“四风”，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

和生活纪律。严控“三公”经费支出，进

一步完善公务卡制度。认真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排头兵、先

行者”大调研活动，在深入群众中更好地

服务群众。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严

格落实“一岗双责”，建立健全廉政建设

与业务工作融合机制，完善内控制度。

紧盯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等民生重点领

域，严查“微腐败”等侵害群众利益的突

出问题，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各位代表，伟大梦想需要伟大实践，

我们肩负的使命神圣而光荣，责任重大

而艰巨。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区委的坚强

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支持

下，大力发扬只争朝夕、敢为人先、求真

务实、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拼搏精神，

为加快建设“两区一体化升级版”的现

代化滨江新城区而不懈努力！

注释：

①完成２０个航次共７６个国际货柜供船业务。
②邮轮大会注册嘉宾超过１０００人、同比增长近５０％，其中外籍嘉宾２００名。
③即区域统筹实施意见，产业项目准入评估办法、产业项目招商统筹奖励办法，区重点发展产业指导目录（正面清单）、区产
业准入负面清单。

④即招商资源数据库、重点项目数据库、重点企业数据库，区域招商管理服务信息平台。
⑤即南大北排水系统、乾溪排水系统、何家湾排水系统、盛宅排水系统、虎林排水系统以及庙彭排水系统。
⑥即集中成片违法建筑必拆，群众反映强烈、脏乱差现象严重区域内的违法建筑必拆，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的“三合一”
市场违法建筑必拆。

⑦“１”为国考断面，“１２”为２０１７年实现达标的市考断面，共有１６个市考断面。
⑧新增文化设施７个、体育设施７６个，共新增文体设施面积２３２万平方米。
⑨目前已有４２万余名群众实名加入，平台互动交流１３１７万人次，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３２万余个。
⑩即基本管理单元社区党委、社区委员会、社区中心。
瑏瑡即社区事务受理、卫生服务、文化活动３个服务功能，以及城市管理、市场监管、公安警力３个管理功能。
瑏瑢即申请人所缺材料在“容缺”目录范围内的，在申请人提交限期补齐书面承诺后，实行预先受理并审查；审查通过的，予以
预先办理，允许企业限期补齐所缺材料，消除企业往返办理现象。

瑏瑣根据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３６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要求，２０１８年区级不再发布增加值数
据，而是由市统计局每季度发布地区生产总值。

瑏瑤即邮轮经济特色产业；新材料、机器人及智能硬件、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四大产业集群；互联网平台经济、软件信
息与大数据、建筑科技、节能环保等四大特色服务业。

瑏瑥重型燃气轮机项目为国家“两机专项”之一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无人艇项目是国家海洋强国、军民融合战略项目；高分
专项即“高分辨率卫星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是国家科技创新重大专项。

瑏瑦２０１７年完成１２８个创建单元，２０１８年完成５１１个创建单元。
瑏瑧即快乐港口、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共赢港口、示范港口。
瑏瑨即廉租房、共有产权保障房、公租房、区属动迁安置房。
瑏瑩“一院一厅四馆”即上海樱花大剧院、上海长滩音乐厅、文化馆大修工程、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二期扩建工程、档案馆、城
市规划馆；“三中心”即杨行体育中心、罗店大居体育中心、顾村大居体育中心。

瑐瑠即行政服务中心、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社区事务受理中心。
瑐瑡即人口、法人、空间地理、产业经济四大基础数据库和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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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２０１７）
■编辑　陈　亮

１月
３日　宝山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主

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全面部

署全年安全生产工作。

５日　宝山区政府与软通动力信息
技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智慧城市建

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王丽燕、吕鸣以及区有关部门代表

和高境镇负责人，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领导刘天文、高元锐等出席

签约仪式。

７日　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７年经济工作
会议，总结２０１６年工作，全面部署２０１７
年经济工作任务。区领导汪泓、范少军、

周志军、夏雨、周德勋、朱礼福、苏平、袁

罡、陈筱洁、陈云彬、王益群、吕鸣、孙晓

风等出席会议。

９日～１３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召开。大会应到

委员２８６人、实到委员 ２７４人。市政协
副主席姜睴代表市政协向大会致贺词。

汪泓代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对大会召

开表示祝贺。范少军、张静、李萍、周志

军等应邀出席。丁大恒作区七届政协常

委会工作报告，王兆钢作提案工作报告。

会议选举产生八届区政协主席丁大恒，

副主席张晓静、沈天柱、罗文杰、蒋碧艳、

李岚，秘书长李明。

１０日～１３日　宝山区第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区委党校召开。

大会应到代表２９１名、实到代表２８３名。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惠强到会祝贺。

上海大学党委书记罗宏杰、中国宝武集

团副总经理张锦刚、上港集团副总裁杨

智勇、驻区部队首长陈长波等应邀出席。

会议审议并通过区长范少军所作《政府

工作报告》。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

举李萍为宝山区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丽燕、须华威、秦冰、蔡永平（按姓氏笔

画为序）为区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

举范少军为宝山区区长，王益群、吕鸣、

苏平、陈云彬、陈筱洁、袁罡、黄辉（按姓

氏笔画为序）为宝山区副区长；选举王国

新为宝山区人民法院院长；选举贺卫为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１０日　宝山区政府与中国二十冶
集团有限公司、中冶（上海）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李萍、袁罡等，中冶股份总裁

张孟星、二十冶集团董事长张进贤等出

席签约仪式。

１６日　宝山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喜迎十九大，相聚在党旗下———培育选

树宝山好党员、好支部”主题活动。至

１０月 １２日主题活动总结会，全区各条
战线共挖掘培育 １１９２名好党员和 ５１５
个好支部，结合“好党员、好支部基层寻

访团”“我身边的好党员、好支部”演讲、

征文、摄影比赛，有效扩大社会知晓度、

党员群众参与度，在全区掀起学习好党

员、好支部浪潮。

１８日　区政府与百联集团签署创
新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苏平、袁罡等，百联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裁叶永明等出席签约仪式。

同日　《沈家祺自选集》十卷本首
发暨为贫困地区捐书仪式在北京中国现

代文学馆举行。《沈家祺自选集》十卷

本共３０８万字，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自选集分为长篇小说卷、小说卷、散文

卷、随笔卷、诗歌卷、儿童文学卷等。沈

家祺是上海市宝山人，１９岁开始文学创
作，５０年创作历程中，在全国报刊杂志
和网络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

报告文学等各类文章 １３００余万字。出
版长篇小说６部，与他人合作出版长篇
小说２部、报告文学集１部、儿童文学集
６部。

１９日　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劳动监察局局长王程带领人社部联合督

查组到宝山，就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情

况开展督查调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局长余成斌、宝山区副区长袁罡等接

待督察组一行。

２２日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尹
弘，市政协副主席蔡威一行到宝山开展

帮困送温暖活动，视察庙行镇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慰问困难家庭。市妇联

党组书记、主席徐枫，区领导汪泓、周志

军、朱礼福陪同。

２４日　区四套班子领导汪泓、范少
军、李萍、丁大恒、周志军等分５路走访
慰问驻区部队，向全体部队官兵送上节

日问候和祝福。

２月
４日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区委党

校召开，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王晓诚主

持会议。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

话。全会审议通过王晓诚代表区纪委常

委会所作的《忠诚履职，敢于担当，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

展》的工作报告，并审议通过区纪委七届

二次全会决议。

１０日　在区反腐倡廉教育基地，举
行区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参观

反腐倡廉教育基地、签订“责任风险清单

承诺”活动。区四套班子领导等出席

会议。

１４日　副市长赵雯带领市旅游局、
市交通委、市口岸办、市知识产权局、上

海海关、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上海海

事局、上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长航公

安局上海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到宝山专

题调研邮轮经济发展和知识产权工作，

实地察看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吴淞炮台

湾国家湿地公园、上海长滩展示馆等。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苏平等陪同并座谈

交流。

１５日　宝山区召开援疆干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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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欢迎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返沪，

欢送第九批援疆干部人才赴疆开展工

作。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周志军、李峻

等参加会议。

１６日　上海上蔬永辉生鲜食品有
限公司总部正式入驻庙行“上海智力产

业园”。区领导汪泓出席入驻仪式，与国

盛集团副总裁姜鸣一起为舞狮点睛。区

长范少军和上海蔬菜集团总经理吴梦秋

致辞。上蔬永辉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由上海
国盛集团、上海蔬菜集团、永辉超市、鼎

晖投资和摩根士丹利共同出资３亿元成
立，成为上海菜市场升级改造２０版“中
心菜场”的排头兵和创新先行者。目前

在上海各区有１７家连锁门店。
２０日～２１日　中国养老金融５０人

论坛秘书长董克用教授一行，先后到宝

山区上海星堡中环养老社区、罗店美兰

金苑敬老院，实地查看敬老院的公寓宿

舍、食堂等配套设施，仔细听取养老机构

的建设情况和运行模式并座谈交流。区

委书记汪泓陪同调研并参加座谈。

２１日　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一期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

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

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胡劲军，区领导汪泓、周志

军、朱礼福、陈筱洁等出席。参加研讨班

的有中剧协名誉主席、著名京剧表演艺

术家尚长荣，中剧协主席濮存昕，中国剧

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季国平，市剧

协主席杨绍林等，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２００余名戏剧艺术家。
２２日　２０１７宝山市民文化节启动

仪式暨宝山大剧荟开幕演出在区委党校

举行。当晚，京剧《曹操与杨修》青春版

演出，拉开２０１７宝山市民文化节大剧荟
序幕。宝山大剧荟全年推出１２场剧目，
包括昆剧《南柯记》、评弹《林徽因》、越

剧《双飞翼》、淮剧《小镇》、儿童剧《蓝蝴

蝶》等戏剧戏曲。

２４日　第二十一个“世界湿地日”，
上海大陆地区第一个国家级湿地公

园———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正式揭

牌。同时，以“湿地减少灾害风险”为主

题的宣传活动在公园举办。公园位于长

江与黄浦江交汇口，由湿地与陆地两部

分组成，总面积１０６６公顷，其中湿地面
积达６３６公顷，湿地率６０３％，沿江岸
线约２２５０米。２００５年，区政府在一片废
弃钢渣之上规划建造上海吴淞炮台湾湿

地公园。公园一期于２００７年５月建成
开放，二期于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建成开放。

公园先后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ＩＦ
ＬＡ亚太区风景园林管理类杰出奖”“全
国科普教育基地”等称号，２０１２年获评
“国家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
２５日～２６日　第三十八届头脑奥

林匹克中国区决赛暨家庭创客嘉年华活

动在上海大学附属中学举行。来自德国

和韩国４支参赛队、全国２６６支外省市
参赛队和上海１８０支参赛队３８００余名
参赛选手、教练参加竞赛活动。宝山区

２７支参赛队共获 ６项第一名和其他
奖项。

３月
２日　区领导联系走访区域重点企

业工作全面启动，“访企业、解难题、转作

风、促发展”。区发改委在区税务分局以

及街镇园区配合支持下，选取区域税收

贡献突出的重点企业、产业园区、成长潜

力大的四新企业共１２５家，排定２３组，
由区四套班子领导带队开展联系走访，

并建立区领导与重点企业走访联系“一

定期、两清单、三协同”长效机制。通过

联系走访，领导、职能部门和街镇园区协

同解决企业遇到的难题，促进企业做大

做强，改善宝山投资环境，促进区域经济

可持续增长。

７日　中国宝武集团成立后设立的
第一个专业化平台公司———宝武集团环

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揭牌。中国宝

武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陈德荣，宝山

区委书记汪泓、区长范少军，宝钢股份党

委书记、董事长戴志浩，宝山区副区长吕

鸣，上海建材（集团）公司、上海市环境

科学研究院、中冶宝钢技术、中冶赛迪等

产业合作方领导，宝山区环保局、月浦

镇、杨行镇、淞南镇，中国宝武集团有关

职能部门和公司代表出席仪式。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国宝武集团环境资源
科技有限公司在宝山成立，是宝武合并

后第一家设立并直接管理的一级子公

司，主要从事冶金固废回收利用、环境保

护技术咨询、污染场地生态修复、环保技

术装备集成等业务。

同日　德国 Ｑ３支架项目正式入驻
保集ｅ智谷签约仪式及“智能制造院士
村”“军民融合产业园”方案汇报会在保

集ｅ智谷园区内举行。区领导汪泓、吕
鸣，张江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建卯及

上海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相关领

导出席签约仪式。中科院院士、保集首

席科学家褚君浩及保集智科赵小红博士

介绍相关情况。

８日　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熊新光
一行到宝山就“五违四必”整治涉部队

情况进行调研。区领导范少军、郭孝喜、

袁罡，区人武部部长卢建兵陪同调研。

１８日，市政府副秘书长黄融带队到宝山
调研“五违四必”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周志军、袁罡、

须华威、陈云彬、王益群，区人武部部长

卢建兵陪同调研。下午，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带队，周志军、李峻、袁罡、须华威、

陈云彬、王益群等区领导实地走访区内

１１处“五违四必”综合整治点位。
９日　２０１７首届上海宝山罗店花神

庙会在罗店花神堂举行。罗店是中国传

统的棉业种植贸易中心，百姓对花神的

信仰及节庆由来已久。明清时期，罗店

农人纺出的紫花布、花棋布等深受各地

棉商的青睐，蜚声江、浙、皖。与罗店农

村发展、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棉花被视

作为“万花之王”，百姓集资建造花神堂

供奉花神娘娘，以祈愿来年棉业更加兴

旺。重启花神庙会，把庙会作为古镇复

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新时代罗店人对

文化精髓的坚守和传承的有益尝试，此

后每年将定期举办，把花神庙会办成具

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在传承和弘扬

优秀地域文化中“留住乡情，感怀乡愁、

品味乡韵”。

同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
记、党组成员张茂华等一行赴宝山区顾

村镇调研非公企业工会改革工作，市总

工会党组书记莫负春、副主席何惠娟，区

领导汪泓、周志军、王丽燕等陪同调研。

２９日，宝山区召开推广顾村经验全面推
进非公企业工会改革大会。

１２日　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开幕
式暨“樱你而来”———２０１７上海樱花节
首届女子１０公里路跑在顾村公园举办，
３０００名女性选手参赛。

１３日　区政府与上海隧道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王益群，上海隧道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张焰等出席。

１４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波
到宝山调研“五违四必”生态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金兴明，区

领导汪泓、范少军、夏雨、苏平、袁罡、须

华威、陈云彬、吕鸣，区人武部部长卢建

兵等陪同调研。同日，宝山区召开环保

督察工作专题会议，落实中央环保督察

“即知即改、边督边改”工作要求，巩固

已有工作成果。

１５日～４月１４日　以“樱满枝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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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艳”为主题的第七届上海樱花节在顾

村公园举办。宝山春季旅游以上海樱花

节为载体，以花为媒，以节带区，为市民

游客带来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旅游活

动，奏响四季之旅的开篇乐章。顾村公

园的樱花面积居上海之最，有 １２００余
亩，品种有８２个，数量达１２万株。
１５日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廖国

勋到宝山区调研经济转型发展和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王晓

诚等陪同调研。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宝山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新址启用 摄影／周黎罗

１６日　宝山区召开中国宝武集团
地块转型工作专题研究会。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夏雨、苏平、王益群、吕鸣，宝

武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陈德荣等

出席。

２２日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讨论并通

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

代表会议的决议》，投票确定宝山区出席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

表候选人预备人选２０名。经上级审查
通过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

代表会议，差额选举产生宝山区出席中

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１６名。
２３日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召

开，宝山区１０个项目获２０１６年度上海
市科学技术奖。其中，美钻能源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承担的“深海油气开采系

统核心装备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

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上海复控华龙微

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北斗导

航与位置服务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项

目获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全市唯一）。

作为宝山区领军人才的张鹏举获上海市

２０１６年科技进步一等奖。
２４日　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７年爱卫会

全体（扩大）会议暨国家卫生区复审、全

国健康促进区建设工作大会。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周志军、袁罡、

陈筱洁等出席。

２６日　２０１７宝山处级干部“１＋７”
专题培训班开班动员暨处级党政负责干

部学习研讨班举行，区委书记汪泓作开

班动员。开班式上，表彰２０１６年度考核
优秀的２５家单位和１４２名个人，观看专
题片《２０１７我们合力奋进》，签订“２０１７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书”。开班式

由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区四套

班子领导、两院领导出席。

２７日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

见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北大校长陈佳洱

夫妇一行。区领导周志军、李峻陪同

会见。

２９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潮
率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及部分市人大代表

到宝山调研城乡中小河道治理工作。

３０日　宝山区档案、党史、地方志
工作会议在区级机关会议室召开。区委

常委、组织部长李峻，市地方志办公室副

主任生键红、市档案局副局（馆）长方城

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区长陈筱洁主持会

议。会上，罗泾镇、高镜镇、区环保局作

交流发言。

３１日　宝山全部完成环保违法违
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治。２０１６年以来，宝
山上报涉违法违规建设项目企业共计

４３６６家，至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全部完成
清理整治工作，其中淘汰关闭类 ２０７３
家、整顿规范类１８９１家、完善备案类４０２
家。年内立案查处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２０５件，责令停止生产２０５件，罚款１４８６
万元，并对拒不改正者启动按日计罚，行

政拘留１件。
同日　位于宝杨路１３６９号（同济路

西侧约４００米）的上海市宝山区房地产
交易中心、上海市宝山区不动产登记事

务中心新址启用。中心交易登记大厅位

于新大楼二楼，设有不动产登记受理、房

屋状况查询、网上房地产、不动产资料查

阅、资金监管、公积金贷款、公证、资料复

印等服务窗口；一楼为税务大厅，内设征

税窗口、银行收费窗口。

４月
１０日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

代表会议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召开，选

举出席市十一次党代会代表，会议由区

委书记汪泓主持。应到党代表３５０人，
实到３３１人。经过差额选举，王倩、王丽
燕、王晓诚、朱礼福、苏莉、李峻、杨金娣、

汪泓、张忠、张玉芳、陆继纲、陈年画、范

少军、周志军、曹礼明、瞿新昌（按姓氏笔

画排序）共１６人当选宝山区出席市第十
一次党代会代表。

１１日　“创享未来　创赢宝山”
２０１７宝山创新创业大赛暨“创业在上
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宝山赛区启动仪

式在上海移动互联网创新园举行。市科

委主任寿子琪，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等领导出席启动仪

式，并与创业导师代表郭荣、投资联盟代

表周敏、创业企业代表吴自清共同启动

创新创业大赛。宝山创新创业大赛围绕

宝山重点产业领域，融合各方力量，为创

业者提供了大赛政府引导资金、大赛创

业投资基金、大赛贷款保障基金、大赛园

区服务资金和大赛公共服务资金等五重

政策红利，为创新创业提供全生态链服

务，并设立“优秀创业团队”“创新之星”

“创业之星”等奖项对创业团队和个人

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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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日　区委书记汪泓带队先后到
小川沙、陶家河、塘湾村三仙沟、束家湾

河、罗店大居河道、北黄泥塘、大黄地块、

段浦、东茭泾、机场围场河、联东地块等

地实地察看区城乡中小河道整治工作，

了解中小河道治理工作进展。区领导范

少军、袁罡、陈云彬、王益群等参加。

１４日～１６日　由上海大学、宝山区
教育局主办的第五届全国数学科普论坛

“数学与未来科技”在上海大学、行知中

学、宝山区青科站举办。中科院数学和

系统科学研究院周向宇院士、中国工业

与应用数学会理事长张文平院士、中国

数学会副理事长程晋教授等１１名学界
权威人士在论坛上作专题报告，格致中

学、复旦附中、上大附中、行知中学等一

批上海品牌学校数学老师进行交流。

１６日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处级干部“１
＋７”专题培训班结束，来自全区各委办
局、街镇、园区的处级干部和相关业务科

室负责人共计１３９０余人次参加学习培
训。此次培训班包含１个处级党政负责
干部学习研讨班和党建社建及综治维

稳、综合经济、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社会

事业发展、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等７个专
题培训班，围绕“两区一体化升级版”目

标任务，探索处级干部培训的新路径，也

是换届后加强领导干部能力建设的重要

举措。

２０１７年５月３日，“青春喜迎十九大　不忘初心跟党走”宝山区纪念五四运动９８周年暨建团９５
周年主题集会在宝山区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 团区委／提供

１９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

书记韩正在汪泓、范少军等区领导陪同

下，实地调研大场镇联东村“城中村”改

造一号地块、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和上港

十四区转型开发区域。调研期间，韩正

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宝山区一季度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市委秘书长、市委办

公厅主任诸葛宇杰，市委副秘书长、市委

研究室主任张道根，区四套班子领导参

加座谈。

２０日 ～２２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苏平、王益群、吕鸣等带领区发展改

革委、区经委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到

深圳开展大规模招商考察活动，与卓越

集团、中集集团、招商局集团等知名大企

业达成多项建设性引资意向。２２日，宝
山区人民政府与招商局集团签署全面合

作框架协议。

２６日　“补短板、优环境、促发展、
建设生态型滨江新城区”宝山区职工专

项劳动竞赛誓师大会暨乾溪新村排水系

统新建工程项目开工仪式在大场乾溪排

水系统工地举行。区委副书记周志军，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进

贤，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

书记、主席王丽燕，副区长王益群出席誓

师大会。专项劳动竞赛由区总工会联合

区建交委、区水务局、区城管执法局共同

举办，围绕区重大工程建设、“五违四

必”“中小河道”整治等工作，设置集体、

班组和个人奖项三大类，分别产生一、

二、三等奖。

２７日　乐创青春·上海市促进青
年就业创业集中服务行动暨上海大学

“彩虹计划”启动仪式在宝山举行。上

海市副市长时光辉出席活动并讲话。区

领导汪泓、范少军、袁罡等出席活动。

２８日　宝山区“咱们工人有力
量！”———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

大会在区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区委

书记汪泓出席大会并讲话，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区

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朱

礼福，副区长袁罡，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总工会主席王丽燕出席大会，分别

向获全国、上海市、宝山区五一劳动奖章

和工人先锋号的获得者进行表彰，并为

宝山区工会志愿者队伍、宝山区工会会

员卡特约服务单位和宝山区职工文体工

作室授牌。市总工会副主席何慧娟到会

致辞。

５月
３日　“青春喜迎十九大　不忘初

心跟党走”宝山区纪念五四运动９８周年
暨建团９５周年主题集会在区广播电视
台演播厅举行。会上，获“上海市五四青

年奖章”“上海市优秀团干部”等市、区

级荣誉的青年接受表彰。区委书记汪泓

出席大会，代表区四套班子向全区各级

共青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致以节日问

候。团市委兼职副书记于杰，区领导周

志军、袁罡、王丽燕、张晓静出席大会并

为先进组织和个人授牌。

４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苏平、
陈云彬、王益群、吕鸣与中国宝武上海总

部高管召开对接工作交流座谈会，双方

就政企合作，推动宝山区转型发展，协调

推进“五违四必”专项整治工作交换

意见。

１０日　夜晚，装有１２９个集装箱的
“顺港１９”轮航行至吴淞口警戒区时，船
上的３７个集装箱翻倒落江，严重影响长
江口船舶航行安全。晚９时５７分，上海
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报告，立即向周边水

域船舶播发航行警告，ＶＴＳ（水上交通管
控中心）加强安全信息广播和交通组织，

开辟应急处置专台，相关水域实行临时

交通管制。同时，组织 １１艘海事巡逻
艇、６艘拖轮、１１艘打捞船、２艘测量船
在事故现场搜寻、定位、打捞。经过海

事、救捞、扫测等多部门共同努力，１１日
夜间上海港通航秩序基本恢复，受事故

影响的国际豪华邮轮“海洋量子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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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达赛琳娜号”于当日起锚进港。２４
日，打捞处置工作宣告全部完成。

１０日～１２日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突遇长江航道受阻，３艘大型邮轮
等待靠泊，１７０００余人需要联检通关。
区政府迅速启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

制，区应急办牵头区滨江委、区旅游局、

区新闻办、区消保委、吴淞海关、浦江边

检、吴淞检验检疫、长航吴淞派出所、皇

家加勒比游轮公司、歌诗达邮轮公司、环

亚保险公司及各包船旅行社等有关单位

应急处置。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在

１２５小时出入境通关时间内，安全有序
完成３艘邮轮共计１７５０４人次的联检通
关，创下最快２７００人／小时联检的“宝山
速度”，刷新国内邮轮港口通关效率最高

记录。

１４日　“健康家庭乐享宝山”５·１５
国际家庭日暨第二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

系列活动在顾村公园举行。上午 ９点
钟，２０１７上海市家庭马拉松在公园３号
门拉开帷幕，来自全市近 ６００户家庭
１６００余名选手参与 ４２１９５公里跑步
活动。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４日，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少年儿童“六一”欢乐周开幕暨宝山区非遗进校园启动仪式
举行 区教育局／提供

１７日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

会全面合作签约仪式暨上海市物联网联

合开放实验室揭牌仪式在高境镇临港新

业坊项目现场举行。市经济信息化委副

主任傅新华，区领导范少军、吕鸣，市物

联网行业协会会长蔡小庆，临港集团总

裁袁国华等出席。

１８日　区委中心组举行扩大学习
会，集中赴上海展览中心参观“逐梦新时

代·上海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大型主题展览。
区委中心组成员汪泓、范少军、李萍、丁

大恒、张静、杜松全、王晓诚、朱礼福、苏

平等参加。

同日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九年一贯
制学校项目举行奠基仪式。该项目计划

２０１８年８月中旬竣工，总用地 ４４６８８１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１８０００平方米，主要
包含４栋教学楼、１栋实验楼、１座阶梯
教室、１座风雨操场及１栋综合楼，班级
规模共计４５个班级，其中小学２５班、中
学２０班。
２０日　在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

园贝壳广场，首次举办“‘爱·就是在一

起ＬＯＶ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邮轮滨江尊巴艺
术公益汇”大型艺术公益活动。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周志军、朱礼福、陈筱洁，

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滕俊杰，赫斯特媒

体集团中国区总裁 ＹｖｏｎｎｅＷａｎｇ，ＥＬＬＥ
世界时装之苑出版人胡舒意，著名心理

学家张怡筠博士，“环球小姐”中国区总

冠军罗紫琳等参加活动。

２３日　宝山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发出“限期接受处理公告”，公布自２０１５
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查扣未处罚的１３８
辆涉嫌非法客运车辆情况，限违法行为

人自公告之日起６０日内到指定的处理
地点接受处理并履行行政处罚决定。逾

期不接受处理的，将根据《上海市查处车

辆非法客运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等

规定，对扣押车辆依法作出拍卖等处理。

２４日　宝山区政府与农业银行上
海分行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苏平、王益群、吕鸣，中国

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胡

新智等参加座谈会和签约仪式。

２６日　全国总工会在顾村镇召开
全国工会推广上海顾村经验观摩交流

会。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

处第一书记李玉赋出席并讲话。上海市

委副书记尹弘致辞。全总书记处书记张

茂华主持会议。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

记、主席莫负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周

志军、袁罡、王丽燕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工

会干部出席会议。与会者还实地调研顾

村镇职工服务中心和上海法维莱交通车

辆设备有限公司工会。

２７日　第十一届上海宝山罗店龙

船文化节在东方假日田园开幕。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周志军、陈筱洁，中国艺术

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刘托、上海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高春

明、上海市书画院院长丁一鸣等出席开

幕式。

３１日　宝山区吹响“城中村”改造
集结号。“宝山惠民生·康家新启

程”———宝山区“城中村”改造启动暨康

家村Ｓ－０１动迁安置房项目开工仪式在
庙行镇康家村举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

理委副主任于福林，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李萍、丁大恒、周志军、王益群等

出席。

同日　由宝山区政府和上海市旅游
局共同主办、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

心协办的“一带一路”与邮轮经济发展

专题座谈会在上海衡山北郊宾馆举行。

来自市旅游局、市交通委、宝山区政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邮轮游艇分会、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

有限公司等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邮轮港

口、邮轮企业等百余名嘉宾，围绕“践行

‘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海上丝绸之路邮

轮产业新发展”主题，开展主旨发言、座

谈交流等活动。会上，中船集团、芬坎蒂

尼集团和宝山区政府共同签订三方战略

合作意向书。

同日　中国宝武集团旗下欧冶云商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开放及员工持股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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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宝山区政务新媒体矩阵和自媒体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移动互联网创新产业园召开 区新闻办／提供

仪式在宝武大厦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

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徐乐江发来贺

信。宝山区长范少军、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总裁钱、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

中科院院士陆汝钤和建设银行上海分

行、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商务部市场建

设司、市商务委员会领导出席签约仪式。

中国宝武总经理陈德荣主持签约仪式。

欧冶云商从诞生之日选择包括本钢集

团、首钢基金、普洛斯、建信信托、沙钢集

团和三井物产在内的６家投资者入股欧
冶云商。欧冶云商首轮股权开放及员工

持股工作，共募集发展资金超过 １０亿
元，其中有 １２６名核心骨干员工成为
股东。

６月
１日　“ＳＵＣ可持续社区国际交流

实践基地”授牌仪式在中节能·上海国

际节能环保园举行，联合国环境署高级

技术顾问、亚太可持续城市专门委员会

委员、ＳＵＣ可持续城市与社区标准主编
迪奥·普拉赛德博士和 ＳＵＣ项目中国
办公室执行主任李响一行出席授牌仪

式。区领导范少军、苏平、吕鸣，中国节

能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彤宙等出席活动。

“可持续城市与社区示范项目”是联合

国环境署、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办公厅与

ＳＵＣ项目管理中心合作实施的致力“可
持续城市与社区标准”试点、“可持续发

展国际示范区”建设的全球实效行动与

示范项目。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是中国

第一家以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为主题的

园区。

２日　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分
会、区商务委员会及中铁快运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快运发展大

会在宝山召开。会议以“开放、联接、共

赢”为主题，邀请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

部相关部门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铁路

总公司、各地铁路局、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等相关领导，业内专家、学者，优秀企业

代表，围绕“互联网 ＋高效物流”“中俄
班列”“铁路混改”“高铁快运”“无车承

运人”等热点议题展开探讨。区领导范

少军、苏平、吕鸣出席开幕式。会上，全

国无车承运人联盟示范基地揭牌。

７日　市政府副秘书长黄融到宝山
视察河道整治工作，现场察看机场围场

河整治推进情况。机场围场河是区管河

道，西起弥浦、东至东茭泾，全长 ６８１７
米，河道被列入全市３３条中小河道整治
计划，整治项目于４月开工。区领导范
少军陪同视察。

１０日　被誉为“海上头等舱”的“诺
唯真喜悦号”邮轮正式停靠吴淞口国际

邮轮码头，首次在沪上亮相。“喜悦号”

邮轮总吨位１６８８万吨，２０层甲板，长度
为３３４米，双人满员载客量 ３８５０人，最
大载客量４９３０人，是诺唯真邮轮旗下首
艘专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亚洲最大最

豪华的邮轮。２７日，“诺唯真喜悦号”从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盛大首航，这是第１６
艘将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作为母港的大型

邮轮。

２０日　副市长时光辉到宝山调研
指导“五违四必”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和

“类住宅”整治工作。时光辉一行先后

查看南大村陈家宅“五违”整治地块、沪

太路３０７９弄“五违”整治地块和沪太石
材市场“五违”整治地块。区领导汪泓、

范少军、杜松全、袁罡等陪同调研。

２１日　市委、市政府第六次“补短
板”现场会在宝山召开。会前，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韩正和市委副书

记、市长应勇，市委副书记尹弘等带领各

区和市相关委办局负责人员到宝山区实

地查看环境综合整治情况。市领导陈

寅、翁祖亮、诸葛宇杰、时光辉，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杜松全、朱礼福、袁罡参加现

场会。会上，宝山区委、大场镇等分别汇

报相关工作。

２２日　宝山区召开“五违四必”整
治工作现场会，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

萍、丁大恒、杜松全、朱礼福、苏平、李峻

等一行带领区有关部门、各街镇（园区）

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先后察看广福村、

东茭泾、沪太路３０７９弄、机场围场河等
整治地块，并在上海国际研发总部基地

召开座谈会。

２７日　宝山区举行“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主题党课，区委书

记汪泓作题为“践行两学一做、争当先锋

表率”讲课。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峻主

持会议。

２８日　宝山区召开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６周年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出
席会议并讲话，并带领与会全体党员重

温入党誓词，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

持会议。区四套班子党员领导、区法院、

区检察院党组书记、区人武部部长和各

街镇、园区、委办局党委（党工委、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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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基层党组织书记代表等约１７０人
出席。来自推进“五大板块”转型发展、

“五违四必”综合整治和住宅小区综合

治理等重点工作中成效明显的１０名基
层党组织代表作交流发言。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李峻宣读“党支部建设示范

点”命名决定，与会人员共同观看《初心

的召唤》《决胜》专题片，全场最后合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２９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斯
宪、沙海林走访吴淞中学，视察该校校史

馆、创新教育实践基地“道尔顿工坊”

等。区领导汪泓、李萍、陈筱洁等陪同走

访并参加座谈。

同日　由市商务委与区政府共同举
办的“２０１７年上海驻沪领馆答谢会暨宝
山区招商推介会”在上海玻璃博物馆举

行，来自２０多个国家驻沪总领事馆的４０
多名官员和企业代表出席会议。各国驻

沪领馆的代表及企业代表参观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及上

海玻璃博物馆，体验宜居、宜业、宜游的

邮轮之城，感受魅力宝山。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９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斯宪（左三）、沙海林（左二）走访吴淞中学
区教育局／提供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区委书记汪泓（左一）走访慰问老干部 区老干部局／提供

７月
１日　宝山区“重温入党誓词　坚

定理想信念”主题党日活动在上海淞沪

抗战纪念馆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带领参

加活动的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向参

加活动的３２名党员代表赠送“七一政治
生日纪念卡”。党员们在标有“勇当排

头兵，敢为先行者，争做宝山好党员，争

创宝山好支部”的签名墙上庄重签名，开

展承诺。党员们通过参观主题雕塑、《血

沃淞沪》主题展览，观看纪录片《我的抗

战之八百孤军》等形式，接受党性教育。

５日　丽星邮轮旗下旗舰“处女星
号”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首航

仪式。日本国家旅游局副所长尾崎健一

郎、云顶香港集团总裁区福耀、云顶邮轮

集团总裁朱福明、丽星邮轮总裁洪茂林

及３００余名嘉宾到场参加首航庆祝典
礼。９日，公主邮轮旗下首艘专为中国
市场量身定制的大师级奢华邮轮“盛世

公主号”成功抵达上海，并举行盛大的中

国首航庆典。区委书记汪泓，“命名大

使”姚明、叶莉夫妇出席庆典活动并为

“盛世公主号”命名。

６日　由中美创新协会、上海临港

经济发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临港新业坊宏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

的第六届中美创新链接峰会———“２０１７
人工智能链接未来”在上海衡山北郊宾

馆举行。此次峰会聚焦于人工智能产业

创新方向，邀请国内外技术骨干、管理者

和创业精英，共同聆听中美科技巨人的

巅峰对话。

１９日　“滨江涌动双拥情”宝山区
庆祝建军９０周年慰问驻区部队专场文
艺演出在驻区某部队大礼堂举行。区领

导朱礼福、袁罡、陈筱洁、卢建兵，１７个
驻区部队首长和官兵及家属代表等６００
余人观看演出。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

代表区委、区政府向驻区部队全体官兵

致以节日问候，对驻区部队官兵积极参

与军地双拥共建和经济建设作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２３日　“开国将军、新中国卫生事
业奠基人钱信忠珍档陈列展”揭幕仪式

暨区“档案馆公众开放日”活动在宝山

区档案局（馆）举行。区领导汪泓、李

峻、陈筱洁，市档案局副局长方城，以及

专程从北京赶来的钱信忠子女、亲友代

表出席揭幕仪式。汪泓和方城共同为

“钱信忠珍档陈列展”首展揭幕。仪式

由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峻主持，副区长

陈筱洁向钱信忠子女代表钱家鸣教授颁

发捐赠证书。

２４日　上海中设广场竣工典礼暨
中设科技园揭牌仪式在高境镇举行。中

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孙柏，党委副书记、总裁张淳，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总裁徐飚，区领导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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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苏平等出席。

２７日　宝山区举行庆祝建军９０周
年军政座谈会。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王

治平、驻沪十大部队首长、中国宝武、上

海大学领导，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

萍、丁大恒、周志军、朱礼福、袁罡，区双

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区人民法院、

区人民检察院、区人武部领导等参加会

议，并观看文艺演出。会议宣读《关于

驻区部队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科技成果表彰
奖励的通报》，对驻区７个部队７０个科
研成果进行表彰奖励。会议向庆祝建

军９０周年双拥国防知识竞赛获奖代表
颁奖。

３０日　为期８天的宝山、叶城青少
年“手拉手”活动在宝山新长江大酒店

举行启动仪式。宝山、叶城两地青少年

先后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上海玻璃艺术

博物馆、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上海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等地，并观看丰富多彩的

电影和儿童木偶剧。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４日，第三十八届头脑奥林匹克中国区决赛开幕，副区长陈筱洁致辞
区教育局／提供

８月
１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走

进上海广播电台直播间，参与“２０１７夏
令热线广播访谈”，与主持人海波一同接

听市民热线，倾听百姓呼声，解决民生难

题。范少军就社区活禽交易扰民、居民

房屋漏水和管理问题、垃圾露天堆放、非

机动车道设置、群租等问题一一回答，并

现场联系相关部门、街镇落实解决。

７日　宝山区与江苏省海门市在海
门市会展中心举行缔结友好关系签约仪

式。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苏平、周德勋，

海门市领导陈勇、葛志娟、施俊、朱江胜

等出席。

１０日～１４日　区委书记汪泓率区
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考察

调研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与叶城

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援疆企业负责人

和援疆干部人才交流座谈，并出席“民族

团结一家亲”交流活动，走访当地困难群

众家庭。调研期间，双方通过宝山·叶

城对口支援高层联席会议制度，举行助

力脱贫攻坚专项资金捐赠仪式，双方相

关街道乡镇园区签订对口帮扶协作框架

协议。喀什地区地委副书记、上海援疆

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杨峥和喀什地区行署

副专员、叶城县委书记李国平等陪同，区

领导李峻、王丽燕、须华威、吕鸣、沈天柱

等参加调研。

１６日　２０１７上海书展在上海展览
中心开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

长、国家版权局专职副局长周慧琳，副市

长翁铁慧，专程到位于上海展览中心序

馆的陈伯吹童书屋参观指导。

１７日～２２日　２０１７黑池舞蹈节在
宝山体育中心进行为期六天的比赛，来

自２５个国家和地区 １０１支代表队的

２８６４名舞者同场竞技，让宝山市民在
“家门口”便能欣赏到世界一流舞蹈艺

术家的精彩表演。２０日晚，黑池舞蹈节
正赛开幕式在宝山体育中心篮球馆举

行。市体育局副局长孙为民、市文化广

电出版局副局长尼冰，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陈筱洁、吕鸣，英国黑池娱乐总经理

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阿里体育 ＣＥＯ张大钟
等出席并一同观看比赛。

２１日　宝山区召开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

会。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尤存，

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主席杨绍林，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朱礼福、陈筱洁等出席成

立大会，并为“宝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揭牌。

２２日　住建部发布“关于公布第二
批全国特色小镇名单的通知”，全国各地

２７６个镇被认定为第二批全国特色小
镇，上海共有６个镇入选，其中宝山区罗
泾镇在列。罗泾镇地处长江经济带与沿

海开放带交汇处，是长三角一体化中上

海联接江苏的“桥头堡”，拥有上海第三

大港罗泾港，是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

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泾镇历史文化资源

丰富，有始建于南北朝的萧泾古寺，是上

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字挑花”的诞生

地，连续两届获“上海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中国漫画

名人沈同衡、沪剧创始人丁婉娥均出生

成长在这里。罗泾镇绿色生态宜居，镇

域内水资源、基本农田等各类保护区面

积占全镇面积近５０％，森林覆盖率达到
１５７％，粮食产量占宝山全区７５％以上。
镇域内有 ３２４公顷的水资源保护区和
４００公顷的长江原水基地，承担上海市
３０％原水供应。种植的“宝农３４”大米
连续六届获上海市优质稻米评比金奖，

“长江口大闸蟹”连续四年获全国王宝

和杯河蟹大赛金蟹奖。

２３日 ～２４日　国务院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第十督导组到宝山开展安全生产

督导检查，对区内客运、化工、有限空间、

涉爆粉尘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的企业进行

重点抽查。督导组一行先后实地察看上

海一冷开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上海阿

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及淞南镇 Ｌ０５－
０３商办地块。区领导范少军、陈云彬陪
同。１０月２４日，国务院安委办第十八检
查组副组长蔡有志带队到宝山“回头

看”，副区长陈云彬陪同检查。

２４日　中冶重机生产的 ９台载重
３８０吨的铁水运输车缓缓启动，交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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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钢集团鲍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ＰＢＣ
－３８０铁水运输车是中冶重机自主研发
的冶金工业铁水专用车，是实现５１００立
方高炉至２１０吨转炉之间１６００度液态
高温铁水转驳运输，满足“一罐到底”的

冶炼工艺而进行全新优化研制的亚洲最

大吨位的无轨铁水罐运输设备，为国内

首次研发。

２５日　市委、市政府信访办副主任
薛秋芳和市委督查室副主任樊罡率领由

市信访、督查、环保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和

市人大代表、律师、媒体记者组成的

２０１７年市信访工作专项督查二组到宝
山，围绕基础业务规范化、信访积案化

解、重点人员稳控、信访督查等四方面工

作进行实地督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

杜松全、陈云彬陪同。会前，督察组一行

到杨行镇和罗店镇实地督查信访事项办

理情况。

２８日～２９日　共青团上海市宝山
区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共

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书记王宇，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等到会祝贺。

来自全区各行业、各系统的２５１名团代
表和３０名列席代表参加大会。应邀出
席开幕式的还有各区属团组织所在单位

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区各群团组织主

要领导，各兄弟区团委负责人，区委、区

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历届团区委领导及

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大会总结第九届团

区委三年来的工作，明确今后三年全区

共青团的工作思路和发展目标，选举产

生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第十届委员会。

２９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
书记韩正带领各区党政负责人和市有关

委办局负责人到宝山区调研邮轮经济工

作，视察“盛世公主号”邮轮。区委书记

汪泓汇报宝山邮轮经济工作，区领导范

少军、周志军、苏平、王益群、黄辉、吕鸣

陪同调研。

３１日　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姜明
宝一行到宝山调研，观摩长江口深水航

道超宽交会实船试验，并慰问吴淞海事

局ＶＴＳ工作人员。区领导汪泓、苏平以
及市交通委、长江口航道管理局、上港集

团、复兴船务、上海港引航站、上海海事

大学等单位负责人陪同调研。

９月
２日　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到宝山

调研邮轮产业发展，海关总署副署长邹

志武，上海市海关关长高融昆、副关长齐

亚洲，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史

健勇，区领导汪泓、苏平、吕鸣等参加

调研。

４日　上海市单一窗口邮轮项目建
设工作推进会在宝山举行。会上，市口

岸办浦江办事处汇报“２０１７年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邮轮推进工作实施意见”，宝山

区滨江委汇报“邮轮口岸便捷通关条形

码运营使用情况”。会议听取市交通委、

市旅游局、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市文

化执法总队、上海国检局、上海海事局、

上海边检总站、吴淞海关等相关部门的

意见。口岸查验单位代表、邮轮公司代

表和旅行社代表分别作交流发言。区领

导汪泓、苏平出席会议。

２０１７年９月６日，宝山区第三十三个教师节主题活动在行知中学剧场举行 区教育局／提供

５日～６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法制司稽查专员陈率国务院食品安

全委员会第九督查组到宝山区督查食品

安全工作。区领导汪泓、陈云彬陪同

检查。

９日　以“魅力宝山·邮轮之城”为
主题的２０１７上海邮轮旅游节在宝山拉
开帷幕。在为期一个月的旅游节期间，

共举办花车巡游、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与

邮轮船供高峰论坛、海洋之恋·邮轮婚

典暨长三角邮轮婚庆高峰论坛、宝山微

旅行、宝山旅游摄影大赛、“乐享邮轮·

乐游宝山”旅行分享会等两大板块共６
项活动。

１０日　由宝山区委、区政府组织的
“上海宝山号”援疆旅游专机从上海虹

桥机场正式启航，承载着１１５名上海游

客走进喀什·叶城，观光旅游和体验当

地民族风情，促进上海宝山和喀什·叶

城人民交往、交流和交融。这是上海首

个以区委区政府名义组织的援疆旅游专

机。在８天７夜的“丝路之旅”中，上海
游客欣赏喀什·叶城独特的沙漠、胡杨、

绿洲、高原、冰川等景观，体验当地独具

特色的喀什古城、金湖杨国家森林公园、

宗郎灵泉、锡提亚迷城等 ２０个景区景
点，领略独特的民族风情，品味琳琅满目

的美食。

１１日　上海市城市综合管理领导小
组办公室率市相关职能部门到宝山区对

２０１７年“五违四必”市级整治地块进行验
收。验收组实地察看“南大二期”“大场、

庙行地块（大场机场周边）”和“顾村”三

个市级整治地块，并通过验收。

同日　云南省委书记陈豪会见由区
委书记汪泓率领的宝山区四套班子代表

团一行。汪泓汇报宝山区代表团到云南

迪庆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迪庆州”）、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维西

县”）开展对口帮扶安排，以及宝山与维

西县开展扶贫协作情况。汪泓率区党政

代表团赴云南迪庆州、维西县开展对口

帮扶工作，出席迪庆州建州６０周年活动
和对口支援座谈会暨捐赠仪式，签订对

口支援项目、携手奔小康结对乡镇与保

险精准扶贫合作等协议，慰问建档立卡

户，考察五味子种植基地等对口援建项

目，看望慰问区援滇干部。区领导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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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军、王晓诚、秦冰、王丽燕、王益群、

张晓静等出席活动。

１５日　中央委员、新华社原社长李
从军一行到宝山调研邮轮经济发展情

况。区领导汪泓、周志军、苏平陪同

调研。

１６日　国务院安全委员会第十八
综合督查组组长徐祥鸿率队到宝山区开

展安全生产督查。督查组通过听取汇

报、查阅资料、抽查企业及座谈交流等方

式，对宝山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副区长陈云彬汇报宝山安全生产大检查

工作情况，区委书记汪泓出席汇报会，并

代表宝山作表态发言，区领导周志军、王

益群、黄辉等参加接待。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３日，２０１７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暨花车宝山巡游活动在零点广场举行
区旅游局／提供

２０１７年９月３０日，“沪航２２”轮新船首航仪式在吴淞码头举行 上海市客运轮船公司／提供

２０日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吴靖平
到宝山调研，先后视察张庙街道呼玛二

村、顾村镇智慧湾科技园、罗店大居美罗

家园佳翔苑。随后在区政府会议室，吴

靖平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区委书记汪泓

汇报宝山区党建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区领导周志军、李峻陪同调研。

同日　上海国际邮轮港临江商业商
务中心奠基仪式在宝山滨江举行。区领

导汪泓、苏平、王益群出席奠基仪式。该

中心项目由招商蛇口、绿地控股集团和

吴淞口国际邮轮公司携手打造，总建筑

面积达到２４３万平方米，以船、港、城为
主题，提倡开放、共享理念，形成“水世

界、新探索、艺术场、享生活”四大主题，

助力宝山滨江实现从传统的生产性岸线

向观光休闲胜地转变。

２３日　２０１７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
式暨花车宝山巡游活动在零点广场举

行。副市长陈群宣布 ２０１７上海邮轮旅
游节开幕。国家交通运输部原部长、国

家交通运输协会原会长钱永昌，国家旅

游局原副局长吴文学，上海市政府副秘

书长吴偕林，市旅游局、市政府外事办、

市有关口岸查验单位等领导，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苏平、陈筱洁、陈云彬、王益

群、黄辉、吕鸣出席开幕仪式。

２５日～２６日　上海市宝山区工会
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上海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莫负春，上海市

总工会秘书长宋钟蓓，区领导汪泓、李

萍、丁大恒、周志军、袁罡、王丽燕、张晓

静等出席会议。会上，王丽燕代表宝山

区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作题为《以深化

改革为引领，以服务职工为根本，在“两

区一体化升级版”现代化滨江新城区建

设中彰显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工作

报告。会议选举王丽燕为宝山区总工会

第七届委员会主席，李中政、戴建美、赖

拥军、沈晓东、万慧云为宝山区总工会第

七届委员会副主席。

２８日　宝山区在《贯彻落实上海人
才新政“３０条”，推进宝山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创新研究》调研报告基础上，启动

“满意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并发布首批
共４项人才新政。区领导汪泓、范少军
共同启动人才集聚工程。

２９日　“２０１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与
邮轮船供高峰论坛”在上海宝山举行，来

自行业协会、邮轮企业、高等院校等百余

名嘉宾，共同围绕“推动邮轮经济发展，

打造亚太邮轮中心”这一主题进行讨论。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苏平出席论坛。

３０日　宝山各界人士齐聚宝山烈
士陵园，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

敬献花篮仪式。区四套班子领导先后向

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瞻仰烈士英

名墙，并参观上海解放纪念馆。

１０月
９日　东海舰队司令员魏钢实地考

察大场片部队停止有偿服务情况。区领

导汪泓、袁罡、陈云彬陪同考察。大场机

场周边“停偿”工作相关的６１个点位共
完成５２个，剩余９个在推进中。
１２日　宝山区举行“喜迎十九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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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在党旗下———培育选树好党员、好支

部”主题活动总结展示会。区领导汪泓、

范少军、丁大恒、周志军、王晓诚、朱礼福、

沈伟民、李峻、袁罡等出席会议。总结展

示会前，与会人员参观“初心的召唤———

宝山区培育选树‘好党员、好支部’主题

活动部分先进典型事迹”图片展。

同日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陈寅一行到宝山调研信访稳定和“三

农”建设工作，听取工作汇报，并实地视

察金篮子新洁蔬果专业合作社、罗泾沿

江农业生态园。区领导周志军、杜松全、

黄辉分别作工作汇报，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陈云彬陪同调研。

１８日　第十九次党代会代表、区委
书记汪泓到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

２３日　宝山区召开苏北、皖南农场
医院及学校移交接管工作专题会。区领

导范少军、陈筱洁参加会议。

２４日　“德润滨江善行宝山”———
第二届“宝山好人”之“孝老爱亲好人”

专场展示暨宝山区第二届“好夫妻”表

彰活动在庙行镇举行。区领导周志军、

朱礼福、袁罡、须华威，市妇联副主席孙

美娥及市文明办相关领导出席。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日，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与宝山区签署产学研合作办学战略框架协议，助力
上海邮轮经济发展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２７日　２０１７中国（上海）“互联网
＋外贸”高峰论坛在宝山区美兰湖国际
会议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

政协副主席周汉民，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副主任申卫华，副区长吕鸣参加会议。

论坛首开大讲堂模式，邀请中国新锐私

人商学院“刘润５分钟商学院”创始人、
知名互联网转型专家刘润先生作长达３
小时、主题为“趋势红利———企业弯道超

车的秘诀”的专题演讲。

同日　２０１７年“老年节”庆祝大会
暨老年文体展示活动在区文化馆影剧院

举行，庆祝上海市第三十个“敬老日”。

区领导范少军、李萍、丁大恒、周志军、袁

罡等出席活动。宝山区财政加大养老事

业投入，共建成养老机构４６家，形成老
年文体团队１０４５个，并开展各类走访、
帮困、义诊活动，累计受益老人超过１５
万人次。

３０日　宝山区党员负责干部大会
召开，传达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党章（修正案）等。会

上，区领导汪泓、李萍、范少军、丁大恒分

别代表区委、区人大党组、区政府党组、

区政协党组谈体会并表态发言，区委副

书记周志军就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谈体会并表态

发言。会议由党的十九大代表、市委委

员、区委书记汪泓主持，区四套班子领

导，区法院、区检察院主要领导，区委各

部门主要领导，区人大各专委会主任委

员，各委办局、街镇园区党政主要领导，

局级离退休老干部，区委巡察组组长，区

属国有企业党政主要领导，基层党员代

表、先进典型代表等２２０余人出席主会
场会议。各街镇、园区设视频分会场，组

织街镇、园区班子成员、村居基层党员集

中观看。

３１日　毛里求斯共和国兰坝河区
议会主席布恩布达·恩拉夜一行到访宝

山。区领导范少军、袁罡等参加接待。

同日　２０１７“以慈化瓷”———两岸
陶艺文化交流展在宝山寺开幕。此次展

览邀请海峡两岸、１６个省市的百名艺术
家参与，齐聚两岸百件陶艺、瓷艺作品及

多件当代榫卯作品。作品涉猎陶塑、瓷

板、瓷瓶等多种样式，融合高温颜色釉、

柴烧、点陶等多种装饰手法，以瓷为媒，

展示两岸艺术家们对自然法道、佛教人

物、朴质内心三大主题的感悟与创作。

市政协副主席方惠萍，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市民宗委党组书记房剑森，区领导汪

泓、丁大恒、沈伟民、陈筱洁等参加活动

并参观展览。

１１月
２日　由宝山区政府和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指导，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

展有限公司、ＳｅａｔｒａｄｅＵＢＭ以及上海国际
邮 轮 经 济 研 究 中 心 联 合 主 办 的

２０１７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在宝山开幕。
国家交通运输部原部长钱永昌宣布大会

正式开幕，副市长许昆林致辞。开幕式

上，签署“亚太邮轮港口服务标准化联盟

共同宣言”，中船集团与宝山区政府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场发布２０１７邮轮
绿皮书（中英文版）。３日，宝山区召开
２０１７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邮轮人
才相关签约与发布仪式。区领导汪泓、

苏平、袁罡、吕鸣出席。

同日　在宝山万豪德尔塔酒店分会
场举办邮轮建造修缮与设计论坛。副区

长吕鸣、中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国兵、中船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琦、中船九江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坤、瓦锡兰公司中国区总裁韩建丰、中

船瓦锡兰合资公司董事长柏旭、中船集

艾董事长李勇、天海邮轮副总裁田靖等

嘉宾出席论坛。在论坛上，同时举行中

船瓦锡兰电气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与上海宝山工业园区的项目合作协议及

中船集艾邮轮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

司与上海大昂天海邮轮旅游有限公司的

项目合作签约仪式。

３日　２０１７年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
在青岛举行，全国２０余个省市及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２６支队伍参加为期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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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比赛。宝山区运动员虞顺昌在

ＦＥＲ———Ｖ３．５项目上获全国冠军。
７日　２０１７体育资源配置上海峰会

在宝山区举行。峰会以“资源共享、合作

共赢、平台共建”为主题，上海体育产业

龙头企业、项目方、投资方、运营方和行

业专家等近４００人出席会议。国家体育
总局经济司司长王卫东，上海市体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徐彬，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陈筱洁，上海体育学院副院长王兴

放，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党委书记、总裁

钱等参加。峰会由上海市体育局、宝

山区人民政府、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上

海体育学院联合主办，宝山区体育局、上

海上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凌
!

体

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体育学院运

动与健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

峰会包括信息解读、项目推介和智慧分

享三大板块，来自全国的各大体育产业

企业、俱乐部、媒体、投资者齐聚一堂，聚

焦体育产业价值与创新理念，共话体育

产业发展未来。

８日　区领导范少军、李萍接见日
本泉佐野市市长千代松大耕一行。泉佐

野市代表团观看宝山形象宣传片，听取

宝山区发展情况介绍。范少军与千代松

大耕共同签署友好交流备忘录。

９日　宝山区举行“喜庆十九大戏
曲进校园”———２０１７年上海市民文化节
中华梨园经典“赏戏团”成立暨宝山区

戏曲进校园启动仪式。副区长陈筱洁

出席。

１１日　副市长时光辉到宝山区调
研环保、水务重大项目工作，副区长陈云

彬陪同调研。时光辉一行先后到石洞口

污水处理厂、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调研，实地察看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污水

提标改造、污泥处理完善工程，察看华能

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生产区域以及中央

控制室，了解相关设施改造运行情况以

及机组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情况等。

１２日　第四届上海国际交互绳大
奖赛在青浦区体育馆落下帷幕。共有来

自海内外的６０余支顶尖交互绳队伍报
名参加赛事。宁夏银川炫彩西夏跳绳

队、上海市宝山高镜三中一队和日本

Ｒｅｇｓｔｙｌｅ队分别夺得少年组、青年组和公
开组表演赛冠军，上海市宝山高镜三中

一队再次打平３０秒交互绳速度赛纪录，
以单脚１２９次成绩夺冠。
１５日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动迁安

置房“城丰星苑”小区正式奠基动工。

按照规划，一期工程将于２０２０年底竣工

并交付使用，小区８栋高层住宅楼可为
村民提供各型房屋９７０套；小区绿化率
为３５％，集中绿化率为１５％；建有２５００
平方米的公共开放空间、地下车库等，并

配置约１５３０平方米的配套服务设施，包
括老年活动室、养育托管点、文化活动

室、健身点、生活服务点、社区食堂、治安

联防站、卫生服务站等，设有近５００平方
米的物业、居委配套用房。

１６日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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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吴尚之，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主席瓦力·德·邓肯，“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理事会主席、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局长徐炯，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萍、周

志军、朱礼福、赵懿、王丽燕、陈筱洁等，

陈伯吹之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原校

长陈佳洱，诗人、散文家高洪波等有关专

家学者出席颁奖仪式。

同日　宝山公安消防支队举行罗
南、石洞口消防中队进驻仪式。市消防

总队副政委成新兴，副区长、区公安分局

局长黄辉出席仪式。罗南消防中队位于

宝山区美兰湖路１６５８号，建设用地面积
４７００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２８８０平方米；
石洞口消防中队位于宝山区金石路１１９
号，建设用地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２８８０平方米。
１７日～１８日　宝山区举办第一期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

研讨班。开班式由副书记周志军主持，

党的十九大代表、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并

作开班动员和专题报告，区领导李峻、赵

懿出席。全区处级领导干部、区委宣讲

团成员及部分处级单位基层宣讲团骨干

成员等参加开班式。区领导范少军、苏

平、袁罡、陈筱洁、陈云彬、黄辉、吕鸣等

参加分组讨论。区领导范少军、李峻出

席１８日结业式。研讨班培训对象为全
区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培训时间共５天，
其中集中学习 ３天，自学 ２天，从 ２０１７
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２月，分４期将全区
处级干部普遍轮训一遍。

１８日　来自全国各地３０００多名民
间健身“达人”来到全国特色小镇宝山

罗泾镇，参加“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

行”主题健康走活动。市体育局副局长

赵光胜，市总工会副主席李友钟，区领导

周志军、赵懿、王丽燕、陈筱洁等出席活

动。参赛选手们沿着千亩涵养林、千亩

鱼塘、千亩粮田、宝山湖环湖、花红村、海

星村、新川沙路，经过涂鸦墙、百亩果园、

百亩菜园等乡间美景，体验全国特色小

镇的美丽乡村风情，体味快步行走的健

身乐趣。共有３００支队伍和家庭以团队
赛形式参与此次徒步赛。

２２日　第三届宝山区“平安英雄”
揭晓仪式在宝山电视台演播厅举行，产

生丁斌海、边国成、朱志仁、汤宇军、李旭

亮、杨建明、谷晓丽、顾玉春、黄卫东、谭

春明１０名“平安英雄”和石学成、朱一
梦、朱长松、汪勤顺、金国彪、杜燕萍、康

娜、梁月霞、葛宝茹、谢斌１０名“平安英
雄”提名奖。市综治办副主任陈奇忠，区

四套班子领导出席活动。

２３日　百安居全国首家家居智慧
门店在大场镇开业。百安居于１９９９年
把全国首个门店开在宝山，企业再转型

的第一步依然放在宝山。百安居与大场

镇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将工装

全国总部和高端设计全国总部放在

宝山。

２８日　宝山曙光医院中医联合体
论坛暨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建院 ８０
周年纪念活动在区文化馆举行。上海中

医药大学校长徐建光、副校长胡鸿毅，市

卫计委党委副书记郑锦，上海中医药大

学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究所所长沈远

东，以及区四套班子领导和医院新老职

工近８００人参加活动，共同庆祝医院８０
华诞。

２９日　国家海洋督察组到宝山下
沉督察。区领导汪泓、范少军与督察组

进行沟通对接，副区长王益群陪同核查。

督察组现场核查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工

程、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配套服务区滩

涂圈围工程、宝山区长江口南岸（宝钢

段）部分区域滩涂圈围工程以及陈行 －
宝钢水库周边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建设

与管理项目，并听取项目建设背景等相

关情况介绍。

同日　宝山区与中国能源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能源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斌，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吕鸣出席。此次合作是宝

山区聚焦产业能级转型升级和大场镇转

变发展模式的又一重要举措，双方将在

建设南大地区开发、节能环保、土壤修

复、产业基金等领域加深合作，中国能源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环境工程及智慧能

源业务板块运营、管理和营销中心将入

驻大场镇。

３０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到宝
山调研，先后实地查看上海超碳石墨烯

产业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钢联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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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与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并

主持召开座谈会。副市长时光辉、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肖贵玉出席，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周志军、苏平、王益群等陪同

调研。

１２月
１日　第二届中国国际邮轮船舶修

造论坛暨全球邮轮建造配套供应商大会

在宝山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

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会长郭大成，上海国

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副校长史健勇，宝山区副

区长吕鸣等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为中国

邮轮配套产业联盟和中国邮轮配套产业

研究基地揭牌。

４日　“创新创优，迈向智慧志愿新
时代”国际志愿者日服务集中行动在区

文化馆举行。市文明办副主任姜鸣，区

领导汪泓、周志军、赵懿、王丽燕、陈筱

洁，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副

总经理黄来芳等出席。志愿者日集中活

动由《志愿服务条例》培训、宝山社区通

志愿队成立授旗仪式、宝山“邮居一家”

服务项目进社区启动仪式、智慧型志愿

服务项目路演体验等部分组成，活动现

场共有３０多个特色鲜明、专业性强、互
动性好的志愿服务项目路演展示，吸引

５００余名市民群众参与。
５日　宝山区与中船集团签署豪华

邮轮产业战略合作协议。区领导汪泓、

范少军等出席。

６日　宝山区博物馆联盟成立大会
暨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中国３Ｄ打
印博物馆举行。区领导赵懿、陈筱洁出

席。宝山区博物馆联盟是宝山区域内各

类社会历史、自然科学、文化艺术和人

物、综合等博物馆、纪念馆及有关专家学

者自愿结合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有会员

单位２２家，包括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上海玻璃博物馆、中国３Ｄ打印文化博物
馆等。

７日　“２０１７中国城市更新（上海）
峰会”在罗店镇美兰湖高尔夫酒店举行。

区领导范少军、苏平、袁罡出席。来自相

关领域和行业的２００多名政府官员、专
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以“探讨我国城市

更新大格局下新未来，领航新时代城市

建设新征程”为主题，交流城市发展理

念、探索城市更新途径，寻找项目对接

机会。

同日　晚，全国首个国际性婚礼节
庆活动———以“爱·在上海”为主题的

“２０１７中国·上海首届国际婚礼时尚
周”在中成智谷拉开帷幕，来自希腊、马

来西亚、法国、日本、韩国、德国、美国、新

西兰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全国各地及

海外４００多家婚庆专业机构团体、１００多
家婚庆产业链企业的１５００多名代表参
加。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

鹏，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市商务委

副主任吴星宝等出席。婚礼时尚周为期

４天，先后举办开幕式、婚礼时尚颁奖盛
典、婚嫁产业发展高峰论坛、长三角婚礼

主持人邀请赛、婚庆产业融合式发展研

讨会等活动。

８日　第二届“顾村杯·全民健身，
诗意生活”全国诗歌大赛颁奖典礼在顾

村镇举行。自８月８日大赛启动以来，３
个多月时间里有近５３万人参与赛事，其
中近２７万余人参与网络投票。经过初
审评委的甄选，兼顾网络投票的结果，选

出１００件入围作品，编入《诗黎明》年选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１２日　“侵华日军在淞沪地区的暴

行文物史料展”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开幕。展览由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上

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研究会与宝山区

委党史研究室、宝山区档案局、区地方志

办公室、金山卫抗战遗址纪念园、崇明抗

战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联合举办，旨在追思丧身战祸

的亡灵，以事实揭露侵略者的罪行。

同日　宝山区召开迎接“全国中小
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实地核查

汇报会。国务院核查组组长周建达，国

务院核查组第四组组长王才建，区委常

委、副区长袁罡等出席。

１２日～１４日　上海市宝山区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区委党校

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上海市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５０名。大会应到代表
２９５名，实到２７８名。

１９日　２０１７（第四届）中国产业互
联网高峰论坛在宝山区举行。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李萍、周志军、苏平、张晓静

等出席开幕仪式。论坛以“互联网制造

·供应链”为主题，邀请来自各行业的众

多资深专家围绕“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互联
网＋行动计划”“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

融合”“双创、四众”等热点话题探讨

交流。

２１日　第三届“我心中的白衣天
使———宝山区五‘十佳’”评选表彰活动

在区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区领导

汪泓、李萍、丁大恒、周志军、沈伟民、李

峻、赵懿、陈筱洁等出席。活动由区精神

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区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联合举办，通过动员、推荐、

初选、公示、评审等阶段，最终在全区一

线卫生工作者中评选出马志伟等１０名
“十佳医生”、卢瑛等１０名“十佳护士”、
王长江等１０名“十佳医技人员”、马华峰
等１０名“十佳公共卫生人员”、王星等
１０名“十佳后勤（管理）人员”及２５名提
名奖获得者。

２５日　宝山区第二十四届“蓝天下
的至爱”慈善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区领导

汪泓、李萍、丁大恒、周德勋、袁罡、赵懿、

王丽燕出席并共同启动慈善系列活动。

该届“蓝天下的至爱”活动以“帮助他人

阳光自己”为主题，坚持扶贫济困与净化

心灵并举，携手广大社会组织、志愿者、

企事业等多方力量广泛开展帮困送温暖

活动。启动仪式上，社会各界人士累计

捐赠１７２８２５万元。活动期间共组织开
展２３项慈善活动，受益１０余万人次。
２６日　宝山区政府与临港集团、上

海博泰公司三方签署“打造国家级车联

网产业集群与无人驾驶应用示范基地”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临港集团董事长刘

家平，上海博泰董事长应宜伦，市经济信

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相关领导，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苏平、吕鸣等出席签约

仪式。

同日　市委副书记尹弘率队到宝山
区调研创新社会治理“１＋６”文件精神
落实和“社区通”推进情况。尹弘一行

实地查看吴淞街道吴淞新城、张庙街道

呼玛二村的社区管理及“社区通”平台

工作情况，随后在张庙街道主持召开座

谈会。罗店镇、友谊路街道党（工）委书

记及杨行镇天馨花园居民区、庙行镇共

康雅苑二居党（总）支部书记分别作工

作汇报。区领导汪泓、周志军、袁罡等陪

同调研。

２７日　以“筑梦启航”为主题的
２０１７“青春艺华”暨宝山区学校素质教育
展示活动在宝钢体育馆举行。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周志军、陈筱洁等出席活动。

５２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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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貌
■编辑　谭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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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境东

西长１７５公里，南北宽约 ２３０８公里，
区域面积２９３７１平方公里。

■地形地貌　区境为长江三角洲的冲积
平原，是在江流海潮共同作用下，以长江

为主的河流所带的泥沙不断淤积而成。

西部罗店、大场一线成陆于唐代之前，距

今１４００余年；高境、月浦一带于公元七
世纪起形成海岸线，十一世纪中叶全部

成陆。区境内为河口滨海平原，海拔在

２８米至４１米之间，地势西北高、东南
低，呈缓坡状倾斜。地表土层深厚，蕴藏

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罗店、杨行、吴淞

一线位于古长江主流线上，含水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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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河道纵横，有长江岸线２９公里，黄浦
江岸线７公里。至２０１７年末，宝山区有
名录内河道１０１３条。其中，市管河道１０
条，总长８０公里；区管河道１７条，总长
１６５公里；镇村级河道８５９条，总长５３０
公里。全区有一线海塘２３２３９公里，黄
埔江防汛墙４５４４３公里。一线水闸１６
座。全区名录外河湖 ９５个、其他河湖
１２３个及小微水体２３８个。有常年水面
积共１亩以上的人工水体１４个，水面积
０９平方公里（总水面积 １６４６平方公
里）。多年平均年地表径流量为１３７亿

立方米，中水年引潮量为３７３５亿立方
米，水资源总量３８５９亿立方米，可以满
足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全区有

耕地４００２７公顷，农用地总面积３２５７７
公顷，其中农业耕地面积 ３０８５７公顷。
全区粮食播种面积 ８５２公顷（１２７８０
亩），菜田面积 ６１７５６公顷 （９２６３４
亩），果树面积 ２６９７４公顷 （４０４６１
亩），西甜瓜等经济作物面积２７９２公顷
（４１８８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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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雪明）

■气候
（一）２０１７年气候：气温偏高，降水

比常年偏多，日照偏少。

１气温：年平均气温 １７７℃，比常
年（１６６℃）偏高１１℃，为连续２４年气
温偏高。３５℃或以上高温天数３１天，比
常年（１００天）偏多２１０天。极端最高
气温３９１℃（７月２４日），极端最低气温
零下４２℃（１２月１８日）。上年度初霜
日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７日，终霜日为２０１７
年３月９日，年度初霜日为１１月２４日。
上年度初冰日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终
冰日为２０１７年３月３日，年度初冰日为
１２月９日。

２降水：年总降水量１５４６０毫米，
比常年（１１６８１毫米）偏多３７７９毫米，
降水日数 １２４０天，比常年（１２３０天）
偏多１０天。２４小时降水量≥５００毫
米的暴雨天数 ４天，２４小时降水量≥
１０００毫米的大暴雨天数 ２天（８月 ２０
日和９月２５日），２４小时降水量≥１５００
毫米的特大暴雨天数１天（９月２５日）。

汛期（６月 ～９月）：年汛期总降水

量８６６８毫米、降水日数 ５４天，较常年
（６２６５毫米、４６７天）偏多 ２４０３毫米
和多７３天，有４天暴雨，２天大暴雨，１
天特大暴雨。入梅６月１９日，比常年（６
月１７日）偏晚２天，出梅７月５日，比常
年（７月 １０日）偏早 ５天。梅雨量为
７０１毫米，比常年（１８５２毫米）偏少
１１５１毫米，梅雨日１６天。

３日照：年日照时数１８０９２小时，
比常年（１８５２７小时）偏少４３５小时。
４湿度：年相对湿度７１％，比常年

（７６％）偏低５个百分点。
（二）２０１７年各季节气候特点
１冬季前期（１月 ～２月）气温偏

高，降水偏少，日照偏多。平均气温

６８℃，比常年（５３℃）偏高１５℃，各月
平均气温分别为１月６８℃、２月６８℃，
分别比常年（４５℃、６０℃）偏高２３℃、
０８℃。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 ３５℃（１
月 ２１日）。降水量 ８３５毫米，比常年
（１２１１毫米）偏少 ３７６毫米。降水日
数１６天，比常年（１９０天）偏少３０天。
日照时数为２４３７小时，比常年（２３９８
小时）偏多 ３９小时。平均相对湿度
７０％，比常年（７４０％）低４个百分点。１
月、２月多低温、雨、雪、结冰和雾霾日。

冬季后期（１２月）气温和常年持平，
降水偏少，日照偏多。平均气温７１℃，
和常年（７１℃）持平。极端最低气温零
下４２℃（１２月１８日）。入冬日（５日平
均气温＜１０℃）为１２月４日，比常年（１２
月３日）晚１天。降水量２０２毫米，比
常年（３８２毫米）偏少１８０毫米。降水
日数 ６天，比常年（７１天）少 １１天。
日照时数为１６１９小时，比常年（１３８４
小时）偏多 ２３５小时。平均相对湿度
６５％，比常年（７１％）低６个百分点。多
结冰和雾霾天气，大气状况差。

２春季（３月～５月）：气温偏高，降

７２



水偏少，日照偏多。平均气温１６５℃，比
常年（１４９℃）偏高 １６℃，各月平均气
温分别为 ３月 １０４℃、４月 １７１℃和 ５
月２１９℃，分别比常年（９４℃、１４９℃、
２０３℃）偏高１０℃、２２℃和１６℃。稳
定入春日为３月２５日（５天平均温度≥
１００℃），比常年（３月１７日）推迟８天；
入夏日为 ５月 １８日（５天平均温度≥
２２０℃），比常年（５月 ２９日）提早 １１
天。降水量 ２４１８毫米，比常年（２６８９
毫米）偏少２７１毫米；降水日数３０天，
比常年（３４８天）少 ４８天。日照时数
５５５５小时，比常年（４６４４小时）偏多
９１１小时。平均相对湿度６６％，比常年
（７５％）低９个百分点。天气干燥，多雾
霾天气，大气状况差。

３．夏季（６月 ～８月）气温偏高，降
水偏少，日照偏少。平均气温２８４℃，比
常年（２６８℃）偏高 １６℃，月平均气温
分别为６月２４０℃、７月３１９℃和８月
２９４℃，分别与常年（２４０℃、２８３℃、
２８０℃）持平、偏高 ３６℃、１４℃。≥
３５℃最高气温天数 ３１０天，比常年
（１００天）偏多 ２１０天，极端最高气温
３９１℃（７月 ２４日）。降水量 ５１５３毫
米，比常年（５２２６毫米）偏少７３毫米。
梅雨量为 ７０１毫米，比常年（１８５２毫
米）偏少１１５１毫米。入梅６月 １９日，
比常年（６月１７日）偏晚２天，出梅７月
５日，比常年（７月１０日）偏早５天，梅雨
日１６天。降水日数３７天，比常年（３６７
天）多０３天。日照４９４８小时，比常年
（５４３５小时）偏少 ４８７小时。平均相
对湿度７３％，比常年（８０％）低７个百分
点。天气干燥，多持续晴热高温天气。

４．秋季（９月 ～１１月）气温偏高，降
水特多，日照偏少。平均气温１９２℃，比
常年（１９０℃）偏高 ０２℃，月平均气温
分别为 ９月 ２４６℃、１０月 １９３℃和 １１
月１３６℃，分别比常年（２４４℃、１９３℃、
１３４℃）偏高０２℃、持平和偏高０２℃。
入秋日（５日平均气温≤２２℃）为１０月３
日，比常年（１０月２日）偏晚１天。降水
量５２７９毫米，比常年（２１７３毫米）偏
多３１０６毫米（９月２５日出现一次特大
暴雨）；降水日数 ３５天，比常年（２５４
天）多９６天。日照３５３３小时，比常年
（４６６６小时）偏少（１１３３小时）。平均
相对湿度７６％，比常年（７４％）高２％。

（三）２０１７年灾害性天气及影响

２０１７年汛期宝山梅雨期降水偏少，
７月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８月多局地性
强对流天气过程，９月中旬受台风“泰
利”外围影响出现大风天气过程。

８月１９日下半夜～２０日，宝山出现
强对流天气，过程突发性强，天气过程剧

烈，降水集中。宝山本站 ２４小时雨量
１０６７毫米、最大雨强达到６５４毫米／小
时，最大阵风达 ９级 ２３５米／秒。９月
２４日～２５日，宝山再次出现大暴雨过
程，并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

程持续时间长，降水强度大，累积雨量

大。宝山２４小时累积雨量达 １４５１毫
米（２４日０８时～２５日０８时），过程雨量
达２２５６毫米（２４日 ０８时 ～２６日 ０８
时），最大小时雨强２８８毫米／小时。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维持，年度

地区气温持续升高，降水分布不均，日照

减少，灾害性天气频度及强度增大。

（高建芳）

建置与区划
■历史沿革　宝山因山而得名。１４１２
年（明永乐十年），今浦东高桥海滨，曾

用人工堆筑成一座土山，用作航海标志，

为出入长江口的船只导航，永乐皇帝定

其名为宝山。此山于１５８２年（明万历十
年）坍没于海，但其名仍沿用至今。宝

山，原属江苏省，１７２４年（清雍正二年）
从嘉定县分出，建宝山县。建县时，县境

东、北至长江，南至今静安区天目路，西

至与嘉定区交界的界泾、杨泾，东南至黄

浦江以东浦东高桥一带，西南至普陀真

如地区，东西长３８公里，南北宽４１５公
里，面积 ４１９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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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抗日战争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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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新中国建立
后，初属苏南行政区，后隶江苏省。１９５８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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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公里。１９６０年，划出吴淞镇及?藻
浜以南长江路两侧成立吴淞区。１９６４
年，吴淞区并入杨浦区。１９８０年因宝钢
建设需要，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宝钢地区

办事处基础上，重新成立吴淞区，城厢镇

和吴淞、淞南、庙行、月浦、盛桥等乡的部

分地区划归吴淞区。１９８４年，江湾、五
角场两镇和南部部分农村地区分别划归

虹口、杨浦、闸北、普陀等区。１９８８年 １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宝山县和吴淞区

建制，建立宝山区。６月，成立中共宝山
区委员会，９月完成撤建工作。１９８９年
１１月，五角场乡划归杨浦区。１９９２年９
月，彭浦乡划归闸北区。１９９７年９月，辖
区内原江湾机场８６平方公里和共康小
区内０７２６平方公里分别划归杨浦区、
闸北区。２００５年５月，经国务院批准，长
兴、横沙两乡划归崇明县。

■行政区划　至２０１７年末，全区辖友谊
路、吴淞、张庙３个街道，杨行、月浦、罗
泾、罗店、顾村、大场、庙行、淞南、高境９
个镇。全区有 １０４个村、７３１个村民小
组，撤制１０个村民小组；有３７５个居委
会，其中新建１７个居委会，撤销１３个居
委会，调整１个居委会。

■人口　至２０１７年末，据上海市统计局
反馈，全区常住人口 ２０３０８万人，其中
外来常住人口 ８３４７万人，人口密度
６９１４人／平方公里。全区户籍总户数
３９０１０５户，比上年增加 ６９３１户，增长
１８％；户籍人口总人数９７６４０９人，增加
１１８５７人，增长 １２３％。全年出生人口
７４０８人，出生率７５９‰；死亡人口 ８１４６
人，死亡率 ８６０‰；人口自然增长率负
１０１‰。年内结婚登记６２５３对，比上年
下降 １４％；离婚登记 ３０３６对，下降
３３％，补发结婚证书 １４１１对、补发离婚
证书３０１份。全区户籍人口以汉族为
主，有常住少数民族人口总数３０５１０人，
比上年增加２９８７人，有４８个少数民族
成分，其中户籍少数民族人口１５０４５人，
增加 １６４１人，有 ４６个少数民族成分。
在少数民族人口中，回族占 ５０％以上，
其次是满族、蒙古族，此外还有朝鲜、壮、

藏、维吾尔、苗、彝、布依、侗、瑶、白、土

家、哈尼、哈萨克、傣、畲、拉祜、锡伯、俄

罗斯、赫哲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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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全区各镇、街道，呈散居状态。

（谭雪明）

区域特点
■钢铁工业　宝山是上海现代工业的发
祥地之一，上海的冶金工业基地。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形成的吴淞工业区内有上钢
一厂、上钢五厂、铁合金厂、钢管厂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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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公司和上海梅山（集团）有限公司，

组建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注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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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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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进入宝钢股份，宝钢股份形成碳钢、特

钢、不锈钢三大生产制造体系，成为集团

公司钢铁生产经营主体。主要产品有汽

车用钢，家电用钢、石油管线钢、钻杆、油

井管、高压锅炉管、冷轧硅钢、不锈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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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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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阿奎拉公司。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第

一个成功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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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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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简称宝钢）和武汉钢铁（集

团）公司（简称武钢）联合重组，正式揭

牌成立，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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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不锈钢有限公司、宝钢特钢有限公司、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宝钢工程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宝钢

发展有限公司等。２０１７年，宝钢广东湛
江钢铁基地项目在建工程全部竣工投

产。中国宝武集团位列《财富》世界５００
强第２０４位，在全球钢铁企业中排名第
二位，保持全球综合类钢铁企业最优评

级水平。

■港口与物流　宝山位于长江入海口西
南侧，长江、黄浦江的汇合处，是上海北

部的水路枢纽，也是上海建设航运中心

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内有张华浜、军工

路、罗泾三大港区，岸线总长６０６１３米。
１９９３年８月，由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
限公司与香港和记黄埔上海港口投资有

限公司合资组建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经营张华浜、军工路、宝山３个国际
集装箱专用码头，占地面积 ８３万平方
米。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建成的上港九区，１９９３
年成立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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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路分公司，２００８年９月由集团新华分
公司接管并保留军工路分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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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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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泾，续用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罗泾分公司名。１１月１日，原上海国际
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罗泾分公司整体

改制，由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

司、香港珏瑞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宝山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合资组建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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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９月
２８日，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项
目———上港滨江城正式开工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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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产组织专业

化、资源利用最大化”为目标，合并成立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区域内设有吴淞（宝山）

海关、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吴淞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吴淞海事处、宝山海事处

等口岸管理机构。２０１４年６月，长江航
运公安局上海分局成立吴淞派出所（副

处级），专司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公安

业务。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５日，吴淞派出所正
式挂牌成立。２００３年，市政府批准吴淞
国际物流园区总体规划。园区分国际采

购分拨配送中心、钢材市场配送中心、农

副产品交易中心、综合物流区、多功能服

务区、铁路国际集装箱结点站等６个功
能区，面积 ７５２平方公里。２００６年 ４
月，成立吴淞国际物流园区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园区运行。

■交通体系　区域内海运、铁路、公路、
城市道路、内河航运等互相衔接，构成完

善的交通体系，是上海通江达海和通向

外省市的门户之一。建成以主干道为骨

架，次干道、支路为基础，农村公路为补

充的道路网络。全区道路总里程８３６６５
公里，路网密度 ３１３公里／平方公里。
区境内有公路 ２３６条，长度 ４１１３６７公
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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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１、３、７号线北
延伸（宝山段）、江杨路、沪太路、?川

路、潘泾路等，全区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

度４６４７公里。１９９８年制定的《１９９９～
２０２０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将上海
水上客运中心十六铺运送功能转移至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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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省际水上客运、三岛客运、市内轮渡等

功能，从客运中心始发的省际客运航线

有申岱普、申连２条航线。２００４年开通
上海至重庆不定期长江旅游航线。吴淞

客运中心始发省际长途汽车线路３４条，
有公交线路１２０条，其中区域内１９条。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开工建设，成为上海国际邮轮港的重要

组成部分，岸线总长１５００米，有４个泊
位，可同时停靠２艘２０万吨级邮轮或４
艘１０万吨级邮轮。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７日，
１１６万吨大型邮轮“钻石公主号”首靠
成功。同年８月２４日，宝杨路码头新客
运站正式投入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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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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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１３８万吨的“皇家加勒比·海洋航行
者号”两艘大型邮轮先后以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为母港开辟亚洲航线，开启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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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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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第五大邮轮母港。２０１６年，歌诗达
“幸运号”邮轮与 ＭＳＣ地中海“抒情号”
邮轮确定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作母港。

完成大型国际邮轮靠泊量共计４７１个艘
次，其中访问港１３个航班、母港４５８个
航班，占上海市国际邮轮靠泊总量的

９８％，占全国总量的 ６０％，共计出入境
旅客约２８４７７万人次（不含船员），占全
国总量的６４８０％，保持亚洲最大、成为
世界第四大邮轮母港。２０１７年接靠邮
轮４６６艘次、出入境旅客２９２万人次，稳
居中国第一位、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

邮轮母港地位。实现国际邮轮船供零突

破，完成２０个航次７６个国际货柜供船
业务。

■环境建设　宝山是传统工业基地，长
期以来形成以冶金、化工、建材和有色金

属加工等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上海市

重要工业基地———吴淞工业区内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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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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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内同类工业区

先进水平。２００３年被授予“上海市园林
城区”称号。建成的大项绿化项目有外

环线绿带、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环

区步道等，有共和新路、江杨北路、南大

路等隔离绿带及滨江、吴淞十一街坊等

３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大型景观绿地 ４６块。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上海最大的城市郊野
公园顾村公园对外试开放，１０月正式对
外开放。２０１１年，顾村公园、吴淞炮台

湾湿地森林公园·长江河口科技馆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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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绿化项目，新建绿地１６０７公顷，新增
造林面积７４８６公顷。２０１５年，新建绿
地面积１５２４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１１３平方米。全区新增造林面积８８公
顷，森林覆盖率达 １５７％。２０１６年，全
区新增森林面积１７２公顷，森林覆盖率
１６３％。新建绿地面积１５１６３公顷，其
中公共绿地５３１３公顷，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４３０％，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１１５平
方米。２０１７年，基本建成“一环、五园、
六脉、多点”（“一环”，指环区绿色生态

步道；“五园”，指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

公园、顾村公园、庙行公园、白鹭公园、白

沙中央公园；“六脉”，指构成自南向北

的外环、郊环防护景观隔离带和宝山工

业园区景观隔离带，自西向东的外环切

线护城隔离带、绿心沿线沪太路东侧南

北延伸景观林带和?川路两侧生态防护

隔离带等“三纵三横”６条生态廊道；“多
点”，指供居民健身休憩的多点式社区公

共绿地）绿地框架，全区绿地面积 ５４６１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１２平方米，森
林覆盖率 １６２％，超出全市平均水平。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创建为国家级

湿地公园；顾村公园连续７年成功举办
“上海樱花节”，单日最高客流１８８万人
次，再次刷新全市游园纪录。后工业景

观示范园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奖”，走

马塘绿地Ａ块工程获上海市“园林杯优
质工程金奖”。祁连公园和菊盛公园被

纳入城市公园名录。

■历史文化和乡土文化　全区有文化馆
（站）１８家，其中区属文化馆２家，街镇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１６家；图书馆（站）２２
家，其中区级图书馆１家，街镇图书馆２１
家，共藏书１５７万册。共有１６个街镇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包括 ２１个街镇图书
馆），总面积８４８７０平方米，从业人员５２８
人。有区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 ３６３万
平方米，社会文化娱乐场所（含棋牌室）

３２４家，网吧１４０家，电影院２７家，印刷
类１８６家，音像制品、图书报刊零售 ９６
家，表演团体１０个。有市文物保护单位
９处、区文物保护单位７处，区文物保护
点７０处，市优秀历史建筑２处。宝山区

自１９９５年以来共举办９届国际民间艺
术节。群众文化形成“一地一品”特色。

宝山建立较完善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３３项，
其中国家级１项、市级７项、区级２５项，
端午节———罗店划龙船习俗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罗店镇

因此成为全国端午民俗示范点和上海市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杨

行、月浦、罗店、顾村镇被评为“中国民间

艺术之乡”，月浦镇被评为“全国文化先

进社区”。区内重要的展览和纪念场馆

有：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解放上海纪念

馆、宝山烈士陵园、“南京路上好八连”

事迹展览馆、陶行知纪念馆、陈化成纪念

馆等，有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纪念碑、侵

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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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木舟”落户博览馆。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８
日，中国第一家以河口科技为主题的长

江河口科技馆落成开馆。２０１２年，上海
玻璃博物馆、宝山区图书馆新馆对外开

放。２０１３年９月，尊木汇红木文化公园
（一期）正式开放。原创现代沪剧《挑山

女人》四度到北京演出，获总奖项达 １８
个，实现沪剧史上的新突破。创设国内

第一个国际儿童文学大奖“陈伯吹国际

儿童文学奖”。宝山区文化馆被文化部

评为“全国优秀文化馆”，并与月浦文化

馆被评为国家一级文化馆。２０１４年，上
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入选首批８０处国家
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２０１５年 ９
月２日，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广场，上
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正式揭牌，公园按

照“馆园合一”的模式，构建“一个中心、

四个基地”（即淞沪抗战史展示中心和

淞沪抗战史研究基地、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文化交

流基地）。２０１６年，围绕“春之樱、夏之
邮、秋之艺、冬之阅”文化四季主题，举行

２０１６市民文化节宝山专场系列活动１３
万余场，共吸引 １９０多万名市民参与。
２０１７年，宝山１５所学校被授予“戏曲进
校园试点学校”称号，１３名戏曲导师分
别到各试点学校开展以中华戏曲为主题

的辅导讲座。沪剧《挑山女人》完成全

国巡演４０场，演出总场次数达２６６场，
总观众２８万多人次。首次引进具有“国
标舞界奥运会”美誉的黑池舞蹈节。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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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文化上海·剧荟宝山”———中国戏

剧家“深入基层，扎根人民”宝山专场实

践活动，邀请到全国２００余名艺术家深
入宝山各街镇开展艺术导赏。区公共文

化场馆服务总人次为５４４万人次。

■能源和水资源　宝山区是上海市重要
的电力、煤气和水资源基地。区域内电

力企业有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华

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华能燃气机厂、

宝钢自备电厂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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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工程安装２台
６０万千瓦超临界压力火力发电机组，全
套设备由瑞士和美国联合提供。石洞口

二厂因在中国首次成功引进超临界发电

技术而获得美国《动力》杂志颁发的

１９９２年“国际电厂奖”。境内有吴淞煤
气制气有限公司和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

有限公司２个燃气生产企业。水资源设
施主要有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

水厂和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吴淞

自来水厂、月浦自来水厂、泰和自来水厂

４户，其中月浦水厂是长江沿岸第一家
实现生产污水“零排放”的自来水厂。

（谭雪明）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综合　全区全年实现增加值１１４７３６
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５％。其中，第一产
业实现增加值１１８亿元，下降１３１％；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３５８８７亿元，增
长８０％；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７８７３０
亿元，增长５８％。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０１∶３１３∶６８６，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比
上年提高 ０５个百分点，实体经济在
２０１７年得到稳步复苏。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经济增加值走势图

表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 吨 ６５４８ －２５．０

蔬菜 吨 ５７０４６ １．２

水果 吨 ４０２１ －１６．３

牛奶 吨 ３６８７ －７４．１

水产品 吨 ２４５ －１２．２

全年工商登记新设立（含迁入单

位）的法人企业 ２８７０２户，比上年下降
９０％。其中，外商投资企业 ３４７户，增
长６２９％；内资企业（不含私营企业）
３１１户，下降 １４１％；私营企业 ２８０４４
户，下降９５％。

全年全区实现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１５１１１亿元，增长 １０８％。其
中：实现税收收入 １３４５２亿元，增长
１１５％；实现非税收入 １６５９亿元，增

长６０％。
全年全区实现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２７１８３亿元，增长 ８５％。７月
增幅最高，为１７１％；１２月单月绝对量
最高，为４７２６亿元。其中：区本级支出
１８９１９亿元，增长 ４１％；镇级支出
８２６４亿元，增长１９９％。

全年实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３７９０３
亿元，增长１１０％。其中第二产业实现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２５１３亿元，增长
３６８％，第三产业实现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３５３９０亿元，增长９５％。固定资产
投资构成中，工业投资比重为６６％，服
务业比重为 ５７％，房地产投资比重最
大，为 ７６２％，其中商业营业房投资和
办公楼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分别为

７１％和６１％。

■农业　全年完成农业总产值３１６亿
元，比上年下降 ２２４％。其中：种植业
２４１亿元，下降９５％；林业０１３亿元，
下降 １００％；畜牧业 ０１５亿元，下降
７８６％；渔业０１４亿元，增长１９０２％。

全年粮食产量６５４８吨，比上年下降

２５０％；蔬菜产量５７０４６吨，增长１２％；
牛奶产量３６８７吨，下降７４１％。

至２０１７年末，建成标准化水产养殖
场２家，建成设施粮田面积９３６２公顷，
部级蔬菜标准园１家，面积２９２４亩，市
级蔬菜标准园９家，面积１７４５公顷，区
级蔬菜标准园４家，面积１３６２亩。有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１９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５８家，经农业主管部门认定的粮食家
庭农场６个，开业农业旅游景点 ９个。
４３家企业３９２个产品获得农产品质量认
证。其中：绿色食品生产企业１家，绿色
食品 １个；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企业 ４２
家，无公害农产品３９１个。

■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２８７３２亿元，增长 ８３％。实现工业总
产值１４２５９２亿元，增长１０２％；实现工
业销售产值１４２４３６亿元，增长１００％，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１２０７９８亿
元，增长１０５％。工业结构调整呈现积
极变化，传统工业行业重新焕发生机，在

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排名前十位的行

业中，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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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制品制造业以及专业设备制造业为

代表，产值分别增长 ３６４％、２７６％
和１８３％。

表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

类　别 工业总产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合计 ３１５．７５ １１．３

　新能源 ３．４９ －４０．０

　高端装备 １１５．１０ ４２．０

　生物 １６．８７ －１１．９

　新一代信息技术 ２８．９８ ７．２

　新材料 １４７．７０ ３．７

　新能源汽车 １．６５ ６７．４

　节能环保 １７．３５ －２３．０

表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旅游设施情况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７年

星级宾馆 家 ５

　＃四星级 家 ４

　 三星级 家 １

旅行社 家 ５５

　＃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家 １１

Ａ级旅游景区（点） 个 ７

　＃４Ａ级景区（点） 个 ６

　 ３Ａ级景区（点） 个 １

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个 ２

旅游集散中心站点 个 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１９３５亿元，增长 １４１％。实现税金
总额３２７４亿元，增长０６％。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亏损面为２３３％，比上年增加
０６个百分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完

成工 业 总 产 值 ３１５７５亿 元，增 长
１１３％，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２６１％，比上年提高３２个百分点。

至年末，宝山工业园区和月杨工业

园区两个市级工业园区有投产工业企业

３５５户，全年实现工业销售产值 ５３１１７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７％，市级工业园
区销售产值占全区产值比重为３７３％，
比上年提高１５个百分点。投产企业实
现单位土地工业销售产值７２０６亿元／
平方公里，比上年增长１３４％。

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７３５２亿
元，增长 ７１％。区域内三级资质及以
上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６９２５９
亿元，增长 １２３％，其中在外省市完成
产值４８５６８亿元，增长１７９％；房屋建
筑施 工 面 积 ５８３４万 平 方 米，增 长
７５６％；竣工面积 ９１６万平方米，增
长３６１％。

■批发、零售和旅游业　全年实现批发
和零售业增加值 １５３６７亿元，增长
６４％。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４３９０７０亿
元，增长２０５％。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６６６６７亿元，增长３８％。其中：批
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６１６６８亿元，增长
３１％；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４９９９亿
元，增长１１９％。限额以上互联网零售
实现零售额３９２８亿元，增长１１倍；限
额以上汽车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１４５９３
亿元，下降０１％。

全年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 ２５６４５
亿元，增长 ６１１％，其中 Ｂ２Ｂ交易额
２４４７３亿元，增长 ６３６％；Ｂ２Ｃ交易额
１１７２亿元，增长２１５％。

２０１７年成功举办“２０１７上海樱花
节”“２０１７上海邮轮旅游节”等节庆活
动，推进旅游企业提档升级，推进木文化

博览园、半岛１９１９创建 Ａ级旅游景区，
宁江大酒店成功创建三星级旅游饭店，

曙光薇酒店成功创建银叶级绿色旅游饭

店，启动旅游行业“放心消费”创建活

动。２０１７年邮轮接靠４６６艘次，接待出
入境游客２９１５７万人次，“诺唯真喜悦

号”“盛世公主号”两艘为中国市场量身

打造的大型邮轮以及丽星邮轮“处女星

号”成为吴淞口邮轮家族新成员，将中国

邮轮旅游带入“中国定制”时代。全区

游客接待人数合计 １３０３１１万人次，增
长１５％。其中，５６家旅行社接待游客
５６９１万人次，下降０４％；４９家主要旅
游饭店接待游客 １１８２１万人次，增长
１７％；２０家旅游景区（点）接待游客
１１２７９９万人次，增长 １７５％。全区旅
游行业总收入１１５０８亿元，增长４５％。
其中：旅行社营业收入７８７４亿元，占旅
游行业总收入的９１％，增长２１％；主要
旅游饭店营业收入 ５８１亿元，增长
３９％；旅游景区（点）营业收入２亿元，
增长３３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全年实现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４８５７
亿元，比上年下降 ２１％。全年规模以
上交通运输、仓储业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９５１亿元，下降 ２６０％，其中交通运
输业实现营业收入 ６７２９亿元，增长
８８％。年内新辟 １条、优化调整 １１条
公交线路，公交线网密度达１６２公里／
平方公里。协调完成３个停车场与周边

小区共享项目１１个，新增４８０个共享泊
位，缓解停车矛盾。新增 ２２条收费路
段、８３５个收费道路停车泊位，全年新增
公共充电桩 １９６２个，Ｅｖｃａｒｄ网点 １３４
处。制定《码头和船舶污染专项治理方

案》，规范内河港航管理。制定共享单车

管理办法，开展无车日文明骑行宣传活

动。区域内轨道交通运营线路３条，运
营线路长度４２公里；区域性出租企业２
家，运行车辆６７０辆，从业人员１２４６人；
有道路货物运输企业３０８５家，运输车辆
４４７万辆，总吨位６６９７万吨。

至年末，全区有邮政支局１３个，邮
政所２７个。全年邮路总长度 ５２６３公
里，邮政业务总量３５８亿元，发送函件
１０７６万件，报刊累计订销６８１３万份。

■金融业　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１１２６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７５％。至年
末，全区有银行２４家，本外币存款余额
３２８４０３亿元，比年初新增２７６２８亿元，
增长９２％；贷款余额１９４３０２亿元，比
年初新增２８３８５亿元，增长１７１％。

■对外经济　２０１７年批准外资项目３５８
个，其中新批３１０个，增资４８个，合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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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总额 １２８８亿美元。引资项目中，
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项目有９个，合同外资
１０７９亿美元；第二产业项目数２４个，合
同外资０３１亿美元，其中工业合同外资
０３０亿美元；第三产业项目数３３４个，合
同外资 １２５８亿美元，增长 ２７倍。全
年实际到位外资２１５亿美元。

全年全区企业实现对外进出口总额

７２２６０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７８％。其
中：出口总额２６４５０亿元，增长２００％；
进口总额４５８１０亿元，增长５０７％。拓
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成效显著，进出

口额为１３０４８亿元，增长１８９９％，其中
出口增幅为 ６４％。商品结构持续优
化，区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

额分别为１６４０９亿元和４０５１亿元，分
别增长 ３１４％和 ３４６％。外资企业和
民营企业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出口额

分别为９２８８亿元和 ６９６９亿元，分别
增长 ４４６％和 ２９５％。出口以一般贸
易方式为主，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额为

２３７１亿元，增长１８９％，占出口总额的
８９６％。主要出口市场保持稳定增长，
对美国、东盟、欧盟等主要市场出口分别

增长５９１％、７７％和１６３％。

表４ ２０１７年年末宝山区银行存贷款余额

指　标 余额（亿元） 比年初增长（％）

银行存款余额 ３２８４．０３ ９．２

　＃单位存款 １５１９．０７ １０．５

　 居民储蓄存款 １６８０．８９ ４．１

银行贷款余额 １９４３．０２ １７．１

　＃短期贷款 ５５２．５１ ３１．５

　 中长期贷款 １３９０．５１ １２．２

　＃单位贷款 １１４３．２５ １４．７

　 个人贷款 ７８２．１３ ２０．３

　＃住房按揭贷款 ６４９．２７ ２１．０

表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和主要市场

类　别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外贸出口商品总额 ２６４．５０ ２０．０

按贸易方式分

　＃一般贸易 ２３７．１０ １８．９

　 加工贸易 １９．５６ ３２．９

按主要商品分

　＃钢材 ８６．１２ １０．５

　 集装箱 ２９．５４ ３．２倍

　 钢铁或铝制结构体及部件 ７．５４ －２９．７

按主要市场分

　＃美国 ５２．３９ ５９．１

　 东盟 ４２．９７ ７．７

　 欧盟 ２７．５９ １６．３■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２０１７年完
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１１１８亿元，比上
年增长 ８６１％，新开工项目投资额
８６９６亿元，增长 ６８２％。重大工程建
设全面推进，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完成腾地；
Ｇ１５０１Ａ段完成划拨协议签约；江杨北路
等绿地搬迁完成；Ｓ７公路顾村段基本完
成拆迁腾地，重点区域移交施工。轨道

交通１５号线丰翔路站、锦秋路站、顾村
公园站完成交地；轨道交通１８号线长江
南路站临时公交枢纽建成启用。实施大

居外配套项目５项，其中宝安公路除三
处动迁点未完成腾地外，道路全线开放

交通；杨南路完成荻泾桥桥面铺装，沪太

路交叉口正式贯通；潘广路沪太路半幅

搭接完成；陆翔路北段明确跨 Ｇ１５０１方
案，启动居民签约；陆翔路南段施工许可

办理；祁连山路启动绿化搬迁。实施区

区对接及断头路５项，其中月罗公路、嘉
盛公路主体、康宁路全部完工；国权北路

绿化搬迁开工；陆翔路 －祁连山路管线
施工进场。国考项目泰和污水厂正式开

工，区委党校会议中心交付使用；城市规

划展示馆竣工验收完成；淞沪抗战纪念

公园二期完成初步设计评审。罗店大居

（３３项目）中，２０条道路部分完工、５所
学校及１个社区服务中心全部完成临时

移交接管。建立“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二级
平台，办结市民服务热线９０１件。受理
民工工资信访投诉２３６起，成功化解罗
店大居Ｅ２农民工工资等信访群访。完
成淞南、共康地区２１２３８户老公房燃气
内管改造。

２０１７年“港城联动”开发建设稳步
推进，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后续工程加快

建设。“智慧邮轮港”项目加快推进，邮

轮岸电１号泊位设施运营平稳，２号泊
位项目于年底建成并投入试运营。邮轮

城核心区建设进入新阶段，宝杨路圈围

地块临江商业商务中心项目于 ９月 ２０
日举行奠基仪式，将打造５Ａ甲级办公、
五星级酒店、购物中心等功能于一体的

宝山滨水活力中心。上海长滩初具形

象，继续按照“五年出形象”目标，协调

配合上港集团整体推进上海长滩建设。

吴淞军港区域调整稳步推进，在市发改

委、市浦江办牵头下，吴淞军港区域相关

地块调整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年内完

成土地权属调查、现场测绘、房屋认定和

房地产评估工作。

全年实现房地产业增加值 １９１０９

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９％。完成房地产
开发投资２８８９７亿元，增长７３％。其
中：住宅投资１９５８１亿元，增长６３％；
办公楼投资２３０２亿元，增长１３０％；商
业营业用房投资 ２６７４亿元，增长
１４９％。商品房施工面积１２３７２２万平
方米，增长８７％；竣工面积３８８４３万平
方米，增长 ６３２％。商品房销售面积
２８７８８万平方米，增长 ４６３％；商品房
销售额４９３７５亿元，增长１２６％。全年
存量房交易面积１１６２４万平方米，下降
６２０％；存量房交易金额 ３１８６７亿元，
下降５４４％。

■信息化　全年新建通信管线８８沟公
里，新建和共建共享移动通信物理基站

１００个。至年末，共累计建成通信管线
３２７５沟公里，移动通信基站２７２６个。累
计接入宽带用户５６４万户，平均接入带
宽达到７５Ｍ；无线覆盖热点５３３个，无线
ＡＰ数４９１１个，在１０４个公共场所开通
公共ＷＩＦＩ免费上网服务。移动通信应
用更加普及，移动电话用户２４０１万户；
固定电话用户４５９万户。ＩＰＴＶ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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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１６９万户，增加 ２９万户；数字电视
用户数达７１２万户，增加９２万户。

表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各类学校学生情况

类别
全部学校 其中：民办学校

学校（所） 在校学生（人） 学校（所） 在校学生（人）

合计 ３２２ １７０５９３ ８８ ３９２２４

　中学 ６４ ４２７０９ ８ ４８９８

　　＃高中 ８ ６９３２ １ ４８６

　　 初中 ２７ １８１３８ ３ ２６４６

　　 完全中学 ５ ５４０８ １ ８９４

　　 九年制学校 ２３ １１６４１ ２ ２８２

　　 十二年制学校 １ ５９０ １ ５９０

　小学 ６９ ６５６０１ １１ ８６７１

　幼儿园 １６５ ５８０５５ ６７ ２３７７０

　工读 １ ６２

　特教 １ １７４

　中等职业学校 ４ ３３５１ ２ １８８５

　　＃职校 ３ ３３５１ ２ １８８５

　成人教育 ５ ６４１

　其他教育 １３

２０１７年区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继续
位列全市郊区第一位。建成区电子政务

云，为全区电子政务信息系统提供统一

的网络、计算、存储和安全资源，完成区

协同办公系统、区公务员门户等３０个信
息系统上云迁移。深化区网上政务大厅

建设，持续推进审批事项办理深度，全流

程网上办理审批事项２８项，一次上门审
批事项１３１项，３０７项审批事项开通网上
预审，４２６项事项实现网厅和微信公众
号预约。区行政服务中心全年办理事项

２１万余次，通过网上预约和网上预审，
平均缩短企业三分之二现场等待时间，

全程网上办理事项累计办理９６１次，一
次上门事项结合邮政快递证照寄送服务

累计办理 ２２２９次。完成区社区事务受
理系统升级，对接市级平台，全面实现服

务事项的“一口受理”和办理结果的“一

口反馈”，全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

理业务共４４万余件。区级事中事后综
合监管平台归集４４家单位的行政审批、
处罚和监管事项，归集“行政许可公示信

息”等各类公示信息２０余万条，发布预
警信息１万多条。２０１７年网格平台共受
理案件６３３２５９件，及时率为１００％，结案
率为 ９７５４％，综合评价列郊区组第 ３
名。与区社建办对接，在月浦镇、庙行

镇、友谊路街道和张庙街道试点探索“社

区通”＋“城管通”的社会治理双平台模
式，对于居村层面难以解决、需要依托网

格化管理进行处置的问题，按照规定流

程对接进入网格化管理平台。至年底，

网格平台共对接社区通平台立案 ２４５９
件，结案率 ９９２６％，及时率 ９５２０％。
新建、升级６５０套电子警察，新建２４５个
高清卡口。智慧健康稳步推进，完成区

域影像诊断中心、区域临床检验中心、区

域心电诊断中心的建设及应用，全年 ３
个中心远程医疗服务５２８９９人次。完成
全区所有１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移
动家庭医生试点工作，全年实现移动“１
＋１＋１”签约８７３１人、移动健康档案建
档５８６２份、移动慢病随访及产后访视
２３８人次。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一站
式”医疗救助系统，在全区２４家一级、二
级医院实现民政救助资金发放和医疗费

用同步结算，有效减轻困难群众就医负

担。完成区教育系统统一身份认证系

统、教育资源框架平台、教育资源应用系

统等基础应用平台建设，建成区教育数

据中心，完成 １１所学校信息化工程改

造。“银龄居家宝”智能化居家养老实

现全区居村全覆盖，为３０万名老年人提
供紧急呼叫、主动关爱、生活帮扶等智能

居家养老服务，累计提供２０００余次紧急
救助。建成“宝山文化云”，整合区内文

化场馆资源，全年累计发布区内文化活

动７１００余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网上
平台“社区通”在全区所有居村实现全

覆盖，超过４２万名居村民实名加入，覆
盖３２万户家庭，４万余名党员在网上亮
身份，４３９名社区民警全部上线提供服
务，全员交流互动１１５７万人次，解决群
众关心关切的问题３２万余个。２０１７年
宝山区共向市信用平台提供信用信息

９２１５条，其中双公示信息８５５５条，历年
累计向市信用平台提供信用信息

２１６０９条。

■教育和科学技术　至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
年末，全区共有各级各类教育单位 ３２２
家。新开办 ２所初级中学、１所小学分
校、５所幼儿园（含３所分园）。在校学
生１７万余人，与上学年相比，宝山区在
校学生数基本保持平稳，小学在校学生

数及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均略有增加。

１０个企业获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科学
技术奖，其中复控华龙获科技进步特等

奖。上海宝钢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等

５家企业共５个项目被评为２０１７年第十
九届中国专利优秀奖。２２家企业晋级
全国创新创业大赛，６家企业获奖（全市
排名第５）。“有研发活动企业产值占工
业总产值比重”为 ６６１％，继续在全市

保持高基数高水平，排名第５位，提高率
全市排名由第 １６位提升至第 ８位。
“Ｒ＆Ｄ占 ＧＤＰ比重”为 ４１２％，高于全
市平均数（３７７％），全市排名第４位，提
高率排名第５位，比上年提升１１位。石
墨烯平台成为市级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

台，列入国家、市各类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项目７９项，２０１７年共获得各类市级经费
扶持７５００万元，３２个项目列入市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项目，各类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１７４项。至年末，科技小巨人和小巨
人培育企业累计６０家，高新技术企业和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３２０家，市级以上
科技企业孵化器 １２家（其中国家级 ３
家），市级以上众创空间７家（其中国家
级２家），院士专家工作站１６家（含服务
中心）。全年区专利申请总量７０７８件，
其中发明专利３０３０件；区专利授权总量
３８５１件，其中发明专利１２９２件。新增上
海市专利工作试点（示范）企业４家。

新建１个市级社区创新屋、１个科
技成果应用示范社区、１６条“科普之光”
城市景观带。至年末，全区国家级科普

教育基地６家，新增市级科普教育基地１
家，累计市级以上科普教育基地、场馆总

数达１９家。
张江宝山园建设取得新进展。创新

推荐模式，引入创投基金、商业银行等参

与项目评审。“精密零部件近净成形技

术（ＰＩＭ）研究中心建设”等３１个项目通
过公示，项目类型涵盖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服务、科技金融

服务环境建设、创新成果示范应用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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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开放合作创新、提升新兴产业创新能

力等领域。推动宝山园功能平台建设，

在上海张江高新区管委会组织的公共服

务平台绩效评估中，宝山园科技融资服

务平台、人才培养产学研联合实验室评

价结果均为“良好”。张江宝山园科技

金融服务平台共为５６家企业成功贷款
９２家次，共计１５１１４万元，增长７３６％。

■文化、卫生和体育　围绕“春之樱、夏
之邮、秋之艺、冬之阅”文化四季主题，

２０１７上海市民文化节宝山专场活动贯穿
全年、覆盖全区、服务全民，共举办各类文

化服务活动１６２万余场，吸引参与市民
逾２６１万人次，分别比上年增长２４６％和
３７４％。全年公共文化资源配送３５００余
场，增长２５％，受益６２万人次。“文化宝
山云”和文化宝山微信公众号全年共发

布信息７１００余条。“陈伯吹童书屋”现
场参与超过９万人次，增长１３％，并先后
举办“２０１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
活动”“笔尖上的‘童心’———第三届宝山

区优秀儿童文学创作大赛”及“２０１７陈伯
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等，参与

活动的国家、地区与作品数量大幅提升。

２０１７市民艺术修身导赏计划共举办１５０
余场。沪剧《挑山女人》完成全国巡演４０
场，演出总场次数达２６６场，总观众达２８
万多人次。

至年末，全年广播电台公共制作各

类新闻宣传报道３０００余条，选送上海电
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７００余条，
播出数量和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市场所

开展市场检查 １１７９次，出动执法人员
４６６８人次，均增长３１％。

至年末，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４０
家，卫生技术人员８７５２人，医疗卫生机
构实际开放床位数 ６６７３张。全年门急
诊１３８８０７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２１１％；
入院１８３万人次，增长７４６％；住院手
术８９７万人次，与上年持平；健康检查
４７万人次，上升 ２２９５％。户籍人口平
均期望寿命 ８３６２岁，其中男性 ８１４８
岁、女性８５９５岁。
２０１７年新增体育场地设施面积

２２３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１９５
平方米。完成２５片社区公共运动场更
新和宝山体育中心修缮工程，新建３条
健身步道和２２个益智健身苑点。坚持
三轮驱动，激发各方参与热情。全年共

举办各类赛事活动５００余场，参与近３０
万人次。成功举办 ２０１７宝山区群众体
育大会、上海樱花节首届女子１０公里路

跑、第二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赛、罗泾美

丽乡村徒步赛等赛事活动等，形成全区

上下共建共享“幸福宝山，乐享体育”的

良好氛围。整合各类资源，全年共开展

技能培训２６６次，讲座２３次，体质监测
２４００人。竞技体育成绩硕果累累，宝山
区培养输送的运动员在第十三届全运会

上获３金２银１铜的好成绩，曹乒校培
养的５名主力运动员，赢得阔别５２年之
久的男子乒乓球团体冠军，２２人次获前
八名，创造区参加全运会人数最多、金牌

数最多的一次，为上海体育代表团作出

重大贡献。全国青少年比赛获１４金１５
银２３铜。市十项系列赛、单项锦标赛，
获６３金、７０５银、５４铜。体育后备队伍
逐步壮大，完成２０个项目１３８７名运动
员注册，增长１４％。深入推进体教结合
工作，与教育局合作开展１７项区阳光体
育大联赛，共有１５０８３名学生参赛；落实
区小学四年级“人人学游泳”活动，共有

４６所小学６４５２名学生参加。体育产业
健康发展。增强场馆复合经营能力，宝

山体育中心接待市民群众 ５１１万余人
次，其中健身市民３６９６万余人次，公益
性接待１２１９４人次，实现运营收入２８５７
万余元。扩大体育彩票销量规模，共销

售２３８亿元，增长７％，增幅列全市第四
位，累计公益金约１２３０万元。

■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至年末，
全区户籍人口 ９７６４０９人，比上年增加
１１８５７人。户籍人口按性别分，男性占
５０７％，女性占 ４９３％；按年龄段分，０
岁～１７岁占 １２１％，比重比上年提高
０３个百分点；１８岁 ～３５岁占 １７０％，
下降 １３个百分点；３５岁 ～６０岁占
３７７％，下降０８个百分点；６０岁以上占
３３２％，提高 １８个百分点。全年出生
人口７４０８人，出生率７５９‰；死亡人口
８１４６人，死亡率 ８６０‰；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负的 １０１‰。据上海市统计局反
馈，年末常住人口 ２０３０８万人，其中外
来常住人口８３４７万人。

至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２５９８２
人，其中男性失业人数为１７０７７人，占比
为６５７％。１６岁 ～２５岁失业人数为
１２５７人，２６岁 ～３５岁失业人数为 ６２１９
人，３６岁～４５岁失业人数为９８６９人，４６
岁及以上失业人数为 ８６３７人。全年共
解决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数６８６２件，其中
劳动报酬类案件数为 ３２８６件，占比为
４７９％。全年领取失业保险金为１２８１０６
人次，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为６５３亿元。

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人数为６９４１
人，下降４８％，领取养老金人员人数为
１７２１２人，增加 ０７％，共发放养老保险
金２２１亿元，增加１２７％。全年帮扶引
领创业人数７３５人（其中青年大学生４１８
人），帮助 ８４２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
业。监察大队、协管队共接到控辖区内

劳动关系纠纷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２７件，现场处置率达到１００％，报告率达
到１００％。监察大队、协管队均严格执行
欠薪排摸报告制度，按要求及时汇报相

关欠薪信息。全年军转办下达营及营以

下和专业技术干部安置计划１４名，按计
划、按要求提前完成任务，其中５名安置
公务员、５名安置参公事业单位、４名安
置事业单位。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４２０
院次，每家平均检查次数达３９３次（超
过市里要求对每家定点医药机构检查不

少于１次的指标），累计追缴、扣减不合
理费用２３０５５万元（含市区联合检查）。
完成“两个”异常审核１８７人次，追回不
合理费用２９０５万元。查实的违规情况
追款处理处罚率达到１００％。组织开展
就业援助月和“春风行动”等各类招聘

会２５０场，提供招聘岗位 ５８万个。安
置“就业困难人员”３１４４人，“零就业家
庭”２９户，按时安置率达１００％。

据抽样调查，２０１７年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５８２４９元，比上年增长９１％；人
均消费支出４１３３９元，增长１０１％。居
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家用汽车２８辆，助力车４９台，空调２０２
台，计算机 ９９台，彩电 １８４台，电冰箱
（柜）９９台。

全年完成旧住房综合改造８５９６万
平方米。区属动迁安置房新开工４０万
平方米，建成 ４７万平方米，供应 １２４０
套，安置在外过渡动迁居民１５００户。至
年末，廉租住房受益家庭１４４０户，其中
年内新增租金补贴１９１户。完成区２０１６
年批次（第六批）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

请家庭的“两级审核，两级公示”工作，

３０４３户申请家庭取得登录证明。２０１７
年罗店大居４１万平方米市属保障房交
付使用，累计交付１９０万平方米，２７万
户居民平稳入住。顾村大居拓展区首期

启动５个市属保障性住房地块，其中 ２
个取得施工许可证，３个具备开工条件；
潘广路、天仁路等１０条市政道路全面开
工建设，４个标段河道、４个市政设施（污
水泵站、燃气调压站、液化气站、公交首

末站）、１个幼托等办理前期手续，２个变
电站完成土地收储；４个区属动迁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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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部分结构封顶。祁连、共康、胜通等基

地配套项目全面竣工，推进收尾项目移

交接管工作。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０日，区统计局组织开展第八届“统计新动能，服务新常态”统计开放日活动
区统计局／提供

完善城乡居保区镇财政分担机制，

促进新农保、城居保制度融合。２０１７年
城乡居保缴费 ７２９１人，领取养老待遇
１７０８４人，新增扩覆１１４７人。办理各类
征地落实保障项目２９个，落实被征地人
员社会保障 １３３８人。城乡居保月基础
养老金、征地养老人员月生活费标准分

别提高到８５０元、１９１８元，比上年分别提
高１３３％和 １８４％。全区参加城乡居
民医保１９７６万人。

全年投入社会救助资金 ２７９９０万
元。至年末，有１１３８２人享受城镇最低
生活保障，３５９万人享受支内回沪帮困
补助，２３６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有
４２６０人次享受医疗救助，４３７人享受秋
季阶段大学开学补助。至年底，有养老

机构 ４９家，床位 １２２４７张，收养人数
６５７７人。其中，社会投资开办的２５家，
床位５６０２张，有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
心２３家，社区老年人助餐点１８个，助老
服务社１４家，为１２４９７名老年人提供居
家养老服务。

开展“五送”活动，投入资金９２２万
元，受益残疾人１１０１０人次，比上年增长
８８３％。投入资金约３７０万元，为３５户
农村、１１３户城镇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
碍改造；投入资金 １９５７９万元，完成
５０３５名持证残疾人健康体检；投入
６６３６６万元，为３７５８户困难残疾人家庭
发放助残实物帮困卡。组织残疾人培训

１４期，１０２０人次残疾人参训。完善残疾
人培训与就业联动机制，推荐１６２名残
疾人就业。投入１３９０５４万元，为４７２０３
人次（３８７１人）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投入３０２３４５万元，为１４６６０３人次
（１３１１０人）发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投入２５６８７万元，为１８９１１人次发放残
疾人交通补贴。

■环境保护　加快建设滨江宝山，着力提
高环境质量。全年环保投入资金６２９９
亿元，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项目 １０８
项、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项目１３０项。对各
类污染源环境监测６０６厂次，现场执法
１２７８批次，执法检查３６５３户次。区控废
水减排项目１５个，主要污染物ＣＯＤ减排
量５３７６吨、ＮＨ３－Ｎ减排量２３３吨；废
气减排项目６个，主要污染物ＳＯ２减排量
１８９４３吨、ＮＯＸ减排量１００７６吨。全年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优良率为
７３４％，其中主要污染物 ＰＭ２５年均浓
度为 ４２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１４３％，平均区域降尘量４６吨／平方公
里·月，比上年改善８０％。

全年清运生活垃圾３３０６万吨，“绿
色账户”激励机制覆盖３１万户。新建绿
地１２８５５公顷，其中公园绿地９０６１公
顷。至年末，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１１７
平方 米，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到

４３０％。完成４３公里绿道建设，新增立
体绿化３０１万平方米。完成高架桥柱
绿化６０根。创建命名林荫道１条。４座
公园实施延长开放，接待公园游客２６００

万人次以上。组织开展富有特色、形式

多样、深受市民欢迎的市民绿化节活动

２８次，约有１万（人次）市民参与。
全面提升区域水生态质量，完成

２２１条城乡中小河道治理，实现基本消
除黑臭河道的目标，居民的水环境满意

度、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增强。完成双

城路、?川路等１９４６公里污水二级管
网建设，完成各镇、园区污水二级管网建

设４０５公里，继续推进点污染源纳管，
完成既定１２５８个点源纳管计划，城镇污
水纳管率达到９３％。

■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　加强扬尘
污染防治工作。制定方案与管理办法，

明确施工现场各项措施和管理要求，明

确企业主体责任，形成长效机制；开展工

地、码头和混凝土搅拌站扬尘污染专项

整治活动，提高联合执法力度和处罚力

度，切实保护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推

进装配式建筑和ＢＩＭ技术发展工作。严
格落实出让地块的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

筑要求，加强建筑施工许可、日常监督和

竣工验收等环节的监管；积极搭建平台

推进ＢＩＭ技术在工程项目的应用，组织
协调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船舶交通管理

中心项目申报市 ＢＩＭ试点（示范）项目，
以示范引领推进宝山区 ＢＩＭ技术发展。
以购买第三方服务的形式开展以大型机

械、模板和脚手架为主的专项检查，共检

查工地７４个，开具建筑工地各类整改单
８２４个。做好国务院安委会第七巡查组
巡查、第十督察组到宝山开展安全生产

督察检查、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大检

查第十八综合督查组来沪督查活动。

强化建设交通行业安全监管。开展

各类安全检查，加大处罚力度。共出动

各类执法人员１６４０１人次，开展检查活
动１４２０次，出动执法车辆２０９４辆次，巡
逻艇２３２８艘次。检查企业 ２００７户，船
舶４０８４艘次（其中检查危品船舶４２艘
次）。行政立案１４８１起，行政处罚（含一
般程序和简易处罚）８３９起，处罚金额
７６６８８万元。

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全年生产

安全死亡事故１９起，死亡１９人；道路交
通事故９９起，造成７２人死亡，财产损失
２０５５万元；火灾事故２６９起，造成４人
死亡，财产损失２４３０１万元。

注：摘自《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为初步统计

数，增加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

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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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编辑　谭雪明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７年是中共十九大、市第十
一次党代会召开之年，是全面落实宝山

区第七次党代会部署的开局之年，也是

深入实施区“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

宝山区委践行新发展理念，围绕“两区一

体化升级版”（把宝山建设成为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承载区、城市功能

转型的最佳实践区，迈向更高水平的城

乡一体化）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依靠全区

干部群众发扬“只争朝夕、敢为人先、求

真务实、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拼搏精

神，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

大工作，党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迈上新

台阶。年内通过国家卫生区复评审和全

国健康促进区评审。张庙街道获 ２０１７
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后工业景观

示范园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奖”。区

垃圾分类“黄马夹”专管员队伍获中国

城市环境卫生创新银奖。罗泾镇塘湾

村、海星村成功创建上海市美丽乡村示

范村。农技推广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

奖。宝山居民林庆凡荣登“中国好人

榜”。月浦镇获评全国文明镇，月浦镇聚

源桥村和罗泾镇塘湾村获评全国文明

村，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获评全国文

明单位。

■提升经济规模和质量效益　加快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经济创新力和

竞争力。全年完成增加值１１４７４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６５％；完成税收总收入
４７０７亿元，增长２９２％；完成区地方财
政收入１５１１亿元，增长１０８％；完成工
业总产值１４２５９亿元，增长１０２％；完
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６６６７亿元，增
长３８％；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７９亿元，
增长１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９１％。打造上海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
建成超导、石墨烯、３Ｄ打印、物联网等一

批功能型平台，超导电缆产业化项目投

产，长三角石墨烯联盟加快筹建，工信部

授牌全国首家“中国３Ｄ打印文化博物
馆”开馆运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型燃

气轮机项目落户宝山。加快建设“环上

大科技创新圈”，推动建设上大—宝山军

民融合产业园。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７０
家，总数达３２０家，科技小巨人企业达６０
家，复控华龙等１０个项目获“上海市科
技进步奖”。新建３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总数达１８家。３２个项目获市高新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认定。新建吴淞口创业

园、石墨烯应用科技孵化园２家市级专
业化众创空间，总数达１８家、面积１６８
万平方米。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初

步形成以邮轮经济为龙头，以新材料、智

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 ＋”
平台经济、创意产业等为重点的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产业体系。

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集中启动总投

资近３００亿元的２０个重点产业项目，克
来机电、屹丰汽车等项目实现竣工，富驰

高科（一期）、华伟技术等１８个项目顺利
开工。依托轨道交通１、３、７号线，建设
一号创新带、三号创业带、七号创意带，

共建成８８个规模型服务业载体、面积近
６００万平方米，集聚欧冶云商、上海钢联
等近２万家“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企业。依托上海钢银电商

平台、上海钢铁交易中心，建成全国最大

的钢铁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宝山成为全

国钢铁电商平台交易集聚高地，平台交

易量、交易金额约占全国规模以上钢铁

电商平台总开票量的三分之一。深化

“区企合作”，与金桥集团合作建设上海

北郊未来产业园，先行区首期１２２公顷
（１８３亩）项目开工；与临港集团合作建
设的城市工业园区“科技绿洲”和高境

“科创小镇”新业坊二期项目年内开工；

与临港集团、博泰集团联手打造国家级

车联网产业集群。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发

那科（三期）、鑫燕隆等一批机器人项目

加快集聚。加大结构调整力度，调整盘

活太平洋机电、科洛尼金属等２６个工业
园区低效地块，完成５６公顷集建区外减
量化任务，腾出土地８０公顷（１２００亩）。
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比上年下降

６４２％。推动区域经济统筹，实行招商
机制、规划布局、资源要素、准入评估、政

策服务、投资队伍“六个统筹”，严把土

地供应和产业准入关，建立区、镇两级投

资促进中心，制定产业项目准入评估办

法和产业负面清单。修订出台新一轮支

持产业发展“１＋９”政策，全年扶持资金
２８８亿元，扶持项目８３３个。推进国资
国企战略板块布局调整，推动新宝山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综合改革，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率保持在１０％以上，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益提升至 ３０％。深化“放管
服”改革，建立跨部门企业准入“单一窗

口”制度和全市首个“证照同办”窗口。

首创并推广“容缺”受理机制，行政审批

目录由６２４项变更为５８１项，内外资企
业办事时间均缩短为５个工作日，建管
审批时间１３５天，缩短三分之一。强化
事中事后监管，梳理形成１１４项监管事
项，事中事后监管平台入选全市第一批

自主改革创新经验案例。推行“互联网

＋政务服务”，行政审批事项１００％进入
网上政务大厅。

■推进重点板块转型　深化拓展邮轮滨
江带。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全年接靠邮轮

４６６艘次、出入境旅客２９２万人次，稳居
中国第一位、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

邮轮港后续工程基本建成，加快建设海

事交管中心等项目。与招商局集团合作

共建上海邮轮城，开工建设临江商业商

务中心。打造邮轮经济上下游全产业

链，上游与中船集团合作加快延伸发展

本土豪华邮轮设计建造，国内首支邮轮

产业基金落户宝山，首期募集３０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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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打造邮轮总部基地，成功引进中船

集艾、地中海船舶管理等１３家企业，累
计引进邮轮相关企业５０家；下游创新拓
展邮轮服务，创新推出“邮轮便捷通关条

形码”，游客自助通关率４０％，中国籍游
客再入境通关查验由平均 １５秒减为 ３
秒，达世界领先水平。实现国际邮轮船

供零突破，完成２０个航次７６个国际货
柜供船业务。创新口岸监管模式，试行

“混合验放”和“邮轮船票”制度。中日

合作成功打造具有“境内下单，境外提

货”功能的邮轮旅游跨境交易平台。成

功举办“一带一路”与邮轮经济发展专

题座谈会、上海邮轮旅游节、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
太国际邮轮大会等重大主题活动。加快

开发南大生态区。推动征收补偿、规划

提标、平台搭建、机制创新等工作，加快

央企、市属国有企业征收补偿，６８个央、
市属国有企业权证地块，完成５８个地块
征收签约，集体土地和居农民征收签约

率分别达 ９９８％和 ９２％。推进配套项
目建设，建成文海南路等２条道路、１个
社区服务中心以及１家医院，完成３０公
顷绿地建设，加快推进学校、菜场等１５
个市政公建配套项目。加快智能交通、

绿色建筑、海绵城市、共通管廊等建设，

围绕轨道交通１５号线２个站点功能定
位，启动控详规划局部调整，加快建设南

大未来生态智慧城。加强与临港、地产、

申通等集团战略合作，建立创新开发体

制机制。推动吴淞工业区转型开发，按

照成为“上海面向未来城市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的战略要求，打

造吴淞创新城。深化吴淞工业区功能定

位研究，形成以产业为主导的吴淞城市

副中心。组织完成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

战略规划和工业遗存保护规划，加快完

成结构规划编制和报批，开展先行启动

区部分单元控详规划以及?藻浜沿线功

能定位研究。启动先行项目，吴淞科技

园、中成智谷等１１个项目建成投用，上
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上海国际能源创

新中心、上海建筑设计产业基地、中国宝

武特钢及不锈钢地块等８个项目加快转
型。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多元投

资、合作共赢”的开发理念，与中国宝武、

招商局集团合作，探索建立区域性一级

平台公司，确定转型实施主体，共建美好

城市生活的创新实践区。推进新城镇建

设及老镇旧区改造，初步建成顾村、罗店

大居城市框架，竣工交付５３５万平方米
市属保障性住房，与地产集团、上实集团

共同推进８３平方公里人居典范和产城

融合样板的“新顾城”建设。顾村老集

镇、杨行老集镇等６个“城中村”改造基
本完成动迁工作，康家村成为全市首个

“城中村”规划调整落地后正式开工的

项目。

■完善社会治理格局　坚持党建带群建
促社建，优化升级基层党建工作品

牌———“红帆港”，在街镇园区、村居、重

大项目工地、“两新”组织建成７４３个党
建服务站点，推动党的服务功能向楼组、

村宅、园区、楼宇等延伸，组建１８５人的
工建、团建服务党建指导员队伍，打造覆

盖更广、功能更强、理念更新的党群一体

化服务枢纽平台。推进住宅小区综合治

理，先行完成张庙街道５平方公里、１９５０
年代建造的３３个工人新村综合治理，实
现小区旧貌换新颜，１８万名百姓受益，
获２０１７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在全
区７４０个小区全面开展“创宜居宝山，建
美好家园”活动，安排财政资金１１４亿
元，重点做好２０００年以前竣工的３５２个
老旧小区的综合治理工作。因地制宜推

行“一小区一方案”，完成８５４万平方米
二次供水设施改造、８０万平方米住宅修
缮、１４４３户在外过渡动迁居民安置、１０
万平方米老旧住房安全隐患处置等一系

列实事工程。建设“自治、共治、德治、法

治”四治一体家园，创新推出党建引领社

会治理网上平台“社区通”，全区５５０个
居村委（含筹建）实现全覆盖，超过４２万
名居村民（３２万户家庭）实名加入，４万
余名党员在网上亮身份、做表率，４３９名
社区民警全部上线，“警民直通车”“物

业之窗”“家庭医生”版块启动试点。

“社区通”全员交流互动１１５７万人次，解
决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３２万余个，成
为基于“互联网 ＋”的党建新阵地、服务
新平台、全民微社区。发挥社会组织作

用，社会组织总数从２０１２年４６０家发展
到６２５家。设立 ２０００万元社区公益服
务扶持引导资金，年均扶持近百个优秀

社区公益项目，服务居民近５０万人次。
实施“班长工程”，开展基层党支部书记

集中轮训，建立 １４家书记工作室和 ３３
个街镇级村居书记实训基地，按照不少

于１∶２的比例，建立居村党组织书记队
伍“蓄水池”，全区就业年龄段居民区书

记进 事 业 编 制 １６６人，占 总 人 数
５３５５％。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服务，突
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实效导向，涌现

出高境镇“一居一品”、友谊路街道“谊

家党建五福同心”等为民服务品牌。发

挥“网格化 ＋”综合平台作用，开展“网
格达标”创建和“星级管理网格”创优，

探索建立网格化常态长效监管模式，受

理网格案件５３８１９９件，结案率９９９８％，
及时率 ９７６２％。优化“镇管社区”模
式，做实基本管理单元，在具备“准单

元”特征的区域实行分片管理，创新实施

“面对面工作法”，形成“心连心诊室”

“夜间错峰停车”“爱心大家帮”等一批

服务项目，服务覆盖４０平方公里、５４万
名市民。提升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推进

区级网上政务大厅、区行政服务中心统

一受办理系统、区电子政务云、公共安全

视频监控共享平台等一批智慧城市重大

项目建设。推进涵盖人口、法人、空间地

理和产业经济等四大基础数据库升级改

造。完成市政府实事项目“面向市民的

一站式‘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建设。实现全区家庭宽带用户平均接入

速率提升至 ７０Ｍｂ／ｓ。宝山区智慧城市
整体发展水平位列全市郊区第一位。保

障城市运行安全有序，全面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聚焦

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地区，开展生

产、消防等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严格落实

挂牌督办和“黑名单”制度。创建“市民

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开展高风险餐饮

单位“夜鹰 ＋双随机”检查，累计检查
５４４万户次，监督覆盖率３８２１％，探索
建立全区食品冷链储运智能管理系统，

对４５家高风险食品生产企业和餐饮单
位“远程监控”。在全市率先启动食品

安全“守信超市”创建活动。深化交通

违法行为大整治，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２１７万余起，对辖区１７条主要道路实施
大货车禁行和高峰禁货措施。推进智能

交通三期项目建设，探索“宝山道路交通

实时监控指挥系统”，完成１２８０套交通
“电子警察”建设。深化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推进“平安宝山智联网”和

“雪亮工程”建设，１２个街镇园区、４０７个
村居综治信息系统、５０００多个视频监控
探头接入区综治信息中心平台，实现联

网 运 行。报 警 类 １１０比 上 年 下 降
２９４％。深化“大调解”工作机制，受理
各类矛盾纠纷调解１１１３９件，调解成功
率９８８６％。全区信访总量比上年下降
５７％，初次信访新增重复率控制在
２６５％以内，一批突出信访矛盾得到
化解。

■改善城乡环境风貌　优化绿色生态环
境，年内新建绿地１２８６公顷，城市绿道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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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公里，立体绿化３万平方米，新增公
园绿地７座，完成１８１３公顷（２７２亩）
林地建设。基本建成“一环、五园、六脉、

多点”（“一环”，指环区绿色生态步道；

“五园”，指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顾村公园、庙行公园、白鹭公园、白沙中

央公园；“六脉”，指构成自南向北的外

环、郊环防护景观隔离带和宝山工业园

区景观隔离带，自西向东的外环切线护

城隔离带、绿心沿线沪太路东侧南北延

伸景观林带和?川路两侧生态防护隔离

带等“三纵三横”６条生态廊道；“多点”，
指供居民健身休憩的多点式社区公共绿

地）绿地框架，全区绿地面积５４６１公顷，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１２平方米，森林覆盖
率１６２％，超出全市平均水平。吴淞炮
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创建为国家级湿地公

园；顾村公园连续７年成功举办“上海樱
花节”，单日最高客流１８８万人次，再次
刷新全市游园纪录。后工业景观示范园

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奖”。完成中央

环保督察整改任务，率先完成４８７７个违
法违规建设项目的清理整治。完成第六

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５１个项目任务和
首轮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１０４个项目任
务，全区 ７７个水质断面达标率为
５９７％，比上年上升 ５７６％；降尘量、
ＰＭ２５浓度分别下降９８％、１４６％。垃
圾分类“黄马夹”专管员队伍获中国城

市环境卫生创新银奖。“五违”（违法用

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和违

法居住）整治走在全市前列，累计拆违

１５６３８万平方米，位列全市第２位，清理
违法用地 ２４０９４公顷（３６１４１亩），整
治违法排污企业６３５家，取缔违法经营
户１２０２家，清退违法居住人口 ３７９８２
人，消除安全隐患１８７８处。完成５３６个
驻区部队停止有偿服务项目。创新运用

“网格化＋”等管理手段，落实“五违”增
量“零报告”制度。推进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处置中心项目建设，新建三处“五

违”整治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日处

理量达 ４０００吨以上，资源化利用率达
９０％。落实“河长制”，确定４７０名三级
河长，实现全区河湖水体全覆盖，启用

“河长微信直通车”，及时处置难点问

题，完成２２１条段２１４公里黑臭河道综
合整治任务。创立“板块治理、色块管

理”模式，完成河道两岸拆违１９５万平方
米，完成率１０３４％。“１＋１２”河道考核
断面实现动态达标，达标率１４４％，其中
国考断面练祁河?川路桥水质由劣Ⅴ类
提高到Ⅲ类，河道整治公众满意率９０％

以上。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市级快速路

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Ｓ７公路顾村段完成腾
地，Ｇ１５０１Ａ段完成与上港瑞泰划拨协议
签约，江杨北路绿地搬迁完成。重点基

建国考项目泰和污水厂正式开工，完成

区城市规划展示馆竣工验收。轨道交通

１５号线丰翔路站、锦秋路站、顾村公园
站完成交地，南大路站富扬浴室、新大化

工厂等完成腾地，轨道交通１８号线长江
南路站临时公交枢纽建成启用。大居外

配套道路沪太路交叉口正式贯通，祁连

山路北段（锦秋路 －塘祁路）启动绿化
搬迁。罗店大居２０条道路部分完工、５
所学校及１个社区服务中心全部完成临
时移交接管。新建６条微循环道路，新
辟１３条公交线路，新增９个共享停车场
和４２０个共享泊位，地区主要道路平均
拥堵指数１３４，比上年下降００５。统筹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聚焦城乡空间布

局、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社会治理等六大方面，分解落实

２０项重点工作，具体细化到５８项指标，
打造“６５８”升级版的城乡发展一体化。
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罗泾镇塘湾村、海星

村成功创建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６
个村完成区级示范村验收，全区休闲农

业景点累计接待游客５７万人次。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技推广获全

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村承包地确权工

作率先通过市级验收，９４个完成产权制
度改革的村落实分账管理，“村经委托镇

管”效应日益显现。

■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启动“满意１００”
人才集聚工程，相继出台创业扶持“新８
条”等政策，新增就业岗位２０７５７个，８３０
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帮扶引领创

业人数６６３人（青年大学生３８０人），城
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２８３万人以内，
“就业困难人员”按时安置率达 １００％。
实施“１＋７”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政策
体系，新征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率达

１００％。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城乡居民
月基础养老金增幅分别达 １８４％和
１３３％。开展实施残疾人交通补贴。优
化养老服务体系，新建２家养老机构，新
增养老床位５７１张。完成７家养老机构
设置医疗机构、１９个社区睦邻点建设；
新建４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４家长
者照护之家、４家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建
成９个老年宜居社区。养老机构、社区
托养机构与医疗机构服务签约率均达到

１００％。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安置在外过

渡动迁居民１５００户，清理整顿２７个“类
住宅”项目。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全年新

开办９所学校。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
学，新建吴淞、长江路２个教育集团，推
进行知、上大、罗店教育集团内涵式发

展，加快优质资源共享。公办高中高考

达线率达９２４％，比上年提高８个百分
点，创历史新高。推进“有品质幼儿园”

创建、“新优质学校”集群发展和“特色

高中”建设，组建公办民办幼儿园共同

体，小天鹅、七色花、徐悲鸿等３所市示
范园通过市级复验。推进职业教育“现

代学徒制”试点、终身教育“乐学宝山”

品牌建设，完成２０个社会学习点建设申
报，推进１００个学习点师资配送。推进
体教结合，组织专业教练进校园、阳光体

育大联赛等活动，扶持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探索学校、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

青少年健身模式和联动机制。全区师生

获国际级奖项９个、国家级奖项９３个、
市级奖项４１２个。推动健康城区建设，
深化医疗体制改革，通过国家卫生区复

评审和全国健康促进区评审。全面取消

公立医院药品加成，与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合作共建“肿瘤专科医联体”，启

动“宝山 －新华”儿科医联体首家试点
医院建设，联合华山、市一、曙光、市九、

同济等市级优质医疗资源，全区累计成

立７大医疗联合体。区内１７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全面推进社区综合改革，逐

步建立目标明晰、标准明确、科学运行、

资源整合、竞争开放的社区卫生服务平

台，完成“１＋１＋１”医疗机构组合签约人
数２８４３万人，位列全市第 ２位。完成
区人口健康信息网基础设施及区健康档

案管理信息平台升级建设。加快提升城

市文化软实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开展第二届“宝山好人”主题

活动，宝山居民林庆凡荣登“中国好人

榜”，倪军获评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精神文
明好人好事，罗泾镇顾国明家庭、大场镇

倪军家庭获评２０１７年全国“最美家庭”。
弘扬志愿精神，在全市率先成立“宝山区

志愿服务联盟”，首批１９３个志愿服务项
目通过线上线下同时发布，开展各类志

愿服务１７万场次，志愿服务人数达１６
万人次，服务群众近１００万人次。通过
上海市文明城区复评，月浦镇获评全国

文明镇，月浦镇聚源桥村和罗泾镇塘湾

村获评全国文明村，宝山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获评全国文明单位。满足广大群众

文化生活需求，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等１８项大奖的《挑山女人》在全国各地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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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巡演 ５年，并完成改编电影拍摄。
全年共举办各类文化服务活动１４６万
余场，吸引参与市民逾２２２万人次，分别
比上年增长２０％和１９％。搭建“宝山大
剧荟”交流平台，主动对接、成功引进话

剧《大清相国》、芭蕾舞剧《简爱》、京剧

《曹操与杨修》、昆剧《南柯记》《邯郸

记》、歌剧《蝙蝠》、评弹《林徽因》、滑稽

戏《乌鸦与麻雀》等全国和全市精品力

作。设立文化事业和文创产业“两个

３０００万”资金，举办 ２００场市民艺术修
身导赏计划，成功创建“国家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升级打造“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国标舞奥运会”———黑池舞蹈

节登陆宝山。推进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二期、宝山城市规划馆等重点文体项目

建设，新增文化设施７个，全区公共文化
设施总面积达３６３万平方米，人均面积
０１７９平方米。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水
平，新增体育设施面积１６２万平方米，
完成２５片社区公共运动场更新和宝山
体育中心修缮工程，新建１条健身步道
和３０个益智健身苑点。举办赛事活动
５００余场，参与人次近３０万。宝山体育
中心市民健身近５００万人次。推进“篮
球城”建设，与上海体育学院合作，形成

《宝山篮球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与

上海体育职业学院、大华集团再度携手，

扶持上海宝山大华女篮俱乐部发展。以

宝山籍运动员为主体的上海乒乓男队时

隔５２年为上海再夺全运会乒乓球男团
冠军。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结合深入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

展“喜迎十九大，相聚在党旗下———培

育选树宝山好党员、好支部”主题活动，

全年培树 １１９２名好党员、５１５个好支
部；做好“砥砺奋进的五年”主题宣传，

发挥激励、示范和导向作用，营造争先

创优的浓厚氛围。中共十九大召开后，

区委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组织落实两级中心

组学习，开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心得

交流体会。区委主要领导率先垂范，为

处级领导干部、老干部、非公企业职工

及工会干部等作专题报告。建立区、处

级单位两级宣讲团，明确由党组织书记

担任团长带头宣讲，在全区开展多形

式、分层次、全覆盖的集中宣讲活动，共

开展１０００余场基层理论宣讲，覆盖听
众超过１０万人次，推进学习进企业、进
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

进网络、进楼宇。发挥区委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区委

常委会自身建设，健全区委专题会议深

入研究、书记会充分酝酿、常委会集体

民主决策以及全委会决策和监督机制，

全年召开区委专题会２０次、书记会５４
次、常委会 ４７次。统筹做好党领导下
的各项工作，发挥人民团体特别是工青

妇等组织作用，深化第一批群团改革，

第二批全面推开。顾村非公企业工会

改革经验向全国推广。加强党管武装

和“双拥”创建，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

“八连冠”。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支持法

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检察权。做好老干部、党校、社会主义

学院、档案、史志、机要保密等工作，加

强民族、宗教、侨务、对台、对口支援等

工作。加强思想理论武装，接受市委关

于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督查。

通过新华社客户端、上海发布等媒体向

全球发布宝山城市形象片《北上海变奏

曲》，４８小时浏览量突破 １００万人次。
在市级以上媒体组织刊发报道１９００余
篇（条），数量与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全

面建成“两微一端一网”（官方微博、微

信、新闻客户端和门户网站）新媒体格

局，在全市率先建立区级政务新媒体矩

阵和自媒体联盟。深化区委中心组学

习教育，组织专题学习 ２５场次。以纪
念建党９６周年活动为契机，举行纪念
建党９６周年座谈会、区委书记专题党
课、“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主

题党日、基层党建优秀案例征集、“找找

我身边的好党员、好支部”征文活动、摄

影成果展、红色电影党课、推荐一批党

史书籍、组织一轮主题宣讲活动、推出

一组宣传报道等“十个一”系列活动。

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选

优配强处级领导班子，２０１７年调整干部
１９９人次，其中提拔５５人次，交流４０人
次。加强年轻干部选拔使用，年内提拔

１９７０年后处级干部２４人次，占提拔干
部总数的 ４３６％。累计调整干部 ５９７
人次，其中提拔１９７０年后处级干部１０２
人次，占提拔干部总数的４９５％。开展
新一轮年轻干部调研，形成５１５人的区
年轻干部库、３３９人的国资和教育卫生
系统年轻干部库、１５４人的党外年轻干
部库，遴选８０名优秀年轻干部到基层一
线和“三重”（重点工作、重大项目、重要

部门）岗位参加实践锻炼。举办１７期各
类主体培训班次，调训处科级干部１９００
余人次，深化推进区领军人才、第八批拔

尖人才和青年尖子培养计划。完善区、

街镇、居村三级区域化党建体系，完善区

域化党建理事会运作机制，新成立物业、

科技２家专业委员会。项目化推进资源
与需求有效对接，梳理出资源清单 １５２
条、需求清单１４４条，确定区级重点党建
工作项目１３８个，７２５个区域化党建项目
在基层落地开花。加强党的组织覆盖和

工作覆盖，新建 ５６家“两新”组织党组
织，全区各级“两新”组织党组织达８１８
个，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 ７３％，完善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责任体系，社会组织

党组织覆盖率６９％。探索网格化党建，
初步划分党建网格１００个，实现联系服
务群众“零距离”。加强街镇社区党建

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出街镇社区党

建服务中心菜单式服务手册，为基层党

组织和党员提供精准、简便、有效服务。

创设“相约宝山·党徽闪耀”八大系列

主题党日活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

借鉴的组织生活模板。推进社区党建服

务中心有形阵地和服务功能向重大板

块、重点领域等延伸，为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发挥作用提供指导与服务。命名 ５２
个区级党支部建设示范点。开展“岗位

建新功，党员见行动”活动，在窗口单位

和服务行业设置党员示范岗７１７个、党
员先锋岗４２２个，党员责任区３７７个，推
进“三亮三比三评”（“三亮”即亮身份、

亮承诺、亮标准；“三比”即比技能、比业

绩、比作风；“三评”即自评、群众评、领

导评）活动，建立“服务之星”排行榜等

工作机制。统筹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优

化人才服务环境，开展中央及上海“千人

计划”等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的推荐申

报等工作，做好区领军人才、第八批拔尖

人才和青年尖子考核与服务管理工作。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启动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深化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风险清单、任务清单、监督清单

“三项清单”制度，实现全区科级以上干

部全覆盖，共梳理责任风险清单 ７０２３
条、防范措施 １８５万条。推动全区 ７４
个处级单位、６５５名区管干部廉政档案
建设全覆盖，深化廉政风险抄告制度，编

报《告知单》《专报》２６期。全区各级纪
检监察组织受理信访举报４０３件次，处
理问题线索２９８件，立案１２０件，结案９９
件，给予党政纪处分１０６人次，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９人。对７７家基层单位开展
三轮专项巡查，加大制度建设、教育预

防、问题处理等力度，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１８个，处理相关责任人２８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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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强化“一案双查”，形成知责、履责、

督责、述责、问责工作闭环，推动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完成三轮１３家
单位巡察、对１０家单位开展“回头看”，
共向被巡察单位提出巡察建议８２条，移
送问题线索２２件。 （周起雷）

区委全会
■七届区委三次全会　３月２２日，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过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

宝山区代表会议的决议》，确定宝山区出

席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区委委员３２名、
候补委员７名参加会议。区委书记汪泓
主持会议。

■七届区委四次全会　７月 ２４日 ～２５
日，在区委党校召开。７月 ２４日下午，
在区委党校报告厅，举行全会第一次大

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讲话。区领导周志

军、杜松全、王晓诚、朱礼福、沈伟民、苏

平、李峻、袁罡等出席大会。随后区委委

员、候补委员进行分组讨论，审议《中共

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

会议决议（草案）》。７月２５日上午，在
区委党校报告厅，召开全会第二次大会。

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

七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区

领导周志军、杜松全、王晓诚、朱礼福、沈

伟民、苏平、李峻、袁罡等出席大会。

（周起雷）

重大决策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　根
据国务院颁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及《关于建立上海市河道水环境

治理领导责任制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

区委研究制定《关于宝山区全面推行河

长制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于２月 ２８日印发各单位。《实
施方案》共有 ７项内容，主要是指导思
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河长设置、职责

分工、主要任务与工作措施。

■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行动方
案　根据《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上海
市食品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上海

市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行动方

案》有关要求，区委研究制定《宝山区建

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行动方案》”），于 ３月 ２１
日印发各单位。《行动方案》共有７项内
容，主要是指导思想、主要目标、评价标

准、主要任务、组织领导、实施步骤与工

作要求。

■关于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建设改革
方案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
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加强基层

工会建设的经验做法〉的通知》有关要

求，区委研究制定《上海市宝山区关于加

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建设的改革方案》

（以下简称“《改革方案》”），于 ３月 ２８
日印发各单位。《改革方案》共有４项内
容，主要是指导思想和目标原则、主要任

务、工作安排与工作要求。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意见　根
据市委、市政府目标要求，结合宝山实

际，区委研究制定《宝山区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于 ４月 １７日印发各单位。
《实施意见》共有３项内容，主要是总体
要求、重点任务与实施机制。

■宝山邮轮滨江带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
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安排　结合宝山实际，
区委研究制定《宝山邮轮滨江带开发建

设和产业发展 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安排》
（以下简称“《工作安排》”），于 ４月 ２４
日印发各单位。《工作安排》共有４项内
容，主要是聚焦功能提升，打造世界一流

国际邮轮港；坚持规划引领，提升邮轮滨

江带发展规划；着力平台搭建，推进邮轮

产业链延伸发展。

■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施意见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的意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贯

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
区委研究制定《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于７月 ２６日印发各单位。《实
施意见》共有 ４项内容，主要是总体要
求、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２０１７年～２０２１年区年轻干部培养工
作规划　根据中央、市委有关要求，结合
宝山实际，区委研究制定《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宝山区年轻干部培养工作规划》（以

下简称“《工作规划》”），于８月３１日印
发各单位。《工作规划》共有３项内容，
主要是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主要措施

与保障机制。

■关于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若干
意见　根据中央、市委有关要求，结合宝
山实际，区委研究制定《关于宝山区加快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若干意见》”），于９月２２日印
发各单位。《若干意见》共有５项内容，
主要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

重点工作和实施保障。

■关于区域统筹的实施意见（试行）　根
据中央、市委有关要求，区委研究制定

《宝山区关于区域统筹的实施意见（试

行）》（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于 １０
月１３日印发各单位。《实施意见》共有５
项内容，主要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

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
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方案＞的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的决定、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

《上海市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区委研究制定

《宝山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于１２月２０日印发各单位。《实
施方案》共有 ５项内容，主要是总体要
求、改革目标、试点任务、实施步骤和责

任分工。

■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
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大调研实施方案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上海要当好全国

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要

求，围绕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区第七次

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区委研究制定

《关于在全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勇当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大调研

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于１２月２９日印发各单位。《实
施方案》共有 ７项内容，主要是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组织领导、调研主体和对

象、调研制度、时间安排与工作要求。

（周起雷）

１４

重要会议



重要会议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区安委会全体
（扩大）会议　１月３日，在区机关办公
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

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

会议，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通报 ２０１６
年度安全生产工作情况、部署２０１７年度
安全生产主要工作。区领导陈云彬、王

益群出席会议。与会人员观看《宝山区

２０１６年安全生产事故警示片》，区教育
局、区民政局、杨行镇、高境镇作交流发

言，部分单位主要领导与区政府签订责

任书并递交承诺书。

■经济工作会议　１月 ７日，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上午，召开第一

次会议。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部署２０１７年宝山经
济工作。区发展改革委、区经委、区商务

委、区建设交通委、区滨江委、区财政局、

区税务分局、区规划土地局、区吴淞转型

办、区南大指挥部作交流发言。下午，召

开第二次会议。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

议。各镇、园区作交流发言。区领导周

志军、夏雨、周德勋、苏平、袁罡、陈筱洁、

陈云彬、王益群、吕鸣、李存贵、黄辉、孙

晓风出席会议。

■政法综治、信访稳定暨平安建设大会
　３月１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
堂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作政法综

治工作报告，副区长陈云彬总结部署

２０１７年信访工作，副区长、区公安分局
局长黄辉宣读２０１６年度市、区“平安示
范城区”“平安示范社区”“平安示范单

位”等命名表彰决定。区委、区政府与各

街镇、园区签订“信访工作目标责任

书”。区领导李萍、丁大恒，区法院院长

王国新，区检察院检察长贺卫出席会议。

■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暨建设市民满
意的食品安全城区动员（视频）大会　３
月２２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市食药安委副主任、市食药安办主

任、市食药监局局长阎祖强，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少军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萍、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区委副书记周志

军、副区长陈云彬出席会议。副区长陈

云彬总结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工作情况并部署 ２０１７年工作。淞
南镇、月浦市场监管所、上海汉康豆类食

品有限公司作交流发言。相关区食药安

委成员单位代表与区政府签订２０１７年
度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书。会议以视

频形式在全区各街镇园区设立１４个分
会场，分会场参会范围覆盖各街镇园区

食安办、职能部门及居村，与会人员达

８００人。

■卫生与健康大会　３月２４日，在区机
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

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出席会议并

讲话。副区长陈筱洁对国家卫生区复审

与建设全国健康促进区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对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爱国卫生和健
康促进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卫生计生委

系统“五好”班子和考核优秀单位及个

人进行表彰。

■非公企业工会改革启动大会暨顾村镇
非公企业工会改革试点经验推广大会　
３月２９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
召开。市总工会主席莫负春、区委书记

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周志

军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

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部署全区非

公企业工会改革工作。顾村镇党委介绍

顾村镇非公企业工会改革试点情况，杨

行镇党委、大场镇总工会和非公企业业

主代表作交流发言，区总工会和非公企

业工会主席代表作书面交流。市总工会

副主席何惠娟、市总工会秘书长宋钟蓓，

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李峻，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出

席会议。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大会
　４月５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
堂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

区委副书记周志军通报２０１６年创新社
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推进情况，部

署２０１７年工作。张庙街道、大场镇、区
民政局、月浦镇宝月尚园居民区作交流

发言。区领导李峻、袁罡、王丽燕、须华

威、王益群出席会议。

■组织工作会议　４月 ６日，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

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周志军传达全国

及上海市组织部长会议有关精神。区委

常委、组织部长李峻总结２０１６年全区组
织工作，部署２０１７年６个方面主要工作
任务。

■统战工作会议　４月 ６日，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

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周志军传达

全国、全市统战部长会议精神，区委常

委、区政协党组副书记、统战部长沈伟民

总结２０１６年全区统战工作、部署 ２０１７
年任务，副区长吕鸣通报２０１６年统战领
域获奖情况。区发展改革委、罗店镇、月

浦镇、淞南镇、吴淞街道、张庙街道６家
单位作书面交流。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代表会议　
４月１０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
召开。会议应出席代表３５０人，实际到
会代表 ３３１人。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
议，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会议议

题为选举宝山区出席中国共产党上海市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经过差额选

举，１６人当选为宝山区出席市第十一次
党代会代表。

■街镇园区、委办局党委书记二季度工
作例会　４月１９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出席会议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周志军部署创新社

会治理工作。区发展改革委、区水务局、

大场镇、顾村镇、杨行镇、罗店镇６家单
位作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

会议。

■“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　４月２８
日，在区广播电视台演播厅召开。市总

工会副主席何惠娟、区委书记汪泓出席

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为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奖班组颁奖，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萍为市五一劳动奖状、奖

章、工人先锋号获奖代表颁奖，区委副书

记周志军为区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工人

先锋号获奖代表颁奖，区委常委、宣传部

长朱礼福为区工会志愿者队伍授旗，区

委常委、副区长袁罡为工会会员卡特约

服务单位授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

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为职工文

体工作室授牌。市总工会副主席何惠

娟，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萍、周志军共

同启动“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

健康走之“明日宝山路”活动；全国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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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振祥为张志龙、程克文、徐红３家区劳
模创新工作室授牌。

■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工作
动员会　５月３１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周志军主持会议。区

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峻传达中央和市委

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党章党规、学

习近平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有关会议精神。杨行镇党委、

张庙街道党工委、区法院党组、上海长江

口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进行

交流发言。会议印发《关于宝山区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

实施方案》及６０项任务清单。

■街镇园区、部分委办局党委书记工作
例会　６月１４日，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讲话，区

委常委、副区长苏平总结经济发展总体

情况及部署下一步工作要求。月浦镇、

淞南镇、高境镇、罗泾镇、区发展改革委、

区国资委、区经委、区建交委、区规土局

等单位作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领导出

席会议。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６周年座谈会
　６月２８日，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

长范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书记汪

泓带领区四套班子领导及与会全体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并为１０家“党支部建设
示范点”代表授牌。大场镇党委副书记

朱爱华、张庙街道社区管理办公室主任

陈治毅、杨行镇天馨花园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傅丽丽、月浦镇宝月尚园联合党支

部书记庄燕、大场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胡清、罗店镇美罗家园佳翔苑居民区党

支部书记艾美莲、罗泾镇花红村党支部

书记沈惠龙、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

展有限公司港口运营总监徐红、宝山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党支部书记樊明

春、宝山区培智学校校长张洁华作交流

发言。区领导李萍、丁大恒、王晓诚、朱

礼福、沈伟民、苏平、李峻、袁罡、须华威、

王益群、黄辉、张晓静出席会议。

■年轻干部工作会议　６月３０日，在区
委党校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

议。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出席会议，区委

常委、组织部长李峻部署年轻干部培养

相关工作。会议对第一批年轻干部实践

锻炼基地进行授牌，向年轻干部导师颁

发聘书，并举行结对签约仪式。

■街镇园区、部分委办局党委书记工作
例会　７月４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
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周志军部署创新社会治

理、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区领导杜松全、

王晓诚、朱礼福、沈伟民、苏平、李峻、袁

罡、王丽燕、陈云彬、王益群、沈天柱出席

会议。

■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９月４
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

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周志军主持会议，区领导王晓诚、朱礼

福、苏平出席会议。区国资委党委、上海

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上海吴淞口

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宝绿园林绿化公司

党支部等单位作交流发言。

■机关党建工作会议　９月 ５日，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周志军

主持会议，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出席会

议。区委办公室机关党支部、区发展改

革委机关党支部、区规划土地局机关党

支部、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党支部、区市

场监管局机关党支部、区级机关党工委

等单位作交流发言。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
　９月７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
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

区委副书记周志军主持会议，区领导王

晓诚、朱礼福、袁罡、王丽燕出席会议。

友谊路街道党工委、张庙街道党工委、罗

店镇党委、顾村镇党委、区社会工作党

委、区建设交通委党委、区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党委作交流发言。

■区委学习讨论会　１２月２０日，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上午，区委

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周志军

作社会治理和基层党建工作专题报告，

区领导杜松全、李峻、袁罡、王丽燕发言，

区社建办、区民政局、月浦镇、友谊路街

道、罗泾镇、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作重

点发言。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下

午，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萍、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分别讲话。区

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 （周起雷）

重要活动
■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活动　１０月１８
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区委

中心组（扩大）学习会，集中收看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的报告电视直

播。区委中心组成员等出席会议。３０
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党员

负责干部大会。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

萍、丁大恒、周志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

议传达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八届中央七次全会、十九届中

央一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传达刘云山

关于对党章（修正案）的说明，传达韩正

１０月２８日在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和
１０月２９日在市党政主要负责干部会议
上的讲话精神。会议就全面深入学习宣

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提出

要求。

１１月８日，在区少年宫一楼剧院召
开宝山区离退休干部通报会。区委书记

汪泓传达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区委常

委、组织部长李峻主持会议。１６日，在
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举行宝山区

第１期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区委书记汪泓传

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区委副书

记周志军主持开班式。１７日，在区委党
校会议中心大礼堂，举行区委中心组学

习暨市委宣讲团宝山首场宣讲。上海市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原常务副院长奚洁人

教授作“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高举旗帜

团结奋进———深刻学习领会、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２２日，在
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党的十

九大报告系列宣讲，区委书记汪泓作十

九大报告专题解读。区领导李萍、丁大

恒、李峻以及区党代表、区人大代表、区

政协委员参加。

■中央部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９月
２日，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带队到宝山
调研，视察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和“盛世公

主号”邮轮。海关总署领导邹志武、张广

志、赵儒霞，上海海关领导高融昆、齐亚

洲，区领导汪泓、苏平、吕鸣陪同调研。

１５日，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原社长李
从军率队到宝山调研，先后视察吴淞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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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长江河口科技馆、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并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座谈会。新华社上海分社领

导姜微、季明，市交通委领导张林，区领

导汪泓、周志军、苏平陪同调研。

■市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１月 ２５
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尹弘，市政协

副主席蔡威等到宝山开展帮困送温暖活

动，先后视察庙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慰问困难家庭。市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徐枫，区领导汪泓、周志军、朱礼福

陪同慰问。

２月 １３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总工会主席洪浩，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莫负春等到顾村镇调研非公企业工会改

革试点工作。市总工会领导何惠娟、宋

钟蓓，区领导汪泓、周志军、王丽燕陪同

调研。１４日，副市长赵雯到宝山调研邮
轮旅游发展和知识产权工作，视察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并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

议室召开座谈会。区领导汪泓、范少军、

苏平、夏雨、王益群出席会议。

３月 １４日，市委常委、副市长周波
带队到宝山调研“五违四必”（违法用

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

居住“五违”必治，安全隐患必须消除、

违法无证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

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四必”先行）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先后察看部队

违建整治情况、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违建情况、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情况、中成

智谷园区，并在中成智谷会议室召开座

谈会。市政府副秘书长金兴明，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夏雨、苏平、袁罡、须华威、

陈云彬、吕鸣、卢建兵等陪同调研。１５
日，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廖国勋带队到宝

山调研，先后参观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

公园、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馆。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王晓诚陪

同调研。

４月 １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市委书记韩正率市有关部门到宝山调

研。先后视察大场镇联东石材市场转型

版块、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和上港十四区

整体转型开发项目，并在区机关办公大

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市委常委、市委

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诸葛宇杰，市委

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张道根，市委

副秘书长林龙斌，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

展改革委主任沈晓初，市住房城乡建设

管理委主任顾金山、市环保局局长张全、

市水务局局长白廷辉，区领导范少军、李

萍、丁大恒、周志军、杜松全、王晓诚、朱

礼福、沈伟民、苏平、李峻、袁罡、须华威、

陈云彬、王益群、黄辉、吕鸣出席会议。

２５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浩一行到
宝山调研，视察康存数据服务公司“乐付

宝”模式运作情况、永琪美容美发牡丹江

店预付卡发卡情况，并在区机关办公大

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区领导汪泓、周

志军、吕鸣陪同调研并参加座谈。

５月２４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
璀一行到上海大学宝山校区调研，先后

考察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文学院、无人艇

工程研究院、高品质特殊钢冶金与制备

国家重点实验室，并在上海大学召开座

谈会。区委书记汪泓陪同调研并参加

座谈。

６月 １９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姜平带队到宝山调研，实地察看沪太路

“停偿”整治现场、场中路沿线木材市场

和凯红市场。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袁

罡、卢建兵陪同调研。２０日，副市长时
光辉带队到宝山调研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实地察看南大村陈家宅、沪太路

３０７９弄和沪太石材市场“五违”整治地
块，并在区南大指挥部会议室召开座谈

会。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杜松全、袁罡、

陈云彬、黄辉、卢建兵出席会议。２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韩正，市

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市委副书记尹弘率

市相关部门领导到宝山视察“五违”整

治现场工作，先后视察南大路３７５号周
边、沪太路３０７９弄周边、沪太石材市场
等“五违”整治现场，并在上海宝山科技

园“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会议室召

开“补短板”综合治理现场会。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杜松全、朱礼福、袁罡、陈

云彬、黄辉、卢建兵出席会议。２９日，市
人大副主任姜斯宪、沙海林走访吴淞中

学，参观吴淞中学校史馆、道尔顿工坊，

并在吴淞中学会议室进行座谈交流。区

领导汪泓、李萍、陈筱洁出席会议。

８月１５日，副市长许昆林到宝山调
研，先后视察区行政服务中心、宝乐汇购

物中心、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实地查看宝

山区“放管服”改革、食品安全监管、邮

轮产业发展等工作，并在区机关办公大

楼会议室进行座谈交流。区领导汪泓、

范少军、李萍、陈云彬陪同调研并参加座

谈。２２日，副市长陈群到宝山调研，先
后视察零点广场、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

公园、长江河口科技馆和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并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进行

座谈交流。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苏平出

席会议。

９月１９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吴靖
平到宝山调研，先后视察张庙街道呼玛

二村、顾村镇智慧湾科创园、罗店大居美

罗家园佳翔苑，并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

议室召开座谈会。区领导汪泓、周志军、

李峻陪同调研并参加会议。

１０月１２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陈寅带队到宝山督查相关工作并调研

“三农”（农村、农业、农民）工作，在区机

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督察工作汇报

会。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杜松全、陈云

彬、黄辉，市禁毒办主任王石平出席会

议。随后视察金篮子新洁蔬果专业合作

社、罗泾沿江农业生态园，并在罗泾镇政

府会议室召开“三农”工作汇报会。市

农委主任张国坤，市禁毒办主任王石平，

区领导周志军、陈云彬出席会议。

１１月３０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
到宝山调研，先后视察上海超碳石墨烯

产业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钢联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并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副

市长时光辉，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肖贵玉，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周志军、苏

平、王益群出席会议。

１２月２６日，市委副书记尹弘到宝山
调研“社区通”工作，实地查看吴淞街道

吴淞新城居民区、张庙街道呼玛二村居

民区，并在张庙街道会议室召开座谈会。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

常委、副区长袁罡出席会议。友谊路街

道党工委、杨行镇党委、杨行镇天馨花园

党总支、庙行镇共康雅苑二居党支部作

交流发言。

■重大项目推进工作　１月 ５日，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区政府与软

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签约暨软通动力上海区域总部入驻

宝山签约仪式。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仪式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与软通

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天文介绍情况，并代表双方签约，高境

经济发展区与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签订集团上海区域总部入

驻合作框架协议，区领导王丽燕出席仪

式，副区长吕鸣主持仪式。１０日，在二
十冶集团会议室，举行区政府与中国二

十冶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中冶股份总裁张孟星、区委书记汪

泓、二十冶集团董事长张进贤分别讲话，

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介绍宝山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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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国企合作情况，二十冶集团党委书

记王英俊主持仪式并介绍合作协议主要

内容，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二十冶集

团总经理朱永贵、中冶上投建公司徐立

代表三方签约。区领导李萍、王丽燕、王

益群、吕鸣出席仪式。１８日，在世博大
道世博源会议室，举行区政府与百联集

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区

委书记汪泓，百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总裁叶永明分别讲话，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介绍宝山“十三五”规划发

展情况及与大型企业合作情况，百联集

团副总裁孙丰介绍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

容，副区长吕鸣与百联集团副总裁孙伟

代表双方签约。区领导苏平、袁罡、王益

群出席仪式。

３月２９日，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中
铁上海总部项目现场，举行重大产业项

目集中开工仪式。区领导汪泓、李萍、丁

大恒、苏平、吕鸣出席仪式。４月２６日，
在乾溪排水系统工地，举行“补短板、优

环境、促发展、建设生态型滨江新城区”

宝山区职工专项劳动竞赛誓师大会暨乾

溪新村排水系统新建工程项目开工仪

式。区领导周志军、王丽燕、王益群出席

活动。

５月１８日，在陈真路、锦秋路口举行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九年一贯制学校奠基

仪式。区领导汪泓、陈筱洁、吕鸣出席活

动并讲话。区领导王益群出席。２４日，
在农行上海市分行举行区政府与农行上

海分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区委书

记汪泓出席仪式并讲话，农行上海市分行

党委委员、副行长孙蔡明主持仪式，区领

导范少军、苏平、王益群、吕鸣出席仪式，

随后参观农行上海市分行史馆。２５日，
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与复旦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宝山区卫生计生委

肿瘤专科建设合作意向书签约仪式。区

委书记汪泓出席仪式并讲话，副区长陈筱

洁主持仪式，区卫计委主任李晓惠与复旦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李端树签订

协议，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委副书

记周志军，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郭

小毛、副院长吴炅等出席仪式并讲话。３１
日，在共康路、康宁路口举行“城中村”改

造启动暨康家村Ｓ－０１动迁安置房项目
开工仪式。市住建委副主任于福林，区委

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副区

长王益群，以及大华集团代表、康家村代

表出席活动并讲话，区领导李萍、丁大恒、

周志军、袁罡出席。

６月２７日，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举行“诺唯真喜悦号”国际邮轮首航

仪式。区领导汪泓、李萍、丁大恒、苏平、

王益群出席仪式。７月 ５日，在上海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丽星邮轮“处女星

号”国际邮轮首航仪式。区领导汪泓、苏

平出席仪式。６日，在上海大学乐乎新
楼大学厅，召开上海美术学院宝武不锈

钢院区落地推进会，随后在上海大学体

育馆举行文教结合共建上海美术学院签

约暨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发展研究院揭

牌仪式，区领导汪泓出席仪式。９日，在
“盛世公主号”国际邮轮，举行“盛世公

主号”邮轮首航仪式。区四套班子领导

出席仪式。２４日，在上海中设广场举行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

设广场竣工仪式。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出席仪式并讲话，中国机械设备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柏

与区委书记汪泓共同为中设科技园揭

牌，区领导苏平出席仪式。

９月２０日，上海国际邮轮港临江商
业商务中心奠基仪式在宝山滨江举行。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李建红出席仪式，区

委书记汪泓致辞并宣布奠基典礼开始，

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招商局集团副

总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

长孙承铭分别致辞。区领导苏平、王益

群出席仪式。

１１月 １日，在衡山北郊宾馆，举行
歌诗达邮轮新船启动仪式。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苏平、吕鸣出席仪式。１５
日，在陈广路１７９９号，举行宝山城市工
业园区动迁安置房小区启动仪式。区委

书记汪泓宣布动迁安置房小区建设启

动，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讲话。２３
日，在沪太路１８００号，举行百安居智慧
店开业庆典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区领

导汪泓、范少军、黄辉、吕鸣出席仪式。

１２月５日，在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科技楼签约厅，举行宝山区与中船集

团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活动。中船集团

总经理吴强主持活动并讲话，区委书记汪

泓讲话。区领导范少军、苏平出席活动。

宝山区与中船集团签署豪华邮轮产业战

略合作协议。８日，在富联路１５００号，举
行２０１７上海发那科成立２０周年暨新产
品新技术展示会活动。区委书记汪泓出

席活动并致辞。发那科株式会社会长稻

叶善治，市机器人协会会长戴柳，区领导

李萍、苏平出席活动。２６日，在区机关办
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政府、临港集团、上

海博泰打造国家级车联网产业集群与无

人驾驶商业应用示范基地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签约仪式，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苏

平、王益群、吕鸣出席仪式。２７日，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区政府与中国

银行上海市分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区委书记汪泓，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赵蓉出席仪式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仪式，区委常委、副

区长苏平和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

黄雪军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区

领导黄辉、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黄志

坚出席仪式。

■推进部队停止有偿服务工作　４月１１
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宝山

区驻区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推进

会。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杜松全、郭孝

喜、苏平、袁罡、陈云彬、卢建兵出席会

议。７月３１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召开大场机场周边部队停止有偿服

务攻坚整治工作动员会。区领导汪泓、

范少军、杜松全、苏平、袁罡、陈云彬、黄

辉出席会议。

８月２０日，区委书记汪泓带队实地
查看“停偿”工作整治现场，先后视察场

中路沿线、云峰钢材市场和长江南路

１８８号，并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全区部队“停偿”工作会议。区领导

范少军、周志军、杜松全、苏平、袁罡、陈

云彬、黄辉、卢建兵出席会议。２６日，区
委书记汪泓带队实地查看“停偿”工作

整治现场，先后视察凯红市场片区、卫岗

实业片区、舜枫龙木材市场片区、大场镇

老镇改造指挥部、杨行镇福人建材市场

和岭龙家具厂等地块，并在区机关办公

大楼会议室召开工作座谈。区领导范少

军、袁罡、陈云彬、黄辉、卢建兵出席

会议。

９月２日，区委书记汪泓率区有关
部门视察部队“停偿”工作，先后视察凯

红市场片区、卫岗实业片区、舜枫龙木

材市场片区、上海国泽商贸有限公司、

云之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同济支路一

号项目和海军训练基地周边项目，并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

大场镇、吴淞街道、区国资委、区新闻

办、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

执法局作工作汇报。区领导周志军、杜

松全、朱礼福、袁罡、陈云彬、黄辉、卢建

兵出席会议并讲话。９日，区领导汪泓、
周志军、袁罡、陈云彬、黄辉、卢建兵带

队实地查看场中路沿线部队“停偿”工

作，先后视察凯红市场片区、卫岗实业

片区、舜枫龙木材市场片区，并在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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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政府会议室召开座谈会。２９日，在某
部队会议室，召开大场机场周边“停偿”

攻坚整治军地联合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讲话。区领导周志

军、袁罡、陈云彬、黄辉出席会议。１１月
２３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黄辉、卢建
兵带队实地察看全区部队“停偿”工作，

先后视察凯红市场、海博、万通 ４Ｓ店、
舜枫龙木材市场。

■举行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春节团拜会　１
月２４日，在宝山宾馆举行。区委书记汪
泓致新年贺辞，上海大学党委书记罗宏

杰、上海警备区参谋长韩志凯少将分别

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团拜

会。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法院院长、区检

察院检察长、区人武部部长与驻沪、驻区

部队首长，市有关部门领导，宝钢集团、

上海大学有关领导，区内部市属企事业

单位、外资企业、协作企业代表，区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民

营企业代表，区离退休干部代表、军队离

退休老干部代表，辖区内金融系统、公共

事业等单位代表，市、区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等各界人士参加会议。

■举行２０１７宝山市民文化节启动仪式
暨“宝山大剧荟”开幕演出　２月２２日，
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举行。市文

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尤存，市剧协主

席杨绍林，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活动并

观看京剧《曹操与杨修》青春版演出。

■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１０７
周年表彰大会举行　３月 ６日，在宝山
实验学校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

并讲话。市妇联副主席翁文磊，区领导

袁罡、秦冰、张晓静出席会议。与会领导

为市、区三八红旗手（集体）、市“妇女之

家”示范点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区总工会、团区委领导，各街镇、园区、委

办局的分管领导，区妇联老领导，区妇联

六届执委，街镇妇联主席和园区、委办局

妇工委主任，区女性社会组织代表，区巾

帼宣讲团成员以及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

优秀女性和先进集体代表等４５０余人参
加会议。

■举办区处级干部“１＋７”专题培训班
开班动员暨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

班　３月２６日上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
心大礼堂，举行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处级干部

“１＋７”专题培训班开班动员。区委书
记汪泓作开班动员讲话，区委副书记、区

长范少军主持动员会，区委副书记周志

军宣读２０１６年度绩效考核表彰决定，主
席台领导为绩效考核先进颁奖。与会人

员共同观看专题片《２０１７我们合力奋
进》。下午，在区委党校讨论室进行分组

讨论，并在区委党校报告厅，举办区处级

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区委书记汪

泓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讲

话。区委、区政府与各镇、街道、园区签

订“２０１７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书”，
相关单位进行表态发言。

■区技能人才培养总结表彰大会举行　
３月３０日，在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市就业促进中心主任张得志共同

主持宝山区第二批技能人才培养“双百

计划”（资助优秀技能团队１００个、首席
技能人才１００名，分３批实施）遴选工作
启动仪式。区委书记汪泓和市就业促进

中心主任张得志分别致辞。区领导周志

军、袁罡、周德勋、王丽燕出席会议。会

上，对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技能竞赛活动中
获奖的选手、团体代表以及获得区职业

技能培训先进和鼓励荣誉称号的机构代

表进行颁奖表彰，对６家“双百计划”优
秀技能团队代表和６名首席技能人才代
表进行授牌。同时，对部分技能项目进

行展示。

■国家土地例行督察进驻会召开　４月
７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７年度国家土地例行督察进驻会。
国土资源部上海督察局巡视员、副专员

徐建新，处长白晓冬，区委书记汪泓，区

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副区长王益群出

席会议。徐建新通报例行督察工作的目

标任务、主要内容、时间安排及工作要

求。范少军代表宝山区区委、区政府对

上海督察局到宝山开展督查表示欢迎。

副区长王益群介绍宝山区土地利用和管

理工作情况。

■乐创青春·上海市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集中服务行动暨上海大学“彩虹计划”

启动仪式举行　４月２６日，在上海大学
体育馆举行。副市长时光辉、市政府副

秘书长俞北华、市人保局副局长张岚，团

市委书记徐未晚、副书记王宇，上海大学

校长金东寒、市就促中心主任张德志，区

领导汪泓、袁罡出席活动。

■参观“逐梦新时代·上海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大型主题展览　５月１８日，举行
区委中心组（扩大）学习，到上海展览中

心参观“逐梦新时代·上海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大型主题展览。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李萍、丁大恒、张静、杜松全、王晓诚、

朱礼福、苏平、郭孝喜、秦冰、须华威、陈

筱洁、陈云彬、王兆钢、李岚、孙晓风、区

法院院长王国新、区人武部部长卢建兵

参加。

■举行“爱·就是在一起 ＬＯＶＥＴＯ
ＧＥＴＨＥＲ邮轮滨江尊巴艺术公益汇”活
动　５月２０日，在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
公园贝壳广场举行。区领导与上海广播

电视台领导及 ＥＬＬＥ公司嘉宾共同启动
活动。上海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滕俊

杰、台长王建军，区领导汪泓、周志军、朱

礼福、陈筱洁出席活动。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主题党课召开　６月２７日，在区机
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

做题为“践行‘两学一做’，争当先锋表

率”的主题党课，并带领全体与会人员重

温入党誓词。参会人员观看《喜迎十九

大，相聚在党旗下———培育选树宝山好

党员、好支部主题活动》专题片。

■“重温入党誓词 坚定理想信念”主题

党日活动举行　７月１日，在上海淞沪
抗战纪念馆举行宝山区“重温入党誓

词、坚定理想信念”主题党日活动。区

委书记汪泓参加活动并讲话，区委常

委、组织部长李峻主持活动并讲话。区

委、区政府和各机关、基层单位、党员代

表、预备党员代表 ５００余人参加此次
活动。

■举行致良知（上海）学习会———企业
家见面会　７月 ２日，在上海美兰湖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致良知（上海）学习

会———企业家见面会，会议主题为“致良

知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沈伟民、苏平、吕鸣出席会议。

■区综合执法特保队首批岗前培训班结
业汇报演练举行　７月２６日，在区民兵
训练基地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出席演练

并讲话，区公安分局局长黄辉主持演练，

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委政法委书

记杜松全为“宝山区综合执法特保队”

揭牌，区领导陈云彬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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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经典作品诵读
展演举行　８月１９日，在上海展览中心
中央大厅举行２０１７年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经典作品诵读展演活动，活动主题

为“诵读经典、点亮童心”。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朱礼福、陈筱洁，上海市语

委、市教委、市新闻出版局、市文广影视

局、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等

相关单位负责人及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出席活动。全市中小学生代表、儿童文

学爱好者以及近千名观众参加并观摩

活动。

■区文联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会员
大会举行　８月２１日，在上海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博览馆中庭举行。区委书记汪

泓讲话并揭牌，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宣布宝山区文联名誉主席并颁发聘书，

区领导朱礼福、陈筱洁出席活动。

■市意识形态责任制专项督查第五组到
宝山督查　９月 ６日，市意识形态责任
制专项督查第五组到宝山区督查。区领

导汪泓、周志军、朱礼福陪同。

■庆祝第三十三届教师节主题活动举行
　９月６日，宝山区第三十三届教师节
主题活动在行知中学举行。区委书记汪

泓致辞，区领导李萍、周志军、王丽燕、陈

筱洁、张晓静、沈天柱及区各委办局街镇

的领导、各基层学校的领导参与活动，与

第三届宝山区“学陶师陶”楷模、标兵及

先进集体代表和上海市园丁奖代表、宝

山区教育系统第六届十佳青年及提名奖

获得者们共庆佳节。全场活动由“师者

·匠心”“师者·童心”“师者·仁心”

“师者·初心”“师者·丹心”“师者·传

承”六个版块组成，共同烘托“师者之

心”主题。

■区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汇报会召开
　９月１６日，国务院安委会第十八综合
督察组到宝山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督

查工作，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宝山区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汇报会，区

委书记汪泓作表态发言，副区长陈云彬

汇报宝山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开展

情况。区领导周志军、王益群、黄辉出

席会议。国务院安委会第十八综合督

察组到宝钢股份公司现场抽查安全生

产大检查开展情况。区领导周志军、陈

云彬陪同。

■举行市双创周“优秀基金团队走进宝
山”活动　９月２０日，在卓越时代广场
大堂举行，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物价局

局长曹吉珍讲话，区委书记汪泓讲话，区

委常委、副区长苏平主持活动。区领导

周志军、袁罡出席活动。会上，宝山区与

上海双创投资中心正式合作启动“上海

双创·园区天使基金计划”。

■２０１７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暨花车
宝山巡游活动举行　９月２３日，在零点
广场举行。副市长陈群宣布旅游节开

幕，区委书记汪泓致辞。国家交通运输

部原部长、国家交通运输协会原会长钱

永昌，国家旅游局原副局长吴文学、市政

府副秘书长吴偕林，区四套班子领导出

席活动。宝山区政府、上海市口岸办、上

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等１３家成员
单位共同启动上海邮轮口岸诚信管理体

系。活动中，“邮轮旅游”栏目上线暨

“智慧宝山”上线仪式同时举行。活动

最后，以“魅力宝山·邮轮之城”的宝山

主题花车为首，来自全国著名旅游城市

和知名企业的２５辆花车沿宝杨路、牡丹
江路等路段巡游，万余名宝山市民争相

目睹光与美的魅力。

■“满意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启动仪式举
行　９月２８日，在华滋奔腾大厦会议室
举行。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袁罡、王丽

燕、张晓静及市区两级相关部门领导和

区街镇园区主要领导出席仪式。仪式

上，区委书记汪泓和区长范少军共同启

动“宝山人才”微信公众号，９家单位被
授予基层人才服务工作站，相关单位签

署张江科技创新国际人才研究院宝山院

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等。

■区教育系统骨干教师、骨干团队命名
暨人才工作推进会召开　９月２８日，在
行知中学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为特级

教师、特级校长联谊会揭牌，副区长陈筱

洁宣读命名通知。区领导王丽燕、张晓

静出席会议。主席台领导为骨干教师代

表及骨干团队领衔人代表颁发证书，教

学能手代表、学科带头人代表、首席教师

（首席教研员）代表、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作交流发言。

■２０１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与邮轮船供
高峰论坛开幕式举行　９月２９日，在衡
山北郊宾馆举行，主题为“推动邮轮经济

发展，打造亚太邮轮中心”。中国出入境

检验检疫协会秘书长王军兵主持，区委

书记汪泓讲话，区领导范少军、苏平出

席，国家质检总局、市商务委、市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部分国际知名邮轮公司和

大型食品企业负责人参加。

■烈士纪念日宝山区各界人士向人民英
雄敬献花篮仪式举行　９月３０日，在宝
山烈士陵园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萍，区政协主席丁大恒代表区四套班

子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区委副书记

周志军主持仪式。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

仪式。

■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球俱乐部合作签
约仪式举行　９月３０日，在区机关办公
大楼会议室，举行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

球俱乐部合作签约仪式，上海体育职业

学院、宝山区体育局和大华集团三方签

署合作协议。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

市篮球协会会长、区委书记汪泓，市体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徐彬致辞，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为大华集团颁发宝山篮

球城建设特殊贡献奖，市体育职业学院

党委书记、副院长苏清明，市篮球协会专

职副会长陈德春出席仪式，区领导陈筱

洁主持仪式。

■“喜迎十九大、相聚在党旗下———培育
选树宝山好党员、好支部”主题活动总结

展示会举行　１０月１２日，在区广播电视
台演播大厅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展

示会并讲话。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法院

院长王国新，区检察院检察长贺卫，区人

武部部长卢建兵出席活动。活动对培育

选树的１１９２名好党员、５１５个好支部的
先进事迹进行集中展示。

■２０１７年“老年节”庆祝大会暨老年人
文体展示活动举行　１０月２７日，在区文
化馆影剧院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

议并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

会议。区领导李萍、丁大恒、周志军、袁

罡、秦冰、沈天柱出席会议。来自全区各

街镇的１４支老年文体队伍献演歌舞等
节目。

■“以慈化瓷”两岸陶艺文化交流展暨
陶瓷工艺与宝山寺榫卯建造工艺互动交

流研讨会开幕式举行　１０月３１日，在宝
山寺举行。市政协副主任方惠萍出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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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式，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委党组

书记房剑森，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

致辞。区领导汪泓、丁大恒、陈筱洁出席

开幕式。展览汇集海峡两岸、１６个省市
百位艺术家的百件陶艺、瓷艺作品及多

件当代榫卯作品。

■ ２０１７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开幕式
举行　１１月２日上午，由宝山区政府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指导，ＳｅａｔｒａｄｅＵＢＭ、
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上海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

２０１７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在宝山万豪
德尔塔酒店举行开幕式。副市长许昆林

致辞，区委书记汪泓作题为“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开创我国邮轮经济新时代”主

旨演讲。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和市

质监局局长黄小路共同为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授予“上海市服务业标准化示范单

位”铭牌。市工商局副局长彭文皓发布

《上海市工商局关于支持宝山邮轮产业

发展的若干政策》。区领导李萍、丁大

恒、周志军、朱礼福、苏平、袁罡、王丽燕、

陈云彬、黄辉、吕鸣、张晓静出席仪式。

下午，举行“２０１７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
·旅游标准化论坛”，副区长陈云彬、市

质监局副局长陈晓军、国标委地方标准

化管理处处长宋国建出席论坛。来自上

海海洋大学、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

限公司等邮轮港口、邮轮企业、高等院校

等百余名嘉宾参加论坛。论坛期间，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与深圳招商蛇口邮轮母

港、新加坡邮轮中心、环美邮轮码头等８
家国内外港口结成标准联盟，共同发布

“推进亚太邮轮港口服务标准化共同宣

言”。在主题讨论环节，１５名嘉宾分三
组，围绕“邮轮旅游服务标准、港口运营

服务标准、供船食品安全标准”等方面发

言交流。

■２０１７体育资源配置上海峰会举行　
１１月７日，在衡山北郊宾馆举行。峰会
由上海市体育局、宝山区人民政府、上海

联合产权交易所、上海体育学院联合主

办，宝山区体育局、上海上体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上海凌
!

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上海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产业协同

创新中心共同承办。峰会包括信息解

读、项目推介和智慧分享三大板块，聚焦

体育产业价值与创新理念，共话体育产

业发展未来。峰会上，区委书记汪泓致

欢迎词，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党委书记、

总裁钱，上海体育学院副院长王兴放，

上海市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徐彬，国家

体育总局经济司司长王卫东先后致辞，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

战略研究所经济战略研究部部长刘学华

就上海市体育产业集聚区布局规划进行

信息解读。会上，还有１６家单位被授予
上海市体育产业示范单位称号。国家体

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叶春，

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王志光，安徽省体

育局副局长甑国栋，区领导范少军、陈筱

洁出席会议。

■２０１７第十三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
论坛开幕式举行　１１月１１日，由上海
市工商业联合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支持，上海宝山区人民政府主办的上海

市科技论坛———“２０１７第十三届长江口
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开幕式”在上海衡山

金仓永华大酒店举行，论坛主题是“前沿

科技：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市

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赵

福禧，市科协党组书记杨建荣、区委书记

汪泓分别致辞，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主任陈鸣波、国家 ＣＩＭＳ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吴澄、科大讯飞执行总裁

胡郁、复星集团联合总裁陈启宇、无人驾

驶领域专家倪凯、上海福卡智库研究所

所长王德培做专题演讲，区委副书记、区

长范少军主持开幕式。区领导沈伟民、

吕鸣出席开幕式。

■２０１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
式举行　１１月１６日，在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博览馆中庭举行。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尚之，国际儿

童读物联盟主席瓦力·德·邓肯，区委

书记汪泓分别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印刷发行司司长刘晓凯、进口

管理司司长蒋茂凝、副司长李一昕，市新

闻出版局副局长彭伟国，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总裁王岚、副总裁阚宁辉，市作家协

会副主席孙甘露，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

记、市教委副主任高德毅，区领导范少

军、李萍、周志军、朱礼福、赵懿、王丽燕、

陈筱洁出席仪式。

■第三届宝山区“平安英雄”揭晓仪式
举行　１１月２２日，第三届宝山区“平安
英雄”揭晓仪式在区广播电视台演播厅

举行，产生１０名“平安英雄”和１０名“平
安英雄”提名奖。１０名“平安英雄”分别
是丁斌海、边国成、朱志仁、汤宇军、李旭

亮、杨建明、谷晓丽、顾玉春、黄卫东和谭

春明。另有石学成、朱一梦、朱长松、汪

勤顺、金国彪、杜燕萍、康娜、梁月霞、葛

宝茹和谢斌１０人获“平安英雄”提名奖。
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仪式并讲话。市综治

办副主任陈奇忠，区领导范少军、李萍、

丁大恒、周志军、杜松全、赵懿、秦冰、张

晓静，区法院院长王国新，区检察院检察

长贺卫出席仪式。

■沪剧《挑山女人》创作演出五周年研
讨会召开　１１月２８日，在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文艺会堂，召开沪剧《挑山女人》

创作演出五周年研讨会。上海戏剧家协

会副主席、秘书长沈伟民主持研讨会，区

委书记汪泓，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

席尤存分别致辞。市文广局艺术总监吴

孝明，市文广局艺术处副处长沈捷，上海

戏剧家协会主席、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

经理杨绍林，上海戏剧中心党委书记、总

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区委常委、

宣传部长赵懿，副区长陈筱洁出席会议。

■宝山曙光中医联合体论坛暨宝山中西
医结合医院建院８０周年纪念活动举行
　１１月２８日，在区文化馆举行。上海中
医药大学校长徐建光、区委书记汪泓等

分别致辞。区领导范少军、李萍、丁大

恒、周志军、秦冰、王丽燕、陈筱洁，上海

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胡鸿毅出席活动。活

动中，与会领导共同发放《上海市宝山区

中西医结合医院志》和《图谱录》，并为

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新院徽举行揭牌

仪式。

■“‘１２·５’国际志愿者日集中行动”主
题活动举行　１２月４日，在区文化馆广
场举行“创新创优，迈向智慧志愿新时

代———２０１７年宝山区‘１２·５’国际志愿
者日集中行动”主题活动。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活动并讲话。市文明办副主任姜

鸣，区领导周志军、赵懿、王丽燕、陈筱洁

出席活动。活动先后举行社区通志愿服

务队成立授旗仪式和“邮居一家”志愿

服务项目进社区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共

有３０多个志愿服务项目进行路演展示。

■２０１７（第四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
论坛开幕式举行　１２月１９日，在宝山德
尔塔酒店宴会厅举行。论坛由国家工信

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协会、宝山区经济

（信息化）委员会、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

实践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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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促进中心主办。以“互联网制

造·供应链”为主题，围绕“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互联网 ＋行动计划”“深化制造
业与互联网融合”“双创、四众”等热点

话题，围绕互联网制造、制造业和互联网

深度融合、供应链技术未来发展趋势与

应用等主题进行探讨交流与经验分享。

国家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

长任利华、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会长

惠小兵、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杨一

心、市经信委副主任傅新华、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分别致辞。参会领导共

同为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重点园

区和产业互联网创新示范企业颁发证书

和授牌。区领导汪泓、李萍、周志军、苏

平、张晓静出席开幕式。

■第三届“我心中的白衣天使———宝山
区五‘十佳’”评选颁奖典礼举行　１２月
２１日，在区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区
委书记汪泓出席活动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周志军宣读表彰决定。区领导李萍、

丁大恒、沈伟民、李峻、赵懿、陈筱洁出席

活动。活动中，区领导为获奖人员颁奖。

评选活动是宝山区“人人做好人、人人评

好人、人人赞好人”系列主题活动之一，

由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区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开展，从全区

一线卫生工作者中评选出马志伟等 １０
名“十佳医生”、卢瑛等 １０名“十佳护
士”、王长江等１０名“十佳医技人员”、
马华峰等１０名“十佳公共卫生人员”、王
星等１０名“十佳后勤（管理）人员”及２５
名提名奖获得者。

■第二十四届“蓝天下的至爱”系列活动
启动　１２月２５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大
厅，举行宝山区第二十四届“蓝天下的至

爱”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李萍、丁大恒、袁罡、赵懿出席仪式，

区慈善基金会会长张培正主持仪式。活

动以“帮助他人、阳光自己”为主题。活

动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举牌认捐，累计

捐赠１７２８２５万元。活动现场，区委书记
汪泓为宝山区慈善先进人物颁发荣誉证

书。活动还举行“万人上街募捐活动”授

旗仪式，由区领导为行知中学、吴淞中学、

宝山中学、通河中学、淞浦中学及上海交

通职业学校志愿者代表授旗。

■“筑梦·启航”———２０１７青春艺华暨
宝山区学校素质教育展示活动举行　１２
月２７日，在宝钢体育场，举行“筑梦·启

航”———２０１７青春艺华暨宝山区学校素
质教育展示活动。活动由长江路教育实

验区和全区教育展演团队组成，分为外

场展示和内场表演两个形式。区委书记

汪泓出席活动并带领教师宣读宝山教育

新启航宣言，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致

辞。区领导李萍、丁大恒、周志军、陈筱

洁出席活动。

■２０１７年“星舞台”总决赛暨“欢乐元
旦·喜迎新年”宝山区优秀群文节目展

评展演举行　１２月３０日，在区文化馆
举行。１４７８名选手报名参与第一轮“星
秀场”选拔赛，３５个优秀节目进入“星对
决”总决赛舞台。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懿，副区长陈筱洁等领导

和５００余名演员欢聚一堂，共迎新年。

■开展工作调研　２月１５日，区领导汪
泓、周志军、李峻到区人大、区政协开展调

研，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分别召开座

谈会。２４日，区委副书记周志军调研中
小河道整治工作，查看湄浦河道整治工

作，并在顾村镇政府召开座谈会。２７日，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周志军率区有关部

门领导开展“河长制”责任河道综合整治

现场调研，先后视察潘泾河、桃浦河、新槎

浦河，并在城市工业园区召开座谈会。２８
日，区委书记汪泓带队走访联系重点企

业，先后走访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性平

台。区领导吕鸣陪同调研。

３月 １日，区领导汪泓、杜松全、陈
云彬、黄辉带队到杨行镇察看上海艺博

科创中心、招商体育公园、杨行镇“五

违”整治地块以及江杨农产品市场。８
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区委书记

汪泓、区委副书记周志军调研统战工作。

区领导沈伟民、李峻、吕鸣陪同调研。１８
日，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带队到相关街镇园区调研“五违四

必”整治工作。区领导周志军、李峻、袁

罡、须华威、陈云彬、王益群陪同调研。

２１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区委
书记汪泓调研社会治理和区域化党建工

作，区领导周志军、李峻、袁罡、王丽燕、

须华威参加调研。同日，在区机关办公

大楼会议室，区委书记汪泓调研区委组

织部工作，区领导周志军、李峻参加

调研。

４月２８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周
志军、李峻、袁罡、周德勋、须华威带队到

张庙街道调研，参观泗塘二、三村及呼玛

二村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成效点，并在上

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召开住宅小区综合

治理现场推进会。

５月２日，区领导汪泓、周志军、王晓
诚、李峻率区相关部门领导调研区委巡察

组并视察办案点。１８日，区委书记汪泓
带队调研城市工业园区河道整治，视察新

槎浦河整治工作。随后在丰翔路、工业路

口举行“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排水改造工

程启动仪式”。区委书记汪泓、副区长王

益群、吕鸣出席活动并讲话。２４日，区领
导汪泓、范少军、杜松全、陈云彬到区公安

分局开展工作调研，在区公安分局召开会

议。同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杜松全、

陈云彬到区检察院开展工作调研，在区检

察院召开会议。２７日，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周志军、陈筱洁、黄辉率区有关部门领

导到大场镇开展工作调研，在大场镇祁连

山路以北区域，南大和大场机场周边两个

市级整治地块，实地察看大场地区“五

违”整治情况。

６月２日，区领导周志军、袁罡、须华
威、王益群率区有关部门领导实地察看月

浦八村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情况，并在月浦

镇政府进行座谈交流。１２日，区领导汪
泓、苏平、李峻、吕鸣到宝山航运经济发展

区开展工作调研。１５日，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杜松全、王晓诚、朱礼福、苏平、李

峻、袁罡、黄辉、吕鸣率区有关部门领导到

大场镇开展工作调研，先后视察南大路

３７５号泵站、沪太路３０７９弄、朗香花园和
上海云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并在大场镇

政府召开座谈交流会。１５日，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朱礼福、苏平、李峻、袁罡、吕

鸣率区有关部门领导到顾村镇开展工作

调研，先后视察中小河道治理、产业转型

情况和金融科创园，并在顾村镇政府召开

座谈交流会。２２日，区委书记汪泓率区
有关部门领导实地视察顾村镇、庙行镇、

大场镇五违整治地块。随后，在国家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召开宝山区“五违四必”整

治工作现场推进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

议并讲话，区领导范少军、李萍、丁大恒、

杜松全、朱礼福、苏平、李峻、王丽燕、须华

威、陈筱洁、陈云彬、黄辉出席会议。２３
日，区领导汪泓、苏平、李峻到区国资委开

展工作调研，实地考察区供销合作总社和

长江口控股集团，并在区国资委会议室进

行座谈交流。

７月３日，区委书记汪泓、区委政法
委书记杜松全、组织部长李峻到区法院

开展工作调研，在区法院召开会议。５
日，区领导汪泓、苏平、陈云彬到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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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局开展工作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８月２１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周
志军、苏平到吴淞口创业园实地调研。

２７日，区委书记汪泓带队实地察看南大
轨交站、大居建设、市区两级道路建设、

泰和污水厂、沪通铁路开工点等重大工

程项目，区领导范少军、周志军、王益群、

黄辉陪同参加。３０日，区委副书记周志
军带队实地察看“美好家园”创建小区、

吴淞街道前三营房和淞南镇淞南一村，

在上海华滋奔腾大厦会议室召开宝山区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现场推进会，区领导

须华威、王益群出席会议。

２０１７年２月４日，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摄影／杨轶

９月１日，区委副书记周志军率区
有关部门领导视察湄浦河与住宅小区综

合治理工作，实地察看湄浦河顾村老安

村段、杨行北宗村段、杨行段二期整治现

场和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情况。３日，区
领导汪泓、周志军、王益群率区有关部门

领导视察城乡中小河道整治情况，先后

察看庙行镇机场围场河可盈地块整治现

场、顾村镇朱家弄河龚江桥现场、罗店镇

罗新河抚远路现场、月浦镇东钱河练祁

路南侧现场和杨行镇湄沈河湄浦村路现

场。随后，在杨行镇政府会议室召开座

谈会，区领导汪泓、周志军、王益群出席

会议并讲话。１０日，区领导汪泓、周志
军、王益群率区有关部门领导视察城中

村改造工作，先后察看大场镇、庙行镇、

顾村镇、杨行镇城中村改造现场，在杨行

镇会议室召开座谈会。

１１月２２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周
志军、杜松全、王益群带队到月浦镇开展

专项工作调研，视察月浦镇盛星村，在月

浦镇政府召开会议。１２月１８日，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苏平、王益群到宝山城市

规划展示馆实地调研。２１日，区委书记
汪泓一行到对口联系村居杨行镇大黄村

调研，在大黄村村委会召开座谈会，与村

民代表座谈交流。 （周起雷）

纪检
■概况　年内，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
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深化“三转”（转职

能、转方式、转作风），严明党的纪律，深

化作风建设，强化执纪惩处，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加快推进宝山

现代化滨江新城区建设营造良好的政治

生态环境。坚持“四责协同”（党委主体

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

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协助区委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完善纪律审

查工作机制，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第一种：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

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

汗成为常态；第二种：党纪轻处分和组织

处理要成为大多数；第三种：对严重违纪

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

数；第四种：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

的只能是极少数）。坚决纠正“四风”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

风），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

发挥巡察利剑作用，规范权力运行，严格

教育管理。全面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强化责

任担当。区纪委副书记潘惠芳获中央纪

委、国家监察部嘉奖，区纪委监察局党风

政风监督室被市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

组、上海市妇联评为市“巾帼文明岗”。

■召开七届区纪委二次全会　２月 ４
日，七届区纪委二次全会在区委党校召

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全会第一次会议

并讲话。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法院院长、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老同志代表、区纪

委委员、全区处级干部共７００余人参加
第一次扩大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王晓诚

代表区纪委常委会所作的《忠诚履职敢

于担当，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向纵深发展》工作报告。区纪委委员

出席会议，各单位纪委书记（纪工委书

记、纪检组长），不设纪委单位的分管领

导，区有关集团公司纪委书记，各单位监

察室主任（监察科长）等列席会议。

■协助区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以责任风险清单为抓手，在全区范围
内建立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

委书记第一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

的“四责协同”、合力运行的责任落实体

系，协助区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分责落实“三项清单”（个人责任风

险清单、党委任务清单、纪委监督清单），

实现全区局级、处级、机关科级领导干部

及基层村居、站所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党

政主要负责人全覆盖。区四套班子成员

及区法检“两长”等局级领导集体签订

责任风险承诺，共梳理出责任风险清单

６４条、防范措施２１５条；全区５９９名处级
干部、６５７名科级干部、１６５６名基层单位
党政主要负责人共梳理出责任风险清单

６９５９条、防范措施１８３万条；区纪委梳
理并明确５类３０项监督责任清单，汇总
全区各单位梳理出的任务清单１０００余
项。把列入区委绩效考核的７４家处级
单位全部列入纪检监察考核范围，重点

考量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党委

（党组）书记第一责任，把“四责协同”的

要求贯彻落实到基层党组织。深化廉政

风险抄告制度，定期将专项检查、区委巡

察、行政监察、重要信访举报件、问题线

索处置、党政纪立案件及处分等情况，以

《党风廉政建设风险清单制工作推进告

知单》《纪检专报》《执纪审查工作专报》

的形式抄告区领导，堵塞廉政风险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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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呈报区领导及区“法检”两长《工作

提示》，跟踪提醒责任风险清单落实情

况。年内共编报《告知单》４期、《专报》２２
期。督促责任落实，开展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情况检查，在全面自查基础上，

由区委常委带队，专项检查１０家单位，要
求限期整改存在的问题，确保责任落到实

处。强化责任追究，形成知责、履责、督

责、述责、问责工作闭环，全年对４名履职
不力的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追究。

■加强纪律审查　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
相结合，强化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工作要求，提高执纪审查工作水平。年

内，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共接受信访

举报４７２件（次），处置问题线索３５９件，
立案１３９件，结案１３８件，给予党政纪处
分１４５人次，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１０人。
恢复党员权利、解除行政处分案件 １７
件，回访教育１１９人。运用“四种形态”
共处置４０３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 ２６７
人次，占 ６６％；第二种形态 ７９人次，占
２０％；第三种形态２０人次，占５％；第四
种形态３７人次，占９％。在问题线索处
置上立足抓早抓小，共运用谈话函询处

置问题线索２１２件，比上年增１５５％；给
予组织处理１０１件，增５７８％，“咬耳扯
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持续保持惩治

腐败高压态势，紧盯三类重要人群，聚焦

扶贫、工程建设、动拆迁、三资管理等重

点领域，发挥执纪审查的震慑作用。查

办的１３９件案件中，自办案件６３件，相
关违法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推动全

区干部廉政档案建设，对全区６５５名区
管干部采用一人一档的形式建立个人廉

政档案，体现“树木”动态；对全区７４个
处级单位的综合档案廉政信息进行集纳

整合，反映“森林”情况，摸清全区领导

干部的“廉情”底数，同时指导基层单位

把全区科级干部作为建档对象纳入廉政

档案建设范畴，推动廉政档案实现局级、

处级、科级干部全覆盖。加强业务指导，

推进基层信访举报受理３０版在３７家
基层单位培训和使用，规范基层信访举

报受理。严把党风廉政建设意见回复

关，廉洁回复意见５２５人（次）。

■完善纪律审查工作机制　巩固深化反
腐败协作机制，组织召开区反腐败协调

小组会议，建立健全信息沟通、线索移

送、联合办案、评估考核等机制，形成反

腐工作合力。会同区公安分局，排查全

区治安行政处罚和刑事判决类案件，通

过甄别发现被治安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

而未受到党纪处理的党员，立案追究党

纪责任６１人。会同区安监局梳理排查
近两年来３４件安全责任事故，对未追究
党纪责任的，开展相关追责工作。坚持

上下联动，针对重点、疑难的问题线索，

开展重要线索两级协同办案模式，推进

基层自办案件“去零化”。规范监督执

纪工作流程。抓好流转环节，对接《监督

执纪工作规则》要求，将问题线索统一归

口管理，对信访举控件处理、问题线索处

置、立案审查以及审理等环节进行流程

再造，形成区纪委执纪审查工作“１＋４”
（一张总图、四张分图）流程图，加强业

务指引，规范监督执纪流程，实行“一套

台账登记，一名专人管理”，规范线索接

收、转办各项工作。抓好研判环节，每周

召开一次问题线索集体研判会，筛选和

甄别掌握的问题线索，明确办理方式和

承办室或单位。年内召开书记研判会

１３次、集体评估会 ４０次，评估举控件
３０７件（次），集体研判处置问题线索２２８
件。抓好督办环节，建立线索管理“四本

台账”（问题线索、初核、立案、结案），实

行每周研判、每月对账、双月催办工作模

式，提升问题线索处置成效，在确保质量

的前提下缩短时间，快查快结。加强业

务指导，推进基层信访举报受理３０版
在３７家基层单位的使用，规范基层信访
举报受理。

■推进作风建设　严查顶风违纪行为，
抓住年节假期等重要节点，通过手机短

信提醒、播放公益广告、编发“廉文鉴

赏”等方式，加强日常教育提醒。把自查

与授权相结合，与财政、审计等相关部门

组成检查组开展三轮专项检查，共检查

基层单位７７家，查阅财务账册１０００余
册，发现问题５７个，其中违规公款吃喝、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等占比４４４％，
分类处理、快查严办涉嫌违纪的问题线

索。年内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２２个，处理相关责任人３７人，其中
党政纪处分３１人，诫勉谈话６人。曝光
６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形成
震慑。严抓制度建设，针对个别基层单

位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政策界定不

清、标准尺度把握不准等问题，修订并印

发２０１７版《宝山区作风建设制度及典型
案例选编》２０００余册。

■落实监督责任　严查对口帮扶资金和
专项民生社会救助资金执行情况，查处

２名工作人员贪污低保救助资金案件，
问责相关人员，涉及违法问题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抓好梳理排摸，召集区农委、

财政、审计、民政、人保、合作交流办等相

关职能部门专题研究，全面梳理全区对

口帮扶资金和专项民生救助资金，涉及

单位１２家、资金项目５４项。在摸清底
数和各单位自查基础上，会同财政、审计

部门督查资金项目的发放流程及方式、

工作台账、监管情况，抽查重点资金项

目，梳理资金发放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

廉政风险点，督促各职能部门抓好党委

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和监管责任。

加强对各单位“三重一大”（重大决策事

项、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

资金使用）事项集体决策制度执行情况

的监督检查，协助推进公车改革并加强

后续监管。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工作，撤销廉政账户，及时调整基层单位

上交礼品方式，指导相关单位通过非税

系统自行上缴国库或拍卖。年内共有

１５６名处级领导干部申请因私出国
（境），１５名处级领导干部申报操办婚丧
喜庆事宜。

■开展巡察监督　建立区委统一领导、纪
委和组织部门支持配合的巡察工作模式。

区委巡察组由原来的２个增至３个，坚持
“一巡察一任命”原则，配齐配强各组组

长，从区纪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区审计局

和区后备干部人才库中抽调干部担任成

员，成立临时党支部，提高巡察组工作能

力和监督实效。坚持以党章党规党纪为

尺子，紧抓重点人、重点事和重点问题，全

年完成三轮２３家单位的常规巡察和“回
头看”工作。推动问题整改，全年共向区

委和被巡察单位提出建议１０９条，移送问
题线索和信访举报２５条，给予２人政纪
处分、２人诫勉谈话。

■开展党员干部警示教育　重点围绕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解读新的《条

例》《准则》等主题，将警示宣传教育工

作纳入全区“大宣教”工作中，在中央及

市级以上媒体刊发信息６６篇，在上海市
纪委信息考核中名列前茅。加大案例通

报力度，点名道姓通报８起宝山查处的
具有典型性的反面案例，以案为镜。注

重日常廉政教育，开设“清风讲堂”，组

织滨江清风讲师团宣讲３０场（次）。强
化警示教育，完成反腐倡廉教育基地改

版升级，梳理近两年查处的反面典型案

例进行展示，全年参观人数 ８１００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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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开展“滨江清风微视频”征集、“两

学一做”主题征文和“十九大谈体会”大

家谈、家庭助廉等活动，推进滨江廉政文

化建设。抓好警示教育，加强案件成因

分析，拍摄警示教育片，实现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和法纪效果的统一。把牢领导

干部任前教育关，共对６１名新任处级干
部开展“七个一”（发一封廉政公开信、

签一次廉政承诺书、看一部警示教育片、

赠一套廉政书籍、表一次廉政态度、考一

次廉政知识题、开一次廉政座谈会）集体

廉政谈话。开展“家庭助廉”活动，组织

３５名新任处级干部家属开展“树清廉家
风、建温馨家园”主题活动。

■推进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根据中
央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

上海市委工作要求，宝山区制定改革试

点实施方案，成立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及办公室。区纪委做

好实施方案的组织实施和具体落实，做

好机构组建和人员调配。加强与各成员

单位的沟通，研究解决人员选举任命程

序、拟转隶部门的人员和编制、内设机构

设置、办公和业务用房保障、留置场所设

置等问题，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组织全委干部集中参加上海市纪委组织

的纪检监察干部纪法衔接培训班，研究

改革相关法律法规适用和实践问题，确

保区监委依法依规开展工作。改革试点

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为在２０１８年初召开
的区人民代表大会上产生区监察委员

会、召开转隶大会、完成组建工作做好前

期各项准备。

■开展纪检监察干部学习培训　全年共
组织３１名纪检监察干部分期、分批参加
上级纪委业务培训班，并建立培训学习

交流机制。举办区纪检监察干部培训

班，包括区属国有企业在内的９０家单位
１９０余名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参训。加
大挂职锻炼、轮训力度，制定《宝山区纪

检监察干部实践锻炼管理办法》，先后有

１０名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到区纪委机关
参与执纪审查、专项检查等工作，以学代

训、以干代训。 （周　南）

组织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党员 ９３６５９
人，其中年内新发展党员５９７人；共有党
组织 ３０９２个，其中党委 ７０个、党总支
２８７个、党支部 ２７３５个。２０１７年，区委
组织部履行好组织部门主责主业，坚持

抓重点带一般，突出年轻干部培养、城市

基层党建、人才工作和政府职能转变等

重点，推进“两学一做”（学党章党规、学

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完成市、区换届有关任务，推进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推进以城市

基层党建为重点的基层党建工作，提高

人才政策显现度，加快推进简政放权等

工作，为推动“两区一体化”（建设战略

性新兴产业重要承载区及城市功能转型

的最佳实践区，着力迈向更高水平的城

乡一体化）升级版现代化滨江新城区建

设提供组织保证。（１）领导班子和干部
队伍建设。加强换届后处级领导班子分

析研判，优化班子配备，提升班子整体合

力。建立组织部联络员制度，以４个工
作小组对６１家单位开展定期联络，多渠
道听取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对领导班子建

设、干部表现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全面了

解领导干部的工作和思想动态。推进干

部分析研判信息系统建设，用信息化手

段为分析研判、选准配好干部打基础。

用好处级领导班子“六必研”（换届前必

研、届中必研、机构调整必研、班子调配

必研、考核异常必研、问题冒头必研）综

合分析研判机制，力求人岗相适、人事相

宜，形成干部工作建议，供区委决策参

考。全年共出台干部调整方案３０批，涉
及干部２１２人次。完成区“两会”选举等
任务，完成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

名推荐和审查考察工作。（２）干部教育
培训。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结合区第七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

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以理想信念教育和能力素质培养为主

线，办好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专题研讨班、处级领导干部“１＋７”
专题培训班、新任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

处级干部党性修养班、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和青年干部培训班等主体班次。履行

干教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协调区干部

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全区各部门，

依托区干部教育培训信息系统，推进各

项工作任务和量化指标完成。制定下发

《宝山区处级干部教育培训学时制管理

考核办法》和《关于重申处级干部调训

管理要求的通知》等规范化文件，并在全

区层面开展干部教育工作培训，规范处、

科级干部培训工作。落实上级部门调训

选学要求，组织局、处级干部１５０人（次）
报名参加浦东干部学院、市委党校、市干

部教育中心等培训，组织２７６０余名干部
报名参加 ２０１７年上海干部在线学习。

（３）干部监督管理。组织学习贯彻新修
订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及

查核结果处理办法，组织全区７００多名
领导干部、４００多名科级及以下年轻干
部调研对象集中填报个人有关事项，并

及时开展综合汇总、抽查核实工作。对

市、区“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人选、拟提拔考察对象及

拟列入后备干部人选等有关事项报告进

行重点查核，把查核结果作为衡量领导

干部是否忠诚老实、清正廉洁的重要参

考。检查各单位执行《干部任用条例》、

四项监督制度及《党委（党组）讨论决定

干部任免事项守则》等规定情况，确保相

关要求落到实处。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一报告两评议”（专题报告年度干部

选拨任用工作情况，评议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评议选拔出来的干部）制度，将

“一报告两评议”结果向基层单位反馈，

并结合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职责离任检查等工作，对２５家单位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对１２家单
位进行“回头看”，帮助相关单位提高干

部选拔任用规范性。强化干部日常监

督，巩固超职数配备干部、违规兼职清理

等专项整治成效，开展处级及以下干部

本人经商办企业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企

业兼职和社团兼职自查规范工作，制定

出台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工作相关规定。

注重综合运用经济责任审计、信访核实、

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等结果，把干部

日常管理监督工作落细落实。（４）基层
党组织建设。加强以党支部为重点的基

层组织建设。推进“六个一”（选配一个

好书记、建设一个好班子、带出一支好队

伍、完善一套好制度、创造一流好成绩）

支部创建工作，命名５２个区级党支部建
设示范点。开展“岗位建新功，党员见行

动”活动，在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设置党

员示范岗７１７个、党员先锋岗４２２个，党
员责任区３７７个，推进“三亮三比三评”
（党员亮身份、亮承诺、亮成效，比学习、

比奉献、比服务，领导点评、党员互评、群

众测评）活动，建立“服务之星”排行榜

等工作机制。实施“班长工程”，招聘４３
名中国宝武优秀员工到居民区任职，建

立２０个社区干部实训基地，并按照不低
于１∶２的比例，建立居村党组织书记后
备干部队伍。建立居村党组织书记队伍

“蓄水池”，新选聘８名大学生村官，充实
壮大基层党建队伍。贯彻落实《宝山区

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轮训工作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有关要求，举办为期５

２５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７日，开展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主题党课 区委组织部／提供

天的居村党组织书记集中轮训示范班，

指导各单位开展基层党支部书记集中轮

训，提升基层党支部书记工作能力。指

导基层严格落实组织生活“有主题、有讨

论、有共识”要求，建立基层党建联络工

作制度，随机抽查基层党组织召开专题

组织生活会等情况，督查落实党员日常

教育等情况。严把发展党员入口，有序

开展失联党员和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

分类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调研形成《解

决机关党建“灯下黑”的实践与思考》报

告，召开机关党建工作会议，以问题为导

向提升机关党建水平。召开国有企业党

的建设工作会议，出台工作意见，拟定

３５项重点任务，深化国企党建工作。推
进“两新”组织党建，制定《宝山区关于

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

见》。建立由专职党群工作者、党建指导

员、党建顾问等组成的工作队伍，全区有

党建顾问 ６８３名，党建指导员 １７３名。
加强经费保障，区镇两级财政、区管党费

每年投入经费约７５０万元，扶持“两新”
组织党组织发展。（５）人才队伍建设。
将“宝山区人才工作协调小组”调整更

名为“宝山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调整

后的领导小组组长由区委分管副书记担

任，副组长由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长和

区委常委、区政府分管副区长担任，新增

团区委、区工商联、体育局、住房保障和

房屋管理局等作为成员单位，调整后成

员单位共有２１家。修订完善人才工作
考核指标，提升各单位人才工作积极性。

开展宝山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专题调

研，撰写《贯彻上海“人才新政 ３０条”，
推进宝山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专题

调研报告。研究确定人才工作重点联系

服务企业目录，在人才引进等方面重点

扶持、优先资助目录内的 ５３５家企业。
成立张江科技创新国际人才研究院宝山

分院，加强区科技创新与人才发展理论

研究，丰富人才工作内涵。开展“满意

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力争通过３－５年努
力，形成１套完善齐备的人才政策扶持
体系；完善“零距离”的、畅通无阻的人

才沟通交流协调平台；“零障碍”的、无

微不至的人才服务机制，有效实现“让人

才满意，促人才集聚”目标。举办“满意

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启动仪式，集中发布
《宝山区新引进优秀人才安居资助办

法》等四项人才新政。启动“宝山人才”

微信公众号，做好人才新政宣传及落实。

研究制定宝山高层次人才服务樱花卡、

党委联系专家等新政策，推进“满意

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建设。做好区领军人
才、第八批拔尖人才和青年尖子考核与

服务管理工作。协调推进人才工作重点

项目、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等政策

实施。协调举办宝山区创新创业大赛，

表彰在创新创业方面有突出成绩的优秀

人才。（６）机构编制和行政审批改革工
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理顺部门关系。

形成区建管委（交通委）等５家机关单位
的“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规

定，修订完成５５家机关单位和１７３家事
业单位“三定”规定。稳妥推进保密管

理体制、房屋管理体制等领域改革调整

工作，完成区环保、安全生产领域相关单

位机构编制情况梳理。推进行政审批标

准化建设，组织３４家部门开展行政审批
梳理工作，出台《宝山区行政审批目录

（２０１７版）》，共取消行政审批事项 １９
项、调整２８项、新增８项。调整后，区行
政审批目录由２０１６版的５９２项变更为
５８１项，减少１１项。组织开展全区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优秀案例评选，从各部门

选送的３１个案例中，评出６个“２０１７年
度审改工作优秀案例”和１０个“２０１７年
度审改工作优秀推荐案例”。牵头推进

“双随机一公开”（随机在监管对象中抽

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

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监

管工作，明确抽查事项１１４项，抽查１０１
项，于１１月底前完成年度１００％的覆盖
目标。落实“三个一批”（当地办结一

批、提前服务一批、大半年当年落地一

批）改革和减证便民举措，提升政府服务

效能。优化街镇管理体制，印发《宝山区

街镇事权清单和所属事业单位服务清单

（试行）》等９项制度，形成２０１７年升级
版“三份清单一张图”（行政权力与职责

清单、事权清单、服务清单，职责对应示

意图）。组织对街镇机构编制运行情况

等重点工作督查。研究制定《关于宝山

区落实街道综合管理权的实施细则》，以

目录化形式明确各类事项的处置责任主

体或牵头部门，赋予街道综合管理权，增

强街道在辖区治理中的统筹协调能力。

规范机构编制管理，对区科委等４家单
位的机构编制提出调整建议。动态调整

教育、卫生系统事业编制，明确教育、卫

生系统所属不同类别事业单位的机构规

格、领导职数、干部配备标准，优化领导

职数设置、严格领导职数管理。对照 ４
大类２０项机构编制问题，开展机构编制
核查整改。举办第三期事业单位新任法

定代表人培训班，开展全区事业单位法

人公示信息抽查，加强机关群团和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

■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　把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
任务，协调制定学习和培训方案，通过专

题培训、集中宣讲等形式，组织集中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５月３１日，召开
动员工作会议，制订下发《关于宝山区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的实施方案》，形成 ６０项“任务清单”。
制定并下发相关文件通知２５个，下发工
作提示６期，编发简报１１篇。通过举办
纪念建党９６周年座谈会、区委书记上主
题党课等“十个一”系列活动，开展“喜

３５

组　织



迎十九大，相聚在党旗下———培育选树

宝山好党员、好支部”主题活动，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完成市、区换届有关工作　组织筹备
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区政协八届一次

会议选举工作，配合做好市十一次党代

会相关工作，完成市“两委委员”（市委

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

工作。对１４名处级及以下市第十一次
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开展考察，

并完成市党代会代表选举任务。完成

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名推荐和审

查考察工作，严格对照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选标准，把好政治关、素质关、廉

洁关，完成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初步人

选提名推荐和审查考察工作，确保人选

符合相关条件。完成１３名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补选人选的审查考察工作。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喜迎十九大、相聚在党旗下———培育选树“宝山好党员、好支部”主题活动
总结展示会举行 区委组织部／提供

■开展培育选树“宝山好党员、好支部”
活动　按照“选准树好、既树且培、一抓
到底”要求，以征文、寻访等系列活动为

载体，通过基层推荐和重点寻访，在推动

宝山经济社会发展、“五违四必”（违法

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

法居住；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

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

营必须取缔）综合整治等重点工作中，挖

掘、培育和树立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

的党员先锋和先进支部。主题活动共分

推荐展示阶段（１月 ～９月）、遴选评审
阶段（９月下旬）、评选揭晓阶段（１０

月）、集中宣传阶段（１０月 ～１２月），通
过开展“找找我身边的好党员、好支部”

征文、寻访、演讲比赛、摄影等系列活动，

“周周有展示、月月有亮点”，达到每个

月都有一个小高潮。活动还推出主题活

动 ＬＯＧＯ，区广播电视台、《宝山报》、区
政府门户网站分别开设专题专栏，通过

系列报道、主题宣传、典型推广等形式，

每周专栏中各推出１－２名党员、１个基
层党支部先进事迹事例，微信等新媒体

浏览量达到１万多次，征文和摄影系列
活动共收到２３６篇征文和５２４幅摄影作
品。活动从全区 ９１０００多名党员、３０００
个基层党支部中，培育选树１１９２名好党
员、５１５个好支部。１０月 １２日，举行主
题活动总结展示会，在全区掀起“党员当

先锋、支部树形象”热潮，营造喜迎十九

大的热烈氛围。

■年轻干部培养　推进年轻干部培养
“系统工程”，逐步形成培养工作新格

局。出台《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宝山区年轻干
部培养工作规划》，配套制订五年实施计

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成立６个调研组，
对全区７３家单位、５８１名年轻干部、１３５
名新提拔处级领导干部进行实地调研。

会同区国资委、教育局、卫生计生委党委

分别在系统内对９４家企事业单位、５４９
名处科级干部同步开展调研。召开全区

年轻干部工作会议，建立２０个年轻干部
实践锻炼基地，聘请 ５０名工作经验丰
富、能力强、综合素质好的领导干部担任

导师和带教老师。按照条块交叉原则，

遴选５０名优秀年轻干部到街镇、园区及
相关委办局开展为期９个月到一年的实
践锻炼，同时选派２０名优秀年轻干部到
区委巡察组、区信访办等区内“三重”

（重点工作、重大项目和重要部门）工作

基地锻炼，选派２０余名年轻干部参加对
口支援新疆、云南工作。按照多方协作、

形成合力、共同培养的原则，由区委组织

部、区公务员局、区级机关党工委、团区

委等单位，共同组织开展年轻干部座谈

会、科长论坛、演讲辩论、读书交流等系

列活动，为年轻干部搭建展示才能的平

台，拓宽发现好干部、培育好干部的

渠道。

■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９月 ７日，
召开宝山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

座谈会。印发《中共宝山区委关于全面

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和

８０条任务责任清单。全面推进区域化
党建工作，依托宝山区区域化党建理事

会这一平台，实现资源与需求对接，推动

区域内各领域党建互联互补互动，形成

区域化党建“纵向三级联动、横向分会搭

台”的运作体系，新成立物业、科技２家
专业委员会。加强资源与需求有效对

接，梳理出资源清单 １５２条、需求清单
１４４条，确定区级重点党建工作项目１３８
个，推出街镇园区党建项目７２５个。以
“社区通”为有效载体推进“四治一体

化”（自治、共治、德治、法治一体化）。

加强“社区通”平台的党建功能建设，注

重打造辖区内党员的“网上之家”，通过

开展网上组织生活，线上线下联动做公

益、见行动，有效扩大党在社区的组织覆

盖和工作覆盖，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

功能和服务功能。至年末，有３４万名群
众实名加入，３万名党员亮身份、作表
率。探索开展网格化党建工作，研究起

草《宝山区推进网格化党建的实施办

法》，探索党建网格的设置。

■加强党建服务中心建设　出台《宝山
区关于进一步加强街镇社区党建服务中

心建设的指导意见》，推进街镇社区党建

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为区域内党组织、

党员提供开放式、集约化、共享性、枢纽

型服务平台。推出《宝山区街镇社区党

建服务中心菜单式服务手册》，通过阵地

资源、社区党校党课资源、主题活动资

源、教育基地资源、特色品牌项目资源等

７个版块，汇编成册，为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提供精准、简便、有效的服务。依托党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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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组织生活现场开放点，创设“相约宝山

党徽闪耀”八大系列主题党日活动，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组织生活模

板。聚焦社区楼组、村民小组等“微小单

元”内党员作用的主动发挥，推进社区党

建服务中心有形阵地和服务功能向居民

楼组、农村宅基、园区、楼宇、重点领域延

伸，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更好发挥作用

提供指导与服务。共建立党建服务站点

５３１个，其中居村党建服务站４８７个，重
点领域党建服务站点３个。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４日，开展“相约宝山 党辉闪耀”系列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区委组织部／提供

■“党建社建群建”融合发展　坚持党
建带社建、群建服务党建，建立健全党

建、社建、群建同步规划、同步推进的一

体化工作机制，形成组建联动、队伍联

育、项目联办、阵地联建、宣传联推和成

效联考等“六联”机制。协同区总工会、

团区委、区妇联共同推进“红帆港”党群

活动场所建设，做实“错峰开放＋项目清
单＋多方参与＋志愿服务”管理模式，推
动党的政策、政府服务、先进文化进“两

新”组织。全区挂牌成立 １５家“红帆
港”指导站、４１家“红帆港”服务站、１８７
家“红帆港”活动站。创新工作机制，发

挥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依法先行进

入优势，组建区“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

队伍，深入“两新”组织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发现培养优秀分子、指导开展党群工

作、助推企业健康发展，全年有１７３名党
建指导员联系走访３１００余次，排摸流动
党员５３７名，收到入党申请书６１份，建
立党支部４２个。

■开展纪念建党９６周年系列活动　开
展“十个一”系列纪念活动，以纪念建党

９６周年。６月２８日，召开一次纪念建党
９６周年座谈会，重温入党誓词，观看专
题片《初心的召唤》和《决胜》，命名 ５２
家区级党支部建设示范点，交流好党员、

好支部经验。组织一次区委书记主题党

课，区委书记汪泓为全区党员上一次党

课。组织一次主题党日活动，在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馆组织“重温入党誓词，坚定

理想信念”主题党日，参观淞沪抗战纪念

馆，举办重温入党誓词宣誓仪式，赠送政

治生日纪念卡。开展一次基层党建优秀

案例征集活动，征集各单位在城市、农

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国企、“两新”组织

等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中的优秀案例，

通过遴选形成一本反映宝山区基层党建

成果的《基层党建优秀案例集》。组织

一次“找找我身边的好党员、好支部”征

文活动。结合“喜迎十九大，相聚在党旗

下———培育选树宝山好党员、好支部”主

题活动，对“找找我身边的好党员、好支

部”征文活动中收集到的征文进行遴选，

形成《身边的先锋初心的力量》优秀征

文集。举办一个摄影成果展。以《身边

的先锋初心的力量》为主题集中展示区

好党员、好支部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

在区级机关大院展览。组织一次电影党

课。组织“我的电影党课”观摩活动，组

织党员领导干部观看以吴孟超院士为原

型的电影《我是医生》。推荐一批党史

方面的书籍，向基层党组织推荐一批党

史方面的书籍。组织一轮主题宣讲活

动。在全区组织开展学习贯彻市第十一

次党代表大会精神群众性宣讲活动，以

市党代表、区委党校骨干教师和各单位

理论宣讲员为主体成立群众性理论宣讲

团，深入机关、社区、村居、基层单位开展

宣讲活动。推出一组宣传报道。区新闻

单位开设“砥砺奋进的五年”等栏目，宣

传好五年来宝山建设发展各个领域的新

举措、新进展和新经验，及时报道区庆祝

建党９６周年系列纪念表彰活动，宣传全
区各行各业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感人

事例。 （肖光庆）

宣传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宣传部门围绕迎接
党的十九大、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这条主线，把握“两个巩固”（巩固

马克思主义在意设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

思想基础）根本任务，高举旗帜、围绕大

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为“魅力滨江活

力宝山”建设营造良好的理论氛围、舆论

氛围、文化氛围、社会氛围。（１）意识形
态工作。围绕迎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五违四必”（“五违”：违法用地、违

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

“四必”：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

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

经营必须取缔）综合整治等主题，全年开

展区委中心组学习２５场次。建立宝山
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及处

级单位基层宣讲团，开展基层理论宣讲

１０００余场，覆盖听众超过１０万人次，推
动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机关、进校园、进企

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进

楼宇。区委宣传部被新华社评为 ２０１７
年度新闻信息暨报刊工作先进单位。３
篇调研文章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优秀

成果奖，２人获市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
称号。建立区级政务新媒体矩阵和自媒

体联盟，首批１００家成员单位读者和粉
丝超过１６０万人。制定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宝山区信息发布和政务舆情回应

工作的意见》。组织召开２０１７上海樱花
节、邮轮旅游节、亚太邮轮论坛等新闻发

布会（通气会）１５场。策划“五违四必”
整治、“社区通”推广应用、“诺唯真喜悦

号”邮轮首航等主题采访活动。区报台

网推出“新时代新征程新宝山”系列报

道３０余篇。组织制作《决胜》等５部专
题片。宝山城市形象宣传片《北上海变

奏曲》通过新华社客户端等媒体向全球

发布。研究制定《宝山区各级党组织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宝山区

５５

宣　传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日，宝山区志愿服务联盟成立暨供需对接活动在中成智谷创意产业园举行
区文明办／提供

关于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意见》

《宝山区服务保障党的十九大网络安全

工作方案》等文件。落实市委督查组对

宝山区意识形态工作专项督查各项工

作。开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检

查工作，举办“砥砺奋进的五年———２０１７
宝山区网络安全宣传月”活动，启动党政

网站集约化建设。（２）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开展“德润滨江

善行宝山”第二届“宝山好人”主题活动

等各类道德典型培育选树实践活动。制

定出台《关于建立宝山区精神文明建设

道德典型关爱礼遇机制的意见（试

行）》，设立区“关爱好人”专项基金，制

作《德润滨江善行宝山———２０１１年 －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道德典型人物事迹汇
编》。庙行镇林庆凡荣登“中国好人

榜”，宝山公安分局倪军获评２０１６年度
上海市精神文明好人好事。《上海宝山

营造崇德向善氛围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被新华社《内参选编》刊发。打造“我们

的节日”宝山品牌，开展“宝山区民俗文

化公益宣传作品征集展示”活动，整理发

布“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等１１项公
益广告素材。做好环境综合整治、上海

樱花节、部队“停止有偿服务”、亚太邮

轮大会等重大节庆、活动环境宣传工作。

（３）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组织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市十一次党代会

和区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巡回宣讲 ６８３
场，累计听众４万余人。开展“砥砺奋进
的五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１１
件展品入选“逐梦新时代·上海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大型主题展览。在全区开展“滨江
新时代·红色谱华章”微电影大赛，４部
微电影作品在“光荣城市·梦想绽

放———党的诞生地的故事”上海市市民

微电影节上获银奖、铜奖等荣誉，区委宣

传部获优秀组织奖。３部作品（项目）入
选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十大“网民最喜爱的海
派修身达人”和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十大“网
民最喜爱的海派修身达人微电影”。开

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名）宣传口号、

主题标识社会征集活动及文明镇、文明

社区、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全区共有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市、区两级文明单位
４３０家、文明小区４１７家、文明村５０家。
月浦镇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镇，月浦镇

聚源桥村和罗泾镇塘湾村获评第五届全

国文明村，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获评

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推动文明交通、

文明旅游等“除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张

庙街道老年骑游队、杨行镇陆玉妹、淞南

镇地铁志愿服务队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度上
海市文明交通好市民。开展“中国梦”

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和“立根、立魂、

立志、立品”教育实践活动，组织“万名

青少年清明祭悼革命先烈”“宝山区优

秀童谣征集”和“护苗 ２０１７———绿色行
动进家庭”等特色活动。庙行镇、区少科

站等４家单位获评第四届上海市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先进集体，３人获评先进个
人。罗店中心校蒲公英少年宫入选上海

市示范性（星级）学校少年宫。实施市

民修身“一套修身读本、一本修身护照、

一批修身基地”工程，构建“人人、时时、

处处”修身网络体系。成立“宝山区志

愿服务联盟”，全区注册志愿者人数达

３０万人，开展各类志愿服务１７万场次，
参与志愿服务人数１６万人次，服务群众
近１００万人次。庙行镇、顾村镇、月浦
镇、友谊路街道志愿服务中心入选首批

市级社区志愿服务双创示范中心。

■举办志愿服务联盟成立及供需对接活
动　３月２日，“志愿服务，我的生活新
方式”宝山区志愿服务联盟成立暨供需

对接活动举办。活动现场，成立由区文

明单位等７个志愿服务分联盟组建而成
的宝山区志愿服务联盟，该联盟成为全

市首家登录运用中央文明办“志愿云”

系统的区级志愿服务联盟组织，并实现

首批１９３个志愿服务项目线上线下同步
推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

任潘敏，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出席活动并

致辞。

■举办“滨江新时代·红色谱华章”第三
届微电影大赛　５月起，区委宣传部举办
以“党的诞生地”红色资源挖掘宣传工程

为主线的“滨江新时代·红色谱华章”第

三届微电影大赛。活动期间共收到来自

２２家单位的４０部微电影作品，从中评选
出综合类、剧情类单元一、二、三等奖及优

秀影片奖、优秀组织奖等奖项。其中６部
作品在市“光荣城市·梦想绽放———党

的诞生地的故事”上海市市民微电影节

评选活动中获综合类单元银奖、剧情类单

元铜奖、最佳表演单项奖和优秀影片奖，

区委宣传部获优秀组织奖。

■举办“德润滨江善行宝山”第二届“宝
山好人”主题活动　５月起，区文明委组
织开展“德润滨江善行宝山”第二届“宝

山好人”主题活动，通过“人人做好人、

人人评好人、人人赞好人”，在全区形成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共有

６５２６名“身边好人”参与评选，２５８９名
“好人”在各基层受到表彰，２２９０人被举
荐参评“宝山好人”。通过现场擂台赛

展示、专业评审与大众评审综合评选、评

选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最终共评选出“爱

岗敬业”“诚实守信”“平安建设”“孝老

爱亲”“助人为乐”５个类别共１００名“宝
山好人”。

■区政务新媒体矩阵和自媒体联盟成立
　５月３１日，由１００家政务新媒体和１０
个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组成的宝山区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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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基地名称 地　址 电话 开放时间

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馆 上大路５５号 ８１８０３６３７ 需提前一周以上预约（如有特殊情况，不对外接待）

表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上海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基地名称 地　址 电话 开放时间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友谊路１号 ６６７８６３７７８０１３ ９∶００－１６∶００（周一闭馆）

陈化成纪念馆 友谊路１号 ６６７８６３７７８０１３ ９∶００－１６∶００（周六闭馆）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 ５６１０９６６７ 周一至周五８∶３０－１５∶００（仅限团体参观）

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 武威东路７６号 ６６６７０６６０（预约参观） ８∶３０－１６∶００（周一闭馆）

上海解放纪念馆 宝杨路５９９号 ５６１０８２７７ ８∶３０－１６∶００

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 宝杨路１号 ３１２７５９９９ ９∶００－１６∶３０（１５∶３０停止售票），国定节假日９∶００－１６∶４５（１６∶００停止
售票），（周一闭馆）

表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基地名称 地　址 电话 主管部门 开放时间

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纪念碑
四元路 １８７号（南门）、龙镇路 ６
号（北门）

５６６４６５４９ 月浦镇文明办
４月１日－６月３０日５∶００－１８：００；
７月１日－９月３０日５∶００－１９∶００
１０月１日－３月３１日６∶００－１８∶００

罗店红十字纪念碑 罗店镇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 ５６８６５６７７ 上海市红十字会 ８∶００－１６∶００

陈伯吹公墓 罗店镇苗圃路３５０号 ６６８６６８９６ 罗店农副经营公司 ８∶００－１６∶００

宝山烈士陵园 宝杨路５９９号 ５６１０８２７７ 宝山区民政局 ８∶３０－１６∶００

徐克强烈士纪念碑 淞良路３００号（淞南公园内） ５６１４１５３０ 淞南镇宣传科 ５∶００－１７∶００

吴淞开埠广场 淞浦路４７０号 ５６８４２７７２ 吴淞街道 每天开放

“警钟长鸣、永志不忘”———侵华日军罗泾
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碑

陈东路１２１号 ５６８７１２５４ 罗泾镇社会事务服务
中心

每天开放

藻北小学纪念碑 共富路７５号 ３３７０６３２９
５６０４０７３０ 顾村镇青保办 双休日（预约）

一·二八淞沪抗战无名英雄纪念碑 爱辉路１９８号 ６６９８３８７２ 庙行镇宣传科 双休日（需预约）

宝山区档案馆 淞宝路１０４号 ５６１６１３９３
５６４５３２７３ 宝山区档案局

周一到周六８∶３０－１１∶３０；
１３∶００－１６∶３０

上海大学溯园 上大路９９号 ６６１３３４６５ 上海大学 每天开放

上海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沪太路４７８８号（近顾村公园１号
门）

５６０４２００７ 宝山区文管局 周二到周日９∶００－１６∶００

宝山地震科普馆 松兰路８２６号 ３３８５０１０５ 杨行镇政府
周二到周六９∶００－１１∶００；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程晓）

新媒体矩阵和自媒体联盟成立，并推出

矩阵自律公约及向自媒体发出联盟倡议

书。矩阵和联盟覆盖读者和粉丝超过

１６０万人，实现新媒体跨地域、跨级别、
跨职能、跨部门横纵双向联动，形成矩阵

式传播新格局，展示宝山良好形象、网聚

强大正能量，推动全区新媒体建设发展

和信息化进程。

■开展网络宣传月活动　９月 ～１０月，
区委宣传部结合政府信息发布、外宣活

动策划和网信工作等主题，组织开展“砥

砺奋进的五年　转型发展的宝山”网络

宣传月系列活动。先后邀请市政府新闻

办（外宣办）主任徐威等领导专家，围绕

外宣活动组织策划、新媒体运营、网络安

全等内容，为全区２００多名各级党政一
把手及相关人员授课，并组织参观２０１７
国家网络安全博览会暨网络安全成就展

和东方网融媒体中心。 （程晓）

统战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委统战部增强凝聚
力、汇聚正能量，在党派、民族、宗教、对

台、侨务和非公经济等方面取得新成效。

（１）多党合作。坚持并完善“高层次、小

范围谈心会”“季度座谈会”“区情通报

会”等工作机制。协助区委召开党外代

表人士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

并讲话，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出席座谈

会。召开４次季度座谈会，区委常委、统
战部长沈伟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各民主

党派区委（总支）、工商联、知联会主要

负责人以及相关团体主要负责人参加会

议。邀请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姚俭

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作专

题报告。与区政协联合举办区情通报

会，邀请区领导向党外代表人士通报区

情。协助区委召开“五违”（违法用地、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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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３日，举办２０１７年宝山统一战线迎新联欢会 摄影／李放明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举办“以慈化瓷”２０１７两岸陶艺文化交流展 摄影／李放明

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

住）整治、“中小河道治理”专题协商会

暨各民主党派参与专项监督工作推进

会，召开党外代表人士季度工作暨各民

主党派区委（总支）专项监督工作座谈

会。起草《关于建立健全区领导与党外

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制度的建议方案》和

《区领导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名单

建议方案》。配合区委组织部考察９名
市人大代表、１２名市政协委员人选。完
成４名区政协委员增补相关工作。召
开区年轻党外干部调研人选推荐会，推

荐正处后备人选２名，副处后备人选１７
名。牵头召开区委统战部、区委组织

部、区公务员局“两部一局”联席会议，

共同研究宝山区党外队伍建设和党外

后备干部储备工作。联合区委组织部、

区公务员局下发《关于开展 ２０１７年区
党外优秀青年干部调研工作的通知》，

在调研基础上共研究产生 １５４人的区
党外优秀青年干部名单。从党外优秀

青年干部名单中产生３８名学员，安排３
天的理论培训，并组织学员赴井冈山学

习考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打造“海

上新力量·宝山宝”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工作品牌，以“人杰、墨珍、心善”理念团

结引领新阶层人士。开设“同舟大讲

坛”活动基地。（２）民族宗教事务管
理。开展民族宗教法制宣传学习月活

动。组织宗教团体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及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组织

开展“宪法宣传周”和“宗教慈善周”活

动。分别指导区教育局、城市工业园区

开展民族教育进校园、民族工作进企

业。做好重点节日期间的帮困送温暖

工作。做好信访接待工作。召开创建

工作推进会，推进上海市文明和谐寺观

教堂创建工作。对２３个宗教活动场所
进行年度财务审计，对 ２１个创建场所
进行中期检查。开展基督教私设聚会

点的专题调研工作，召开宗教场所电气

火灾综合治理培训会。完成少数民族

联合会换届工作。推进宗教领域公共

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协

助完成全区佛教场所春节接待 ６万余
名信众的安全工作。协助区天主教爱

国会组织区 ３５０余名信教群众赴佘山

进行５月朝圣。完成新疆喀什地区三
批次１５０名爱国宗教人士的接待工作。
做好“开斋节”“古尔邦节”、圣诞节、春

节等节日相关工作。（３）非公经济工
作。组织非公经济人士开展“不忘初

心，重走长征路”系列专题教育活动，共

有１６支团队４００多人参加历时半年的
活动。举行致良知（上海）学习会，共有

全国知名企业家及会员企业 ６００余人
参加学习会。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

人士综合评价工作。邀请市工商联、区

政府领导为区工商联新一届执委常委

作专题辅导报告和区情报告。组织非

公代表人士赴云南迪庆、新疆叶城等扶

贫协作地区考察，开展扶贫捐助活动。

举办理想信念座谈会、走进会员企业、

赴杭州学习考察等活动。完成《培育民

营龙头企业推动宝山区产业集群发展

研究》调研报告。开展地方教育附加专

项资金、区“双百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在
区内资助优秀技能团队１００个，首席技
能人才１００名）等政策培训。举办２０１７
第十三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近

６００名企业家参加。与区检察院联合印
发《关于依法保障和促进宝山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的意见》。开展财税热点等系

列培训对接活动。创建微信公众号。

（４）台侨工作。为区台商举办税务、环
保等专题讲座。与区域内２０个创业基
地联系加强对接。区委统战部主要领

导多次会见区台侨界政协委员、重要侨

领、重点侨界人士，广泛听取参政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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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接待国民党黄国荣党部参访团、

中国台湾高雄市新住民社会发展协会

参访团、２０１７年中国侨联“亲情中华”
台湾青年学生（上海）夏令营参访团。

接待傅应川等海峡两岸抗战史学家参

加宝山区纪念“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

８０周年系列活动。接待新党主席郁慕
明率新党大陆参访团参观上海淞沪抗

战纪念馆，宝山区委主要领导会见其一

行。指导区台资企业赴台参加征才博

览会。举办海峡两岸抗战史论坛，成立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

会”。全年组织７个团组赴台考察。机
关事业单位 １５批 １６人次参加市有关
部门组团赴台交流，１５家企业赴台开展
经贸交流。开展 ３月“台侨宣传月”活
动，先后举办 １６６场（次）培训、讲座及
报告会，发放宣传资料 １０７５０份，组织
志愿者活动 １２７场，受众近 ３４万人。
协调解决涉台涉侨行政工作近 ４０件。
开展“三送”（送清凉、送温暖、送关爱）

活动，走访慰问归侨侨眷 １２６户，慰问
金近７万元。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处置
来信来访近２０起。为区侨界人士举办
戏曲专场汇演，举办“侨界人士喜看宝

山新变化”活动。开展“早期归侨重病

大病”援助项目、“老归侨”体检、“老归

侨回家过年”“侨界至爱”等实事项目，

合计服务近１０００人次，服务经费２０万
余元。组织侨界青年参与区总工会招

聘会等系列活动。推进“侨之家”服务

平台，搭建侨联“展示交流”平台和“新

侨创业实践基地”，在大场、罗泾、月浦

镇建立“新侨驿站”，筹建“侨商沙龙”

平台，筹备成立上海市侨联青联总会宝

山分会。宝山区台联会与虹口区台联

会建立友好共建结对。组织相关街镇

侨界人士开展系列文化活动。总结、推

广张庙街道创建“全国社区侨务示范

点”成功经验，协助友谊路街道开展“全

国为侨服务示范单位”创建工作，协调

并指导友谊路街道街镇级留学人员联

合分会、淞南镇侨商分会换届工作。３
名港澳人士当选新一届区政协委员，２
名上届港澳籍政协委员当选为新一届

区政协常委。（５）统战宣传。制定
２０１７年街镇（园区）统战工作目标考核
实施细则、评分细则及《宝山区统战信

息调研工作考核办法》。年初召开

２０１７年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新联欢
会，并编辑出版联欢会《集锦》。举办第

三届香港、台湾、内地“同根同源中华情

书画摄影展”，邀请香港美协主席萧晖

荣等出席开幕式。召开２０１７年统战信
息宣传调研工作会议暨区统战理论研

究会年会。开展“不忘初心　合作前
行”主题征文，出版征文集。打造“逸仙

雅苑”艺术交流平台。举办第四届“以

慈化瓷”两岸陶艺文化交流展，上海市

政协副主席方惠萍、宝山区委书记汪泓

等市、区领导出席活动。出版 ６期《宝
山统战》杂志。《中国统一战线》第８期
刊登“完善机制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

作”经验文章。年内，区委统战部被中

共中央统战宣传办公室、中国统一战线

杂志社评为中国统一战线宣传先进

单位。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３日，举办第三届香港、台湾、内地“同根同源中华情书画摄影展” 摄影／李放明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建设
　按照“挂实职、行实权、干实事、出实
效”的要求，完善一条线分管、一把手带

教、一线法工作机制，完成第八批党外挂

职干部考核鉴定和挂职基地总结工作。

协助市委统战部召开２０１７年上海党外
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工作会议。组织召开

第九批党外挂职干部入区培训会，定期

召开挂职锻炼基地双月学习交流会。举

办“走进城市工业园区”活动，区委常

委、统战部长沈伟民，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党委副书记范永春，市委统战部相关处

室领导参加活动。举办“走近第二批挂

职干部王光贤”学习交流活动，市人民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本才，市委统战

部分管领导，民革市委专职副主委董波，

宝山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等出席

活动。组织挂职干部参加市委统战部举

办的“海上新力量 喜迎十九大”开幕

式，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和上海逸

仙画院。组织“走进上海中医药大学”

学习交流活动。组织各民主党派区委

（总支）、区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代表

人士及市第九批党外挂职干部赴延安学

习考察。

■中共宝山区委与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
召开　２月 ６日，区委召开党外代表人
士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李萍，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区委

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副区长陈筱洁等

领导出席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

知联会代表人士交流２０１７年工作和学
习贯彻中共区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计

划，并就推进党际协商等提出建设性意

见和建议。

■组织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系列活
动　组织区统战机关干部、统战人士
３５０余人收看中共十九大开幕式。１０月
２５日，即党的十九大会议闭幕后的第一
天，举办贯彻党的十九大宣传培训班，邀

请民建中央副主席、市政协副主席、民建

市委主委、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周汉民

作主题辅导报告。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０
日，在区政府机关办公大楼一楼大厅举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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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贯彻十九大精神，助推新宝山建

设———宝山区统战各界人士书画摄影

展”，展出书画、摄影作品１９３幅，并出版
画册，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少军出席观看画展。１２月５日，在区
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不忘初心团结奋

进”党的十九大专题培训，３００余名侨界
人士参与学习。协助召开区委与党外代

表人士集体谈心会，由党的十九大代表、

区委书记汪泓与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交

流。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共收到建言

类材料近百篇（件）。 （王　豪）

党校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
党校、宝山区行政学院（以下简称“校

院”）坚持“党校姓党”，推进教学科研、

管理保障和党的建设，完成全年各项工

作。至年末，有在编３２人，其中参公１２
人、事业２０人。事业编制中有教师１３
人，全部为硕士以上学历。其中：副高

职称３人，占２３％；讲师职称８人，助教
职称２人。学校年内获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度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１）教学培
训。全年举办各类培训班 ３８期 ３８８２
人次，其中主体班２４期２５７２人次。校
院教师校内授课 ９４讲，课程平均评优
率９５６％，其中主体班授课３５讲，平均
评优率达到９８６％，均超出往年水平。

（２）科研工作。校院教师公开发表论文
１９篇，立项课题１７项，结项课题５项，
其中市级课题 ５项，区级课题 ２项，校
级课题 １０项。各类课题中，决策咨询
课题１２项，是 ２０１６年的 ３倍。《关于
有效防止河道治理二次污染，巩固中小

河道综合整治效果的建议》获市长应勇

和副市长时光辉肯定性批示。完成《社

区党校现状和对策》《两新党建组织体

系调研报告》等课题。完成６期《开拓》
杂志的出版发行，刊发文章 １３６篇，重
点宣传宝山在工业区转型、基层党建、

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的成功经验。（３）
管理服务。作为全区会议中心，为全区

２７家单位及部门提供会务保障９８４场
次，其中大型会议及演出 ３６９场，日均
场地使用率４场次，接待参会参训人员
６９９８０人次。完成会议中心空调和舞美
改造工程。校总务科获区“工人先锋

号”称号。

■加强班次建设　教学设计实现多个
“首次”。首次在中青班和村居党组织

书记示范班开展“两带来”和“问题征

集”；首次在处级干部进修班推出１２讲
选修课；首次在新任处级班组织学员撰

写策论并分６大类汇编成册，供区领导
决策参考；首次探索重要班次项目化运

作，学风建设达到新水平。区内 １８名

局级、６７名处级领导干部到校授课。

■优化课程体系　以“经典导读”和“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题开展两

轮课程开发，组织开展１０次集体备课，
集中开发５门新课，形成总量为６５讲的
校院自主开发课程新菜单。其中，《城市

新兴领域党建的实践与创新———上海的

经验与启示》一课获上海市北部片区党

校、行政学院协作体２０１７年优质课观摩
展示活动第一名和“上海市党校、行政学

院系统第七届精品课”称号。

■开展主题宣讲　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党的十九大、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区

第七次党代会精神为主题，开展主题宣

讲近６０场次，听众近 ７０００人次。联合
区委组织部推出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

“指尖课堂”，完成“十九大十九测”出题

工作，１万多名党员参与线上测试学习。

■推进科研交流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的
１１月 ２２日，联合市委党校城市社会研
究所在区委党校举办“共建共治共享发

展理念下上海基层治理实践与探索”研

讨会，市党校系统专家学者，市、区社会

建设工作有关领导、实际工作者近７０人
参会，收到论文４５篇。

表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委党校办班情况

序号 时　间 班　次　名　称 天数（天） 参加人数（人）

１ ３月２２日 宝山区基层党建信息员培训班 １ ９０

２ ３月２６日 区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 １ １６６

３ ４月８日 区处级干部“１＋７”专题培训班（党建社建及综治维稳专题） １ ６２

４ ４月８日 区处级干部“１＋７”专题培训班（民生保障专题） １ １２７

５ ４月９日 区处级干部“１＋７”专题培训班（安全稳定专题） １ １２７

６ ４月９日 区处级干部“１＋７”综合经济专题培训班 １ １２８

７ ４月１５日 区处级干部“１＋７”专题培训班（社会事业发展专题） １ ９８

８ ４月１５日 区处级干部“１＋７”专题培训班（城市建设专题） １ １２３

９ ４月１６日 区处级干部“１＋７”专题培训班（产业发展专题） １ １３４

１０ ４月２４日～２６日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第一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总第２３期） ３ ２３１

１１ ５月１０日～１２日 宝山区第七期优秀女青年干部培训班 ３ ６７

１２ ５月１５日 宝山区“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培训班 １ ２００

１３ ６月５日～７日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第二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总第２４期） ３ ２４７

１４ ６月７日～１６日 云南省维西县乡科级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总第１２期） １０ ３０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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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时　间 班　次　名　称 天数（天） 参加人数（人）

１５ ６月８日 宝山区基层党务干部专题培训班 １ ４０

１６ ６月２６日～２８日 杨行镇２０１７年青年干部培训班 ３ ４０

１７ ７月１日～６日 宝山区第十三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班 ６ ４５

１８ ７月８日～８月１０日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新任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第一期） １个月 ３１

１９ ７月８日～８月１０日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新任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第二期） １个月 １０１

２０ ７月１３日～２２日 云南省维西县乡科级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１３期） １０ ３０

２１ ８月２６日～１０月２１日 ２０１７年区处级干部进修班 １个月 ８２

２２ ８月２６日～１１月２０日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第１７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３个月 ４０

２３ ９月９日～１５日 宝山区２０１７年新录用公务员入区培训 ７ ６０

２４ ９月１８日～２０日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第三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总第２５期） ３ ９９

２５ １０月９日～１４日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共青团干部和青年干部（青联委员）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６ ６０

２６ １０月２３日～２４日 宝山区新任科级领导干部任职培训班 ２ ２２８

２７ 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８日 云南省迪庆州组工干部党性修养培训班 １０ ３０

２８ １１月１３日～２４日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青年干部培训班 １５ ３０

２９ １１月１３日 宝山区“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培训班 １ １１５

３０ １１月１６日～１８日 宝山区第一期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 ３ １２９

３１ １１月２０日～２２日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国资系统基层党支部书记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 ３ ７５

３２ １１月２７日～１２月１日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居民区党组织书记集中轮训示范班 ５ ４５

３３ １１月２７日～１２月１日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村党组织书记集中轮训示范班 ５ ３５

３４ １２月１日～２日 宝山区第二期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 ２ ２２２

３５ １２月８日～９日 宝山区第三期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 ２ ２０２

３６ １２月１８日～２１日 宝山区党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集中培训 ３ ６５

３７ １２月２２日～２３日 宝山区第四期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 ２ １５４

３８ １２月２９日 宝山区一线党代表培训班 １ １４１

（夏玉宾）

区社会主义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
坚持“社院姓社”办学方向，突出“民主

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党校、统一战线

人才教育培训主阵地、统一战线高端智

库”三大职能，强化政治共识和意识形态

工作，明确定位，广泛开展培养、指导、服

务，推进社院正规化建设，提升社院建设

科学化水平，超额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区社院正规化建设经验刊登于《统战动

态》第４５期。年内完成区民主党派、工
商联、知联会班子成员培训班、区党外青

年骨干培训班、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会员培训班、区台侨、民宗工作专题培训

班、中华文化学院第一期太极养生培训

班等共２６期，比上年增加１０期，培训学
员１７０７人次。全年共征集论文１０３篇，
编辑出版《２０１７年度统战理论研究论文
集》。与市社科院、市社院联合开展“宝

山区统战工作体制机制研究”和“宝山

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运行机制研究”两

个重点课题研究。

■强化意识形态教育　根据区委宣传部
《关于加强宝山区意识形态工作教育培

训的实施意见》要求，制定《区社院关于

强化政治共识教育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工

作的意见》，强化党外干部的意识形态教

育，凝聚政治共识。以学习贯彻中共十

九大精神为主线，坚持思想共识教育。

按照“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

向、行动上同心同行”目标任务，增强党

外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

■打造社院联合体　在指导基层分院开
展培训的同时，在教学、理论研究等方面

进行联合，建立联合体，丰富分院工作内

容，拓宽办班渠道，拓展办班内容，开展

开放式办班。４月７日 ～１５日，组织基
层分院负责人到广西开展扶贫考察工

作，并同广西社院就教学科研等方面的

工作进行研讨。在市社院组织下，７月
３０日 ～８月３日，区社院参加美国教学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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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交流活动。

■统一战线智库中心揭牌运行　５月１０
日，区统一战线智库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中心立足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和中华文化

宣传两大视角，围绕宝山区委中心工作，

结合宝山经济社会发展治理中的热点、

难点问题，开展理论探索与实践，形成

“两级组织，五级网络”（“两级组织”指

区社院、区统战理论研究会和基层社院，

涉及全区各街镇、园区基层分院和部分

机关分院共 １５家单位、组织；“五级网
络”指以区社院、中华文化学院、统战理

论研究会为主体的网络体系；以各民主

党派、无党派人士负责人和秘书处为主

体的网络体系；以各街镇、园区，各部委

办局机关单位统战干部为主体的网络体

系；以社区统战工作者为主体的网络体

系；以统战智库中心专家库和协作单位

为主体的网络体系）的组织架构体系。

制定《宝山区统一战线智库中心管理办

法》，推进智库制度化建设，充实社院教

师队伍，为智库原创性研究储备人力资

源和思想资源，共遴选２７名专家、学者
担任智库中心专家兼社院兼职教师，

■举办基层分院第一届书画展　８月１４
日，在区政府一楼大厅，区社院、区统战

理论研究会和区中华文化学院联合举办

“凝聚中华文化自信力，迎接党的十九大

召开———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基层分院

第一届书画作品展”，展出历时一个月。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庆祝区社院建

院２７周年，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各基层分院历时一年时间组织广大

统战人士创作出 １００幅各具风格的
画作。

■开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　９月 ４
日，区社院、区中华文化学院同中国台湾

中国民众党两岸统一文化交流中心开展

文化交流。中国台湾中国民众党中央委

员会副主席、促进会主任、甘肃省现代书

画专业委员会主席张敏钧就甘肃省在

“一带一路”文化中的地位作用、两岸文

化交流情况以及与宝山中华文化学院开

展文化交流合作提出设想。

■举办以弘扬国粹为主题的文化活动
　组织各民主党派、统战对象开展以太
极养身、医养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培

训。４月２６日 ～７月５日，举办基层分
院第一期太极养生班，使学员熟练掌握

陈式太极前１６式。每季度举办心血管
保健、医养文化交流及冬季中医养生专

题培训。

■参与统战系统各类文化活动　６月８
日，参与民革宝山区委“风韵六人行”书

画邀请展。１０月３１日，参与区委统战部
举办的“贯彻十九大精神，助推新宝山建

设”———统战人士书画摄影作品展。

（桂　琳）

表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办班情况

序号 日期 培训班名称 人数（人）

１ ３月７日 民建宝山区委女会员培训班 ４０

２ ３月１４日 宝山区台侨、民宗工作专题培训班 ９５

３ ３月２４日 太极养生及心血管保健知识专题培训班 ５０

４ ４月１０日 基层分院负责人赴广西培训班 ７

５ ４月２０日 宝山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会员培训班 ３５

６ ４月２６日 中华文化学院第一期太极养生班（１０周） ３０

７ ４月２７日 杨行镇宣传统战干部培训班 ２００

８ ５月１６日 “遵法守法文明出行”专题培训班 ３０

９ ５月１７日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骨干培训班 ４５

１０ ６月１４日 宝山区统战系统学习培训班 １５０

１１ ６月２２日 民进宝山区委暑期骨干培训班 ５０

１２ ８月２２日 民盟宝山区委骨干学习班 ４５

１３ ９月１３日 统战信息员培训班 ７０

１４ ９月２７日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中青年骨干及新党员培训班 ３５

１５ ９月２７日 医养文化交流专题讲座 ８０

１６ １０月１７日 宗教场所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专题培训 ６０

１７ １０月２５日 区民主党派、工商联、知联会班子成员培训班 １５５

１８ １０月２５日 宝山区党外青年骨干培训班 ４０

１９ １０月２７日 民建宝山区委会员培训班 １２０

２０ １１月７日 民革宝山区委骨干学习班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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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日期 培训班名称 人数（人）

２１ １１月１６日 区统战理论研究会思想道德建设培训班 ３０

２２ １１月１７日 农工党宝山区委全体在职党员培训班 ６０

２３ １１月２５日 宝山基层商会学习十九大精神培训班 ３０

２４ １２月５日 区侨联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 １００

２５ １２月５日 中华文化学院冬季中医养生专题讲座 ５０

２６ １２月６日 社院基层分院、实践教学基地、社院全体在职干部学习十九大培训班 ５０

合　计 １７０７

（桂　琳）

老干部工作
■概况　至２０１７年末，供给关系在宝山区
的离休干部有１７９人（其中易地安置到外
省市１人），年内去世１８人；外省市易地安
置在宝山区的离休干部有１６人，年内去世
２人。区委老干部局调研课题组撰写的
《宝山区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主动融

入区域化党建工作的思考与建议》调研报

告，被市委老干部局评为特等奖。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５日，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长李峻（中）探望住院老干部 区老干部局／提供

■加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学习贯彻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

作的意见》（中办发〔２０１６〕３号）和《关
于本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

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区委办、区

府办印发《关于本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实施办法》。举行区

离退休干部党工委揭牌仪式，区委书记

汪泓和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包龙根共同

为区离退休干部党工委揭牌，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主持揭牌仪式，区委常

委、组织部长李峻出席揭牌仪式并宣读

区委《关于同意建立中共上海市宝山区

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会的批复》。会同

区委组织部，将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列

入区基层党建工作考核内容。区老干部

活动中心修缮工程竣工。区委决定从

２０１８年起，设立每年２０万元的离退休干
部党建工作经费。３月３０日，举办２０１７
年宝山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和关工

委干部学习培训班，组织１５０名老同志
学习全国老干部工作“双先”（先进集

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全国老干部

局长会议、市老干部工作暨“双先”表彰

会和区组织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政治待遇　通过组织集中收看党
的十九大开幕式，邀请党的十九大代表、

区委书记汪泓向全区离休干部和部分退

休干部传达党的十九大精神，发放《党的

十九大报告》（单行本）、《党章》，组织老

干部列席区党员负责干部大会，组织参

加市委党校读书班学习，举办“老干部大

讲堂”———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辅导报

告会等多种途径，在离退休干部中间兴

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

潮。组织广大离退休干部学习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区第

七次党代会精神。春节前夕、“七一”期

间，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汪泓、范少军、

李萍、丁大恒和区委常委以及有关区领

导分别走访慰问老干部。１月２５日，区
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峻专程到市一医院

宝山分院探望住院离休干部。安排离退

休干部对“２０１７年区处级干部进修班暨
党性修养培训班”和“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第
１７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的党性分
析小组交流进行点评。做好局级离退休

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分两批组织局级退

休干部到无锡体检疗休养，对局级离退

休干部进行普遍走访慰问。为离退休干

部订阅报刊、学习资料。

■开展“畅谈、建言”主题活动　围绕迎
接党的十九大和市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

召开，组织开展“畅谈十八大以来变化、

展望十九大胜利召开”活动和“建言十

九大”“建言党代会”活动。开展“看改

革成果、看经济发展、看社会进步”活动，

先后组织离退休干部参观中国商飞公司

设计研发中心、青西郊野公园和海军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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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５日，“红色故事伴成长”演讲比赛举行 区老干部局／提供

淞军港。组织参加市委老干部局开展的

“老同志眼中的上海十大新变化”评选

活动，推荐３项宝山新亮点。拓宽老同
志知情知政渠道。组织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
老干部迎春茶话会。举办宝山区离退休

干部区情通报会，邀请区委书记汪泓向

老干部通报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组织

离退休干部参加区里的重要会议、活动

以及市里举办的离退休干部形势报告

会。开展“我看十八大以来这五年”畅

谈活动，以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为主阵地，

以“我看十八大以来这五年”为专题，通

过组织生活会、座谈讨论会等形式，组织

离退休干部畅谈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成

就。开展“老同志讲宝山新故事”活动。

区关工委系统以 ２０１７年“暑期假日学
校”为平台，以老干部撰写的１７篇宝山
新故事和爱国主义教育材料为宣讲稿，

安排“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

老教师、老劳模）志愿者进学校、进社区，

开展“讲宝山新故事、看宝山新亮点”宣

讲活动。开展“我是网宣达人”网上正

能量活动。老干部“六合院”网宣小组

依托各大主流网络媒体和新媒体，引导

老干部为党的事业发展点赞建言，传播

正能量，其先进事迹被市委老干部局拍

摄成《六合院中的网宣达人》微电影；

“宝山春华秋实”博客被市委老干部局

评为“上海市离退休干部博客空间优秀

博客”。区关工委被市关工委评为“‘传

承中华魂·共筑中国梦’老青结对博客

秀”活动优秀组织奖，“张庙至爱”等 ４
个博客被评为“金牌博客”，“宝山金色

年华”等１０个博客被评为“优秀博客”。
深化“学智能手机，做网宣达人”活动，

区教育局、高境镇、共和三村等单位成立

基层“六合院”网宣小组，区关工委系统

建立微信群。组织老干部关注订阅“上

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上海市老干部

网宣达人”微信公众号，扩大主题活动的

社会效应。开展“喜迎十九大，颂扬新成

就”系列活动。“七一”前夕，在《宝山

报》刊登“宝山区老干部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６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９０
周年”书画作品专版。开展“不忘初

心·永葆本色”系列活动。开展“争当

六大员”（党的政策宣传员、社会道德示

范员、和谐社会促进员、教育后代辅导

员、社会风气监督员、社区文化倡导员）

活动，引导老干部围绕中心就近就地在

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中发挥正能量，为

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加强关

心下一代工作品牌建设，７个工作品牌
入编“上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百家工作

品牌”。开展创建“五好”（关工委工作

班子建设好、志愿者队伍作用发挥好、制

度健全执行好、活动经费效果好、积极探

索创新好）基层关工委活动。７月 １
日～６日，会同区有关部门，举办“宝山
区第十三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

书班”，共有４５名学生参加。在广大中
小学生中开展“红色故事伴成长”活动，

“红色故事伴成长”演讲比赛被区有关

部门评为“暑期十佳优秀项目”。开展

“宝山最美老干部”推选活动。根据区

委关于“喜迎十九大，相聚在党旗下———

培育选树宝山好党员、好支部”主题活动

部署要求，结合实际开展“宝山最美老干

部”推选工作，退休干部顾维安先进事迹

入编市委老干部局编印的《老党员的新

故事》一书。依托各类媒体，加强宣传工

作。３月２８日，《宝山报》以整版篇幅刊
登“老干部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

正能量”专版。通过市委老干部局举办

的“上海市老干部工作者先进事迹报告

会”、上海教育电视台《常青树》栏目专

题片以及《宝山报》专版等平台、媒体，

宣传全国先进老干部工作者蔡献革先进

事迹。开展“建言十九大”“建言党代

会”活动，组织、引导老干部为召开党的

十九大、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区委、区政

府中心工作建言献策，撰写并及时报送

宝山区离退休干部“建言党代会”“建言

十九大”活动报告。安排部分局级退休

干部参加由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

持召开的“区政府与老干部座谈会”。

区委老干部局调研课题组和基层单位撰

写的２篇调研报告入选市委老干部局编
印的《２０１７离退休干部工作研究报告选
编》。

■落实生活待遇　根据沪委老〔２０１７〕３２
号文《关于调整本市已故离休干部无工

作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的通知》精神，

为３３名遗属调整生活困难补助标准。
配合区社保部门，贯彻落实《关于 ２０１７
年调整本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的通知》《关于２０１７年调整本市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精神，

为区离休干部调整基本养老金，并为 ６
名符合条件的已故离休干部补发基本养

老金；贯彻落实《关于提高本市生活长期

完全不能自理的离休干部护理费标准的

通知》精神，为区离休干部提高护理费标

准。会同区卫计委和有关医院，做好离

休干部就医绿色通道和分级诊疗工作，

将２５名离休干部纳入高龄老人医疗护
理计划。完善离休干部年度体检工作，

举办健康咨询、保健讲座。会同区民政

部门，为有需求的孤老、独居离休干部提

供机构养老服务。完善离休干部居家养

老服务工作，帮助 ９８名离休干部参加
“老伙伴”计划（以结对互助的方式，由

低龄老年志愿者向高龄老人提供家庭互

助服务，主要以“健康生活方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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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开展预防失能、健康科普、精神慰藉

等家庭关爱和生活辅助服务，预防或降

低风险发生，促进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和社会交往）。做好“三个必访”（春

节、高温期间和重大节庆必访，老干部生

病住院必访，老干部家中有特殊情况必

访），春节前夕、高温期间和“重阳节”期

间，走访慰问离休干部３１５人次，探望慰
问区安置在外省离休干部２人次；向４２
名离休干部送上生日贺卡和蛋糕，探望

住院离休干部１００多人次，妥善处理离
休干部后事２０人次。加大对外省市易
地安置在宝山离休干部以及生活上有特

殊困难离休干部的关心力度，对部分离

休干部发放２０１７年度一次性补贴；做好
企业离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在重阳节

前后，组织开展“敬老月”系列活动。办

好２０１７年离休干部实事项目，向全区离
休干部赠送电饭煲。深化“每日呼，解难

事”活动，为１１１名独居、孤老离休干部
提供心理慰藉、生活照料等服务。法律

顾问团为２名有需要的离休干部提供法
律服务。与区房管局维修服务中心加强

沟通，提供专业应急维修服务进离休干

部家庭１１人次。处理老干部来信来访
２３人次。 （张　震）

区级机关党工委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级机关党工委系统
有１０个机关党组织通过“公推直选”的
方式进行调整，新成立中共国家统计局

宝山调查队机关支部委员会。至年末，

区级机关党工委下属有机关党委３个，
直属机关党总支１６个，直属机关党支部
２４个，全年共发展预备党员２８名，党员
转正２５名，党员总数２４８２名。

■开展“机关好党员、好支部”培育选树
活动　２月１３日，下发《关于开展以“双
争”为主题的培育选树“机关好党员、好

支部”活动方案》。在机关党建网开设

专栏，推进和广泛宣传各单位开展情况，

专栏浏览量达８万余次。围绕“五好”标
准（“好党员”即政治思想好、岗位业绩

好、服务群众好、道德品质好、模范作用

好；“好支部”即支部班子好、队伍素质

好、工作业绩好、工作机制好、群众反映

好），坚持从基层一线党组织开始寻找，

第一轮共找出１０８名身边好党员、３６家
好支部；在此基础上，发动第二轮酝酿遴

选、第三轮网上票选，共计９２８８名党员
群众参与投票，选树一批在区重大工程

建设、“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合整治等

补短板重点工作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

和党支部。对 ３１名好党员、２２家好支
部，通过制作宣传册、展板、报纸及网上

等多种形式，组织三次集中宣传展示，并

于１０月２０日举办“在党的旗帜下·机
关好党员、好支部总结展示”活动。

■开展“双在双争”活动　３月７日，下
发《宝山区区级机关 ２０１７年“双在双
争”活动方案》（在单位争当先进、在社

区争做表率），形成党员立足岗位服务中

心、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各

基层党组织通过“对照目标想干事，查短

板；对照标准会干事，践承诺；对照任务

干好事，抓落实”“三对照”，引导机关党

员建功立业、争当改革先锋。在区级机

关１８家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开展“岗位
建新功、党员见行动”活动，共设立党员

示范岗８４个、党员先锋岗６４个、党员责
任区７０个。通过“深化‘双报到’‘双报
告’；深化‘我与群众心连心———三联三

争’；深化落实党员志愿服务”“三深

化”，引导机关党员深入社区参与公益、

争做服务表率。年内共有 １７０９名党员
到社区报到，８１０名党员认领公益项目，
１１０家党支部到社区报到；建立处级以
上党员领导干部联系点２７９个，深入基
层联系点４２５人次。３月１５日～４月１４
日，组织１０家单位９０人次参与上海樱
花节党员志愿服务。６月５日，下发《关
于组建区级机关党员（工会会员）志愿

服务团队的通知》，完成 ７支专业党员
（工会会员）志愿服务队３００人的注册登
记工作。４３家机关党组织共组织党员
志愿服务活动１９５次。

■加强机关党组织建设　３月２０日，下
发《关于建立机关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

的通知》，按照从严治党要求，明确机关

党工委每位班子成员３～４个机关党支
部作为党建工作联系点，要求机关党委

（总支）结合实际，加大对所属支部工作

的指导力度。在党建工作基础薄弱、发

展遭遇瓶颈的单位，班子成员要建立联

系点，加强对所属支部的指导帮带。８
月３０日～９月１日，举办一期机关党组
织书记、副书记学习研讨班，提升党组织

书记工作能力，研讨推进机关党建工作

措施。１１月６日，下发《２０１７年区级机
关党建工作检查评估办法》，在各机关党

组织自评基础上，机关党工委从基础工

作、日常工作和创新工作三个方面进行

实地检查考核，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

制。１１月１３日，下发《中共上海市宝山
区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关于命名“党支

部建设示范点”的通知》，确定由区委命

名的机关“党支部建设示范点”６家，由
区级机关命名的机关“党支部建设示范

点”４家。１２月 １１日，下发《关于开展
２０１７年度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
的通知》，督促机关党组织书记落实“一

岗双责”（指既要抓好分管业务工作，又

要抓好分管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工作责任，形成责任明确、运转有序、保

障到位的工作机制。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　６月１３日，围绕区委方案，细化制
订《区级机关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方案》，明确 ７项
２２条具体措施，细化８２条任务清单以及
责任主体和时间节点。区级机关党工委

下属４３家机关党组织按照要求，共制定
任务清单１７７４条，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
点，有序推进“两学一做”（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

■开展党员教育培训　建立和完善党员
日常教育管理个人档案和电子信息，年

内完成约２３００名党员的信息采集录入
校核工作。７月６日，组织１８名新党员
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重温入党誓

词，举办佩戴党徽、赠送党章仪式，并观

看影视纪录片《我的抗战之八百孤军》。

１０月９日 ～１１月３日，举办以“增强党
员意识，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的第八期

青年党员培训班，通过“八个一”轮训模

式（即“一套党性修养书籍、一堂专题党

课、一部电教片、一次主题演讲、一次座

谈讨论、一次集体谈心、一次参观教育、

一次团队拓展”），加强学员之间交流、

增强团队意识，提升青年党员综合素养。

１１月２２日，下发《机关党工委关于认真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通知》，

要求各机关党组织通过专题讲座、讨论

交流、新媒体等多种形式，组织全体党员

干部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学习领会党的

十九大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１１月２８日，组织
４２家机关党组织的６５名党员干部参加
２０１７年度政治理论学习情况闭卷测试。

■加强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加强党政各
项纪律教育，引导各机关党组织利用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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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组织生活、季度报告会、党课教育、参

观反腐教育基地等平台加强纪律教育和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７月２０日，组织下
属机关党组织３５名纪检工作人员参观
上海提篮桥监狱，增强纪检干部的廉洁

自律意识。１１月２０日，下发《关于开展
２０１７年区级机关相关单位纪检监察工
作考核的通知》，对区级机关党工委所属

的基层党组织所在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

和纪检监察工作进行考核，促进区级机

关反腐倡廉建设工作有效开展。

■开展机关“凝聚力工程”建设　各机
关党组织开展“谈心月”活动，及时了解

掌握党员的思想动态和工作生活状况。

开展送温暖及慈善献爱心活动，在春节、

元旦、七一期间，各机关党组织走访慰问

困难党员、老党员３７２人次，送上慰问金
２７４万元；走访结对帮扶对象１９２人次，
送上帮扶金１４２万元。坚持开展“双结
对”工作，采取座谈交流、上党课，参与活

动、献爱心等形式，与双结对社区党组织

开展共建，并按照区域化大党建工作要

求签订双结对协议。至１１月底，区级机
关党工委所属１１２个在职支部全部实现
双结对。

■发挥机关群团优势　区级机关工会做
好在职职工互助保障参保工作，各机关

工会共为 ６６０人办理投保，理赔 ８５人
次，理赔金额２２９８９４元。办理工会会员
卡２３２人次。做好困难职工帮困工作，
全年发放困难补助金１４１００元。组织区
级机关２７０名干部职工参加第二届“幸
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走活

动，获优秀组织奖。３月 ～６月，联合区
直机关团工委及区级机关妇工委开展

“悦读·传递”读书荐书、“阅读·传心”

读书征文和“乐读·传承”核心价值观

诗文征集等三个阶段的区级机关“读书

节”活动，并于７月５日举办“魅力滨江、
活力宝山”２０１７区级机关读书节闭幕式
暨庆七一致敬红色经典诵读活动。４月
２１日，成立宝山区政法社工工会。８月１
日，调整区级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区级

机关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区级机关工

会女工委员会组成人员。５月１８日，区
级机关妇工委落实区妇联“巾帼大学

堂”培训项目工作，举办多肉植物盆栽培

训。区直机关团工委开展上海市和宝山

区“青年文明号”“青年突击队”创建工

作，推动团组织自身建设。３月２日，组
织机关团员青年参与“３５”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５月５日，组织２０余名团员
青年开展以“尊法守法，文明出行”为主

题的骑行活动。５月 １５日，围绕“怎样
做一名合格团员”主题，举办专题团课，

重温入团誓词。６月６日，举办“健康沙
龙”活动，邀请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中医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陈晓

蓉教授中医养生相关知识。６月２８日，
调整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区直机关工作

委员会组成人员。７月 ５日，组织开展
“迎创卫复查，机关青年在行动”主题志

愿活动。８月１１日，与尚芽网络科技共
同举办机关青年内购会，探索共青团与

青联合作新模式。年内编印团员青年

《学习翻页》１２期。 （刘　杨）

区社会工作党委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社会工作党委坚持
以升级版“红帆港”建设为抓手，加强党

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发挥“两个作

用”（在企业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

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

用），推进“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规范化、

示范化、品牌化建设，增强“两新”（新经

济、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有效性和影

响力。至年末，全区新经济组织有１９７９２
家（不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册党组织

８１８个，在册党员７９９６人。新社会组织
６６２家，在册党组织 ６９个，在册党员
３７２人。

■推进党的组织和工作“两个覆盖”专
项工作　探索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新路
径，使党的工作向区域经济产业发展重

点领域延伸，先后在智慧湾科创园、北郊

未来产业园等一批园区，通过采取“单独

建、联合建、挂靠建”等形式抓好园区党

组织组建工作，共新建５６家“两新”组织
党组织，其中独立党支部４２家，联合党
支部１４家，发展“两新”组织党员 １００
名。深化“支部建在楼上”，针对商务楼

宇特点，依托楼宇内的物业公司、产权单

位、骨干企业等建立楼宇党组织，在符合

条件的入驻单位和企业中单独或者联合

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完成巩固

提升阶段８３３４家非公企业的排查工作，
做到“五个清”［经营运行情况清、职工

队伍情况清、党员队伍情况清、出资人

（负责人）情况清、未建党组织原因清］。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　组织和指导各街镇、园区通过各
种形式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举办多场专题培训，邀请市委党校教授

刘志广、副教授丁长艳等专家解读党的

十九大精神。开展“两学一做”（学党章

党史、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各项工作，坚持每季度

办好“红帆课堂”，面向“两新”组织新任

支部书记、市区“五好”（领导班子好、党

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发展业绩好、群

众反映好）党组织书记、专职党群工作

者、党建顾问、新党员等实施分类分层专

题培训。通过专家授课、分组讨论、经验

交流、课堂测试、外出参观等培训形式，

把常态化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

设融为一体。参加“喜迎十九大，相聚在

党旗下———培育选树宝山好党员、好支

部”主题活动，共培育选树“两新”组织

好党员２９名、好支部２４家。加强非公
企业出资人教育培训，分批安排规模企

业出资人到井冈山、延安、遵义参加培

训。推荐优秀“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

出资人为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选，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

合评价，对 ２３人的现实政治表现进行
评价。

■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研究出台
《宝山区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

作的实施意见》，按照“分级负责、条块

结合、行业归口、区域兜底、规范有序”的

要求，理顺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扩大党

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打造“１＋１２＋
Ｘ”三级构架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责任
体系，“１”是区级层面调整充实“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协调指导小组成员；“１２”
是全区１２个街镇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完成党组织组建工作，并建成“红帆港”

服务站，承担社会组织党建的兜底责任，

负责对四类社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

“Ｘ”即若干个委办局，指导区民政局、教
育局、体育局、人保局、文广局、卫计委等

社会组织相对集中的业务（行业）主管

单位，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党组织，承担

党建主体责任。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机构

与登记管理部门之间加强工作联动，建

立健全上下贯通、协调有力的工作机制，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推进升级版“红帆港”建设　贯彻落
实区委《关于打造升级版“红帆港”，深

化党建带群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要求，

按照“整合资源、协调各方、互相促进、形

成合力”的要求，深化党群站点阵地建

设，按照“五个有”（有场所、有人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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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有设施、有经费），“六个一”（一个

相对固定的活动室，一个党群工作宣传

教育长廊，一个党群工作网站或微信圈，

一份反映本园区或楼宇党群工作动态的

刊物，一部反映本园区或楼宇党群工作

情况的专题片，一套党群工作制度和学

习资料），以及“十个方面”［党的历史简

介；党的基本方针政策的介绍；本单位发

展情况历史介绍；本党组织发展历程和

荣誉，以及本党组织重大事件介绍；党工

团组织构架，以及全部党员介绍（包括照

片陈列）的展示；党务公开内容，包括全

部党员承诺的展示；本单位和谐建设和

文明创建成果的展示；党组织联系服务

群众、推动单位发展的制度、做法、成果

的展示；学习园地；党群活动一体化的成

果展示］的标准，建设“红帆港”党群指

导站、服务站和活动站。全年新建“红帆

港”服务站１２家、活动站３８家；重点在
产业园区、楼宇、商圈打造 １２家“红帆
港”服务站示范点，在“四新”（新领域、

新业态、新空间、新群体）企业、上市公司

和龙头企业中打造１８家第二批“两新”
组织党群阵地示范窗口，以点带面，形成

辐射效应。

■推进党建带群建促社建　发挥党群部
门各自工作特色，通过组建联动、队伍联

育、阵地联建、项目联办、宣传联推和成

效联考等形式，实现优势叠加、阵地共

建、形成合力、共促提高。联合举办党群

项目，区社会工作党委、区总工会、团区

委、区妇联、区党建服务中心首次联合实

施“家门口的党课”“青年职工趣味运动

会”“爱心伴成长·女企业家公益行”等

一批党群共建项目，将“单兵作战”向

“协同作战”转变。组织开展党群活动，

由区社会工作党委主办，社会组织承办，

街镇、园区协办的升级版“红帆港”党群

活动首次亮相，组织“难忘的生日”“助

老公益行”“红色回忆录”和“爱心特卖

汇”等四类１５场活动，为“两新”组织开
展党的工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活动模

板；各街镇（园区）发挥“红帆港”党群指

导站、服务站的辐射效应，党群部门全年

开展活动 ２７８场。组建党建指导员队
伍，区委组织部、区社会工作党委研究制

定关于“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工作办

法，选派党员工会干部和党员团干部组

成“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队伍，重点在

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两新”组织

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现培养优秀分

子，指导开展党群工作，助推企业健康发

展，为发展党员、组建党组织打下基础。

至年底，全区１８５名党建指导员走访企
业３１４９家，排摸流动党员数 ５３７名，培
养入党积极分子２６人，收到入党申请书
８０份，新转入１家党总支。４月２６日，
《解放日报》刊登《打造升级版“红帆

港”，助推区域发展》，介绍宝山区推动

党建、社建、群建“三建”融合机制。１１
月２１日，上观新闻刊登《这些工会和团
干部接到一项新任务，吃企业“闭门羹”

也在所不辞》，介绍宝山区党建工作指导

员的工作成效。

■强化党建工作资源保障　开展街镇、
园区“两新”组织党建组织体系专题调

研，形成《宝山区街、镇、园区“两新”组

织党建组织体系研究》调研报告。加强

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保障，实施

支部工作经费、党员教育经费、书记工作

津贴、新建党组织启动经费、示范点创建

经费、党员关爱经费六大项目。区镇两

级财政、区管党费全年共投入经费约

７５０万元，其中向全区在册“两新”组织
党组织、党员和党组织书记（非财政发放

工资）发放党建基本项目经费４７５万元；
向年内新建“两新”组织党组织发放铜

牌、印章、党旗、党徽、党务书籍、组织生

活开放点宣传册等“六个一”工具包；给

予党建阵地示范点每家 ２万元创建经
费；全额下拨党费２１２万元。在友谊路
街道实施《提升综合素质，发挥引领作

用———全面加强“两新”组织党建队伍

建设》市区联动项目，推动“两新”组织

融入城市社区党建大格局，发挥社区党

委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中的作用，获

市社会工作党委下拨项目经费５万元。
加强学习保障，依托“宝山党建”“宝山

微社区”等新媒体平台和《红帆港》专

刊，加强升级版“红帆港”工作宣传，及

时发布党建引领群团建设、社会建设的

优秀工作案例，展现基层工作成效。《红

帆港》杂志年内再次升级改版，共设“党

建传真”“红帆动态”“三建融合”“支部

天地”“滨江清风”等２２个栏目，全年出
版４期。 （于炉忠）

保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区保密工作以全面
推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保密工

作的意见》《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实施意见》和

《“十三五”时期上海市保密事业发展规

划》为主线，坚持“党管保密”与“依法治

密”原则，强化机关单位保密主体责任，

推进“三大管理”（定密管理、网络保密

管理、涉密人员管理），突出问题整改、督

查问责，落实保密自查自评工作常态化。

宝山区保密工作在全市年度考核中被评

为优秀。⑴保密责任制落实。区委保密
委员会及时调整组成人员，定期听取保

密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保密工作重大问

题；各级党委（党组）学习贯彻中央和市

委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做好党的十九大

和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的有关保密工作；

各机关、单位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保

密工作责任规定》，坚持“谁主管谁负

责”原则，明确主体责任，明晰责任内容，

履行职责义务。全区７９家机关、单位中
有７４家单位在保密工作制度中明确相
关责任追究和奖惩措施，并将自查自评

结果纳入年度考评和考核内容。⑵保密
宣传教育培训。全区２１家单位３６名定
密责任人参加市保密局组织的定密责任

人培训班，全部通过结业考试并获得证

书。区保密局派员参加市保密局举办的

保密技术检查专题会。全区７９家机关
单位共组织领导干部、公务员和涉密人

员开展保密宣传教育２０６场次，５６３２人
次参加各类保密教育活动。６３家单位
的保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宣讲保密专

题党课。区保密领导为全区１５家机关
单位的１１００人举办保密形势和“增强保
密素养、提高保密能力”教育讲座。组织

征订“七五”保密法治宣传重点资料。

利用《保密工作》杂志、《保密观》微信公

众号、网站等平台开展保密宣传教育

１８９次。组织保密知识应知应会测试，
３７家单位１３５人参与测试，测试内容包
括保密法律法规、保密常识、宝山区保密

工作十条禁令、单位保密制度等。⑶保
密管理制度。全区７９家机关单位按照
《机关、单位保密自查自评标准》有关保

密制度建设要求规范，建立和修改汇编

２０１７年度保密制度。⑷保密督导检查。
全区７９家单位年内自查计算机７７０４台
次，移动存储介质１４８４个，涉密办公自
动化设备２３１台次。区保密局对区内３７
家机关单位实施保密检查，共抽查涉密

计算机８７台，非涉密计算机７３台，对２
个存在保密安全隐患的单位下发整改通

知书，并督促整改。对１４家单位开展定
密工作专项督查，从定密制度、定密责任

人、定密权限、定密依据、定密程序、定密

监督管理等方面开展检查，检查结果汇

总填写《宝山区定密工作评估表》。⑸
保密技术装备配备。为全区新增的 １８

７６

保　密



家单位的１９台涉密计算机安装保密技
术防护设备１９套，并完成相关培训。指
导７９家机关单位正确使用保密检查工
具，提高全区机关单位计算机“两月一

查”质量。⑹专项工作。５月３日～６月
１５日，开展全区涉密人员调整上报工
作。组织开展全区互联网门户网站等保

密检查，对全区８１个门户网站、４６个政
务微博、６７个微信公众号和宝山区公务
员门户网站开展保密检查。６月下旬 ～
８月中旬，对３７家单位保密自查自评工
作开展督查。７月上旬～８月中旬，对１４
家单位开展定密工作专项督查。⑺其它
日常工作。完成国家教育统一考试（春

考、秋考、中考、成人考）保密工作。做好

全区８个涉密会议场所保密防护设备日
常检查。规范保密工作交接制度，指导

全区２０家单位调整２０名联络员进行规
范移交，填写《保密干部工作移交规范》

上报区保密局备案。做好全区涉密载体

集中回收和销毁工作，全年共回收销毁

纸介质涉密载体６２吨、磁介质涉密载体
８１件、光介质涉密载体７９件。做好保密
宣传教育资料征订、发放和借阅工作，为

区内各机关、单位提供最新保密资讯和

工作动态，全年共订阅《保密工作》和

《保密科学技术》杂志４５０份。

■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落实　全区
以责任制为保密工作的“龙头”和“牛鼻

子”，强化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责任

意识，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保

密工作领导体系。各机关单位党委（党

组）及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

密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保密委员会

全体会议精神，落实做好党的十九大和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的有关保密工作。坚

持“党管保密”，强化组织领导作用。及

时调整区委保密委员会组成人员，区委

副书记、区委保密委员会主任周志军定

期听取区保密局专题汇报。各机关单位

（党组）定期听取保密工作汇报，研究解

决涉及本机关、本单位保密工作的重大

问题，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党政领

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规定》，坚持“谁

主管谁负责”原则，明确主体责任，明晰

责任内容，履行职责义务。全区７４家单
位将履行保密工作责任制情况纳入年度

考评和考核内容，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和

奖惩措施。

■推进保密自查自评工作　全区各机关
单位以国家保密局印发的《机关、单位保

密自查自评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工作

规则》）为依据，开展保密自查自评工

作。各机关、单位保密工作领导小组学

习研究《工作规则》和《机关、单位保密

自查自评工作指导手册》。１月，区保密
局对全区７９家单位的联络员开展《工作
规则》培训，辅导保密联络员熟悉保密自

查内容及方法，掌握保密自查自评标准

及程序。６月１５日、９月３０日，区保密
局布置７９家机关单位根据核定的实有
项目开展单位年度保密自查自评工作两

次，并将自评结果和年度考核材料上报

区保密局。区保密局于６月下旬至８月
中旬对全区３７家单位进行保密自查自
评督查，共抽查３７家单位涉密计算机８７
台、非涉密计算机７３台，在督查中要求
各单位以问题为导向，列出整改计划和

时间表，及时整改到位。检查结果汇总

形成《关于２０１７年保密自查自评工作督
查情况通报》下发全区７９家单位。

■规范定密管理　区保密局督查全区各
机关、单位学习《宝山区国家秘密定密管

理实施办法》情况，指导各单位依法定

密。５月３１日，２１家单位共 ３６人参加
市国家保密局组织的定密责任人培训。

７月上旬 ～８月中旬，对１４家单位开展
定密工作专项督查，通过现场了解和检

查台账资料，从定密制度、定密责任、定

密权限、定密依据、定密监督管理等方面

开展检查，检查结果汇总《宝山区定密工

作评估表》。至９月底，１４家单位上报
《定密责任人备案表》《国家秘密事项一

览表》和定密管理内部发文。

■推进网络保密管理　按照《党政机关
和涉密单位网络保密管理规定》要求，加

强信息设备和信息系统管理。区保密局

会同区委机要局严格掌握和控制全区涉

密网络的接入和应用，加强涉密网络和

终端使用、维修、报废、销毁等环节的保

密管理，年内更新涉密网络终端１９台。
转发《关于加强和规范本市机关、单位涉

密信息设备维修和数据恢复保密管理工

作的通知》，规范全区机关、单位涉密信

息设备管理，确保国家秘密信息安全。

规范非涉密工作内网管理，杜绝在非涉

密工作内网上违规存储处理涉密信息和

敏感信息。布置７９家机关单位对非涉

密计算机内存储２年以上的信息资料清
理备份，有 １６家单位完成清理备份工
作，４０家单位配备工作 Ｕ盘。加强互联
网保密监管，全区各机关单位严格落实

在门户网站、政务微博等信息公开中的

保密审查，区保密局通过网页访问和监

控审计系统加强对互联网的实时监控和

管理。根据《关于组织开展机关、单位互

联网门户网站保密检查的通知》要求，全

区８１个门户网站、４６个政务微博、６７个
微信公众号和宝山区公务员门户网站开

展保密检查。加强计算机保密检查，指

导７９家机关单位保密联络员制订年度
检查计划、熟练掌握使用检查工具开展

日常检查工作，提高“两月一查”检查质

量，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全区各单

位全年自查计算机７７０４台次，移动存储
介质１４８４个，涉密办公自动化设备２３１
台次。区保密局对区内３７家党政机关
实施抽查，共抽查涉密计算机８７台，非
涉密计算机７３台，对２个存在保密安全
隐患的单位下发整改通知书，并督促整

改。落实技防措施，为１８家单位１９台
涉密计算机重新安装“涉密设备的户籍

化管理系统”和“保密技术防护专用系

统”１９套，确保涉密计算机“先安装后使
用”。加强日常管理，督促１４家单位张
贴计算机警示标识，全区７９９台涉密计
算机部署计算机屏幕保密程序和计算机

用户密码策略设置。加强对政府信息公

开和上网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检查，与区

政府办公室联合抽查部分单位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并进行考核评估。

■加强涉密人员管理　按照市委保密
办、市保密局《关于组织开展上海市涉密

人员分类确定和审查备案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精神落实部署全区

涉密人员管理。完善涉密人员全流程管

理，全区６１家单位调整８９名涉密人员，
区保密局指导相关单位做好调整涉密人

员的分类确定、上岗审查、在岗保密管

理、出国（境）保密管理、离岗离职保密

管理等全流程管理，并将调整情况报区

保密局备案。加强借调、聘用等临时性

涉密人员的保密管理。４月１８日，转发
《机关、单位借调、聘用等临时性工作人

员泄密案例通报》的通知，全区７９家机
关、单位组织学习，并对各单位涉密人员

进行梳理调整，做好界定、政审、备案和

管理工作。 （徐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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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编辑　谭雪明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围绕“两区一体化升

级版”（把宝山区建设成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重要承载区、城市功能转型的最

佳实践区，迈向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

奋斗目标，依靠广大代表，依法履行各项

职权，实现常委会工作良好开局。全年

举行代表大会２次、常委会会议９次，听
取和审议７项“一府两院”（区政府、区
法院、区检察院）专项工作报告，形成１５
项决议、决定，开展２项执法检查、２次
集中视察、１项专题询问、９项专题调研，
加强计划预算监督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任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１７４人次。根据代表变
动情况，依法补选区人大代表９名、终止
代表资格４名、暂停代表职务１名；依法
补选市人大代表 １名。受理群众来信
１５８件，接待群众来访１０３批，接听来电
３个。 （姜金剑）

■依法做好监督工作　以“推动经济转
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加强对

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监督。以提升城市

品质为重点，加强对城市管理和环境治

理的监督。以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为重

点，加强对教育统筹的监督。以社会和

谐稳定为重点，加强对社会管理创新工

作的监督。以依法治区为重点，加强对

政府依法行政和“两院”（法院、检察院）

公正司法的监督。

■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做好对政
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初审

调研，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做实对政府预决算的监督，审查

和批准财政预决算。加强对议案决议的

跟踪督办，推进议案决议的落实。

■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　坚持党管干部
原则，依法做好人事任免工作，做好被任

命人员任前法律知识考试、任前表态、任

职发言和向宪法宣誓工作，强化被任命

人员的宪法意识、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

完成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依法选

举产生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代表５０名。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提高代表履职能
力，组织代表对宪法、代表法、监督法、预

算法等法律法规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

习。加强代表建议的督办，组织代表参

加区政府部门办理建议情况的推进、督

查和视察活动，落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提高代表建议解决率。完善区人大代表

联系人民群众机制，开展市、区人大代表

联系社区活动，加强代表与人民群众（选

民）的联系和沟通。做好市代表服务保

障工作，加强与宝山选举产生的市人大

代表的联系，发挥其在促进宝山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陈　杰）

区八届人大及常委会会议
■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　１月１０日～１３
日在区委党校举行，应到代表２９１名，实
到２８３名。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工作
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区法

院、区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

新一届区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李萍当

选为区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冰、王丽

燕、须华威、蔡永平等５人为区八届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２６人当选为区人大常委
会委员；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区政府领

导班子，范少军当选为宝山区区长，苏

平、袁罡、陈筱洁、陈云彬、王益群、黄辉、

吕鸣为副区长。会议还选举王国新为区

人民法院院长，贺卫为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会议设立区八届人大法制委员

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与法制委员会合

署）、财政经济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

会（与财政经济委员会合署），并任命委

员会组成人员。新当选的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副主任、委员，区长、副区长，区人

民法院院长，以及专委会组成人员，依法

向宪法宣誓。会议审查和批准２０１６年
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７年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１７年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宝山区 ２０１６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７年预算草案的
报告；批准２０１７年区本级预算。

■区八届人大二次会议　１２月１２日 ～
１４日在区委党校举行，应到代表２９５人，
实到代表２７８人。大会以差额选举、无
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５０名上海市第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２月
２２日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区人大常委
会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草案）。审议决定
撤销区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

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工

作委员会。审议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命

案，任命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各工作委员会、各街道人大工作委

员会组成人员，被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３月
９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吕鸣关于宝
山区产业经济工作的报告。会议经投票

表决，任命新一届区政府组成人员，并通

过其他人事任免事项。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４月
１９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袁罡关于
宝山区民政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并审

议主任会议关于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

“关于建议区人大常委会持续跟踪监督

本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０１号代表议
案审议结果报告。决定接受李小年因工

作原因辞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区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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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

请求。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６月
６日举行。会议补选许昆林为上海市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将补选结

果报送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确认。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６月
２１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陈云彬关
于推进新农村建设情况的报告。听取区

政府关于区七届人大六次会议“关于切

实加强和推进基层治理”０２号议案决议
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区政府关于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有关情况的报告，并开展

专题询问。听取部分市代表报告履职情

况，并审议表决人事任免案及关于代表

变动情况的报告。会议书面审议关于检

查贯彻实施《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

例》情况的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扩大）会
议　８月１７日 ～１８日举行。听取并评
议区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

和审议副区长袁罡关于区八届人大一次

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副

区长苏平关于综合经济方面重点工作推

进情况的报告。听取各代表组评议区政

府上半年工作报告的情况汇总。听取区

政府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６年区本级决算及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区
政府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６年度本级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区

政府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会

议经审查，决定批准《宝山区２０１６年区
本级财政决算》。审议表决有关人事任

免案。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９月
２７日举行。听取副区长黄辉关于安全
稳定工作情况的报告和贯彻实施《上海

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情况的报告，以及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冰关于检查贯彻

执行《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情况

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关于区八届人大一

次会议０１号代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办
理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的决
定》《关于修改 ＜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代表议案的规定 ＞的决定》《关于
修改＜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的规定 ＞的决定》，审议

表决《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议事规则（修订草案）》《宝山区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与区人民政

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

的办法（修订草案）》《宝山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与区人大代表

联系的办法（修订草案）》《宝山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的规定（修订草案）》《宝山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规范性文件备

案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审议表决关

于召开区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决定（草

案）。审议关于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

审议表决有关人事任免案。部分市代表

书面报告履职情况。书面审议关于检查

贯彻实施《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情况

的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１１
月２３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王益群
关于宝山区重大工程建设推进情况的报

告。听取副区长陈筱洁关于贯彻实施

《食品安全法》《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

情况的报告，以及听取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萍关于检查贯彻实施《食品安全

法》《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情况的报

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检察院关于法律

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

府关于提请审议《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区本级
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

查批准２０１７年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
案。审议表决关于同意区人民检察院对

个别代表采取强制措施提请区人大常委

会予以确认的报告。听取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审议

表决有关人事任免案。审议表决关于区

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有关事项。审议表

决关于召开区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

（草案）。书面审议区政府关于综合交

通补短板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报告。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１２
月２７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陈筱洁
关于区文化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

议区政府关于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

情况的报告。听取区人大财经委员会关

于２０１７年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
年区本级预算（草案）初步方案的初步

审查意见。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草案）。会议决定接受陆春萍、孙兰因

工作调动辞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

请求。审议决定区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有

关事项。审议表决人事任免案。书面审

议区政府关于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及２０１７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
成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区政府关于

２０１７年城乡规划制定和实施情况的报
告。 （姜金剑）

重要会议
■区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联席会
议　２月１７日，区人大常委会向“一府
两院”（区政府、区法院、区检察院）通报

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草案），并就年度重点
工作安排听取意见和建议。

■区人大常委会学习研讨会　３月 ２８
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学习研讨会，聚焦

“在新形势下，如何围绕区委确定的工作

目标，更好履行职责，推进开局年的人大

工作”主题，开展学习研讨。区委书记汪

泓，区委副书记周志军等出席研讨会。

部分区人大专（工）委以及街镇人大负

责人作交流发言。常委会办事机构、工

作机构负责人，各镇党委书记、人大主

席、副主席，各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副主

任及部分区人大代表参加会议。１２月
２１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学习讨论会，
邀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毛放作题

为“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专题辅导报告。讨

论会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征

求与会人员对《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６月２３日，区街
镇人大工作例会在杨行镇召开。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萍等出席会议。会议听取

杨行镇关于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

各镇人大、街道人大工委围绕年度重点

工作安排和上半年工作情况作交流

发言。

■信访工作联席会　９月 ６日，区人大
常委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

联席会第８次会议召开。区人大、两院
交流２０１７上半年信访工作，讨论《区人
大常委会与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

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试行）》。

■《民法总则》专题学习会　９月１８日，
区人大常委会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总则》（简称“民法总则”）专题学习

会，邀请中国民法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

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士国，作题为

“民法总则新规定：背景、法理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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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题报告。区八届人大代表、部分镇

人大代表、区人大全体机关干部、各镇人

大办公室主任及各代表组联络员参加专

题学习会。 （姜金剑）

重大决定
■关于区预算决算的审议和决定　７月
２６日，区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
召开全体会议，初步审查２０１６年度区本
级财政决算。８月１８日，区八届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作出决议，批准２０１６年
区本级财政决算，要求区政府加强预决

算管理，推进财政绩效评价，强化财政管

理和监督，继续深化审计监督。１１月１０
日，区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召开

全体会议，初审２０１７年度财政预算调整
草案。１１月２３日，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八次会议作出决议，批准２０１７年区本级
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４日，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年中集中视察活动
区人大办／提供

■０１号代表议案办理　区八届人大一次
会议上，叶敏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
建议区人大常委会持续跟踪监督本区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的０１号代表议案。３
月上旬，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区

人大农业与农村委组织议案领衔人、部分

专工委委员和联名提议案的代表，对０１
号代表议案开展调研，与区政府及有关部

门开展座谈，听取情况介绍。９月１２日，
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领相关专工委对议

案办理情况进行调研。议案办理牵头单

位区城管执法局汇报落实０１号议案情
况，其他有关部门作补充汇报。１１月２９
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情况集中视察。 （姜金剑）

依法监督
■年中集中视察　５月２４日，区人大常
委会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区

人大代表开展年中集中视察活动，视察

分“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和“社

区治理基本管理单元运行情况”两个专

题。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副主任王

丽燕、蔡永平和市、区人大代表６０余人
参加视察“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情

况”，副区长陈筱洁陪同视察。代表们先

后视察市第二康复医院、罗店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美兰湖分中心、罗店医院，听

取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汇报，并

对视察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秦冰、须华威和市、区人大代

表６０余人参加视察“社区治理基本管理
单元运行情况”，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

陪同视察。代表们先后视察大场镇大华

基本管理单元社区事务受理分中心、大

华社区文化服务中心、顾村镇菊泉基本

管理单元“两委一中心”、馨佳园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听取社区治理基本管理单

元运行情况汇报，并对视察内容提出意

见和建议。

■年末集中视察　１１月２９日，区人大常
委会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区人

大代表开展年末集中视察活动，视察分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和“新农村建

设”两个专题。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

副主任王丽燕、须华威和市、区人大代表

７０余人参加视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
况”，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陪同视察。

代表们实地察看顾村镇广福村拆违、杨泾

河河道整治，罗泾镇塘湾村三仙沟、荻泾

河道水环境治理，月浦镇月浦八村小区综

合治理等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听取有

关单位情况汇报，并对视察内容提出意见

和建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冰、蔡永

平和市、区人大代表６０余人参加视察“新
农村建设”，副区长陈云彬陪同视察。代

表们先后实地察看罗泾镇塘湾村美丽乡

村创建、海星村美丽乡村长效管理，罗店

镇太平村农民新村改造、超大食用菌生产

基地等，听取有关单位情况汇报，并对视

察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专项预算听证　１０月３１日，区人大
常委会召开２０１７年财政支出项目绩效
目标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８年专项预算听证

会，对个人培训奖励费、社区健身苑点日

常运行管理补贴费两个项目的２０１７年
财政支出绩效目标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８年
预算安排进行听证。１１名区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担任听证人，区体育局、区财

政局、区人保局主要领导、有关单位负责

人和区人大代表共１１人担任陈述人，另
有５５名区人大代表、区人大专工委负责
人参加。听证事项陈述人、代表陈述人、

项目相关方等分别对听证项目发表意

见。听证人、与会代表进行询问和讨论。

■侨法宣传落实情况调研　３月 ３日，
区人大常委会侨民宗工委就《中华人民

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上海市

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宣传落实情况进行

调研检查。听取全区侨法宣传落实情况

工作汇报，并实地检查张庙街道和吴淞

街道侨务政策法规咨询现场、医疗保健

等为侨便民服务活动情况，与社区侨界

志愿者、归侨侨眷代表人士、街镇侨务干

部和社区干部进行交流。部分工委委

员、区人大代表参加调研检查。

■代表工作调研　３月 ２日，区人大常
委会代表工委到友谊路街道，就加强代

表依法履职、提升代表履职能力、密切代

表联系群众、创建代表服务品牌等方面

开展调研。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贯彻
实施情况调研　３月２１日，区人大财经
委、法制委召开市消保条例执法检查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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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解读《上海市

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与会人员听取条

例实施情况汇报，并沟通执法检查工作

计划。３月 ２９日，区人大财经委开展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执法检

查调研。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听取工作

计划，就监督工作安排进行沟通。在友

谊路街道，实地调研宝林八村、北翼商业

步行街消费维权联络点，并开展座谈。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区人大常委会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年末集中视察活动 区人大办／提供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执法检
查　３月２５日，《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首

日，区人大内司委到顾村公园参加区公

安分局组织的集中宣传活动。４月 １１
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执法检查启动会。

区公安分局对新修订的《条例》作介绍

和说明，并与区建交委汇报贯彻新《条

例》的准备和执行情况，区人大内司委通

报执法检查方案。４月２６日、２７日，区
人大内司委就执法检查工作分别召开区

公安分局一线干警、各街镇村（居）委负

责人座谈会，听取基层公安干警和村

（居）委干部对于上海交通大整治工作

的意见建议。６月１３日，区人大内司委
召开各执法检查小组、部分委员会委员

和区人大代表座谈会。大场镇、罗店镇、

庙行镇、吴淞街道４个执法检查小组介
绍检查情况，与会委员、代表提出意见建

议。７月 １７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萍、副主任秦冰带领区人大内司委、财经

委、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部分街镇人大

工作负责人，部分内司委委员和市、区人

大代表等调研区贯彻执行《条例》情况。

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黄辉陪同视察

永清小学安全童行体验馆、区交通事故

处理中心和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听取

区公安分局关于宝山道路交通管理工作

情况的报告，区建交委关于宝山道路交

通规划、建设情况的报告。与会市、区人

大代表就相关工作提出建议。

■《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执法检查　３
月２９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领区人大
财经委到区市场监管局调研，就《上海市

食品安全条例》执法检查安排进行沟通。

６月上旬，区人大财经委、教科文卫工委
到区食药安委开展《条例》执法检查工

作调研，听取区食品安全工作情况介绍，

交流执法检查方案。７月１１日，区人大
常委会召开执法检查启动会，听取区政

府及相关部门情况汇报，部署执法检查

工作。７月１８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
领区人大财经委、教科文卫工委相关人

员及部分区、镇人大代表到淞南镇开展

区镇联动执法检查，先后实地察看部分

备案制小餐饮企业和大中型餐饮企业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及相关市场监

管所监管责任落实情况，召开座谈会听

取区市场监管局、淞南镇关于食品安全

监管责任落实情况的介绍。８月 ３日，
区人大财经委、教科文卫工委组织部分

委员、代表开展执法检查，实地检查东方

国贸小吃街、上蔬永辉正大缤纷城店等

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察看

部分市民反映流动摊贩较为集中区域的

清理整顿情况。８月 ９日，区人大常委
会领导带领区人大财经委、教科文卫工

委相关人员及部分市、区、镇人大代表到

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处开展执法检

查，听取杨行镇关于食品安全监管责任

落实情况、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

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的介绍。８月
１５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领区人大财
经委、法制委、教科文卫工委相关人员及

部分区人大代表，到区市场监管局开展

食品安全执法检查专题调研座谈。８月
２３日、２４日，区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执
法检查组召开座谈会，了解食品安全基

层监管责任落实情况，部分执法检查组

成员、区市场监管局、各街镇（园区）及

各市场监管所负责人参加。９月１１日，
区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执法检查组召开

座谈会，区市场监管局、区农委等单位汇

报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执行自查情况。９
月２８日，区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执法检
查组召开总结会。

■新农村建设专题视察　３月２９日，区
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领区人大农业农村委

到区农委就新农村建设专题视察安排进

行沟通。５月上旬，区人大常委会领导
带领区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开展新农

村建设专项监督调研，先后到区农委、罗

泾镇等实地察看新农村建设工作开展

情况。

■专项整治专题调研　３月３１日，区人
大常委会组织市、区、镇三级人大代表，

集中调研“五违”整治、“河道”及“水环

境”整治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静等参加调

研。代表实地察看顾村镇陈广路 ９００
号、天天源奶牛场等地块整治情况，听取

有关情况汇报。

■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题调研　４
月中旬，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召开“１＋
９”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调研座谈会，
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区人大财经委

负责人及部分委员，区发改委、经信委等

相关单位领导参会。５月下旬，区人大
常委会预算工委、财经委召开支持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调研情况座谈会，征求相

关委办局和人大代表对调研报告的意见

建议。

■镇级人大预算审查监督调研　４月下
旬，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领预算工委分

别到高境镇、杨行镇，对镇级人大预算审

查监督工作进行调研，各镇人大主席、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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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预算审查监督工作人员参加。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专题调研　５月５
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到吴淞街道，专题

调研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实地视察

三营房居民区，并听取街道关于住宅小

区综合治理工作的推进落实情况。５月
２６日，区人大常委会对住宅小区综合治
理情况进行集中调研，先后察看月浦八

村小区、吴淞街道西朱新村小区综合治

理情况，座谈听取各相关委办局关于住

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情况汇报，并提出

意见建议。５月２７日，区人大常委会领
导到淞南镇调研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

作，实地查看淞南六村、长一居民区美好

家园创建工作进展情况，并开展座谈。６
月９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到顾村镇共
富一村、共富二村调研住宅小区综合治

理工作，听取顾村镇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工作情况汇报。６月中旬，区人大常委
会领导到庙行镇调研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工作。６月２８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到
高境镇调研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实

地察看逸仙三村一居、高境二村小区综

合治理情况。６月２９日，区人大常委会
领导到大场镇调研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

作，察看乾溪三村小区改造情况。

■部门决算调研　５月１７日，区人大常
委会预算工委、区人大财经委召开部门

决算调研部署会，区财政局、区农委等

１０家预算单位的分管领导、财务负责人
参加。６月下旬，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
领预算工委、财经委对１０家区级预算单
位的２０１６年部门决算开展集中调研。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专题询问　３
月，区人大常委会成立专题监督调研组，

制订专题询问工作方案。５月１８日，区
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专题询问准备工作

会议，成立“五违四必”（违法用地、违法

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安

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建筑必须拆除、脏

乱差现象必须改变、违法经营必须取缔）

整治、河道水环境治理、环保督察整改、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等４个调研小组，开
展明查暗访。６月２１日，区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听取区政府关于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

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区人大代表就

“五违四必”长效管理、河道水环境治

理、环保督察整改、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

等进行专题询问，区政府及区城管执法

局、水务局等有关部门作答询和回应。

会后，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形成专题询

问情况报告，交区政府研究办理，区人大

常委会进行跟踪问效。

■清真食品网点调研　５月２５日，区人
大常委会领导带领侨民宗工委就区清真

食品网点管理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组到

豫纪斋清真饭店、上海江杨农产品市场，

实地查看清真柜台、清真饭店、牛羊肉经

营情况，了解清真网点管理和货源供应

等情况，听取区民宗办、商务委相关情况

汇报。

■防汛防台工作检查　６月 ８日，区人
大常委会领导带领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

和区人大代表，对区防汛防台工作进行

检查。代表们实地检查区防汛物资仓

库、宝杨雨水泵站、小沙背涵闸应急抢险

项目等处的防汛防台工作情况，座谈听

取区防汛指挥部关于区防汛防台工作情

况的汇报，针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提出

建议。

■政府投资项目调研　６月２２日，区人
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及城建环保

工委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对部分政府

投资项目进行调研。实地察看国权北路

２９０弄、３８０弄、４６０弄住宅修缮项目和泗
塘二村１６号 －１７号成套改造项目，听
取区房管局关于区住宅修缮和成套改造

项目的工作情况汇报。

■美丽乡村建设调研　７月２０日，区人
大常委会领导带领区人大农业与农村委、

部分区人大代表到罗泾镇调研美丽乡村

建设情况。实地视察海星村千亩涵养林、

千亩鱼塘、村卫生服务站和活动中心等，

座谈听取罗泾镇相关工作推进情况。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贯彻情况调
研　８月１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
对《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区

环保局就《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环保工

作情况作汇报，区建交委、区农委等单位

作补充汇报。９月 ７日，区人大常委会
领导带领城建环保工委及部分市、区、镇

人大代表开展检查。实地检查上海一冷

开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环保整治情况、

顾村镇盛宅浜水环境治理情况，并听取

区环保局、区水务局等单位关于《条例》

贯彻和环保工作情况汇报。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专题调研　８
月３０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领教科文
卫工委开展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情况

调研。实地考察顾村镇馨佳园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等，

听取区文广影视局关于区社区公共文化

建设情况汇报。

■《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规
定》执行情况调研　９月７日，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李萍、副主任秦冰带领常委会

部分委员及侨民宗工委委员和代表专题

调研《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规

定》执行情况，实地参观台资企业日扬电

子有限公司和红石电脑有限公司。台商

代表、区台协工委会、区台办分别作介绍

和汇报。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
专题调研　９月２６日，区人大常委会开
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

调研。调研人员现场视察上海发那科机

器人有限公司、上海智慧湾科创园等企

业及园区。１０月２４日，区人大常委会开
展专题调研，察看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和上海开利一冷新工厂施工现

场，听取区经委关于产业发展情况汇报。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调研　９月２９
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教育优质均衡化

发展工作座谈会，听取各镇情况介绍。

１０月３１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座谈会，
教科文卫工委部分委员，部分教育界系

统人大代表，中小学、幼儿园、学区负责

人参加座谈。１１月９日，区人大常委会
召开座谈会，教科文卫工委部分委员，区

教育局党政班子领导及相关科室、中心

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区教育局关

于区教育发展基本情况汇报。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调研　１０月２７
日，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组织部

分委员、代表对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工

作情况进行调研。实地察看宝林四村、

海江二村等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工

作情况，现场观摩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流

程演示，观看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工作

宣传展板，听取情况介绍。

■综合交通补短板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
况调研　１１月２０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
率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部分区

人大代表对区综合交通补短板三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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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先后察看顾村

综合交通枢纽、友谊西路断头路辟通工

程等项目实施推进情况，并座谈听取区

建交委关于行动计划实施情况汇报。

（姜金剑）

重要活动
■宝山区委到区人大调研　２月１５日，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

常委、组织部长李峻等到区人大常委会

进行工作调研。区人大党组书记李萍汇

报新一届区人大常委会基本情况、开局

工作和２０１７年工作设想。

■举行拟任命区政府组成人员法律知识
考试　３月６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拟
任命的新一届区政府组成人员法律知识

考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国家权

力机关的监督权和人事任免权，推动任

前考试制度化、规范化。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萍到考场并讲话。

■宝山人大网改版上线仪式举行　３月
１５日，宝山人大网改版上线仪式举行。
新版人大网设人大概况、重要会议、决定

决议、监督视察、人事任免、走进代表、基

层人大、代表履职平台８个主要栏目，其
中新增代表履职平台栏目。

■区人大工作研究会第三次会员大会召
开　３月１６日，宝山区第一届人大工作
研究会在区政府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第

三次会员大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

到会讲话，４７名会员出席。会议听取并
表决通过会长沈秋余所作的工作报告，

副会长周明珠宣布新会员名单，副会长

杨卫国宣布退会人员名单；向退会的研

究会名誉会长李贵庆、名誉副会长李燕

珍赠送纪念品；表决通过关于增补理事

的议案。

■市人大常委会到宝山调研检查　４月
２５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浩率领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执法检

查组到宝山区开展预付卡消费维权专题

检查，区领导汪泓、张静、周志军等陪同。

检查组先后视察康存公司“乐付宝”模

式运作情况，到永琪美容美发门店查看

预付卡备案企业发卡、资金存管、纠纷处

理等情况；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商务委、

市工商局、市金融办、市消保委及相关行

业协会情况报告。同日，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钟燕群率领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

表工委、市委组织部相关人员，到宝山区

调研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有关工作。区

领导李萍、李峻等参加调研。４月 ２８
日，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

孙雷一行到宝山区开展新农村建设专项

监督调研。区领导李萍等陪同。５月２４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惠强到吴淞

街道海滨新村居委会开展联系社区活

动，听取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等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８月２９日，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沙海林率食品安全第三执法检查组

到宝山，与区人大常委会联动开展食品

安全执法检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

参加，副区长陈云彬陪同检查。检查人

员到宝山金篮子新洁蔬菜专业合作社等

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实地检查食

品安全过程控制等方面的情况。区政府

汇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情况，部

分企业介绍各自食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情况。１０月２３日，市人大代表、副
市长许昆林到张庙街道呼玛二村居民区

开展联系社区活动，听取《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和《上海市食品安全条

例》实施情况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区人大常委会到浙江学习考察　５月
２５日～２７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率区人
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到浙江省平

湖市、桐庐县，实地考察新农村建设情

况，并就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工作与平

湖市人大进行座谈交流。 （姜金剑）

代表工作
■组织代表补选　１０月１６日，区人大
常委会召开区八届人大代表补选工作动

员会，决定于１１月１３日在９个选区补
选９名代表。１１月上旬，区人大常委会
领导带领人事工委、代表工委有关负责

人，分别走访罗泾镇、友谊路街道等街镇

的相关选区，实地查看各选区张榜情况，

听取选举工作情况汇报。１１月１３日，补
选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结

束，共依法补选产生 ９名区八届人大
代表。

■代表建议办理　年内，区八届人大代
表围绕区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运用“提交代表建议”这一

法定形式执行代表职务和反映民意，共

提出９０件建议、批评和意见，交由区政
府各部门承办。建议均在法定期限内研

究处理并答复代表。办理结果中采纳和

解决的有６１件，占６７８％；正在研究和
正在解决的有１８件，占２００％；留作参
考和暂时难以解决的有 １１件，占
１２２％。代表对办理结果和办理方案表
示满意或基本满意的有 ８５件，占
９４４％；表示理解的有５件，占５６％。

■代表履职学习培训　３月２３日，区人
大常委会代表工委组织杨行、月浦等 ５
个街镇人大联合举办镇人大代表履职学

习专题讲座。市十三届人大代表裴蓁和

区八届人大代表叶敏作辅导报告。５个
镇的人大负责人、人大办公室主任、联络

员及镇人大代表共２００余人参加学习。
４月１２日～１４日，区人大常委会举办区
八届人大代表集中培训班。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萍、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张静等参加。培训人员听取“人大制度

与监督法”“人大代表履职路径”“如何

提出高质量的代表议案和建议”等辅导

讲座和新修订的《上海市食品安全条

例》解读报告，围绕闭会期间如何履行好

代表职责以及对代表履职的认识等进行

分组讨论。４月下旬，区人大常委会领
导带领城建环保工委、农业与农村委部

分委员到全国人大深圳培训基地开展人

大业务工作培训。９月下旬，区人大预
算工委、代表工委共同举办镇级预算审

查监督实务培训班，各镇人大主席（副主

席）、镇人代会财政预算审查委员会成

员、镇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员、办公室负责

人及有关工作人员共６０余人参加培训。

■开展代表座谈　２月 ８日，区人大常
委会召开代表座谈会，征求代表对常委

会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的意见。１２月７日，
区人大财经委、常委会预算工委召开座

谈会，听取社会各界对２０１８年财政预算
编制和审查的意见。部分政协委员、往

届人大代表、选民代表参加。１２月 １８
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区人大代表座谈

会，听取对《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征

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开展代表联系社区活动　５月下旬至
６月上旬、１２月下旬，组织市、区人大代
表开展两次联系社区活动，共有５９０余
名市、区人大代表到各自联系的村（居）

委会参加联系活动，联系群众 ６０００余
人。针对垃圾分类处理、食品安全以及

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热点难点等问题

开展调研，收回调查问卷３０００余份，反
馈意见建议３０００余条，其中涉及区级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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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意见建议４９件，交区政府办理，采
纳和解决的２６件，占总数５３１％。

■市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２月２３日，
市人大宝山代表团副团长张静率领宝山

代表组部分代表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上海政治学院观摩学习。５月１４日，
市人大宝山代表组召开专题调研开题会

议，邀请来自市社科院、市社联、复旦大

学、上海大学的教授和学者一并参与，围

绕“社区基层组织建设”这一课题展开

交流。７月２６日，由宝山选举产生的市

人大代表开展联组讨论，就市政府上半年

工作进行评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

惠强、副市长许昆林，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张静等３４名市人大代表参加活动。
（姜金剑）

表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情况

会议 任 免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一次会议

王丽燕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蔡永平　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
作委员会主任；牛长海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人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忠
华　区人大常委会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委员会主任；傅文荣　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
作委员会主任；黄雁芳　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海宾　区人大常委会人事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白洋　区人大常委会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新民　
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姚莉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吉
　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邵琦　区人大常委会友谊路街道工作委员会
主任；张未稢　区人大常委会吴淞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张建忠　区人大常委会友谊路街
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栾国强　区人大常委会吴淞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饶开清　区人
大常委会张庙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牛长海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孙兰、李娟、邵琦、曹阳春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马延斌、王葆华、
朱卫杰、刘雁、杨小琴、邹和建、陆军、周剑平、徐军、唐丹　区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工作委员会委员；刁国富、卞美娟、冯德、朱才福、沈留芳、张汉谦、陈忠、赵福清、周远航、曹

玉兰、曹锦根、蔡鸿杰　区人大常委会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王平、刘智刚、李
成斐、张正祥、陈亚萍、顾英、黄文斌、智慧、鲍东兴、魏银发　区人大常委会华侨民族宗教事
务工作委员会委员；孙兰、李娟、邵琦、施永根、曹阳春　区人大常委会人事工作委员会委
员；王倩、朱永其、朱凯凯、朱顺彪、沈迎春、张清、饶开清、姚卫青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
委员会委员；王睿、叶敏、朱兰、刘丙章、许金勇、沈健、张帆、袁国平、夏萌、陶金华、彭青云　
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委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

李远锋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陆继纲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夏永军　区经济委
员会主任；叶强　区商务委员会主任；袁惠明　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主任；康锐　区科学技
术委员会主任；常积林　区农业委员会主任；蒋伟民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
晓惠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黄辉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局长；商志高　区监
察局局长；贡凤梅　区民政局局长；沈海敏　区司法局局长；黄雅萍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局长；李岚　区财政局局长；张晓宁　区审计局局长；俞晟　区统计局局长；杨立红　
区教育局局长；王一川　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局长；蒋碧艳　区体育局局长；石纯　区环
境保护局局长；王静　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局长；徐秡　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徐
荣森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陈健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李强　区水务局局
长；刘建宏　区民防办公室主任；仲军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顾瑾　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局长；俞翔海　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侯利兵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
长；戴筱岚　区人民法院民事快速裁判庭副庭长

侯利兵　区人民法院民事快速裁判庭副庭
长；戴筱岚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
庭长；吴劲　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陶婷
婷　区人民法院淞南人民法庭副庭长、审
判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次会议

李小年　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区人大财政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辞）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次会议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

陶华良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城建环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羊焕发　区人民法院副
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崔彦　区人民法院月浦人民法庭庭长

唐春雷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陆士忠　区人民法院月浦人民法
庭副庭长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
徐子良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金正华　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七次会议
徐敏芳　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八次会议

梅勇　区农业委员会主任；王丽辉、王经珍、苏丹、杨斌、范钦召、王宇、严峰、李媛媛、杨毅
炯、张庆刚、张国滨、陈凤琴、郑霄含、胡莎、韩亮、童翔燕　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李伟钰、秦
伟、徐蒧彪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常积林　区农业委员会主任；蒋碧艳　区体
育局局长

区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

孙兰　区体育局局长；修燕　区人大常委会张庙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周皓　区人民法院
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万松、王琦、刘萍、张应林、周亚平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陆春萍、孙兰　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辞）；周
皓　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吴
隽　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
长；徐敏芳　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
长；黄忠　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
判员

（姜金剑）

５７

代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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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编辑　吴思敏

综述

表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重大产业项目

序号 所属区域 项目名称

１ 航运发展区（友谊） 临江商业商务中心

２ 航运发展区（友谊） 金富门城市更新

３ 航运发展区（友谊） 华域亚太研发中心

４ 大场镇 癉ｐａｒｋ（光华）

５ 淞南镇 青创项目（东浩兰生）

６ 淞南镇 上海国际能源创新中心（一期）

７ 淞南镇 上海芳草地（Ｂ地块）

８ 高境镇 保温瓶厂功能调整（一期）

９ 顾村镇 上海智慧湾（二、三期）

１０ 顾村镇 中铁工业改扩建研发用房

１１ 顾村镇 亚太集创厢（亚太集装箱功能调整）

１２ 顾村镇 鑫燕隆汽车表面技术（二期）

１３ 杨行镇 智慧源众创社区（济光学院）

１４ 罗店镇 宝山Ｕ中心（罗店旭辉）

１５ 罗店镇 中集产城融合项目

１６ 月浦镇 美钻石油海洋装备产业基地

１７ 宝山工业园区 富驰高科总部

１８ 宝山工业园区 金地研发总部

１９ 宝山工业园区 华伟技术表面

２０ 城市工业园区 城市科技绿洲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

“两区一体化升级版”发展目标，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践行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全区经济社会保持

平稳健康发展态势。全年完成区地方财

政收入１５１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８％，
超出年初预定目标２８个百分点；实现
增加值１１４７亿元，增长６５％；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３７９亿元，增长１１％；完成商品
销售总额４３９０７亿元，增长２０５％；完
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６６６７亿元，增
长３８％；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
２８３万人以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９１％。

■加大产业转型力度　加快产业升级步
伐，依托重大项目、重点载体，集聚优势

产业，集中启动总投资近３００亿元的２０
个重点产业项目，新增２家跨国公司总
部，克来机电、屹丰汽车等项目实现竣

工，富驰高科总部、华伟技术表面等项目

开工，超导电缆、华域汽车、博泰车联网

等项目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

业部分）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

２６４％。信息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生
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比上年分别达

５９３％、２８７％和２８７％。优化“三线五
园”（三线即地铁一号线、三号线、七号

线，五园即宝山工业园、宝山城市工业

园、上海机器人产业园、月杨工业园、罗

店工业园）布局，出台“租税联动”等政

策措施，６６个重点服务业载体单位面积
税收达１０７７元／平方米，增长５５４％，新
增７个亿元载体。按期启动北郊未来产
业园先行项目，推进科技绿洲项目，上海

机器人产业园发那科、鑫燕隆等一批机

器人项目加快集聚。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减少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依赖，调整盘活太平洋机电、科洛

尼金属等２６个工业园区低效地块，创新
形成厂房不做灭失的土地收储模式。完

成９２１公顷集建区外减量化任务，腾出
土地８０公顷（１２００亩）。加大节能降耗
工作力度，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６４％。
加强区域统筹，围绕招商机制、规划布

局、土地资源、产业准入、政策服务、投促

队伍等方面加强“六个统筹”，形成“一

意见两办法两清单”（即区域统筹实施

意见，产业项目准入评估办法、产业项目

招商统筹奖励办法，区重点发展产业指

导目录、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等政策体

系。严把土地供应和产业准入关，建立

区、镇两级投资促进中心，制定产业项目

准入评估办法和产业负面清单，评估项

目核准、土地出让、厂房出租、存量资源

转型等内容，避免产业二次转型。加大

规划和政策保障力度，初步形成四大主

体功能产业（东部片区：国际航运中心北

部片区；南部片区：科技商务集聚片区；

中部片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北部片

区：先进制造业片区）布局规划。加强政

策统筹服务，完善“１＋９”产业扶持政
策，加大对机器人等重点产业的支持力

度。整合招商资源要素，启动建设“三库

一平台”（即招商资源数据库、重点项目

数据库、重点企业数据库，区域招商管理

服务信息平台），整合全区土地、载体、政

策等经济信息资源，动态跟踪工业用地、

厂房、楼宇产出效益，实现资源汇聚和要

素统筹。提升经济活力，聚焦产业延伸、

金融助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招商引

７７



资势头良好，全区新增工商注册企业

３０１５５户，其中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以上
的企业８５５户。外贸进出口总额、合同
利用外资分别增长４１５％、１９９％，增幅
均位列全市第一位。推进招大引强，与

宝武、招商局、中国能源、百联等产业集

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功引进百安居、

中机节能、中机智慧等总部经济。强化

区镇联动招商模式，举办产业互联网高

峰论坛、创新创业大赛等系列活动。“以

商引商”取得实效，成功引进积成能源、

亿阳信通等一批项目。优化“基金 ＋基
地”模式，发挥双创投资中心辐射效应，

双创科技投资中心、双创阖银等１３家总
规模达百亿元的基金公司落地。新增

２１家上市挂牌企业，全区总数达９６家，
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比重达６０％。

■加快优化城市功能建设　持续提升城
乡一体水平，统筹推进城市规划、建设和

管理，有序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加强区

域交通路网建设，康宁路建成通车，

Ｇ１５０１Ａ段、轨道交通１５号和１８号线开
工建设，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Ｓ７公路、军工
路完成节点目标，深化沪通铁路前期工

作，潘广路、杨南路等大居外配套道路基

本建成，国权北路和陆翔路—祁连山路

等区区对接道路实现开工，建成环镇南

路等６条微循环道路。优化公共交通和
静态交通，新辟调整１３条公交线路，新
增９个共享停车场和４２０个共享泊位，
建成公共充电桩 １９６２个。完善基础设
施配置，泰和污水处理厂、大康变电站正

式开工，基本建成“５＋１”排水系统（即
南大排水系统、乾溪排水系统、何家湾排

水系统、盛宅排水系统、虎林排水系统以

及庙彭排水系统）。加快转型市级重点

板块，南大地区进入征收补偿和启动开

发接续期，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居农民

征收签约率分别达 ９１２％、９９８％和
９２％，３３６４套安置房交付使用。启动祁
连山路等骨干道路建设，建成文海南路

一期等２条道路，１个社区服务中心及１
家医院竣工验收。吴淞工业区转型开发

完成结构规划成果并上报审批，形成工

业遗存保护与城市更新方案，启动吴淞

煤气厂等部分区域单元控详规划编制。

推进先行先试项目，上海国际能源创新

中心一期实现开工，吴淞口创业园创建

成为“上海市双创基地”，推动上海大学

美术学院落地。继续深化城乡协调发

展，制定城乡一体化发展升级版的

“６５８”指标体系，基本完成区域总体规

划编制。统筹推进大居建设、配套和管

理工作，罗店大居市属保障性住房交付

４１万平方米，４５２０户居民入住。启动建
设顾村拓展区５个地块，胜通、共康、祁
连基地１４条市政道路和７所学校全部
建成。推进老镇旧区改造，８６万平方米
住宅修缮工程全部竣工。基本完成６个
“城中村”改造动迁，庙行康家村成为

“城中村”规划调整后的全市首个开工

项目，顾村老集镇等完成安置房基地认

定，顾村杨邢宅等按期推进规划调整。

深化农村改革，农村承包地确权工作通

过市级验收，罗店镇镇级产权制度改革

基本完成。加强“村经委托镇管”，９４个
村完成分账管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成功创建２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罗
店镇被列为“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试

点地区”，罗泾镇入选“全国第二批特色

小镇”。

■强化生态环境治理　提升城市宜居程
度。突出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聚焦天

蓝、水绿、岸洁目标，加快补齐城市发展

短板，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超额完

成“五违”（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

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整治任务。坚

持“三个必拆”（集中成片违法建筑必

拆，对群众反映强烈、脏乱差现象严重区

域内的违法建筑必拆，对存在严重消防

安全隐患的“三合一”市场违法建筑必

拆），累计拆违１５６３８万平方米，总量位
居全市第二名，整治违法用地２４０９４公
顷（３６１４１亩）、违法排污 ６３５处，取缔
违法经营户１２０２家，清退违法居住人口
３７９８２人，消除安全隐患１８７８处。坚持
“军地协同”，配合推进驻区部队停止有

偿服务，５３６个项目全面完成。坚持长
效管理，将“五违”整治与中小河道治

理、“城中村”改造、人口调控等工作相

结合，创新运用“网格化 ＋”等管理手
段，落实“五违”增量“零报告”制度。加

强建筑垃圾分类处置消纳，设置６０公顷
（９００亩）临时中转堆放场所，建成３处
资源化利用场所。推进中小河道治理，

全面落实“河长制”，４７０名河长挂牌上
岗，覆盖全区７８８条名录内河道。启用
“河长微信直通车”，累计处置中小河道

治理相关问题１３４２个。推动水岸共治，
关停３６处无证码头和８个规模化养殖
场，完成１４８１个点源纳管、５０公里污水
二级管网建设，实现１３２８户农村生活污
水集中处置。推进河道整治工程，聚焦

２２１条黑臭河道实施工程性措施，“１＋

１２”（“１”为国考断面，“１２”为２０１７年实
现达标的市考断面，共有１６个涉及考核
的市考断面）考核断面实现动态达标，中

小河道基本消除黑臭，新增水域面积

２４２１公顷（３６３１亩）。完善绿色生态
功能，推进“五个１００”（即１００个公园、
１００个街心花园、１００棵古木名树、１００公
里的百姓绿色步道和１００条林荫大道）
生态绿化工程，新建各类绿地１２８６公
顷，建成立体绿化３万平方米，４３公里绿
色步道全线贯通，基本完成３５５公顷外
环林带生态专项建设，全区森林覆盖率

达１６２％。提升环境执法硬度，在全市
率先完成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整治，

累计清理４８７７家企业。完成第六轮环
保三年行动计划和首轮清洁空气行动计

划，降 尘 量、ＰＭ２５浓 度 分 别 下 降
９８％、１４６％。

■优化公共服务质量　坚持城乡统筹、
均衡优质，完善多元化、全方位、广覆盖

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幸福感和满意度。（１）加强就业和
保障，推进第二轮创业型城区创建，启动

“满意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指宝山区为
贯彻落实“上海人才新政３０条”提出的
具体措施之一，共分为“１”“０”“０”三个
板块：“１”个人才新政体系，“０”距离沟
通平台，“０”障碍服务机制），推进就业
扶持工作，全年帮扶引领７１９人成功创
业。举办就业训练工厂、青年职业训练

营、“春风行动”等活动，帮助８３９名长期
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出台创业扶持

“新８条”（即新出台的《宝山区促进创
业带动就业实施意见》共有优秀创业项

目落地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等８条
新政）等政策，新增就业岗位２２３７５个，
“就业困难人员”按时安置率达１００％。
出台“１＋７”（即《关于印发 ＜宝山区贯
彻落实“上海市被征地农民集体所有土

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的实

施意见＞的通知》及７个配套文件）被征
地人员社会保障政策，征地养老人员生

活费、城乡居民月基础养老金分别提高

１８４％、１３３％。顾村镇非公企业工会
改革获全国总工会肯定和推广，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案件按时办结率达 １００％。
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新增养老床位 ５７１
张，新建４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４家
长者照护之家。推进“银龄居家宝”等

惠老项目，推进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

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工作。加大

住房保障力度，推进租赁住房供地和建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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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安置长期在外过渡动迁居民 １５００
户，清理整顿２７个“类住宅”项目。（２）
社会事业更加均衡优质。坚持以“学陶

师陶”思想为引领，加快推进教育综合改

革，秋季高考公办学校本科达线率提升

８个百分点，全区师生获国家级以上奖
项１０２个、市级奖项 ４１２个。优化教育
资源规划布局，新建、改扩建学校７所，
推进“全国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示范区”

创建工作。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

面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成立肿瘤医

院宝山防治医联体、宝山—新华儿科医

联体。通过“全国健康促进区”评估和

“国家卫生区”复评审。深化“文艺之

花”内涵，成功举办上海樱花节、陈伯吹

国际儿童文学奖、“以慈化瓷”两岸陶艺

文化交流展等各类活动１６２万场，参与
市民２４０万人次。新增文体设施８３个，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二期、杨行体育中

心、罗店大居体育中心等重大文体工程

加快推进。妇女儿童、红十字、残疾人、

慈善事业稳步发展，加强民族、宗教、侨

务、对台、对口支援、档案史志等工作。

（３）强化社会治理创新，完成住宅小区
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创宜居社区、

建美好家园”活动覆盖全区７４０个小区，
张庙街道获“中国人居环境特例奖”。

完成８５４万平方米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任
务，增设停车位１３９万个，全面完成政
府十大实事项目。创新推出“互联网

＋”社会治理新平台“社区通”，实现居
村委上线全覆盖。发挥“网格化 ＋”综
合平台作用，开展“网格达标”创建和

“星级管理网格”创优，“１２３４５”热线工
单办理综合考评在全市名列前茅。优化

“镇管社区”模式，首批４个基本管理单
元“两委一中心”（即基本管理单元社区

党委、社区委员会、社区中心）均有效运

转，“３＋３”（即社区事务受理、卫生服
务、文化活动３个服务功能，以及城市管
理、市场监管、公安警力等 ３个管理功
能）资源全部配置到位并通过市级验收。

（４）城市运行总体安全有序。全面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开展消防、道路交

通、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人员密集场

所等重点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

实挂牌督办和“黑名单”制度。创建“市

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新建５个标准
化菜市场和５０家智能微菜场，建立重要
产品质量溯源管理制度，推行驻场监管

机制，整治无证无照食品生产经营户

３２１６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进
“平安宝山智联网”和“雪亮工程”建设，

全区４０７个小区的视频监控系统实现联
网运行，张庙街道成功创建“国际安全社

区”。开展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全区道

路交通死亡事故、火灾事故分别下降

９５％、９６％。深化大调解工作机制，一
批突出信访矛盾得到化解。

■推进政府自身改革　提升政府治理效
能，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大简政放权

力度，全面实施“五证合一”（即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社会

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登记制度、

“两证整合”（即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

税务登记证两件整合）改革，建立跨部门

企业准入“单一窗口”制度和全市首个

劳务派遣“证照同办”窗口，推广“容缺”

受理机制，企业审批时间和审批材料实

现压减。优化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审批

时间在法定时限基础上压缩三分之一。

完成行政审批事项调整，行政审批事项

由５９２项减少为５８１项。强化事中事后
监管，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即在监管

过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

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

向社会公开）工作，梳理形成全区１１４项
监管事项，随机抽查覆盖率达 １００％。
升级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功能，发布

预警信息和联合惩戒信息 ９４３６条。提
升政务服务效能，推行“互联网＋政务服
务”，实现网上政务大厅与行政服务中

心、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一体化联动。

落实“三个一批”（即当场办结一批，提

前服务一批，当年落地一批）改革，确定

２１０个当场办结事项、３６个提前服务事
项和８４个当年落地项目。提升依法行
政水平，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和国家土地

督察、海洋督察、安全生产督查等工作要

求，正确履行政府法定职责。严格执行

“三重一大”（即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

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必

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制度，提高政府

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加大政府信息

公开力度，全面公开区镇两级政府预决

算、“三公”［即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接待费］经费以及

非涉密部门预决算。严格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规范公务接待和会务支出标

准。推进“七五”普法。落实各级领导领

衔办理工作制度，办理２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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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表示理解
的占２％。深化国资国企等改革，推进国
资国企战略板块布局调整，启动新宝山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综合改革，临港新业坊城

工科技等混合所有制企业成立，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率保持在１１１％以上。深化公
共财政制度改革，优化支出结构，区本级

用于民生保障、社会事业、经济发展和城

市管理的投入达１５１３亿元，占区本级支
出的８０％。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资金、
重大项目的审计监督，推进审计结果

公开。 （徐　杰）

重要政事和决策
■对接自贸试验区建设　宝山区“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平台对接诚信平台和

事中事后监管平台”案例，作为全市第一

批自主改革创新经验，列入市政府自贸

区改革联动方案，并在全市推广。宝山

区“加快创新拓展邮轮产业链，大力培育

发展新动能”典型经验做法成为上海市

落实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６个典型案例
之一。邮轮经济实现延伸发展，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共接靠邮轮４６６艘次，接待
游客２９２万人，稳居亚洲第一位、全球第
四位。拓展邮轮经济产业链，上游加快

与中船集团共建国际邮轮产业园，推进

邮轮建造配套企业。中游加快与地中海

邮轮公司等打造邮轮总部基地，成功引

进地中海邮轮船务、中船集艾邮轮科技

等１３家邮轮相关企业，总数达５０余家。
下游加快创新拓展邮轮服务，邮轮港后

续工程基本完工，“智慧邮轮港”“绿色

邮轮港”加快建设。“诺唯真喜悦号”

“盛世公主号”成功首航。国际邮轮船

供实现零的突破，完成 ２０个航次共 ７６
个国际货柜供船业务。成功打造具有

“境内下单，境外提货”功能的邮轮旅游

跨境交易平台和“邮轮直通车”服务，启

动“邮轮船票”试点。举办上海邮轮旅

游节、２０１７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等重大
活动，扩大邮轮品牌影响力。

■推进科技创新中心重要功能区建设　
制定实施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实施方案，加快营造有利于创业创新的

生态环境。加快科技成果转化，３２个项
目获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

定，３１个项目获张江专项资金支持。石
墨烯平台升级成为全市首批研发与转化

功能型平台，首批３个中试项目进入中
下游市场试用，１９家企业注册宝山，４５
个研发团队洽谈合作。石墨烯产业技术

功能型平台、鑫燕隆汽车智能装备两家

企业参与全国双创周上海主场主题展

示。加快建设超导、物联网等功能型平

９７

重要政事和决策



书书书

台，超导电缆产业化项目实现投产。中

国３Ｄ打印文化博物馆在智慧湾开馆。
提升张江宝山园能级，园内新增工商注

册企业５５９５家，增长７８％，占全区新增
注册企业数的２５％；实缴税费总额７５１
亿元，增长 ２９７％，高于全区 ４个百分
点，占全区的 ２０２％；固定资产投资
８２６亿元，增长 ２６５５％，占全区的
３４％。推进科创载体建设，打造“环上大
科技创新圈”，建设“上大—宝山”军民

融合产业园，推动海隆集团、保集ｅ智谷
等一批企业与交大、上大等科研院所开

展科技创新合作。创新资源加速集聚，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７０家，增长２８％，总
数达３２０家。复控华龙、美钻能源等１０
个项目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推进

重型燃气轮机、高分辨率专项、无人艇等

国家科技重大攻关项目落地。发挥双创

投资中心的辐射效应，双创科技投资中

心、双创阖银等１３家基金公司落地，总
规模达３１０４亿元。

表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落地基金公司情况

序号 基金公司 总规模（亿元）

１ 上海双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２ 上海双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３０．１

３ 上海双创宝励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１

４ 中保投双创上海城市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１５０．１

５ 上海双创集银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１０．０

６ 上海襄银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１０．０

７ 上海双创贺银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２０．０

８ 上海双创宝励生物医药中心（有限合伙） １０．０

９ 上海双创宝励能源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５．０

１０ 上海双创宝励医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８．０

１１ 上海双创宝励信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５．０

１２ 上海双创阖银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３０．０

１３ 上海双创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３０．１

合　计 ３１０．４

■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扩大社会保障覆
盖面，全区城乡居民参保覆盖率达

９８１％。在全市最早出台“１＋７”（《关
于印发 ＜宝山区贯彻落实“上海市被征
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

会保障办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及７
个配套文件）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区级

配套政策，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城乡居

民月基础养老金分别提高 １８４％、
１３３％。推进医保新政落地实施，异地
就医结算工作得到国家人社部肯定。深

化完善“四位一体”（共有产权房、公租

房、廉租房、动迁安置房）住房保障体系，

新增２３０套公租房，共有１９１户廉租住
房受益家庭，做到“应保尽保”。建立租

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多渠道供应租赁住

房，制订《“代理经租”备案流程》，率先

在全市实行“代理经租”企业报备工作，

引进“代理经租”机构 ３１家，筹措房源
７８６２套，启动全区第一个区筹公租房
“霄云湾”项目的供应工作，分配率达

９０９％，其“绿色环保、互联网＋”智慧社
区获评首批“上海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服务创新示范项目”之一。成套改造竣

工房屋２幢，面积０５５万平方米，开工
１０幢房屋。完成１０１万平方米老旧住
房安全隐患处置工作，清理整顿２７个违
规商业办公项目。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围绕“两区一
体化升级版”奋斗目标，出台实施《加快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若干意见》，明确

提出“６５８”指标体系，重点聚焦城乡空
间布局、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六个一体化”，推

进落实５８项具体指标。基本完成新一
轮区域总体规划编制。推进罗店镇国家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出台实施《宝山区

（罗店镇）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重点围绕建立多元化

可持续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完善农村宅

基地管理等方面探索突破。罗泾镇成功

获批“全国第二批特色小镇”，着力打造

“长江口绿色小镇”。

■完成 ２０１７年区政府十大实事项目
（共２１项）

（１）目标：“智联门”工程———完成
“平安宝山智联网”２００个居民小区楼道
门智能化管理系统建设。完成情况：全

区共安装完成２００个小区，验收后均已
投入使用。全年建设任务完成率达

１００％，开展试运行工作，进行系统测评
及验收工作、总结工作经验。

（２）目标：为部分老旧小区安装火
灾故障电弧探测装置和为全区居（村）

委微型消防站队员开展消防业务培训。

完成情况：全部完成２０００套电弧火灾探
测装置的安装并调试，全部完成３０００名
微型消防站队员培训。

（３）目标：完成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１年间
投入使用的居民住宅小区老旧电梯安全

评估。完成情况：完成年度内老旧电梯

安全评估工作总结，上报区政府。

（４）目标：完成老旧公房燃气内管
（涉及淞南、共康地区 ２１２３８户）改造。

完成情况：累计完成改造２１２３８户，完成
改造总量的１００％，竣工验收工作完成。

（５）目标：完成８１４万平方米住宅小
区的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完成情况：完

成８１４万平方米二次供水改造。
（６）目标：在全区开展电力表前改

造（光明工程）。完成情况：超额完成５
万户年度目标，共完成户数１３０６万户
（包括普通商品房）。

（７）目标：帮助长期失业青年实现
就业７６０人。完成情况：帮助 ８５０名长
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完成年度目

标的１１１８％。
（８）目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

在２８３００人以内。完成情况：城镇登记
失业人数 ２６２３０人，控制在 ２８３００人
以内。

（９）目标：为１０万职工（会员）送专
享基本保障计划。完成情况：共为

１１１０５８名职工（会员）送专享保障。
（１０）目标：新（改）建５家标准化菜

市场。完成情况：完成５家菜场建设工
作，并对外试营业（待验收）。

（１１）目标：新建５０个社区微菜场。
完成情况：微型菜场累计投入使用 ５０
个，完成全年任务。

（１２）目标：新增养老床位 ４７８张。
完成情况：新增养老床位５７１张，超额完
成９３张。

（１３）目标：新增养老机构内设医疗
机构５家。完成情况：完成７家养老机
构内设医疗机构，超额完成２家。

（１４）目标：新增 ４家“长者照护之
家”。完成情况：完成４家长者照护之家
建设。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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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目标：建设１０个睦邻互助点。
完成情况：完成项目建设。

（１６）目标：推行养老服务包。完成
情况：完成对友谊街道、庙行镇２家试点
单位的验收。

（１７）目标：开展残疾人居家养护
（对区内约４００名享受上海市重残无业
人员最低生活保障、有居家养护需求的

持证残疾人提供居家养护服务）。完成

情况：残疾人居家养护累计完成４００人，
完成全年目标。

（１８）目标：开展残疾人健康体检
（为区内约５０００名有体检需求的持证残
疾人提供健康体检）。完成情况：全年累

计完成５０００人，完成全年目标。
（１９）目标：完成区内２５片社区公共

运动场更新维修。完成情况：２５片运动
场全面竣工交付，并对外开放。

（２０）目标：完成２０个“一村一居一
舞台”社区文化平台建设及功能提升。

完成情况：完成２０个“一村一居一舞台”
建设，并组织验收通过。

（２１）目标：区教育单位集中应急预
防与指挥系统平台一期建设和全区幼儿

园及中小学校门口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建

设。完成情况：项目完成。 （徐　杰）

表３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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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度“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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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汇报 １月１９日

第２次

一、听取关于区“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中小河道整治工作进展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五违四必”整治工作进展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编制《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经济工作任务清单》的情况汇报

２月１０日

第３次

一、听取关于顾村公园举办“２０１７上海樱花节”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控源截污纳管攻坚战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加快推进二次供水改造的情况汇报

２月２３日

第４次

一、研究“五违四必”整治、中小河道综合整治、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治等有关工作

二、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建立和完善规划土地管理有关机制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邮轮滨江带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的情况汇报

３月１日

第５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加强综合交通管理依法整治交通违法行为推进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及建设市民满意食品安全城区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第二届区长质量奖评选工作推进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落实高考改革工作的情况汇报

３月９日

第６次 听取关于调整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汇报 ３月１７日

第７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深化拓展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重大工程建设推进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及重大产业项目推进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宝山创新创业大赛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重点工作安排的情况汇报

３月２３日

第８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区“１＋９”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计划编制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新一轮支持产业发展“１＋９”政策修订有关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联席会议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政府与招商局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汇报

３月３１日

第９次 听取关于本区２０１７年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项目的情况汇报 ４月７日

第１１次

一、学习传达贯彻上海市法治政府建设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审计工作任务及推进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防汛防台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７年一季度网格案件处置和“１２３４５”热线办理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规范道路两侧公共开放区域停车管理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进一步加强宝山区建筑垃圾综合治理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进一步提升服务业载体功能品质有关情况的汇报

５月５日

第１２次

一、听取关于做好我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迎接国务院安全生产巡查有关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全面对接科技创新中心建设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安排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联席会议２０１７年度第四次联席会议会审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贯彻落实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张江高新区宝山园空间调整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梵王宫等文保单位修缮工作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情况汇报

５月１８日

第１３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庆祝建军９０周年双拥系列活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政府与中船集团、芬坎蒂尼集团拟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政府与地中海邮轮拟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情况汇报

５月２４日

１８

重要政事和决策



（续表）

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１４次

一、学习传达贯彻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二、学习传达贯彻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巡查动员会精神

三、听取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有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６月１４日

第１５次
一、听取关于制定宝山区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升级版指标体系及年度工作目标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罗店镇）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推进老旧住宅小区物防技防设施建设及改造升级工作的情况汇报

６月２３日

第１６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推进国家卫生城区复评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重新核定顾村公园养护和管理运营经费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加强综合交通管理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停车管理工作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进一步推进宝山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共享平台建设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修改完善《宝山区社区公益服务扶持引导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试行）》的情况汇报

６月２８日

第１７次

一、部署关于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安全生产以及夏季期间群众普遍关心问题回应处置工作、做好近期应急值守工作、做

好“五违四必”安全生产与安全管理有关工作

二、听取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区政府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起草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６年区本级决算及２０１７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束里桥国家储备粮中心库改造有关情况的汇报

七、听取关于《宝山区科普经费管理办法》、《宝山区科普经费管理实施细则》修订情况的汇报

八、听取关于确定整体租赁公共租赁住房企事业单位名单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进一步完善区属公租房申请审核条件的情况汇报

十、听取关于市政府实事项目存量养老机构安全改造工作的情况汇报

十一、听取关于建筑垃圾处置方案比较的情况汇报

８月３日

第１８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新引进优秀人才安居资助办法》等４份文件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下半年宝山区投资促进相关主题活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２０１７年度第五次、第六次联席会议会审的情况汇报

８月１６日

第１９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区长夏令热线有关问题办理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制订《上海市宝山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法治政府建设推进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污水二级管网建设及资金需求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区域统筹相关文件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宝山区电子政务云建设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宝山区重大文体赛事活动组织办法》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制定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一团一策”方案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宝山区创建海关特殊监管区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十、听取关于制定《宝山区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体土地居住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情况汇报

８月２４日

第２０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教育优秀人才激励办法（试行）》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拟与毛里求斯兰坝河区、日本泉佐野市签订友好交流备忘录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深化宝山公安科技信息化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Ｓ７公路一期（Ｓ２０－月罗公路）地面道路等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第二届（２０１６年度）区长质量奖评审情况及颁奖活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９月２７日

第２１次

一、学习传达贯彻落实市政务公开与“互联网＋政务服务”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
二、部署２０１８年度政府目标管理立项工作
三、听取关于垃圾分类减量推进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区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调整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启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创建“国际卫生港”工作的情况汇报

１０月１３日

第２２次 学习传达贯彻落实市城中村改造工作会议精神 １０月１９日

第２３次 一、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市政府推进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签署新一轮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球俱乐部合作协议的情况汇报
１１月１日

第２４次

一、听取关于开展规模租赁住宿场所、农村自建出租房等领域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切实加强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及部

署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办理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开展宝山区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和年度计划研究工作意见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发布《宝山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同区域新建多层商品房住宅每平米建筑面积土地使用权基价等标

准》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具体实施办法》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大场镇与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的情况汇报

１１月２２日

第２５次 一、听取关于区政府与宝冶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政府与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情况汇报
１１月２８日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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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２６次

一、学习传达贯彻应勇市长赴宝山调研讲话精神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和２０１８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征集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减量化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追加我区综合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推进宝山“智慧公安”建设工作情况的汇报

１２月６日

第２７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近期住宅布局专项规划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６年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目标执行情况评估及落实下降目标的情况
汇报

三、听取关于制定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试行）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十三五”期间宝山区租赁住房建设计划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本区在外过渡动迁居农民安置工作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区对口支援工作的情况汇报

１２月１４日

第２８次

一、听取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８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编制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年预算（草案）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８年规划编制及管理工作计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低效工业用地盘
活计划、土地储备计划、经营性用地出让计划、减量化工作计划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拨付顾村拓展区市政公建配套建设资金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宝山区公益性劳动组织转制工作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宝山区“五违整治”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利用物流组织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一团一策”有关事项的情况汇报

十、书面审议关于《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共同发展宝山区中医药事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

汇报

十一、书面审议关于编制《宝山区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十二、书面审议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７年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的情况汇报

１２月２１日

第２９次

一、学习传达贯彻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大会精神

二、听取关于“上海临港新业坊城工科技绿洲项目”产业准入、地块Ｃ６５用地出让及产业园区开发平台公司认定等会审
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支持我区石墨烯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的相关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庙行镇康家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商品住宅地价、房价双控的分析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开展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白玉兰广场改造项目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联席会议２０１７年度第十次联席会议会审的情况汇报
八、书面审议关于区政府与临港集团、上海博泰签订打造国家级车联网产业集群与无人驾驶商业应用示范基地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的情况汇报

１２月２７日

（徐　杰）

新农村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新农村建设工作以
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

工作主线，围绕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

目标，聚焦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生态建

设和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推进区“三农”

（农村、农业、农民）各项工作发展。全

年区级财政支持“三农”工作及新农村

建设方面投入达到３２３１９７万元，比上年
增加９４６７１５８万元，增长４１４３％。

■完善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财政保障
　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区村级组织
基本运转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试

行）》，对２０１６年度村集体经济收益低于
相关标准的行政村，根据村基本农田面

积和农业户籍人口划定标准，实行村级

组织基本运转经费财政保障。年内落实

３３个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财政保障，

补贴资金２８００万元。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全年投入 １５７２
万元推进村庄改造工程，完成月浦镇８４
户村庄改造工程。落实《关于宝山区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推进美丽

乡村示范村创建，罗泾镇花红村、海星

村、塘湾村、陈行村，月浦镇聚源桥村、月

狮村，罗店镇联合村等 ７个村创建成
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美丽乡村示范村，罗泾
镇海星村、塘湾村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度上海
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至年末，宝山区共完成９９个村的村级
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占村

总数的 ９５％。完成罗店镇镇级改革工
作并启动顾村镇、杨行镇镇级改革工作。

有３３个村进行分红，分红总额为 ７９５７
万元，参与分红的成员人数为６２２５０人，

人均分红１２７８元，每年农龄最低分红７
元，最高２４０元。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
证　制定《宝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检查工作方案》，组织

镇级自查和区级核查，全区农村承包地

确权登记颁证率９９５３％，登记确权面积
登记率９９６％，农户权证发放率１００％。
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通过市级验

收，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得到保障。鼓励

和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全区确权承

包地通过平台规范流转９２７３％。

■推进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分账管
理　根据《关于本区村民委员会与村社
区经济合作社实施分账管理的实施意

见》要求，理顺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完善

村级治理结构，各镇（街道、园区）对改

制村全面推进分账管理工作，年内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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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完成９４个村的分账管理工作。
（凌　超）

滨江带建设与邮轮产业发展
■概况　２０１７年，继续推进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后续工程、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

开发等重点项目建设。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全年接靠邮轮４６６艘次，接待出入境
游客２９１６万人次，继续保持亚洲第一
位、全球第四位邮轮母港地位。推进邮

轮便捷通关、邮轮跨境购物、邮轮船供等

服务创新发展举措。举办“２０１７上海邮
轮旅游节”和“２０１７Ｓｅａｔａｒｄｅ亚太邮轮大
会”等系列重要活动。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通过市质监局考核验收，被列为上海

市邮轮港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并通过

挪威船级社认证，取得质量管理体系

（ＱＭＳ）、环境管理体系（ＥＭＳ）、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ＯＨＳＡＳ）认证证书。

■领导调研邮轮港　８月２９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率上

海市各区党政负责人和市有关委办局负

责人视察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参观“盛世

公主号”。９月 ２日、１５日和 １１月 ３０
日，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新华社原社长

李从军、上海市市长应勇先后视察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８月，国家发改委、交通
运输部专题调研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和宝

山邮轮经济。

■稳步推进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后续工程
建设　新建客运大楼实现结构封顶，加
快实施装修、设备安装、幕墙、强电、弱电

等各专业施工，引桥工程进行浇筑施工。

推进“绿色邮轮港”建设，２号泊位岸供
电项目于年底建成，光伏项目基本安装

完毕。

■推进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项目建
设　按照“三年现雏形，五年出形象”建
设目标，基本建成规划一路（０４街坊以
东）、规划二路、友谊支路道路和０５、０６、
０７区域滨江防护绿地顶盖，全面建成
１１０千伏变电站，马路河地下连通道通
过完工验收，０１、０３、０４地块开展基坑围
护施工。建成“盛东苑”可供销售住宅

７５２套，年内销售 ７３４套，共计 ８８６０６６
平方米。

■加强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运营　“诺唯
真喜悦号”和“盛世公主号”两艘为中国

市场量身定制的豪华邮轮和推出全新日

本深度游线路的“丽星处女星号”落户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母港邮轮共１２艘。
全年接靠邮轮４６６艘次，接待出入境游
客２９１６万人次，接待游客数创历史新
高。完善邮轮运营保障机制，成功处置

“５月１０日吴淞口警戒区集装箱掉江事
件”“９月１７日天海邮轮因机械故障停
航”、１０月２０日诺唯真邮轮与上航国旅
票款纠纷、１１月１日“地中海抒情号”过
度维权等突发事件。年内退出运营的邮

轮有：歌诗达“幸运号”“蓝宝石公主号”

“海洋水手号”“地中海抒情号”。

■邮轮旅游跨境购物平台试运营　３月
３日，由苏宁旗下日本免税店 Ｌａｏｘ和携
程旅游合作在零点广场建设的新型跨境

免税体验店———Ｌａｏｘ上海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展示中心试运营，实现“线下体验，

线上预约，日本港口提货”的新型消费体

验模式。

■提高邮轮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　落实
市政府有关“邮轮口岸单一窗口申报”

相关政策及《反恐法》的相关规定，４月
１９日，上海国际邮轮旅游服务中心在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试运行“邮轮便捷通关

条形码”，该条形码经各口岸单位授权开

发，主要功能为通过邮轮通关条码数据

管理系统，链接邮轮口岸管理单位、邮轮

公司、旅行社数据，统一归口管理游客身

份、通关、邮轮订单、游客行李等信息，实

现一码多用，提升邮轮口岸单位的联动

管理效率和游客通关便捷性，提高邮轮

港安全预警能力。１０月起，市口岸办在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试行邮轮口岸诚信管

理，对相关诚信管理对象试行信用等级

评级。

■举办“一带一路”与邮轮经济发展专
题座谈会　５月３１日，市旅游局、宝山
区政府在衡山北郊宾馆共同举办“一带

一路”与邮轮经济发展专题座谈会。会

上，宝山区与中船集团、意大利芬坎蒂尼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约定在宝山

共同打造邮轮建造配套产业体系。原交

通运输部部长钱永昌参加。来自市相关

职能部门、口岸联检单位、高校、邮轮公

司等单位的嘉宾围绕“一带一路”大背

景下邮轮经济发展开展研讨。

■国际货柜过境直供邮轮作业重启　６
月，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成功重启国际货

柜过境直供邮轮作业，全年完成２０个航

次共７６个国际货柜供船业务，总计货值
４２５万美元，涉及货品２０００余种，全年邮
轮供应总量超过４亿元。

■启动试点邮轮船票制度　加快中国邮
轮旅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按交通部水

运局要求，市交通委、市旅游局、上海边

检总站联合推进邮轮船票制度试点工

作，并由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和上海

国际邮轮旅游服务中心共同承接试点工

作。１０月３１日，交通运输部水运局批准
市交通委制定的《上海实施邮轮船票制

度方案（试行）》，同意在上海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试点实施邮轮船票制度，并要

求争取在２０１８年形成可在全国推广的
经验和方案。

■举办２０１７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　
１１月１日～３日，２０１７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
大会在宝山区万豪德尔塔酒店举办，上

海市副市长许昆林出席开幕式。大会由

宝山区人民政府、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指

导，由吴淞口邮轮港公司、上海国际邮轮

经济研究中心、ＳｅａｔｒａｄｅＵＢＭ联合主办。
大会以“相约一带一路”为主题，举办开

幕式、高端论坛、中国邮轮市场综述、亚

洲邮轮市场综述、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

验区论坛、邮轮旅游标准化论坛，邮轮建

造修缮与设计论坛、邮轮港口 ＣＥＯ论
坛、环保安全网络论坛、邮轮人才培训相

关签约及发布仪式、邮轮学术论坛、邮轮

人才论坛、邮轮行程规划培训、旅行社培

训等系列专业论坛，并组织浦江夜游等

活动。大会期间，上海市工商局正式对

外发布《支持宝山邮轮产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

展报告（２０１７）》中英文版和２０１７上海市
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邮轮经济专项课题正

式发布，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等８家国内
外港口发布《推进亚太邮轮港口服务标

准化共同宣言》。

■举办上海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
论坛　１１月 １日 ～３日，２０１７Ｓｅａｔｒａｄｅ
亚太邮轮大会期间，宝山区邀请市发改

委、市交通委、市旅游局、口岸查验单

位、邮轮企业、港口企业、高校、研究机

构的领导和嘉宾，举办上海中国邮轮旅

游发展实验区论坛，以圆桌会议形式进

行深入交流和探讨，共商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一流

邮轮母港和宝山区打造邮轮全产业链

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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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 ２０１７上海邮轮旅游节　（参见
“商贸

!

旅游”旅游） （刘晓军）

监察与纠风
■概况　区监察局围绕区政府中心工
作，加强对目标管理、“五违四必”（违法

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

法居住；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建筑必

须拆除、脏乱差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

必须取缔）、中小河道整治等重点工作推

进情况和各部门履行职责情况的效能监

察，助推和服务保障区政府各项重点工

作顺利推进，全年共查看４０条河道、２０
个重点地块整治情况，梳理出６方面１０
类问题。聚焦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坚决整治

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跟踪督办区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百姓连线”中
群众反映强烈的涉及违法搭建、违法排

污、违法经营的突出问题。区纠风监督

网上平台督办诉求 １１６件，办结率
９８２８％。“百姓连线”受理听众来电和
微博反映问题１３７个，答复率１００％。

■强化履职尽责调查处理　督查追责涉
及生产安全、违法用地等问题，参与１９
起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分析和查找安全

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明

晰责任，督促职能部门认真履职，全年共

约谈１２家街镇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
修订《宝山区监察局参加生产安全事故

调查处理的实施办法》，建立快速反应机

制，进一步完善生产安全事故行政问责

调查程序。与区安监局等年度重点项目

责任单位建立监督配合机制，召开专题

会议，要求责任单位及时报送情况，保持

信息互通。建立重点督查项目月报制

度，实行上下联动督查，制定下发《区党

风政风年度督查（检查）项目计划安排

表》《党风政风监督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月报表》，要求全区各街镇园区等主要主

体责任单位的纪检监察组织，对接区监

察重点督查项目，实施督查单位落实情

况，每月报送相关督查情况动态跟踪，及

时反馈情况。

■加强政府窗口作风建设　紧盯群众身
边的“小微权力”，对全区公共服务窗口

开展２轮专项检查。组织区特邀监督员
开展明察暗访，发现问题１３个，均转相
关部门处理。电话巡访检查全区公共服

务窗口对外咨询电话，将检查情况形成

专报报分管区领导，并抄送各主管部门，

要求上报整改措施。配合上海市政风行

风监督员专项调研全区各街镇园区基层

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访谈１４个街镇园区
共２４７人。 （周　南）

政府法制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政府法制工作按照
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法治政府建设“十

三五”规划》《２０１７年上海市法治政府建
设工作要点与责任分工》目标任务要求，

立足为宝山区全面建成现代化滨江新城

区提供良好的法制保障，推进法治政府

建设，创造良好法治环境。健全法治政

府建设领导体制机制，成立区法治政府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２０１７年宝山
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与责任分工》，

提出２７项工作任务，明确责任部门和任
务分工。科学拟订法律顾问管理制度，

推动法律顾问队伍实体运转，实现法律

顾问制度全覆盖。全面清理行政规范性

文件，区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继续有

效１５件，废止３件，修改４件。加强规
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区发改委、区经委、

区科委、区文广局、区农委、区人保局等

单位制定的１０个规范性文件通过报备
审查。全年收到行政复议案件１５２件，
区政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 ９
件，区政府为被告应诉的行政诉讼案８６
件。加强法制机构队伍建设，推进基层

依法行政。严格落实新上岗执法人员培

训考核和资格审查制度，组织１９０名行
政执法人员参加新上岗人员基本法培训

考试，审核执法证申领资格２５７人次。

■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经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９月２２日
成立宝山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由区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区长担任常

务副组长，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担任副组

长，区府办、区政府法制办、区编办、区发

展改革委等２０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
成员，负责统筹协调全区法治政府建设

推进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

室日常工作由区政府法制办承担，办公

室主任由区政府法制办主任兼任。区法

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下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
与责任分工》，围绕健全法治政府建设领

导体制机制、构建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

新格局和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严格规范行政权

力运行、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加强行政规

范性文件管理、加强社会矛盾纠纷化解、

提升法治政府建设保障能力等八个方

面，提出２７项工作任务，并进行责任分
工，明确具体责任部门。

■实现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全覆盖　根据
中办国办《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

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上海市

人民政府关于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

指导意见》《宝山区推行政府法律顾问

制度实施意见》精神和要求，结合宝山区

实际制定区政府法律顾问管理工作制

度，包括《宝山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管理

规定》《宝山区兼职政府法律顾问库管

理规定》《宝山区兼职政府法律顾问工

作规则》３个制度性文件和《宝山区兼职
政府法律顾问聘任合同（执业律师）》

《宝山区兼职政府法律顾问聘任合同

（法学专家）》两个合同文本。至年末，

全区共有 ３８个部门聘请法律顾问 ５１
人，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全覆盖。

■清理政府规范性文件　按照《上海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本市政府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重

点围绕是否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是否

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规范性

文件之间是否存在明显不协调等方面，

组织开展全区所有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

件清理工作。经清理，区政府制定的规

范性文件共２２件，拟继续有效１５件，废
止３件，修改４件；各委办局制定的规范
性文件共３３９件，继续有效２８７件，废止
２１件，宣布失效２３件，修改８件。文件
清理结果以区政府公告方式对社会

公开。

■政府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围绕强
化配套政策扶持，审查由区发改委牵头

的新一轮“１＋９”产业支持政策、区级政
府投资项目管理若干规定的修订工作，

完善先进制造业专项资金政策，加大科

创能力建设政策扶持力度，引导企业提

升品牌、科创能力建设水平，并对区发改

委、区经委、区科委、区文广局、区农委等

报备的１０个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并予
以备案。

■行政复议案件办理　全年区政府共收
到行政复议申请１５２件，比上年１１８件
增加３４件，上升２８８％。其中：依法受
理１２０件，受理率 ７８９％；不予受理 ３２
件。共审结行政复议案件１１８件（含上
年度结转１４件），审结率为８８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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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纠错决定２件，纠错率为１７％。上
海市政府审查不服区政府作出具体行政

行为的复议申请共１０件，比上年８件增
加２件，上升 ２５％，其中信息公开类 ８
件，行政处罚类和土地征收类各 １件。
审结７件，其中市政府决定维持３件，决
定终止审理４件，纠错率为０。

■行政诉讼案件应诉　区政府为被告应
诉的案件共８８件，比上年５３件增加３５
件，上升６６０４％。其中：区政府作出具
体行政行为后直接作为第一被告的诉讼

案件６１件，受诉法院为市二中院；经市
政府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后，与市政府作

为共同被告的诉讼案件２件，受诉法院
为市三中院；区政府作出复议决定后与

相关行政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诉讼案件

２５件，受诉法院为区法院。审结８８件案
件中，败诉率为０。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７日，区信访办会同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新闻媒体等第三方力量开展信
访工作实地督查 摄影／陆定华

■违法建筑强制拆除申请审查　围绕重
点区块“五违四必”（违法用地、违法建

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安全

隐患必须消除、违法建筑必须拆除、脏乱

差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综

合整治，加大对该类案件的复议审查力

度，对报请区政府拆除违法建筑强制执

行申请严格把关。全年收到申请４件，
发出受理拆除违法建筑强制执行申请并

发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限期

拆除违法建筑公告》１件，其余３件因不
符要求予以退回。

■推进基层依法行政　围绕加快法治政
府建设，对区内５０家单位的政府法制机
构建设情况开展调研。针对法制机构设

置未纳入“三定”（定机构、定编制、定职

能）范围、法制工作人员专业化程度不

够、法制机构职责履行不够充分、兼职政

府法律顾问没有全覆盖４个主要问题，
区府办印发《关于加强本区政府法制机

构力量建设的通知》。围绕提升队伍整

体素质，组织区相关职能部门人员至区

法院、浦东新区法院旁听庭审，现场观摩

王某诉区酒类专卖局、某公司诉浦东新

区市场监管局审理过程，提高一线执法

人员和法制工作人员办案质量、应诉能

力。围绕推广基层经验，依托区依法治

区办、市政府法制信息网，将“宝山区税

务局首推法制员岗，着力打造依法行政

的‘税务样板’”、宝山区市场监管局“我

局探索建立法制建议制度，着力提升依

法行政水平”予以宣传推广。

■加强执法人员培训考核　组织新上岗
执法人员开展基础法律知识培训，全年

２１家行政机关共计１９０人次参加基础法
律知识考核，合格率１００％。２５７人次通
过执法证申领资格审核，申领上海市行

政执法证。 （张洁蓉）

信访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信访办共接收群众
信访总量９０６３件，比上年增加１６８４件，
上升２２８％。其中：来信２１０９件，上升
３２６％；来访３５７５批７２５５人次，分别上
升３１４％、１１３％；网上信访３３７９件，上
升１０１％。办理信访复查复核事项 ２４
件。针对在推进区重大板块转型、重大

项目开工、重大工程建设，“五违四必”

（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

污、违法居住；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

建筑必须拆除、脏乱差现象必须整治、违

法经营必须取缔）整治、中小河道治理、

部队停偿整治、“类住宅”整治、涉众型

投资受损群体信访矛盾，在涉及道路、交

通、环保、生态、民生等方面工作推进中

产生的各类突出矛盾，配合属地街镇（园

区）和相关委办局，加强排查预警，妥善

应对处置，确保突出矛盾平稳可控，全力

维护全区社会稳定。年内，区信访办艾

进新获国家信访局“金砖会晤”期间信

访工作先进个人，张学智、陆定华获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信访系统先进个人，
丁滨海获宝山区第三届“平安英雄”。

区信访办办信科被上海市妇联评为市巾

帼文明岗。区信访办获２０１７年度市信
访系统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先进单位。

■“三个机制”平台调处信访矛盾　年
内将疑难复杂信访积案和到市集体上

访，分类纳入领导接访、信访稳定工作例

会、分级分责三个机制平台调处，加强实

地督查，推动疑难信访事项得到及时、就

地、妥善解决。年内纳入领导接访９４批
６１７人次，交办分级分责信访事项１４件，
召开信访稳定例会１２次，开展实地督查
５件。

■加强初次信访和网信办理　压实责任
单位、信访部门和具体承办人员的首接

首办责任，把矛盾吸附在当地、解决在初

始阶段，全区初次信访事项当年新增重

复率２５６％，列全市各区考评第二位。
做好市、区网上信访转交办、公开回复和

满意度测评工作，区网上信访公开回复

率９６４％，群众对信访机构和有权处理
机关的参评率和满意度达到全市平均

水平。

■集中化解信访积案　按照相关规定，
在信访信息系统中标识６件积案并全部
化解。推进区委常委会确定的５０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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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矛盾化解缓解工作，落实“一案一

策”，强化分色管理，每月督查推动。对

年内排查出的３６件群体性突出矛盾和
６４件个访突出矛盾，分类施策，制定化
解、研判、缓解三类工作方案，实行痕迹

化管理，以“案清事明”促“案结事了”，

推进维护信访秩序。

■开展信访事项复查复核　按照事实清
楚、依据充分、定性准确、结论恰当、程序

规范、档案完备的要求，开展信访事项复

查复核工作。年内共收到信访事项复查

申请６９件，受理２４件，出具复查告知和
意见书２４件。其中，被提起市政府信访
复核１０件，市政府复核均维持区复查
意见。

■规范信访基础业务　运用全国信访信
息系统上海分系统，实现信访形式、工作

过程、工作范围“三覆盖”，实现“可查

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明确信访

事项办理各个环节的操作规范和工作要

求，举办信访基础业务培训班，全面查找

短板问题，重点加强督办、通报和定期检

查，形成从信访业务登记、受理、办理、答

复、送达、督查督办等“六大环节”全过

程工作闭环。

■加强区信访联合接待大厅运行管理　
完善运行机制，按照“一单到底”要求，

加强区信访联合接待大厅接访、处理、督

办、通报工作，着力构建“一站式接待、一

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的信访工作模

式。年内，接待群众来访 ２４７５批 ４８３６
人次，推动及时、就地解决信访矛盾。

■开展联合实地督查工作　配合市委信
访工作专项督查组到宝山开展实地督查

工作，会同区委督查室、区政府督查科和

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新闻媒体

等第三方力量，共同对高境镇泰禾红御

小区购房纠纷、顾村镇宏润韶光小区物

业管理矛盾等，联合开展实地督查，增强

工作透明度，倒逼责任落实，推动矛盾

解决。

■推进社会力量参与信访　动员律师志
愿团、知心妈妈、心理咨询师、社工等社

会力量参与突出矛盾化解。在区信访联

合接待大厅建立心理疏导室，对个别信

访群众开展思想疏导、帮扶救助、融入社

会工作。１１月，区信访办聘请艾克森律
师事务所为兼职法律顾问单位，为突出

信访矛盾化解及核查、研判信访复查案

件提供法律意见。

■加强信访工作宣传　９月，召开信访
工作特色亮点新闻通气会，深入宣传在

“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工作

取得的成效。在《人民日报》（含内参）、

央广网、“上海电视台·新闻坊”、东广

新闻台 ＦＭ９０９等主流媒体宣传“阳光
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工作，共刊发

新闻１４篇。开展“最美信访干部”“我
在基层做信访”文稿征集活动，征集文稿

２５篇。在“宝山信访”今日头条号上动
态发布区信访工作信息４８条，弘扬信访
工作正能量。

■开展人民建议征集　拓展人民建议征
集渠道，围绕社会热点、改革难点、民生

重点、工作重点、政策缺位点，广泛开展

建议征集活动，积极汲取民智，推动政策

完善、工作改进，服务民主科学决策，从

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年内共征

集汇总各方面人民建议３９件，上报市１０
件，其中４件被市信访办以摘报形式报
送市领导，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相关

分管领导作重要批示。区信访办被上海

市信访办评为２０１７年度市信访系统人
民建议征集工作先进单位。 （高　宏）

人事人才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人事人才工作围绕
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优化人才发展环

境，做好人事人才公共服务。加强公务

员队伍建设，规范招录、选拔任用等工作

制度。开展各类培训，加强公务员道德

建设。加强薪酬福利管理，推进事业单

位实施绩效工资。全年办理上海市居住

证积分１７６０３人、人才引进 ３９人、居转
户（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上海

市常住人口）６９１人、夫妻分居解困 ２６
人，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３３０人。年
内，区人才中心获上海市大学生就业服

务奖。

■公务员招录　年内完成５０名新录用
公务员公开招录工作。其中：公务员３２
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１８
人；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１４人；录用
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３８人。
开展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专项招聘，共招

录４２人。在对全区公务员队伍状况和
各单位人员结构比例调研和分析基础

上，完成 ２０１８年公务员招录计划编制

工作。

■公务员培训　围绕区内“社区通”“食
品安全监管”等亮点工作，以专家授课、

课题座谈、主题研讨等形式开展新任科

级领导培训２２４人。以“提升青年公务
员能力素质”为主题，会同区委组织部等

相关单位，开展青年人座谈会、读书荐

书、主题征文、演讲比赛、辩论比赛、专题

调研等活动。９月 ９日 ～１５日，开展
２０１７年新录用公务员“入区培训”，围绕
区情介绍、作风锤炼等内容，采取课堂教

学、队列训练、与挂职锻炼年轻干部探讨

交流等培训形式，使新录用公务员尽快

转换角色、了解区情、适应岗位。

■公务员管理　做好公务员管理信息系
统更新维护。做好２０１７年公务员选调
生招聘，探索选调生创新培养模式，招录

２名选调生。开展工青妇专职干部遴
选，区总工会遴选 １人，团区委遴选 ２
人。推进第二批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改

革，完成区规土执法大队、交通执法大

队、环境监察支队、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农业执法大队、文化执法大队６家试点
单位执法队员职务套改和首次职务晋

升。５月２２日，举办第二批行政执法类
公务员入职宣誓仪式，１７０人参加。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考核　年内制
定下发《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新录用公务员
试用期满考核及任职定级工作的通知》，

做好２０１６年１２９名新录用公务员试用
期满考核及任职定级工作。完成 ２０１６
年度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做

好年度奖励表彰。全区科级及以下公务

员（含参公人员）共４６６人考核优秀，其
中记三等功 ２７人（机关 ２４人、参公 ３
人），嘉奖４３９人（机关３６６人、参公 ７３
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

１９７９人。

■事业单位招聘与管理　全年开展两次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上半年推出岗

位１１６个，招聘１４０人，其中面向退役士
兵定向招聘岗位２人；下半年推出岗位
５８个，招聘６９人。做好事业单位岗位设
置管理，指导主管单位及时完成非领导

岗位集中聘用、数据汇总和审核备案工

作，开展年度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统计。

■军转干部安置与管理　完成年度军转
干部安置工作，安置营及营以下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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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干部１４人，接收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３０人。完成年度指令性随军家属、优秀
退役士兵等特殊人员的政策性安置工

作。完善困难企业军转干部身份认定工

作，做好困难企业军转干部、自主择业军

转干部走访慰问。按市军转办要求，选

送２名军转干部进高校参加培训。

表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序号 公司名称 法　人

１ 猎上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孙晓丹

２ 上海艾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东鸣

３ 上海鼎蓝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罗光丽

４ 上海新锐人才咨询有限公司 刘巧芬

５ 上海求贤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 王国强

６ 上海道伟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潘　军

７ 上海申励人力服务有限公司 沈少南

８ 上海佳颖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李卫达

９ 上海优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李　林

１０ 领族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方　毅

１１ 上海品骏人才顾问有限公司 徐　忠

１２ 上海品骏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沈葳怡

１３ 上海铮铎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戴芬英

１４ 上海芝麻开门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王晓彦

１５ 睿甄人才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陈　雨

１６ 上海卧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薛　林

１７ 上海尊程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刘玉梅

１８ 上海我找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黄毅华

１９ 上海仕和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程伟俊

２０ 上海戊戌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刘守军

２１ 上海毓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裘梦媛

２２ 上海优尔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云雷

２３ 上海贺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丁　伟

２４ 上海司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何一舟

２５ 上海祥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丁陆军

２６ 上海翊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刘少娟

２７ 鸿芈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 朱月琴

２８ 荟炬（上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谭　如

２９ 观集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 吴全义

３０ 上海大沃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 王　真

３１ 康存数据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李　新

３２ 上海聘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祝超男

３３ 上海旭航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焦雪山

３４ 上海皓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王　蓉

３５ 上海默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肖孜俊

３６ 上海富晟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任晓燕

３７ 上海巨娲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叶菊妹

３８ 上海麟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连炳娇

３９ 上海润迅君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黄炳兴

４０ 上海冰爱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陈曦云

４１ 迈昱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 严均梅

４２ 淇菲（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王红英

４３ 上海思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余玉园

４４ 恭硕（上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杨连强

４５ 恩士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陈小勇

４６ 渥典人力资源（上海）有限公司 丁海红

４７ 菲音人力资源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王　静

４８ 上海柴禾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王勇华

４９ 泰猎（上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杨雪娇

５０ 上海沃鸿翻译有限公司 杨书祥

■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根据上海市
按行业分类调控绩效工资办法，调整并

核定各事业单位２０１７年绩效工资总量。
会同区卫计委完成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

革，改革的主要内容：优化薪酬结构、合

理确定薪酬水平、推进公立医院主要负

责人薪酬改革、落实公立医院内部的分

配自主权、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加强监督

管理。

■完善社区工作者薪酬　完成社区工作
者薪酬水平调整，薪酬水平调整为２０１６
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 １０６倍。
会同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制定薪酬制度，

下发《关于完善本区社区工作者薪酬管

理的通知》。完善薪酬分配体系，缩小差

距，向低职级人员及一线人员倾斜，统一

明确交通、伙食补贴项目及标准。

■疗休养及健康体检与退休人员管理　
组织完成２０１７年度机关事业单位部分
在职人员基地健康体检，共计 ６５３９人
次。完成２０１７年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干部春节前“冬送暖”慰问活动，共慰问

５９８人。１０月２５日，组织４５０名退休干
部召开敬老节电影招待会。协助区总工

会开展敬老节大型宣传咨询为老服务。

加强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活动分中

心管理，做好区处级退休干部订报等日

常管理工作。

■区“满意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启动　９
月２８日，举办宝山区“满意１００”人才集
聚工程启动仪式，公布人才新政《宝山区

新引进优秀人才安居资助办法》《宝山

区企业骨干人才专项激励办法》《宝山

区青年储备人才招聘和管理暂行办法》

和《宝山区大学生创新见习基地建设与

管理办法》。围绕重点园区设立９家人
才服务工作站，联合区内重点企业、重点

产业园区和相关主管部门初步建立百余

人人才工作联络员队伍，配套建立《宝山

区基层人才服务工作站设立和管理办

法》《宝山区人才工作联络员队伍管理

办法》２项人才工作制度。建立“宝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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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微信公众号，开创人才工作新媒体

阵地。

■推进人才发展平台建设　组织召开宝
山区人才工作重点项目评审会，审定 ５
个人才工作重点项目。组织开展大学生

创新见习相关工作，７月１７日，召开宝
山区大学生创新见习基地工作动员会，

５４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共招录１２２名在
校大学生开展见习。组织开展选拔推优

工作，推荐８人参加２０１７年上海领军人
才选拔，其中美钻能源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奥水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鹏举被评为人社部“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同时获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溯洄（上

海）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霍成、上

海融道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汉进入创业平台答辩环节。推荐上海

小海龟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负责人许鹏

等５人申报年度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
其中３人获项目资助。推荐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宝山分院等４个项目申报人社
部专家服务基层项目。

（续表）

序号 公司名称 法　人

５１ 上海瑞东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徐贵东

５２ 上海铸岩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张　洋

５３ 上海逐魁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寇　云

５４ 赫哲（上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胡士兵

５５ 上加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徐梦君

５６ 上海致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徐　洋

５７ 上海高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张钟南

５８ 上海怀卿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何　严

５９ 上海必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李　莉

６０ 国嵩人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王　娟

６１ 上海博霖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张　迅

６２ 蔚德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许　立

表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性质 建立时间
主管部门
／注册地

１ 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工作室） 事业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０８年６月 宝山区规土局

２ 宝山区环境监测站（环保工作室） 事业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０８年６月 宝山区环保局

３ 金罗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都市农业

工作室）
企业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０８年６月 宝山区农委

４ 上海赛能石油管道特种涂料公司（赛

能石油管涂工作室）
企业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０９年３月 宝山工业园区

５ 上海柯瑞冶金炉料有限公司（柯瑞炉

料工作室）
企业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０９年３月 罗店镇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０１１年７月 罗店镇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０１９年９月 罗店镇

６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东方

泵业工作室）
企业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０９年３月 顾村镇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０１１年７月 顾村镇

７ 上海海隆石油管材研究所（石油管材

工作室）
企业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１２年２月 宝山工业园区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宝山工业园区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１７年３月 宝山工业园区

８ 上海兆祥邮轮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兆祥邮轮工作室）
企业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罗泾镇

９ 上海利物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１９年３月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宝山区共建立博士后创新基地工作室９个，各基地进站博士后１４人，其中留用２人、３人在站。
２．宝山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共获得市级资助３４万元，区级配套１６２万元，合计１９６万元。

表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性质 建站时间 注册地

１ 上海复控华龙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 ２００１年 高境镇

２ 上海宝冶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 ２０１０年 月浦镇

３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 ２０１３年 宝山区航运经济发展区

４ 上海景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 ２０１３年 罗店镇

■开展人才服务活动　组织区内１５家
企业参加“上海市２０１７年应届高校毕业
生就业服务首场招聘会”和“２０１７年上
海春季人才交流洽谈会暨长三角地区高

校毕业生就业招聘会”。联合区教育局

先后组织１３６家单位举办春季、秋季两
场教育系统事业单位人才专场招聘会，

共推出５４８个岗位。组织１０余家单位
赴南京师范大学举行校园宣讲招聘会。

联合区就业促进中心组织８场宝山高校
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共２１０家区内企业
推出２０００余个岗位。完成年度企业人
才培训计划，先后联合智力产业园、移动

互联网创新园、宝山工业园区、宝山城市

工业园区，开展科技＋金融人才专场、互
联网人才专场、先进制造业人才专场和

重点企业人才专场培训。

■人事人才公共服务　全年办理上海
市居住证积分１７６０３人，户籍人才引进
３９人，市局批准居转户６９１人，夫妻分
居解困２６人。库存档案１０３３７份。为
５４１家事业单位办理聘用合同登记
１５９７份。做好全区６２家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人才中介证日常管理和年检工作，

年内新设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２９家。
做好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受理

工作，共受理上海市工程系列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评审材料 １４６份。做好外国
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受理工作，４月１日
起设立专窗，配备专员，开通专线，共受

理单位注册 ３８９家，个人材料 ８９５人
次，其中 ２４７人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
可证。

■推进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　组织
召开年度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工作推

进会。完成上海利物盛企业集团入驻宝

山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柔性引进博

士后１名，开展博士后科研项目１个（石
墨烯项目），资助资金１３万元。上海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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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冶金炉料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室柔性

引进博士后１名，开展博士后科研项目１
个（氧化锆涂层项目），资助资金８万元。
完成上海海隆石油管材研究所博士后工

作室项目结题，出站博士后１名，资助资
金８万元。

■开展“三支一扶”工作　落实上海市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指大学生毕业

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

贫工作）计划。经公开招募选拨、岗前培

训和入区培训，共４９名“三支一扶”大学
生到１０个街镇及７个学校从事支农支
教工作。完成１３名“三支一扶”大学生
服务期满相关工作。组织开展“青春飞

扬支扶行，奉献基层展初心”主题系列活

动，３月２６日在顾村公园开展“春季环
保我先行”活动，６月１８日在上海陶瓷
博物馆开展“传统文化初体验”活动，９
月１７日在宝山体育馆举办趣味运动会。
做好市“支扶学子看农村”系列课题调

研工作，完成４篇关于城区拆违垃圾处
理、城区旧衣物回收箱推广管理、农村学

校家校联系等方面的课题调研报告。

（祁南方）

社区建设和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
室深入贯彻落实市委“１＋６”（“１”指《中
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创新

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６”指
涉及街道体制改革、居民区治理体系完

善、村级治理体系完善、网格化管理、社

会力量参与、社区工作者的６个配套文
件）文件和区委“１＋６＋１”文件精神，按
照年初制定的《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创新社会
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要点》和《２０１７
年宝山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

作任务清单》，统筹协调区相关部门、各

街镇（园区），合力推进区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建设工作，打造“融合、活力、温

馨”的宜居社区。年内，“社区治理云系

统”被评为２０１７年第三届上海社会建设
优秀创新项目。

■创新推出“社区通”　创新推出以党
建为引领、以移动互联网为载体、以居村

党组织为核心、以全体城乡居民为主体、

以有效凝聚精准服务为特点的智能化工

作系统———“社区通”。根据基层实际

和居村民需求，设立 ｉ宝山、社区公告、
党建园地、办事指南、议事厅、左邻右舍、

警民直通车、家庭医生、物业之窗、业委

连线、公共法律服务、邻里交流等版块，

针对农村特点专门开设“乡愁乡音”“村

务公开”版块。“社区通”主要打造党建

网上阵地，号召党员线上亮身份，线下做

公益。建设“四治一体”（通过居民的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实现自治；通过引导社

区多元力量参与实现共治；通过弘扬正

能量、倡导文明礼让、提升居民文明素

养、推动社区共同价值形成实现德治；通

过组织居民讨论议题、投票表决、形成公

约实现法治）家园，各居村建立“提出议

题－把关筛选－开展协商－形成项目－
推动实施 －效果评估 －建立公约”的工
作链，全年产生议题６６９４个，形成公约
８３８个。拓展问题解决渠道，建立健全
系统的立体化问题分层处理工作体系。

至年末，“社区通”在全区所有居村委实

现全覆盖，超过４２万名居村民（３２万户
家庭）实名加入，４万余名党员在网上亮
身份、起作用，居村民之间以及与居村党

组织之间总互动交流２６００万人次，解决
群众关心关切的各类问题２７万余个。

■开展“活力楼组”建设　开展“活力楼
组”建设，与复旦大学开展合作，在张庙

街道、大场镇、罗店镇试点培育 １００个
“活力楼组”，组建自治小组，缔结楼组

公约，改善楼组环境，培育居民公共精

神，延伸拓展社区功能，激发居民自治热

情，以点带面提升社区自治水平。

■深化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指导基层
党组织在小区综合改造中，运用“社区

通”征集方案、征求意见、公布进展、接

受监督，把有限财力用到群众最迫切、

最希望、最欢迎的项目上，得到群众认

可。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合作，对全区

１４个街镇（园区）的小区综合治理开展
绩效评估，测评区域内民众对小区综合

治理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分析存在问

题，坚持问题导向，为住宅小区综合治

理提供助力。

■做实基本管理单元　年内首批罗店美
罗家园、顾村菊泉、共泰、大场大华４个
基本管理单元通过市级验收，“两委一中

心”（社区党委、社区委员会、社区中心）

有效运转，“３＋３”（文化、医疗、社区事
务＋警务、网格、市场监管）资源全部配
置到位，创新实施“面对面工作法”，打

造“心连心诊室”“夜间错峰停车”“爱心

大家帮”等一批服务项目，实现居民基本

公共需求不出单元。完成第二批罗店古

镇、杨行谊家、月浦盛桥３个基本管理单
元资源配置工作，探索健全自治共治解

决问题的机制，提升镇域社会治理精细

化水平。

■协同推进罗店大居接管运营　推进罗
店大居居民集中入户工作，建立信息反

馈机制，实行工作专报每日一报。协同

相关部门制定《罗店大居建设、接管、运

营责任清单》，细化７０项工作目标。针
对罗店大居相关公建配套项目建设移

交，就罗店大居４个公建配套建设项目
的建设收尾和移交形成会议纪要。

■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扶持一
批群众满意的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发挥

２０００万元专项资金的扶持引导作用，年
内优选９７个项目落地社区，涉及为老、
助残、青少年服务、社区公共文化、物业

指导等多个领域，服务居村民４４７４万
人次。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修

订完善《宝山区社区公益服务扶持引导

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委托第三

方机构对项目进行跟踪评估、资金审计，

项目整体执行情况良好。提升社会组织

能力水平，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枢纽，

推进社会组织规范化运行，引导社会组

织发挥重要作用。组织参访浦东公益服

务园、静安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启动

“增益计划———宝山区四类社会组织人

才培育项目”，甄选出３６名本土社会组
织优秀人才，通过开设组织管理、项目运

营、专业服务等系列培训，提升社会组织

人才的专业能力。 （周文群）

外事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外事办围绕区域经
济重点和社会发展中心工作，落实宝山

区社会经济、社会事业、重点调研课题三

个方面出访工作计划，全面促进对外交

流合作。加强和规范出国（境）管理，优

化出访任务计划申报、经费预算、出国管

理办法。提升外事服务工作质量和水

平，编制宝山区外事行政审批办事指南，

完善外事业务流程，协调、指导基层单

位，做好全区外事接待、对外宣传、涉港

涉澳、国家安全、境外人员管理、防毒禁

毒防邪教等各项涉外工作，保障地区涉

外经济和社会事业健康稳定发展。全年

共受理自组团组２０批９１人次，参团５０
人次。申报的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中国

及北亚区总裁刘淄楠获２０１６年度上海
市白玉兰纪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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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出国（境）管理　研究制定年内
出访计划，在计划总量内安排出访任务，

削减一般考察性、无实质洽谈内容团组，

加强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竞技和企业经

贸合作交流等。建立因公临时出国计划

与财务管理内部联合控制和规范的财务

核销制度，实行一事一议专题报告财政

申请经费和费用核销办法。实行区级出

访团组经费“三统一”管理模式，即“统

一预算、统一核销、统一决算”。加强对

基层出国（境）管理指导，强化出访团组

团长负责制、团员出访承诺制、出访团组

和成员信息出访申报前公示制度，对出

访团组的出访报告及公务活动明细统一

填写要求。探索建立因公出国（境）团

组在外情况跟踪监督、考察培训成果共

享、归国后经费实际使用情况报备等

制度。

■主要出访团组　６月，区委书记汪泓
率团出访法国、德国和日本，在法国勒阿

弗尔港参与 ＭＳＣ地中海邮轮公司最新
邮轮“传奇号”下水仪式，与ＭＳＣ地中海
邮轮集团共同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

录，加强宝山与国际邮轮公司的合作，推

动宝山邮轮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在德国、

日本就小城镇建设规划、机器人产业国

际合作、跨境电商发展等开展洽谈。

７月，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参加
住房城乡建设部和中组部赴新加坡宜居

城市建设专题研究班，学习新加坡在城

市规划、城市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住房

保障、城市与社区治理等方面的先进理

念和经验做法。

９月，区政协主席丁大恒率部分区
老龄委、区政研室和有关镇领导，到丹

麦、瑞典就为老服务产业有序发展路径

等相关议题开展交流和调研。

１０月，区人大主任李萍率区环保局
等有关人员到加拿大、美国开展环保治

理先进技术交流与调研。

其他出访团组有：上海大学附属中

学与月浦实验学校联合组团赴美国参

加２０１７年第三十八届世界头脑奥林匹
克决赛。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应邀参加

西班牙第十二届 ＪＡＭＩＮＦＥＳＴ国际民间
艺术节交流活动。罗店中学赴德国克

里斯蒂安 －劳赫高级文理中学开展校
际交流。区第二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赴瑞士沙夫豪森与当地俱乐部开展乒

乓球交流，后赴德国杜塞尔多夫参加

２０１７第二十八届青年儿童精英杯乒乓
球比赛。高境一中师生赴新西兰霍维

克中学开展校际交流。

■接待境外主要来访团组　４月１０日，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副区长苏平、吕鸣共同接待 ＭＳＣ地
中海邮轮首席执行官 ＧｉａｎｎｉＯｎｏｒａｔｏ、地
中海邮轮大中华区总裁黄瑞玲一行，双

方探讨开展邮轮业战略合作的议题及中

国邮轮市场近期形势的分析。２０日，区
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副区长苏平、吕鸣共同接待诺唯真邮轮

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 ＤａｖｉｄＨｅｒｒｅｒａ
一行，双方交流６月份在上海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举行的“诺唯真喜悦号”首航

典礼暨命名仪式的相关事宜，并就之后

的合作做进一步交流讨论。

６月１５日，区外事办、区滨江委、邮
轮港公司接待日本长崎县文化观光国际

部国际观光振兴室室长土井口张博一

行。主要了解 ２０１７年亚太邮轮大会的
筹备情况，以及两地在该领域开展合作

的设想等。

９月７日，宝山区接待日本七大主
流媒体现任国际部编辑一行，并参观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增进中日友谊和相互

了解。

１０月１９日，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副区长苏平接待 ＭＳＣ地中海邮轮首
席执行官 ＧｉａｎｎｉＯｎｏｒａｔｏ、地中海邮轮大
中华区总裁黄瑞玲一行，双方讨论将在

２０１８年５月开启上海宝山母港航季的地
中海“辉煌号”邮轮的相关事宜。同时

Ｏｎｏｒａｔｏ先生也强调了地中海邮轮在中
国和亚太市场的长期发展愿景。３０日，
毛里求斯兰坝河区代表团在区议会主席

布恩布达－恩拉耶带领下，到宝山区参
观访问，双方座谈交流并签订友好交流

备忘录，区委书记汪泓参加会见，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副区长袁罡出席座谈

及签约仪式。访问期间，代表团参观吴

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宝山寺、闻道园、上

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吴淞炮台

湾湿地公园、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并与

区文广局、国际民间艺术交流中心、区商

务委、旅游局、罗店镇开展交流。３１日，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副区长苏平、吕鸣共同接待 Ｓｅａｔｒａｄｅ
ＵＢＭ高管一行，交流 ２０１７年亚太邮轮
大会有关情况及以后亚太邮轮大会合作

事项。

１１月８日，日本泉佐野市代表团在
市长千代松大耕带领下，到宝山区参观

访问，双方座谈交流并签订友好交流备

忘录，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萍出席座谈及签约仪式。

１２月１日，区外事办、区滨江委、邮
轮港公司接待日本北九州市政府港湾机

场局邮轮交流课课长东田重树一行等。

双方就邮轮港业务开展交流。

■年度重大涉外活动　５月３１日，举办
“一带一路”与邮轮经济发展专题座谈

会。会上，宝山区与中船集团、意大利芬

坎蒂尼集团成功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

三方将立足上海中船国际邮轮产业园，

在宝山发展邮轮制造配套产业。

８月１７日～２２日，在上海宝山体育
中心举办具有“国标舞界奥运会”美誉

的“２０１７黑池舞蹈节（中国）”，来自 ２５
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８００余名舞者参加，黑
池品牌落户宝山。

９月９日，举办“２０１７上海邮轮旅游
节”，围绕“邮轮时代·海上丝路”主题，

举办邮轮风尚、魅力宝山等六项主题活

动，宝山区的“魅力宝山·邮轮之城”主

题花车获２０１７上海旅游节花车巡游评
比大奖赛色彩效果大奖。

１０月２７日，在上海宝山美兰湖国际
会议中心举办“互联网 ＋外贸”高峰论
坛暨宝山区外贸企业招商会、邮轮船供

高峰论坛等大型活动，借论坛平台，宣传

宝山招商政策，吸引更多外贸新业态企

业入驻宝山。

１１月１日 ～３日，在上海宝山万豪
德尔塔酒店举办“２０１７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
大会”，大会以“相约一带一路”为主题，

吸引参会嘉宾１０００余人，搭建国际国内
邮轮行业交流协作平台。 （王　浩）

侨务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侨办贯彻落实中央
统战工作会议、上海市侨务工作会议精

神，聚焦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按照市

侨办统一部署抓落实、抓推进。关注侨

界民生，开展帮困送温暖活动，全年走访

慰问全区困难归侨侨眷５２户，送上慰问
品、慰问金６万余元。启动“关爱老侨、
共享发展”早期归侨援助项目，向９名早
期归侨代表发放首笔援助款。举行“老

归侨回家过年”活动，邀请区内３０余名
老归侨共度新春佳节。与区侨联等单位

联合举行“侨界至爱”大型医疗、法律咨

询为民服务活动，为２００余名侨界人士
及周边居民开展免费医疗及法律咨询服

务。稳妥处置矛盾纠纷，全年处理来电、

来信、来访３０余件，做到件件有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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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慰问侨眷侨属　１月１８日，区侨
办走访龚礼明、马君强、高丹等海外侨领

眷属。多年来，欧洲上海社团联合会会

长龚礼明、加拿大江浙沪华侨联谊会会

长马君强、挪威华人联谊会会长高丹等

海外侨领发挥自身优势，在内引外联、促

进中外友好交流中做了大量工作。１月
２０日，走访慰问区部分困难归侨侨眷家
庭，送上慰问金并转达节日问候。区侨

办深化侨爱工程，深入实施爱侨、暖侨服

务计划，帮助生活困难的归侨侨眷解决

看病就医、子女上学等现实困难。

■区侨界人士座谈会召开　３月 ７日，
在区政府会议室召开区侨界政协委员、

重要侨领、重点侨界人士座谈会，听取参

政议政建言，推进交流相通，共有２６名
侨界人士参加。

■开展“侨法宣传月”活动　３月，组织
开展“侨法宣传月”活动，共举行政策咨

询会、讲座１４１次，发放宣传资料１０７５０
件，利用全区１１５个电子屏播放Ｆｌａｓｈ宣
传片；共组织志愿者活动１２７场，志愿者
参与２１６３人次，宣传受众达３３５８０人。

■举办侨法专题培训班　３月１４日，在
区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侨法专题培训班，

邀请市侨办国内处处长沈洪波作侨务工

作专题辅导。各镇、街道、园区统战干

部、统战社工共９８人参加。

■开展新农村建设调研活动　４月 １
日，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一行近

３０人，到罗泾镇开展新农村建设学习调
研活动。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会员在

建言献策、社会公益、文化法制、城市建

设、青年联谊、创新创业等方面发挥作

用，展现凝聚力和向心力。

■静安侨商会到宝山考察　５月１５日，
静安区委统战部副部长、侨办主任张培

率领静安区侨商会２０余名侨商到宝山
区宝山寺、闻道园参观考察。区侨办工

作人员介绍宝山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并

就侨商会工作与静安区侨商会交流

座谈。

■调研欧美同学会友谊路街道分会　６
月７日，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侨办主任
吴华朗专程到友谊路街道调研欧美同学

会工作，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会

长王闽等陪同调研。调研对友谊路街道

分会下一步换届工作、工作机制、会员组

成等提出有益建议，加强街道分会在活

动开展、信息沟通、作用发挥等方面的交

流合作。

■接待中国香港籍人士　１１月７日，区
委统战部副部长、区侨办主任吴华朗等

接待上海实业集团成员香港南洋酒店副

营业总监罗海燕女士。 （唐立力）

台湾事务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对台工作围绕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主线，聚焦区委、

区政府中心工作，服务宝山区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在对台经贸合作、交流交往、

涉台宣传教育、服务台胞台属等领域取

得新成效。推动深化宝山区各领域对台

交流合作，全年组织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区教育局、区社建办、友谊路街道、区

青联等７个团组５４人次因公赴台考察，
完成１５批１６人次参加市有关部门组团
赴台交流，初审非公企业赴台 ２８批 ３７
人次开展经贸交流。全年共接待台湾重

要人士和团组共计４批９８人次。推动
涉台宣传教育进社区、入基层，举办台情

报告会、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讲座等，做

好台湾青年就业工作，百利纺织、国兆电

子科技等台资企业正式录用台湾青年。

接待海峡两岸抗战史学家参加宝山区纪

念“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８０周年系列
活动。广泛宣传党的对台工作大政方

针、法律法规，举办税务、环保、《上海市

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规定》等专题讲

座。稳妥处置小翰林幼儿园续约纠纷

案、立塑钢动拆迁纠纷案、上海松田床业

公司动迁纠纷案、长谊特种纸公司环保

监察申诉等１０余起信访件，依法维护宝
山涉台领域的和谐稳定。年内，区台办

获中央台办“两刊”（台湾工作通讯、两

岸关系）对台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宝山区台联会七届理事会二次会议召
开　３月１日，区台联会召开七届理事会
二次会议，会长刘祖辰主持，区台联会近

４０名理事参加会议。区委统战部副部
长、区台办主任吴华朗应邀出席会议。刘

祖辰通报２０１７年区台联会工作要点等。

■国民党黄国荣党部参访团到访宝山　
３月１０日，国民党黄国荣党部参访团党
部常务监委欧万强、澎湖县“副议长”陈

双全、助理陈俪文一行２２人到访宝山，
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区委统战部

副部长、区台办主任吴华朗，区台办副主

任宋发清陪同参观。参访团同时到四行

仓库八百壮士纪念馆、孙中山故居、上海

城市规划馆等地参观。

■举办２０１７年对台工作专题培训班　３
月１４日，区台办在区社会主义学院举办
２０１７年对台工作专题培训班，各镇、街
道、园区的统战部门负责人、统战社工、侨

界代表人士及区人大部分代表、区台联会

部分理事近１１０余人参加培训。市台办
宣传处处长顾祖华讲解台海形势等。

■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慰问杨行镇敬老
院　３月２７日，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开
展敬老活动。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荣誉

主委马海龙，市台协副会长、宝山区工委

会主委李德治，市台协妇幼部部长陈俐

立，以及台企桂冠食品公司代表吴长欣

等一行到杨行镇金秋晨曦敬老院，为老

人送上插花工艺品和食品，并捐赠２万
元慰问金，敬老院院长陆铮代表院方接

受捐赠并介绍院务情况。

■举办台资企业环保专题讲座　４月２７
日，区台办举办台资企业环保专题讲座，

邀请区环保局副局长李卫华作政策讲

解。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２０余家会员
单位负责人参加讲座。

■市台协第十五届“翔茂杯”高尔夫球
联谊赛在宝山举行　６月８日，２０１７上
海市台协第十五届“翔茂杯”高尔夫球

联谊赛在宝山美兰湖举行，２３４名台商
会员参加比赛。上海市台协会长李政

宏、副会长张秀琬、李德治等协会骨干和

企业代表出席开球仪式。

■微电影作品《天职》入围两岸青年短
片交流大赛　６月２７日，友谊路街道制
作的微电影作品《天职》入围“Ｗｅ爱两
岸青年短片大赛”。该大赛由上海市海

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上海文化联谊会等

共同主办，旨在促进两岸青年文化交流

与合作，培养两岸优秀影视创作创意人

才，为两岸青年提供通过短片形式开展

文化交流的机会。《天职》代表大陆作

品参赛，讲述的是友谊路街道白玉兰小

区星级保安袁志喜的真实故事。

■台湾高雄市新住民社会发展协会参访
团到访宝山　７月２０日，台湾高雄市新
住民社会发展协会理事长徐莉英女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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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一行３０余人到访宝山，参观吴淞口国
际邮轮码头和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区

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台办主任吴华朗，区

台办副主任宋发清陪同参观。

■台湾文物收藏家白中琪捐赠文物　８
月１３日，全民族抗战爆发８０周年暨“八
一三”淞沪抗战８０周年纪念活动在上海
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举行。海峡两岸的抗

战史研究专家学者、抗战类纪念馆的领

导专家、抗战老兵代表、抗战将领后代、

上海市（宝山区）黄埔同学会等４００余名
各界代表参加活动。台湾文物收藏家白

中琪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捐赠文物。

■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上海市台湾
同胞投资权益保护规定》执行情况　９
月７日，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上海市
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规定》执行情况，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副主任秦冰、区

人大部分代表等参加调研活动，区台办、

台协区工委会负责人以及台商代表陪同

调研。调研中，李萍一行实地参观台资

企业日扬电子有限公司和红石电脑有限

公司。

■区台联会举办友好共建结对签约仪式
　９月１８日，宝山区台联会与虹口区台
联会举行友好共建结对签约仪式，共同

促进两区台联会交流。市台联秘书长李

海咏，宝山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台办主

任吴华朗，虹口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台

办主任项荣出席仪式并致辞。会上，两

区台联会会长、副会长分别交流工作，提

出工作设想。

■市海促会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１０月 ２６日，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
会会长李雷鸣和副会长瞿国睴一行到访

宝山，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区委

统战部副部长、区台办主任吴华朗，淞沪

抗战纪念馆副馆长王玉峰陪同参观。

■２０１７两岸陶艺文化交流展在宝山寺举
行　１０月 ３１日，“以慈化瓷”———２０１７
两岸陶艺文化交流展在宝山寺开幕。市

政协副主席方惠萍，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市民族宗教委党组书记房剑森，宝山区

委书记汪泓，上海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

会执行会长刘幸偕，区政协主席丁大恒，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伟民等出席。

市委统战部、市台办有关人员以及两岸

艺术家等参加开幕式。开幕当天，举办

两岸陶艺文化交流研讨会，展期６天，展
出陶瓷作品１００件。

■新党大陆参访团到访宝山　１２月１５
日，新党主席郁慕明一行 ２５人到访宝
山，在国台办联络局副巡视员邱大昭、市

台办副主任李骁东，区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沈伟民，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台办主

任吴华朗陪同下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参观，并举行祭奠仪式。 （李　昊）

机关事务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发
挥办公室（安全保卫科）、财务资产科、

综合管理科、机关综合事务管理中心、

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政府采购中心职能

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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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复

印５００万份、装订 ２４万份；会务保障
２３６８场次，食堂保障用餐６０５万人次，
机关车队安全行车 ６５万公里；组织各
项政府集中采购任务，集中采购金额

５２亿元，涉及项目 ２４４项，合同 ６５８
个。８月１１日，举办区住房补贴工作培
训会，年内完成全区９０家机关单位、参
公单位，合计１４０４名公务员、参公人员
的住房按补贴发放。完成市委、市政府

领导、外省市领导到宝山调研，区委全

会、区“两会”、长江口民营经济论坛、亚

太邮轮大会等重大活动、重要会议的后

勤保障工作。年内，获“上海市文明单

位”“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上海市节

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治安安全合

格单位”称号。

■强化区级机关大院安保　在密山路５
号区政府机关大院、淞滨路２８号区行政
服务中心建立微型消防站，并委托第三

方机构进行消防安全检测。完成密山路

５号大院监控视频图像保存 ９０天设备
扩容以及安装大门人员出入系统。

■深化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１１月２１
日，组织各单位培训平台实操，全区公务

用车统一安装北斗导航定位监控系统，

实现公务用车使用情况全程实时监控。

统一纳编区机关事业单位２５６辆一般公
务用车（含行政执法车），完成车辆新

增、更新审批件４４件，涉及车辆１０１辆。
建立公务用车电子档案，张贴统一标识，

强化社会监督。

■规范机关办公用房管理　试点“互联
网＋办公用房”建立智能化数据库，统一
整合，科学调配全区党政机关办公用房

资源，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明确功能定

位。年内整合调配约２９万平方米办公
用房供１２家单位使用。对区人大、区政
协部分领导办公室进行装修，完成团区

委、区妇联迁入友谊路１７号大院办公；
改造友谊支路７５号大院交通执法大队
对外服务窗口和区人保、民政、审计局门

卫室；修缮、翻新樟岭路２号屋面、友谊
支路６号屋面；对政法委指挥大楼“雪亮
工程”、区人才公寓进行局部改造等。推

进区级机关大院改造工程，完成友谊路

１５号、１７号大院改造工程总体布局、功
能定位、设计方案、资产清理、项目报建、

项目立项、招标等工作。

■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以合同能源管
理模式，完成罗店中学、区委党校和区河

口科技馆等公共机构节能改造项目。引

入节能技术，完成区政府机关大院中央

空调综合改造；引入“海绵城市”理念，

在区政府机关大院采用钢渣透水砖改造

停车位，并修建雨水中水回收洗车库，推

进水资源循环利用。６月１２至１４日，联
合区发改委、文明办等单位开展“光盘行

动”，３０名志愿者、约 ６５００人次参与活
动。６月 １５日，在罗店镇开展第五届
“仲夏话节能”公益论坛，普及光伏发电

知识。 （陈　萍）

对口支援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完成上海市计
划外对口支援“自选动作”项目共２４个，
捐赠资金２６９７万元。其中，云南迪庆藏
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迪庆州”）独克宗

古城灾后重建资金１０００万元，新疆叶城
县、云南迪庆州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

下简称“维西县”）、江西兴国县的项目

资金共１６９７万元。承办对口支援地区
人力资源培训项目 ３９批次，培训人员
３１１５人次。区主要领导两次率团分赴
新疆叶城县、云南维西县慰问援（驻）外

干部，实施“自选动作”项目，推进对口

支援工作。增加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成员单位４３
家。制定《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区东西部

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山区关于对口支援“自选动作”项目

资金的管理办法》《宝山区街镇、园区结

对帮扶工作实施细则》《关于进一步做

好援派干部保障工作的通知》等系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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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分别与新疆叶城县、云南维西县建

立对口支援工作高层联席会议制度，１４
个街镇、园区和区属企业分别与新疆叶

城县的５个乡镇、１个工业园区及云南
维西县的７个乡镇、１个工业园区结对
“携手奔小康”。举办２０１７宝山·叶城
青少年“手拉手”活动。动员社会力量

捐助云南维西县白济汛乡完小、维西县

困难学生及困难家庭等１２６９万元。宝
山区政府合作交流办、上海黄海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的张兴明分别被上海市人民

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评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度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先

进集体”和“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对
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先进个人”。

表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街镇、园区与新疆叶城县乡镇、园区结对帮扶情况

序号 宝山区 新疆叶城县 结对时间

１ 罗泾镇 依提木孔乡

２ 庙行镇 洛克乡

３ 友谊路街道 江格勒斯乡

４ 吴淞街道 依力克其乡

５ 张庙街道 加依提勒克乡

６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叶城县工业园区

８月

表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镇、园区、企业与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乡镇、园区结对帮扶情况

序号 宝山区 维西县 结对时间

１ 杨行镇 维登乡

２ 罗店镇 中路乡

３ 大场镇 白济汛乡

４ 淞南镇 叶枝镇

５ 高境镇 攀天阁乡

６ 宝山工业园区 维西县工业园区

９月

７ 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保和镇

８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康普乡
１１月

表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各界向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捐赠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捐资单位 被资助单位（对象）
资金
金额

物资
（折合金额）

１ 上海纳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白济汛乡完小 １０

２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党员 康普乡５名贫困学生 １

３ 宝山区规土局党员 保和镇２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 ０．６

４ 宝山区政协民族、宗教、港澳台

侨委员会

攀天阁乡勺洛小学、新乐完小、

新华村啊喃哆小学

２００只书包
（１万元）

５ 宝山工业园区党员 永春乡拖枝村贫困户陈文梁 ０．０９

合计 １２．６９

■推进新疆叶城县对口支援工作　８月
１０日～１４日，区委书记汪泓率领宝山
区代表团赴新疆叶城开展对口支援工

作。８月１１日，两地召开宝山—叶城对
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上

海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杨峥，

新疆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叶城县委书

记李国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领导李

峻、王丽燕、须华威、吕鸣、沈天柱等出

席。会议通过《宝山—叶城对口支援工

作高层联席会议制度》。汪泓代表宝山

区向叶城县捐赠“自选动作”项目资金

４７５万元。罗泾镇、庙行镇、友谊路街
道、吴淞街道、张庙街道、宝山城市工业

园区分别与叶城县６个乡、工业园区签
订对口帮扶框架协议。座谈会后，代表

团一行考察援疆项目叶城县妇女儿童

医院、叶城县双语教研培训中心和核桃

七仙园。

■慰问宝山援疆干部和人才　８月 １１
日，区委书记汪泓率领宝山区代表团赴

新疆叶城慰问宝山区援疆干部人才，并

座谈交流，区领导李峻、王丽燕、须华

威、吕鸣、沈天柱参加慰问。新疆喀什

地区行署副专员、叶城县委书记李国

平，叶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崔文生，

上海市政府驻疆办常务副主任倪前龙

陪同慰问。

■开展“民族一家亲”慰问活动　　８月
１２日，区委书记汪泓率领宝山区代表团
赴新疆叶城县依提木孔乡调研庭院经济

发展状况，召开“民族一家亲”慰问座谈

会。新疆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叶城县

委书记李国平陪同调研，出席座谈会并

讲话。代表团一行考察依提木孔乡 ２６

村１家庭院经济示范户、慰问该乡１４村
１家建档立卡贫困户，与该乡 ８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代表座谈交流，为贫困户现

场发放慰问金及大米清油。区领导李

峻、王丽燕、须华威、吕鸣、沈天柱参加慰

问座谈。上海市政府驻疆办常务副主任

倪前龙陪同慰问。

■开展就业援疆、产业援疆　　８月１１
日，区委书记汪泓率领宝山区代表团一

行专程考察区援疆企业新疆宝隆化工新

材料有限公司和叶城县上海产业园企业

叶阳电气制造公司、美嘉食品饮料公司，

区领导李峻、王丽燕、须华威、吕鸣、沈天

柱参加考察。８月１３日，代表团一行到
新疆五家渠市，调研区援疆企业新疆鑫

杰彩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月 １０日，区经委组团赴新疆叶
城县考察叶城县上海产业园及美嘉食

品、百英实业、宝隆化工新材料公司等企

业，并与叶城县委及县经信委、县工业园

区管委会、上海援疆前指叶城分指等部

门领导，就支持叶城县工业园区开展信

息化园区建设沟通洽谈。区经委与上海

援疆前指叶城分指、叶城县工业园区签

订宝山区经委资助叶城县工业园区建设

企业服务信息平台项目为协议。

■开展“爱心认购、支持脱贫攻坚”活动
　　１２月初，区级机关党工委、区合作
交流办、上海市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叶

城分指挥部联合在区级机关党员干部中

开展“爱心认购、支持脱贫攻坚”活动，

发动广大干部群众认购叶城县干果。全

区４４家单位共认购 １１８９１吨叶城干
果，价值５７２８４万元。

■举办 ２０１７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
手”活动　　７月２９日～８月７日，２０１７
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在宝

４９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山区举行，来自新疆叶城县的２００名师
生参加活动。活动期间，叶城县师生参

观上海玻璃艺术博物馆、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博览馆、长江河口科技馆、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东方明珠和中华艺术宫等，并

与罗店中心校师生开展联谊活动。７月
２９日，在宝山新长江大酒店举行开营仪
式，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出席并讲话。

８月７日，在宝山区少年宫举行闭营仪
式，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出席并讲话。８
月１６日 ～２１日，区合作交流办组织连
续两年参加“手拉手”活动的宝山教师

赴叶城县回访，增进两地师生友谊。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３日，区委书记汪泓（右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右二），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王晓诚（右一）在云南维西县走访慰问攀天阁乡美洛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李云灿家庭

区合作交流办／提供

■推进云南维西县对口支援工作　　９
月１３日～１４日，区委书记汪泓、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萍率领宝山区代表团赴云

南维西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区领导王晓

诚、秦冰、王丽燕、张晓静等参加活动。

召开上海宝山———云南维西对口支援座

谈会。会议通过《宝山—维西对口支援

工作高层联席会议制度》。区委书记汪

泓代表宝山区向维西县捐赠“规定动

作”项目资金１９００万元，区委常委、纪委
书记王晓诚代表宝山区向维西县捐赠

“自选动作”项目资金４００万元；区发改
委主任陆继纲与维西县县长余春桥签订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与维西县“规定动作”“自
选动作”项目协议书。杨行镇、罗店镇、

大场镇、淞南镇、高境镇、宝山工业园区

分别与维西县６个乡镇、园区签订《“携
手奔小康”合作框架协议书》，并各捐赠

５万元用于结对乡镇、园区建档立卡贫
困户的精准扶贫。安信农保宝山支公司

与维西县扶贫办签订《保险精准扶贫合

作框架协议书》，为维西县永春乡农户种

植的传统中药材秦艽提供目标价格保

险，惠及农户１１０７户３９４５人，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 ２４４户 ８６３人；投保面积
２０１５４亩，总保险金额６２５万元。代表
团走访维西县攀天阁乡美洛村２家建档
立卡贫困户，与美洛村７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村民座谈交流，并考察维西一中、维

西县人民医院。１１月３日，宝山航运经
济发展区与云南维西县保和镇、吴淞口

开发有限公司与云南维西县康普乡“携

手奔小康”结对签约仪式在宝山区举行。

■开展产业援滇　４月，宝山区企业上
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和云南维西县

永春乡政府、永春乡拖枝村合作社签订

三方种植１３３３公顷（２００亩）五味子合
同。９月１１日，区委书记汪泓、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萍率领宝山区代表团赴云

南考察产业援滇工作，区领导周志军、王

晓诚、秦冰、王丽燕、王益群、张晓静等参

加。代表团考察宝山区企业大华集团在

昆明投资的旧城区改造项目。９月 １４
日，代表团一行考察安信农保宝山支公

司承保的维西县永春乡秦艽种植基地。

■开展就业援滇　１０月２４日，宝山工
业园区组织入驻企业福然德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钢之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

公司等赴云南维西县开展结对帮扶工

作。福然德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和钢之

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公司招录６名维
西籍劳务工。１１月１３日，６名维西籍劳
务工抵宝山工业园区，与宝山人力资源

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分别被派

到福然德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钢之杰

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公司工作。１１月
２３日，区人社局组团赴云南维西县，走
访维西县便民服务中心和县人社局就业

服务接待窗口，召开宝山区人社局—维

西县人社局合作交流暨培训会议，签订

《上海市宝山区人社局—云南省维西县

人社局人力资源对口帮扶合作协议》。

■完成人力资源培训项目　年内承办对
口支援地区人力资源培训项目３９批，培
训人员３１１５人次。其中，新疆叶城县村

党支部书记、教师、医生、专业技术人员

等到宝山区进修、培训１０批，培训人员
５４７人；云南省迪庆州来沪培训１批３０
人；云南省维西县基层干部到宝山区进

修、培训４批７０人；宝山赴新疆叶城县
培训教师、医生、专业技术人员１０批，培
训人员１７００人；赴云南维西县培训干部
２批，培训人员３００人。 （李艳阳）

合作交流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共接待外省市
代表团（组）４１批１３５９人。参加云南迪
庆藏族自治州建州 ６０周年庆祝活动。
与江苏省海门市缔结友好关系，与大连

市普兰店区签订对口合作协议。

■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会见宝山区代表团
　９月１１日，云南省委书记陈豪会见由
区委书记汪泓率领的宝山区代表团一

行。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刘慧晏，

副省长何金平，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扶贫

办主任黄云波，上海市政府驻昆明办事

处主任罗晓平，宝山区领导李萍、周志

军、王晓诚、秦冰、王丽燕、王益群、张晓

静以及相关委办局、镇、园区负责人参加

会见。

■参加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建州６０周
年庆祝活动　８月８日，区领导汪泓、范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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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１日，区委书记汪泓（中）、副区长吕鸣（左）在新疆叶城县考察区援疆企业———新
疆宝隆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区合作交流办／提供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２日，区委书记汪泓（左）率领宝山区代表团赴新疆叶城开展对口帮扶工作，走访
慰问依提木孔乡１４村一家建档立卡贫困户 区合作交流办／提供

少军会见由云南迪庆州委常委、副州长

刘新生，州政府副巡视员吾金丁争率领

的迪庆州建州６０周年筹备工作小组一
行。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与客人座谈

交流。９月 １２日 ～１３日，区委书记汪
泓、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率领宝山区

代表团参加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建州

６０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参加迪庆州
州庆招待会、庆祝大会暨文艺演出等系

列活动，参观迪庆州红军长征博物馆、迪

庆州博物馆、迪庆州规划馆以及香格里

拉旅游产业示范点。

■宝山区与江苏省海门市缔结友好关系
　８月７日，宝山区与江苏省海门市在
海门市会展中心举行缔结友好关系签约

仪式。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海

门市委常委、副市长朱江胜分别代表两

地签约。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区领导周

德勋、苏平，海门市委书记陈勇，副书记

葛志娟，市委常委、项目办主任施俊等共

同见证签约并座谈。

■宝山区与大连市普兰店区签订对口合
作协议　８月２４日，区领导范少军、袁
罡、孙晓风会见大连市普兰店区区委副

书记、区长申守勃一行，双方进行座谈，

共商结对合作事宜。

１１月 １５日，大连市普兰店区区委
书记刘维木率代表团一行到宝山，与宝

山区签订对口合作协议。宝山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普兰店区区委副书记、

区长申守勃分别代表两地签约，宝山区

领导汪泓、李萍、朱礼福、李峻、袁罡、吕

鸣见证签约并座谈。代表团参观区行政

服务中心和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分别与

区委宣传部、区编办、区发改委、区商务

委、区市场监管局、区行政服务中心对接

合作事宜。

■上海市公务接待联席会议２０１７年度
第一次联组活动在宝山举行　　４月２７
日，市公务接待联席会议２０１７年度第一
次联组活动在宝山举行。此次活动由市

政府合作交流办、市政府接待办主办，宝

山区政府合作交流办承办。来自上海市

公务接待联席会议５２家成员单位的近
９０名代表考察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
园和长江河口科技馆，并参加业务培训。

活动期间，区委书记汪泓和区委常委、副

区长袁罡会见市合作交流工作党委书

记、市政府合作交流办主任、市政府接待

办主任姚海和副主任何怀青。

■武汉市青山区考察团到访宝山　２月
７日，由青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涂平
晖率领的考察团到访宝山，专题考察区

企合作、工业区改造升级工作。区政府

党组副书记夏雨与考察团一行座谈

交流。

■大连市甘井子区考察团到访宝山　２月
１５日，由大连市甘井子区副区长李荣久
率领的考察团到访宝山，专题考察装备

制造业等，先后考察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入驻企业上海申克机械有限公司、上海

科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钢联电子

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区副巡视员孙晓风

会见考察团一行。

■浙江省安吉县考察团到访宝山　３月
２８日，由安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
旭华率领的浙江省安吉县考察团到访宝

山，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专题考察，

并就共同组织“重访黄浦江源———滴水

溯源点亮浦江”活动和加强两地合作交

流事宜进行对接。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朱礼福与考察团一行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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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宿迁市考察团到访宝山　４月
７日，由江苏省宿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沈海斌率领的考察团一行到访宝山，

专题考察区机器人产业发展状况。副区

长吕鸣会见考察团一行。

■举行２０１７新疆喀什全域游“宝山号
援疆旅游包机”发团仪式　９月１０日，

２０１７新疆喀什全域游“宝山号援疆旅游
包机”发团仪式在虹桥机场Ｔ２航站楼举
行，１１５名上海市民乘坐旅游包机走进
南疆，领略南疆异域风貌，增进民族交流

交往。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参加发团

仪式。

■昆明市代表团到访宝山　９月２６日，

由昆明市政府副秘书长陈汉率领的考察

团一行到宝山区考察城市更新改造和拆

临拆违工作，实地考察大华集团参与的

“城中村”改造项目和吴淞炮台湾国家

湿地公园。副区长陈云彬率区规土、房

管、城管等部门负责人与考察团座谈

交流。 （李艳阳）

表１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友好地区

序号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注
重点
地区

序号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注
重点
地区

１ 福建省建阳市 １９８４．８ 与原宝山县 ３３ 山西省左权县 １９９４．６

２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３４ 江苏省如东县 １９９４．７

３ 山东省临沂市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３５ 陕西省延安市 １９９５．４ √

４ 云南省楚雄市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３６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 １９９５．３ 对口支援 √

５ 湖南省岳阳市 １９８５．５ 与原吴淞区 ３７ 四川省江油市 １９９５．８ √

６ 辽宁省辽中县 １９８６．５ 与原宝山县 ３８ 天津市东丽区 １９９６．１ √

７ 辽宁省新民县 １９８６．５ 与原宝山县 ３９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１９９６．６

８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１９８８．６ 与原宝山县 ４０ 重庆市大渡口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９ 黑龙江省依兰县 １９８６．１１ 与原宝山县 ４１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１０ 福建省三明市 １９８６．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４２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１１ 黑龙江省双城县 １９８６．１２ 与原宝山县 ４３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１２ 安徽省太湖县 １９８６．１２ 与原宝山县 ４４ 北京市石景山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１３ 浙江省海宁市 １９８７．１ 与原宝山县 ４５ 云南省安宁市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１４ 江西省井冈山市 １９８７．３ 与原宝山县 √ ４６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１５ 浙江省象山县 １９８８．１ 与原吴淞区 ４７ 山东省莱芜市 １９９６．１０

１６ 安徽省金寨县 １９８８．３ 与原宝山县 ４８ 浙江省温州市 １９９８．８ √

１７ 山东省恒台县 １９８８．７ 与原宝山县 ４９ 新疆自治区阿克苏市 １９９８．８ 对口支援 √

１８ 黑龙江省鹤岗市 １９８８．８ ５０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１９９９．３

１９ 山西省清徐县 １９８９．２ ５１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１９９９．３

２０ 山东省烟台市 １９８９．７ ５２ 江西省新余市 ２００１．７

２１ 浙江省江山县 １９８９．９ ５３ 四川省攀枝花市 ２００２．５ 钢铁城区 √

２２ 福建省浦城县 １９８９．１０ ５４ 安徽省休宁县 ２００３．７ √

２３ 江西省龙南县 １９９０．６ ５５ 重庆市渝北区 ２００４．１１

２４ 广东省珠海市红旗区 １９９０．１２ ５６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 ２００８．４ √

２５ 湖南省冷水江市 １９９１．６ ５７ 重庆市万州区 ２００８．６ 对口支援 √

２６ 江西省赣州地区 １９９２．３ ５８ 甘肃省庆阳市 ２００８．１１ √

２７ 江苏省滨海县 １９９２．５ ５９ 安徽省安庆市 ２００９．７

２８ 江苏省姜堰市 １９９２．７ 今姜堰区 ６０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 ２００９．８

２９ 湖北省恩施市 １９９３．２ ６１ 湖南省张家界市 ２００９．８

３０ 甘肃省张掖市 １９９３．２ ６２ 四川省巴中市 ２０１０．１０

３１ 重庆市奉节县 １９９３．５ ６３ 江苏省海门市 ２０１７．０８ √

３２ 福建省安溪县 １９９４．１ ６４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 ２０１７．１１ √

　注：重点地区指对口支援地区、钢铁城区、近年有往来地区 （李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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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编辑　谭雪明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政协坚持团结和民
主两大主题，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

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依靠全体委员，团结各族各界人士，

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

能，完成全年各项工作。全年共征集提

案２７７件，其中委员个人提案２２９件、委
员联名提案２８件、党派团体和政协界别
集体提案２０件。经审查立案２２５件，其
中１０件列为重点提案。大多数提案建
议被办理单位采纳，委员对办理结果表

示“满意”或“基本满意”的有２２２件，占
９８６７％；表示 “理解”的有 ３件，占
１３３％。全年共收到社情民意 ５８７件，
编发《社情民意》４１１件，编报《社情民意
专报》２４期，其中被市政协录用 ３６件，
１１件由市政协报送全国政协。

■加强理论武装　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
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聆听十九大精神宣

讲报告会，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学习中共中央、市

委、区委重大决策部署以及关于人民政

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文件精神，提高对

政协履职特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结合

政协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加强委员培

训，提高委员开展调研、撰写提案、反映

社情民意等工作水平。

■履行政协职能　围绕全区重点工作，
组织７次专题协商、１４次对口协商、２次
界别协商、１０次重点提案办理协商，各
种协商议政形式联动配合，促进思想观

点交流交锋交融，广泛多层的协商议政

格局初见成效。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政

协履职的重要基础，组织１０余项课题调
研，其中“提高宝山区众创空间发展质量

的对策研究”上升为主席会议建议案，大

部分调研成果转化为大会发言、集体提

案和社情民意。举办“更高水平城乡一

体化”主题论坛，从优化区域空间布局、

提高土地使用效益、提升乡村旅游能级、

明确特色小镇定位等方面提出建议，助

力新一轮城乡一体化发展。坚持调研、

协商、监督有机结合，围绕全区重大改革

举措落实情况和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

深入一线找短板、查不足，看推进、促提

升，全年开展４批次年中、年末视察和２０
余次专项视察，参与委员 ５００余人次。
推荐５２名政协委员担任１４个职能部门
的特约监督员。制定《反映社情民意信

息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建立健全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汇集、编审、报送、跟踪、

反馈等机制。

■加强委员联络　成立政协委员联系社
区工作协调指导小组，完善“三联系”

（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联系常委和专委会

主任，常委和专委会主任联系委员，委员

联系界别群众和社区群众）制度，推进政

协委员联系社区工作，发挥政协委员在

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按照属地原

则，根据委员单位所在街镇（园区）将全

区２９０名委员划分为１４个联络组，搭建
交流互动平台，年内共开展１９次委员联
系社区活动，２００余人次参加。通过形
式多样的“委员进社区”活动，参与基层

协商，推进基层治理，用好政协“话语

权”，发出政协“好声音”。 （盛　丽）

主要会议
■区政协八届一次会议　１月９日 ～１３
日，政协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在区委党校举行。会议应出席委员

２８６名，实到２７６名。会议审议通过七届
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七届区政

协常务委员会关于五年来提案工作情况

的报告及大会决议。会议选举八届区政

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与

会委员列席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

区政府工作报告、区法院工作报告、区检

察院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少军听取大会发言并讲话。１２名委
员作大会发言，书面发言１２篇。会议期
间，共收到提案 ２７７件，经审查立案
２２５件。

■区政协八届常委会会议　第一次会议
于２月２８日举行，传达市政协十二届五
次会议精神；审议通过区政协２０１７年度
协商工作计划（草案）、区政协２０１７年工
作要点（草案）；通过区政协第八届委员

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工作分工；审议

通过区政协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草案），

区政协各专委会正、副主任建议名单（草

案）；研究讨论区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提案

立案情况，确定重点提案及主席室跟踪

办理提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第二次会议于５月２４日举行，听取副区
长吕鸣专题通报“扎实推进区域统筹　
促进产业布局优化调整”工作情况；与会

人员就有关通报内容进行协商；审议通

过《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反映社情

民意信息工作管理办法（试行）（送审

稿）》《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委员履

职工作规则（试行）（送审稿）》。第三次

会议于７月６日举行，以“更高水平城乡
一体化”为主题开展论坛活动。第四次

会议于８月３０日举行，听取区委常委、
副区长袁罡通报区政府２０１７年政协提
案办理工作和“推进宝山特色基层民政

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工作情况；与会人员

就有关通报内容进行协商。第五次会议

于１２月１３日举行，听取副区长陈云彬
通报“创建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

工作情况；与会人员就有关通报内容进

行协商；审议有关人事事项。第六次会

议于１２月２７日举行，审议通过《八届区
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送审稿）》和《八

届区政协常委会关于一次会议以来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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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况的报告（送审稿）》；讨论《区政

协２０１８年度协商工作计划（征求意见
稿）》；审议通过八届二次会议召开日期

的建议、会议议程（草案）、在区政协八

届二次会议上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

作情况报告人的建议、各次大会主持人

的建议、会议日程（草案）、大会秘书处

正、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八届二次会议列

席及邀请范围（草案），委员分组办法

（草案），各组召集人名单（草案）等。

（盛　丽）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１６日，区政协开展政协委员年末视察活动 区政协办／提供

重要活动
■开展“进一步提高宝山区众创空间发
展质量”课题调研　由区政协科学技术
委员会成立调研课题组，组织课题调研。

课题组实地走访区内３０多家众创空间，
到上海市创业中心、浦东新区、杨浦区、

嘉定区、闵行区学习调研，走访上大科技

园静安校区、嘉定校区产业园和科技孵

化器。到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微软创新基地（微软黑科技体

验中心）、北京科技建设集团，杭州梦想

小镇、杭州腾讯基地等学习众创空间建

设和运营经验，形成调研报告，并上升为

主席会议建议案，报区政府作参考，区领

导作相关批示。建议案提出“建立管理

系统，提高服务能级”“强化成果转化，

促进产业发展”“引进优质企业，提高品

牌水平”“发挥高校优势，用好优质资

源”“建设离岸中心，提高国际水平”等

五个方面建议。

■区政府与区政协召开工作协商会　３
月９日，区政府与区政协召开工作协商
会。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出席会议

并讲话，区政协主席丁大恒主持会议。

丁大恒介绍区政协全年工作安排，区政

府领导结合各自分管工作进行协商、沟

通。苏平、袁罡、王益群、黄辉、吕鸣、孙

晓风等区政府领导，沈伟民、张晓静、沈

天柱、王兆钢、蒋碧艳、李岚等区政协领

导出席会议。

■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召开　３月１６
日，区政协召开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

区政协主席丁大恒主持会议并讲话，区

政协领导沈伟民、张晓静、沈天柱、王兆

钢、罗文杰、蒋碧艳、李岚出席。丁大恒

通报区政协２０１７年度主要工作安排；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负责人

座谈交流。１２月７日，区政协召开党派
团体负责人座谈会。区政协主席丁大恒

主持会议。区政协领导沈伟民、沈天柱、

罗文杰、李岚出席。各党派团体就２０１７
年度工作进行交流，并为做好区政协工

作献计献策。

■召开专题协商会暨专项监督工作推进
会　３月３０日，区政协召开“五违”（违法
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

法居住）整治、“中小河道治理”专题协商

会暨各民主党派参与专项监督工作推进

会，区政协主席丁大恒主持会议，区领导

周志军、沈伟民、李峻、陈云彬、王益群、张

晓静、沈天柱、王兆钢、罗文杰、蒋碧艳等

出席。副区长陈云彬、王益群分别通报

“五违”整治、“中小河道治理”工作情况。

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就民主党派专

项监督工作进行部署。与会政协委员及

民主党派人士就议题开展讨论。

■开展２０１７年度年中视察　５月２２日、
２３日，区政协组织委员分两路对杨行

镇、庙行镇、大场镇、顾村镇、罗泾镇、罗

店镇和宝山工业园区的“五违”整治和

部分中小河道综合治理工作进行年中视

察，区政协领导丁大恒、张晓静、王兆钢、

蒋碧艳与近百名委员参加视察。委员们

听取区城管局和水务局关于区“五违”

整治和中小河道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及各

个视察点整治情况介绍，提出建议并经

整理归纳形成情况通报，提交区委、区政

府参考。

■召开２０１７年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会议　６月７日，区政协召开２０１７年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区政协副主

席沈天柱出席会议。会议通报区政协

２０１７年社情民意工作情况，并就如何撰
写好社情民意进行辅导。部分特邀信息

员代表交流信息写作经验体会。区各民

主党派团体有关负责人、区政协特邀信

息员、区政协各专委会负责人、区政协信

息联络员、各街镇（园区）区政协委员联

络组联系人、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参加

会议。

■开展界别协商活动　６月２８日，区政
协开展“２０１７年度政府投资重大项目推
进情况”界别协商。区发改委、区建交

委、区滨江委、区房管局、区水务局等部

门有关领导参加。委员们集中参观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二期建设，并提出意见建

议。１１月９日，区政协开展“进一步加
强安全生产监管投入，提升安全生产监

管实效”界别协商。区安监局、区建交

委、区市场监管局、区消防支队、区交警

支队等部门有关领导参加。与会委员提

出意见建议。

■举办“更高水平城乡一体化”政协论
坛　７月６日，区政协在区政府机关大
楼会议室举办“更高水平城乡一体化”

主题论坛。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并讲话，

区政协主席丁大恒主持并致辞。会议邀

请各街镇、园区、相关委办局、各民主党

派、区政协之友社５０余名代表出席，８０
余名委员参加。１３名政协委员分别围
绕“借鉴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经验，全面提

升宝山城市化水平”“应对大居就业挑

战的对策与建议”“推进垃圾分类减量，

促进城乡生态建设”等主题，提出相应的

对策和建议。

■２０１７年特约监督员工作会议召开　
７月１３日，区政协召开２０１７年特约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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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作会议。区政协副主席沈天柱出

席。会议邀请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钟祥财围绕“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特约监

督员”进行专题培训。部分特约监督员

代表进行工作体会交流，区市场监管局

作为聘请单位代表通报特约监督员工作

开展情况。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８日，区政协举办庆国庆迎中秋联欢会 区政协办／提供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１６日，区政协开展政协委员年末视察活动 区政协办／提供

■开展迎复审国家卫生城区专项监督　
７月 １３日，区政协向全体委员发出倡
议，号召委员自觉投身于迎检的各项活

动，发挥辐射带动、民主监督和桥梁纽带

作用，共建“健康宝山”“魅力宝山”。７
月１４日，组织委员就国家卫生城区复审
的重点区域、重点点位进行暗访。７月
１９日，组织委员到友谊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炮台村南杨家宅、淞南菜市场、张庙

泗塘一村和吴淞开埠纪念广场等点位进

行视察，并将情况整理汇总后报区委、区

政府参考。

■举办“庆国庆、迎中秋”联谊会　９月
２８日，区政协在臣苑大酒店召开“庆国
庆、迎中秋”联谊会。区政协主席丁大恒

出席，副主席沈天柱、王兆钢、李岚，以及

１５０余名委员参加活动。委员欢聚一
堂，以自编、自导、自演的形式，进行才艺

展示。

■开展“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
区”专项监督　４月起，区政协历时９个
月，就宝山“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

区”工作实施专项监督。通过明察暗访、

会议协商、专题调研等形式，委员们详细

了解区食品安全工作情况，并就强化推

进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加大食品安

全举报奖励力度、加强无证照食品生产

经营整治、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完善食品

安全科普知识宣传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

议，经整理归纳形成情况通报，提交区

委、区政府参考。

■开展 ２０１７年度年末视察　１１月 １５
日、１６日，区政协围绕“经济建设与文化
建设”“生态建设与社会建设”两大主

题，组织委员对年度重大民生实事项目

落实情况、相关区域经济文化产业建设、

中小河道治理情况、“五违四必”（“五

违”：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

法排污、违法居住；“四必”：安全隐患必

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

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综合治

理、民生建设和社区治理等工作进行年

末视察。区政协领导丁大恒、张晓静、沈

天柱、王兆钢、罗文杰、李岚与近百名委

员参加视察。委员们视察吴淞口创业

园、朗香公园、癉ＰＡＲＫ文创产业区和石
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慧享福长者

照护之家、顾村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

心等，并提出意见和建议，经整理归纳形

成情况通报，提交区委、区政府参考。

提案办理
■概况　区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以来，共
征集到提案２７７件，其中委员个人提案
２２９件，委员联名提案２８件，党派团体和
政协界别集体提案２０件。经提案委员
会审查，归并提案１３件，转社情民意２３
件，转人民来信 １件，撤销 １５件，立案
２２５件。其中，提案办理结果为“已采
纳”和 “已 解 决”的 有 １６０件，占
７１１１％；“正在研究”和“正在解决”的
有４０件，占１７７８％；“留作参考”和“暂
难解决”的有２５件，占１１１１％。委员对
办理结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的

有２２２件，占９８６７％；表示“理解”的有
３件，占１３３％。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提案　共３８件，占
１６９％。主要有：推动邮轮产业管理长
效机制建设；建立民营经济统计体系；加

强小微企业服务与管理；借势张江宝山

园，助推“四新”经济发展；推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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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完善预算管理，加

强公共资金使用监管等建议。

■增进民生福祉提案　共 ６９件，占
３０７％。主要有：实施健康教育，建设
“健康宝山”；推进城镇养老多样化；出

台相关政策，加强养老护理人才队伍建

设；加快康复医疗联合体建设；建设宝山

云医院；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加强心

理健康教育，促进青少年快乐成长等

建议。

■推动社会治理提案　共 ６８件，占
３０２％。主要有：集中整治“活动板房”，
巩固“五违”整治成果；硬件、软件双管

齐下，建设宝山智慧法院；完善体制和机

制，加强社区矫正工作；因地制宜，切实

解决小区停车难问题；推进无人智能停

车系统建设；加强“三合一”场所火灾隐

患整治等建议。

■促进生态发展提案　共 ２３件，占
１０２％。主要有：联勤联动，加强乱倒渣
土综合整治；加强区域合作，做好黑臭河

道治理；做好城镇污水纳管工作；进一步

提升宝山区绿化品质；从政策到监管，加

大危险废弃物处置力度；进一步推进居

民生活垃圾干湿分类等建议。

■重点地区功能提升提案　共１２件，占
５３％。主要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
善长江路隧道配套网络、加强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完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建设、

加快推进吴淞工业园区转型、加快吴淞

口风景区建设、开展?藻浜（吴淞段）开

发工作、特色小镇建设等方面建议。

■提升文化软实力提案　共 １５件，占
６７％。主要有：加强宝山历史遗址遗迹
保护、开发红色文化资源、设立ＰＰＰ文化
发展基金、推进宝山“非遗进校园”、多

维度有效传承宝山本地话、设立展现宝

山历史底蕴和发展历程的综合性博物

馆、推进民间民俗文化产业化等方面

建议。

专委会工作
■提案委员会　经审查立案的２２５件提
案全部办复，遴选并报区政协主席会议

审定重点提案１０件。重点提案推行“１
＋Ｘ”（一个重点提案 ＋若干相关提案）
模式，２２５件提案中共有９８件提案开展
办理协商，占总数的４３％。建立区提案

办理协商联席会议制度，协同推进提案

办理工作。就美丽乡村建设课题开展调

研，形成调研报告。就“打造宝山邮轮

城，建设全域旅游新高地”重点提案与区

滨江委开展办理协商。组织委员参加政

协论坛，完成《关于加强我区历史文化人

才队伍建设的建议》《顾村镇镇管社区

实践探索与对策建议》２篇论文。围绕
“食品安全监管”主题，联合第二经济委

员会、法制委员会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展对口协商。组织委员到浙江省江山

市学习考察。在区政协年中工作视察

中，参与组织“五违”整治和“中小河道

治理”专题视察。在区政协年末工作视

察中，参与组织“生态建设与社会建设”

专题视察。

■第一经济委员会　就如何提升宝山邮
轮产业发展能级进行调研，形成调研报

告。发动委员参加政协论坛，完成《让物

流业与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谐融合发展》

《聚焦“三线”发展，提升载体功能》２篇
论文。就“关于吴淞工业区转型的思考

和建议”重点提案与吴淞转型办开展办

理协商。围绕“进一步提升众创空间建

设质量”主题，联合科学技术委员会与区

科委开展对口协商。围绕“服务中小民

营企业转型发展”主题，联合第二经济委

员会与区经委开展对口协商。组织委员

到天津邮轮港学习考察。在区政协年中

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五违”整治和

“中小河道治理”专题视察。在区政协

年末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经济建设与

文化建设”专题视察。

■第二经济委员会　就培育民营龙头企
业推动宝山产业集群发展研究、推动宝

山区美丽乡村建设等内容开展调研，形

成２篇调研报告。就“关于在上海宝山
宝龙城提供邮轮配套服务并优化配套交

通的建议”重点提案与区建设交通委开

展办理协商。围绕“中小民营企业转型

发展”主题，与第一经济委员会联合开展

对口协商。围绕“食品安全监管”主题，

联合提案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到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开展对口协商。针对城中村

改造、中小河道治理和创建食品安全城

区等主题，组织委员实地察看，为助推区

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组织委员到福

建学习考察城市管理建设经验。在区政

协年中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五违”整

治和“中小河道治理”专题视察。在区

政协年末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经济建

设与文化建设”专题视察。

■科学技术委员会　就提高宝山众创空
间发展质量课题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

告，并作为主席会议建议案报区政府作

决策参考，区领导作出批示。就“提升我

区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

对策建议”重点提案与区经委开展办理

协商。围绕“进一步提升众创空间建设

质量”主题，联合第一经济委员会，与区

科委开展对口协商。围绕“加强环境保

护，提高环境质量”主题，联合人口资源

环境建设委员会，与区环保局开展对口

协商。发动委员参与政协论坛，完成《关

于将宝山工业园区向新城镇转型的思

考》《异构连接“互联网”助力城乡一体

化》２篇论文。组织委员视察罗森堡商
务中心、智慧湾创客加路演中心、智汇

园、智力产业园等，为区新兴产业发展献

计献策。组织委员到杭州、北京等地学

习考察，撰写２篇学习考察报告。承办
“音乐欣赏”委员沙龙活动。在区政协

年中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五违”整治

和“中小河道治理”专题视察。在区政

协年末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经济建设

与文化建设”专题视察。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就提高宝
山环境质量课题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

告。围绕政协论坛，组织委员撰写《加快

推进宝山城乡空间结构优化布局的几点

建议》和《河长制下宝山区河道整治的

思考》２篇论文。就“加强对危险废弃物
的收集、贮存和处置的管理”重点提案与

区环保局开展办理协商。围绕“中小河

道治理”主题，与区水务局开展对口协

商。围绕“加强环境保护，提高环境质

量”主题，联合科学技术委员会，与区环

保局开展对口协商。组织委员到云南学

习考察。在区政协年中工作视察中，参

与组织“五违”整治和“中小河道治理”

专题视察。在区政协年末工作视察中，

参与组织“生态建设与社会建设”专题

视察。

■法制委员会　就加强江杨农副产品市
场食品安全监管、推进区货运行业供给

侧改革课题开展调研，形成２篇调研报
告。参加政协论坛，完成《加快视频监控

城乡一体化建设　更高水平提升社会治
安整体防控能力》《尽快建设中运量公

交　构筑城乡一体化公共交通系统》２
篇论文。就“完善体制和机制，加强社区

２０１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矫正工作的建议”重点提案与区司法局

开展办理协商。举办“学习习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提高委员履职能力”专

题培训。组织委员对江杨路农贸市场、

张庙街道、庙行镇公共视频监控、罗泾镇

美丽乡村建设等进行小型视察和专题调

研。围绕“食品安全监管”主题，联合提

案委员会、第一经济委员会到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开展对口协商。围绕“推进我

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主题，联合社会事

务委员会，与区民政局开展对口协商。

与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联系，通

过市民“１２３４５”热线反映问题进行梳理，
寻找市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指导委

员撰写社情民意。在区政协年中工作视

察中，参与组织“五违”整治和“中小河

道治理”专题视察。在区政协年末工作

视察中，参与组织“生态建设与社会建

设”专题视察。

■社会事务委员会　就网络订餐食品安
全、宝山青年电商创业课题开展调研，形

成２篇调研报告。参加政协论坛，完成
《应对大居就业挑战的对策与建议》《解

析养老问题，让宝山老人“银发无忧”》２
篇论文。就“关于进一步完善宝山区失

独家庭救助政策的建议”重点提案与区

卫生计生委开展办理协商。围绕“推进

青年电商创业”主题，与团区委、区商务

委进行对口协商。围绕“推进我区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主题，联合法制委员会，

与区民政局开展对口协商。两次组织委

员就“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

进行专项监督。组织委员到河南学习考

察。与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联合承

办“书香政协”阅读分享委员沙龙活动。

在区政协年中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五

违”整治和“中小河道治理”专题视察。

在区政协年末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生

态建设与社会建设”专题视察。

■教育委员会　就推进区特色高中建设
课题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参加政

协论坛，完成《构建“更高水平城乡一体

化”教育人才交流机制》论文。就“关于

宝山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转型发展联动

的建议”重点提案与区教育局开展办理

协商。围绕“推进我区特色高中建设，走

高质量、特色化、可持续发展道路”主题，

与区教育局对口协商。联合文化卫生体

育委员会，围绕“优化体育设施布局，推

进群众体育事业不断发展”主题，与区体

育局对口协商。组织委员到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中学、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等地

视察调研。组织委员到山东学习考察。

在区政协年中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五

违”整治和“中小河道治理”专题视察。

在区政协年末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经

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专题视察。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就健全家庭医
生服务制度，推进新一轮社区卫生服务

综合改革课题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

参与政协论坛，撰写《“美丽乡村”文化

建设的现状分析与发展思考》论文。就

“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创新校园德育教育

模式”重点提案与区文广局开展办理协

商。与农工党宝山区委在宝山体育中心

举行“喜迎十九大———大型便民医疗服

务活动”。围绕“优化‘一村一居一舞

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主题，与

区文广局对口协商。围绕“优化体育设

施布局，推进群众体育事业不断发展”主

题，联合教育委员会，与区体育局对口协

商。组织委员到北京学习考察。在区政

协年中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五违”整

治和“中小河道治理”专题视察。在区

政协年末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生态建

设与社会建设”专题视察。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围绕“新
时期城市民族工作思考和探索”课题开

展调查研究，形成调研报告。参与政协

论坛，完成《提高农村土地效益的对策与

建议》论文。就“关于进一步增强宝山

区餐厨垃圾处理能力的若干建议”重点

提案与区绿化市容局开展办理协商。围

绕“宗教和谐、场所文明创建工作”主

题，与区民宗办对口协商。组织委员开

展“走近宝山寺世良委员”和“走近廖敏

蕾委员”活动。与社会事务委员会联合

承办“书香政协”阅读分享委员沙龙活

动。组织委员到云南迪庆州学习考察，

爱心捐助贫困学生书包２００只，撰写学
习考察报告。在区政协年中工作视察

中，参与组织“五违”整治和“中小河道

治理”专题视察。在区政协年末工作视

察中，参与组织“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专题视察。 （盛　丽）

表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

时　间 次　别 主要内容

２月２８日 八届一次

讨论通过区政协２０１７年度协商工作计划（草案）；讨论通过区政协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草案）；通过区政协第八届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秘书长工作分工；讨论通过区政协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草案）；讨论通过区政协各专委会正、副主任建议名单（草

案）；研究讨论区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提案立案情况，确定重点提案及主席室跟踪办理提案；讨论通过区政协２０１７年机关处以
上干部主要工作分工（草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３月３０日 八届二次
副区长陈云彬通报“五违”整治工作情况、副区长王益群通报“中小河道治理”工作情况；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部署“专

项监督”工作。

５月２４日 八届三次
讨论通过《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管理办法（试行）（送审稿）》；讨论通过《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

会委员履职工作规则（试行）（送审稿）》。

１０月２４日 八届四次 听取区人民法院院长王国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贺卫通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工作情况。

１２月１３日 八届五次 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１２月２７日 八届六次

审议通过《八届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送审稿）》；审议通过《八届区政协常委会关于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送审稿）》；讨论《区政协２０１８年度协商工作计划（征求意见稿）》；审议通过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有关事项；审议通过２０１７
年度区政协优秀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名单（送审稿）；讨论通过２０１７年度区政协主席会议建议
案等。

３０１

专委会工作



表２ 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序　号 提案号 提案者 案　由

１ ８Ａ００１ 施　刚 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安全生产监管的建议

２ ８Ａ０２２ 九三学社区委 关于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设立多类型免税店的建议

３ ８Ａ０５１ 倪韶红 建立全区统一的老年照护评估体系和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议

４ ８Ａ０５８ 刘金明 关于加强“三合一”场所火灾隐患整治的建议

５ ８Ａ０６９ 徐　刚 关于进一步提升我区绿化品质的建议

６ ８Ａ０７７ 陈　江 关于做好我区“河长制”工作的若干建议

７ ８Ａ０９６ 农工党区委 关于建设宝山云医院，实现医疗行业“互联网化”的建议

８ ８Ａ０９９ 农工党区委 关于加大对危险废弃物处理力度的建议

９ ８Ａ１１４ 贾　旭 推进宝山区无人智能停车系统建设

１０ ８Ａ１６０ 高　珊 关于建立“产城融合”发展的建议

１１ ８Ａ１６４ 民盟区委 关于进一步完善宝山区失独家庭救助政策的建议

１２ ８Ａ１９７ 顾旭辉　赵玉静 加大宝山文化旅游资源整合规划和开发利用，提升区域“宜游”发展水平

１３ ８Ａ２０２ 民进区委 鼓励科技中介，促进创新创业

１４ ８Ａ２１２ 董怡蓓 在吴淞创业园中打造一座“金融湾”

１５ ８Ａ２１３ 王　健 关于拓展上海邮轮产业链的几点建议

１６ ８Ａ２２３ 民革区委 关于进一步增强宝山区餐厨垃圾处理能力的若干建议

表３ 宝山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发言者 代表界别、专委会 题　　目
李　强 民革区委区台联会 加强区块链产业研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钱　方 民盟区委 关于深入推进我区“非遗进校园进课堂”工作的建议

董力新 民建区委 打通逸仙路沿线东西交通瓶颈，促进宝山融入上海中心城区发展

臧　波 民进区委 对持续巩固宝山河道治理成效的建议

陈继源 农工党区委 关于加强宝山区共享单车市场监管的建议

俞　俊 致公党总支 促进企业无形资产流转，加快宝山转型发展

全先国 九三学社区委 关于建设江杨农副产品贸易中心的建议

朱军红 区工商联　区政协第二经济委员会 引导宝山民营龙头企业推进产业集群建设

蒋　浩 区知联会 关于着力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实效的建议

蒋　磊 区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 提高宝山区众创空间发展质量的对策研究

表４ 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政协论坛主题发言题目
发言者 代表界别、专委会 题　　目
许宏伟 区政协第一经济委员会 让物流业与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谐融合发展

陈晓东 区政协第二经济委员会 借鉴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经验　全面提升宝山城市化水平
张　雯 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加快推进宝山城乡空间结构优化布局的几点建议

杨正波 区政协法制委员会 加快视频监控城乡一体化建设　更高水平提升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能力
赵明玉 区政协社会事务委员会 应对大居就业挑战的对策与建议

华　宜 区政协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提高农村土地效益的对策与建议

崔　晋 民进区委 补短板　创特色　推进宝山城乡体育一体化发展
徐　敏 农工党区委 推进垃圾分类减量　促进城乡生态建设
张　蕾 区政协提案委员会 关于加强我区历史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陆素萍 区政协提案委员会 顾村镇镇管社区实践探索与对策建议

赵　江 区政协第一经济委员会 聚焦“三线”发展　提升载体功能
刘金明 区政协第二经济委员会 关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对策建议

黄涤宇 区政协第二经济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推进宝山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思考

季宝红 区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 关于将宝山工业园区向新城镇转型的思考

程永红 区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 异构联接“互联网”助力城乡一体化

焦　正 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河长制下宝山区河道整治的思考

李道琪 区政协法制委员会 尽快建设中运量公交　构筑城乡一体化公共交通系统
周裕红 区政协社会事务委员会 解析养老问题　让宝山老人“银发无忧”
蔡素文 区政协教育委员会 构建“更高水平城乡一体化”教育人才交流机制

陈苏华 区政协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美丽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发展思考———以宝山区罗泾镇为例

张　蕾 民盟区委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

顾文杰 农工党区委 优化文体服务架构　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顾正红 农工党区委 关于促进宝山城乡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思考

沈勇民 九三学社区委 提升宝山区乡村旅游能级的建议

华　宜 致公党区总支 关于推动纯农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宝山城乡一体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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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编辑　谭雪明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

革宝山区委”）有支部 １０个，党员 ２６９
人，长期联系１人，年内去世党员４人，
发展党员 ８人，其中硕士 １人、本科 ７
人。年内，逸仙画院被评为民革市委社

会服务工作表扬集体，民革宝山区委获

２０１７年度《团结报》发行征订工作先进
集体（地市级）一等奖。民革宝钢支部

马鄂云获“民革全国祖统工作先进个

人”称号，金洪宝获“民革市委社会服务

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民革宝山区委以专项监督工作为抓

手，提升组织凝聚力。成立专项监督领

导小组，对一镇一街分别听取意见并实

地考察、暗访。６月初，分别对张庙街
道、罗泾镇“五违”环境综合整治和“中

小河道”水环境治理工作进行专项督查。

１２月，对张庙街道和罗泾镇分别做专项
监督情况汇总，撰写意见和建议。

做好区委各项工作，提升组织凝聚

力。６月８日，以民革上海市委、中共宝
山区委统战部、上海中国画院等单位为

指导，由民革宝山区委主办，上海逸仙画

院承办的“风韵滨江六人行”书画邀请

展，在上海逸仙画院主创基地“逸仙雅

苑”举行。７月５日，民革宝山区委配合
民革市委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８０周年珍贵历史
影像巡展”启动仪式，５０多名民革党员
参加。９月，组织党员参加民革市委组
织的“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纪

念民革成立７０周年上海知识竞赛。１０
月，民革市委主委高小玫带领市委机关

各处室到宝山区调研，并与区委班子及

部分民革党员座谈交流。１１月，区委与
区社会主义学院（以下简称“区社院”）

共同举办２０１７年民革骨干培训班，学习

交流中共十九大报告精神，区委委员、支

部委员，专委会主任及正、副秘书长等骨

干参加培训。

各专委会根据自身特色，围绕主题

开展各项活动。祖国统一委员会参加孙

中山与国家统一学术研讨会暨纪念上海

中山学社成立３０周年座谈会。老龄妇
女委在“三八”妇女节组织全体女党员

观看抗战纪念片《生死地》，并参观上海

淞沪抗战纪念馆；重阳节组织老党员进

行座谈交流，并观看纪录片《八百壮

士》。青工委组织青年党员开展走进宝

山水源保护地，探寻美丽宝山活动。医

卫文教委组织党员参加抗战纪念巡展活

动。提案委多次开展提案征集、课题调

研和大会发言准备工作。

各支部结合各自特点开展支部活

动。一、六支部开展重阳节敬老活动，与

新世纪学校结对开展“扶优助学”活动。

二支部开展社区义务法律援助活动。三

支部开展家访送清凉活动。四、七支部

组织党员参观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

馆。五支部，宝钢一、二支部举行中共十

九大报告学习活动。

以课题调研为龙头，促进参政议政。

年内，宝山民革报送区政协提案和社情

民意３０篇，报送民革市委社情民意 １２
篇。民革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市、区

两级两会期间，共提交人大代表建议 ６
件，政协委员个人提案１７件。递交《关
于推进我区中小企业科技进步的建议》

等集体提案２件。在区政协八届一次全
会上，代表区委作题为“关于进一步增强

宝山区餐厨垃圾处理能力的若干建议”

的大会发言。

以法律服务为特色，开展社会服务。

张庙法律服务站是在民革市委统筹下由

宝山民革实施维护的法律服务窗口，对

接张庙街道１１个居委会。全年开展法
律讲座１２次，便民普法活动和律师咨询
日活动１５场次。法律讲座受众２３０多

人次，便民普法活动提供咨询２００多人
次，为中小企业提供法律咨询１００多人
次。 （夏　东）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

员会（以下简称“民盟区委”）有盟员２９６
人，平均年龄５６岁，全年发展新盟员１０
人，转入１人，去世１人。其中：在职盟
员１８８人，占６３７％；４０岁以下盟员４４
人，占 １５％；７５岁以上盟员 ３７人，占
１２５％。４月５日～７日，中国民主同盟
上海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展览中

心举行，民盟区委有７名代表出席，蔡永
平当选民盟上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１２月１４日，宝山区召开八届人大
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蔡永平当选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年

内，盟员华雯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王庆、唐黎明、孙汉清、赵晖、杨荣被评为

宝山区第五届首席教师（首席教研员）；

黄蓓、吴敏芳、吴逸民、徐海音、周丹、钱

岭、张秀岩、季叶茂、沈丽凤、袁峰、周献

忠被评为宝山区第八届学科带头人（骨

干教研员）；陶侃被评为区第七届教学能

手；徐刚获宝山区“十佳医技人员”

称号。

１月９日 ～１３日区“两会”期间，民
盟区委共提交集体提案２件，政协个人
提案１３件，人大代表建议２件，陶侃代
表民盟区委在区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作

“关于进一步完善宝山区失独家庭救助

政策的建议”的大会发言。年内，民盟区

委获“民盟上海市委２０１６年度社情民意
信息工作先进集体”三等奖，苟小军获

“民盟市委 ２０１６年度社情民意信息工
作”先进个人。民盟区委参与区“五违”

（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

污、违法居住）环境综合整治和中小河道

整治专项监督工作，分别对顾村镇、杨行

镇开展专项监督，形成两篇专项监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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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

民盟区委通过召开传达学习会、交

流座谈会、报告会等形式，学习贯彻中共

十九大精神。１０月１１日，民盟区委与民
进区委联合开展“喜迎十九大、展现党派

成员新风采”主题活动。组织盟员参与

中共区委统战部开展的“贯彻十九大精

神助推新宝山建设”书画摄影作品展。

１０月 ２５日，组织民盟区委班子成员聆
听中共区委统战部举办的由民建市委主

委周汉民作的“学习十九大会议精神、做

好参政议政工作”主题辅导报告。１０月
２７日，蔡永平为区党外青年干部培训班
作“对多党合作的理解及如何成为一名

优秀的党外党派成员”专题讲座。１１月
１５日，组织退休总支召开“学习贯彻中
共十九大精神座谈交流会”。１１月 １７
日，与民盟宝钢集团总支联合举办报告

会，邀请民盟市委专职副主委丁光宏作

“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做好民盟参

政议政工作”专题讲座。

年内，民盟区委开展“不忘合作初

心，继续携手前进”专题教育活动。１月
１７日，举行“民盟区委２０１６年度总结表
彰暨２０１７年迎春团拜会”。８月２２日～
２３日，与区社院联合举办２０１７年暑期骨
干学习班，学习考察中国民主同盟传统

教育基地春晖中学、浙江省盟员传统教

育基地胡愈之故居，以及民盟绍兴市柯

桥基层委员会“盟员之家”。１１月 １１
日，组织盟员参加由民盟市委、民盟中央

举办的“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演讲比赛，陈洁获民盟市委二等奖和民

盟中央三等奖。１１月１２日，组织盟员参
加民盟中央在上海社科院举办的“文化

视域下的历史与现实”第八届文化论坛。

推荐盟员参加各类培训班学习。７
月１２日～７月１４日，刘筱磊参加民盟市
委举办的第５２期青年骨干盟员培训班。
８月２１～３０日，王薇参加由中共市委统
战部和市社院联合举办的第２９期民主
党派中青年干部培训班。１０月２５日 ～
２７日，陶侃、崔殷莺参加中共区委统战
部与区社院联合举办的２０１７年宝山区
党外青年骨干培训班。

参与社会服务。１月 ７日，组织青
年盟员参与民盟市委在杨树浦路上海国

际时尚中心举行的“新年第一声问候”

爱心慈善义卖活动。１１月５日，组织盟
员律师在大华行知公园内开展“民盟市

委百名律师义务法律咨询活动”。与杨

行镇开展社区共建工作，做好盟员医生

每月进社区义诊活动，以及“３·５”学雷

锋为民服务和“１２·５”国际志愿者日主
题活动。１０月１９日“敬老节”期间，组
织盟员专家到杨行镇宝启花园居委会，

为辖区老年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服务。民

盟区委配合民盟市委开展“沪宁民盟组

织教育医疗智力帮扶”工作，陈凤玲等盟

员医生参与第九人民医院（北部）对口

帮扶云南凉山卫计工作。

继续为民盟区委班子成员、基层支

部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征订《群

言》《中央盟讯》《中国统一战线》，为退

休盟员征订《报刊文摘》杂志。全年共

编发内部刊物《宝山盟讯》４期，月度《盟
务简报》１２期。 （张　蕾）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补充资料：至２０１６年末，中国民主建
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

“民建区委”）有基层总支４个，支部１２
个，会员２９８人。全年发展会员 １９人，
转入会员２人，去世会员１人。５月２３
日，民建宝山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

民建中央副主席、市委主委周汉民，中共

宝山区委书记汪泓，民建上海市委副主

委兼秘书长徐钧健，中共宝山区委常委、

统战部长沈伟民，区政协副主席王兆钢

等出席会议。大会审议通过陈向峰代表

第七届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

生民建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在八届区

委一次会议上，选举李岚为主任委员，许

金勇、沈学忠、陆茵为副主任委员，任命卢

畋为秘书长。年内，民建区委获２０１５年
度区统战信息工作先进集体二等奖、调研

工作组织奖、２０１５年度宝山统战理论与
实践研究论文集优秀组织奖。机关综合

支部获“民建上海市委先进集体”称号。

会员陆茵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并

获“２０１５年度宝山区重大工程立功竞赛
优秀建设者”称号；会员柴小雪获“上海

宝山区第八批拔尖人才”称号。由曹静

撰写、卢畋委员提交的“关于养老问题的

研究对策”获区政协优秀集体提案。

组织学习。年初，民建区委组织走

访民建会员企业峰电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汇仕电子商务公司。年中，在会员企

业闻道园召开沪豫民建三区三市书画摄

影联展２０１６濮阳站参展协调会。区委
副主委沈学忠、秘书长卢畋代表民建新

一届区委探望老领导、老会员。８月，民
建区委与区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会员

骨干学习班，３０余名骨干会员参加培
训，民建市委副秘书长、调研部部长陈海

林应邀作“参政议政、党派职能”专题讲

座，区委党校教研室主任胡琴作“坚持五

大理念，建设现代化滨江新区”专题讲

座。年末，民建区委接待民建上海财经

大学支部考察民建会员企业闻道园文化

艺术中心、东方假日田园乡村旅游基地

和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钢之杰集团。１２
月，江苏省盐城市委统战部带队盐城企

业家到民建区委就“加强党派共建，共谋

健康发展”开展工作调研，并参观上海玻

璃博物馆、中成智谷和上海龙廷旅行社。

民建区委学习宣传工作委员会举行学习

宣传写作培训会，邀请民建市委宣传部

部长林永健作写作辅导。民建区委组织

会员出席“上海民建浦江论坛”和“２０１６
上海中小企业发展奉贤论坛”。

参政议政与社会服务。民建区委社

会服务专委会在会员企业上海雪岩实业

有限公司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确定继

续与中共罗店镇党委、区经信委、民建河

南洛阳市委、安徽黄山市委、江苏盐城市

委开展结对共建活动；关心慰问会内老

会员和困难会员，开展扶贫帮困、捐资助

学活动；创新工作模式，做好会员企业服

务工作，发挥党派特色，做好桥梁纽带作

用。民建区委参政议政专委会召开工作

会议，民建市委调研部部长陈海林做“参

政党成员的使命”专题辅导。召开提案

工作小组会议，对八届一次政协大会发

言“打造宝山邮轮城，建设全域旅游新高

地”、集体提案“医改深水遇瓶颈，大区

医疗破难题———建立大区医疗模式 ＋互
联网大数据”进行修改。９月８日，民建
宝山区委委员、参政议政专委会主任顾

险峰参加由民建市委在上海市社会主义

学院举办的参政议政骨干培训班。

基层组织活动。机关总支：年初，第

一、二、三支部分别召开迎新茶话会，传

达《民建上海市委关于２０１６年区级组织
换届工作的意见》精神。第一支部在区

工商联召开组织生活会，学习《践行“六

大共同价值理念”，着力提升履职担当能

力》一文。召开工作例会，学习中共十八

届六中全会文件精神。第三支部召开

“喜迎国庆，金秋品茗”主题组织学习活

动，学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解读《永葆奋斗
精神、永怀赤子之心》《把牢思想之舵，

高扬理想之旗》等重要讲话精神。重阳

节，第二支部分别走访慰问支部８０周岁
以上会员。年末，机关总支召开第四次

总支委员（扩大）会议，审议通过陆茵请

辞机关综合总支委员及第二支部主委，

增补董海欣为机关综合总支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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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支：年初，召开区委换届工作

精神会议。７月，新会员支部举办迎新
活动，举行迎接新会员仪式，为新会员颁

发会员证，向新会员介绍民建宝山组织

概况。１０月，工业总支和新会员支部联
合开展组织活动。

宝山总支：年初，罗店支部召开工作

讨论会。９月，第二支部召开工作会议
暨中秋茶话会。

吴淞总支：年初，召开第一次工作会

议，民建市委调研部部长陈海林作“如何

做好参政议政工作”主题培训。召开总

支（扩大）会议，传达２０１６年民建区委换
届工作精神，民主推荐区委换届选举代

表和区委换届候选人工作。９月，总支
与月浦文化馆签约共建，并联合月浦文

化馆、月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月浦社会

事务服务中心举办拥军联欢会，向驻地

空军、武警赠送国画、表演节目。第三支

部举行“老年人的养生”专题讲座。３
月，２０１６上海市民文化节宝山专场启动
活动暨“宝山大剧荟”首场演出，第一支

部协助主办方参与“大剧荟”工作。第

二支部召开讨论会，推举区委委员候选

人名单和１２名参会代表。召开提案研
讨会，对幼教和养老结合运作的集体提

案进行分析和研讨，并组织参观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顾炎武故居。

表１ 民建区委提交区政协七届六次全会提案情况

序号 提案者 案　　由

大会发言 加大职业教育力度，为打造“两区一体化”升级版提供人才支撑

１

２
集体提案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加强“劳务派遣”的监管

关于养老问题的研究对策

３

４
闵安果

关于充分发挥双创投资母基金作用的建议

关于完善公共自行车出行体系的建议

５

６

７

刘祖辰

让“迪士尼”真正成为吴淞邮轮港（宝山）的亮点建议

增设我区级综合医院儿科急诊

关于中小微企业创新难的建议

８

９
柴小雪

急待解决的立案难及审判拖延问题

关于在法庭增设庭审记录电脑的建议

１０

１１
卢　畋

关于潘泾路月罗路南端与美兰湖区域道路打通的建议

关于在闻道园（潘泾路２８８８号）设置公交站的建议

１２ 吴广海 关于改建?藻浜宝山辖区航段视屏监控设施的建议

１３ 金云龙 推进“四新”经济发展，创新政府管理模式

１４ 孙玉亮 对发展农家乐的建议

１５

１６

１７

顾险峰

关于打通最后一公里，全面打造宝山旅游名片的建议

关于设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孵化俱乐部的建议

关于在宝山中小学统一安装空气净化器的建议

１８ 黄贤波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建议

１９ 王继峰 关于收集道路两侧垃圾的建议

至２０１７年末，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
市宝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建区

委”）下属基层总支４个，支部１２个，会
员总数３１０人。全年发展新会员２０人，
转入会员 ２人，转出 ４人，去世会员
２人。

加强自身建设。３月 ７日，召开八
届三次区委（扩大）会议，传达《民建上

海市委关于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

手前进”专题教育的实施方案》《民建上

海市委关于开展多党合作历史传统记录

工程的通知》文件精神和主题征文通知。

４月１９日，新一届区委班子成员及总支
主委到重庆特园参观中国民主党派历史

陈列馆。５月１０日，召开八届四次区委
（扩大）会议，传达《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统战
信息宣传调研工作暨区统战理论研究会

年会》有关会议精神。７月 ２７日，邀请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张兆安作“当前经

济形势与上海未来发展”专题报告。１０
月１８日，召开八届五次（扩大）会议，专
题学习中共十九大报告。１０月２７日，举
办全体会员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班，邀

请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许政涛作“新形

势下履行参政党职责”专题讲座，中共上

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编处处长、上海市

委讲师团成员袁志平作“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行动指

南———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

神”辅导。１２月８日，民建区委一行到
革命老区广西百色市与百色民建开展学

习交流活动，瞻仰百色起义烈士纪念碑，

参观百色起义纪念馆、粤东会馆等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开展参政议政。民建区委监督协调

区域“河道整治”与“五违四必”专项调

研，成立督查小组，制定督查工作方案，

由区委主委班子成员分头带队到罗店镇

和月浦镇实地勘察，了解工程规划与施

工进展，与镇政府召开座谈会，形成督查

报告建议案两篇。４月２０日，民建区委
参政议政委员会召开２０１７年度课题研
讨会，确定从社区教育和中小企业金融

两方面开展课题研究。５月２０日，召开
２０１７年度第二次推进工作会议。９月１３
日，民建区委召开参政议政工作扩大会

议，区委委员、各总支主委、参政议政专

委会成员近２０人参加。１０月１９日，举
行参政议政沙龙，来自医疗、金融、教育、

ＩＴ等不同领域委员，就医养结合，网络
安全、家庭医生等提出意见。

组织学习。５月１０日，民建宝山区
委新会员支部召开学习培训会，传达民

建市委相关文件精神，组织学习民建《会

章》，颁发会员证。７月１２日，民建区委
学习宣传专委会召开办刊工作会议，成

立办刊工作小组。８月 ９日，召开专题
会议，细化由主委会议提出的创办“宝山

民建”微信公众号方案。１２月 ２日，民
建区委新会员支部、吴淞总支和工业总

支联合民建崇明区委第三支部、第五支

部共７０余人，在崇明开展为期两天的学
习活动。民建宝山总支罗店支部、宝山

机关总支第一支部、吴淞总支第二支部、

机关总支第三支部、吴淞总支第一支部

先后组织开展中共十九大精神学习活

动等。

开展对外合作交流。１１月１５日，民
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支部主委王如忠带

队到宝山考察交流，民建区委副主委沈

学忠、陆茵，组织委员柯璇娟，秘书长卢

畋参加交流活动。１１月２４日，民建宝山
区委与民建绥化市委缔结友好组织签约

仪式在宝山区政府举行。中共宝山区委

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会晤绥化市政协

主席郑坚强。民建宝山区委主委李岚、

民建绥化市委主委张晓舜作为两地民建

组织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字，双方在经济、

文化方面加强交流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民建宝山区委副主委沈学

忠、秘书长卢畋陪同民建绥化市委代表

团参观宝山寺、闻道园。１２月１４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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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宝山区委接待来访的民建百色市委代

表团，并与民建宝山区委企业家进行座

谈交流。

基层总支活动。３月２３日，民建机
关总支第一支部老中青会员举办迎春

会。４月２８日，民建吴淞总支在区图书
馆展览厅举办“指尖艺术三人行”民间

艺术展。“指尖艺术三人行”民间艺术

展中的作品吴淞面塑、徽派剪纸、淞南蛋

雕，分别由会员冯秋霞、民建之友刘小虎

及袁家钊３名艺术家提供。７月８日，吴
淞总支第三支部组织活动，进行夏季养

身知识专题讲座。７月２２日，机关总支
第三支部开展“与古人对话，与文化同

行”活动，参观由民建会员马未都先生创

办的上海观复博物馆。８月４日～６日，
工业总支组织会员到浙江临安开展“绿

色团建”活动。９月１６日 ～１７日，民建
宝山新会员支部与吴淞总支一行近 ３０
人到江苏盱眙，开展两天的会员共建活

动，参观明祖陵、淮河文化会馆、盱眙龙

虾博物馆等。９月２３日，吴淞总支第三
支部举行“迎中秋国庆茶话会”。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７日，上海市教委教研室教学协作联盟第九届年会暨语文教学展示活动在宝山
举行 民进宝山区委／提供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２日，举办民进宝山区委２０１７年度暑期骨干培训班 民进宝山区委／提供

社会服务与社区共建工作。８月２５
日，民建区委社会服务专委会联合上海

慈源爱心基金会，召开慈善公益专题座

谈会。上海慈源爱心基金会成立于

２００７年，理事长贾婷是宝山民建企业
家，每年定期开展“送温暖”“金秋助学”

等多项爱心活动。３月 ７日，民建宝山
区委召开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暨民

建宝山区委妇委会第一次会议。妇委会

主任陶全芳介绍上海民建扶帮公益基金

会女会员基金情况。民建会员律师姜春

香就《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作专题

辅导，区委妇女骨干会员和部分老会员

共３０余人出席会议。１０月２０日，区委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发林代表中共宝山

区委统战部走访“民建舞蹈团”，调研文

艺工作。民建区委社会服务专委会副主

任朱辉等一行专访宝山区七彩星培智公

益发展中心。民建会员孔峨眉向七彩星

的孩子赠送 ６０册儿童故事绘本。９月
２０日，民建会员、上海利歌律师事务所
主任柴小雪入选“宝山好人”之“平安建

设好人”。９月２８日，民建会员、同达小
学徐孝清老师、石洞口小学王小燕老师

及宝钢新世纪学校龚莉弟老师获宝山区

第七届“教学能手”称号。 （卢　畋）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
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进区委”）共有

会员３２３人，其中年内发展 １３名新会
员。２０１７年，区委主委蒋碧艳当选民进
市委常委，副主委康锐当选民进市委委

员。民进区委获民进上海市委宣传报道

先进集体、宝山区统战信息工作一等奖，

区政协２０１７年度反映社情民意先进集
体二等奖。区委副主委崔晋获民进全国

机关工作先进个人、民进上海市委宣传

报道先进个人、区统战信息工作先进个

人一等奖。会员倪晓茹获 ２０１５年 ～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突
出成绩奖，其撰写的社情民意《关于加快

推广“义工银行”应对老龄化的建议》获

上海市优秀人民建议奖。蒋碧艳、沈志

芳获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优秀奖。会员

熊慧勇表演的“今夜无人入睡”获宝山

统一战线迎新联欢会优秀节目一等奖。

２０１７年，民进区委开展“不忘合作
初心，继续携手前行”专题教育，通过主

委办公会、区委会、区委扩大会、支部组

织生活会和参观考察等多种形式，多层

次、大范围开展各类学习活动。中共十

九大召开之前，联合民盟骨干会员，组织

“喜迎十九大，共话奋进梦”主题活动。

中共十九大召开后，制定《民进宝山区委

学习十九大精神学习方案》，提出四个一

学习活动：深读一本反映历史选择的图

书、观看一部反映历史选择的影视剧、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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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旧址和民进成立旧

址、提交一篇心得体会。邀请民进市委

原副秘书长、组织部长金培基对骨干会

员做“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行”专

题讲座，为骨干会员购买学习十九大精

神系列丛书。利用《宝山民进》“史海钩

沉”栏目，介绍民进前辈事迹。分批组织

会员参观柯灵故居、雷洁琼故居。会同

区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以“践行使命 五

水共治”为主题的暑期骨干培训班，参加

区委统战部举办的各类理论政策学习

班等。

开展参政议政，向全体会员发放“民

进宝山区委献计献策建议书”，全年累计

收到会员撰写的社情民意８０余篇，其中
近５０篇被有关单位录用。在区“两会”
期间，共向区政协提交集体提案２篇，个
人提案和书面意见２８篇。委员杨正波
代表民进宝山区委作“关于宝山教育资

源优化配置与转型发展联动的建议”的

大会发言。开展主题为“两个中心建设

背景下的‘科技金融’与‘金融科技’同

步促进研究”和“关于大学技术经理人

队伍建设的建议”课题调研，并中标民进

市委课题。开展“五违四必 －河道整
治”专项调研，成立专委会班子，制定

《督察工作方案》，由区委领导班子成员

分头带队到高境镇和吴淞街道实地考

察，到浙江桐庐专项学习五水共治经验

方法，形成督查报告建议两篇。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民进区委举办“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正道上行”学习十九大精神报告会
民进宝山区委／提供

１１月，民进行知中学、吴淞中学、上
大附中支部联合与复旦大学邯郸总支在

行知中学共同举办“宝山卿云论坛”，民

进市委副主委郭坤宇和７０余名民进会
员及行知中学近百名高中学生参加。论

坛以“高中生综合素养的培养”为主题，

探讨素质教育在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中

的实践影响。３月，联合区教育界、市教
委教研室联合举办“上海市教委教研室

教学协作联盟第九届年会暨语文教学展

示活动巡礼”，来自全市各区教研员、联

盟协作单位校长、园长以及骨干教师

５００余人出席活动。活动分教学展示、
专家论坛、联盟年会三个部分，关注国内

外教学发展的最新动态，解决“理念好、

落地难”问题。４月，欣悦工作室入驻长
江河口科技馆，开展多种团辅活动。联

合民进市委社会法制专委会，定期到吴

淞街道开展“民进法律服务进社区”活

动。组织有关专业人士开展医疗咨询

服务。

注重组织建设，召开以“喜迎十九

大”为主题的２０１７年迎新活动，组织女

会员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赏鉴暨友谊剪

纸活动，带领退休会员参观木文化博物

馆，组织骨干会员到浙江桐庐调研美丽

乡村建设，举办“话养生庆重阳”敬老节

活动。召开入会积极分子座谈会，多次

举办新会员专题培训教育活动，与普陀

区委联合举办新会员活动，选派后备干

部参加区委统战部举办的中青班培训。

（崔　晋）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
区委员会（以下简称“农工党区委”）有

支部１１个，党员总数３４１人。年内新发
展党员１４人，转入１人，转出１人，去世
１人。其中：医药卫生１１人，占７８６％；
环保１人，占 ７１％；经济科技 ２人，占
１４２％；平均年龄 ３７６岁，具有博士学
位１人，大学学历１３人。由农工党上海
市委推荐的第九批挂职干部、上海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工程系教授雷

作胜，挂职宝山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一年。年内，区委副主委、宝山中西医结

合医院妇产科副主任马菁雯，大场医院

外科副主任、援疆医疗队副队长、挂职叶

城人民医院副院长的马志伟获“宝山区

十佳医生”称号。

８月，农工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
陈芳源一行到访宝山，与中共宝山区委

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交流座谈后备干

部培养、基层组织建设等问题。７月２１
日～２５日，区委副主委兼秘书长陆伟群
参加农工党中央举办的全国宣传干部培

训班。３名党员参加２０１７年区党外青年
干部培训班。推荐４名党员参加由农工

党上海市委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联合

举办的中青年骨干培训班。９月２２日，
组织全体党员到长兴岛郊野公园开展教

师节、国庆节、中秋节和敬老节活动。组

织开展春节及高温期间的走访慰问活

动，关心离退休及困难、生病住院党员

３０余人次。通过农工党市委申请市妇
联统战老大姐帮困基金，慰问年老体弱

女党员２人次。
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年内召开两次

“新老委员”座谈会，学习中共十九大精

神，通报区委工作。在农工党市委召开

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

践活动总结表彰大会上，农工党宝山区

委获农工党中央“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先进集体，

陆伟群、周远航获农工党中央“开展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

动”先进个人，罗文杰获农工党市委“开

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

践活动”先进个人。６月 １４日，在区社
会主义学院举办的宝山区统战系统学习

报告会上，上海市社院副院长、农工党市

委原副主委姚俭建作“加强参政党组织

建设和政协委员履职的几点思考”专题

报告，农工党区委班子成员和基层支部

主要负责人、新老党员参加报告会。开

展青年理论小组活动。６月２４日，组织
青年理论小组成员参观《光辉的历程—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精品图片展》。

推荐５名青年党员参加市委“一干”会址
讲解志愿者队伍。参加农工党中央举办

的“百场主题宣讲感想”征文活动，共递

交征文１１篇，其中大场支部吴安撰写的
《教育得走心———百场主题宣讲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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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支部蓝纯杰撰写的

《坚定信仰，向榜样汲取成长的力量》两

篇文章分获二、三等奖，并在农工党中央

党刊《前进论坛》和“农工沪讯”上刊出。

１１月３日，组织全体区委班子成员中心
组学习。１１月１０日，组织老党员、老委
员学习座谈中共十九大体会。１１月１７
日～１８日，与区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
“学习十九大精神 不忘初心重走先辈道

路”在职党员学习班，在职党员及入党积

极分子、农工党上海大学支部代表近５０
人参加学习。邀请农工党上海市委副主

委、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总工程

师张英和区委党校老师分别作“上海智

慧城市新发展”“学习领会习近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辅导报告。１１月１８
日，开展“不忘初心 重走先辈道路”活

动，组织３０余名学员到嘉兴南湖革命纪
念馆参观学习。宝中心、业大支部联合

到金山抗战纪念园参观学习；大场医院、

中冶、教育３个支部赴青浦陈云故居等
参观考察。

搞好宣传，完成每季度一期的《宝

山农工》杂志编辑。发挥微信公众号

“农工党上海宝山区委”作用，拓宽信息

交流平台，宣传报道组织活动、参政议

政信息、优秀党员事迹和中央重要文件

精神。陆伟群撰写的“不忘初心坚定前

行”一文被评为农工党中央 ２０１６年理
论研究优秀论文三等奖，并获调研论文

二等奖，另有２篇文章获调研论文三等
奖。在区统战信息宣传调研工作暨区

统战理论研究会年会上，农工党区委获

调研工作优秀组织奖，并作“突出重点

广泛发动，积极做好统战信息宣传调研

工作”交流发言。农工党区委获中共宝

山区委统战部“重温长征路 党在我心

中”纪念建党９５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周年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并获一、
二、三等奖各一篇。

参政议政。农工党区委共有区人大

代表４名，其中区人大常委１名（同时兼
任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１３名，其中
区政协副主席１名、政协常委２名、政协
副秘书长１名。有８人担任新一届农工
党市委专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

有区特约监督员６名。在区两会期间，
区委人大代表共递交书面意见２件，政
协委员共递交集体提案５件，政协委员
个人提案２１件。农工党区委作题为“建
议政府鼓励对危险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

用”的政协大会发言。区委集体提案

《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创新校园德育教育

模式》作为大会书面发言。在７月６日
举办的区政协“更高水平城乡一体化”

主题论坛上，农工党区委作“推进垃圾分

类减量促进城乡生态建设”论坛交流，另

有《优化文体服务架构促进城乡一体化

建设》《关于促进宝山城乡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的思考》作为论坛书面交流，被编

入“更高水平城乡一体化”论坛研讨文

集中。年内共举办社情民意沙龙４次，
全年报送区政协社情民意８１篇，其中被
区政协作为专报并获区领导批示１篇。
报送农工党市委６３篇，被报送市政协１８
篇，报送农工党中央１４篇，农工党中央
信息专报采用１篇，被市政协采用综合２
篇，被市政协采用转送有关部门５篇，被
市政协采用报送全国政协１篇。

开展民主监督。对口友谊路街道和

大场镇开展“五违四必”（“五违“：违法

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

法居住；“四必”：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

法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

法经营必须取缔）和“中小河道治理”民

主监督。成立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和

友谊工作小组（２４人）、大场工作小组
（２２人），并邀请相关挂职干部共同参
与。４月中下旬，分别到友谊路街道和
大场镇开展“五违整治”和“中小河道治

理”民主监督视察和座谈。１１月初进行
回访，并组织暗访，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

对口单位。

开展社会服务，组织大型便民医疗

咨询活动。１０月２１日，农工党区委与农
工党复旦大学委员会、区政协文卫体委

在宝山体育中心联合举办“站在新起点

迎接新挑战”———大型便民医疗咨询活

动，近３０位专家提供心血管内等医疗咨
询。１１月２４日，农工党第二康复院支部
徐伟政在友谊市民中心作“掌拍养生

操”健康专题讲座，社区居民１５０余人参
加。１２月４日，由区文明办、团区委、友
谊路街道联合主办，在区文化馆广场开

展“创新创优迈向智慧志愿新时代”集

中日活动。农工党区委组织第九人民医

院、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仁和医院、中

冶医院等医疗专家提供医疗咨询服务。

８月２７日～３１日，组织到云南省红
河州开展爱心助学、扶贫帮困活动，慰问

八一中学、营盘乡锣锅塘、水塘小学７名
学生代表，送上慰问金和书包等学习用

品。９月２８日，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支
部全体支委到结对多年的裘老伯家中探

望。１０月２７日，中冶支部９名在职党员
到月浦乐业敬老院慰问老人，开展医疗

义诊咨询活动。１２月２日，吴淞中心医
院支部１０余名党员到横沙岛新永村开
展大型医疗咨询活动。神经内科主任方

麒林以“管好血压和胆固醇，远离卒中复

发”、中医科主任吴秀玲以“体质养生”

为主题作专题讲座。 （陆伟群）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九
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社区

委”）有支社８个，专委会８个，参政议政
专家组１个，社员４００人。其中：具有中
高级职称社员３７２人，占９３０％；离退休
社员１５６人，占３９０％。２０１７年发展新
社员１９人，转入社员 １人，转出社员 １
人，去世社员３人。

参政议政。１月 ９日 ～１３日，社区
委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在区政协八届

一次会议和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共提交

集体提案４个，个人提案３３件，有２０人
次的发言被编辑到区政协简报中。方玉

明代表社区委作《关于亟待完善长江路

隧道道路配套工程的建议》的大会发言。

社区委主委李小年执笔的《关于大力发

展跨境商务的建议》、贾旭委员执笔的

《推进我区道路停车电子收费系统建设

的建议》获区政协优秀集体提案，社区委

获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先进集体一等

奖，沈勇民获反映社情民意先进个人一

等奖，张士青获二等奖，全先国和吴英彦

获三等奖。社区委组织社员参加社市委

的课题招标工作，共参与１４项课题选题
申报和１３项参政议政课题申报，最终有
４项课题被社市委立项，其中秦景香负
责的《关于快递包装减量化、资源化和无

害化的建议》，黄钢祥负责的《关于完善

上海江杨水产市场道路配套交通的建

议》和刘敏负责的《规划建设轨道交通

第三环线的建议》被立为招标课题，沈勇

民负责的《关于建设智慧法院的建议》

被立为培育课题。社区委参政议政专委

会结合宝山区两会情况开展社区委课题

申报工作。６月２２日，社区委召开七届
六次（扩大）会议，决定将１１个课题列为
２０１７年九三学社宝山区委立项课题。８
月２９日，召开参政议政工作会议，就社
区委立项的９个课题初稿进行评审和讨
论。１０月３１日，召开第三轮参政议政会
议，邀请区政协提案委主任谭柏杉、副主

任奚雪明对课题进行点评指导。年内，

社区委上报社市委社情民意７８篇，其中
被社市委录用 ６６篇，被市政协录用 ５
篇，社中央录用２篇，分别为沈勇民和贾
旭撰写的《结束崇明岛三地管辖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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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关于加快淘汰带钢土酸洗落后

产能的建议》；社区委共上报区政协社情

民意９２篇，其中录用５２篇，专报３篇，
区领导批示２篇，市政协录用６篇，上报
全国政协 ２篇。７月 ６日，区政协举办
“更高水平城乡一体化”论坛，沈勇民代

表社区委撰写的论文“提升宝山区乡村

旅游能级的建议”被收录在“更高水平

城乡一体化”论坛研讨文集中。

２０１７年３月７日，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在淞南镇开展社会服务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提供

民主监督。６月２２日，社区委召开
七届六次（扩大）会议，对“五违四必”

（“五违”指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

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四必”指安全

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必须拆除、

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

和中小河道整治的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讨

论，并形成监督方案和会议纪要。７月６
日，社区委副主委方玉明等１５人到淞南
镇政府，就中共宝山区委交办的“五违”

环境综合整治和中小河道整治开展专项

民主监督。社区委主委李小年等一行

１２人到宝山工业园区开展“五违”环境
综合整治专项民主监督。７月１３日，区
政协召开２０１７年特约监督员工作会议，
社区委秘书长沈勇民，委员吴英彦、王培

华、杨振荣和苏雯分别被推荐为区市场

监管局、党风政风监督室、法院、检察院

和区发改委的特约监督员。１２月１４日，
社区委副主委全先国等７人到宝山工业
园区，对宝山工业园区的“五违四必”工

作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回访。社区委秘书

长沈勇民等１０人到淞南镇，对淞南镇的
“五违四必”工作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回

访。社区委起草对淞南镇和宝山工业园

区“五违四必”工作开展专项民主监督

报告并上报区委统战部。

社会服务。１月２６日，社区委社会
服务专委会主任林琳、副主任张一中到

淞南九村，看望并资助社区委长期结对

的小朋友。２月 ９日，社区委在淞南镇
政府召开年终总结暨迎春社员大会，共

建单位领导和社员１５０多人参加会议。
３月７日，社区委社会服务专委会组织
社员参加淞南镇举办的党员志愿者活动

暨学雷锋活动，由黄红儿和林琳负责医

疗咨询，赵唯和唐仲慧负责法律咨询，现

场共发放慢性病预防宣传资料 １００多
份，接待咨询群众近百人。３月 １９日，
林琳带领宝山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指导中

心一行４人到某部队，组织开展宝山区
“绿苗工程”进军营活动，为官兵进行主

题为“爱健康责任”的青春健康专项教

育，部队２０多名青年官兵参加活动。５

月１９日，社区委、淞南镇党委和区政协
科技委联合承办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科普

进社区活动，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科普讲

师团成员、华东政法学院教授郭庆祥作

“多姿多彩的心理世界”专题报告，淞南

镇机关干部，各居民区书记、主任、党员

代表、社区委部分社员、区政协科技委的

部分委员参加报告会。６月２８日，在淞
南镇政府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６
周年大会暨区域化党建推进交流会，社

区委副主委全先国代表社区委参加会议

并讲话，社区委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宋海虹和谢仁炜表演诗朗诵《家风诵》。

１０月 ２６日，社区委联合淞南九村一居
委等在宝景苑广场上举办“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文艺联欢会活动，慰问１０
多名８０周岁以上的老党员。

社区委建设。４月 ２０日 ～２２日，
社区委有１１名代表参加由九三学社上
海市委召开的社员代表大会。５月 １７
日，社区委 ２０１７年骨干培训班在区社
会主义学院举办，上海东方讲坛老师、

区委党校副教授鲁月棉作“开启全面从

严治党的新境界、新征程”专题报告，社

市委参政议政部部长阎凌云作参政议

政工作辅导，有４０余人参加培训。５月
１８日，社区委骨干培训班学员在副主委
方玉明带领下到崇明，与九三学社崇明

区委开展交流。８月３１日，社区委举办
庆祝九三学社建社 ７２周年大会，主委
李小年总结社区委１月 ～８月工作，共
建单位淞南镇工会主席许闻铿、社上大

委副主委许斌等出席并讲话。１０月１７
日，社区委召开七届七次会议，主委李

小年因工作调动关系辞去九三学社宝

山区委主委一职，并建议由副主委方玉

明代理主委一职，会议同意李小年请辞

和由方玉明代理主委。１０月２０日，社
区委组织区委委员、下属支社主委等集

中学习中共十九大报告，联合共建单位

淞南镇、区科委、社上大委和区卫计委

在区体育局举办“共建杯”羽毛球团体

友谊赛。１１月１０日，社区委与南京市
委在南京召开座谈交流会。１１月 １７
日，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

副主席、社市委主委赵雯到宝山，与社

区委共同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１１月
２１日，社区委召开七届八次会议，副主
委全先国宣读社市委“关于李小年主委

辞去主委职务和同意方玉明为社区委

主委候选人的批复”，会议选举方玉明

为九三学社宝山区委第七届委员会主

委。１１月２３日，社区委在西柏坡召开
七届九次扩大会议，方玉明作社区委工

作总结，同时参观西柏坡纪念馆、冉庄

地道战纪念馆和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

等。年内，社区委的统战理论课题“协

商民主的研究”被社市委立项，并完成

２项理论研究课题，分别为《以专项民
主监督促进协商民主和党派工作》和

《浅析民主党派“下沉式”协商民主与

党派自我建设》。社区委开通微信公众

号，拥有关注人数１９０人，发布５０多篇
文章和快讯。在区委统战部举办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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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初心合作前行”征文活动中，社区委

共提交８篇征文。

２０１７年３月６日，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情暖侨心”医疗服务队为社区居民提供义诊服务
致公党宝山总支／提供

获得荣誉。４月 ７日，九三学社上
海市委召开参政议政工作暨表彰会，社

区委获２０１６年度参政议政工作先进集
体二等奖，主委李小年执笔的《在上海邮

轮港设立免税店的建议》、刘敏执笔的

《亟待完善长江路隧道道路配套工

程———建议尽快建设长江路和江杨北路

高架路》和贾旭执笔的《推进上海无人

智能停车系统建设的建议》获课题提案

工作三等奖，社区委获２０１６年度信息工
作先进集体一等奖，沈勇民获信息工作

先进个人二等奖，黄钢祥和李小年获信

息工作先进个人三等奖。５月１０日，宝
山区委统战部召开２０１７年统战信息宣
传调研暨区统战理论研究年会工作会

议，社区委获信息工作先进集体一等奖，

沈勇民获先进个人一等奖，沈勇民撰写

的《以长征精神推进转型发展———重读

七律长征有感》获宣传工作一等奖，区委

委员翁小平撰写的《９５年征程，９５年风
雨》、支社宣传委员李锐撰写的《长征，

一首难忘的战歌》获二等奖，社员黄红儿

等８人表演的女生小合唱《清晨，我们踏
上小道》获“２０１７年宝山统一战线迎新
联欢会”活动三等奖，社区委获调研工作

优秀组织奖，区委主委李小年撰写的《上

海邮轮港设立多类型免税店的建议》获

调研工作二等奖，沈勇民撰写的《完善法

制体制和机制，加强罪犯社区矫正工作

的建议》、吴英彦撰写的《针对宝山区人

才发展工作的几点建议》均获调研工作

三等奖。１１月２８日，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在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举办宣传工作总

结表彰暨培训会，社区委获社市委新闻

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年底，社区委获社

中央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７年度参政议政工作
先进集体。 （沈勇民）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
会　至年末，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
总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总支”）有支

部６个，党员７７人。其中：具有“侨、海”
关系６３人，占８２％；中高级职称４２人，
占５５％；退休党员８人，占１０％。全年
发展新党员６人，转入党员１人，去世党
员１人。年内，总支获致公党中央“中国
致公党社会服务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党

员陈姝被评为中国致公党社会服务工作

优秀组织工作者。党员兰轶东获致公党

上海市委“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

动先进个人”。总支获“走进新时代，共

筑中国梦”２０１７年致公党上海市委趣味
运动会青春传奇奖。总支获宝山区统战

信息宣传调研工作先进集体三等奖，陈

姝获先进个人二等奖；总支获２０１６年度
宝山统战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集优秀组

织奖，党员汪义生撰写的论文“创造古典

与现代浑融一体的美”获优秀论文三等

奖；总支委员兰轶东撰写的“长征精神引

领我们勇敢向前”获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统
一战线“重温长征路，党在我心中”活动

三等奖；总支选送的笛子独奏节目“弯弯

的月亮”获２０１７年宝山统一战线联欢会
优秀节目二等奖。总支委员兰轶东撰写

的征文“长征精神引领我们勇敢向前”

及党员胡晟撰写的征文“执着的追随，崭

新的起点”被编入《重温长征路，党在我

心中———纪念建党９５周年暨红军长征
胜利８０周年征文集》。

自身建设。１月２０日，总支召开全
体党员大会暨新年团拜会，总结全年工

作，观看由总支党员制作的《宝山致公·

一路有你》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工作回

顾宣传片。２月１８日，组织党员参加致
公党上海市委“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

前进”专题教育活动推进会暨“中国梦

·侨海情”宣讲活动。２月 ２８日，召开
主委（扩大）会议，传达致公党上海市委

及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有关会议精神，

落实“学雷锋”医疗咨询活动、“三八”妇

女节活动方案等重点工作。３月１５日，
召开主委（扩大）会议，部署二季度重点

工作，沟通季度会议材料准备情况。３
月８日，开展庆祝“三八”妇女节系列活
动，组织女党员开展品书活动。３月２４
日，召开“两会”精神传达会及专项工作

会议，四个专项工作组负责人分别交流

年度工作计划。５月 ５日，召开支部工
作交流座谈会，各支部主委、委员、联络

员就支部实际情况及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进行交流探讨。６月２１日，召开
主委（扩大）会议，围绕区“五违”环境综

合整治及中小河道整治专项监督工作进

行沟通。７月 ４日，召开二届三次（扩
大）会议，审议《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度工作报告》，讨论通过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课题调研经费使

用管理办法（讨论稿）》《致公党宝山区

总支部参政议政工作考评办法（试用）》

及联络员调整方案。７月３１日，组织宣
传骨干参加致公党上海市委举办的２０１７
年度宣传骨干培训班。９月２７日，举办
２０１７年中青年骨干及新党员培训班。
开展“预防城市犯罪（反暴力）”讲座，组

织新党员座谈会，就“如何做一名合格的

民主党派成员”展开讨论。召开二届四

次（扩大）会议，通报总支关于开展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

总结及先进个人、中国致公党社会服务

工作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中国致公党

社会服务工作优秀成果上报情况。各专

项组交流课题调研、学习宣传及社会服

务等工作。１１月 １０日，召开二届五次
（扩大）会议，学习中共十九大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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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还对总支开展的“五违”整治及中小

河道治理专项监督工作、社情民意管理

办法进行意见征询。１１月２５日，组织青
年党员参加“走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

２０１７年致公党上海市委趣味运动会。
参政议政。区政协会议中，总支提

交集体提案 ２件，委员个人提案 ７件。
区政协常委、总支副主委华宜代表总支

作“关于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促进宝山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的大会发言，

集体提案“关于把宝山打造成海外人才

创业新高地的建议”作为大会发言书面

交流。年内，各支部重点围绕民生保障、

文化建设、食品安全等方面开展课题调

研，分别完成《以创新促资源整合，开创

宝山旅游新局面》《促进企业无形资产

流转，加快宝山转型发展》《为“一带一

路”产品质量保驾护航的建议》《弘扬宝

山历史文化和地缘优势，把握战略发展

机遇，打造智慧宝山建言》及《关于加强

宝山区汽车服务行业规范化治理的对策

及建议》课题调研报告。参与致公党上

海市委２０１７年内部招标课题工作，完成
《关于实施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爱上海）大型海
派文化世纪工程的设想》《上海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船医疗保障服务体系的调

研》两项课题调研工作。年内共收到党

员递交的社情民意 ６２篇，根据报送内
容，向致公党市委报送４４篇，向区政协
报送５８篇，总支留存４篇。其中：致公
党中央采用２篇，市政协采用１篇，获区
政协领导批示１篇；致公党上海市委采
用１９篇，区政协采用３３篇。推荐２名
党员参加致公党上海市委参政议政部举

办的社情民意培训班，组织党员参加市

委社情民意沙龙活动。

２０１７年５月６日，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参与致公党上海市委爱心义卖活动
致公党宝山总支／提供

民主监督。围绕“五违”环境综合

整治和中小河道治理工作开展专项监

督。对口联系庙行镇及城市工业园区，

组成监督小组，通过现场考察、听取情况

介绍、现场座谈、资料查阅结合日常进度

跟踪的方式进行，重点对庙行镇可盈地

块与段浦河道、城市工业园区金地艺境

北侧地块及新槎浦河道治理情况开展实

地调研，党内政协委员重点考察部队隶

属地块、机场围场河拆违、河道整治情

况，形成监督情况报告上报中共宝山区

委统战部。年内，总支以“支持纯农地区

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开展现场走访、数

据采集和实际情况调查，实地调研罗泾

镇解放村、王家楼村，罗泾镇洋桥村和塘

湾村，形成课题报告并上报区政协。７
月６日，副主委华宜代表总支在宝山区

政协“更高水平城乡一体化”主题论坛

上作交流发言，发言题目为“关于推动纯

农地区经济发展 促进宝山城乡一体化

的建议”。

组织建设。４月２２日 ～２４日，中国
致公党上海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

开，陈亚萍、孙伟华、兰轶东、卢红代表致

公党宝山区总支部出席。总支主委陈亚

萍当选致公党上海市第八届委员会委

员。１０月３１日，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
上海市委主委张恩迪率队到宝山开展调

研工作，与中共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区委

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座谈。年内，组织

新党员参加致公党上海市委新党员培训

班，推荐１名青年骨干党员参加致公党
市委组织部举办的第二十四期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推荐１名青年骨干党员参加
区委统战部举办的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党外
青年骨干培训班。

支部建设。各支部分别开展多形式

的支部生活。２月２６日，四支部召开支
部骨干会议，沟通支部工作、课题方向及

支部活动设想。４月 ２２日，五支部、六
支部联合开展支部组织生活，到嘉定古

漪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及全国“两

会”精神学习座谈会。４月 ２８日，二支
部、四支部联合开展支部组织生活，学习

全国“两会”精神及致公党上海市委第

七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精神，共同观看《景

德镇传统制瓷技艺先导片》。５月９日，
二支部与共建单位陆行中学北校开展交

流活动。５月２３日，三支部课题组成员

就支部课题到漕河泾开发区开展实地调

研。６月３０日，三支部到上海回力鞋业
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８月 ６日，二
支部开展支部组织生活，安排摄影基础

培训讲座。８月１６日，六支部与共建单
位庙行镇野桥村共同开展学习交流活

动。８月２３日，五支部、六支部到宝山工
业园区开展支部组织生活，参观中远川

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１１月２５日，一
支部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参观上海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黄炎培故居及新场古

镇。１１月２５日，三支部、四支部开展支
部联谊活动，学习十九大精神，开展主题

为“在大数据背景下的产品安全与质量

提升”沙龙活动。１２月１０日，二支部与
陆行中学北校到中国３Ｄ打印文化博物
馆开展共建交流活动。１２月１７日，六支
部到区社会福利院开展献爱心活动，为

孤老和孤残老人送上按摩器材和点心。

社会服务。３月６日，总支“情暖侨
心”医疗服务队及志愿者参与庙行镇

２０１７年学雷锋日志愿服务集中行动，为
社区居民提供专业医疗健康咨询服务。

５月６日，组织党员到大宁音乐广场参
加上海致公爱心义卖活动。１２月１０日，
总支２０１７年度“同心助学”活动在云南
大理州宾川县鸡足山镇关李完小学举

行，向关李完小学捐赠价值３６００元的阅
览室桌椅３套，致公党大理州委专职副
主委罗金洪代表两地致公党出席仪式并

向校方授捐赠牌。两地致公党探索建立

“订单帮扶”模式，为跨地域组织协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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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会服务积累经验。 （陈　姝）

■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至年末，宝山
区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区工商联”）有

会员企业４６０６家，镇商会９家、街道商
会３家、园区商会 ２家、行业商会 ６家
（钢结构商会、物流商会、餐饮商会、信息

服务业商会、木材商会、快消品商会）、异

地商会２家（温州商会、萧山商会）。年
内，区工商联微信公众号上线，区工商联

被全国工商联评为２０１７年全国“五好”
县级工商联；《宝山区民营科技型中小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调研报告》《以“不忘初

心，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谱写非公有制

人士理想信念教育新篇章》《宝山区工

商联物流商会：重调研、强联系，积极助

推行业健康发展》分别获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
年市工商联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２０１７
年度上海市工商联基层组织工作十大亮

点、上海市工商联基层组织工作十大创

新称号。有１家企业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状，３家企业获市”五一”劳动奖状，６
人获市“五一”劳动奖状，５家企业班组
获市工人先锋号称号。有１家企业入选
全国民营企业五百强，３家企业入选上
海企业１００强，５家企业入选２０１７上海
民营企业一百强。有４名企业家获第二
届“宝山好人”之“诚实守信好人”和宝

山区“平安英雄”称号，有３家企业和４
名企业家被授予宝山区区长质量奖和质

量提名奖。

２０１７年，区工商联坚持“摸底调查、
正面引导、政企沟通、培训互动、协调推

进、强化服务”，推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从集中性活动向

经常性工作转变。通过“健康跑”“公益

跑”、红色革命教育培训、长征征文竞赛、

观看红色电影、祭扫烈士陵园等活动，组

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开展“不忘初心，重

走长征路”系列专题活动。７月２日，以
“共筑中国梦，做良知企业”为主题，在

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有近６００名江
浙沪企业家和区工商联会员参加的致良

知（上海）学习会。组织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

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
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邀
请市工商联领导和区领导作“工商联执

常委履职专题辅导报告”和区情报告。

贯彻全国、上海市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

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报告会精神，完

成《宝山区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成长环

境研究》。组织青年企业家学习中共十

九大文件精神，举办理想信念座谈会，开

展走进会员企业等活动。主动对接宝山

扶贫对口地区，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赴云南迪庆、新疆叶城等扶贫协作地区

考察，开展扶贫捐助活动。组织会员企

业为区总工会“宝公惠爱心超市”捐款

１００多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区工商
联会员企业各类捐款捐物计８００万元。

区工商联深入企业，联合专业机构

开展“培育民营龙头企业推动宝山区产

业集群发展研究”调研。编印、增印

４０００余册《宝山区企业扶持政策汇编》。
开展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区“双百计

划”等政策培训。１１月１１日，在金仓永
华大酒店，以“前沿科技：民营企业创新

发展的新引擎”为主题举办第十三届长

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区委书记汪泓

在论坛上作“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

路’，实现上海邮轮经济新跨越”主旨演

讲。市工商联副主席汪剑明、市经信委

总工程师张英、市科协副主席李虹鸣，区

领导沈伟民、吕鸣以及各地民营企业家

近６００人参加。贯彻全国工商联、司法
部、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法律三进”

活动的意见》工作要求，与区检察院联合

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和促进宝山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的意见》，举办保障和促进宝

山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推进会，组织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观反腐倡廉教育基

地、续聘法律顾问团并开展法律活动等，

建立月浦镇商会反腐倡廉民营企业教育

基地，以“五建五推进”（建联动合作机

制，推进法律服务体系化；建法律顾问制

度，推进法律服务规范化；建日常工作平

台，推进法律服务常态化；建现代媒体网

络，推进法律服务信息化；建守法用法案

例库，推进以案释法数据化）的创新手

段，推进法律进非公有制企业、进工商联

所属商会、进工商联机关。举办财务管

理、股权激励、企业用工风险防范等各类

专题培训 ８次，有 １０００多人次参加培
训。举办２次中小企业融资对接活动。
组织开展２场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民企公益
招聘暨“春风行动”活动和１次民营企业
专场招聘活动，提供就业岗位 １８００
余个。

区工商联以开展“班子建设好、团结

教育好、服务发展好、自律规范好”的

“四好”商会建设为抓手，全面加强所属

商会建设。开展“宝山区基层商会功能

转型及机制创新研究”调研。通过完善

所属商会秘书长例会制度，发挥工商联

指导和服务作用。以“一会一品”建设

为重点，以“以大带小，以会助小，以专促

小”的“三以工作法”为抓手，组织引导

所属商会通过项目带动、投资拉动、商会

联动，加强对产业集聚的引导和支持。

（沈剑峰）

工会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总工会辖有直
属工会４１家，其中街镇总工会１２个，园
区工会３个，集团工会１个，委办局工会
１９个，行业性工会６个。全区基层工会
２１３８家，其中独立工会２０２６家，联合工
会１１２家，涵盖单位１６３７７个，工会会员
３９６１２７名。区总工会设办公室（财务资
产部）、基层工作部（经审办）、宣传教育

部、权益保障部，另有２家财政全额拨款
的直属事业单位（区职工援助服务中心、

区职工文化活动中心），１家民非组织
（宝山公惠职工事务服务中心）。年内

公开招聘职业化工会工作者６９人。“宝
山工会”网站、微信公众号全年发布信息

４１２篇，阅读量３９万次。推荐、评选产生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１家、工人先锋号 １
家，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７家、五一劳动
奖章２６人、工人先锋号１０家、模范职工
之家９家、优秀工会工作者７人，另有７４
家单位和４４名个人获区级奖项。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总工会成功召开宝

山区推广顾村经验全面推进非公企业工

会改革大会，承办全国工会推广上海顾

村经验观摩交流会等重要会议。全国总

工会发文向全国工会系统推广“顾村经

验”。在工会组建方式、工会经费管理、

职工入会模式、维权服务机制等方面大

胆创新，开创“顾村领跑、全区加速”的

整体格局。全区“双实”（实地、实体）企

业工会组织１７０４家，覆盖６３６６家单位，
建会率为８７％；工会会员２０６万人，入
会率为 ８３％。通过推动体制外职工单
体入会、宣传推广网上入会渠道，共吸纳

企业体制外会员 ４０５人，网上入会 ５８
人；新增“两非一无”（非正规就业、非标

准劳动关系和无单独建会工会）会员

３０００人，１１８８人完成经费收缴及补贴发
放；新增农民工会员７８００人。组建由６３
人组成的宝山工会法律顾问团、工会律

师志愿团、工会法律人才团，做好法律援

助案件调解、仲裁诉讼代理和案件管理，

参与化解劳资纠纷案件 １８４６件，结案
１８２２件，提供法律援助咨询２３００件，参
与２９起重大伤亡事故和严重职业危害
事故调查处理。上报市总工会群体性劳

资纠纷６起，参与调处率１００％，化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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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对接宝山区升级版“红帆港”三
级体系建设，将区职工援助服务中心窗

口服务职能向基层拓展延伸。以区职工

援助服务中心为主轴、１５个街镇园区职
工服务分中心为分轴，３１个楼宇、开发
区、职工密集区服务站，近百家“爱心妈

咪小屋”，６个“户外职工驿站”，６个“上
海工会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辐射全区。

贯彻落实《上海工会劳动保护三年

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组织２５７３个
班组、４５５１８名职工参加“安康杯”竞赛，
推进职工公共安全应急避险知识竞赛、

职业安全卫生防护“工具包”进企业等

工作，工会劳动保护干部基本实现持证

上岗。做好“春送岗位、夏送清凉、金秋

助学、冬送温暖”四大品牌工作。举办

１０场创业宣传活动和３场大型招聘会，
３４７家次企业提供７５８６个岗位。实施市
区两级“大病定帮”“点亮心灯”、重大节

日慰问等帮扶项目，覆盖重大病职工、支

内回沪困难职工、困难农民工、困难职工

子女、低收入职工、劳模 ２６１３人次。发
展工会互助互济事业，全区１４９８万人
参加互助保障计划，为８６１９名企业职工
赠送价值１６１２万元的互助保障。“为
十万职工送专享基本保障计划”纳入

２０１７年区政府实事项目，１１万人参加工
会会员卡专享保障计划，理赔１３８万人
次，给付 ２３７８万元。开展困难职工排
摸，建立５２０户困难职工档案。组织１２１
名劳模参加疗休养和健康体检，落实劳

模帮扶救助、服务管理政策。盘活区域

资源，新办工会会员服务卡２３７万张，
签约合作商户１３０家。举办１７场午间
服务日和网上特惠活动，惠及工会会员

４０５７人次。开展“健康惠职工、工会在
行动”职工关爱系列活动，将流动体检车

开进工地，免费为４８０名职工进行健康
体检；免费派送２３０余个医药保健箱到
重大工程工地、职工服务站点；组织

８０５３名一线职工、有毒有害岗位职工、
公共服务岗位职工、先进工作者、困难女

职工参加健康体检；为１４００名春节留沪
农民工发放通讯费、健康医疗补贴１４万
元；举办心理讲座７５场，惠及职工３０００
多人。开展１２场社区为老服务活动，发
放老年优待证１４万张。为８２９家单位
换领新版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成立“宝山工建服务党建联络员志

愿者服务团”，构建区级服务总队－街镇
园区服务分队－企业服务小组的三级服
务体系，１１２名由党员工会干部担任的
党建联络员深入园区企业、车间班组，从

“宣传党的政策、协助党员管理、指导党

群活动、助推企业发展、协调化解矛盾”

五方面开展工作，先后走访 １６６５家企
业，组织参加各类党群活动４６８０人次。
成立由劳模、律师、教师、医师等７支志
愿者队伍组成的志愿服务联盟，开展“服

务居民心连心”“美化环境我先行”等活

动。依托“宝公惠爱心超市”，组织发动

３０余家爱心企业捐助爱心款近 ２００万
元。组织开展“红五月”系列职工文体

活动、“庆祝十九大”职工书画展、“走上

新征程、工人有力量、共筑中国梦”学习

宣传十九大精神先进职工文化进企业巡

演等活动。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创

评全国、市、区五一劳动奖状，五一劳动

奖章，工人先锋号１５４个，选树３名“上
海工匠”，创评２家市级“劳模创新工作
室”、１家市级“技师创新工作室”、２家
市级“巾帼创新工作室”、３家区级“劳模
创新工作室”。

开展群众性科技创新、技能提升活

动，获评市级合理化建议优秀成果奖、合

理化建议创新奖、先进操作法创新奖 ５
项。推进区职工教育培训体系建设，上

海宝世威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培训基

地获评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点，新建

１３家“职工书屋”，给予专项补贴５６万
元。推进ＥＢＡ培训等职工教育项目，４０
人次晋升技师、高级技师，一线职工授权

发明专利奖励 ５４个。对 ６０家企业、
１２８８个职工素质提升项目进行备案审
核。开展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活动，参与

全国道德模范、宝山区爱岗敬业好人、

“青创先锋、青春榜样”创评。创新职工

文体活动方式，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

式，近５万名职工群众参加“幸福宝山
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走、市总工会

班组文化大赛、“文体惠职工工会在行

动”———邀请职工看话剧和十大职工体

育赛事等活动。宝山职工原创文艺节目

获评市总工会“中国梦·劳动美———我

要上五一晚会”３个金、银奖，区总工会
获优秀组织奖，９项读书活动入选第十
九届上海市读书节。组织开展“带幅春

联回家乡”———上海工会文化惠民系列

活动宝山站专场，为外来务工人员赠送

春联２０００余份。

■开展职工劳动竞赛活动　从２０１６年７
月开始，宝山区各级工会在各行各业组

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分总赛区和

分赛区，由区总工会负责总赛区相关工

作，各直属工会成立相应劳动竞赛分赛

区，开展群众性劳动竞赛。全区共开展

２０５场形式多样的职工劳动竞赛，其中
管理类劳动竞赛２９场、科技类劳动竞赛
１７６场。

■吴振祥劳模带教工作坊揭牌　２月１３
日，区总工会在顾村镇举行吴振祥劳模

带教工作坊揭牌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洪浩和中共宝山区

委书记汪泓为工作坊揭牌，市总工会党

组书记莫负春为吴振祥劳模颁发聘书。

吴振祥劳模带教工作坊是宝山区全面推

广非公企业工会改革工作的一个重要载

体，通过吴振祥劳模创新工作室与部分

街镇园区总工会和基层工会结对、吴振

祥劳模与相应单位工会干部进行带教活

动，将吴振祥在探索非公企业工会改革

工作中的一些好的做法与经验进行分

享，帮助各街镇园区探讨研究如何结合

工作实际创新推进非公企业工会改革工

作，从而推动全区非公企业工会的改革

创新。

■举办春季大型招聘会　３月１１日，由
区总工会主办，市总工会职工援助服务

中心协办，区职工援助服务中心承办的

“百企千岗进社区，真情援助你我

他”———２０１７年宝山工会春季大型招聘
会在区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市总工会

副主席姜海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总

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等领导到场

指导。招聘会上共有２２６家用人单位提
供５０００余个工作岗位，涵盖管理类、技
术类、普工类等，涉及操作工、行政、财务

管理和销售等各个层次和领域，吸引大

学毕业生、外来务工和再就业等不同人

群５４００余人次前来应聘。据统计，共有
２５４５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求职意向，
企业意向录用７８７人。

■推广顾村经验全面推进非公企业工会
改革启动　３月２９日，宝山区推广顾村
经验全面推进非公企业工会改革大会在

区委党校召开。市总工会主席莫负春、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出席

会议并讲话。宝山区开展非公企业工会

改革工作，是为了破解联系服务职工群

众的瓶颈问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提升工会组织

影响力，增强职工群众认同感和获得感，

凝聚广大职工为实现“两区一体化升级

版”奋斗目标和“魅力滨江、活力宝山”

发展愿景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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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文体惠职工·工会在行动”职
工健身十大赛事　年内举办职工健身十
大赛事，主要有职工体育舞蹈、健康三打

一、桥牌、乒乓球、羽毛球、上海职工男子

篮球三对三、钓鱼、游泳、“幸福宝山路，

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走之“明日宝山

路”和“穿越宝山路”等，１０万余名职工
会员参加运动，强身健体。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８日，宝山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举行 摄影／万晶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６日，全国工会推广上海顾村经验观摩交流会在宝山召开 摄影／万晶

■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
会　４月２８日，宝山区“咱们工人有力
量”———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

会在区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区委书

记汪泓出席大会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

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区委

副书记周志军，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朱礼

福，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王丽燕出席大

会并为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颁奖，市总

工会副主席何慧娟到会致辞。

■全国工会推广上海顾村经验观摩交流
会召开　５月２６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
顾村召开全国工会推广上海顾村经验观

摩交流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上海市

委副书记尹弘出席并讲话。全总书记处

书记张茂华主持会议。上海市总工会党

组书记、主席莫负春，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周志军、袁罡、王丽燕及来自全国各

地的工会干部出席会议，与会者还实地

调研顾村镇职工服务中心和上海法维莱

交通车辆设备有限公司工会。当天，上

海市总工会同步出台《关于推进上海非

公有制企业工会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兼职工会主席履职

津贴实施办法（试行）》。

■宝山区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９
月２６日，宝山区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
区委党校召开。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

席莫负春，市总工会秘书长宋钟蓓，宝山

区领导李萍、丁大恒、周志军、袁罡、王丽

燕、张晓静等到会祝贺。应邀出席大会

的还有兄弟区总工会领导、区总工会直

属工会所在单位党委领导、区总工会历

届老领导、区群团组织单位领导和在宝

山区的部市属企业工会领导代表。全区

３００多名代表参加大会。王丽燕代表区

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作题为《以深化改

革为引领，以服务职工为根本，在“两区

一体化升级版”现代化滨江新城区建设

中彰显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工作报

告。会议选举王丽燕为区总工会第七届

委员会主席，选举李中政、戴建美、赖拥

军、沈晓东、万慧云为副主席。

■举行“中国梦·劳动美”上海职工书
画展　１０月１８日，市总工会、区总工会、
市工人文化宫、市职工文体协会、区文广

局共同举办的“中国梦·劳动美”上海

职工书画展在区文化馆举行，共展出

７４０余幅作品，展出时间半个月。开幕
式上，市总工会副主席李友钟，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

丽燕，市总工会宣教部部长陈必华、区文

广局局长王一川等领导共同启动书画

展，３００余名上海职工书画爱好者参加
并参观书画展。

■举办“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
健康走活动　１１月 １８日，“幸福宝山
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走活动表彰会

在罗泾镇千亩涵养林举行，市总工会、区

四套班子领导、区相关部门领导以及基

层职工群众代表、获奖代表３００余人参
加活动。区总工会与区文明办、区方志

办、区发改委、区旅游局、区体育局等单

位合作，联合开展“幸福宝山路，文明修

身行”主题健康走活动，将运动健身、知

识答题、团队拓展、履行社会责任等结合

起来，引导职工群众了解宝山、关心宝

山、建设宝山。据统计，共有 １５００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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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９０００多个团队、１１万多人次参与
活动。爱心捐步是健步走活动中的一个

特别设置，竞赛者可以把自己的步数捐

出来，爱心企业家认领这些步数，捐出同

等数量的善款，用于支持工会帮扶工作。

在第三期活动中，有１２２００人捐出步数，
３３家爱心企业认领捐步，捐出善款近
２００万元，主要用于“宝公惠爱心超市”
工建服务党建社建项目。

■举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工会系列宣讲首场报告会　１１月
１８日，党的十九大代表、中共宝山区委
书记汪泓到区委党校大礼堂，为全区各

级工会干部、劳模、非公企业职工代表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会。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王丽燕主持报告会。区总工会制定《学

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工作方案》，提出

“五个一”系列活动：一系列“永远跟党

走”十九大精神学习活动、一系列“共筑

中国梦”职业道德建设活动、一系列“走

在新征程”新媒体宣传活动、一系列“工

人有力量”职工文化展示活动、一系列

“当好娘家人”职工服务活动。

（万　晶）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４日，宝山区“青春运动力”青年职工体育服务项目启动仪式举行 团区委／提供

共青团
■概况　至年末，全区户籍人口中１４周
岁～２８周岁人数共有１０２０９６人，１４周
岁～３５周岁人数共有２０２１０４人；常住人
口中１４周岁 ～２８周岁人数共有１９８６６５
人，１４周岁 ～３５周岁人数共有 ３６３６９１
人。全区共有各级基层团组织 １８４６个
（包括“两新”团组织１０２７个），其中团
委、团工委３４个，团总支２１个，团支部
１７９１个。全区共有团干部１６８５人，团籍
关系注册在宝山区的团员数２１３６７人。
根据团区委机关人员“２＋１”要求，遴选
２名有基层群团工作经验的团干部进入
公务员队伍；组织部委派３名基层优秀
青年干部挂职部门副职；初步形成以青

联委员、青年社会组织负责人、热心青年

为核心的机关工作志愿者队伍。全区

１２个街镇团（工）委书记全部实现公务
员、专人专职专岗配备。２０１７年，团区
委以全面贯彻落实群团改革精神为指

引，聚焦党政中心工作，推进从严治团，

服务青年成长成才，团结凝聚全区各界

青年，推动各项工作在新起点上不断前

行。加强思想引导，组织举办“第十三期

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班”，举行

“青春喜迎十九大 不忘初心跟党走”宝

山区纪念五四运动９８周年暨建团９５周
年主题集会，每周日在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馆开展“国旗下成长”青少年升国旗

活动。注重青年培育，于６月启动实施
“青年人才成长计划”系列活动，包括

“我的成长观”ＴＥＤ演讲、机关“好支部
好党员”先进事迹宣讲、“青声说”辩论

邀请赛、“悦读阅享”读书荐书论坛和青

年干部党性修养教育培训等五项主题活

动。持续从严治团，完成“百万团员网上

大报到”工作，深化开展“１＋１００”（指密
切专职、挂职、兼职团干部与基层一线普

通团员青年联系的一项工作，要求每名

团干部经常性直接联系不少于１００名不
同领域的团员青年）团干部直接联系青

年工作。结合“学习总书记讲话、做合格

共青团员”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我的青

春我的梦”主题征文活动。召开共青团

上海市宝山区第十次代表大会，完成换

届工作。团区委“关爱青春同沐阳光”

来沪青少年青春期技能培训项目获上海

市最佳志愿服务项目，被评为２０１６年 ～
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志愿者服务“４个 １０”
先进典型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团区委被

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共青团上海

市委员会评为上海市互联网企业团建示

范单位；被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

青年联合会、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少先队

上海市工作委员会评为“青春喜迎十九

大接续奋斗中国梦”微视频接力活动优

秀组织奖。“青春宝山”微信公众号被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评为“上海市共青

团十大微信公众号”。顾村镇菊泉基本

管理单元青年突击队和宝山区城市网格

化综合管理中心青年突击队被评为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青年突击队”。宝山
区青少年事务社工站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度
优秀工作站；团区委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度上
海市少先队工作先进区。８人获评２０１６
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个人）”，３
人获评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优秀共青团
员”，５人获评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优秀共
青团干部”。

■宝山区域化青年志愿服务联盟成立　
３月２日，“志愿服务，我的生活新方式”
宝山区志愿服务联盟成立暨供需对接活

动在中成智谷创意产业园举行，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潘敏，市总工会

巡视员杜仁伟，宝山区领导汪泓、周志

军、朱礼福、李峻、王丽燕、陈筱洁、沈天

柱等出席。区域化团建联席会轮值主席

单位、中国宝武团委作为代表，接受区域

化青年志愿服务联盟牌匾。宝山区域化

青年志愿服务联盟是由宝山区域化团建

联席会成员单位组成的青年志愿服务联

合体，包含区域内驻区高校、冶炼建设、

社会事业、口岸边港、金融贸易、部队政

法、交通通讯、地区单位等７７家各级各
类团组织。活动外场志愿服务集市上，

来自宝山区域化青年志愿者联盟的志愿

者们，为市民提供测量血压、康复推拿、

肩颈按摩、医学咨询、应急救援知识宣

讲、心肺复苏操作体验等服务。普莱德

青年应急救援服务项目、宝山区“互联网

＋社区”模式青年中心建设项目以及
２０１６年区百佳志愿服务项目《“园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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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医教结合》等在现场进行项目展示

和服务。

■“青年护河”行动启动仪式暨“绿汇罗
店”造林护河公益集中行动举行　３月
２６日，由市教育发展基金会“阳光慈善”
专项基金会、区水务局、团区委、罗店镇

共同主办的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青年护河”
行动启动仪式暨“绿汇罗店”造林护河

公益集中行动在罗店镇练祁河旁拉开序

幕。市教育发展基金会“阳光慈善”专

项基金会理事长（上海师范大学原校

长）杨德广等出席活动。仪式中，来自区

水务系统、青年党员、区域化团建单位、

区委办局、街镇园区、区青联，以及大学

生村官等青年志愿者组成的７支志愿服
务队，从领导们手中接过青年护河行动

志愿服务队的旗帜并响亮宣誓。上海市

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张宏莲向公益植

树的爱心青年代表、区青联副主席、上海

金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郁春

生颁发证书。杨德广与罗店镇镇长申向

军共同带头种下第一棵公益树苗，启动

宝山区“青年护河”行动之“绿汇罗店”

造林护河公益集中行动。志愿者们在练

祁河畔共同栽种下由“绿汇罗店”造林

护河公益集中行动募集善款所购买的公

益树苗。

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领巾喜迎十九大，童心追梦共成长”———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少先队庆祝“六一”
国际儿童节主题集会在宝山区少年宫举行 团区委／提供

■“社工联校”项目启动仪式举行　３月
２８日，“社工＋青联”升级版“社工联校”

项目启动仪式在行知外国语学校举行。

团区委副书记、区青联副主席郁梦娴等

领导和专家，区青联委员代表、行知外国

语学校师生代表，以及区全体青少年事

务社工１００余人出席。市阳光中心青少
年事务宝山工作站站长左可红介绍区站

情况及“社工 ＋联校”工作。市阳光中
心青少年事务宝山工作站、行知外国语

学校、区青联委员代表共同启动“社工＋
青联”升级版“社工联校”项目。市阳光

中心总干事范惠娟作为社会工作专家对

项目工作提出寄语，团区委副书记郁梦

娴和区教育局副局长陆荣林分别发表讲

话。仪式结束后，华山医院北院团委、普

莱德青年应急救援服务中心带领出席的

行知外国语师生开展应急救援实践课

体验。

■纪念五四运动９８周年暨建团９５周年
主题集会举行　５月３日，“青春喜迎十
九大 不忘初心跟党走”宝山区纪念五四

运动９８周年暨建团９５周年主题集会在
区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区委书记汪

泓，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团市委兼职副书

记于杰，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王丽燕，区政协副主席张晓静出席，来自

全区各街镇、委办局领导，区域化团建单

位团工作负责人及各行各业优秀青年代

表共计３３０余人参加。区委书记汪泓代
表区四套班子，向全区各级共青团组织

和广大团员青年致以节日的问候，团市

委兼职副书记于杰致辞。会上，获２０１６
年度“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上海市优

秀团干部”等市、区级荣誉的优秀青年代

表接受表彰。３０名新发展团员进行集
中入团宣誓，在场所有团员青年一起重

温入团誓词。会前，区领导和团市委领

导接见优秀青年代表并合影留念。

■区第十三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读书班开班　７月 １日，由区委老干部
局、区关工委、区委党校、团区委、区教育

局和区文明办联合举办的“宝山区第十

三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班”

正式开班，读书班各主办单位领导、全体

指导老师以及 ４５名学员参加开班式。
开办仪式上，团区委向学生赠送书籍。

该期读书班为期６天，既有集中辅导也
有课后自学，既有理论学习也有社会实

践，既有学员小组座谈也有与指导老师

交流互动，旨在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学习培训，让学员们掌握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的基础知识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开展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　
７月２９日，２０１７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
手活动拉开帷幕，活动为期８天，新疆叶
城县２００名师生参加活动。区合作交流
办、团区委整合区内资源，联合区教育

局、区公安分局、区卫计委、区民宗办、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全力保障活

动安全有序开展。在这次活动中，组织

参观上海玻璃艺术博物馆、宝山国际民

间艺术博览馆、长江河口科技馆、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等具有宝山特色的标志性场

馆，体验“魅力滨江、活力宝山”的区域

特色，同时组织参观东方明珠和中华艺

术宫等上海标志性场馆，并在罗店中心

校开展进校联谊和区少年宫联欢会

活动。

■共青团与区政协“面对面”活动举行
　８月 １日，主题为“推进青年电商创
业”的共青团与区政协“面对面”活动在

高境镇长江软件园青年中心举行。区政

协副主席、区农工党主委罗文杰等领导

出席，区政协委员、区青联委员代表、高

境镇创业青年代表等４０余人参加活动。
座谈会前，一行人参观升级版“红帆港”

党群服务站暨长江软件园青年中心和上

海优尔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施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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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航空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等园区重

点企业。“面对面”活动座谈会上，青联

委员徐凯代表宝山区“支持青年电商创

业”调研小组介绍前期调研情况。区商

务委副主任蒋恬逸结合调研小组成果报

告，介绍宝山区电商产业发展现状。区

青联委员代表、高境镇创业青年代表围

绕主题进行交流。２０１６年５月，团区委
成立“青年电商创业”调研小组，通过排

摸调研、参观座谈等形式开展调研，于

２０１７年１月形成“宝山青年电商创业调
研报告”。

■共青团宝山区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
　８月２８日，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第十
次代表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中共宝山

区委书记汪泓，团市委书记王宇，中共宝

山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萍，区政协主席丁大恒等领导

出席开幕式，来自全区各行业、各系统的

２５１名团员代表参加大会。应邀出席开
幕式的还有各区属团组织所在单位主要

领导和分管领导，区各群团组织主要领

导，各兄弟区团委负责人，区委、区政府

相关部门负责人，历届团区委书记、副书

记及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共１７０余人。孙
兰代表九届团区委向大会作题为《以改

革创新精神推动共青团事业新发展 为

“两区一体化”升级版滨江新城区建设

作出新贡献》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

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第十届委员会。

■举办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１０月 ９
日～１４日，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和团
区委联合举办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共青团干
部和青年（青联委员）党性教育专题培

训班，５０余名来自全区各基层团组织的
团干部、青联委员及区域化团建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团组织负责人参加培训。培

训班注重结合青年特点设计课程，注重

锻炼能力实现自我管理，注重跨界跨层

促进团建交流，分为党校培训与全国青

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学习两个

阶段。

■“我的成长观”演讲大赛决赛举行　
１１月２日，２０１７年“青年人才成长计划”
系列活动总结暨“我的成长观”宝山区

新进公务员及年轻干部 ＴＥＤ演讲大赛
决赛在宝山实验学校举行。区委常委、

区委组织部长李峻等领导，组织活动的

区委组织部、区级机关党工委、区委党

校、区公务员局和团区委相关领导，各单

位组织人事、团组织分管领导，组织人事

部门负责人，各区属团组织负责人和部

分机关团支部书记约１５０人参加活动。
来自区委宣传部的周洁获一等奖，彭渤、

宁斐斐、郭万千、朱莹获二等奖，许瑾、张

佳妮、何飞、俞佳璐、胡靓、浦陆获三

等奖。

■举办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小学生“爱心暑
托班”　团区委为解决暑期子女“看护
难”问题，在 １２个街镇共计开设 ２４个
“爱心暑托班”教学点，为期两个月共计

４８个班级，服务学生２０００余名。各教学
点免费配送课程共计４６３节，内容涵盖
自护训练、科学普及、文体锻炼及健康护

理等，成为学生“第二课堂”。（沈亦沁）

妇联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街、镇妇联１２
个，村妇联１０２个，居民区妇联 ３４１个，
园区、委办局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 ２３
个。年内，完成区妇女儿童发展指导中

心选址，建成宝星社区幼儿托管点，完成

２０１７年市政府实事项目。深化妇女之
家建设，主动融入党建、社建、群建“三建

融合”格局中，以杨行镇东街村妇女之家

建设为试点，在居村层面推进“妇女议事

会”制度建设，全区有居村妇女之家５２１
个，“妇女议事会”５１３个，议事１３８３件，
解决问题 １１５０件。宣传推广精彩人生
女性终身学习计划，完成３４０名“女性享
学吧”学员招生和 ８７１５名“上海女性”
会员注册工作。召开“巾帼建功、双学双

比”工作会议，推进城乡妇女发挥聪明才

智，为宝山经济社会建设多作贡献。杨

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等２０个巾
帼文明岗组建宝山区巾帼志愿者服务联

盟，共同推出“相约星期三”、垃圾分类

宣传教育等２０个服务项目。发挥传媒
宣传作用，在第５期《上海妇女》“妇工
园地·宝山篇”专栏上发表《爱的坚

守———记宝山“五心妈妈”志愿服务行

动》《传扬时代好家风》《群团改革，让基

层妇联执委成为闪亮群体》３篇文章，集
中展示区妇女工作成效。“爱心伴成长，

女企业家公益行”活动在《新华每日电

讯》宣传报道。参与“社区通”建设，下

发《关于参与“社区通”平台建设工作的

实施意见》，通过“社区通”开辟“妇联之

窗”专栏或定期推送妇联工作信息和服

务信息，提高妇联工作的效率和影响力。

区推送的“爱阅屋绘本阅读体验中心”

项目获“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女性创业大赛”

最具潜力项目三等奖。

■开展“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坚持
妇女过节、妇联服务理念，开展丰富多彩

的庆祝活动。２月２７日，组织老妇女工
作者“回娘家”活动，举办《隔代教育的

艺术》专题讲座。３月５日，与上海市女
摄影家协会、区文化馆合作，举办“她”

镜中的平等———沪上女摄影家作品展，

首次以摄影作品方式向社会公众宣传男

女平等的基本国策，通过在罗店、大场、

淞南等地区巡展，吸引万名社区群众观

展。３月６日，在《宝山报》刊登区委书
记汪泓致全区妇女同胞的一封节日贺

信。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１０７周年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演讲会，
表彰市、区各类先进集体和优秀女性。

制作“魅力女性，活力宝山”优秀女性及

先进集体宣传展板，通过基层巡展，展示

巾帼女杰时代风采。连续６年与区委组
织部共同开展走访慰问援驻外干部家属

活动，为５名援驻外干部家属送上“娘家
人”关怀。依托区“妇儿关爱专项资

金”，开展节日走访慰问活动，为７６名生
活困难的历届老三八红旗手送上慰问金

３８万元。３月１７日，举办“悦慧生活，
悦慧工作”处级女干部庆“三八”插花艺

术实践活动。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年内，各级
妇联维权窗口共受理来电、来信、来访

３７３件。开展“热心妈妈”维权预警员增
能项目，为２５５０名热心妈妈举办３４场
增能培训，收集并编写“热心妈妈”工作

案例集。在杨行等 ６个街镇挂牌成立
“热心妈妈”工作室，通过建立工作室、

议事会、工作坊及优秀案例宣讲等活动，

为“热心妈妈”队伍搭建平台、夯实阵

地，提升队伍归属感。１月 １７日，召开
“知心妈妈”工作推进会，适时调整９８人
的“知心妈妈”志愿者团队。“知心妈

妈”工作室为信访女性提供专业的情绪

疏导和心理咨询服务，共有３０余名信访
女性接受专业服务。１２月 ５日，举行
“宝家护航”妇女儿童维权联盟行动启

动仪式，组建巾帼律师志愿服务队，推进

“平安家庭”创建。区法院婚姻家庭纠

纷调解室共受理案件 ２００件，调撤 ２００
件，调撤率１００％；区妇女儿童维权合议
庭受理案件７０１件，调撤３０５件，调撤率
４３５％，其中引用《妇保法》判案５６件。
牵头与区人保局、区总工会、区劳动监察

大队联合开展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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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抽查用人单位２２家，涉及女职工
２３７６人，切实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３
月５日，携手区文明办、区司法局、区法
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等部门联合举

办“三八”维权周广场咨询服务活动，受

益人３０００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４０００
余份。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开展儿

童食品、用品安全专项检查，对区机关幼

儿园、宝乐汇、绿地超市等单位开展检查

２２２户次。发挥区“家好月圆”婚姻家庭
咨询服务室离婚劝和功能，共接待离婚

夫妻２５８９对，其中法律咨询 ７２０对，心
理疏导１７２对，离婚劝和１６４对，成功５６
对，劝和率３４１５％。

■开展帮困和助学活动　争取各方资
源，为困难妇女儿童家庭排忧解难。依

托市妇联为 ５３名妇科重症妇女、４７名
市老三八红旗手、３４名准孤儿发放慰问
金１８７万元。依托区慈善基金会，为全
区２９９名困难学生，发放“金永良夫妇”
“解放日报”“玉佛寺”等专项助学款

８４７０５万元。通过区综合帮扶为２６名
妇科重症妇女发放帮扶金 ６６６万元。
元旦春节期间，区妇联为２４１名困难妇
女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３０万元。为全
区２１４１名１８岁以下低保家庭儿童每人
发放１００元文化福利补贴，共计 ２１４１
万元。连续４年开展“恒爱行动”，为新
疆小朋友送去爱心毛衣３４０件。开展对
口支援新疆叶城“暖新行动”，联手爱心

企业为叶城贫困家庭小朋友送去爱心衣

服近１３００件。６月１日，与区慈善基金
会、区社会工作党委、总工会、团区委、区

党建服务中心合作，由区女企业家协会

承办“三建融合”项目———“爱心伴成

长，女企业家公益行”活动。３１名爱心
妈妈与 ３６名自强少年共聚一堂制作
陶艺。

■推进政府实事项目　（１）连续第１０年
开展为退休和生活困难妇女免费安排妇

科病、乳腺病筛查政府实事项目，为２６
万名妇女提供免费筛查。（２）做好“姐
妹情”关爱互助保险办理工作，共为

６２９万名妇女办理姐妹情关爱互助保
险，金额２４５８２万元；为３３名患病妇女
办理保险理赔，理赔金额 ６１５万元。
（３）开展“姐妹帮姐妹———巾帼公益光
明行”活动，为庙行、高境、顾村、杨行等

地区的困难老年妇女开展免费眼病普查

和眼睛保健宣教服务，完成检查 １１１９７
人次，查出各类眼病 １３４７人，其中 ７１７

人享受光明集团“光明基金”免费检查，

４９０人得到“光明基金”全额资助的免费
白内障手术。（４）３月８日，举办“春风
助力，筑梦人生”宝山区第六届女性职介

专场招聘会，４０家企业提供１４１个大类
６１２个岗位，收到简历２８５份，初步达成
就业意向 １０６人。（５）３月 ８日，举行
“海纳百创，巾帼展风华———女性创业体

验杨行专场”，帮助广大妇女了解就业形

势，知晓创业政策，拓展就业渠道，维护

自身权益。（６）以街镇家庭文明建设指
导服务中心为平台，在全区形成２＋１菜
单式服务配送，即“巾帼大学堂”———万

名妇女教育培训项目、“邻里一家亲”关

爱独居老人项目和１个自选项目，下拨
项目资金 ２７５７万元，服务覆盖 ４４８个
小区，服务地区家庭３６１７５户。（７）委托
区早教指导中心和上海绿蜻蜓青年公益

发展服务中心，开展家庭教育六大类主

题讲座，全区共举办讲座７２场，直接受
益人数５４４０人。（８）主动承接政府转移
的公共服务职能，开展 “巾帼秀沙

龙”———老三八红旗手关爱、“绿”分享

等妇女儿童家庭服务项目，涉及项目总

金额３８４９１万元，服务人群７０００余人。
（９）承接上海市妇女儿童服务指导中心
的２１场“百场公益讲座下基层”项目，全
区１３１０人聆听讲座。

■加强组织建设　５月１０日 ～１２日，与
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宝山区

第七期优秀女青年干部培训班，６７名优
秀女青年干部参加培训。邀请区委常

委、副区长苏平作“区情报告”、市妇儿

工委办副主任竺倩伟作“贯彻男女平等

基本国策，推进与社会性别主流化”报

告。６月２７日，组织女企业家走进“光
大”活动，参观亲和源·康桥爱养之家。

９月１３日，举办全区妇联系统骨干网宣
员培训会，３０余人参加培训。１１月 ３
日，在杨行镇东街村召开服务型妇女之

家创建工作现场推进会，通过现场观摩、

示范引领，为居村妇女之家建设提供宝

贵经验。１１月１６日 ～１７日，举办妇女
干部培训班，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

新时代妇联工作新思路、新方法、新作

为，街镇妇联主席，园区、委办局妇工委

主任３６人参加培训。组织杨行镇、顾村
镇等８００多名妇女参加“农村女性智慧
课堂”，组织５１人次的妇联系统干部参
加市妇联第４５期、４６期“妇女与发展”
系列讲座。组织１６名学员参加市妇联
街镇、居村妇联主席示范班、第四期女大

学生村官专题研修班等。推荐２名优秀
女干部参加市委组织部、市妇联联合举

办的第８期女性人才开发专题培训班。
依托开大女子学院宝山区学习中心，开

设社区管理（家政方向）大专学历班和

瓷绘工艺、形体礼仪、古琴３个素能提升
班，１８８人参加学习。

■开展家庭文明建设　４月２５日，与市
科学育儿基地、区教育局联手，在罗店镇

小天鹅幼儿园举办“儿童安全，家园携

手”科学育儿进社区活动，向２００名幼儿
和１００多名家长普及儿童交通安全知
识。７月１０日～１９日，与市慈善基金会
宝山分会、区旅游局、上海吴淞口开发有

限公司联合举办“分享快乐、童梦启

航”———宝山区第五期亲子滨江游活动，

２６６５名家长及儿童参加活动。围绕“寻
找最美家庭”主题，结合“海上最美家

庭”推荐活动，培育一批崇尚生活、温馨

和美的先进家庭。１０月２４日，表彰宝山
区第二届“好夫妻”评选活动中当选的

１００对“好夫妻”和“十佳好夫妻”。连续
７年在重阳节期间组织各级妇联，开展
“邻里一家亲，关爱独居老人，巾帼志愿

者在行动”，为独居老人送上１８４５份重
阳糕和祝福卡。围绕“绿色行动进家庭，

我家的护苗故事”主题，开展微视频征集

评选活动，共收到作品７３件，《奚语韩亲
子共读时刻》获“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家庭创
意亲子阅读微视频”优秀奖和人气奖。

１０月２５日，与区总工会、区教育局、区卫
计委、区科委、区司法局、区绿化市容局

联合举办第十九届家庭教育宣传周咨询

服务进社区活动，为居民提供家庭教育、

婚姻家庭、优生优育、家庭科普、法律咨

询等服务，发放７００多件宣传资料和宣
传品，参与人数２８０多人。

■实施妇女儿童“十三五”规划　做好
区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提案办理工作，共

办理涉及妇女就业、幼儿托管、母婴公共

配套设施建设等政协提案７件。５月１２
日，举办“家庭亲子阅读社区行”，４０对
孩子和父母组合，共享阅读的快乐。１１
月２０日，举行“为社区配备儿童阅读书
架”实事项目启动仪式，年内配备２０９个
读书架，拨付经费２０９万元。（杜　红）

其他团体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
员会　至年末，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
宝山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

０２１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书书书

会”）共有同学 ５人，年内去世 １人。５
名同学平均年龄为 ９２岁，其中 ９５岁
（含）以上 ２人。鉴于黄埔同学年老体
弱、行动不便，工委会主要工作是关心和

服务黄埔同学，为黄埔同学排忧解难，安

度晚年，及时传递各种时事和信息，协助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及中共宝山区委

统战部起到关心沟通、协调好黄埔同学

之间关系的桥梁纽带作用。

走访慰问。全年共走访近６０人次，
开展“冬送暖、夏送凉”、元旦、春节、劳

动节、中秋、国庆、重阳节例行走访活动，

送上慰问金及慰问品近４万元（包含上
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每逢同学生日，

上门走访并送上生日慰问品及生日贺

卡。为每名同学订阅《健康财富报》《团

结报》《上海老年报》及《台湾周刊》。协

助市同学会做好区工委会同学定期经济

补助申请及５名同学享受政府免费家政
服务情况调查统计工作。

组织活动。春节前夕，组织黄埔后

代及亲属参加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举办

的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
新联欢会。５月１０日，组织黄埔后代及
亲属到上海大学聆听上海大学音乐学院

素质教育成果展示周“亲情中华”上海

老歌三人行讲座。８月１３日，组织黄埔
后代及亲属到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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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周年活动，共同缅怀抗战先烈和遇
难同胞并向抗战先烈献花。１１月２日，
组织黄埔后代及亲属到上海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黄炎培故居及新场古镇开展学

习教育活动。１２月５日，组织部分黄埔
后代到区社会主义学院聆听冬季中医养

生专题讲座。 （陈　姝）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根据
２０１１年侨界普查数据预估，２０１７年宝山
侨情为：归侨３４９人，华侨５０４３人，外籍
华人５３４５人，港澳居民１１９６人，留学及
归国人员３６６８人；侨眷、港澳同胞眷属、
“新侨人士”眷属等４７４９１人，以上共计
６３０９２人。全区有各类侨企９０余家。年
内，大场镇侨联获“上海市示范街镇侨

联”称号，大场镇侨联志愿者钱中流获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志愿服务先
进”称号，高境镇侨界人士朱成妹获“宝

山好人”称号。

坚持思想引领，组织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１２月 ５日，举办以
“不忘初心、团结奋进”为主题的专题辅

导，区侨联主席班子成员，区侨联常委、

委员，各街镇侨联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以及各街镇侨界人士代表近百人出席。

邀请区社院常务副院长、区委党校副校

长、宝山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

讲团成员陈晓峰授课。

开展各类活动。６月１６日，区侨联
召开第六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区

委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出席会议。会

议选举曲国莉为宝山区侨联第六届委员

会主席。区侨联主席班子实行专兼对接

机制，在全市率先实现主席班子的专兼

对接工作机制。１０月２５日，举办“庆十
九大、迎敬老节”侨界人士戏曲专场汇

演。张庙街道侨联、友谊路街道侨联、高

境镇侨联、杨行镇侨联、淞南镇侨联参与

表演，各街镇侨界老年朋友共２６０余人
观看演出。１１月２日，征集侨界人士书
画作品，参与区委统战部组织的“喜迎十

九大 活力新宝山”艺术展。

推进“侨联青委会、新侨创业实践基

地、新侨驿站、侨之家和基层侨联展示交

流平台”等六大平台建设。４月，上海歆
慧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成功挂牌“上海市

新侨创业实践基地”，公司董事长杨炀作

为基地创始人及上海市侨联“创业导

师”，帮助新侨人士了解上海市的创业环

境，通过搭建“目标导向、专业引领、共同

成长”平台，整合新侨资源，凝聚侨企力

量，实现“侨帮侨”这一崭新服务模式，

提升侨联组织服务新侨、服务宝山经济

发展大局的能力与水平。６月 ８日，区
侨联支持上海逸仙画院举办“风韵滨江

六人行”书画邀请展，沪上知名画家毛国

伦、胡炜等参加展览。７月７日，罗店镇
侨联举办“纪念抗日英雄戴安澜将军殉

国７５周年书画展”。８月 １７日，接待
“亲情中华”台湾青年学生夏令营活动，

区侨联作为协办单位，组织学生参观上

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长江河口科技

馆和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１１月１７日，
张庙街道侨联举办戏曲沙龙成立１５周
年戏曲汇演活动及书画展。大场镇侨联

“侨之俏”艺术团，成功竞标宝山区公共

文化资源调配项目。

做强“侨界至爱”为侨服务品牌。７
月３１日，完成全区６６名老归侨情况摸
底、统计、入库工作。７月 ～８月，开展
“夏送凉”活动。１０月１９日，组织老归
侨等参与“早期归侨健康体检”，服务８２
人（次）。１２月５日，邀请著名中医专家
张流秀作中医健康讲座。开展“早期归

侨援助项目”“老归侨回家过年”“侨界

至爱———医疗法律咨询服务”“喜看宝

山新变化”等实事项目，合计服务 １０００
人（次）。１月１２日，组织 ４０名老归侨
共度新春佳节。１０月２１日，区侨联与农
工党在宝山体育馆举办大型便民医疗咨

询活动，邀请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等市级

和区级医疗专家，为区侨界人士和社区

居民提供心血管、呼吸、消化等１２大类
科目的医疗咨询服务。１１月３日，组织
近百名侨界人士喜看宝山新变化———全

国特色小镇罗泾镇，参观萧泾古寺、上海

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取水口和

民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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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单位 １３家、会员单位 １７家、委员
２７５人。２０１７年，区青联深化群团改革
工作目标，拓展工作领域，打造品牌项

目，增强青联组织“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团结带领全区广大青年建设“魅力

滨江、活力宝山”。以学习贯彻十九大报

告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为重点，通过学习交流、心得分享等各种

形式，在思想碰撞中坚定理想信念。组

织青联委员参加团区委全会、双月集体

学习以及各类主题活动等，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激励青年、凝聚青年。完

善青春宝山网站、青联微信群等新媒体

建设，探索思想引导的新平台和新路径。

利用“青春宝山”微信平台，将开展的一

系列活动信息及时向委员推送，各工委

微信群成为委员开展交流、沟通信息的

有效平台。共举办２期“青联讲坛”，主
题分别是“儒商文化与企业成长”“新时

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坚持走出去和

请进来相结合，思想性和学术性相结合，

加强思想引导。发挥青联智力密集、专

业互补优势，组织委员围绕重大战略问

题建言献策。４月８日，由团市委、市青
联、中共宝山区委、区政府主办，宝山团

区委及宝山区青年联合会共同承办的上

海市各界优秀青年“走进”主题活动举

行。团市委书记、市青联名誉主席徐未

晚，团市委副书记、市青联主席王宇，会

同市青年联合会、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市

信息化青年人才协会、市青年创意人才

协会等８０余人参加活动。
投身公益活动，组织委员参加２０１７

年２月举行的上海各界青年公益“益起
跑”活动。１月，开展“冬日阳光暖童心”
迎新春送温暖电影专场活动，各工委先

后开展阳光青春送温暖活动，看望并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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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困难家庭学生。１月、６月，分别组织
“快乐寒假”“快乐暑假”系列志愿者服

务活动。８月，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挖掘青联委员作为青年创业导师，

深化“创客之家”一站式创业志愿服务

团队，围绕青年电商创业，组建调研组开

展专项调研，与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两

次“面对面”深度交流。４月，与阳光中
学宝山工作站共同打造“社工 ＋青联”
模式的升级版联校服务项目，将青联资

源注入校园，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与区

人社局持续深化失业青年就业“启航行

动”，定期发布就业信息，挖掘委员企业

岗位资源开展见习培训。 （沈亦沁）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１日～１３日，“当下骨干 未来中坚”———第一期宝山区中学生骨干训练营在宝山
区少年宫举行 区学联／提供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９日，上海市宝山区学生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开幕式举行
区学联／提供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至年末，宝山区
第九届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

有委员单位 １３家，会员单位 １７家。
２０１７年，区学联以“打造魅力型学联组
织”为目标，完善工作机制，培养学生干

部，加大宣传力度等。组织中学中职优

秀学生干部４０余人参加“骨干学生训练
营”，组织各校学生干部 １００余人参加
“十九大精神宣讲培训班”等各类培训，

提高理论水平，加强工作能力。设计开

展具有吸引力的学联活动。１月，组织
开展“心联你我欢乐同行”———２０１７年
宝山学联“冬日暖阳”活动，丰富宝山学

子寒假生活。３月，召开各校学生会主
席例会，了解新学期各校学生会工作计

划。５月３１日，“领巾喜迎十九大，童心
追梦共成长”———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少先队
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集会在区

少年宫举行。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市文

明办副主任姜鸣，团市委副巡视员、市少

先队总辅导员赵国强，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

副区长陈筱洁，区政协副主席张晓静，区

文明办、区教育局和团区委相关领导、嘉

宾以及来自全区各中小学的３００余名少
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出席活动。

主题集会上，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发表致

辞。主题集会全面展示少先队员胸怀美

好梦想、树立远大志向的美丽少年梦，展

示少先队员做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好

少年的信心和决心。集会还表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学年“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上
海市快乐动感中队”、宝山区第四届“美

德少年”以及区优秀红领巾小社团代表。

５月，组织学联学生参加“５２０，爱与志愿
在一起”邮轮滨江尊巴艺术公益汇活动，

弘扬团结互助的志愿精神。６月 １日，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

副区长陈筱洁，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党委

书记、局长黄辉，区政协副主席张晓静等

领导接见获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上海市优
秀少先队员”“上海市优秀少先队辅导

员”等荣誉称号的少先队员和辅导员代

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７月１１日 ～１３
日，第一期宝山区中学生骨干训练营在

区少年宫举行，全区２０所高中（中职）学
校的学生会主席和团干部共４０人参加
培训。１２月９日，上海市宝山区学生联
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行知中学召开。

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副区长陈筱洁，团市

委学校工作部长、市学联秘书长徐速，区

教育局党委书记王岚，局长杨立红、团区

委书记郁梦娴等出席开幕式，区关工委

老领导、区妇联相关领导、区教育局相关

领导、兄弟区学联负责人，部分学校领

导、历届学生干部代表和区红理会理事

代表等参加开幕式上。大会作题为《坚

定信念跟党走，逐梦担当新时代，改革创

新寻发展，接续奋斗谱新篇》的工作报

告，选举产生区学联第九届委员会１５家
委员单位，选举上海大学附属中学为九

届学联主席单位。 （沈亦沁）

２２１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书书书

　钢铁业
■编辑　郭莹吉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表１ ２０１７年中国宝武主要经济指标

项目名称 数值 单位 比上年增减少（％）

工业总产值（现行价格） ４，１９２．９３ 亿元 ４２．３５％

工业销售产值 ４，２２８．４２ 亿元 ４３．２４％

资产总额 ７，４５６．０７ 亿元 ０．５３％

营业总收入 ４，００４．８２ 亿元 ３０．１６％

利润总额 １４２．６９ 亿元 １２２．８５％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７５ ％ ７０．８１％

铁产量 ６，１４７．０１ 万吨 ８．３８％

钢产量 ６，５３９．２７ 万吨 １１．８１％

商品坯材产量 ６，５２９．１０ 万吨 １３．９５％

商品坯材销量 ６，５５５．８９ 万吨 １４．１６％

出口钢材 ３３６．４１ 万吨 －１５．９１％

（张文良）

■概况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宝武”）由原宝钢集团

有限公司和原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联

合重组而成，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正式揭牌
成立。中国宝武是国家授权的国有资本

投资公司，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向

国务院国资委承担保值增值责任，注册

资本５２７９１亿元，资产规模逾 ７０００亿
元。至年末，在册员工１７７００７人。业务
涉及钢铁及相关制造业、钢铁及相关服

务业、产业金融业、城市新产业及武钢集

团五大领域。钢铁业是主营业务，拥有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钢股

份”，含宝钢股份直属厂部、上海梅山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

司、武汉钢铁有限公司）、新疆八一钢铁

有限公司（简称“八一钢铁”）、广东韶关

钢铁有限公司（简称“韶关钢铁”）、宝钢

不锈钢有限公司（简称“宝钢不锈”）、宝

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简称“宝钢德

盛”）、宁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简称

“宁波宝新”）、宝钢特钢有限公司（简称

“宝钢特钢”）、鄂城钢铁有限公司（简称

“鄂城钢铁”）等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居

中国第一位、全球第二位，产品涵盖普碳

钢、不锈钢、特钢等三大系列，广泛应用

于汽车、家电、石油化工、机械制造、能源

交通、金属制品、航天航空、核电等行业。

钢铁相关服务业包括电商、物流、加工、

数据、资源服务、信息技术、工程、生产及

生活服务等业务，拥有上海宝信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宝信软件”）、上海宝

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钢包

装”）两家上市公司。产业金融业包括

助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产业链金融业

务，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的投资融资、

收购兼并等资本运营业务，支撑业务创

新的创业投资业务等。城市新产业包括

配合钢铁去产能、提升土地要素资源价

值、拓展业务发展载体的不动产开发运

营及城市新产业发展等业务。武钢集团

业务包括物流贸易与深加工、资源利用

与新材料、城市服务、城市建设与环保

等。２０１７年，中国宝武完成工业总产值
（现行价格）４１９２９３亿元，工业销售产
值４２２８４２亿元，资产总值 ７４５６０７亿
元，营业总收入４００４８２亿元，实现利润
总额 １４２６９亿 元，净 资 产 收 益 率
２７５％。全年完成铁产量 ６１４７０１万
吨，钢产量６５３９２７万吨，商品坯材产量
６５２９１０万吨，商品坯材销量６５５５８９万
吨，出口钢材３３６４１万吨。全年化解过
剩钢铁产能５４５万吨，提前完成国务院
国资委下达的“去产能”三年目标。压

减法人１６０户，提前、超额完成国务院国
资委下达的法人“压减”任务。研发投

入率１８１％，申请专利２４５２件，其中发
明专利１２７６件。吨钢综合能耗５９３千
克标准煤，比上年下降 ９千克标准煤；
万元产值能耗 １２２吨标准煤，下降
１０３％；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

量排放总量分别下降 ８７％、１０８％和
１１％。对外捐赠１２７亿元。位列《财
富》世界 ５００强第 ２０４位，在全球钢铁
企业中排名第二位，维持《财富》最受赞

赏的中国公司评价，保持全球综合类钢

铁企业最优评级水平。宝钢广东湛江

钢铁基地项目在建工程全部竣工投产。

中国宝武在上海市宝山区域内的主要

企业有：宝钢股份直属厂部、宝钢不锈

钢有限公司、宝钢特钢有限公司、宝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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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
２３日，标准普尔全球评级确认中国宝武
和宝钢股份的信用评级为 ＢＢＢ＋，评级
展望上调为“稳定”，正式将中国宝武和

宝钢股份从负面信用观察名单中移出。

１１月１０日，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
司将中国宝武和宝钢股份信用评级由

Ａ－上调至Ａ，评级展望由“变动观察”
调整为“稳定”，中国宝武和宝钢股份均

保持全球综合类钢铁企业最优评级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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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公司管理体系改革　中国宝武深
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管理体系变革，形

成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框架方案，完

成首轮战略规划修编。深化总部变革，

坚持“管办分离”，明确钢铁及相关制造

业、钢铁及相关服务业、产业金融业、城

市新产业四大业务中心的功能定位和职

责界面，实施经济与规划研究院、人才开

发院和中央研究院改革，探索以集团总

部为核心、武汉区域总部为职能延伸的

新型总部建设。推进产权制度和投融资

管理体制改革，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欧冶云商”）完成首轮股权开放，

实现混合所有制和核心员工持股；宝钢

股份和宝信软件分别启动第二期和首期

限制性股票计划，通过利益捆绑激发核

心骨干创业活力；发起设立宝嘉轻量化、

武钢绿色城市、宝地城市更新和吴淞口

创投等产业投资基金。剥离企业办社会

职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前完成１８
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公司制改制，完成职

工家属区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及物

业管理分离移交协议签订工作，推进八

钢佳域公司厂办大集体瘦身改制。

２０１７年３月７日，宝武集团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揭牌仪式举行

■推进钢铁智慧制造　以宝钢股份为重
点全面推进智慧制造，启动各生产基地

智能装备改造、产成品仓库无人化改造

和出厂效率提升等项目。基本建成宝钢

股份１５８０热轧智能车间示范试点，工序
能耗、内部质量损失分别下降 ６５％、

３０６％，劳动效率提升１１％，为钢铁车间
级智慧制造升级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经

验。冷轧数字化车间项目成为工业和信

息化部２０１７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各钢铁单元实施差异化创新策略，持续

推进精品研发。新一代汽车用先进高强

钢、薄规格取向硅钢、低噪音取向硅钢、

耐蚀马氏体不锈钢复合板等高性能产品

实现全球首发，大厚度大型集装箱船用

止裂低温钢国内首家获得挪威、德国、美

国、法国和中国船级社认证。高强海洋

工程用钢向中国自主建造的全球最先进

超深水钻井平台“蓝鲸一号”供货，支撑

国家高端能源装备制造。新一代汽车排

气系统用不锈钢通过合资汽车品牌认

证，成为全球第二家可供应薄膜型液化

天然气船用殷瓦合金的供应商。６３０℃
火电机组锅炉耐热钢管 Ｇ１１５通过全国
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评定，

开发第四代核电设备用哈氏合金板材，

全面掌握哈氏系列合金的全流程制造工

艺，核电蒸汽发生器用６９０Ｕ形合金管实
现多个工程项目的配套材料制造交付。

■推进吨钢综合能耗下降　中国宝武全
年吨钢综合能耗５９３千克标准煤，比上
年下降 ９千克标准煤；万元产值能耗
１２２吨标准煤，下降１０３％；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为

３０９８３吨、７１０００吨、２１１２吨，分别下降
８７％、１０８％、１１％。上海地区用能和

用煤总量分别为 １３４６万吨标准煤和
１２９９万吨，完成上海市下达的年度考核
目标。宝钢股份钢渣处理中心项目建成

投运，八一钢铁实现失效树脂焚烧无害

化处置，武钢高炉矿渣微粉应用于武汉

绿地中心在建工程。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年内保持事故总
量及伤亡人数全面下降、不发生较大及

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安全工作目标。全年

区域内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总量比上年下

降２０％，其中发生工亡事故２起，工亡２
人，下降７５％；发生重伤事故２起，重伤
２人，下降７８％；发生轻伤事故７１起，轻
伤７４人，下降９％。

■加快整合融合　按照宝钢与武钢联合
重组总体路径设计，加快管理对接，实现

主要管控共享系统延伸对接，以信息系

统覆盖促进管理整合，快速提升整合协

同效率。推进文化融合，明确中国宝武

“诚信、协同、创新、共享”核心价值观。

推进钢铁业整合协同，以资产关系整合

为基础，宝钢股份与武钢股份６８０个整
合项目完成年度节点目标，基本实现职

能管理全覆盖，采购、销售等部分业务集

中统一，大幅提升体系能力，全年实现协

同效益逾２０亿元。推进钢铁板块结构
调整，推进华东、华南两大高端棒线材生

产基地建设，先后完成宝钢特钢长材有

限公司委托宝钢股份管理、宝钢特钢韶

关有限公司回归韶关钢铁实施属地化管

理，宝钢德盛、宁波宝新、鄂城钢铁等由

中国宝武统一管理。推进非钢业务跨单

元协同整合，完成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

司受托管理武钢焦化相关业务、欧冶云

商收购武钢集团江北公司下属武汉易琴

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资产等工作。

■推进非钢产业发展　武钢集团加快聚
焦向外、转型发展，明确重塑以城市服务

为主业、优化发展工业技术服务的专业

化产业公司。推进现代贸易物流业发

展，欧冶云商平台交易规模持续增长，

ＧＭＶ（成交总额）交易量达６６３８万吨，比
上年上升 １８％。八一钢铁建成具备国
际铁路集装箱发运能力的“宝武班列”

始发站点，全年累计发运１４８列。推进
工业服务业发展，宝信软件获得首钢集

团信息化建设项目，宝钢包装作为中国

宝武一级子公司实行直接管理。发展城

市服务业，基本建成上海“互联网 ＋”产
业园东区，宝钢不锈钢有限公司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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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有限公司、宝钢特钢有限公司和

上海吴淞口创业园有限公司实施管理关

系优化。推进产业金融业发展，华宝投

资有限公司作为出资主体，成立国内第

一个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四源合基

金，并成功主导重钢股份重组。聚焦冶

金及相关行业不良资产管理，筹备冶金

资产管理公司。以宝钢股份为投资主

体，收购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１０％股权。中国宝武以宝钢股份为
标的资产，成功发行１５０亿元可交换债
券。华宝投资有限公司累计为武钢集团

及下属单位盘活闲散资金１２６亿元。

■化解过剩钢铁产能　落实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全年化解过剩钢铁产能５４５万
吨，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累计化解 １５４２万
吨，提前完成国务院国资委下达的“去产

能”三年目标。全年累计压减法人 １６０
户，法人户数控制在５００户以内，提前、
超额完成国务院国资委下达的法人“压

减”任务。２０１７年亏损子公司户数比上
年下降 ６１户，完成 ７户“僵尸”企业和
２６户特困企业的处置。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宝钢股份厂区夜景 摄影／练大胜

■开展国际化经营　推进钢材出口业
务，全年出口钢材４１１万吨。发展现代
贸易物流业务，宝钢资源（国际）有限公

司完成境外销售量 ２９８４２万吨。新疆
八一钢铁有限公司开行中国宝武西行班

列１４８列，其中出口钢材班列６０余列。
欧冶国际电商有限公司实现跨境电商平

台交易流量 ２００５万吨，合同金额 ２９
亿美元。发展工业服务业务，宝钢工程

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境外新增手持订单

１２２亿元，其中工程设备贸易 ９亿元。

武汉钢铁集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完成境

外工程承包收入 ３８５０万元。武汉钢铁
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宝钢工

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印度尼西亚

卡钢项目，合同额３０００多万元。上海宝
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新签境外合同额

３８００万美元。发展金属制品业务。越
南宝钢制罐（平阳）有限公司产销量６３
亿罐，越南宝钢制罐（顺化）有限公司产

销量５２亿罐，宝钢包装（意大利）有限
公司产销印涂铁４４万吨，宝钢金属制
品（香港）工业有限公司完成对意大利

汽车零部件制造商ＥＭＡＲＣ公司７５％股
权收购，南通线材制品有限公司出口土

耳其高强度悬架弹簧钢丝６７０吨，江苏
宝钢精密钢丝有限公司出口钢帘线产品

４７５８吨。

■武钢股份终止上市　２月１４日，武钢
股份（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０５）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终止上市，退出 Ａ股市场。武钢股份
于１９９９年８月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总股本２０９０４８万股，每股发行价
４３元，主营业务为冷轧薄板、镀锌板、镀
锡板、冷轧硅钢片的生产和销售。２０１６
年１０月 ２８日，宝钢股份（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９）审议通过换股吸收合并武钢股份
方案，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３日，武钢股份以每股
３７１元收盘，结束最后一个交易日后停
牌，２月１４日终止上市。终止上市后，武
钢股份股东持有的股票按照１：０５６的比
例转换为宝钢股份股票，武钢股份包括下

属企业股权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资

质、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由武汉钢

铁有限公司承继与履行。武汉钢铁有限

公司全部股权由宝钢股份控制。

■宝钢股份复牌上市　２月２７日，宝钢
股份吸收合并武钢股份上市仪式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举行，并正式复牌上市（２０１７
年１月２４日停牌）。合并后的宝钢股份
总股数增至 ２２１亿股，中国宝武持股
５２１４％，武钢集团持股 １３４９％，另有
３４３７％的股份为其他外部股东所拥有。
宝钢股份当日收盘报７３１元，涨７５％，
成交额２６４１亿元。新的宝钢股份拥有
上海宝山（宝钢股份直属厂部为主）、南

京梅山（上海梅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湛江（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武

汉青山（武汉钢铁有限公司）四大钢铁

基地，在全球上市钢铁企业中粗钢产量

排名第三位、全球汽车板市场产量排名

第三位、全球取向硅钢市场产量排名第

一位。

■欧冶云商举行股权开放及员工持股签
约仪式　５月３１日，欧冶云商股权开放
及员工持股签约仪式在宝武大厦举行。

欧冶云商是国务院国资委首批１０家中
央企业员工持股试点企业之一，也是中

国宝武首家全面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子公司。股权开放项目在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挂牌后，多家投资者表达入股欧

冶云商的意向。最终，本钢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普洛斯投资

（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建信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和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６家投资者入
股欧冶云商，欧冶云商１２６名核心骨干
员工同时成为公司股东。本轮股权开放

及员工持股完成后，欧冶云商募集发展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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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逾１０亿元。

■湛江钢铁在建工程全部竣工投产　８
月１７日，湛江钢铁１５５０冷轧智能化生
产线全线贯通，进入生产试运行状态，标

志着湛江钢铁在建工程全部竣工投产。

１５５０冷轧工程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５日打下
第一根桩，该生产线是湛江钢铁第二条

冷轧生产线，采用世界先进的冷轧生产

工艺，运用无人化行车、自动缠绕式包

装、自动贴标签、自动取样等新技术，达

到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年产能 ２５５
万吨。

■发布２０１６年 ～２０２１年战略规划　１１
月２７日，中国宝武在首届社会责任报告
发布会上发布２０１６年 ～２０２１年战略规
划，提出公司愿景、公司使命、公司发展

战略。中国宝武以成为“全球钢铁业引

领者和世界级企业集团”为愿景，以“驱

动钢铁生态圈绿色智慧转型发展，促进

企业各利益相关方共同成长”为使命，以

“钢铁产业为基础，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为战略，以“诚信、协同、创新、共享”为

核心价值观，打造以绿色精品智慧的钢

铁产业为基础，新材料、现代贸易物流、

工业服务、城市服务、产业金融等相关产

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最终目标是形成若

干个千亿级营业收入、百亿级利润的支

柱产业，及一批百亿级营业收入、十亿级

利润的优秀企业。 （张文良）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宝钢设计院）

■概况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钢工程”）是中国宝武的全

资子公司，前身是成立于１９９９年８月的
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金为６３４亿元），注册资本金 ２８２０亿
元。２００９年８月，宝钢工程技术委员会
成立；１２月，原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更名为“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

司”。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６日，宝钢工程技术
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成立。２０１６年５月４
日，宝钢集团组建宝钢设计院，与宝钢工

程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方式运作。

宝钢工程拥有上海宝钢节能环保技术有

限公司（简称“宝钢节能”）、宝钢钢构有

限公司（简称“宝钢钢构”）、宝钢建筑系

统集成有限公司（简称“宝钢建筑”）、上

海宝产三和门业有限公司、上海力岱结构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技术事业本部、

常州宝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宝菱

重工”）、宝钢轧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宝钢轧辊”）、上海宝钢铸造有限公司

（简称“宝钢铸造”）、上海宝钢工业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简称“宝钢技术”）、上海

宝华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委托管理，简称

“宝华招标”）、上海宝钢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简称“宝钢咨询”）等１０多家子公司，
至年末，在册员工５７５１人。经过资源整
合，宝钢工程具有国家颁发的２０多项甲
级资质和国（境）内外承包工程经营权，

服务涵盖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工程咨

询、工程设计、工程招标、工程监理、成套

设备制造、施工管理、运行维护、检修检测

等，领域涉及冶金工程、城市钢厂建设、钢

结构装配式建筑、智慧制造、智慧服务等。

２０１７年，宝钢工程实现营业收入６７７１亿
元，利润１１亿元。４月７日，宝钢建筑中
国南极泰山站项目经理部获“中国极地

考察先进集体”称号，宝钢建筑总建筑师

王中军获“中国极地考察先进个人”称

号。７月４日，宝钢轧辊“基于效能计价
的服务创新能力建设项目”通过工业和

信息化部评审，获“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贯标认证证书。１１月２３日～２５日，在广
东举行的第２２届全国发明展览会暨第二
届世界发明创新论坛上，宝钢工程选送

１２项发明成果参展，获３项金奖、３项银
奖、４项铜奖。

■优化产业结构　年内从支撑钢铁主
业技术领先、绿色发展，保障钢铁主业

高效、顺畅运行，向外调整市场结构三

方面优化产业结构。工程技术事业本

部相继完成湛江钢铁１５５０冷轧工程酸
轧机组、一号硅钢机组、连退机组，宝钢

股份三号连铸机项目设计及设备采购。

宝钢节能实施宝钢股份取向硅钢结构

优化工程场地整理项目，完成３１万立
方米污染土壤修复。宝钢技术实现设

备状态受控点异常检出率９９９％，故障
部位判定准确率８９％，完成宝钢股份冷
轧Ｃ６０２开卷机抢修、冷轧 Ｃ５０２滚筒剪
抢修、电厂 ０号机抢修、厚板精轧主轴
抢修等一系列重大抢修工程。宝钢咨

询、宝华招标主动求变，成为中国人民

保险公司合格供应商。宝钢建筑运用

“宝数云”平台，为巴西南极科考站提供

总体技术集成。宝钢轧辊中标武钢集

团、马钢集团、太原钢铁集团、印度 ＪＳＷ
钢铁公司、印度塔塔钢铁公司（ＴＡＴＡ）
等企业项目。宝钢钢构境外市场新增

订单３６亿元。

■开展技术创新　推进智慧制造技术发
展，聚焦智能装备和智慧服务，实施一批

重点研发项目。工程技术事业本部开展

焦炉自动化、连铸无人化浇注等智能装

备开发，实现焦炉电机车阶段性无人作

业。推进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数字化设
计，在宝钢股份一号 ＲＨ精炼炉搬迁和
冷轧４０１酸洗机组改造中得到应用。宝
钢技术的“设备远程运维平台及关键技

术研究”成为中国宝武技术创新重点支

持项目，六类智能预警诊断模型在宝钢

股份 １５８０热轧智慧车间投用，完成 １５
条在线监控系统建设，覆盖宝钢股份和

湛江钢铁。

■推进设计院业务发展　完善设计院承
接中国宝武总部业务流程，细化管理制

度，推进规划类及“一带一路”类项目，

完成宝钢不锈搬迁梅钢公司项目可行性

研究及宝钢股份长材规划方案，推进宝

钢德盛３００万吨３００系列产品项目服务
支撑工作。推进中国宝武“一带一路”

优势产能国际合作，到埃塞俄比亚、巴基

斯坦、印度等国家实地踏勘，新增寻源项

目１４项，覆盖１２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与项目合作方、中国驻外大使馆、外

方机构等开展３０余次交流洽谈。完成
巴基斯坦瓜达尔钢铁制造基地、埃塞俄

比亚国家钢铁项目、武钢集团江北钢管

厂直缝电阻焊管（ＥＲＷ）生产线搬迁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

■建立两级年轻化人才后备　年内建立
两级年轻化人才后备库，以“见习制”为

主线开展年轻后备人才选拔培养。全面

落实核心人才培养工作，实施核心人才

培养模式，通过组织推荐、严格筛选，形

成包含技术、技能、职能业务岗在内共

６５８人的核心人才库。通过法人压减、
深化公司改革、岗位效率提升等举措，提

升人事效率，优化干部选拔任用机制。

加大干部监督和问责力度，完善二级单

位班子绩效激励机制，制定匹配商业计

划书的管理团队激励机制。

■加强财务管理　利用财政优惠政策及
税收返还政策，全年实现政府补助收入

０４３亿元。规范低效无效资产处置流
程，实现资产处置收益０９３亿元。通过
审计，揭示部分单位在资产管理、费用管

控、采购与业务外包、“两金”（存货、应

收账款）管理等存在的内控缺陷，加强风

险管理控制和规范管理。 （袁思琦）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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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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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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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楼

５００００万元

风能、生物能、太阳能、水能、地热、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销售、开发；在节能、

环保、新能源领域的设备制造、销售；在节能、环保、新能源领域的工程承包；在节能、

环保、新能源科技专业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货

物及技术的进口业务；节能评估；合同能源管理；实业投资

１００％ １４１

宝钢 钢 构 有 限

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

宝杨路２００１号
３２０００万元

设计、制造、安装各种钢结构，销售自产产品；承包境外钢结构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

工程；机电产品（除专项规定）制造、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停车场（库）的投资建设、

研发、设计、施工、咨询、经营管理；停车场（库）配套设备的生产、经营、销售；自动化

工程、智能化系统的管理；在计算机科技领域内从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１００％ ２６２

宝钢建筑系统集

成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

定西路１１１６号
３００００万元

建筑工程设计、咨询和总承包；房地产开发；建材及五金销售、安装；建筑工程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建筑装饰；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１００％ ８０

上海宝产三和门

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

月罗路９８８号
７５７２．７万元

开发、设计、制造工业门及相关五金配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以建筑工

程施工承包的形式从事金属门窗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的施工；从事金属

材料和钢材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相关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

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相关规定办理，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５０％ ６１

上海力岱结构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

区 世 纪 大 道

１５００号９０１－Ｃ
－２

５０００万元

提供建筑物中的隔震、减震、抗震系统的技术咨询服务；隔减震装置及抗震装置的进

出口、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

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经营）

４５％ １８

常州宝菱重工机

械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

新冶路４１号
７３００万美元 现代冶金装备、备件及制管工具制造 ４６．３２１％ ９９６

上海宝钢铸造有

限公司

宝山区宝钢 ９
村３７号２０３室

４４９８．６万元 冷却壁、钢锭模铸件及铸管件 １００％ ７８

宝钢轧辊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

新冶路４１号
２９６９２．５万元 高精度冷轧工作辊制造 １００％ ２３６

上海宝钢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

克山路 ５５０弄
８号楼

１０００万元 工程监理、设备监理、信息监理 ６９．１８％ １５９

上海宝华国际招

标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

克山路 ５５０弄
８号楼

１０００万元 招标代理及咨询

中国宝武

全资公司

（托管）

６２

上海宝钢工业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

同济路３５２１号
３０５６．０７万元

状态把握与设备管理、环境监测、炉窑与节能技术、品质检验、设备备件制造、设备维

修工程、起重运输服务、轧辊技术
１００％ ３２０３

宝钢集团常州冶

金机械厂

江苏省常州市

新冶路４１号
１１８０６．１万元 厂房、设备及房屋租赁 １００％ ３

（袁思琦）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概况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宝钢发展”）是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３００４亿
元。前身为１９８６年９月成立的宝钢总
厂企业开发总公司，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组建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宝钢发展设职

能（业务）部门１０个，下设１０个业务单
元。至年末，在册员工 ６８８２人，其中在
岗员工３４３４人。业务归属于中国宝武
城市新产业板块，主要包括休闲康养、物

业管理、不动产开发运营、商旅服务、汽

车能源等相关城市服务业。宝钢发展以

“超越自我、跑赢大盘、追求卓越”为工

作目标，以“聚焦园区配套服务，成为集

康养、商业、居住及社会服务等为一体的

优秀城市服务运营商”为愿景，聚焦园区

管理服务、不动产开发运营服务、康养服

务、汽车能源服务以及商旅服务五大业

务领域，致力于为产业园区提供集成化、

一站式管理服务的解决方案，成为既有

自主核心优势又有资源整合能力的产业

园区配套服务总集成、总承包供应商，助

力钢企与城市融合，提升城市服务品质。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２９３３亿元，资产总

额７０２０亿元。

■调整优化组织机构　２月，按照集团
公司“专业化、市场化、平台化”产业发

展原则，以“双托管”方式完成上海宝钢

工业有限公司托管宝钢股份工作。２月
２０日，举办宝钢物流下属物流业务部托
管至工业公司管理协议签约仪式。２月
２３日，举办宝钢发展下属工业公司托管
至宝钢股份管理协议签约仪式。３月，
成立宝钢发展转型调整专项工作组、管

理者责任与绩效管理专项工作组、现场

管理提升专项工作组、休闲康养产业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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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专项工作组；成立宝钢发展治僵脱困

及压减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减少法人户

数工作组、压缩管理层级工作组，原子公

司清理领导小组和“压减”工作领导小

组自然撤销。撤销宝钢物流设备管理

部，相关职能划入安全环保部；撤销汽车

运输一部和铁路运输部，相关业务、人员

划入不锈钢物流部。５月，注销上海宝
新钢材剪切厂（清算关闭），注销上海宝

旭工程设备检修厂（清算关闭），注销七

彩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注销宝发展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同月，工贸有限公司工业品服

务部采购业务划转至汽车公司，同时撤

销相关机构。汽车公司新设工业品服务

部，作为汽车公司下属业务单元。撤销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环保产业推进委员

会、战略规划委员会、健康休闲产业推进

委员会、现场基础管理推进委员会、人才

专项奖评审委员会、争创“双优”领导小

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含深化改革

工作办公室）、协同支撑领导小组、物业

业务整合领导小组、效能监察领导小组、

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新宝公司股权处

置专项工作小组、基础管理提升工作小

组等１３个公司虚拟组织（含下设机构），
上述机构工作由相关职能部门承担。调

整公司安全生产、防火安全委员会和交

通安全领导小组组成人员，成立管理审

计专项工作组。６月，撤销公司“八钢公
司经济运行”工作小组、浏南罗泾项目组

（筹），上述机构工作由相关职能部门承

担。宝钢集团上海国际旅行社由宝钢发

展直接管理，宝钢国旅新设商品部，负责

原七彩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存续业务

和人员管理。宝钢发展与集团人才开发

院完成常熟领导力中心的管理责任交

接，实现对内对外业务平稳衔接。８月，
设立公司制改制专项工作小组、企业办

社会职能分离移交专项工作小组；撤销

制造服务事业部不锈钢作业管理部下属

工程作业部、能源作业部、包装作业部。

９月，完成上海华昌金属材料厂公司制
改制工作，新公司名称经工商登记变更

为上海华昌金属材料厂有限公司。完成

上海宝钢新事业发展总公司的公司制改

制工作，新公司名称经工商登记变更为

上海宝钢新事业发展有限公司；完成上

海宝钢工贸实业总公司的公司制改制工

作，新公司名称经工商登记变更为上海

宝钢工贸实业有限公司。注销德尔和健

康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清算关闭），完

成宝钢集团上海国际旅行社公司制改制

工作，新公司名称经工商登记变更为宝

钢集团上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同

月，宝钢发展下属１０家业务单元通过推
进机关“大部制”整合，合并重组同类

型、同区域业务单元，有效减少组织机构

设置。配合宝钢股份公司完成宝山基地

６所食堂市场化移交工作。制造服务事
业部冷拔钢管业务划转至工贸公司，工

贸公司增设“钢管经营部”，负责冷拔钢

管业务的经营管理；撤销薄板加工部，相

关业务归并至厚板经营部。１０月，注销
上海华昌金属材料厂（吸收合并）。１２
月，贯彻落实中国宝武“融资性贸易检查

阶段性通报会”相关要求，合并工贸公司

下属厚板经营部、钢管经营部，组建次材

分选中心；设立次材营销部，计划在钢材

贸易库存销售完毕后，撤销供应链服务

部；注销上海新华钢铁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

■压紧压实绩效责任　６月，对各单位
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提出挑战性目

标，利润总额从年初预算亏损５０３５万元
调整为盈利 ２９９０万元。各单位严控成
本、深挖潜力、开拓市场、增收节支，优化

流程、压缩机构、精简人员。各职能部门

转变作风、强化责任，以绩效为导向，加

大重点工作项目推进力度。全年绝大部

分单位完成挑战目标，提升经营业绩

１１亿元。

■开展降本增效工作　组织开展降本增
效劳动竞赛，全年实现降本增效４５４０万
元，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目标２２００万元的
２０６％。其中，通过拓展新业务和提高原
有业务营业收入等措施，增加效益１２１２
万元，压缩维修费用１９８７万元，降低年
化人工成本约１４２亿元。

■改善经营管理绩效　２０１７年，制造服
务事业部精简组织机构，提升劳动效率，

减少用工成本，实现减亏。宝钢绿化发

挥专业优势，年内通过承揽新业务并成

功中标宝山湖水源地环境绿化工程项

目，累计实现增收近６００万元。汽车通
勤公司完成第二座 ＬＮＧ加气站建设，液
压软管项目取得新拓展，并尝试开发制

造第二代土壤修复一体机。餐饮管理公

司深挖降本空间，持续降低采购成本，提

升采购品质，通过效能监察建立健全供

应商准入和退出机制，全年实现扭亏为

盈。职业健康公司主动与民政等政府主

管部门对接，新开设驾驶员体检及预防

性健康检查等体检项目，同时在康养产

业策划与推进上取得进展。宝钢物流面

对经营压力，主动出击拓市场、找项目，

成功承接上海北横通道及宝钢股份框架

车、普铁运输业务。江苏物流通过内降

成本、外拓市场，实现自项目投产以来的

首次盈利。工贸公司通过对厚板次材进

行规格细分，扩大次材单位差价，大幅度

提升盈利空间。置业公司发挥公司资产

管理平台作用，厘清公司资产状况并制

定资产效率提升方案，宝乐汇项目出租

率达到１００％，开业率达到９８％，碧云酒
店公寓项目入住率持续提升。源康物业

公司拓展社会业务，提升劳动效率，以服

务现代制造业为基础，探索园区服务新

模式。宝钢国旅抓住旅游产品开发这一

主线，适时推出房车旅游精品路线。全

年完成列入年度商业计划的１４项重点
工作，公司存货指标得到有效控制，亏损

子公司由９家压缩为４家，亏损额下降
近１４亿元，亏损面缩减１６％。

■落实“压减”任务　年内超额完成集
团公司“压减”（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

人户数）工作指标。推进减少法人户数

工作，采取“天天读”的方式紧盯工作进

度，有效落实责任，确保各节点任务的达

成。全年共计完成７户“压减”任务，超
额完成１户。

■率先完成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工作　
按照“依法依规、一企一策、以人为本”

原则，自我加压，多管齐下，于９月２８日
率先完成列入任务清单的上海华昌金属

材料厂等４家企业的公司制改制工作，
较节点要求提前４３天。

■完成治僵脱困工作三年目标　完成治
僵脱困工作，客观分析工作难度，找准切

入点与着力点，明确脱困目标，成立专门

工作机构。年内，经过职能部门与相关

业务单元努力，提前一年完成治僵脱困

三年工作目标，实现减亏 ５０％，宝钢物
流年内实现扭亏为盈，资产负债结构保

持在较合理的区间。

■提升人事工作效率　聚焦转型调整与
规划修编，编制人事效率提升规划与三

年行动方案，并纳入年度组织绩效任务。

下发《关于进一步畅通公司人事效率提

升渠道及相关配套支持政策的实施指导

意见》，以推动员工效率转岗、实施协力

岗位回归等方式，加速盘活内部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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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存量，以对外借用输送为主要方式拓

宽员工职业转型渠道。年内合同解除、

终止５０７人，对外借用支撑４９人，协力
业务回归２２９人次。全年共计效率提升
５３３人，提升率达到 １３５％，超过指标
５５个百分点。

■推进机构压缩精简　根据业务优化调
整后的管理方式和人事效率提升后的管

理幅度变化，公司于上半年启动针对各

业务单元的瘦身健体工作。通过整合职

能以减少管理机构、调整管控方式，通过

合并重组同区域、同类型业务单元以压

缩管理幅度、优化管理流程。至年末，下

属组织机构由１９４个下降为１０９个，瘦
身比例达到 ４３８％。同步启动机构压
缩后的定岗定编工作，严控“管技业”岗

位数量与管幅比，缓解公司机构臃肿、管

理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

■推进社会管理职能分离与移交　根据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市政、社区管理职能

与“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相关要求，推进

社会管理职能分离与“三供一业”（职工

家属区“供水、供电、供气，物业管理”）

移交。走访上海市有关管理部门，主动

对接宝山区水务局、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等部门，争取政府方支持，稳妥推进移交

工作。宝泉雨水泵站和小区垃圾清运移

交工作进展顺利，完成雨水泵站移交前

修缮项目，沟通协商物业管理分离移交

工作。

■开展规划修编　３月启动，１１月完成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发展
规划》（不修编）明确公司战略。对照上

海市城市规划中关于“建成令人向往的

卓越的全球城市”目标，公司对２７项业
务开展逐一梳理，进行投资能力、管理能

力、运营能力分析，提出“聚焦园区配套

服务，成为集康养、商业、居住及社会服

务等为一体的优秀城市服务运营商”公

司愿景，确立“致力于为产业园区提供集

成化、一站式管理服务的解决方案，成为

既有自主核心优势又有资源整合能力的

产业园区配套服务总集成、总承包供应

商”的产业定位，找准服务集团公司园区

转型与发展方向，明确 ５项重点发展
业务。

■全面梳理不动产　组成专门团队对公
司存量土地与建（构）筑物等不动产开

展全面梳理，按不同土地用途进行分类，

形成不动产信息清单与实体地图，编制

完成《宝钢发展有限公司不动产信息汇

编》手册。重新核算运营成本，确立不动

产集中管理方式，修订完善《宝钢发展不

动产管理办法》。根据“将土地资源转

化为资产、资产转化为资本、资本转化为

价值”导向原则，提出“加大土地资源开

发力度，聚焦城市服务业，围绕康养、长

租房、住宅、商办物业开发，力争三年完

成改造、新建７万平方米物业”的总体思
路，并以此作为公司切入城市服务的着

力点。

■提升园区服务竞争力　瞄准先进制
造，提升园区服务竞争力。根据产城整

合战略，确立“为集团公司园区发展提供

专家与管家式服务”园区服务发展思路，

探索园区服务升级方式，主动瞄准先进

制造，扩充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提

升竞争力。以源康物业公司为核心的园

区服务项目团队完成 Ｃ９１９国产大飞机
首飞保驾任务，成功承接常熟领导力中

心整体运营业务、江南造船集团有限公

司指挥部大楼空调业务、上航物业变电

站综合运维及欧冶云商物业等项目，为

搭建园区基础服务平台和生活配套服务

平台积累经验和能力。

■推进休闲康养项目落地　组建康养产
业专项工作组，参展第十二届中国国际

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开展养老

产业与机构调研，了解掌握产业发展前

景与运营规律，编制形成２０１６年 ～２０２１
年康养产业发展规划，确立“长者社区、

护理院、长者用品及辅具租售业务三位

一体”的康养产业发展方向。启动卫生

科路西侧一钢后勤管理部大院装修改建

老年护理院项目，迈出宝钢发展推动康

养产业发展关键第一步。铁力工业区地

块转型为长者社区项目，在区规土局、卫

计委等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进入方案策

划阶段。编制长者用品及辅具租售业务

规划与商业计划，与２３家辅具制造、流
通商建立共享合作模式，启动“宝康”商

标注册工作，为业务投入运营创造基本

条件。开拓休闲旅游市场，与上汽大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联手推出“宝钢国旅

大通房车旅游”产品体系。差旅平台覆

盖至武汉钢铁有限公司，推进与八钢及

武钢集团的对接工作。

■完成环保产业专业化平台搭建　１月
１日，根据集团公司“打造以固废资源综

合利用及环境保护为基础、面向工业领

域和城市领域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专

业化平台”有关要求，由集团公司与宝钢

发展共同出资注册成立的中国宝武钢铁

集团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宝

武环科”）与宝钢发展实行预算单列。２
月２３日，宝钢发展资源再生利用业务正
式划转至宝武环科，完成管理切换，实现

独立运行。

■配合开展宝钢股份生活后勤领域试
点改革　宝钢股份年内推进生活后勤
领域试点改革，决定对厂区内６所食堂
供餐及配套服务开展市场化招标。公

司做好重大事项稳定风险评估，细化制

定员工分流安置方案，确保改革顺利进

行。９月２２日，宝日汽车板等６所食堂
完成交接，做到业务与人员平稳过渡。

至年末，公司协助推进宝钢股份三分之

一绿化养护业务的市场化招标工作，标

志着宝钢股份绿化养护业务市场化改

革的启动。

■做好安全环保工作　建立安全管理
体系“四张表”（职能分配表、责任制度

表、安全履职表、工作评价表），明确责

任，优化安全检查流程，增强检查的针

对性与有效性，强化安全管理体系能力

建设。开展危险源梳理及管理者背书

工作，共计确认危险源 ７３２２个，有 １１
项纳入本质化改善。成立现场管理提

升专项工作组，对各业务单元的现场基

础管理、危险源管控、安全培训、应急预

案等内容开展诊断，形成专项诊断报告

１０份，列出问题清单，加强整改闭环。
以出租场所为重点开展综合安全治理，

针对宝乐汇项目进行安全重点管控，制

定并实施《宝乐汇综合安全管理规范》，

推进国益公司安全标准化二级申报工

作。加强协力安全管理，推动协力业务

“一企一策”有效落实。开展接害岗位

梳理，做好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危害

告知和专项体检工作。实施开拓磁选

环保专项整治行动，制定《开拓公司尾

砂、滤饼环保规范性管理办法》，走访检

查下游处置客户单位，及时揭示问题，

责令督促整改，从源头上对公司环保管

理的最大风险点实施有效管控。开展

环保风险梳理与辨识工作，形成环境因

素清单。对出租场所危废、废水排放问

题开展专项治理，推进出租场所绿色公

约与绿色认证工作。制定排污许可证

申报工作推进方案，推行排污环保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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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组织开展危废大整治，加大对危

险废物的环保管控力度。开展春秋两

季能源介质安全检查工作，本质化提升

公司能介安全管理水平。

■民政部门领导调研康复养老工作　３
月８日，上海市民政局长朱勤皓一行到宝
钢发展视察调研健康体检、医疗服务等工

作。４月１９日，国家民政局党组成员、社
会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一行视察宝钢

发展老年公寓，调研指导康复养老工作。

■参加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辅具及
康复医疗博览会　６月７日～９日，宝钢
发展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主题组队

参加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辅具及康

复医疗博览会，加强与业界优秀企业共

商合作、共谋发展，以此为助力搭建康养

平台，发展养老产业。

■推进宝钢股份厂区环境绿化管理　
加强宝钢股份厂区绿化养护管理和绿

化环境整治，加强绿化提升改造和搬迁

恢复，做好花卉服务、道路保洁、垃圾清

运、服务保洁等工作。至年末，宝钢股

份厂区绿化面积６３５万平方米，绿化覆
盖率３８％。开展绿化养护管理，通过推
进区域网格化管理、精细养护管理示范

区建设以及绿化养护痕迹化管理等措

施，强化绿化管养工作。重点加强宝钢

股份厂区主干道、办公生活区域、主要

景点等重点区段的绿化日常养护，加强

新种苗木的养护管理，确保苗木成活

率。加强绿化提升项目相邻绿地的养

护，对老区域绿化进行修剪、杂树枯树

清理，全年清理绿化垃圾５０２２吨，绿化
补种５万平方米，草花更换 １１６万平
方米。加强厂区绿化环境整治，针对整

治力度较大区域，编制整治方案及绿化

施工图，以项目化管理进行全过程管

控，全年完成宝钢股份经十五路、经五

支路等区域或道路的绿化整治项目１６
项，面积 ５４７万平方米。重点落实二
期焦炉拆除及环境恢复工程绿化种植

工程、经四支路厂界林带等 ９个项目，
种植绿化 １７５７万平方米。完成硅钢
常化机组适应性改造、煤场全门架封闭

改造等绿化搬迁项目１３９项，面积１１６
万平方米。完成炼钢厂外购白石灰成

品仓工程、电厂１２３机组超低排放综合
改造等绿化恢复项目１０８项，面积９２５
万平方米。围绕摆花养护服务和温室

大棚花卉培育，培育繁殖吊兰、吊绿萝、

口红花等１５００盆，全年完成７０个养护
点的日常花卉养护，养护盆花５０００盆，
摆花１０３次、４１００余盆。至年底，道路
保洁面积 ４３８２９万平方米，含宝钢股
份厂区和冷轧薄板厂区、罗泾区域。全

年清运各类生活垃圾 １１８万吨，抽运
粪便 ５２５７吨，更换垃圾桶 ４５８只。完
成全厂１４４８只生活垃圾桶清洗及 ４１５
个蚊蝇孳生点的消杀工作。承担罗泾

区域指挥中心办公楼部分保洁业务，宝

钢退休职工活动室和银发大厦的保洁

服务业务。 （施　政）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施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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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与口岸管理
■编辑　郭莹吉

港务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华浜分公司　至年底，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华浜分公司（以

下简称“张华浜分公司”）在册员工６４８
名、装卸承包工９６６名。拥有泊位６个，
岸线总长 １２８３米，码头占地 ５３１万平
方米，堆场面积 ２５１８６３平方米，拥有装
卸机械２０４台。年内，完成件杂货吞吐
量７２５１３万吨，完成接卸量 ５２８６６万
吨，完成内贸集装箱作业量２７万 ＴＥＵ，
吞吐量５１３万吨。完成总收入 ３８４亿
元，实现账面利润总额 １１２６万元。年
内，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上海市平安

示范单位、上海市出入境边防检查信誉

管理绿牌单位、上海港口行业领先单位

等称号。

年内，张华浜分公司全力开拓市场，

提高服务水平。定期召开业务专题会，

加大揽货力度，由公司领导带队，走访多

家客户及船公司，宣传公司揽货政策和

服务承诺，并与多家公司签定战略合作

协议。组织召开客户现场代表座谈会，

收集各类意见和建议，并落实解决，基本

实现公司各项对外服务承诺。精心组织

生产，提升作业效率。在船舶信息、计划

编制及现场生产组织方面做到信息及时

沟通，共享资源，合理调配两边码头劳动

力。狠抓“四个一小时”（在作业时间

上，查交接班前后一小时，饭前、饭后一

小时）、船舶计划兑现率、工班及路计划

兑现率，加大考核力度。落实各级领导

现场值班，着重加强夜间现场生产管理，

提高生产作业效率。落实安全责任，重

视安全培训。加大安全培训力度，提高

全员安全素质，确保关键人员熟悉本岗

位的安全责任和知识，担负起“一岗双

责”［各级管理人员履行本职岗位应有

的管理职能的同时，还要对安全生产工

作负责（预防事故灾害发生，避免人员伤

亡事故，减少社会治安案件）］管理要

求。全年组织开展常态化安全检查、节

假日综合性安全大检查及消防、交通安

全、综合治理等专项检查３０余次，开展
季节性安全检查、以部门自查自纠为主

的夏季安全专项检查等，抓好防冻保暖、

防暑降温、防台防汛各项措施的落实。

针对集团２６个重点危险节点进行排摸，
辨析出公司２２个重点危险节点，把重点
危险节点管控落实到各相关部门最基层

的班组、最基层的管理人员。先后制定

并下发《关于公司码头现场手机使用

“十不准”规定》《关于使用船舶起货机

作业的相关要求》等安全工作要求和暂

行规定，抓好持续跟踪、监管，实现有效

管控。

公司加强设备管理，强化成本控制。

本着“科学、必需、精良”原则，在满足生

产需求基础上，对部分技术状况老化的

闲余装卸机械进行封存，节约成本和能

耗费用。加大 ６个巡检小组（机械、电
气、工具工艺、外租房、门机、防台防汛

等）检查力度，从源头上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做到防微杜渐，降低故障概率，控

制维修成本。推进设备管理与使用部门

定期沟通协调例会机制，开展机械定期

联检，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各类设备设施

的管、用、养、修，确保机械安全运行。以

强化“二交五查”（“二交”：交安全生产

指令和上级指示、交安全质量措施和注

意事项；“五查”：查作业人员是否按规

定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查机械、设备、

工属具是否安好，查作业环境是否存在

不安全因素，查作业人员是否遵章守纪，

查安全措施是否落实）制度执行为抓手，

加强安全装置、重要部件及车况性能检

查，发现故障和不良情况及时修复。

夯实人力资源管理，推动精益管理。

制定实施全员培训计划，保证人均受训

时间不低于８小时，提升员工的工作能
力、安全意识以及规章制度执行力。推

进“３３６１”〔库场或机械队岗位３个月、装
卸劳务队当班岗位３个月、单船指导员
岗位６个月、调度（计划）岗位１年进行
轮岗〕雏鹰计划第三期培训，侧重现场带

教和岗位实践，旨在较短时间内培养一

批现场生产组织类一线“主体岗位”紧

缺人才。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在

公司“三重一大”（重大事项决策、重要

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

使用）、物资采购、防暑降温、集箱查验、

安全生产百日等方面，履行监督职能，开

展有效监察。弘扬以人为本、科创强港

的企业文化，在元旦、春节期间，公司领

导带队上门慰问困难员工。继续为广大

员工办“十件实事”（一份生日慰问品及

生日面券，一份春节、国庆节节日慰问

品，一次健康体检，改善食堂就餐环境，

改善员工工作及承包工宿舍环境，设立

温馨小屋功能，退休职工“五个一”关

怀，上港队主场观赛，双周播放电影，巾

帼为您服务活动）。为员工投保工会会

员专享基本保障Ｂ计划和上海市职工互
助综合保障 Ｂ计划，保障员工权益。在
吴斌工作室基础上，１１月８日，挂牌成立
“华军装卸机械维修创新工作室”，依托

自主研发的故障维修查询系统，面向机

械操作司机开展常见故障诊断培训。公

司成立三支党工团突击队，全年出动

６０４人次，完成１５５次突击任务，保障码
头生产正常运营。 （黄伊文）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罗泾分公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罗泾分公司（以下简称“罗

泾分公司”）设计年吞吐能力８６０万吨，
码头泊位总长２４６０米，有６个３万吨至
７万吨级栈桥式码头的深水泊位，码头
前沿水深１３５米，另有１１座１万吨到２
万吨级水水中转泊位，码头陆域面积为

６８６９万平方米。整个码头通过１号引
桥（宽３２４米）、２号引桥（宽２５米）、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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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引桥（宽４０４米）和３７１８万平方米
堆场、５９万平方米５座仓库连成一体。
全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１４６２６０万吨，为
年度计划１３００万吨的１１２５１％，比上年
增加 ２４４％。其中：完成外贸接卸量
４９４１４万吨，增加 １１１％；完成内贸接
卸量７０４４６万吨，增加６２１％。完成营
业收入 ４２５０３１４万元，为年度计划
４１６１４万元的１０２１４％，增加１３３％，其
中完成主营收入 ３９３２５４８万元，增加
１４４％。成本费用支出４０６９３５３万元，
增加２８％。实现利润１１８８０８万元，为
年度计划５００万元的２３７６２％，绝对数
增加 ３８６９８４万元。安全质量基本稳
定，未发生有责重大、大事故。

年内，罗泾分公司增强市场开拓和

应变能力，加大市场营销力度，细分市场

和客户，明确货源主攻目标，完善内部激

励机制。公司领导和业务人员多次走访

黑龙江、山东、浙江、广东、江苏、四川等

省，捕捉国家和地方重点进出口项目信

息。参与“上海国际件杂货运输展览会、

第十届中国国际纸浆纤维会”等世界性

件杂货运输大会，邀请中外客户到码头

参观考察。９月１日，码头开港十周年，
组织召开２００多家船公司、贸易商、货主
和代理客户恳谈会，深化业务合作，促进

双方发展共赢。针对集团件杂货费率放

开政策，对纸浆客户、大客户和从外港争

取过来货源实施优惠政策，采取计划优

先、作业优先等举措，扩大优质货源，稳

定战略客户。全面启动马来西亚关丹、

文莱项目，全年签订各类装卸合同 １７０
个，装卸进出口设备 １４５３７万吨，比上
年增长３６％，每月出口设备作业量基本
保持在１０万吨以上。基本完成南美进
口纸浆业务谈判，公司高费率高附加值

货种持续走高。

提升生产能力和服务水平，坚持“外

抓市场、内抓现场”方针，克服码头时常

出现天气影响、船舶集中到港、劳动力紧

张等生产瓶颈，强化以计划为中心的精

益化生产组织管理。公司领导亲自抓生

产衔接，抓交接班时间，抓工班效率，集

中力量抓好重点船舶和货物的快装快

卸，全年未发生客户有理投诉事件，客户

满意率达９５１８％。面对关丹、文莱、巴
基斯坦等重要项目启动，先后召开船前

会和协调会５０余次，统筹资源，沟通协
调，确保各个生产环节安全、高效和有

序。加强与引航站、海事、海关、商检以

及船公司、绑扎公司和罗泾港区派出所

等相关单位沟通联系，优化营商环境，细

化协作机制，加快船舶周转速度，提高码

头综合效率。全年完成船舶作业 １３８９
艘次，比上年增加１６５３％；全员生产率
８５４３吨／人，增加 ３１％；装卸生产率
１８９３４吨／人，增加３１％。全年内贸接卸
量７０４４６万吨，３月份吞吐量１４９８４万
吨，分别创公司开港以来全年和单月最

好水平。

保持安全生产基本稳定。针对港口

安全生产形势和公司业务量持续增大，

坚持安全第一思想，牢固树立“安全发

展”理念，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抓共管、失职追责”责任制，推进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重新制订和完善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实施班前安全宣誓制度，签

定领导干部安全责任书和全员安全承诺

书，加强各级管理人员责任制考核，加大

对违章违纪人员的处罚力度，促进公司

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提升，减少安全事故

发生。加强安全文化建设，抓好季节性、

交通、消防、综合治理等“大安全”工作，

组织开展全国安全生产月、集团“９１５”
和全国“１１９”消防日等活动，深化企业
全员安全培训和集团《事故案例》警示

教育。在召开中共十九大期间，突出抓

好门卫、重要部位监督检查，提升港口安

保等级，确保港区安全和谐稳定。完成

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三年一次复审

和“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五年一次

复审工作。针对公司９月２４日发生港
内非道路交通无责死亡事故，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制定对钢结构、钢管、重大

件等绑扎货物进栈车辆管理人员必须到

场和落实防范措施后方可作业等措施，

加大重点时段、重点岗位和重点区域隐

患整治力度，对事故有责人员进行责任

追究，有效控制安全事故。全年共查处

各类违章违纪现象１２３起，有３３９人次
受到处罚，罚款金额６０６００元。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全面推进“三

化”建设，将信息化、精益化、系统化建设

与提高服务质量和生产效率、ＩＳＯ９００１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贯标等工作有机结

合。发挥信息化平台作用，改进公司

ＢＴＯＰＳ系统，完成食堂智能卡升级，自行
开发 公 司 物 资 管 理 系 统 等。加 大

ＩＳＯ９００１贯标工作力度，自行组织内部
管理审核，完成质量手册、程序文件、支

持性文件和质量记录修订工作。根据生

产经营需要，制定《专业技术人员聘任》

《职工绩效考核实施办法》《应收账款考

核指标规定》《公司大事记管理办法》等

文件，全年下发各类行政管理性文件４０

余个，各类报批件５０余个。执行集团和
公司“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全年召开总

经理办公（扩大）会２１次，决策和修改各
类项目 １５０余个。强化计划、统计、理
赔、合同、审计、监察和法务等专项管理，

开展集团审计、社会审计和公司内部专

项审计工作，对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及时整改，规范企业日常经营行为，规

避企业经营风险。加强财务预算管理，

强化成本费用管控，千吨吞吐量装卸成

本比上年减少１８１％，千吨吞吐量营业
成本减少 １７２％，收入利润率年增加
４５５％，收入成本率减少９％。

推进人力资源管控，根据公司发展

目标和人才工程规划要求，结合老职工

集中退休、新老交替和企业用工结构调

整等难点热点问题，对岗位进行全面梳

理，优化人员配置，及时推出人事改革新

举措。完成公司所有劳务合同转为业务

承包合同改革，签订各类业务承包合同

１５个。新成立江西于都承包队，全年新
招承包工 ８５３名，退工 ７９９名，净增 ５４
名。改革薪酬分配制度，增加月度收入，

减少年终一次性收入，提高职工每月收

入。抓好员工年度培训工作，全年举办

各类培训班 １７０期，培训 ５２１０人次，其
中外出培训６３期计２１２人次，公司自主
培训１０７期计 ４９９８人次。做好新员工
的招录和师徒带教工作，完善内部培训

师机制。

加大机械设备管理和更新改造力

度，加强机械设备“管用养修”工作，抓

好机械设备动态管理，强化机械交接班

点检和日常抽检制度，完善和提高现场

快速抢修和项目修理机制，实行维修关

口前移，全年完成机械设备计划修理

３６４台次，日常各类抢修１０２１８台次。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７５４８万元，其中１００
万元以上项目２２６５５万元，１０万 ～１００
万元项目 ３４０４万元，１０万以下项目
１４８８万元。投资１８８９９万元，占地面
积１５８４０平方米新建货棚，于 １０月 ２５
日竣工并投入使用，创全国钢膜结构型

货棚面积之最。更新履带码垛机１台、
牵引车６台、１６吨叉车１台；更新视频监
控系统和新增门机安全视频监控１５套，
公司视频监控总数达到２３８个，做到生
产现场全覆盖。先后制定《机械事故管

理办法》《装卸工索具管理规定》等技术

管理文件，对能源管理采取针对性措施，

万吨吞吐量碳排放 １０１９８１吨，比上年
减少４１％；万吨吞吐量能源综合单耗
４３６１４标煤吨，减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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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员工生活，构筑和谐企业。完

成年初确定的为员工和承包工办全部实

事项目，１４３６名员工和承包工进行健康
体检。为单船、理货员、保洁员、水手实

施月度补贴，春节、国庆期间和高温时段

为一线员工临时调高工时单价。增加一

线装卸司机中途喝咖啡提神、高温时段

现场送冰棍、在岗职工制作防风保暖皮

衣、在岗职工每人订阅《新民晚报》等福

利。投入４１８９万元为 １６６２名退休职
工办理新年度“上海市退休职工住院补

充医疗互助保障计划”；投入１３６５１万
元为５０１３人次退休职工开展“三节”
（春节、重阳节、高温季节）慰问；全年帮

困慰问退休职工１７４人次计４７４万元。
组织集团第 ２１次“８·１５”募捐活动，
１５４６名职工共捐款１７９８万元。建立健
全公司领导联系部门、服务基层和走访

职工制度，及时关注和妥善解决员工实

际问题。 （吴仲之）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上海罗
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进口铁矿

石装卸服务，拥有码头岸线长９０８米，前
沿水深１５３米，年设计吞吐量 ２２００万
吨，陆域面积 ６６万平方米，堆场面积
５５２万平方米，配备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现代化港口装卸设备共计１７台。年
内，公司贯彻集团“稳中求进、奋发有为、

创新引领、多元发展”工作方针，围绕公

司“坚定信心、增量保质、优化管理、开拓

进取”工作要求，以“六个抓”（抓市场、

抓现场、抓改造、抓保障、抓管理、抓环

保）为着力点，推进公司市场经营、生产

组织和技术保障等各项重点工作，超额

完成年初所确定的主要目标。全年完成

货物吞吐量５６５０万吨，为年度预算４９５０
万吨的１１４１％，比上年增加８７６万吨；
完成货物接卸量２８７２万吨，为年度预算
２６００万吨的 １１０５％，比上年增加 ４０５
万吨，接卸量指标创三年来新高；完成营

业收入５２２６２万元。
年内，公司以市场为导向，抓住外部

经济有所复苏的有利时机，实现生产经

营的大幅度增长。夯实安全基础管理工

作，加大安全教育培训力度，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与考核，加强现场作业重点危

险节点管控，提高现场安全掌控能力，全

年无上报事故。针对设备设施老化、故

障频次高发、维修成本增加等实际状况，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一系列改造和修

理项目，提升公司主要生产设备的安全

性能，改善设备设施的整体状况，基本满

足生产对设备的需求。推进节能减排工

作，全年能源消耗１０３８２９吨标准煤，完
成节能量３２７９吨标煤；每万吨吞吐量
能耗１８４吨标准煤，比上年减少８２％；
完成上海市下达的节能减排考核目标，

实现“绿色节能港口”相关考核要求。

推进环保整改工作，实施《环保改造项目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后续工作，落

实环保改造第一阶段项目，完成工程设

计招标工作。按照市环保局和市交通委

有关要求，现场安装３台扬尘在线监测
仪器，实时监控粉尘及噪声。 （吴绩伟）

表１ ２０１７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位情况

码头名称 前沿水深（米） 泊位长度（米） 靠泊吨级（万吨） 泊位数（个）

卸船码头 １４．５ ７４３ ２５ ２

直装码头 １１．５ ２６９ １．５ １

辅料码头 ７．５ １７０ １ １

装船码头 ６．５～７．５ ４５９ １ ７

表２ ２０１７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备装卸情况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桥式卸船机 Ｑ＝２１００Ｔ／Ｈ 台 ５

移动式装船机
Ｑ＝４２００Ｔ／Ｈ 台 １

Ｑ＝２１００Ｔ／Ｈ 台 ２

斗轮堆取料机 Ｑ＝４２００／２１００Ｔ／Ｈ 台 ４

堆料机 Ｑ＝４２００Ｔ／Ｈ 台 ２

斗轮取料机 Ｑ＝１５００Ｔ／Ｈ 台 ３

（吴绩伟）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邮轮港公司”）是由宝山区

政府与招商局集团上海长江轮船公司联

合成立，主要负责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

建设、运营和管理，邮轮港区管理及配套

服务，客运旅游及相关旅游服务，游艇基

地及相关服务，船舶运输、滚装运输，锚

泊服务、船舶代理，邮轮及其他船舶供

应、检修及相关服务，交船服务等。全年

完成大型国际邮轮靠泊量共计４６６个艘
次，比上年减少１０６％，其中访问港８个
航班、母港４５８个航班，“两船同靠”１４８
次，“三船同靠”７次，靠泊量占上海市国
际邮轮靠泊总量的９３３９％，占全国总量
的 ４１９１％。全年共计出入境旅客约
２９１５７万人次（不含船员），比上年增长
２３％，其中出境旅客１４５６１万人次，入

境旅客１４５９５万人次，国内旅客２７７２
万人次，国外旅客１１７０万人次，出入境
旅客占上海市国际邮轮出入境旅客总量

的９７９％，占全国总量的 ５９５１％。年
内，公司明确战略发展方向，按照《上海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第二个

五年（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发展战略》，贯彻“打
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一流邮轮母

港”目标，坚持“快乐港口、智慧港口、绿

色港口、示范港口、共赢港口”五大港口

标准，确保公司战略发展方向不动摇。

确保产业发展稳中有进，依托宝山

区邮轮经济相关海关业务管辖归口管

理、监管属地化等政策背景，对接海关、

商检、交警等政府职能部门，实现邮轮货

柜转运等业务创新发展。推进“建协会，

立标准”工作，申请成立“上海邮轮供应

协会”，将邮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一体纳

入行业协会管理体系。全年完成邮轮船

舶供应代理２０８个航次，船供作业代理
１５９航次，货柜转运 ２０航次，转运货柜
７６箱，船供收入比上年增长 ４７１３％。
旅行社坚持旅游产品销售与广告业务并

举、邮轮旅游产品与普通旅游产品互补

的经营策略，提升公司品牌效应，拓展公

司市场影响力。全年涉及１３８航次，累
计人数１２３６人，销售舱位５２０间。梳理
对外投资公司运营现状、存在问题，系统

整理对外投资公司原始基础材料，建立

一司一档，加强和规范投资公司管理，维

护邮轮港公司合法权益。

加强安全意识，确保安全生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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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目标管理，

加大安全检查和整改力度，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以建立自

我约束、自我完善、持续改进的安全生产

长效机制为目标，向“质量”转型发展。

全年安全生产总体运行情况正常，未发

生安全责任事故、污染及火灾事故，港区

交通整体有序、道路畅通。推进后续工

程建设，严格控制投资总额，推行精细化

管理，健全项目建设制度，采取措施监控

工程进度，妥善处理工程建设和港口运

营关系，确保工程施工安全和质量双丰

收。年内完成引桥工程整体交工，完成

客运大楼装修工程。抓住邮轮国际市场

变化，紧贴邮轮公司需求，依靠政府扶

持，实现邮轮货柜转运政策突破，最终实

现邮轮货柜转运业务模式创新。通过一

年货柜转运业务运作，积累业务运作经

验，摸索一整套业务运作流程和办法，培

养一批业务人才。加强港口运营，推进

运营方式现代化。初步搭建完成调度运

营指挥中心，通过微信平台进行试运行，

初步实现远程、集中、统一管理，直接控

制现场作业，掌握现场作业效率，达到横

向指挥到面、纵向指挥到点的点面结合。

根据试运营情况，拟定《关于进一步优化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旅客抵港服务的

客流组织举措》。创新“绿色港口”建

设，岸电项目通过交通委批准取得供电

资质。１号泊位岸电设备完成对天海
号、蓝宝石公主号及盛世公主号的供电

测试，具备正式运行条件。２号泊位岸
电设备完成设备吊装、全负载试验，具备

实船供电调试条件。光伏项目与国网签

订能源管理合同，完成安装调试及并网

工作，具备试运营条件。推进“智慧港

口”建设，智慧邮轮港项目完成总体规划

方案编制工作，分项目邮轮泊位预订系

统完成开发，具备上线运行条件。加强

风险管控，实现预算管控服务标准常态

化。通过强化全面预算管理工作，将经

济业务与财务收支项目全面纳入预算管

理范畴，确定各部门的ＫＰＩ考核指标值，
将全面预算工作与考核挂钩。开展国家

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通过实施标准化

体系建设，重塑公司全领域管理过程，建

立多项应急预案，规范各种操作流程，完

善对员工和相关方监督和服务评价体

系，通过市级标准化验收，完成国家级服

务业标准化验收文件编写。通过实施质

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

管理体系一体化贯标认证工作，规范和

完善管理手册及各项规章制度，体系认

证工作通过挪威船级社认证，并取得体

系资质。 （高　青）

口岸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
关　至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
（宝山）海关（以下简称“吴淞海关”）共

有干部职工 １４１名，内设科级机构 １２
个，业务门类涵盖通关、查验、物流监控、

加贸、稽查、统计、旅检、监审等方面。吴

淞海关既是口岸海关也履行区域海关职

能，既监管进出口货物也监管进出境旅

客行李物品，既监管大宗散杂货及小部

分集装箱也监管小件分拨货物。吴淞海

关共有７大类３１个监管场所，其中有上
港集团５个公共型码头（张华浜码头、军
工路码头、罗泾钢杂件码头、煤炭码头、

罗泾矿石码头），５家企业自管码头（宝
钢专用码头、石洞口第一、二电厂煤码

头、华荣达石油化工码头、石洞口煤气厂

专用码头），５个海运监管区（上海海关
第二至第六监管区），亚太最大邮轮母港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１０家保税仓库，３家
新箱监管点，３个锚地。辖区散杂货监
管量约占上海口岸总量的７０％，监管进
口分拨货物量约占上海口岸总量的

８０％，监管国际邮轮进出境旅客数约占
上海口岸总量的 ９０％。全年共受理进
出口报关单申报共计１６９万份，征税入
库１２０７亿元。２０１７年监管进出口货物
３０万批（含吴淞口岸及外关区分拨货
物），货值６３２５亿元，监管进出口集装
箱９６万标箱，散货５９０７５万吨。受理
进出口货物查验１７万批次，监管进出
境邮轮９３０艘次，监管进出境旅客２９１５
万人次。保税仓库进出库货物 １４９亿
元，１２７９万吨，手册备案数２８５份。年
内，吴淞海关收到表扬信５封、锦旗 １２
面，并连续７届（１４年）被授予“上海市
文明单位”称号。海关旅检科获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同创共建文明口
岸先进集体。

做好综合治税各项工作，分拨货物

及属地企业税收分别为４１２亿元和７５
亿元。为中国宝武提供专人专窗“一条

龙”服务，派员宣讲海关最新政策，研究

便利通关模式，宝山属地企业总税收额

达２１６亿元。推进汇总征税推广扩容，
年内共办理集中汇总征税３４４６票，货值
７８１亿元，征税１５８亿元，未发生因超
时缴税而降低企业评级情况。推进全国

通关一体化改革，重新梳理验估各个岗

位人员配置，理清事中、事后验估工作流

程，建立联络协调机制，落实查验分流作

业简化措施，变查验分流“双向审核制”

为“单向报批制”。年内，现场验估共计

２４８１票、１１３万批，货值合计 ４３０３亿
元，征税８２５亿元。推进监管场所标准
化建设，重点就场所设施达标、危化品监

管、视频联网工作等进行部署。与监管

场所研究整改建设方案，指导帮助３家
监管场所完成注销手续，对２家监管场
所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严格按照新要

求、新规定对上远集装箱监管站搬迁前

准备工作进行部署落实。持续提升货物

通关效率，以精简冗余作业流程、紧密岗

位间流转衔接为突破口，建立周末加急

审单预约联系制度，实行“定向预约审

结，当日缴税放行”模式，创新税单集中

打印，优化整合岗位职能衔接，破除单证

在岗位间无效停滞，实现时效较上年再

压缩三分之一任务目标。利用信息化手

段，借助查验单兵作业系统和查验平台，

用好关、企共享数据，压缩查验时长，提

升进出口单证２４小时放行率。全年平
均通关时效为 ２４２小时，比上年减少
４３６％，超过总关要求时效缩减三分之
一目标。落实智能海关建设，建立海关

查验音视频系统使用监督检查体系，实

行每月一周关科联线、科室现场每日联

线。推进《监控一科海关联网监管暨查

验预约平台》升级工作，实现作业痕迹全

电子化管理，分拨货物预约查验率接近

１００％。健全查验、通关、稽查双向沟通
反馈机制，将整个海关流程前道通关、查

验与后道稽查相连通，形成相辅相成反

走私回路，针对辖区以散杂货、分拨货监

管为主业务特点，将重点放在民生类小

众商品低报价格上，加大对海淘货物打

击力度，并结合该关旅检移送案件大幅

增长趋势，完善旅检渠道违规情事风险

防控。全年共向缉私移送立案行政案

件线索 ８６起，其中行政立案案件 ８０
起，案值 １１亿元、涉税 ３６５万元。刑
事立案共计６起，案值５０００万余元，偷
逃税款１１８０万余元。其中参与总署二
级挂牌长江３号行动，查获１起侵犯知
识产权案，实现吴淞口岸散杂货监管查

获侵犯知识产权案零突破。贴近区域

发展需求，主动做好服务。２０１６年 １０
月２４日，吴淞海关对国际邮轮实施归
口化管理。该关创新实货监管和进出

港作业制度，建立覆盖船供实货监管全

流程制度体系，推动建立跨部门共享船

供业务关港信息化管理系统，在考虑口

岸监管安全因素下，探索邮轮船供“电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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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申报、运抵验放、事后交单”模式，实

现全流程透明化、信息化和高效化监

管。年内共受理国内船供申报１７８４批
次，共计２７万吨，货值３７亿元，平均
通关时间为 １８小时。试点实施进口
保税船供物资通关监管模式，实施《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国际邮轮进口保税船

供物料通关监管流程》，简化进口集装

箱船供物资通关流程，通关时间由原来

１周缩短为２天，码头前沿一次查验举
措可保证食品等船供物资安全卫生。

同时建立跨关区协调配合机制，年内为

进口保税船供 ３１０批次、１１３９８吨，货
值５６３９４万元。 （姚红蕾）

２０１７年２月９日，吴淞海关加强查验，确保极寒天气下企业快速通关
摄影／施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以下简称“吴淞边检站”）隶属上

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站机关设办公

室、政治处、边检处３个职能部门，下设６
个基层队，共有民警职工１３８人。主要
担负所辖军工路码头、张华浜码头、罗泾

散杂货码头、宝钢集团原料、成品和综合

码头及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等口岸的国

际航行船舶的出入境边防检查任务，其

中有５个一类口岸（３２个泊位），１２个厂
矿专用码头（２７个泊位），４个修造船厂
（１５个泊位），５个锚地（２０个锚位），２
段浮筒３８个停靠点。至年末，共检查出
入境（港）船舶６２１６艘次，出入境（港）
人员１０８２１３人次，办理各类证件７２０４９
份。１月１日至５月１７日，共监管邮轮
１６０艘次，签发隔离区通行证５６７０份；查
获简易程序案件（含一般程序简易处理

案件）４起４人次，一般程序案件２起。
（５月 １８日开始，邮轮归浦江边检管
辖。）年内，被上海市精神文明办授予第

十八届（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文明
单位”称号。

年内，吴淞边检站以做好党的十九

大边防检查和安全保卫工作为重点，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

（简称“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坚持

以党建带队伍、促业务的思路，完成各项

重点任务，实现口岸管控万无一失。开

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强化

党建，注重引领，严格管理，增强队伍凝

聚力和战斗力。加强职业文化建设，开

展“品读·悦分享”系列读书活动，营造

“以读书为荣、以学习为乐”文化氛围。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参加驻地“学习雷

锋、快乐志愿”学雷锋、“相聚邮轮港、乐

跑新风貌”健康跑等

系列活动。引入“互

联网 ＋”思维，创新
服务举措，搭建吴淞

边检站代理微信群、

绑扎公司微信群等

平台，及时提供边检

服 务 咨 询。启 动

“单一窗口”边检许

可服务平台，提升服

务办事效率，让数据

多跑腿、服务对象少

跑腿。加强口岸管

控，组织开展边检专

业化技能培训，全面

提升守护国门能力，

维护所辖口岸通关

顺畅、管控安全。落

实关爱措施，凝心聚

力，全 年 共 投 入

２４３万元用于机关
及基层科队添置、更

换、维修办公及生活

设施，投入３６万元
为机关及基层购买

冷饮和绿豆、白果

等，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保障一线执勤工

作开展，年内共有

３０余人收到各类表
彰奖励，收到服务对

象赠送的锦旗６面，
感谢信２５封。

（钱金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　至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宝山检验检

疫局”）共有干部职工１０２人，内设１４个
科室和２个办事处。全年共检验检疫出
入境货物８０９４４批，其中出境１６３６４批、
入境 ６４５８０万批；检疫出入境人员
３９９０６万人次，出入境船舶１２２８艘次。
全年截获货物、木质包装、集装箱动植物

疫情１８７２１批次，发现船舶动植物疫情
５２１艘次。

年内，宝山检验检疫局通过模式改

革和流程再造，创新工作机制，推进检验

检疫智能化、无纸化、便利化。出入境货

物月平均检验检疫时长为１０９６天，是
上海口岸出入境货物平均检验检疫时长

的８３２％；入境货物月平均检验检疫时
长为１２５天，是上海口岸出入境货物平

均检验检疫时长的９０１％。推行合格假
定模式，对不同种类进出口商品探索个

性化、智能化检验检疫新模式，实现全方

位、多层次、分梯度的监管放行模式，压

缩流程时长。对爱普等企业出口食品化

妆品，加大生产过程监管力度；对１０家
出境竹木草制品企业，实现报检即放行

的“零等待”模式；对辖区“中商兴晟”

“高夫食品”“东浩物流”等特殊监管仓

库及企业，实施“进库预检、出库核销”

模式。以“同线同标同质”工程为契机，

帮助爱普等食品农产品企业提升质量，

助其成为行业标准领跑者。推进报检无

纸化，无纸化报检月均受理 ９７００余批
次，覆盖率达９４５％。试点检验检疫全
流程无纸化工作模式，木质包装查验货

物实现全流程无纸化，金属材料、纺织服

装等商品实现“自动审单、自动分单、自

动通关、自动发送放行／查验指令、自动
归档”。简化原产地证办理程序，对辖区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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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家生产企业开辟无纸化办理绿色通
道，实现当日申请，当日出证。加强进境

木材检验检疫一体化服务站建设，“非干

扰”查验模式取得成效，上海木材交易中

心全年共检验检疫入境木材 １２３４７批
次，平均流程从一个月缩减至三天，入境

木材物流成本平均减少２００至４００元／
标箱的口岸查验掏装箱费用，车队运输

效率提升１５％以上，共检出各类有害生
物１６３０种次，其中检疫性的有害生物２３
种，４２０种次。

把提升区域发展质量作为检验检疫

融入地方发展的重要途径，结合质量月

活动，宣传多家质量提升表现突出的企

业，集中销毁一批不合格服装，包括知名

品牌儿童服装。了解地方各层面需求，

解决东方国际、东浩兰生等大型企业需

求，助力上海环利机电获宝山首个“入境

维修／再制造”业务资质证书，推动以发
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为典型的出口质量

示范区建设。检警联动，在国内首次对

伪造 ＩＰＰＣ标识立案侦查并以生产不合
格产品罪起诉，维护宝山制造和宝山品

牌。妥善处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进口电

缆，保障上海市重大工程建设。依法有

效处置频发的信息公开、业务举报，倒逼

食品检验工作模式变革和工作质量

提升。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吴淞海关开展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政策宣传 摄影／施奇

在确保口岸安全的基础上服务邮轮

产业发展。年内，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靠

泊邮轮４６３艘次，出入境人员３９８万人

次，排查出入境病例１２３６例（其中有症
状８８４例，确诊３５２例）。建立依托区政
府应急平台、多部门合作、国检提供技术

支持的国际邮轮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置预案，开展应急处置演练，提高实

战能力。推进基于ＣＱＩ指数的邮轮检验
检疫模式改革，协助形成吴淞口邮轮港

创建国际卫生港总体方案。

以“两大两促”（“大走访大调研、促

和谐促发展”活动）为契机，开展内外部

调研，解决一批老大难问题。制定“两大

两促”活动方案，开展“落实责任担当、

贯彻标准要求、执行制度机制”“三个百

分百”查纠活动，梳理薄弱环节。围绕

“邮轮经济转型发展、食品安全、国门生

物安全、质量提升、贸易便利化”五个主

题，共计外派调研人员５０余人次，走访
调研辖区重点企业１６家，汇总企业需求
３４项，并及时梳理问题清单，以“销账”
方式针对性解决困扰发展的难题。成立

邮供食品专题研讨小组，完善“邮轮食品

过境检疫监管”模式，探索对标国际高标

准的供邮轮物品监管措施，助力亚太邮

供中心建设。 （刘海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中华人
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以下简称“吴淞

海事局”）属上海海事局的分支机构，为

正处级执法单位。至年末，共有编制内

在职职工２６６人，其中硕士学历４６人，
本科学历１４５人，专科学历５０人。下设

机构１３个，其中内设机构５个，处室办
事机构３个，海巡执法大队５个。拥有
执法船只 １１条，其中 ３０米级巡逻艇 ８
条，４０米级巡逻艇２条，６０米级巡逻艇１
条。管辖区域外港包括长江上海段吴淞

口以下主航道及北侧小型船舶航道、主

要锚地和长江口水域，里港包括黄浦江

１０１灯浮至 １０７灯浮约 ４７海里水域。
全年共办理船舶进出港签证 １３２９７５艘
次，装卸货 １３２８８５５万吨，装卸集装箱
４８２２万ＴＥＵ（标准箱）。办理内贸危险
货物船舶申报６６４艘次，危险货物申报
３１４６３０吨。开展船舶安全检查 ５０２艘
次，其中船旗国安全检查（ＦＳＣ）４５６艘
次，港口国安全检查（ＰＳＣ）４６艘次；行政
处罚８０４件，处罚船员 ５１１人次。共实
施水上搜救１４０起，成功救起落水人员
１４人次，救助急病伤员１４人次，搜救成
功率９９６％。年内，吴淞海事局被评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
“青荷班组”被评为２０１６年中华全国妇
女联合会“巾帼文明岗”；吴淞海事局指

挥中心、“青荷班组”“青峰班组”被评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青年文明号”。
年内，吴淞海事局提升水上安全监

管效能，发挥 ＶＴＳ（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和巡逻艇立体监管优势，盯牢辖区重点

水域、重点时段、重点船舶，加强吴淞

ＶＴＳ覆盖区的安全监管，全年共接受船
舶报告６５万艘次，提供信息服务、助航
服务 ３０万次，实施交通组织 ２３４０次。
完成浮吊清理、入厦船舶（金砖峰会前进

入厦门管辖水域的船舶）专项检查等重

点任务１３项，做好“２０１７上海杯诺卡拉
帆船赛暨诺卡拉亚洲锦标赛”等专项活

动水上安全保障工作５项。集中力量对
锚地非法过驳、?藻浜出口航行秩序、进

出北槽小型船舶、无动力船舶、“三无”

（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

船舶等顽疾难症开展专项治理。

配合参与利用边坡提升深水航道通

航能力的课题研究和实船试验工作，保

障３次超宽交会试验成功，参与《长江上
海段船舶定线制规定》《黄浦江通航安

全管理规定》修订工作。服务上海港邮

轮产业健康发展，配合地方政府“区港联

动”建设规划，以需求为导向，深化“３Ａ”
（全网格Ａｌｌ－ｎｅｔｗｏｒｋ、全跟踪Ａｌｌ－ｔｈｅ－
ｗａｙ－ｔｒａｃｋｉｎｇ、无缝隙 Ａｌ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工作法、“五优先”（一是大型邮轮与超

规范船的需求冲突时尽量优先满足邮

轮；二是优先在长江口深水航道交通管

制时间给予编队时间；三是优先安排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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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艇警戒伴航；四是邮轮有锚泊需要时

优先安排优质锚位；五是疏港中优先安

排开航。）、“应急评估协调机制”等服务

保障举措。年内累计服务 １２２４艘次国
际航线客船、１９０万人次旅客安全进出
上海港，邮轮安全运行率达 １００％。推
进各项便民利民措施，牵头实施绿华山

水域联合登临检查。全面推广网上行政

处罚，全年共有１６５件行政处罚案件采
取网上远程处罚。组织召开“长江上海

段锚地使用和管理”意见征询座谈会，探

索优化锚地“放管服”举措；推进港口建

设费货物信息申报及电子支付系统的推

广运行，年内通过海事规费征稽管理平

台远程报送港建费申报信息２４８７条，比
上年增加 ６３倍，节约船方往来路费 ２４
万余元。 （李萌斐）

长航公安吴淞派出所开展服务群众活动 长航公安吴淞派出所／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以下简称“宝山

海事局”）属上海海事局的分支机构，为

正处级执法单位。２０１７年，宝山海事局
开展基层执法机构改革，内设机构调整

为５个，处室办事机构调整为２个，设立
３个海巡执法大队。至年末，共有在编
员工１１１人，其中具有硕士学历１３人、
本科学历７０人、专科学历２６人。拥有
执法船只９艘，并配置有ＶＴＳ（船舶交通
管理系统）终端设备，５８个多功能探头，
可对管辖水域进行实时监控。执法水域

范围为上海港长江水域中自吴淞口灯塔

起与Ａ７２、６５、６６灯浮的连线，并在 ６６、
６７、６９、６９Ａ、７１、７３、７５、７５Ａ、７７灯浮的连
线至Ｑ１１、Ｑ１２、８１、８３灯浮、地理坐标点
（３１度２９分０１秒 Ｎ，１２１度２６分２４秒
Ｅ）、沿该地理坐标点连接８４灯浮并延伸
至岸边的范围。管理水域面积为１１５平
方公里，管辖沿岸岸线长度２９２公里，
通航里程３７９７海里。管辖区域内共有
１５座主要码头。全年共受理进出港报
告９７２７０艘次，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
物、散装固体货物货申报１２１０起，共对
７１艘次外国籍船舶实施港口国监督检
查，滞留船舶６艘次；船旗国监督检查，
海船检查 ９８艘次，内河船检查 ４５８艘
次，滞留１３艘次。全年进行各类船舶防
污染登轮检查共１４８艘次。巡逻艇巡航
里程５１７４２海里，巡航时间 ５２２２小时。
组织及协调救助行动６５起，搜救成功率
达到１００％。年内，马国强被评为“全国
海事调查工作先进个人”、宝山海事局被

评为“２０１７上海邮轮旅游服务保障先进
集体”、船舶安全检查中心（原船舶监督

处）被评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同创
共建文明口岸先进集体”、海宝青年先锋

艇被评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青年
文明号”、海宝“航 ＋”青年突击队被评
为“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青年岗位建功行动
先进集体”。

年内，宝山海事局强化水上交通安

全监管能力，开展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风

险分级识别、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攻坚

行动。开展“平安交通”“平安船舶”专

项活动，结合辖区实际特点，整治非法锚

泊船、吸煤吸矿船、非法采砂船、“三无”

（无船名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船

舶等，优化辖区通航环境。严格执法，先

后查获上海港近年首起外轮“黑户口”

案件、２０１７年第一起外轮在长江口非法
排污案件；在开展安全航行港口国监督

集中检查会战（ＣＩＣ）中，依法滞留存在
严重专项检查缺陷的巴拿马籍大型散

货船。

保障辖区水上通航安全，实施“错

峰”管理措施，保障码头靠离泊大型船舶

和穿越航道船舶安全。开展辖区通航环

境专项治理活动，打击长江上海段水上

非法过驳作业。发挥电子巡航优势，创

新使用远程查处手段，协调长航公安、海

事公安等开展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打击

在浏河口港界线和罗泾光缆区附近违法

锚泊的船舶和作业浮吊，维护辖区水域

安全形势稳定。

服务邮轮产业发展，实施邮轮安全

监管机制和便民有效的邮轮服务举措。

开展国际邮轮港口国监督检查，牵头开

展上海港国际邮轮口岸单位联合登临检

查，加强大型邮轮各项辅助作业现场检

查，多次与邮轮公司、船级社等开展技

术、业务交流，明确安全管理措施。完善

国际邮轮口岸服务，新设邮轮港政务受

理窗口，承担国际邮轮进出口口岸查验、

船员证书申领受理和领取业务。指导服

务辖区船舶，先后应邀指导皇家加勒比

修改排放控制区体系文件，起草 ＥＧＣ使
用程序，开展邮轮防污染英文讲座，协调

环保、码头管理等部门，完成上海港首次

危险废弃物接收处置等工作。筹建“吴

淞口国际邮轮海事监管基地”，研究完善

邮轮通航安全保障及应急机制，探索解

决极端天气条件下大型邮轮和国际邮轮

港安全运营及应急联动机制，推进完善

邮轮水上电子围栏方案，解决国际邮轮

靠泊期间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

落实简政放权举措，创新港建费缴

费征收和信息核查工作。依托“互联网

＋”，丰富港建费电子支付方式和服务平
台方式，扩大代收范围，加强对代收单位

的相关政策咨询服务和代收指导工作，

便利船舶和相对人信息报送和港建费缴

纳，提高海事政务办理效率。完善码头

共享数据应用系统，提升系统的自动比

对准确率，促进规费应征尽征。年内运

用该系统查获２２起少缴港建费案件和
６６起未报告案件。对１０起未按规定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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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港口建设费案件予以处罚，处罚金额

１４５６８元；对５３起未报告案件予以处罚，
处罚金额５９０００元；对２２起少缴港建费
案件进行补征，补征金额共计４９２８６元。

（夏　艳）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所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所
（简称“吴淞所”）隶属于交通部公安局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现有民警１９
名，承担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港区内

及周边上海长江段水域的刑事、治安、消

防、反恐等日常公安管理工作。全年共

接处警６５５起，查处行政案件４６６起，治
安处罚６１５万元；行政拘留２１人，刑事
立案１０起，打击处理 １０人；检查船舶
１８０艘次，检查单位３４家，整改消防安全
隐患９２处；查处消防案件２０起，消防行
政处罚３５５万元。收集各类情报信息
３５条，上报《国保信息》６８期，被长江航
运公安局国保总队采用１２期，上海市地
方党政机关批示１６期。成功化解大规
模旅客滞港、滞船事件２５起，做好党的
十九大安保、２０１７上海邮轮旅游节开
幕、“盛世公主号”邮轮首航仪式、国庆

中秋长假安保等工作，解决各类旅客求

助２５７起，获锦旗 ８面，收到感谢信 ２
封。年内，吴淞所获交通部公安局授予

“集体二等功”称号。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长航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所荣立集体二等功 长航公安吴淞派出所／提供

年内，吴淞所保障邮轮港区内交通

通行秩序。保障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

“海洋水手号”“海洋量子号”，歌诗达邮

轮公司“大西洋号”“赛琳娜号”“幸运

号”，地中海邮轮公司“地中海抒情号”，

天海邮轮公司“天海新世纪号”，嘉年华

邮轮公司“蓝宝石公主号”，丽星邮轮公

司“处女星号”，公主邮轮公司“盛世公

主号”，诺唯真邮轮公司“诺唯真喜悦

号”等４６６艘次（其中母港４５８艘次，访
问港８艘次）邮轮的安全靠泊，接待旅客
２９１５７万人次。其间，共计出警３７８０人
次、警车９８１辆次。

做好邮轮港内各项安保工作。３月
２７日，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一行到零点
广场ＬＡＯＸ展销店及上海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考察访问。８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一行到上

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调研。１１月３０日，
上海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一行到上

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视察调研。妥善做

好各项调研活动外围交通疏导、现场秩

序维护等警卫安保工作。做好４次邮轮
首航仪式、邮轮旅游节、２０１７年“两会”、
党的“十九大”期间特殊时期安保工作。

做好反恐防暴工作，根据公安部关

于反恐、防爆工作的相关要求，制定反恐

防暴预案。提高邮轮港安保等级，在狮

子桥闸口上下客期间，严格执行邮轮港

车辆通行规定，车辆凭有效证件通行，闸

口安保人员对进港车辆内人员进行初步

观察，对可疑人员立即核查上报。加强

对邮轮港港区、零点广场等区域巡逻，发

现可疑人员进行核查。对托运行李逢包

必查，严格做好爆炸物检测排查工作。

加强防爆巡查排查，开展防爆处爆预案

演练，提高处置爆炸事件能力。提升装

备，配置安保设备器材，在狮子桥进港车

辆第一道防线闸口设置升降路障。２月

７日，与浦江边检站签署警务协作备忘
录，共享情报信息，完善双方关于网上追

逃及布控、抓捕违法犯罪嫌疑人合作机

制；２月９日，联合浦江边检约谈厦门春
晖国际旅行社，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旅

行社协助做好预警工作；１０月１６日，长
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在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举行“迎十九大安保反恐演练”，模

拟“歹徒驾车冲卡”“歹徒劫持人质”两

个场景，上海分局民警、辅警、邮轮港工

作人员等５０余人参加演练。
做好警务联动及联合执法工作，与

宝山渔政、宝山海事局、宝山区水务局、

宝山公安分局水上治安派出所、水上公

安局石洞口派出所等有关职能部门合

作，严厉打击辖区水域内非法捕捞、非法

采砂、无证驾驶机动船舶等违法犯罪行

为。与市旅游局、市文化执法总队达成

合作协议，加强与旅行社、船公司的管

控。６月２８日～３０日，联合渔政在长江
水域开展联合执法检查，重点打击非法

捕捞活动。年内，与吴淞边检站联合执

法１４次，成功抓获１名网上追逃人员，
破获３起盗窃案件；与宝山海关联合执
法６５次，与宝山交通执法大队联合执法
８７次，与宝山交警四大队联合执法
５８次。

妥善处置旅客滞留事件。年内共发

生旅客滞留邮轮事件６起，由于经济纠
纷等因素导致旅客滞留港口事件１０起，
由于邮轮故障导致旅客滞留港口事件２
起，由于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

旅客滞留港口事件１６起。５月１０日，上
海长江段水域吴淞口警戒区３７只集装
箱落水，海事临时封闭长江主航道。受

事故影响，原计划于 ５月 １１日 １时 ３０
分和７时５０分靠泊的皇家加勒比“海洋
量子”号邮轮、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

抛锚长江口等待清障。由于清障进度缓

慢，两船改为１２日靠泊，与原计划１２日
靠港的天海“新世纪”号邮轮形成三船

靠泊。此次三船延误事件共影响１７５０４
名旅客出行。由于事发突然，大批上船

旅客提前到港，吴淞所民警全员上岗，设

卡检查、定点疏导，向旅客做好解释工

作，将旅客引导至临时安置点休息，确保

旅客安全舒适，指挥大巴、货供车辆在指

定位置等待。５月１１日晚９时，皇家加
勒比“海洋量子”号及歌诗达“赛琳娜”

号邮轮顺利靠泊吴淞口国际邮轮港。５
月１２日，邮轮开始上下客作业，化解群
体性事件发生。 （滕力威）

８３１

港口与口岸管理



　新兴产业·园区
■编辑　金　毅

工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区工业重点围绕推
进深度融合、加快转型发展，坚持在大局

中谋划、大局中定位、大局中发展，以科技

创新为引领，以重大产业项目落地为抓

手，聚焦９项区委、区政府目标管理任务，
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承载区”和

“智慧城市”建设，促进质量型增长、内涵

式发展，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全年完

成工业销售产值１３８２亿元，比上年增加
８７亿元，增长 ６７％，增幅比上年上升
１６３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销售产值１１７５亿元，增长８％。全区
完成工业增加值２８６亿元，增长１０％，占
全区增加值总量２５５％，占比上升０４个
百分点。全区工业税收实现１９５亿元，增
加６８１亿元，增长５３７％。全区税收收
入增长２５７％，其中工业拉动约２１个百
分点。全区工业区级税收完成３５亿元，
增加１１亿元，增长４５８％，占全区区级税
收收入２５１％，提高６２个百分点。完成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５５亿元，增加５亿元，
增长 １０％。其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３０６亿元，增长７０％，增幅上升１０个百
分点，增幅位列全市各区第三位；生产性

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２４４亿元。“２＋４”
（２：宝山工业园区、宝山城市工业园区；４：
顾村工业园区、杨行工业园区、月浦工业

园区、罗店工业园区）工业园区单位土地

主营收入６５亿元／平方公里。围绕重点
调整行业，结合环保督查、河道整治等工

作，关停落后产能项目６１个，其中市产业
结构调整项目５４个，全区产业结构调整
转型升级腾出盘活土地约１３５３３公顷
（２０３０亩），超额完成市区两级全年工作
目标，工业节能降耗综合能耗控制在３８
万吨标煤，产能能耗下降率５％。

■开展区域联动投资　围绕构建区域联
动投资促进新格局，推动建立区镇两级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及工作体系，实施“走

出去”和“引进来”战略，全区实体招商

项目２５９个（包括已引进、拟引进和在谈
项目）。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宝山

区参加上海市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共同

推进科创中心建设战略合作签约，与中

国宝武及中节能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围绕“两城一区两合作”（两城：上

海国际邮轮港、上海科创城；一区：北上

海高能级航运服务业集聚区；两合作：金

融领域方面合作、国企领域改革方面合

作），推动上海市、宝山区与招商局集团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整合各方优势资源，

深化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年内多次组

织到北京、济南、成都、重庆、温州等地开

展投资促进推介和对接活动，引进积成

电子微能源服务总部、亿阳信通、软通动

力众创空间、赛赫智能、巨什智能制造等

一批优质项目。跟踪和推进宝山联想科

技城、卫材药业中国研发总部、百安居总

部、中机能源、易生金服研发和办公总

部、上大无人艇、无车承运人、合兴包装

财务结算中心等项目。实施“引进来”

战略，按照重大项目牵头、重点项目参

与、一般项目跟踪推进机制，推动华域·

皮尔博格电子泵亚太研发总装基地项

目，华域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项目和电

驱系统项目（麦格纳），国家“两机专项”

（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重大专项）之

一的重型燃气轮机重大专项试验基地项

目等落户宝山。成立专项推进工作组，

对车联网产业集聚区（博泰汽车）、人民

控股上海总部等多个重大项目制订“一

项目一方案”，予以重点推进。加快对接

和引进上海国际邮轮城和上海科创城等

项目。

■推进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
制订出台《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

建设“十三五”行动指南》，研究编制

《２０１７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发展

报告》和《宝山区产业互联网创新示范

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举办“２０１７（第四
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２０１７
（第七届）中国国际机器人高峰论坛系

列活动”以及三期２０１７年制造业与互联
网融合专题讲座等活动。聚焦宝山产业

互联网细分领域，组织申报市工业互联

网、软件和集成电路、生产性服务业、文

化创意等专项扶持项目。

■优化区域产业布局　围绕宝山区
２０４０总体规划要求，一手抓有序推进工
业用地减量转型，一手抓确保制造业发

展空间，研究形成《宝山区产业发展布

局规划》。按照东、南、中、北四大功能

分区，明确东部国际航运中心（北部）片

区、南部科技商务片区、中部生产性服

务业片区、北部先进制造业片区。在

“一带三线五园”（一带：邮轮滨江带；

三线：轨道交通 １号线、轨道交通 ３号
线、轨道交通７号线；五园：城市工业园
区、宝山工业园区、上海机器人产业园

区、月杨工业园区和罗店工业园区）全

区产业转型升级空间布局基础上，叠加

宝山２０４０产业空间布局规划要求，形
成“１＋２＋５＋Ｘ”，即围绕 １个特色产
业带（滨江发展带）、２个重点转型区
（南大生态区、吴淞工业区）、５个产业
园区（宝山工业园区、宝山城市工业园

区、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区、月杨工业园

区、罗店工业园区）和Ｘ个产业集聚区，
加快形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点、线、

面联动发展产业格局。把大张江政策、

商业、教育、卫生等城市功能配套设施

空间布局作为支撑产业发展重要资源。

■推进工业园区转型发展　重点聚焦
工业园区转型升级，推动工业园区产业

能级提升，优化发展质量。至年末，区

“２＋４”工业园区单位土地营业收入
６８１亿元／平方公里，园区单位土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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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比上年增长１０６％。推进低效土地
盘活，起草制定《宝山区产业结构调整

转型 升 级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建立新一轮产业发展四大工程
项目库，涉及调整转型升级项目５００多
家。推进工业园区低效用地盘活，全年

盘活工业园区低效用地约 ７３３３公顷
（１１００余亩），推动联东 Ｕ谷通过拍卖
取得宝山城市工业园新旭发地块产权

（４１亩）、宝山工业园太平洋机电地块
（３９８亩）启动建设华域高端汽车零部
件产业园区、杨行工业园区大龙特种钢

管、荷婷源等地块新项目完成入驻。争

取市级政策扶持，引导工业园区加快淘

汰落后产能，全年完成市产业结构调整

项目５４个。推进“区区合作、品牌联
动”，推动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首期、城

市工业园区“科技绿洲”和高境“科创

小镇”新业坊二期等项目开工建设。推

进园区企业节能降耗，推进工业节能工

程改造，完成 １１个节能减排项目申报
和资金落实工作，涉及节能量 ８０００吨
标煤，区级资金扶持 ２４５６４万元。推
进宝山绿色制造体系构建，推进６大园
区开展循环化改造，推动 ６３家企业开
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２０１７年，区经信委领导调研宝山区产业发展情况 区经信委／提供

■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水平　推动信息
化与产业发展、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提

升区域发展质量和水平，宝山区智慧城

市整体发展水平位列全市郊区第一位。

制定下发《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信息化建设
项目实施计划》，共计安排信息化项目

２３项，财政投资１４８９万元。修订完善
《宝山区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推进区

级网上政务大厅、区行政服务中心统一

受办理系统、区电子政务云、公共安全

视频监控共享平台等一批智慧城市重

大项目建设。深化政务数据资源共享

开放，形成《宝山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平台可行性研究报告》，推进涵盖人口、

法人、空间地理和产业经济等四大基础

数据库升级改造，加快政务信息资源共

享平台建设。编制《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政
府电子政务重点工作方案》，为转变政

府职能、提升政府现代治理能力提供保

障。完成市政府实事项目“面向市民的

一站式‘互联网 ＋’公共服务平台”项
目建设。加强党的十九大网络与信息

安全保障，及时应对“勒索”病毒，开展

２０１７年度区电子政务平台等重要信息
系统应急演练工作。

■推进智慧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开展
区域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对标《上

海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

系》，对区智慧城市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评估，着眼全局、查漏补缺，推进区智慧

城市建设。加快推进智慧城市重点项

目建设，推动“互联网＋电子政务”建设
和应用。加快建设公共安全视频监控

共享平台、网上政务大厅（二期）、行政

服务中心统一受办理系统、移动办公平

台、无线校园等重点项目。深化政务数

据资源共享和开放工作，完成区政务信

息资源共享平台项目建设，启动区内１０
家重点部门开展信息共享试点。推进

区电子政务云平台应用，推动全区新增

及存量信息系统向区电子政务云迁移。

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成区社

会信用平台二期建设，拓展公共信用信

息应用领域。开展区工业控制系统信

息安全保障工作试点，推进区工业控制

系统信息安全管理。推进区电子政务

平台等级保护工作，修订应急预案，开

展应急演练，完成区公务网安全保密风

险评估工作。

■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推进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研究形成《２０１７年宝山社
会信用体系工作绩效考核评分细则》，纳

入区委、区政府年度工作考核内容。制

定发布涵盖３５７项法人信用信息目录、
１１５项自然人信用信息目录、２０个应用
事项等内容的宝山区２０１７版公共信用
信息“三清单”（数据清单、行为清单、应

用清单）。加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双

公示”等信用信息归集使用和信用信息

查询应用，推动与网上行政大厅实现信

息共享。至年末，宝山区共向市报送公

共信用信息８２４３条，关键信用信息完整
程度比例与核心数据项完整程度比例均

实现１００％。

■提升区域实体经济发展能级　推动上
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申报２０１７年度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上海广联环境岩土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７家企业申报认定
为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年内认定７家
区级企业技术中心。至年末，全区成功

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１家、市级３４
家、区级３９家。推动区内３１家企业新
申报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区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库总数达２５５
家。构建区重点园区、重点企业沟通交

流和招商推介平台，组织区内４９家重点
企业（载体）联合参展２０１７年第十九届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推动区内各类企

业参加中博会、ＡＰＥＣ技展会等各类国内
外展会。

０４１

新兴产业·园区



表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企业技术中心情况（１＋３４＋３９）

序号 企业名单
所属街镇

（园区）
企业地址 级别 认定时间

１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航运 盘古路７７７号 国家级 ２０１６年

１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罗店镇 沪太路６８８８号 上海市 ２００５年以前

２ 上海汉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山连路１８８号 上海市 ２００５年

３ 华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振园路２６９号 上海市 ２００６年

４ 上海中国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顾村镇 ?川路２９１号 上海市 ２００６年

５ 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航运 同济路３５２１号５１８室 上海市 ２００７年

６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罗店镇 四元路１６８号 上海市 ２００７年

７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顾村镇 富联路１５８８号 上海市 ２００９年

８ 上海电气压缩机泵业有限公司 淞南镇 长江西路８１５号 上海市 ２００９年

９ 上海宝钢设备检修有限公司 航运 同济路３５２１号５１８室 上海市 ２００９年

１０ 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 罗东路１８２５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１年

１１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山连路１８１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１年

１２ 上海光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大场镇 真大路５２０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１年

１３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顾村镇 富联路１５００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１年

１４ 太平洋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 金石路８８１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１年

１５ 上海宝钢磁业有限公司 杨行镇 宝杨路２０２９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２年

１６ 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园泰路３９６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２年

１７ 上海宝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月浦 四元路１６８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２年

１８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航运 克山路５５０弄 上海市 ２０１３年

１９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航运 铁力路２４６９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３年

２０ 上海宝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月浦镇 ?川路５０７５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３年

２１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城银路１２１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３年

２２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 金石路１５１５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４年

２３ 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城银路８３０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５年

２４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杨行镇 锦富路２９８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５年

２５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罗店镇 罗新路５０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５年

２６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友谊路街道 同济路９９８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６年

２７ 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 潘泾路３７６８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６年

２８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 罗宁路１３０９号（近金石路沪太路） 上海市 ２０１７年

２９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 罗东路１８１８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７年

３０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 ２０１７年

３１ 宝钢钢构有限公司 杨行镇 宝杨路２００１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７年

３２ 上海广联环境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园康路２５５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７年

３３ 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罗店镇 潘泾路２９９９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７年

３４ 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淞南镇 逸仙路４３１８号 上海市 ２０１７年

１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山连路１６８号 宝山区 ２００５年

２ 上海飞驰铜铝材有限公司 大场镇 南大路２１号 宝山区 ２００８年

１４１

工　业



（续表）

序号 企业名单
所属街镇

（园区）
企业地址 级别 认定时间

３ 上海华光酿酒药业有限公司 高境镇 江杨南路８８０号 宝山区 ２００８年

４ 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城银路１１８号 宝山区 ２００８年

５ 西德科东昌汽车座椅技术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丰翔路１６５８号 宝山区 ２００９年

６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杨行镇 ?川路６８５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０年

７ 上海海隆赛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 罗东路１８２５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２年

８ 上海宝景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吴淞街道 宝山区 ２０１２年

９ 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罗泾镇 沪樊路５３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２年

１０ 上海新旭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园丰路８５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３年

１１ 上海汽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 灵石路８００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３年

１２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 永和路１１８弄１５号楼 宝山区 ２０１３年

１３ 上海稳健压缩机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 金池路２９８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３年

１４ 美钻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月浦镇 锦乐路５００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３年

１５ 上海精锐金属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月浦镇 漕河泾田州路１５９号莲花大厦１４Ｆ 宝山区 ２０１３年

１６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罗店镇 抚远路２１５１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３年

１７ 上海雄博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业绩路８００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３年

１８ 上海百特机电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园新路２５８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３年

１９ 上海电力环保设备总厂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真陈路８８９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３年

２０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园丰路６８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４年

２１ 上海科技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淞南镇 长江西路１０１号２号楼 宝山区 ２０１４年

２２ 上海宝冶钢渣综合开发实业有限公司 月浦镇 练祁路１８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４年

２３ 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 罗店镇 祁北东路３９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４年

２４ 上海盈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月浦镇 春和路６６９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５年

２５ 中钢上海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 潘泾路３８８９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４年

２６ 上海盛宝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月浦镇 石洞口路１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５年

２７ 上海马拉松·革新电气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宝祁路７６７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５年

２８ 上海蓝箭电控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园新路２１９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５年

２９ 光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城银路２６７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５年

３０ 上海利物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山连路５１１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５年

３１ 焱智精密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顾村镇 富联二路４３８号１号楼 宝山区 ２０１５年

３２ 上海屹丰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宝山工业园区 罗宁路１１８６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５年

３３ 上海良工阀门厂有限公司 杨行镇 锦宏路６８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５年

３４ 宝钢工业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航运 克山路５５０弄７号楼６０２室 宝山区 ２０１５年

３５ 上海鑫燕隆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顾村镇 富联路１３６９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６年

３６ 上海科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丰翔路１９５５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６年

３７ 上海长伟锦磁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城市工业园区 园光路２２８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６年

３８ 上海邮政通用技术设备公司 月浦镇 翔殷路２６５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６年

３９ 上海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罗泾镇 沪太路９０８８号 宝山区 ２０１６年

２４１

新兴产业·园区



书书书

■推动优势产业集群发展　按照加快落
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推进结构调

整和实体经济壮大，实现更高质量、更有

效益、更可持续发展。立足宝山产业基

础，聚焦“１＋４＋４”重点产业领域，推动
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其中“１”是“邮轮经
济”，“４＋４”是“新材料、机器人及高端
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生命

健康等四大新兴产业”＋“互联网平台
经济、软件信息与大数据服务业、建筑科

技服务业、节能环保服务业等四大特色

服务业”。做大做强有一定基础的主导

产业（新材料、机器人及高端装备等），

集聚和培育代表发展方向的先导产业

（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服务业

等），加快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

领，先进制造业和特色服务业双轮驱动

的产业体系，打造宝山沿江高端产业带。

开展专题研究，初步形成《宝山区进一步

加快优势主导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宝山区超导产业发展规划》《关于宝山

区加快机器人产业集聚发展的实施意

见》《宝山区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

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王　洁）

生产性服务业
■概况　宝山区对接《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

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

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

见》《上海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十三五”

规划》等国家和上海市战略，主动融入上

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发

展大局，围绕上海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各项要求，以建设“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

实践区”为核心，聚焦软件信息与大数据

服务业、节能环保服务业和建筑科技服

务业三大重点行业，推动产业持续保持

较快增长。全区生产性服务业三大重点

行业重点企业实现营业收入８３３亿元，
比上年增长３０％以上。

■参展２０１７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　１１月７日～１１日，由上海邮轮配
套产业园、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吴淞口

产业园、高境临港·新业坊等重点载体

参与进行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新材料展、机器人产业展、产业互联网

展、空间信息暨北斗导航技术应用展、数

控机床展等５个产业主题展，集中展示
宝山区产业发展最新成果，搭建产业交

流合作平台。

■举办“２０１７（第四届）中国产业互联网
高峰论坛”　１２月１９日，２０１７（第四届）
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在宝山德尔塔

酒店举行。主办单位包括中国互联网协

会、宝山区经委、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

践区办公室、中国产业互联网促进中心。

宝山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萍、周志军、

苏平、张晓静等出席开幕仪式。该论坛

以“互联网制造·供应链”为主题，邀请

来自政、产、学、研界人员、学者以及智能

制造、互联网、供应链等各行业来宾约

１０００人，共同围绕“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互
联网＋行动计划”“深化制造业与互联
网融合”“双创、四众”等热点话题，进行

探讨交流与经验分享。

■举办三期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专题讲座　７月５日、９月１日、１２月１９
日，分别举办三期宝山区 ２０１７年制造
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专题讲座。贯彻

落实“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制造业与互联
网深度融合”“上海市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 应 用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等发展战略，以建设“中国产业
互联网创新实践区”为核心，邀请来自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智慧城市研究

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东分院等

业内资深专家，围绕“互联网 ＋”“＋互
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发展等内

容，通过国内外产业发展趋势深度解读

及成功案例深入剖析，为区内５００家重
点企业进行专题培训，推动企业加速转

型提升。 （刘　杨）

电子商务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电子商务业深
化应用领域，聚集有特色、有影响力企业，

呈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态

势，成为全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重点和亮

点。至年末，区电子商务企业共有 ２７８
家，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２５６４５亿元，比
上年增加 ９７２２亿元，增长 ６１１％。其
中：Ｂ２Ｂ交易额２４４７３亿元，增加９５１５
亿元，增长６３６％；Ｂ２Ｃ交易额１１７２亿
元，增加２０７亿元，增长２１５％。

■钢铁等大宗商品成为电子商务发展
特色　钢铁等大宗商品成为全区电子
商务发展特色，交易规模占比持续增

加。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宝钢

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上海钢银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３家重点企业电子商务
交易额达 ２２０７５亿元，占全部电子交

易额８６０８％。

■发挥电子商务平台示范作用　年内围
绕“上海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上海内

贸流通体制改革综合试点”“互联网＋平
台”等创建工作，打造上海宝山钢铁现代

服务业综合试点区，推进以大宗商品电子

商务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服务”
产业发展，线上集聚贸易主体，线下辐射

网络实体，培育综合交易功能。全区重点

电子商务平台项目３９家，形成以上海钢
铁交易中心、上海大宗商品信息中心、上

海钢银电商平台、欧冶云商、欧冶物流、上

海木材交易中心等一批集资讯、定价、交

易、结算、融资及物流服务功能于一体的

大宗商品交易电子商务平台，以及以云计

算、大数据为主要技术手段的大宗商品数

据研究中心。“爱回收”“食行生鲜”“好

屋中国”“微盟”等一批具有行业引领作

用的电子商务平台项目脱颖而出，平台经

济功能逐步显现。２０１７年内，中天钢铁
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获第二批上海市第

二批贸易型总部称号。

■区电子商务产业形成多样化协同发展
态势　经过培育，区电子商务产业类别
丰富，初步形成大宗商品、医疗健康、文

化娱乐、旅游休闲、生活服务、专业服务、

回收利用等行业多样化协同发展态势。

有以上海钢铁交易中心、上海钢银为首

的大宗商品服务平台，有贝联等一批高

端医疗、特色专科医疗、康复保健服务和

特色养老服务平台，以食行生鲜、猫诚电

子、ＵＣＣ等为代表的与居民生活相关的
生活服务平台，以猎上网、优蓝网等为代

表有发展潜力的专业服务平台，以唯一

视觉、真旅网、游大大为首的旅游休闲企

业，以微盟微信公众平台为代表的移动

电商服务平台，以好屋中国为代表的专

业中介服务平台，以爱回收为代表的二

手电子产品回收再利用平台。

■培育网络购物消费平台　引进、培育
以好屋中国、爱回收、真旅网、食行生鲜、

上蔬永辉等为代表的一批实力雄厚、国

内领先、特色鲜明、定位清晰、面向个人

消费者的网络购物平台和第三方电子商

务平台。“食行生鲜”获“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度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称号。“爱

回收”是中国最大电子产品互联网回收

平台，“好屋中国”是中国最大 Ｏ２Ｏ网上
房地产众销平台，“真旅网”是中国最大

航空票务代理商之一。

３４１

电子商务



■推进区域电子商务企业集聚发展　关
注上海钢联、上海钢银、上海钢铁交易中

心、好屋中国、真旅网、食行生鲜、上海璞

康实业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鼓励重点

企业、交易平台进行技术创新、模式创

新，提升交易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引进

以移动互联网、跨境电商等创新模式为

代表的新兴电子商务企业，加快推进区

域电子商务企业集聚发展。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２日，区行政服务中心举行“建行杯”团建活动 区行政服务中心／提供

■扶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发挥“１＋
９”政策优势，从产业扶持、科技创新、融
资对接、人才保障等各方面，加大对电子

商务产业扶持力度，引导产业能级提升，

发挥区域整体电子商务产业链协同效

应。年内，区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共支

持３２个企业（项目），涉及金额２３５７５４
万元，其中区级１３４１６７万元，街镇配套
１０１５８７万元。电子商务企业获支持
２０６７７４万元，占总金额的８７７１％。

（肖轶楠）

招商服务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区共有各类市场主
体１８１３５１户，注册资本１００４６１９亿元。
其中：企业 １４７０８１户，比上年增长
２１３％，注册资本 １００２７７０亿元；个体
工商户３４１６９户，注册资本１６６３亿元；
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０１户，注册资本１８６
亿元。年内，全区新增企业３０１５５户，下
降８４％。其中：法人单位２８７０２户，下

降９０％；新增企业注册资本２６２１１３亿
元，增长３９％。迁入企业１５７６户，增长
１８１％。其中：法人单位 １５２４户，增长
１６９％；迁入企业注册资本 １８２１８亿
元，增长７４１％。

■区行政服务中心提升服务效能　至年
末，区行政服务中心累计接待１８４１４７人
次，日均接待 ８１０人次；累计受理总数
１８６９５０件，日 均 受 理 ７４８件，办 结
１８６７６５件，满意率 ９９６５％。公布办件
信息７５００３条，发布审改动态和服务信
息１０２条，印发新版告知单 ３７万册。
至１２月，进驻中心事项共计４７６项，其
中审批事项４３０项，服务事项４６项；开
通网上预约４７５项，实现网上预约２９０９９
次；开通网上预审４５２项，实现网上预审
１３０９次；开通“零上门”２２个事项，实现
“零上门”９１２次；开通“一次上门”１３１
个事项，实现“一次上门”２０７９次，开展
证照寄送服务 １６５５次。收到锦旗 ３４
面，感谢信１４封。中心通过推进“两集
中、两到位”（一个行政机关审批事项向

一个科室集中、行政审批科室向行政服

务中心集中，确保进驻行政服务中心人

员到位、审批事项授权到位）落实，创新

“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出帮办服务制
度，开展“三亮三比三评”（三亮：亮身

份、亮承诺、亮清单；三比：比作风、比创

新、比效率；三评：企业点评、窗口互评、

社会点评）活动等举措，提升服务效能、

优化营商环境。９月 ２７日，由《人民日
报》社、《中国城市报》和国家大数据专

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政务

服务博览会”授予中心“中国政务服务

突出贡献奖”。１０月２１日，《解放日报》
刊登文章《借力互联网＋，宝山为政务服
务“最后一公里”赋能》，介绍中心信息

化建设成果。

■强化目标管理工作　中心在区政府确
定２０１７年目标管理清单基础上，结合窗
口目标任务，按照“工作目标具体化、工

作任务项目化、工作推进节点化”要求，

形成包含 ６４项具体目标的《２０１７年中
心目标管理工作细化分解表》。依托中

心—窗口分级负责工作机制、跨部门协

调工作机制、目标达成进度月报工作机

制，每月对目标任务执行情况实施动态

监控，确保目标执行到位。同时，按照

《宝山区政府系统运行目标绩效考核及

问责细则》要求，将目标落实情况纳入中

心季度及年度考核。所有目标任务于

１２月３１日前全部完成。

■推进“两集中、两到位”改革　中心配
合区审改办、区编办、区府办督查室等部

门，推进“两集中、两到位”改革。中心

对进驻部门事项、人员及授权情况进行

全面梳理，形成落实情况表。把“行政

审批事项应进未进情况”“进驻事项授

权到位情况”等作为考核进驻部门落实

“两集中、两到位”重要内容并提高相应

分值。按照区政府“两集中、两到位”专

题推进会上“四个环节”（对标先进，汲

取经验；创新形式，灵活授权；优化流

程，质效并举；归并职能，完善体系）要

求，督促部门调整工作机制、整合事项

及人员、完善审批体系，把行政许可科

做实。配合区府办督查室走访调研区

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区商务委、区

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区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区民政局、区公安分局 ７个部
门，了解各部门落实“两集中、两到位”

具体措施和时间节点。进驻中心１９个
常驻部门中，除区公安分局、区税务分

局为市条线管理部门外，按要求成立行

政许可科的有９个，到位率５３％；１９个
常驻部门应进必进审批事项共计 ３１８
项，进驻２８０项，到位率８８％；进驻事项
授权到位的有 １７７项，到位率 ５５％。３
月，区税务分局新办企业组进驻中心，

健全新办企业审批服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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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区行政服务中心举行业务知识竞赛 区行政服务中心／提供

区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区行政服务中心／提供

■创新审批机制　推进企业准入“单一
窗口”，协调区市场监督局、商务委、公安

分局、ＣＡ数字证书各相关窗口，针对企
业设立登记、外资企业设立（前置）备

案、印铸刻章准许证、法人一证通４类事
项，建立“一表申请、一窗收件、分类流

转、一窗发照（证）”“单一窗口”工作机

制。自２月实施之后，企业申请材料从
原来１７份，减少至９份，审批时间从原
来１５个工作日，减少至５个工作日。８
月建立全市首个“证照同办”窗口，协调

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窗口和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窗口借助中心系统平台，针

对劳务派遣许可中涉及跨部门审批３个
事项，通过优化流程、深化协作，做到跨

部门“业务协同”，实现“证照同办”，将

审批流程由７个缩减为５个，申请材料
由１０份减少至３份，审批时间由１５个
工作日缩短为５个工作日。推广容缺受
理服务机制，企业必要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法定形式，但所缺材料在容缺清单

范围内时，实行缺件审查并受理，企业在

领证时补齐所缺材料。中心对１９个常
驻部门审批事项进行梳理，形成４３份容
缺材料清单，涵盖６个部门、２１项审批
事项。

■加大服务企业力度　中心借助“一门
式”服务机制（集中咨询、一次告知、联

审会办、限时办结），协调相关审批窗口

整合资源、联动攻坚、加快审批，推进重

大项目建设。中心及各窗口全年共召开

项目协调会１０１次、咨询会２次，协调解
决朝晖药业、宝钢经济贸易、宝宁环保、

宝建集团、发那科三期（新格地块）等

１０５个项目在审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在“一门式”服务机制基础上，中心出台

《宝山区行政服务中心帮办服务实施办

法》，推出“帮办服务”。通过加强咨询

指导，开辟绿色通道，召开咨询会、协调

会等形式，服务区重大产业项目，做到

“一次申请、专人服务、全程跟踪、办结为

止”。自８月２１日实施以来，帮助联东
Ｕ谷、雅玛多、百安居３家大型企业完成
帮办服务，办理时间比承诺时限大幅缩

短。按照《宝山区优化企业管理办法》，

做好外迁企业管理服务工作。通过定期

召开街镇园区联络员会议、建立优安商

微信群等方式，第一时间获取外迁企业

信息、第一时间通知所属街镇（园区）做

好挽留工作。自２月实施以来，累计挽
留申请外迁优质企业７９家。打造区、镇
（园区）两级服务网，建立与镇（园区）沟

通联系机制，定期召开镇（园区）座谈

会，把脉基层需求，提供精准服务。建立

人员交流机制，安排基层干部到中心挂

职，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对各镇（园区）

及重点企业报建员开展建设项目审批专

题培训。通过明晰建设项目申报流程、

申报要点及材料清单等，提高报建员业

务素质和服务能力，推动建设项目审批

提速。

■创新“互联网 ＋政务服务”建设　运
用“互联网＋”思维，在原有“两厅两台”
（实体服务大厅、网上办事大厅、微信平

台、内部系统平台相结合、相统一政务服

务模式）基础上，优化线上线下一体化政

务服务功能。在推进一网通办方面，完

成与区网上政务大厅、区事中事后监管

平台、法人库、诚信平台对接，通过资源

整合和平台集约，建立数据互通共享平

台，为在线办理打下基础。按照“先易后

难、逐级推进”原则，督促窗口对全部审

批事项做深度梳理，对 １３１项“三级办
理”事项和２２项“四级办理”进行流程
再造，于１０月底进入试运行。协调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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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８日，“我爱上海，文明出行”———巴士队长与文明同行宝山工业园区发车启动仪
式举行 摄影／沈云

专窗于６月进驻中心，开通证照快递寄
送服务。与市邮政局及时对接，推出全

市范围内上门揽件服务和物流信息在邮

政、中心、企业间三方同步交互，让“快递

送”代替“企业跑”，至年底共寄送证照

１８２５件。在网上预约方面，对９９８％审
批和服务事项开通网上预约，对业务办

理量较大事项，在线上推广分时预约同

时，在线下开设预约专窗以承接线上预

约服务，有效引导企业错峰办理，把现场

等待时间压缩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大数

据分析、实名取号及身份证核实制、诚信

预约制度等措施，将预约履约率由不到

７０％提高到 ９０％以上。在线咨询服务
方面，建立咨询服务轮值制，通过门户网

站、微信公众号、ＱＱ等平台，安排专人专
业解答企业“疑难杂症”。借助大数据

思维，对 ＱＱ咨询记录、问题咨询频率、
栏目点击率等进行分析，结合最新政策

法规，及时汇总、更新“热点”问题对外

发布。中心全年网上答复各类咨询

１０７８次，咨 询 答 复 率 和 满 意 率 达
９９５９％。在运维保障方面，建立网络应
急保障系统和运维监控系统，完成重要

信息数据远程异地容灾备份。实现１４８
个工位视频、音频监控全覆盖，添置政务

数据可视化大屏、样表查询机、政务服务

一体机、自助查询导引机、窗口平板等智

能化自助服务设备，为办事人员提供办

事指南查询、办件查询、办事预约、排队

取号情况查询、自助申报、自助填表等多

种服务。

■开展“三亮、三比、三评”活动　组织
开展以“再创新业绩，喜迎十九大”为主

题的“三亮三比三评”活动，打造“形象

好、素质高、服务优”服务团队。通过亮

党员身份、亮服务承诺、亮审批清单

（“三亮”），增强服务意识；通过比工作

作风、比服务创新、比审批效率（“三

比”），提升服务能力；通过企业点评、窗

口互评、社会点评（“三评”），检验服务

质量。５月 ～１１月活动期间，通过举办
知识竞赛、服务满意度问卷调查、朗诵比

赛等活动，增强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和服

务能力，达到寓教于乐、以赛促学、学以

致用目的。 （陆　薇　王　阳）

宝山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工业园区坚持补
短板和促发展并重，推进区域创新转型，

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效益，打造以产为主、

产城融合的科技产业园区。园区全年完

成地方财政收入３亿元，比上年增加０８
亿元，增长３７２％；完成增加值２９５亿，
增加１７亿元，增长６２％；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１８７亿，增长１倍；完成工业销售产
值９０４亿元，比上年增加２７亿元。

■加强招商引资工作　年内完成英佛曼
纳米材料、贝棱斯、体汇＋等引进落地项
目１１个，总投资２７亿元。园区全年新

增注册户数 ６０５家，注册资金 ４２６亿
元，完成外资２４４８万美元，增长５６倍。
对接区级规划，与中船集团及芬坎蒂尼

集团共同打造上海中船国际邮轮产业

园，重点发展邮轮动力、邮轮电子、邮轮

舱室等邮轮配套产业。规模为３００亿元
邮轮产业基金正式落户宝山工业园区。

中船集艾邮轮注册至园区，中船集团与

瓦锡兰集团合资项目正式落户园区。园

区配合区经委开展利用园区内太平洋地

块存量厂房载体计划，引入华域电动项

目和华域麦格纳电驱项目。配合南大指

挥部开展百联、中储、光明三项目选址落

地，启动地块收储工作。

■推进北郊未来产业园建设　推进北郊
未来产业园核心区 Ｉ期项目建设，取得
施工许可证（地下部分）并正式开工建

设，完成桩基工程、临电通电。完成项目

地下部分施工图制作和审图工作，以及

项目增补地下建筑面积后土地证重新登

记工作。与贝棱斯、体汇 ＋、仲速网络、
鲁班软件、创客星球、易生金服、圣象集

团、和睦家国际医院等２４家新公司完成
意向洽谈，并完成健隆生物、利因生物、

焦本信息、知汇树等１６家公司进驻园区
工商注册。

■加强产业结构调整　年内由区土地储
备中心对园区太平洋机电、科洛尼金属

地块进行收储，完成２幅地块选址、勘测
报告、立项批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腾

出土地１００公顷。至年末，园区有重点
在建项目 １０个，预期产值超过 １００
亿元。

■完善公建配套建设　推进２３个市政
配套、经营性用地、公建项目建设，启动

７条道路建设，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开展
竣工验收。拟建九年一贯制学校项目，

完成卫生、交警、绿化等１２个部门征询
工作并取得扩初批复。开展拆违工作，

认定违法建筑１１８处，合计无证建筑面
积１９５万平方米，拆除 １１２万平方
米，超额完成全年 ３万平方米拆违任
务。按照环保整治要求，完成 ９３家违
法违规建设项目整治工作，开展企业雨

污混接调查改造，推进雨污水管网改造

完善工程。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从体制机制建
设、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夯实基础保障、

严格监管等方面，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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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智慧安监”系统，用信息化手段强

化安全生产监管。制定安全生产标准化

创建实施方案，指导园区企业启动安全

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推进较大危险因

素辨识管控工作，提高园区工贸行业企

业风险防范能力。完善微型消防站建

设，规范日常管理，强化人员配备，明确

工作职责，定期开展消防演习，消除一批

消防安全重大隐患。 （高晗杰）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以下简称“园区”）全年完成工业销售

产值１８５６亿元，比上年增加 ３６亿元，
增长 ２４％；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５２６亿
元，增加１１５亿元，增长２７９％；完成增
加值 ８１９亿元，增加 ２１９亿元，增长
３６５％，完成年度经济指标。园区在上
海市１０６家开发区综合评价中，位居高
新技术企业二十强排名第１５位、投资环
境指数居第１７位；在小型园区（６６家）
综合发展指数中排名第７位。

■聚焦重点产业　通过推进“两超一
坊”（超碳石墨烯、超导电缆、新业坊城

工科技绿洲项目）项目，加快产业能级提

升。上海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引

入１５个石墨烯相关项目，为后续发展添
加动力。推进超导电缆和国缆检测项目

建设，实现超导电缆产业化项目投产和

完成百米级电缆基础实验。推动与上海

临港新业坊合作，推进科技绿洲项目建

设。在２０１７第十九届工博会上，以“新
材料”为产业亮点参展，得到海内外媒体

及参观者关注。

■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项目调整、
关停等手段，调整１３家低效企业，腾出
土地面积约１３３３公顷（２００余亩）。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安博贝瑞生物医

药公司、上海安理创科技有限公司等一

批优质项目，累计出租厂房面积超过 ４
万平方米。园区下属丰翔、宝经２家招
商公司，１月 ～１２月新增招商户数１２１１
户，累计区级财政收入１９３亿元，超额
完成全年目标。创造良好营商环境，为

高新企业做好科技创新服务工作，全年

受理企业８９件专项申请，为企业申请专
项资金扶持２４８４万元，实现企业与园区
共赢发展。

■开展“五违四必”整治及中小河道治
理　年内共消除地块内消防、生产安全

隐患１５处，取缔６家违法经营户，清退
违法居住３６３人，拆违面积达１１１７６５平
方米，超额完成年度“４＋Ｘ”拆违目标，
并通过不间断巡查，落实四支队伍每日

巡查申报制度，确保新建违章零增长。

严格落实“河长制”，建立河道身份证，

做到“一河一策”，对１２条中小河道进行
全面清淤轮疏，并做好长效管理工作，确

保水质达标。结合园区环保工作，关停

全部违法排污企业，完成全年１８个点污
染源截污纳管工作目标，通过政府购买

第三方环保机构技术服务，实现２４小时
环保监管，确保园区“天更蓝、水更清、岸

更绿、地更净”。

■强化园区社会综合管理　开展住宅小
区综合治理和人口调控工作，协调开发

商、物业公司、居委会及居民代表，调研

解决居民小区存在的突出问题，指导居

民依法自治，有序推进居委会、业委会选

举工作。及时维护公共设施，加强治安

管理，丰翔新城“雪亮工程”门禁系统建

设完毕并投入使用。通过安装机非隔离

设施、２４小时特保巡逻等方法，根治“三
乱”（乱停车、乱倒垃圾、乱摆流动摊点）

现象。推进园区人口调控，通过“三无”

（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

船舶整治、企业非改居整治等一系列专

项行动，优化园区人口结构，确保完成人

口调控指标。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强化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工作，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营造

宣传氛围，完成国务院关于生产、食品、消

防各项督查任务。全年安全检查累计出

动１１３５人次，检查单位２１２６家次，共发
现隐患 ５０６６条，整改 ４８１８条，整改率
９５１０％，未发生生产安全、食品安全事
故；发生火灾６起，死亡０人，总体形势平
稳可控。

■园区排水改造工程启动仪式和九年一
贯制学校奠基仪式举行　５月１８日，园
区举行排水改造工程启动仪式和九年一

贯制学校奠基仪式。园区排水改造工程

总投资额４４６４亿元，２０１５年立项，２０１６
年可研报告得到批复。工程包括南块

（宝祁路）雨水泵站；新建北块（丰翔路）

雨水泵站；新建或加排管径为１０００毫米
～４０００毫米管道；对锦秋路雨水泵站及
真陈路污水泵站机电设施及供电系统进

行改造。园区九年一贯制学校项目总用

地 ４４６８８１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合计

１８０００平方米。学校主要包含４栋教学
楼、１栋实验楼、１座阶梯教室、１座风雨
操场及 １栋综合楼。班级规模共计 ４５
个班级，其中小学为 ２５班，中学为
２０班。

■动迁安置房“城丰星苑”小区动工建
设　１１月 １５日，动迁安置房“城丰星
苑”小区正式奠基动工。“城丰星苑”小

区规划占地 ４５６１５平方米，建筑面积
１６７６万平方米。一期工程于２０２０年底
竣工并交付使用，小区８栋高层住宅楼
可为村民们提供各型房屋共计９７０套，
小区绿化率３５％、集中绿化率 １５％，建
有２５００平方米公共开放空间、地下车库
等。小区还配置约１５３０平方米配套服
务设施，包括老年活动室、养育托管点、

文化活动室、健身点、生活服务点、社区

食堂、治安联防站、卫生服务站等，设有

近５００平方米物业、居委配套用房。
（陈旭元）

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以整合招商资源、招大引强、安商稳商为

抓手，以凝聚思想共识、集聚智慧能量、

汇聚发展合力为保障，增强管理能效和

发展活力。全年完成区级地方财政收入

１１８０亿元，比上年增加０７９亿元，增长
１３０３％，完成年度目标１００９％；完成增
加值２０８６２亿元，增加２９１亿元，增长
１６２％，完成年度目标任务１０９１％；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２９７２亿元，增加
１６７２亿元，增长１３倍，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１４８７％；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３４０７亿元，下降０１％，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９２５％，绝对值与增量均位列全区
第一名。注册企业赛赫智能公司在２０１７
年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先进制

造业成长组第三名。宝钢国旅公司通过

上海市名牌产品认定。上海二十冶建设

有限公司李俊峰获“上海市青年拔尖人

才”称号（全区共３名）。上海宝恒物流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等两家招商公司获

“上海市和谐企业”。上海宝山都市淞

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王萃华获“上海市

优秀志愿者”。

■整合招商队伍　按照“思想工作先行、
制度管人管事保障、争取街道支持协同”

方针，平稳实现近２００名招商干部员工
划转工作。注册成立上海宝山都市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配强配齐领导班子，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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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其作为区属一级招商公司功能定

位。探索实行下属二级公司“指导员 ＋
法人代表”管理机制，研究制定都市以

及二级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绩效管理考

核制度，强化“机制＋制度＋队伍”管理
举措，实现 “队伍思想平稳、管理衔接

平稳”整合工作目标，为实现“安商稳商

平稳、经济指标增长平稳”工作预期奠

定基础。制订《关于深度整合街道招商

资源，组建上海宝山都市经济发展公司

所属二级公司工作方案》，为提升街道

区块招商公司发展能级提供体制机制

保障。

■推进重点招商项目落地　成立重点招
商项目攻坚小组，集中优势力量做好项

目落地工作，推进中冶上投、海底捞衍

生、好屋中国、银嘉金融、七欣天餐饮等

多个重点项目引进落户。全面对接服务

企业，实行“保姆式”服务，帮助协调企

业解决包括“三证”（工商营业执照、税

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办理、税收

政策、物业、房屋置换、子女就学等方面

实际问题。

■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对航运重点企业
开展集中表彰慰问与夏送凉等活动。在

走访过程中了解企业发展突出问题，协

调各方力量，予以解决。重点关注了解

企业在重大投入、转制改制、整合重组中

的相关信息，从中寻找商机。６月 ２７
日，航运发展区在第一时间组织重点企

业及招商骨干２５０余人开展宝山新一轮
“１＋９”政策学习。提供健康类服务，与
区工商联、区体育局联合举办宝山区企

业家健康讲座，让企业家掌握了解日常

保健知识，送上健康关怀。配合做好企

业高级人才服务，会同区相关职能部门，

协调办理人才居住证、子女就学等问题，

做好钢铁交易中心高管子女就读、中天

钢铁高管居转户等问题。提供个性服

务，解决环评问题。通过与城市工业园

协调，解决宝汇包装厂房问题，并办出环

评证，避免企业迁移、税源流失。强化企

业安全生产意识，组织开展排查检查，重

点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强化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意识，营造企业和谐发展

氛围。

■坚持服务带动企业发展　加强与“百
强”企业联系联通，做到联系服务“零距

离”“一企一策”跟进落实。通过建立健

全领导班子挂钩联系企业制度等举措，

动态跟踪企业需求，为企业困难提供服

务支持。用好区“１＋９”产业发展政策，
健全重大项目绿色通道等机制，在培育

大项目上实现新突破。明确服务目标，

帮助企业找准自身发展定位，坚持引税、

引强、引优不放松。注重倾听企业发展

需求以及经营中面临困难，与有增容扩

产意向企业面对面交流，对照区现行产

业、科技、人才、规划等政策，与企业研究

“一对一”服务方案，优化服务程序，帮

助企业在创新创业路上做大做强。

■开展优秀人才节前慰问走访活动　１
月１３日，根据《宝山区领军人才、拔尖人
才和青年尖子服务管理办法》工作要求，

发展区领导分别到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对７名
获得区第八批拔尖人才荣誉优秀人才进

行节前慰问走访，并与二十冶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王英俊、７名优秀人才及相关
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座谈交流。

■举办第三届“环邮轮港”健康跑活动
　３月２８日，由航运区团工委与邮轮港
公司团总支联合举办宝山航运经济发展

区第三届“环邮轮港”健康跑活动在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举行。该次健康跑

活动得到航运区下属重点企业、区相关

委办局、欧冶云商等单位支持和参与，刚

整制划转航运区的３个街道９家招商公
司组队参加，共计１００余名团员青年参
加全程健康跑活动。区发改委邓志辉和

区财政局魏霞分获男女组别一等奖，二

十冶集团、中冶赛迪、宝建集团、宝山烟

草等单位选手分获二、三等奖。

■举办专业技能、专业素养提升培训　４
月２６日，航运经济发展区召开专业技
能、专业素养提升主体班次开班动员会。

５月２３日 ～２４日，举办 “专业技能、专
业素养提升主体班次”系列活动之企业

经营管理者培训班，航运一、二级公司领

导班子及航运党政办、党群部相关负责

人参加培训。６月 ２７日，组织重点企

业、招商业务骨干２５０余人参加区新一
轮“１＋９”政策培训。 （徐　悦）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公司完成销售收入
４７０５亿元，完成年计划 １５６％；完成税
金总额９０５亿元，完成年计划１１３７％；
完成区税总额 ２８３亿元，完成年计划
１０１％。年内新增注册企业 １６２８户，完
成年计划１０８％。园区重大项目中邮物
流、盛程投资、慧旌电子商务正式启动建

设。在东鼎国际大厦先后建立招商孵化

平台、善合宝山国际商业创新园等创新

平台，探索招商引资新模式。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淘汰关闭劣势企业３８家，引
进生产型企业１５家，提升落地企业产业
能级。

■强化安全管理机制　年初与１３４家园
区落户企业签订年度安全生产责任书，

明确安全责任，强化企业安全意识，督促

企业履行生产主体责任和义务。定期开

展安全检查与整治，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责令企业进行整改，改善园区安全形势。

园区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火

灾事故及群体性上访事件。

■开展“五违四必”整治　配合罗泾镇
开展“五违四必”（“五违”：违法用地、违

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

“四必”：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

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

经营必须取缔）整治和中小河道整治，严

格按照责任清单中目标任务，明确时间

节点，强化进度要求，对辖区河段沿线企

业持续开展专项拆违整治工作。对河道

两边企业搭建侵占河道线违章建筑进行

拆除，共拆除违法建筑４８万余平方米，
涉及园区企业近６２家。

■善合宝山国际商业创新园成立　善合
集团以打造中国最大国际人才创业乐

园、中国首家外资及外国创业者为目标

的国际商业创新园。集团运用一园三体

模式在一个创新园内同时融合初创项目

孵化器、优质项目加速器及联合办公创

客空间。项目自启动以来，有５０多家企
业通过该渠道注册园区。 （张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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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各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情况
单位：亿元

嘉定区 黄浦区 闵行区 宝山区 徐汇区 青浦区 松江区 奉贤区 杨浦区 金山区 静安区 长宁区 崇明区 普陀区 虹口区

零售额 １０４４．１３ ８１４．０９ ９４２．１４ ６６６．６７ ６６６．７４ ５６４．０ ５８７．４７ ５３５．１３ ４７４．６５ ４５６．１５ ７２０．３７ ３１６．８８ １１６．８８ ６０６．０４ ３０９．２６

增幅 ５．５ １．９ ５．６ ３．８ ５．０ ４．７ ９．１ ９．１ ８．０ １０．２ １５．６ ７．３ ９．０ ３．６ ４．２

　注：此表不包含浦东新区

表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各街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情况 单位：亿元

名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幅（±％） 名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幅（±％）

友谊街道 ８３．３５ －２．４

吴淞街道 ３２．７４ －０．１

张庙街道 １７．９９ １１．７

罗店镇 ３１．０２ １１．９

大场镇 １３０．００ １．２

杨行镇 ６５．２６ １１．０

月浦镇 ２６．８２ ８．１

罗泾镇 ３．８３ ８．６

顾村镇 ４０．４９ １２．０

高境镇 ７１．３４ １．４

庙行镇 ６７．４８ －１．３

淞南镇 ７８．５１ ８．１

表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已建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

序号 商业名称 地址 序号 商业名称 地址

１ 宝乐汇 牡丹江路１５６９号

２ 龙湖宝山天街 丹霞山路、沪联路交汇口

３ 大华虎城 大华路５１８号

４ 万达广场 一二八纪念路９８８号

５ 绿地顾村公园商务广场 陆翔路１１１弄

表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开工、竣工主要商业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街镇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备注

１ 上海长滩（商业部分） 友谊路街道 ３５ ２０１９年开业

２ 临江商业商务中心 友谊路街道 ２４．３８ ２０１７年开工

３ 顾村龙湖 顾村镇 ３９．６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６日开业

４ 上海芳草地 淞南镇 ５０．１９ ２０１７年开工

５ 保利悦活荟 淞南镇 ３．９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开业

６ 经纬汇商业商务广场 大场镇 ２６ ２０１７年底开业

７ 百安居沪太店———全国首家家居智慧门店 大场镇 ０．７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４日开业

８ 上海东虹国际商城 罗泾镇 ９．２ ２０１７年第三季度开工

商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实现商品销售
额４３９０７亿元，比上年增加 ７４７０７亿
元，增长 ２０５％，全年增速名列全市各

区第一位。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实现商

品销售额２９６４９７亿元，增长３４２％，占
全区商品销售额的 ６７５％。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６６６６７亿元，增加
２４１７亿元，增长３８％。从总量规模来

看，宝山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全市

各区第六位（浦东新区除外）。按行业

分，批发零售业实现 ６１６６８亿元，比上
年增长３１％；住宿和餐饮业实现４９９９
亿元，增长１１９％。全区社会消费品零

９４１



售总额增幅有４个街镇超过１０％，其中
顾村镇增幅 １２％，居第一位。年内，宝
山区获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打击侵权假冒
工作先进区称号。

■互联网零售高速增长　全区批发零售企
业通过互联网渠道累计实现网上零售额

３９２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倍，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在全区零售额占比不足６％。

表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改扩建标准化菜市场名单

序号 菜场名称 所在街镇 地址

１ 罗店大居光明中心菜场 罗店镇 年喜路７３７号

２ 泰和菜市场 顾村镇 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１７８号

３ 共富菜市场 顾村镇 共富路３０５号

４ 罗泾菜市场 罗泾镇 陈镇路１５８号

５ 易农超菜场场北路店 庙行镇 场北路７０４号

■汽车销售保持平稳　全区限额以上汽
车行业实现零售额１４５９３亿元，比上年
下降０１％，占全区社零额２１９％。

■节庆营销促进消费增长　组织区内商
业企业开展节庆主题营销活动，如大华虎

城借助上海购物节平台，筹划“ＡＲ上线
仪式”“仲夏夜露天电影”“开学季主题集

市”等大华虎城智慧商圈平台商业 ＡＲ
（增强现实）功能上线系列活动，宝山万

达广场组织“空间艺术照”“年代故事展”

“跨界艺术展”等多场次营销活动贯穿上

海购物节全过程。营造欢乐消费、繁荣和

谐的节日氛围，促进消费增长。区内重点

商业企业在“元旦”“春节”“五一”“十

一”四个法定节假日期间，销售额分别增

长９１％、２００％、１１０％、７２％。

■推进零售新业态发展　研究以互联网

为依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手段，将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

物流进行深度融合的零售市场新模式。

引进“智慧零售”等商业发展新模式、新

方向，培育和推进百安居智慧店、微盟温

带未来商店、超级便利、食行生鲜等新零

售发展。

■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　年内完成罗店
大居光明中心菜场等５家标准化菜市场
建设改扩建项目和５０个社区智能微菜
场建设，覆盖区内大型居住区及部分地

区新建住宅小区，从质量保障、安全可

控、诚信服务、规模经营等方面全方位提

升菜市场能级。

■推进商务诚信体系建设　确保军粮供
应质量，提高副补发放效率，做好帮困粮

油供应，加强粮食价格监测和市场监管。

推动网上酒类审批服务，实现酒类零售

许可证（延续）审批服务事项全流程网

上办理。依托酒业诚信通 ＡＰＰ，建设酒
类网格化监管模式。以第三方征信为导

向，酒类诚信经营放心企业（店）达１７０
家。加强行业监管，共对４１９家超市、卖
场、批发企业、便利店及散装酒摊点等进

行常规检查。

■推进平台经济快速发展　至年末，全
区有重点平台项目３９家，其中中天钢铁
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被市商务委认定

为上海市第二批贸易型总部。上海钢银

电商平台的大宗商品电子商务诚信体系

被市商务委评为上海市公众诚信服务平

台的子系统平台。３月，上海钢联电子
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产业转型发展

研究院联合编制发布“中国制造业供给

指数”，该指数涵盖１１个终端领域制造
行业，４００多家各行业大、中型制造企业
的行业样板。

表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部分重点互联网平台名单

序号 平台名称 地　址

１ 钢银电商 园丰路６８号

２ 我的钢铁 园丰路６８号

３ 欧冶云商 漠河路６００弄东鼎大厦

４ 欧冶电商（上海钢铁交易中心） 漠河路６００弄东鼎大厦

５ 欧冶物流 漠河路６００弄东鼎大厦

６ 好屋中国 呼兰路９１１弄１１号博济智汇园６幢

７ 点钢网 逸仙路２８１６号华滋奔腾大厦Ｂ幢２３层

８ 运钢网 长江南路６６８号Ａ３２２２室

９ 猎上网 逸仙路２８１６号华滋奔腾大厦Ｂ幢１６楼

１０ 上海智能翻译中心 逸仙路２８１６号华滋奔腾大厦Ｂ幢２０楼

１１ 唯一视觉 长江路２５８号中成智谷Ｃ３栋

１２ 微盟 长江路２５８号微盟大厦

１３ 萌店 长江路２５８号微盟大厦

１４ 食物链 逸仙路２８１６号华滋奔腾大厦Ａ幢

１５ 发网 纪?路５８８号３号楼南楼３２１７－３２２７室

１６ 安畅云 呼兰西路１号智力产业园４号楼２Ｆ，Ｂ区

１７ 爱回收 纪?路５８８号智力产业园１号楼７楼

１８ 真旅网 南?藻路３９３号４号楼一层

１９ 汇宜金融 呼兰西路６０弄９号１０１－１室

０５１

商贸·旅游



书书书

（续表）

序号 平台名称 地　址

２０ 箱拉拉 沪太路９０８８号３号楼Ａ－５３７

２１ 游大大 泰和路２０３８号二幢１４６室

２２ 优蓝网 一二八纪念路９６８号１２０５室Ａ区１０１８室

２３ 贝联 一二八纪念路９６８号１９层

２４ 票易通 沪太路２９９９弄１５号３层

２５ 食行生鲜 ?川路５１６号３幢１－２７

２６ 宝之云 川纪路５００号３０７室

（倪卫榕）

服务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服务业完成增
加值７８７３亿元，比上年增加 ６２１９亿
元，增 长 ５８％，占 区 经 济 总 量 的
６８６％。全区服务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３５３９亿元，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的９３３７％；实现税收２３７２６亿元，增长
１１８％，其中区级税收 ９２５３亿元，增
长５０％。

■服务业载体产出效益明显提升　至年
末，纳入统计监测范围的６６个重点商务
载体，实现单位面积税收 １１５３元／平方

米，比上年增长６６３８％；落地型企业平
均注册率 ６１３８％，增长 ２６９５％；实现
总税收收入２９３２亿元，增长６８２３％；
整体入驻率达８１％，增长２５３％。税收
收入１亿元以上载体 ９个，增长 ２倍。
制定区商务载体监测指标体系，建立月

度数据上报机制，动态掌握载体运营情

况。制定并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服务

业载体功能品质的操作细则》。

（倪卫榕）

吸收外资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批准外商投资
项目３５８个（其中新批 ３１０个，增资 ４８

个），比上年增长 ９８９％。全年吸收合
同外资 １２８８亿美元（其中新批 １０９９
亿美 元，增 资 １８９亿 美 元），增 长
１９９８％；实到外资 ２１５亿美元，下降
８０％。外资企业全年税收总额 ６３６５
亿元，增长７７１％。

■服务业占外资项目主导地位　全年共
批准第三产业外资项目３３４个，比上年
增长１０７５％，占总项目数的９３３％；合
同外资１２５８亿美元，增长２６８１％，占
总合同外资的９７６５％。项目主要涉及
货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批发业等。

表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吸收外资情况 单位：亿美元

吸引外资 合同外资 同比％ 实到外资 同比％

总　额 １２８８ １９９．８ ２．１５ －８．０

按投资方式分

　中外合资 ０．４９ －４０．４ ０．５ ５２３．４

　中外合作 ０．８３ ０ ０

　独　资 １１．５６ ２３２．１ １．６５ －２９．２

表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吸收外资产业分布情况 单位：亿美元

产业名称
项目数 合同外资

新批 增资 新批 增资 小计 同比（％）

第一产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第二产业 １４ １０ ０．０９ ０．２２ ０．３ －６６．０％

第三产业 ２９６ ３８ １０．９ １．６８ １２．５８ ２６８．１％

表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吸收外资（包括港澳台资）来源地情况 单位：亿美元

国家（地区）
项目数

新批 增资
占比％ 合同外资 占比％

中国香港和澳门 ８１ ２０ ２８．２ ３．７８ ２９．３

中国台湾 ４２ １ １２ ０．１４ １．１

日韩 ４１ ６ １３．１ ０．５７ ４．４

东盟 ２４ ２ ７．３ ７．６６ ５９．４

欧洲 ３７ ６ １２ ０．１６ １．３

美国 １７ ４ ５．９ ０．１１ ０．９

其他 ６８ ９ ２１．５ ０．４７ ３．６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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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投资来源地　为东盟地区的项目
共２６个，合同外资７６６亿美元；投资来
源地为港澳地区的项目共１０１个，合同
外资３７８亿美元。

■提升外资能级　世界 ５００强 ＪＦＥ钢
铁、雅玛多、英美烟草投资宝山区，覆盖

制造业、物流运输和创投领域。地中海

邮轮船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嘉邮宏

船务服务有限公司、中船瓦锡兰电气自

动化（上海）有限公司、戎美邮轮科技发

展（上海）有限公司等邮轮产业链外资

企业落户宝山，覆盖邮轮代理、运营、船

供、电气自动化、技术支持、内装研

发等。

■功能性项目逐步集聚　研发中心方
面，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

上海科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被认定为上

海市外资研发中心。总部方面，嘉宏集

团总部搬迁至宝山办公；地中海邮轮在

中国设立的２家船舶管理和船务管理公
司均落户宝山，并作为总部运营。

（倪卫榕）

对外贸易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企业实现进出
口总额７２２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７８％，
增幅位列全市第一。其中：出口总额

２６４５亿元，增长２０％；进口总额４５８１
亿元，增长５０７％。外资企业和民营企
业出口额分别为９２８８亿元和６９６９亿
元，分别增长４４５９％和２９４６％。国有
企业实现小幅增长，增幅为３４％。

■出口以一般贸易方式为主　宝山区以
一般贸易方式出口额为２３７１亿元，比
上年 增 长 １８９１％，占 出 口 总 额 的
８９６４％。加工贸易出口额为 １０８５亿
元，增长６９６２％。

■进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　２０１７年，
宝山区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

额分别为１６４０９亿元、４０５１亿元，分别
比上年增长 ３１３６％、３４５６％。高新技
术产品进口主要商品为计算机集成制造

技术，占进口总量７７６７％；出口主要商
品为材料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计算

机集成制造技术，分别占出口总量

３０６６％、２６９０％、２２９７％。

■大宗商品量价齐升　由于国内钢价回
暖和钢铁产量增加，铁矿砂进口增加。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铁矿砂进口 ２３９１３亿
元，比上年增长５３０９％，占比６１５５％，
居主要商品进口额首位。煤、橡胶、锯材

等大宗商品分别增长 １３倍、５２倍
和４４８１％。

■开拓“一带一路”市场　宝山区企业
响应国家倡议，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

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实现

增长，进出口额达１３０４８亿元，比上年
增长 １８９９％。其中，出口额达 ９７４３
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单边贸

易值占出口贸易总值的３６８４％。对东
盟进出口额为 ６２亿元，增长 １９４６％；
对印度进出口额为 １８８８亿元、增长
２６４２％；对沙特阿拉伯进出口额为
７５７亿元，增长 １３１４％；对伊朗进出
口额为７０７亿元，增长１２２倍。

（倪卫榕）

表１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出口综合情况

对外贸易 进口额（万元） 同比（％） 出口额（万元） 同比（％）

总额 ４５８０８１６．６４ ５０．７ ２６４５０３５．２５ １９．９６

按贸易方式分

　一般贸易 ４４１１５０３．６２ ５２．０２ ２３７０９８５．３６ １８．９１

　加工贸易 １０８４６３．５３ ６９．６２ １９５５５８．６５ ３２．８９

　其他贸易 ６０８４９．４９ －１６．６４ ７８４９１．２４ ２３．０３

按企业性质分

　国有企业 ２９３２２８１．０８ ５０．７５ １００６６９９．７９ ３．４

　外资企业 １１１０１６８．６６ ５６．４１ ６９６８５６．３７ ２９．４６

　民营企业 ５３１８９０．６２ ４０．４８ ９２８７６０．２９ ４４．５９

表１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各镇、街道、园区企业出口情况

镇、街道、园区名称
出口额

（万元）

同比

（％） 镇、街道、园区名称
出口额

（万元）

同比

（％）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７５３５２．５８ ２０．２０

城市工业园区 １５８１３４．６７ １８．２９

大场镇 ４４９３４．１２ －１．２０

高境镇 ６１１５６．２３ ４５．３０

顾村镇 ８００７８．２６ ２．３８

航运中心 ３０４７５．４８ －５５．５１

罗店镇 ３６７２２２．４２ １０５．６５

罗泾镇 ８３７０８．５８ ３６．４４

庙行镇 １１９９８．４ １０．０４

张庙街道 １７５７３．４ １０．４５

淞南镇 ２４０５８．０９ ２５．６９

吴淞街道 １５９８１．７６ １５．６９

杨行镇 ２８３４７４．８９ ８．２３

友谊路街道 ６６９５４．６ －１．５１

月浦镇 １２３１７５．０４ ２０．４１

其他 １１００７５６．８ １４．７５

合计 ２６４５０３５．２５ １９．９６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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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

出口商品
出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出口商品

出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钢材 ８６１２４０．６２ １０．４５

集装箱 ２９５３７０．６１ ３１７．２８

钢铁或铝制结构体及其部件 ７５３５２．６６ －２９．７１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５２２２６．６１ ４６．５１

冷冻机和制冷设备 ４８６５４．６１ －０．５４

服装及衣着附件 ４２２７８．７８ ３０．２２

家具及其零件 ３７４００．３８ １３．５６

机械提升搬运装卸设备及零件 ３４４０８．４８ －５．７９

通断保护电路装置及零件 ３３４１２．４３ １０．４７

塑料制品 ２５６７８．７７ ４．４９

表１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

进口商品
进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进口商品

进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铁矿砂及其精矿 ２３９１３３６．８２ ５３．０９

煤 ５６３９３５．６９ １２７．０４

钢材 ２２５４２４．０９ １０．９１

锯材 １０８７９９．３２ ４４．８１

原木 ５３４６９．７ ３２．４８

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器及器具 ４９３０５．６７ ４６．８１

铁合金 ４５８５２．６４ －４．５２

静止式变流器 ３６１７１．２７ １１０．０１

合成橡胶（包括胶乳） ２３０１３．４６ ３７９．８９

通断保护电路装置及零件 ２２９５７．０１ ６．７

表１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国家（地区）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美国 ５２３８８３．７２ ５９．１１

东盟 ４２９６８７．５７ ７．６９

欧盟 ２７５８６５．２５ １６．２８

印度 １７８４８５．４６ ２３．４３

韩国 １７５８０１．７４ －６．０９

日本 １７５３１２．５９ ２２．３３

中国香港 １１９７２４．１ １１３．５８

泰国 １１１６４４．７３ ３６．６４

意大利 ８９１６８．１１ －４．２７

马来西亚 ８６５３１．２３ ２０．６４

表１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国家（地区）

国家和地区
进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国家和地区

进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澳大利亚 １１４０７８４．８８ －３．５３

巴西 ５０９６１４．８８ －２４．６７

日本 ４４０８４２．４８ １８．８３

欧盟 ２５０２４１．６６ ３．７７

东盟 １１９７３９．５３ ７１．４１

加拿大 １１３６５３．３９ １８．４６

美国 １０７１０７．２７ －１９．４３

南非 ４９５８５．７４ －３０．７６

中国台湾 ３３６８３．０７ ２０．９９

韩国 ２４９５３．６４ －２５．６３

表１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一带一路”主要出口国家（地区）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印度 １７８４８５．４６ ２３．４３

泰国 １１１６４４．７３ ３６．６４

马来西亚 ８６５３１．２３ ２０．６４

越南 ７４４０８．８６ ９．１

沙特阿拉伯 ７４００９．８１ １２．８３

印度尼西亚 ６６１２２．６６ －３８．８９

俄罗斯 ５３６３４．４５ ２４．０４

新加坡 ４８３１８．７９ ２１．４

伊朗 ４１２９８．９５ ８３．６１

土耳其 ３８００１．９６ －５６．５８

表１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一带一路”主要进口国家（地区）

国家和地区
进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国家和地区

进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印度尼西亚 ７１７０７．０７ ９０．１１
泰国 ３６７１９．７２ ２１５．７４
菲律宾 ３０５５４．５２ －２１．４５
伊朗 ２９４１０．３５ ２１７．３８
乌克兰 ２８３８８．８１ １２４．１３

马来西亚 ２７７３９．５６ ７７．３７
波兰 １９４０５．１１ １５６．０９
越南 １５１９５．７７ １０１．２６
印度 １０２４７．６ １１８．９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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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企业经核准赴
境外投资２０家，其中新设立企业１７家，
增资企业２家，并购企业１家，投资总额
４．５亿美元。

■对外投资主体及国别　对外投资国别
（地区）主要为中国香港、美国、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马来西亚、德国、爱尔兰、中

国台湾等，主要涉及文化、网络科技、咨

询服务、婚庆旅游服务、医疗、电子产品、

工业设备研发等新领域。 （倪卫榕）

对外经贸
■邮轮贸易实现新突破　邮轮船供服务
方面，成功重启供邮轮国际货柜过境直

供作业，国际货柜全年转运货值９９２０万
元人民币，总重 ２０７１３吨；本地采购货
值人民币 ３７４亿元，共计 ２６６万吨。
邮轮本地配套维修设计服务方面，中船

集艾邮轮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获

“天海新世纪号”邮轮翻修总包项目，本

土配套产品使用率超过 ５０％。商业商
务服务和邮轮金融服务方面，中日合作

的乐购仕跨境项目开业运营，口岸免税

店销售金额１２亿元。邮轮保险业务成
功覆盖皇家加勒比、歌诗达、公主、地中

海等邮轮公司。

■加快新贸易企业培育和引进　成功举
办“２０１７年中国（上海）互联网 ＋外贸高
峰论坛”暨宝山区外贸企业招商会，宣传

宝山产业政策，开展招商活动，吸引更多

外贸新业态企业入驻宝山。加快上海国

际酒类贸易中心进口食品仓储基地建

设，促进仓储企业向进口食品供应链综

合服务企业转变。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

展有限公司等４家企业被列入全市百家
新贸易企业。

■推进邮轮旅游服务贸易发展　推进上
海市服务贸易（旅游服务类）示范基地

建设，成功将宝山区作为“上海服务贸易

特色区”工作的首个试点，争取市商务委

对邮轮贸易发展的政策支持，配合市商

务委探索邮轮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体系建

设，推动宝山区邮轮经济发展。

■举办“２０１７年中国（上海）互联网 ＋
外贸高峰论坛”　１０月２７日，“２０１７中
国（上海）互联网＋外贸高峰论坛”在宝
山举行。论坛围绕“新外贸、新零售、新

思维”主题，共谋外贸转型发展新路径。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

民，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申卫华，宝

山区副区长吕鸣，东浩兰生集团党委副

书记徐尚仁，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余涌，

上海进出口商会副秘书长夏桂珍等领导

及各行业精英出席论坛。本次论坛为

１５家“外贸创新企业”授牌，上海海隆石
油钻具有限公司、光驰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等５家企业被授牌。 （倪卫榕）

粮食管理
■粮油收购　２０１７年，全区共收购、采
购粮食９２８万吨，比上年减少１８１％。
其中：收购晚粳谷 ８３６万吨，减少
０２％；小麦０８５万吨，增加３８２８％；大
麦等６７３吨，减少８５２９％；收购油菜籽
１９５吨，减少 ５７６１％。区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宣传和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

主动协调粮食购销企业，提出粮食收购

工作指导意见，做好粮食收购预案，引导

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督促粮食收储

企业严格执行收购政策，遵守粮食收购

守则，坚持以质论价，保证粮食收购质量

价格公开上墙公布，收购中不扣克斤两，

所用计量器具均依法通过鉴定合格，不

拒收、不限收，收购网点安排合理，农民

卖粮方便、顺畅。做好区内粮食收购资

金预测，主动协调区内农业发展银行、区

财政等部门多渠道筹措资金１２８亿元，
满足粮食收购需要，粮食收购中未发生

“打白条”情况，确保不出现农民“卖粮

难”。

■粮食流通市场管理　健全粮油供应网
络，建设粮食应急供应体系，支持粮油供

应网络建设，创新粮食食品供应模式，规

划粮食采购基地及粮食消费供应网点，合

理布局区域内连锁超市１３３家、大卖场
２４家、便利店３２３家、标准化菜场７８家等
粮油零售网点共５５８家。推广落实区政
府实事项目“互联网＋菜篮子”模式的微
菜场“食行生鲜”２２０家，粮油电子商务零
售交易额逐年上升，粮食零售业态更加多

样，军粮供应网络完善，保障军需民食。

全区全年粮食企业销售、加工转化用粮

２８９９万吨，比上年减少４７３％。其中：
粮食销售２０９４万吨，减少５５２％；加工
转化用粮８０５万吨，减少２６２％；油脂销
售０３８万吨，减少８９７％。

■加强粮食调控监管　完善区级储备粮
管理机制，把握轮换时机、节奏与方式，

提出年度区级储备粮轮换方案，制定区

级储备粮网上竞价销售交易细则，组织

２０１７年度区级储备粮轮换稻谷实施网
上竞价销售。年内共通过网上竞价销售

稻谷２９万吨、大米 ０１５万吨，确保区
级储备粮库存结构合理、质量良好、储存

安全。发挥骨干粮食批发市场和加工、

经营龙头企业作用，合理组织粮源，在做

好区内粮食收购基础上建立江苏灌南等

粮食采购、存储基地，确保区级粮食储备

及供应粮源。年内共采购粮食 ４７万
吨，区域内粮食供需基本平衡。

■确保粮食质量安全　完善粮食质量安
全监管制度，落实食品安全信息追朔管

理。大米加工企业、粮食批发市场、标准

化菜市场、连锁超市、中型以上食品店、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中型以上饭店

及连锁餐饮企业在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

追朔平台进行注册并上传食品安全信

息。区域内粮食加工等相关企业建立食

品安全自查和出厂检验制度，区市场监

管部门加强监管和抽查，组织开展经营

环节粮食及其制品专项监督抽检，共抽

检１５个批次，对２家涉嫌使用超保质期
面粉加工食品和销售超保质期大米的经

营者立案查处；对夏收中发现的１０１吨
呕吐毒素超标小麦进行全过程监管，并

向相关企业提出书面处置建议，相关企

业签订不流入口粮市场书面承诺书。

■粮仓设施建设　制定《宝山区国有粮
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加强国有粮

仓物流设施保护动态管理，做好上海市

粮食网粮油仓储设施信息管理系统平台

信息数据更新，年内未出现违规拆除、迁

移粮食仓储物流设施，非法侵占、损坏粮

食仓储物流设施，擅自改变其用途或者

其他保护不力等情况的发生。筹措资金

推进“危仓老库”维修改造和智能化升

级改造，全区涉及老库升级改造仓容

４２万吨，升级改造３６８万吨。

■粮食应急保障　落实《宝山区粮食应
急预案》，加强粮食应急保障供应、加工、

配送等体系建设，组织开展成品粮食大

米储备和轮换，确保储备好，应急用得

上。组织７２家应急供应网点、２个应急
加工厂、３个储备库的粮食应急保障培
训，开展 ２０１７年军粮供应保障应急演
练，与粮食应急保障大米加工企业签订

“粮食应急加工企业委托书”。开展粮

食统计人员专业基础知识培训，指导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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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经营企业建立统计台账，通过网络直

报统计报表及相关数据。设立居民固定

调查户，建立台账并指导调查户按时收

集调查信息。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

定期设立９个监测点（其中２个直报点）
跟踪监视大米、小麦粉和食用植物油等

１３个品种的价格、销量和市场信息，落
实联络员制度，建立监测点台账，及时掌

握粮油价格、销量的市场走向。

■粮食库存管理　健全粮食库存检查机
制和制度，改进优化库存检查方式，国家

政策性粮油库存数量真实、质量良好。

抓好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两个重点”。

与区内粮食存储企业签订安全责任制承

诺书，开展储粮安全大检查，落实粮食安

全生产责任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

出书面整改意见，确保储粮安全。开展

粮食统计专项检查、粮食清仓查库等监

督检查工作，确保库存粮食数量真实。

结合“双随机”监督检查工作，开展粮食

质量等原粮卫生指标抽样检查。开展粮

食安全隐患“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

集中行动，做到粮食安全检查范围、对象

和内容全覆盖。

■开展节粮减损宣传　组织开展“中国
好粮油”行动，宣传国家“中国好粮油”

行动计划，增加绿色优良粮油产品供给，

开展“好粮油”地域品牌和产品品牌创

建，“宝宇”品牌大米获年度上海名优食

品称号。开展“丰宝农清香大米”和“新

宝宇惠民大米”品牌宣传活动。开展以

“优粮优价促增收”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通过制作海报、宣传画等形式，入村进户

到部队、超市、菜场等场所向公众宣传讲

解粮油营养健康等科普知识，倡导均衡

膳食、谷物优先、粗细搭配的科学饮食营

养理念。

■开展粮食流通督查　创建全国粮食流
通执法督查创新示范单位，加强粮食流

通监督检查能力，推进“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派

出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处理结果及时

向社会公开）监管，建立粮食企业信用监

管制度体系，成立“双随机一公开”监督

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双随机”监督

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双随机”相关

工作数据库。年内共开展“双随机”抽

查５８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１１８人次，
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５８个（家），抽查粮食
收购活动等１２项检查事项。

■保障军粮供应　坚持坚持“以兵为
本”的服务理念，严格执行军供政策，坚

持“统筹粮源、质量第一、市场竞争、强化

监管”，大米、面粉等主要商品均由规定

的生产单位统一提供。按照军粮“一批

一检一报告”制度要求，合理安排粮油库

存，保障供应大米、面粉、食用油及附营

商品的新鲜度。开展区域内军供网点资

格核查，核查各军粮供应站执行军粮供

应政策、管理制度、规范化服务和网点资

格认定条件等，未发现非正常断供、欠

供，不合格粮食供应部队等违反政策的

情况发生。

■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　加强副食品价
格补贴发放管理和窗口服务指导，定期组

织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发放工作人员服务

能力和业务水平，与民政、街镇等部门沟

通协调，优化发放方式。年内，全区１２个
街镇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工作全部纳入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工作，并由传统发

放现金方式转变为银行转账发放。全年

共发放６６３万人，比上年增加１９４％；发
放资金６０３０７万元，增加２３７％。

■帮困粮油供应　加强帮困粮油供应管
理工作，开展帮困粮油供应便民服务活

动，组织供应网点为一些孤老、伤残家庭

实行电话预约送货上门等服务。定期组

织专项抽查活动，对帮困供应品种、价

格、质量等进行检查。全年共回笼帮困

粮油卡７１万张，比上年增加１７２％，为
帮困居民供应４７６２５万元帮困粮油商
品，增加５１％。 （黄小平）

烟草专卖
■概况　宝山区烟草专卖局成立于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上海烟草集团宝山
烟草糖酒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年 １２
月，是由上海宝山区糖业烟酒有限责任

公司与上海烟草集团公司和上海烟草贸

易中心三方投资组建而成的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金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公司发
挥商业单位主体作用，按照年初“２２５”
（落实“从严治党责任、提升队伍素质”

两个主要保证，聚力“卷烟营销和专卖工

作”两大核心职能，夯实“成本管理、资

产管理、目标管理、安全管理、依法管理”

五项管理基础）目标，坚持“三管一加

强”（管人、管事、管资产，加强考核）总

体要求，聚焦卷烟营销和专卖管理两大

核心职能，促进各项基础管理工作水平

提升。年内，公司获上海市文明单位、上

海烟草集团“四好领导班子”、上海市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宝山区“平安单

位”等称号。区专卖局获“２０１７年度打
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先进集体”，营销部

薛越班组和专卖何佳班组获上海烟草集

团工会授予“工人先锋号”称号，营销部

品牌组和专卖监督管理科获“宝山区青

年文明号”称号。

■聚焦零售终端经营质量　公司围绕
“增销量、提结构、盯市场、调状态”目标，

满足订单需求，优化货源投放供应量，优

化客户订货行为。设置顺销牌号供应上

限，满足顺销牌号订单需求，投放适销对

路卷烟，提升区域市场供给质量。完善库

存采集管理，提高社会库存采集质量，把

握客户经营状态和销售能力，指导客户销

售，确保“不涨库不脱销”，共同维护区域

市场销售质量。年内累计实现批发销售

３４万箱，比上年增长３９％，其中集团产
品销量占比 ５８％；全年平均满足率为
８３４５％，总体状态区域“平衡”。

■创新婚宴礼盒营销　以控烟条例为契
机，做精做细卷烟婚庆市场，引导婚庆喜

烟消费新习惯。通过深入挖掘社会零售

终端资源，改变婚宴礼盒载体，突显喜烟

寓意，丰富喜烟品牌价值。年内，与８家
婚庆公司、２家婚礼会所、２家酒店、１家
婚纱摄影公司共同推广婚宴礼盒，覆盖

全市１３个区，２３个实体店。婚宴礼盒订
单共计２３９单，完成交易配送６８单，使
用５支装中华８１０条，１２支装１９１条。

■调控单户库存状态　掌握零售客户库
存信息，开展零售客户进销存分析，建立

客户订单和客户库存的交叉分析数据

库，把握单户销售波动、终端库存变化、

库存天数分析、客户订单跟进等数据，帮

助客户经理提高对单客户、单规格的关

注和分析，综合评估单客户对单规格的

实际销售能力。通过“单客户经营质量

提升”课题研究，形成单客户经营质量评

价标准，统一各管理层级对市场状态评

价标准，帮助客户经理在零售客户动销

合理原则下开展针对性的经营指导，调

控单客户单规格的库存状态，让零售客

户在关注规格上“不涨库不脱销”，提升

客户整体卷烟经营质量。

■开展打击走私烟、假烟活动　加大与
区公安分局、地区派出所、交警支队合

作，加强对窝点、运输途中、道口卡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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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等环节监管，年内共查获违法卷烟

３７１９６９条，案值６４２３万元。其中，破
获５万元以上案件３０起，完成市标网络
案件 ２起，国标网络案件 ４起。通过
ＡＰＣＤ综合监管数据平台，加大市场监
管力度，开展日常检查６６２次、联合执法
３０次，出动人数４５８５人次，零售终端行
政处罚立案共１１２起，移送区市场监管
局５２起，开具整改通知１５６份，有效打
击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开展违法违规经营大户专项治理　根
据集团下发的《关于对违法违规经营大

户专项治理的通知》，开展对违法违规经

营大户专项治理，明确内管、专卖、营销

职责分工，形成“专销聚力管大户”合

力。营销部控制货源抓源头，及时掌握

销售和库存动向，把违法违规大户全部

退出宝山销售大户名单。稽查支队分不

同频次和要求，加大对设定的三个级别

重点监管户的现场检查监管力度。内管

派驻办注重预警防过程，建立重点监管

户档案，每月更新，及时将预警信息传递

到支队和营销部。

■规范窗口服务　实施新许可管理规
定，简化审批材料，将办证天数缩短到４
个工作日。年内，共受理各类行政许可

８０３件，其中新办２９８户、变更６３户、延
续６７户、歇业 ８０户、注销 ２９０户、停业
整顿４户、取消１户。合法合规做好案
件处罚，提升卷宗质量。年内立案、移送

案件１９５件，其中自行处置案件１２４件、
移送７１件、重大执法行为法律审核 ２０
次，没有发生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情况。

■开展目标管理　编制《２０１７作业指导
书》，围绕集团对商业企业“三管一加

强”新要求，组织策划以“目标责任书”

为载体，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的方针目

标管理机制，对目标进行分类、分层、分

级“全覆盖”管理。开展目标全过程管

理，通过策划、分解、执行、监测、评估、改

进等“全过程”跟踪，开展目标跟踪 １１
次，以月度跟踪、季度小考、半年中考、全

年大考形式，跟踪目标达标度和标准执

行情况，研判目标完成质量，对于出现波

动的目标及时制定调整措施，确保年度

目标顺利达成。

■加强安全管理　开展出租场所分类分
级管理，对所属１７处出租场所４１个出
租点进行分级分类，以蓝、黄、红三色标

记区分为“优质承租单位”９个、“基本达
标单位”２５个和“重点关注单位”７个，
制定贯彻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隐患排

查和治理力度，发动各部门职工开展安

全检查和隐患整改工作，对电气等专业

设备设施引进第三方检查和专业评估机

制。加强各部门兼职安全员操作培训，

把各部门日常安全检查频次和效果作为

安全考核主要依据，提高各部门安全意

识。结合集团关于开展２０１７年“安全生
产月”活动和“安康杯”活动要求，开展

安全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治理、事故警示

教育、应急预案演练，增强部门和员工安

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提高

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探索法规管一体化工作模式　推进法
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以法律风险防控

为抓手，重点对区局（公司）行政执法、

产品营销、资产管理等领域开展防控，为

业务部门提供整体法律解决框架方案意

见，确保各环节合法合规。开展法律风

险防控体系课题研究，形成《宝山烟草法

律风险防控案例集》。构建有宝山烟草

特色的普法宣传教育体系，在“七五”普

法中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将法

制宣传作为公司中心组学习内容之一，

提升法治意识与法治能力。参与集团

２０１７年“法律伴我行”职工普法答题活
动，参答率达１００％，有６７名职工获奖。
以班组为单位，制作发放“七五”普法小

知识宣传材料，重点宣传《网络安全

法》，将网络安全法列入２０１７年度法制
宣传教育计划。组织职工代表到宝山法

院旁听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在“１２４”
法制宣传周组织全员参与“法治上海”

宪法答题抢红包活动。制定《宝山烟草

控制吸烟管理规定》《应急预案》以及

《控制吸烟检查方案》，将控烟条例实施

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点纳入企业法律

风险防控清单，通过放置“宝烟法律微课

堂”宣传画、张贴禁烟标志、发放控烟宣

传单，提升职工遵法守法的自觉自律意

识。推进宝山区域内吸烟点建设，在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区政府设置专用吸烟

点，与二十冶等２０余家单位达成吸烟点
建设合作协议。构建法律服务保障体

系，建立法律顾问参与公司重大法律事

项审核机制，对员工违纪违规等事项给

出法律意见，法律顾问合同审核覆盖率

达１００％。 （王　健）

市场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区有商品交易市场
１３８家。市场类型：农副产品市场９７家，
其他消费品市场１家，工业消费品市场
２９家，工业生产资料市场１１家。细分市
场类型：农副产品综合市场８９家，茶叶
市场４家，花鸟市场 ２家，水产市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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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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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阳）

表１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商品交易市场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细分类型
场内
经营
户数

经济性
质（国
有集体）

经济
性质
（私营）

属地

１ 上海宝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盘古路市场
分公司

盘古路４９２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９ √ 友谊路街道

２ 上海淞宝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永乐路３８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５ √ 友谊路街道

３ 上海宝山青鲜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友谊支路２６５号－２７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０ √ 友谊路街道

４ 上海宝山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密山路１０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９２ √ 友谊路街道

５ 上海宝山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宝杨路市场分
公司

宝杨路２５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９９ √ 友谊路街道

６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盘古路市场
分公司

盘古路４８６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６ √ 友谊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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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细分类型
场内
经营
户数

经济性
质（国
有集体）

经济
性质
（私营）

属地

７ 上海宝林二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宝林二村１０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１ √ 友谊路街道

８ 上海北翼商业街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５９９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５０１ √ 友谊路街道

９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团结路分
公司

团结路４－６号１楼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２ √ 友谊路街道

１０ 上海海滨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同济支路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０ √ 吴淞街道

１１ 上海东江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产路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０ √ 吴淞街道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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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 吴淞街道

１３ 上海全而廉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泗东路３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０ √ 吴淞街道

１４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兴路１６３号一楼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６２ √ 吴淞街道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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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上海吴淞环岛花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８９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花鸟市场 ９９ √ 吴淞街道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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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上海沪客隆招商市场有限公司 淞兴路１５７号－１６５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１０２ √ 吴淞街道

１９ 上海沪客隆招商市场有限公司沪客隆服饰市场分
公司

淞兴路１５７号－１６５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１２３ √ 吴淞街道

２０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步云农副
产品市场经营管理分公司

永清路２１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３１ √ 吴淞街道

２１ 上海新星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虎林路２３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５０ √ 张庙街道

２２ 上海呼玛商品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呼玛二村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９８ √ 张庙街道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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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 张庙街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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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上海爱辉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爱辉路６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１ √ 张庙街道

２６ 上海上房绿建花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爱辉路３５８号－５００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花鸟鱼虫市场 ８４ √ 张庙街道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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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上海翼通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通河路４１１号一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２ √ 张庙街道

２９ 上海野桥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三泉路１４５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４０ √ 庙行镇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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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上海共康服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临路８００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６７４ √ 庙行镇

３２ 上海长临建材装饰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临路８８９号－９５７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５８ √ 庙行镇

３３ 上海掘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北路６６０号一楼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１ √ 庙行镇

３４ 上海国江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权北路６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４７ √ 高境镇

３５ 上海和佳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权北路８２９弄１号一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８ √ 高境镇

３６ 上海苏特仑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４７０１弄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２ √ 高境镇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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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 上海三门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三门路４９７号２幢１－２层、４幢
２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６ √ 高境镇

３９ 上海飞洪百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 ４８５６号、４８６８号 ４７３１
号、４７３３号、４７３５号、４７３７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２１ √ 高境镇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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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５１

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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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上海大不同新江湾茶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逸仙路１８０８号一至六层 其他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茶叶市场 １３８ √ 高境镇

４２ 上海高跃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高境路５６号一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７２ √ 高境镇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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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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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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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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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 上海逸骅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服务部 殷高西路８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６ √ 高境镇

４８ 上海振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二路１１１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６ √ 淞南镇

４９ 上海大昌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南路５７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６１ √ 淞南镇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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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 淞南镇

５１ 上海淞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良路７０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１１ √ 淞南镇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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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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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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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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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 上海乾中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南大路１５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０ √ 大场镇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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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 上海环镇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环镇北路７８９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３ √ 大场镇

５９ 上海场联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联路１３９号１－２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９５ √ 大场镇

６０ 上海宝山聚丰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聚丰园路３０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６０ √ 大场镇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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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上海祁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锦秋路１３６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２ √ 大场镇

６３ 上海龙珠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行知路２５１弄６１号－６４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５ √ 大场镇

６４ 上海大华二村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沪路３２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５ √ 大场镇

６５ 上海真华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行知路８３３号１楼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９ √ 大场镇

６６ 上海鑫力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沪路４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１ √ 大场镇

６７ 上海虹腾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６３３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４０ √ 大场镇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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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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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 上海霓虹儿童用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大华路５１８号第１－１．５层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７０ √ 大场镇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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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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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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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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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１

商贸·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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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上海华和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真大路３６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５ √ 大场镇

７６ 上海江杨农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江杨北路９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９５８ √ 杨行镇

７７ 上海杨行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松兰路８４６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６６ √ 杨行镇

７８ 上海振宝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富锦路１５８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２ √ 杨行镇

７９ 上海邦手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铁峰路２０４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９ √ 杨行镇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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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 上海杨鑫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杨泰路２５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４ √ 杨行镇

８２ 上海宝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湄浦路分
公司

湄浦路２８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４ √ 杨行镇

８３ 上海翼杨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梅林路７６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４ √ 杨行镇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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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５ √ 杨行镇

８５ 上海万远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盘古路１８４８号一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７ √ 杨行镇

８６ 上海江杨水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铁城路１５５５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水产市场 ９９７ √ 杨行镇

８７ 上海江阳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泰和路１７００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水产市场 １３０４ √ 杨行镇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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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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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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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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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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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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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４ 上海亿海茶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友谊路 １８９９弄 ５８号 ２０５－２０７
室２层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茶叶市场 ２４ √ 杨行镇

９５ 上海东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镇新路３７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３ √ 杨行镇

９６ 上海红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红林路５２８弄３７号一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７０ √ 杨行镇

９７ 上海宝江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２７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２ √ 月浦镇

９８ 上海庆安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绥化路５２弄６２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７ √ 月浦镇

９９ 上海宝山勤宇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８８８弄２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７５ √ 月浦镇

１００ 上海月春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春村圆和路１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０ √ 月浦镇

１０１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月浦三村市
场分公司

月浦三村４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６２ √ 月浦镇

１０２ 上海盛桥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古莲路３２８号２０１室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５４ √ 月浦镇

１０３ 上海宝山鱼塘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德都路２５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９５ √ 月浦镇

１０４ 上海月盛百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春雷路农副产品
市场分公司

春雷路４４５号－１室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３ √ 月浦镇

１０５ 上海月浦蔬菜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川路２７６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９０ √ 月浦镇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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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１

市　场



（续表）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细分类型
场内
经营
户数

经济性
质（国
有集体）

经济
性质
（私营）

属地

１０７ 上海月浦汽配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川路４０５１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动车配件市场 ３３ √ 月浦镇

１０８ 上海富弘农副产品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共富路５６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９ √ 顾村镇

１０９ 上海富弘农副产品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泰和西
路市场分公司

泰和西路３３８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９ √ 顾村镇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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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１ 上海绿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菊太集贸市场经营管理分
公司

菊太路３０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５ √ 顾村镇

１１２ 上海共富副食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共富路３０５弄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７３ √ 顾村镇

１１３ 上海顾村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顾太路３５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０５ √ 顾村镇

１１４ 上海润通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产西路９３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７ √ 顾村镇

１１５ 上海顾北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顾荻路３３２号－３４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３ √ 顾村镇

１１６ 上海文宝苑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菊联路１６９号一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６３ √ 顾村镇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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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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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９ 上海翼家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菊盛路８８２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６４ √ 顾村镇

１２０ 上海众宝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杨路１３０９号一楼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１ √ 顾村镇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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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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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３ 上海弘保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杨路１０５２、１０５４号一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５ √ 顾村镇

１２４ 上海罗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东太路２３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４６ √ 罗店镇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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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６ 上海祁北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祁北东路８５弄１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９ √ 罗店镇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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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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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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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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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１ 上海罗泉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２５００号３幢至１２幢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建材市场 １０３ √ 罗店镇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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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３ 上海罗安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７６９０号３幢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２２ √ 罗店镇

１３４ 上海宝山居美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美文路５６９号一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 √ 罗店镇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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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罗店镇

１３６ 上海佳易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潘新路９６号一１０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３ √ 罗泾镇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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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８ 上海远航服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川沙路５１２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小商品服饰市场 ３２ √ 罗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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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８日，区供销合作总社社镇合作项目———罗泾睦邻小镇唐德国际影城罗泾店开业
区供销社／提供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６日，上海北翼（集团）有限公司与复客中国举行“复客北翼共享经济总部基地”签
约发布会 区供销社／提供

供销社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
全年完成营业收入１６５４亿元，比上年
增加３１７亿元，增长２３７％；归属母公
司净利润 ５０５８万元，增长 ２０９４％；上
缴税收７３１８万元，增长２８２５％。实现
资产保值增值率５９３％，净资产收益率
５４１％，完成预定保值增值目标。期末
总资产 ２０３３亿元、所有者权益 １１４６
亿元、资产负债率４３６３％，企业运行质
量良好。至年末，全社有全资企业 １２
家，控股企业 ６家，参股企业 １２家；在
编人数 ８３０人，比上年减少 ４６人。年
内，先后被评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１６年
度全国供销合作社百强县级社”第二十

二位。

■推进综合改革　坚持为农服务宗旨，
深化组织体系和经营体系改革，加强自

身建设，稳步推进综合改革。作为市社

系统综合改革试点单位，提出三大改革

目标：提升市场竞争能力、提升综合服

务能力、提升内生动力。２０１５年以来，
以社企分工、双线运行作为综合改革突

破口，改变区供销社、北翼集团长期实

行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运行模式，

健全完善区供销社“一区一社、资产一

体化”组织体系。改革确立区供销社作

为出资母体，主要承担战略规划、投资

决策、人力资源配置、财务管理、综合服

务等总部管理功能。北翼集团作为全

资子公司，主要承担商业资产经营职

能，专注于商业资产开发建设、招商运

营、物业管理，提升服务社区综合能力，

从而实现社企分工、上下贯通、整体协

调，综合服务与专业经营相结合的“双

线运行”机制。

■做强资产经营　通过社企分工、双线
运行综合改革，合理配置资源，强化专业

方向，提高资产经营专业化能力。根据

“繁荣社区商业、完善配套功能、方便居

民生活”经营理念，北翼生活馆引入星巴

克、德克士等品牌店。北翼生活广场万

达影院开业，并展开加盟全季酒店装修

改造工作。美罗湾三号地块项目完成竣

工备案，招商工作进展顺利。结构转型

取得突破，经过招投标确定复客中国作

为高境大楼项目合作方，５月完成“复客
北翼共享经济总部基地”合作签约，首次

尝试楼宇经济、众创孵化这一新型招商

业态。调整传统业务形态，北翼商业街

引进２０００平方米羊绒衫馆，沪客隆调整
古玩市场部分经营区域。

■拓展外部资源　年内与罗店、杨行镇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拓展参与社区、大型

居住区配套商业网点建设。扩大社镇合

作模式，完善服务功能。罗泾睦邻小镇

配套影院唐德国际影城于第三季度正式

运营，填补该地区数字影院建设空白。

创新业务领域，在取得运行月浦镇政府

公办保基本型养老院基础上，与央企中

交上航局下属航道医院签订合作运营协

议，发挥双方优势，尝试大健康产业，拓

展综合服务功能。

■“复客北翼共享经济总部基地”合作签
约　复客北翼共享经济总部基地是复客中
国和北翼集团顺应创新创业浪潮共同打造

的以“共享经济”为主题的全新产业园，项

目以优化金融服务、激发资本活力、服务科

技创新、提升社会创造活力为发展导向，打

造创投联盟中心、总部办公中心、科技服务

中心、复客创业学院４个平台功能，为高境
镇科技小镇功能定位做有效支撑，计划于

２０１８年完工并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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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全资、控参股公司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类型 性质 注册地址 备注

１ 上海北翼（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全资 梅林路７６２号２０１室

２ 上海北翼商业街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全资 牡丹江路１５９９号

３ 上海北翼大酒店 集体所有制 集体 淞滨路６００号

４ 上海翼馨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全资 菊盛路８８９号

５ 上海宝山供销商业咨询服务公司 集体所有制 集体 友谊支路２２５号

６ 上海翼家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全资 菊盛路８８２号

７ 上海翼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全资 梅林路７６８号Ａ－６

８ 宝山区顾村供销Ｈ合作社 集体所有制 集体 顾村镇新街

９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供销合作社 集体所有制 集体 顾村老街上海新建色织厂地－１

１０ 上海宝山月浦供销合作社 集体所有制 集体 月浦镇龙镇路１６号１幢

１１ 上海恬逸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全资 月浦镇龙镇路１６号２幢１楼

１２ 上海翼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全资 水产路２４４９号１００号４－８层

１３ 上海北翼装卸储运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全资 淞兴路１６３号 ２０１８年撤销职工持股
会，由参股改为全资

１４ 上海北翼典当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 菊太路８６８号

１５ 上海崇明横沙供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 崇明区横沙乡新民镇

１６ 上海长兴供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 崇明区长兴镇凤西路１５６号

１７ 上海翼之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 纪?路３８号

１８ 上海南方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 宝杨路１９４１弄１５号

１９ 上海宝山葑塘综合商店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 顾村老街上海新建色织厂北－２

２０ 上海宝山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 罗店镇束里桥月罗路北侧

２１ 上海宝山区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同泰路１２８号 上海新宝山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代持５０％

２２ 上海北翼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同济支路８８号

２３ 上海罗店供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罗太路４２７号

２４ 上海华森消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淞兴路１６３号

２５ 上海复客北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高逸路１１２－１１８号３幢３４３２室

２６ 上海横翼商贸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崇明区富民支路５８号 Ｄ１－５２０室（上
海横泰经济开发区）

一般不做统计

２７ 上海宝山煤炭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盘古路４９２号南楼２１３１室

２８ 上海北翼国大药材医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牡丹江路１５３６号

２９ 上海北翼（集团）勤丰连锁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淞兴路１６３号五楼

３０ 上海烟草集团宝山烟草糖酒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友谊路５３号 上海宝山区糖业烟酒有
限责任公司代持２４．５％

３１ 上海申宝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联长路６０号

３２ 上海沪客隆招商市场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淞兴路１５７号－１６５号

３３ 上海仁建石油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崇明区长兴镇江南大道１３３３弄１号楼
１０１室１座（上海长兴海洋装备产业园
区）

一般不做统计

３４ 上海新农村建设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奉贤区南桥镇肖湾路 ３１８号 １幢
２２８室

３５ 上海宝翼制罐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 月罗路１８８８号

（郁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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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
■概况　上海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口投控集

团”）于２０１６年５月成立，注册资本１亿
元，是由区国资委投资（改制）成立的国

有独资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包括商业贸

易经营、商业资源经营、现代物资贸易

等。至年末，职工人数６５６人，托管单位
宝通资产公司职工人数８７人。集团总
资产１００３亿元，全年营业收入 １５６１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１４７３亿元，利润总
额１００５８万元，上缴税金 ６６５０万元，资
产保值增值率１１４５８％。年内，集团下
属长江口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为上海市和

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黄金广场、新世纪

药业、一德大药房蝉联上海市文明单位。

■深化集团改革整合　集团重点围绕健
全机制，完成集团党工组织架设。通过

长江口置业与仓储公司合署办公，实现

机构精简运作高效。开展集团内部各级

单位整合，成立长江口实业公司、长江口

置业公司万尚分公司，将经营公司建制

由三级公司调整为二级公司，新成立三

级公司元尚分公司负责大后勤管理，注

销长江口经贸公司等７家公司，优化集
团架构建设，提升发展活力。推进托管

单位再整合，收回各类对外投资，完成股

权划转、人员分流，推进资产清理处置。

完成北部检测转股、宝通资产产权界定

及出资人调整，完成外经贸等公司资产

处置，提升集团资产运行质量。

■聚焦重点推进发展　围绕深化区域生
活广场模式、培育居民生活中心模式、探

索功能产业园模式的经营思路，拓宽合

作方式，注重整体规划。万尚生活广场

罗南店实现全面招商，共进驻品牌商户

２５家。与罗南房产开展罗店大居二期
合作洽谈，１２月完成项目签约。顺应医
药发展趋势，与上海医药集团公司开展

医药批发与零售股权转让。参与区域开

发配套项目，重点关注宝淞广场等区内

商业项目并开展调研。

■开展专项整治整改工作　落实万尚生
活广场顾村店清场工作，配合轨道交通

１５号线动迁工作，确保市重大工程项目
推进。落实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推进“五违四必”（违法用地、违法建筑、

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五违＂
必治，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

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

必须取缔“四必”先行）专项整治，全面

排摸，拆除各类违章建筑３２００平方米。
开展游艺网吧集中清理，７家变更业态，
８家网点收回，２家限制经营。参与宝山
区巩固国家卫生城区活动，集中整改４０
余天，清查整改租赁网点。

表２０ ２０１７年上海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

二级子公司

上海长江口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长江口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长江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长江口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长江口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长江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长江口仓储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宝通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三级单位

上海长江口商城股份有限公司黄金广场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长江口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分公司

上海长江口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元尚分公司

上海长江口置业有限公司万尚生活广场分公司

（张　芸）

■深化经营结构调整　黄金广场围绕差
异化经营目标，采取应对式调整和挖掘

式调整，加快调整周期，年内完成楼面调

整面积约１１００平方米，组织各类营销活
动３３次。医药批发、零售以扩销为抓
手，扩大与客户合作，保持销售稳定增

长。绿叶菜市场探索合作新模式，加大

品牌招商力度，丰富客户资源，引入品牌

店中店，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制、索证索票

制、台账登录制，增加活禽禁售、违禁商

品等检查项目，加强商品质量和服务质

量监管工作。资产经营业加强网点招

商，坚持向“存量调整”要“发展增量”，

通过合理规划，优化存量结构，拓宽招商

渠道，实现连锁品牌租户率３６％。

■万尚生活广场罗南店全面开业　年
内，万尚生活广场罗南店完成余量招商，

实现全面开业，共引进联华超市、小绍兴

酒楼、江南公社、联通营业厅、大居食堂

等品牌商户 ２５家，实现招商签约面积
１０５３８平方米，为周边居民打造集餐饮、
超市、社区服务等生活配套设施于一体

的综合性社区生活广场。

■开展医药批发与零售股权转让　顺应
医药流通业兼并重组趋势，集团确定与

上海医药集团公司开展上海新世纪药业

有限公司、上海一德大药房连锁经营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保障员工收入稳定增

长。年内推进各项审计、评估等审批手

续，推进企业重组。

■协商处置宝交钢贸纠纷案　年内推
进钢贸案［２０１２年８月发生的原上海宝
山区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仓储合同纠

纷案］处置，在妥善处理厦门成大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象屿国际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３个钢贸案件基础上，协调解决
五矿钢铁浙江有限公司纠纷案件、五矿

钢铁上海有限公司钢贸案纠纷债务。

至此，宝交钢贸纠纷案全部协商处置完

毕，减少国有资产损失约２．１亿元。
（张　芸）

旅游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旅游局聚焦重点领
域、重点项目、重点任务，推进全域旅游

协同融合，加快邮轮旅游发展，加强宣传

营销，规范旅游市场，优化旅游环境，增

强产业发展动力，旅游经济持续向好发

展。区内纳入统计范围的旅行社、旅游

饭店和旅游景区全年共接待境内外游客

１３０３１万人次，比上年增加１６９５万人
次，增长１５％。全年直接营业收入８６５
亿元，实现旅游总收入１１５０８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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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安全管理　开展恶劣天气、寒暑
期、节假日专项安全大检查，针对旅行社

用车、安全保障方案、应急预案、旅游合

同等进行检查，全年累计
!

动检查 ２００
人次，受检单位 １８０余家，整改问题 １５
处。组织安全演练３次，参与２５０人次。
向旅游企业及其安保部门下发“宝山区

旅游行业安全经营告知书”１１００余份，
处理各类旅游投诉和游客反映的问题

２３起，处置邮轮突发事件４起。１１月２
日，组织２０余名旅游企业安保负责人员
参加防空疏散及灭火救援演练。

表２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旅游企业经营情况

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增减（％）

旅

行

社

接待人数 人次 ５７１０９９ ５６９０７３ －０．４

组团人数 人次 ４１００４６ ５７７６５３ ４０．９

营业收入 万元 ７７０９８３．０４ ７８７３９３．３１ ２．１

饭

店

接待国内游客 人次 １０８６０２９ １１１０３１０ ２．２

接待海外游客 人次 ７６６６２ ７１７８２ －６．４

主要饭店营业收入 万元 ５５９０１．１６ ５８０７２．０６ ３．９

客房率 百分点 ６１ ６２ １

景

点

接待游客 人次 ９６０２４６９ １１２７９９２３ １７．５

营业收入 万元 １４９９５．８９５５ ２００１０．０１ ３３．４

表２２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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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７８３ 上海畅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长江西路２００号３层３１３室Ａ００３ ５２２８０１７０

Ｌ－ＳＨ－０１８４０ 上海乐学游旅行社有限公司 一二八纪念路９６８号１５０６－１室 ３３７１３０２３

Ｌ－ＳＨ－０１８７１ 上海新视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双城路８０３弄１０号１９０１ ６１８１０４９９

Ｌ－ＳＨ－０１７６３ 游点点国际旅行社（上海）有限公司 泰和路２０３８号２幢１层１４室 ６６９７３３６１

■旅游住宿企业等级评定与复核　至年
末，区内有星级旅游饭店６家，其中四星
级４家、三星级２家。华方大酒店对标
自查不符合星级饭店标准，申请放弃一

星级旅游饭店称号。全年参加星级复核

和评定共５家企业，宁江大酒店成功创
建三星级旅游饭店。金树叶级绿色饭店

２家，银树叶级绿色饭店 ６家。曙光薇
（上海）酒店获银树叶级绿色饭店称号。

维也纳盘古店、曙光薇（上海）酒店成功

创建上海市社会旅馆优质服务达标单

位，美丽豪酒店、维也纳美兰湖店、上海

联泰假日酒店、格林豪泰江杨南路店、城

市便捷中环店成功创建上海市社会旅馆

规范服务达标单位。至年末，有上海市

社会旅馆优质服务达标单位１３家，上海
市社会旅馆规范服务达标单位５５家。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９日，宝山区组织开展旅游行业现场急救普及培训 区旅游局／提供

■旅行社行业发展　至年末，全区有旅行
社６１家。年内新注册成立４家旅行社，
分别为上海畅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

海乐学游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新视界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游点点国际旅行社

（上海）有限公司；迁入３家旅行社，分别
为上海泰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景

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大新华运通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迁出１家旅行社，
即上海畅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

吴淞口水上旅行社、上海唯一视觉国际旅

行社、游大大国际旅行社（上海）有限公

司年内获批出境游资质。全区有上海 Ａ
级旅行社９家、４Ａ级旅行社３家、３Ａ级

旅行社６家。上海通达国际旅行社、上海
龙廷国际旅行社和宝钢集团上海国际旅

行社３家为上海市４Ａ级旅行社，上海天
盛国际旅行社、上海锦程国际旅行社、上

海诚华国际旅行社、上海辰亿国际旅行

社、上海新浦江商务假期旅行社和上海泰

申国际旅行社６家上海市３Ａ级旅行社
参加全市 Ａ级旅行社复核，上海龙廷国
际旅行社通过评定性复核。

■旅游景区等级评定与复核　至年末，
区内有７家国家 Ａ级旅游景区，上海炮
台湾景区、顾村公园、上海玻璃博物馆、

金罗店美兰湖景区、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博览馆、闻道园为ＡＡＡＡ级，东方假
日田园为 ＡＡＡ级。２家国家 ＡＡＡＡ级
旅游景区参加全市Ａ级旅游景区年度复
核并通过。

■旅游相关企业等级评定与复核　中成
智谷被市旅游局、市体育局授予“上海市

四星体育旅游休闲基地”称号。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馆、龙廷国际旅行社通过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级旅游标准化示
范试点创建验收。中国３Ｄ打印文化博
物馆获评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工业旅游景点
服务质量达标单位。

■开展旅游教育培训　组织旅游企业参
加“乐游上海”第二届上海市民旅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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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大赛，获最佳参与奖。举办旅游行业

岗位培训、统计工作培训、红十字现场救

护培训、宾旅馆业从业人员服务礼仪专

题培训、邮轮领队培训、旅游景区（点）

导游员培训，培训人员近千人次。

■旅游厕所标准化建设　加强旅游厕所
建设管理，东方假日田园梦竹缘厕所获

“２０１７年上海最美旅游厕所”称号，顾村
公园１号门厕所获“２０１７年上海最美旅
游厕所入围奖”。

■开展邮轮滨江公益汇活动　５月 ２０
日，区旅游局联合区体育局、ＳＭＧ和
ＥＬＬＥ中国在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
举办“５２０爱就是在一起”邮轮滨江公益
汇活动。活动设滨江 ＺＵＭＢＡ嘉年华、
艺术公益汇两大板块和公益拍卖区、

ＥＬＬＥ风尚大片拍摄区、涂鸦墙互动区
等，吸引游客近５０００人次。

■参加旅游专业展会　４月 ２０日 ～２３
日，宝山旅游以“乐享邮轮 乐游宝山”为

主题参展第十四届（上海）世界旅游博

览会，展示滨江风情之旅、古韵小镇之

旅、生态休闲之旅、博览寻宝之旅等特色

旅游资源，发放各类旅游宣传资料３０００
份。１１月１７日 ～１９日，区旅游局参加
２０１７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推介宝山旅
游资源、线路和特色产品，发放宣传资料

和旅游纪念品２５００余份。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１日，“乐享宝山·樱游宝山”宝山春季旅游宣传日活动在中山公园举行
区旅游局／提供

表２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旅行社经营指标排名

名次 总营业收入 自组团人数 接待人数 接待人天数

１ 长寿国旅 日月行国旅 凯福国旅 亿游国旅

２ 大昂天海国旅 亿游国旅 日月行国旅 凯福国旅

３ 宝钢国旅 莲花之旅国旅 亿游国旅 大新华国旅

４ 泰申国旅 辰亿国旅 辰亿国旅 日月行国旅

５ 游大大国旅 长寿国旅 世豪观光国旅 通达国旅

表２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饭店经营指标排名

名次 总营业收入 接待人数 平均出租率

１ 宝山宾馆 共康智选假日 维也纳北翼店

２ 衡山北郊宾馆 维也纳盘古路店 汉庭场中路店

３ 金仓永华大酒店 莫泰长临店 莫泰长临店

４ 臣苑大酒店 新长江大酒店 紫锦宾馆

５ 美兰湖皇冠假日酒店 维也纳北翼店 锦江之星逸仙店

■开展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通过各街
镇社区服务中心发放《乐享樱花 畅享

魅力宝山》《乐享邮轮·乐游宝山》《逛

古镇·游乡村·特色小镇玩不够》、宝

山旅游手绘地图等宣传资料逾５万册；
通过区消保委开展１０场旅游进社区活
动，发放资料 ３０００册。“上海宝山旅
游”微信号设“博览寻宝”“邮轮课堂”

“周末漫游”“游遍宝山”“宝餐探店”五

大主题，发布微信近 ８００篇，累计阅读
量７０万人次。区旅游局获“２０１７年上
海旅游政务信息报送先进单位”称号。

９月，举办２０１７宝山之旅摄影大赛，收
到参赛作品８７５幅（组），评选获奖作品
４３幅（组）。

■举办宝山春季旅游宣传日活动　３月
１１日，宝山春季旅游宣传日活动在中山
公园举办。活动以“樱邮尽有·乐游宝

山”为主题，现场进行“春之樱”系列活

动推介、旅游小镇专题推介、邮轮旅游线

路推广、宝山民间手工技艺展示、宝山特

色节目演出和有奖问答等互动活动，吸

引２万名市民参与，发放各类宣传资料６
万份。

■举办“春之樱”主题系列活动　３月
～４月，区旅游局联合天海游轮公司、中
国银联上海分公司等企业，推出“樱邮

尽有·乐游宝山”邮轮游客赏樱活动、

“乐享优惠·樱联宝山”银联 ＡＰＰ折扣
专享季活动，以及“乐享春天·樱游宝

山”春季旅游系列活动、“乐享宝山·樱

游宝山”宝山春季旅游宣传日、“休闲生

活·享游宝山”美食美酒嘉年华等一些

列活动。在顾村公园开设 ３个旅游咨
询亭服务赏樱游客，编印发放《乐享樱

花 畅享魅力宝山》《文明旅游·乐行宝

山》等宣传册，倡导文明游园、文明

旅游。

■宝山旅游场所摩拜单车推荐停放点设
立　３月～６月，区旅游局协调摩拜单车
在宝山旅游场所设置车辆集中投放点暨

推荐停放点，规范旅游场所周边共享单

车停放。１０处停放点分别位于顾村公
园（２处）、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
馆、金罗店美兰湖景区、闻道园、东方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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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田园等Ａ级景（区）点，以及美兰湖皇
冠假日酒店、衡山北郊宾馆、衡山金仓永

华大酒店、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等旅游

酒店。

■举办旅游行业房务技能竞赛　６月１６
日，２０１７年“宝隆杯”宝山区旅游行业房
务技能竞赛在宝隆宾馆举办。区内旅游

住宿行业３２家单位９８名职工参赛。竞
赛设中式铺床、护照登记与识别、前台登

记入住情景模拟３个项目，３２家单位的
９８名职工参赛，共产生２４个奖项，上海
宝隆宾馆、上海共康智选假日酒店和宝

钢集团宝山宾馆获优秀组织奖。

■中国３Ｄ打印文化博物馆开馆　７月
１９日，位于顾村镇的中国３Ｄ打印文化
博物馆开馆。该馆是中国及全球范围内

首家以增材制造和３Ｄ打印为主题的博
物馆，建筑面积约５０００平方米，内有常
设展厅、主题展厅、３Ｄ打印材料图书馆、
３Ｄ打印研究中心、创意廊、互动展厅、映
像展厅、３Ｄ空中花园、３Ｄ儿童活动中心
九大功能区，兼具历史文化教育、文化体

验等多重功能。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０日，“魅力宝山·邮轮之城”主题宝山花车亮相上海旅游节花车巡游
区旅游局／提供

■举办“乐享邮轮·乐游宝山”旅行分
享会　７月～９月，区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和区旅游协会共同主办“乐享邮轮·乐

游宝山”旅行分享会，分别到宝山邮轮港

和徐汇、静安、黄浦、嘉定四区进行，以

１、３、７号地铁线为游览轨迹，介绍沿线
的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上海玻璃

博物馆、上海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等宝

山著名景点。

■举办旅游行业餐饮服务技能竞赛　９
月６日，由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
室、区商务委（旅游局）、区总工会和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区餐饮卫生管理

协会、区旅馆业发展协会、区旅游协会承

办的２０１７年“宝隆杯”宝山区旅游行业
餐饮服务技能竞赛在宝隆宾馆举办。竞

赛项目包括花式冷盆、规定热炒、自选特

色菜和中餐宴会摆台，区内２４家旅游企
业参赛。上海宝隆宾馆、衡山北郊宾馆、

宝钢集团宝山宾馆获优秀组织奖，上海

宝隆宾馆、点然餐饮有限公司的４名选
手分获四个项目一等奖。

■上海邮轮旅游节举行　９月９日 ～１０
月６日，上海旅游节市级重点活动上海
邮轮旅游节在宝山举行。邮轮旅游节以

“邮轮时代·海上丝路”为主题，举办邮

轮风尚、魅力宝山两大板块，包括上海邮

轮旅游节启动仪式暨花车巡游、２０１７国
际旅行卫生保健与邮轮船供高峰论坛、

海洋之恋·邮轮婚典暨长三角邮轮婚庆

高峰论坛、宝山微旅行、宝山之旅摄影大

赛、“乐享邮轮·乐游宝山”水上旅行分

享会６项活动。９月２３日，２０１７上海邮
轮旅游节开幕式暨花车宝山巡游活动在

零点广场举行，副市长陈群宣布２０１７上
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国家交通运输部原

部长、国家交通运输协会原会长钱永昌，

国家旅游局原副局长吴文学，市政府副

秘书长吴偕林，以及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李萍等出席开幕仪式。。仪式后，以

“魅力宝山·邮轮之城”为主题的花车

从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驶出，沿宝杨路、牡

丹江路等路段巡游。各项活动共吸引游

客３０万人次。“魅力宝山·邮轮之城”
花车获２０１７年上海旅游节花车巡游暨
评比大奖赛“色彩效果奖”。

■第四届上海木文化节举行　９月 １６
日～１０月２２日，上海木文化博览园举行
第四 届 上 海 木 文 化 节。文 化 节 以

“ＷＯＯＤ奇妙旅程”为主题，包括“锦绣
中华”新中国木雕大师展、“岁月之醇”

沉香科普展、“远古的星光”阴沉金丝楠

科普展、“那些年做过的手工”活动、“巴

迪克———来自印尼的传统手工风情”活

动和ＷＯＯＤ奇妙旅程木博欢乐游园会
等活动，共接待游客５万人次。

■举办百花风车节　９月１６日 ～１０月
１５日，闻道园举办百花风车节。园区内
布置１０万只特色风车、花卉景观１３万
多平方米。设主题活动、游园观景和休

闲娱乐三个板块，主题活动板块为“畅游

花海，乐享风车”“镜头下的闻道园”摄

影赛、特色美食节，游园观景板块为“品

－徽派建筑”“观 －奇石名石”“赏 －名
人书画”，休闲娱乐板块为水上娱乐、游

艇、划艇、儿童游乐设施、锦鲤观赏区、古

戏台等互动体验活动，共吸引游客５０００
余人次。

■举办２０１７上海飞镖音乐节　９月２３
日～２４日，由区旅游局、区体育局、淞南
镇政府联合主办，上海中琥体育科技有

限公司承办的２０１７上海飞镖音乐节在
中成智谷举办。活动由飞镖总决赛、时

尚音乐会、啤酒酒会、宝山旅游推介会、

亲子游主题嘉年华组成，结合淞南镇“都

市小镇·文创淞南”的城市发展定位，打

造具有淞南特色的“体育旅游”品牌项

目，共接待市民游客近千人次。

■举办“看美丽乡村———罗泾”公益活
动　９月２５日～２８日，区老年基金会和
区关工委联合主办，区旅游咨询服务中

心承办“看美丽乡村———罗泾”公益活

动，共组织８００名老年志愿者参观沪宝
水产养殖基地、美丽乡村海星村、宝钢水

库和罗泾镇文化中心，了解罗泾镇的历

史与美丽乡村建设情况。 （徐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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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参加农村收益
分配的行政村有 １０４个，村民小组 ７２１
个，农户 ３７３５２户，人口数 ８６４２９人，劳
动力５３１８７人，农民人均收入３１２５０元，
比上年增长５７％，劳均收入５０７８２元，
增长 ５９％。农用地总面积 ３２５７７公
顷，比上年增加４４３公顷，其中农业耕
地面积３０８５７公顷，增加３１７公顷。

■推进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根
据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总

体要求，采取“一村一策，分类指导”，有

效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年内完成大场镇

东方红村和场中村、罗泾镇和平村、友谊

路街道炮台村以及庙行镇康家村的改制

工作。至年末，全区完成产权制度改革

的村为９９个，占全区总村数的９５２％。
稳步推进镇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

度改革，罗泾镇和罗店镇完成镇级改革。

开展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换证赋码工

作。至年末，原１８家取得组织机构代码
的单位，完成证明书换发工作，并取得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书。

■开展村经分账管理　在“三资”（资
产、资源、资金）监管平台中，对完成村级

产权制度改革的村进行账套分设，设置

村委会和村经济合作社２个不同的账套
进行独立核算。至年末，全区有９８个村
进 行 分 账 管 理，占 全 区 总 村 数

的９４２％。

■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管理
　年内，各镇按照《宝山区农村集体“三
资”监管平台实施运行规则（暂行）》的

要求，从管理职责、监管内容、信息传输、

数据更新等方面，对农村集体“三资”监

管平台进行管理，提高数据质量，确保数

据完整性、准确性。至年末，纳入平台的

单位有５８７家，涉及总资产４９５亿元，净
资产１６７亿元，农村集体“三资”平台数
据通过“农民一点通”实行对外公开。

■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　年内通
过上海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成果验收。全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共涉及罗泾、罗店、

月浦、顾村４个镇，３５个行政村，２４４个
村民小组，应确权登记农户数８２３６户，
应确权面积 １３８４６６公顷 （２０７６９９
亩）；登记农户 ８１９８户，农户登记率达
９９５％；登记确权面积约 １３７８７９公顷
（２０６８１９１亩），登记率９９６％。农户权
证发放率达１００％。确权登记信息全部
录入上海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信息管理

系统。年内变更土地承包合同１１２户，
权证变更１１２本，注销合同及收回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１１本。进入系统的
农用土地流转总面积 １７６９１５公顷，流
转合同 ２２８份。按照市农委关于做好
２０１７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
裁工作通知的要求，年内完成区农村土

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换届工作。

■开展涉农财会人员业务培训　７月 ～
９月底，分７期以面授方式开展为期三
天的农村财会人员支农惠农政策培训，

培训范围涉及９个镇和宝山城市工业园
区，培训农村财会人员８８５人。９月 ２８
日，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及产权制

度改革培训，共培训各镇“三资”管理负

责人、代理会计和村总会计１２０人。１０
月１２日，开展土地仲裁调解员培训，培
训罗店、罗泾、月浦、顾村４个镇的农村
土地承包调解员、仲裁员以及镇村农村

土地承包管理工作负责人５９人。
（陈　瑾）

■种植业执法管理　全年出动种植业
执法人员８５８人次，检查农资生产经营

企业２０５家次，检疫监测调查６５人次，
责令５家农资经营单位、２０家农产品生
产基地整改违法违规行为，开具责令整

改通知书 １９张，立案查处农资违法经
营案件 １起。检查各类农机具 ３１台
（套），累计发放农机安全生产告知书

２００份。检查蔬菜、草莓、食用菌、西甜
瓜生产基地２４５家次，签订发放安全承
诺、告知书 ７２３份，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４０５０余份。开展种子市场专项检查 ２
次，对辖区内２家种子生产企业、２１家
个体经营门店做到检查全覆盖；抽查种

子标签５４２个，其中不合格标签２１个，
合格率９６１３％，要求６家种子经营门
店限期整改。开展农药、水溶肥料市场

专项整治２次，检查有经营资质的农资
经营企业 ３３家。开展卫生杀虫剂、转
基因食用油专项检查２次，抽查农药标
签６１９个，合格标签 ５８４个，合格率
９４３５％；水溶肥料标签 ８０个，合格标
签６４个，合格率８０％；检查 ７家超市、
综合商店，总检查卫生杀虫剂标签 ４８
个，合格率 ８５４２％；检查食用油标签
７７个。开展毒鼠强、甲胺磷等禁用农药
清查收缴专项行动，未发现农资经营及

使用单位有储存、销售毒鼠强、甲胺磷

等禁用农药行为。开展地产农产品例

行抽检４００个样品，质量监测１０次，抽
检蔬菜 ２４８个、草莓 ５２个、西甜瓜 １６
个、食用菌２个，共计３１８个样品，经有
机磷、菊酯类５８种农药残留检测，蔬菜
合格率１００％，草莓合格率１００％，西甜
瓜合格率１００％，食用菌合格率１００％。
配合市农委抽检草莓样品 １５个、蔬菜
２２个、水果２个。全年回收处置农药包
装废弃物１１６吨。农资经营单位检查
覆盖率达到１００％，种植业生产基地生
产安全检查覆盖率１００％。开展“双随
机”农产品质量和农业投入品质量抽检

５次，合格率 １００％。全年举办植物检
疫知识专题培训、《农药管理条例》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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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安全技术等培训 １６期，累计培训
７５０人次。与２２家蔬菜专业合作社（园
艺场）、２９０个蔬菜种植户、１５家草莓生
产基地和１６户西甜瓜种植户签订“生
产环 节 农 业 投 入 品 使 用 承 诺 书”

３４３份。

■林业执法管理　建立健全监管机制，
加强林业行政许可和执法工作。查处

林政稽查案件１起，因养护单位养护不
当造成林地减少 １８亩，林木死亡 ７５
株，责令限期整改，年内整改完毕。全

年共审批林业行政审批 １６起，其中临
时使用林地２起共１４５亩，占用林地３
起共９２亩，采伐林木２起共１９８株，迁
移林木９起共６７０６株。加强林业投诉
与网络化管理，处理“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
及热心市民来电共 ３１起，救助野生动
物２６起、乱捕乱猎１起，其中涉及国家
二级野生动物 ２起，均妥善处理；救助
并放生野生动物 １８起，送往动物园 ５
起，无公害处理２起。年度全区产地检
疫６家，受检面积１２７７亩，产地检疫合
格 率 １００％。全 年 共 检 疫 木 材

３９６９８６３立方米，开具林业植物调运检
疫证 ３１６９６份，木材运输证 ３０６３４份，
做到单证零差错，服务零投诉。在复检

复查中，执行“上海市林业植物检疫追

溯系统”要求，准确填写相关项目内容，

做到准确无误。全年共复检 ８１家，合
计绿化面积１９４５万平方米，检疫证书
规范程度比例３８２７％。

■畜牧执法管理　开展流通领域监管
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１１１２人次，检查
企业 ２１家，检查分销换证产品 ３００４
次，签发出省动物产品检疫证 ３４３７５
张，检查动物产品８０６６吨，发放查验大
标签９７２１２枚，小标签１９８７６４４枚。全
年查处案件５起，处理“１２３４５”市民热
线平台的热线求助和群众举报 ３５次，
协助区市场监管局和城管部门处置涉

案活禽３批，协助月浦镇处置不规范养
禽户１户，参与杨行镇综合治理不规范
宰羊事件３次，协助大场镇处置在绿化
带圈养羊事件 １次。洋桥道口全年检
查装运动物及其产品的车辆１５２０５辆，
查处违章和不符合入沪要求的车辆１９７
辆次。全年产地检疫生猪４４４头、信鸽
４５羽、牛３３８０头、犬５３条、猫７只、实
验鼠 ４６４９只，完成屠宰检疫牛 １１３４
头。强调宰前“瘦肉精”尿样检测，对每

头待宰牛全部快速筛选检测，发现问题

及时送区动物疫控中心实验室检测。

屠宰场宰前瘦肉精快速检测尿样２６８８
份，第三方牛肉瘦肉精２批２０份，抽猪
尿样“瘦肉精”检测 ４批次 １０份，检测
结果全部为阴性。向各养殖单位、个

人、动物诊疗机构、相关动物产品经营

单位、饲料兽药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发放

告知书、签订承诺书 ６０份。对全区养
殖场户开展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兽药饲

料整治、生鲜乳质量安全等专项整治行

动和监督检查，发放动物疫病防控及投

入品安全宣传告知书和签订承诺书６０
份。对１１家动物诊疗机构开展以卫生
防疫、人员公示情况、档案记录、兽药产

品使用情况为重点的动物卫生计量评

分工作。对１１家宠物诊疗机构开展处
方笺规范专项整治检查。配合市农委

在屠宰领域开展“扫雷行动”，共出动执

法人员４１人次，处理非法屠宰畜禽事
件４次。开展动物卫生证章、标志专项
整治行动，宠物诊疗机构“处方笺”专项

整治行动及以抗生素残留为主要标志

的养殖场专项整治行动。组织开展查

处动物产品添加违禁物质模拟应急演

练。研发试行宝山区动物检疫预约软

件，缩短畜主与报检点距离，方便广大

群众的检疫所求。

■渔政执法管理　全年开展执法检查
１４６次，出动执法人员４２４人次，执法用
船（艇）５８艘次，调查处置涉嫌非法捕
捞案件３３起，核发刀鲚专项特许捕捞
许可证５张。在长江禁渔期间，组织开
展对渔场的联合检查，共查处违规案件

１２起，罚款 １００００元，驱赶船只 ２６艘
次，清除深水网２５顶、鳗鱼网具３８顶、
浮具３２２只，清理滩涂堆放鱼网具７２８
余件（其中鳗苗定置张网２顶、深水网
３１顶）。参加农业部长江办、市政府、
市农委及渔政处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

１３次，驱赶非法捕捞渔船２６艘，没收并
拆解无主滞港涉渔“三无”（无船名船

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船舶 ３艘。
开展“清江”专项执法行动４次，在非法
捕捞多发水域设置摄像头，实时监控河

道水域情况，协助月浦、罗店、罗泾等镇

政府清理水域内的小型攀网，多途径全

方位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组织地产养

殖水产品安全质量监管检查 ６１家次，
重点检查渔业档案记录情况、违禁药物

使用及仓库管理等情况。完成农业部、

市水产办、渔政处、“双随机”地产水产

品抽检１８批次４２个样品。对全区 １６

家水产养殖场进行水产品质量安全宣

传，分发《告水产养殖户书》《水产养殖

禁用鱼药及其危害》等指导性文件、材

料５３份，并签订《安全生产工作责任
书》。全年组织对水产市场检查１０次，
重点检查国家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的进

货和销售过程。对市场内 ５家贩卖大
鲵的商户和１家贩卖暹罗鳄的商户的
产品来源、数量、去向实施全程监管，严

格做好登记和监管工作，确保每一条大

鲵和鳄鱼全程可追溯。与区水产技术

推广站联合开展内陆天然水域水生生

物和渔业资源调查，为科学增殖放流提

供技术支持。在区级河道开展两次增

殖放流活动，６月在潘泾河、北泗塘河第
一次放流鳙、鲢、鲤、鲫、草鱼鱼苗共计

５００万尾，螺蛳１００００公斤；１１月，在杨
盛河第二次放流鳙、鲢、鲤、鲫、草鱼鱼

种共计 ２４０万尾，螺蛳 ６０００公斤。在
长江开展 鱼增殖放流活动一次，放流

鱼２００００余尾。

■开展新型农民专业化技术培训　以做
大做强全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导向，开

展各类农民培训，完成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１００人，行业示范培训３５４人，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１２０人，新型职业农民继续教育培
训６０人。自２０１４年起，累计培育新型职
业农民 ３９０人，认定新型职业农民 ２８１
人，从业农民农业持证率为７６１％。参
加市农委组织的农民师资培训、管理人员

培训班１２期，培训教师３７人，参加农业
科技人员继续教育培训５２人。围绕区农
业发展总体战略和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以

提升农产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农业从业者

素质为目的，将镇、村农产品安全监管人

员、合作社管理人员和合作社工人等培训

作为农民培训工作的重要任务，提高安全

技能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通过各种形

式开展农民培训３７期，培训农民３５８０人
次，发放各类技术资料５６００份，开展现场
技术咨询４３０人次。

■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　发挥宝山区农
业网窗口作用，及时发布区农业最新动

态，全年发布信息３６７条。上报为农信
息服务平台信息１０００余条、上海农业技
术网信息２９２条。３月，“宝山三农”微
信公众号开通，年内共推送文章２３８篇。
上海“１２３１６”三农服务热线宝山分中心
共接到有效咨询来电 ４７８个。开展
“１２３１６，信息惠农家”主题活动，针对农
民关心的热点问题，与科技入户专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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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衔接，通过科普展板宣传、发放科技

书籍、专家咨询、现场技术指导等方式把

科技信息送进村，为村民排忧解难，发放

各类宣传品７５０余份，共有３２０余名菜
农参加活动。做好“农民一点通”设备

更新，确保“农民一点通”正常运转，扩

大影响力，提高利用率。试点建设２个
专业型益农信息社，结合 ＧＩＳ卫星地图
技术应用，将农场种植管理数据上传系

统中，对农场的各地块面积数据、品种数

据、种植数据、农事数据进行集中系统

管理。

■农业科技入场指导　选派５０名中高
级农业科技人员到各个农场、合作社担

任技术副场长和指导员。在科技入场入

户指导中，采取与项目实施相结合，以提

高示范效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通过

科技入户，开展“蔬菜移栽、收获机械试

验”“测土配方肥普及”“病虫害统防统

治行动”等科技工作，为农民种粮种菜保

驾护航。

■立案查处农资违法经营案件　８月７
日，区农委执法大队在对上海德诚金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第三十一分公司市场

检查中，发现该公司存在经营“过期农

药”产品的行为。经调查，当事人经营

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药产品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其行为违反《农药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超过农药质量保证

期的农药，按照劣质农药处理”之规定。

鉴于该公司能积极配合本机关调查，如

实提供相关材料，主动上缴涉案产品，

给予其从轻处罚。根据《农药管理条

例》第五十六条，对该公司作出没收涉

案产品２５％烯酰霜脲氰可湿性粉剂１４
包，并处罚款人民币 ２０００元的行政处
罚决定。

■开展“植物检疫宣传月”活动　９月，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植物检疫宣传月”

活动。在各镇、种子经营企业、果品、花

卉及蔬菜等农产品集散市场悬挂横幅

２３幅、张贴标语 １０８条；设立宣传点 ５
处，展示宣传板块２５块；派出植物检疫
宣传车，开展巡回宣传咨询活动８次，共
发放资料８００余份。开展植物检疫知识
专题培训１次，举办技术培训４次，培训
兼职检疫员、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及蔬菜

种植户３５０人次。与区内的宝果农业、
宝常良种繁育场、上海兴绿蔬菜种苗研

究所、上海晟棚种业有限公司和上海宝

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５家种子种
苗生产经营企业结对，主动上门提供植

物检疫服务并开展现场咨询活动。

■举办“３·１５放心农资下乡宣传周”活
动　宣传周期间，农业执法人员上门至蔬
菜专业合作社免费发放优质玉米种子

８００包，深入农资市场宣传农资相关法律
法规，展示横幅８３条。设立现场咨询、服
务点，发放宣传资料２００份，耐心为农民
答疑解惑，介绍农业法律法规和放心农资

相关知识。 （张晓鸣　凌　超）

种植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
８５２公顷（１２７８０亩），减少３０６％，总产
值１９９０６万元。其中：小麦 １１０４７公
顷（１６５７０５亩），减少 ７５５％；水稻
７４１５３公 顷 （１１１２２９５ 亩），减 少
４５５％。粮 食 总 产 ６５４７９吨，减 少
２４９９％。其中：夏粮 ５４０６吨，减少
６７９２％，产值 １２６６万元；秋粮 ６００７３
吨，减少１４７２％，产值１８６４万元。全区
菜田面积 ６１７５６公顷（９２６３４亩），增
长４１８％；全年上市蔬菜５２８万吨，增
长１１５％；蔬菜产值 １２０７亿元，增长
７７７％。食用菌总上市量１２４１４吨，产
值０１６３７亿元，增长３９９％。果树面积
２６９７４公顷（４０４６１亩），水果总产量
４０２１２吨，减少１６２７％，产值５５００９万
元，减少１１７％。西甜瓜等经济作物面
积 ２７９２公 顷 （４１８８亩），总 产 量
１０４０８５吨，产值６５７９万元。年内推广
高产优质杂交水稻品种“花优１４”，推广
种植面积５７９６４亩。

■农业科技示范与推广　（１）优良品种
示范推广。完成全区杂交水稻种植任

务，推广高产优质杂交水稻品种“花优

１４”，引进试种“申优２６”“秋优２３”，粮
食作物新品种覆盖率９５％以上，良种覆
盖率 １００％。推广各类新优蔬菜品种
１２８个。（２）新技术示范推广。建立 ５
个夏熟作物绿色丰产高效示范方，种植

面积 ２５４１５亩，小麦平均亩产 ３３１７
公斤，绿肥鲜产量为１３６２９公斤，夏熟
作物比面上减肥 ９６％，减药 １３６％。
建立１１个秋熟作物绿色丰产高效示范
方，种植面积为４３３６亩，水稻平均亩产
达５６２９公斤，秋熟作物比面上减肥
８９％，减药１６９％，二熟亩增经济效益
１３５０６元。顾村硕育粮食专业合作社、
罗泾民顺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粮食作物

绿色丰产高效创建示范方获上海市示

范方建设一等奖。罗泾镇沪宝水产养

殖专业合作社养殖的长江口大闸蟹蝉

联２０１７年“王宝和杯”全国河蟹大赛
“金蟹奖”（３）蔬菜品种结构调查。全
区全年累计种植蔬菜１７９１４５公顷，复
种指数为 ２９。叶菜类蔬菜种植面积
１１０４６公顷，占总种植蔬菜面积的
６１６６％。（４）农产品认证。推进全区
农产品认证工作，至年末，全区有 ３９１
个产品（其中果品 ３０个，蔬菜 ３１７个，
粮食３５个，食用菌 ６个，水产 ３个）获
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５）新农
药、新肥料、新材料推广使用。有效减

少农业面源污染，全区推广使用商品有

机肥６０００吨，应用面积２万亩次；配方
肥３８２吨，应用面积 １７万亩次；缓释
肥５１吨，应用面积 ０２７万亩次；推广
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面积４８
万亩次；绿色防控技术０７１万亩次，水
肥一体化技术０３０７万亩次。

■病虫预测预报　开展麦子水稻和主要
经济作物主要病虫测报工作，建立区病

虫测报网络，麦子、水稻病虫预报准确率

达９５５％以上，各种作物病虫草害防治
面积１９７万亩次。开展蔬菜病虫害预
测预报工作，收集病虫害测报信息３５００
条，发布蔬菜病虫情报１４期。开展春季
农田灭鼠工作，培训人数５８２人次，印发
资料２７５份，投鼠人员累计１９６人次，鼠
药覆盖面积 ２０９万余亩，灭鼠效果
８５８％，保苗效果达９１５％。

■开展植物检疫执法　开展麦子水稻和
主要经济作物有害生物调查和产地检

疫，对３家粮食作物生产企业５２０亩麦
子和２３０亩水稻留种田块开展产地检
疫，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准予留种。

对２家蔬菜种子生产企业的花菜、南瓜、
青菜等十几个品种的产地开展检疫，未

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开展植物检疫执

法，对全区种子企业开展种子检疫证编

号检查，检查种子销售门店１４家、种子
生产企业３家，检查种子标签１５４个，其
中市包装种子检疫证过期２个，合格率
９８７％，对种子商店经营不合格种子标
签行为作出限期整改，要求下架退货处

理。全年签发蔬菜种子产地检疫合格证

１７张，开具《农作物种子（苗）繁育基地
检疫证明》５份，调运麦子２个批次，共
５５００公斤。设置有害生物监测点４６个，
监测面积３３２２亩次，调查国家检疫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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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水产养殖单位名录

序号 养殖场名称 地　址 主要品种

１ 上海罗义农场（义品甲鱼养殖场） 石太路２２７５号 甲鱼

２ 上海罗义农场（爱玛宫婚礼公园） 潘泾路３０５５号 鲢、鳙、鳊鱼等

３ 上海三树蔬果专业合作社（毛家鱼塘） 毛家路２８５号 鲫、鲢、鳙、鳊、青、草鱼等

４ 上海市宝山区水产技术推广站 月罗路１２１５号 鲫、鲢、鳙、鳊、青、草、鲤鱼等

５ 上海广万蔬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宝芝地农家乐） 石太路２０３９号 鲫、鲢、鳙、鳊、青、草、甲鱼等

６ 上海广万蔬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天天开心乐园） 罗东路１１５０号 鲫、鲢、鳙、鳊、青、草、鲤鱼等

７ 上海顾村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罗泾湖畔居） 陈川路３５０弄１５号 鲫、鲢、鳙、鳊、青、草鱼等

８ 上海宝山宇红农家乐专业合作社（洋桥宇红农家乐） 洋桥村蕴杨路９号 鲫、鲢、鳙、鳊、青、草鱼等

９ 上海何顺水产养殖场（民胜农场鱼塘） 罗东路１２５０号 甲、鲫、鲢、鳙、鳊、青、草鱼等

１０ 上海沪宝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种子站养殖场）

新川沙路２５弄７０号－１ 河蟹及鲫、鲢、鳙、鳊、青、草、鲤鱼等

洋桥村新陈生产队 河蟹及鲢、鳙鱼

１１ 上海金罗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金罗店东方假日田园） 联杨路３８８８号

１２ 上海罗光蔬果专业合作社（宝山明新农场） 罗新路（罗东路毛家路间） 鲫、鲢、鳙、鳊、青、草、鲤鱼等

１３ 上海金硕蔬菜专业合作社（吉祥休闲垂钓中心） 北金村胡家桥９号 鲫、鲢、鳙、鳊、青、草鱼等

１４ 上海南周果蔬专业合作社（宝南农场鱼塘） 长联路王家湾３７号 鲫、鲢、鳙、鳊、青、草鱼等

１５ 上海罗福粮食专业合作社（王家村垂钓中心） 王家村北杨５８号 鲫、鲢、鳙、鳊、青、草鱼等

１６ 上海宝狮工贸实业公司 ?川路５４７９号 甲鱼及鲫、鲢、鳙、草、青鱼等

　注：“上海沪宝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分设“上海沪宝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及“种子站养殖场”

害生物１６种，调查检疫性有害生物面积
１４７２４亩次，花卉、瓜果１８１００株、公斤；
取样检验生物样品共１４０个。全年在全
区查见有害生物１种，铲除疫情点１个。

（张晓鸣　凌　超）

养殖业
■概况　至５月底，全区规模化畜牧场
全部完成退养。１月 ～４月，鲜奶产量
３６８７１６２吨，比上年减少 ７４１５％。至
年末，全区有１６个水产养殖场，水产养
殖面积１２１４８亩，减少２０５３２亩；有渔
业船舶２艘，减少１艘。全年水产品总
量２４５吨，减少３４吨，下降１２１９％。水
产品产值０１１亿元，下降５２５％。

■动物免疫　全年共免疫生猪口蹄疫
６４８头次，猪高致病性蓝耳病３４０头次，
奶牛三价口蹄疫２７８４头次，羊双价口蹄
疫２３５头次。禽流感免疫 ８４７６２羽次，
猪瘟免疫 ３９６头次，鸡新城疫 １６０８９羽
次，牛炭疽４５５头，羊小反刍兽疫２５８头
次。免疫犬 ２６４６３万条，其中控养犬
２３万条、农村犬０３４６３万条。

■动物疫病监测　全年共监测重大动
物疫病免疫抗体 １５８批次、１６８５份样

品。利用分子生物学开展禽流感、新

城疫、猪瘟、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原

学监测，共 １５０批次、９５２份样品，完
成上、下半年 Ｈ７禽流感疫情动态风险
评估工作。监测牛结核病 １３１３头次、
牛布氏杆菌病１３０３头次，结果全部为
阴性。开展宠物病原学检测，累计检

测犬猫弓形虫等各类疫病 ３８７批次、
４８６份样品。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做到全区病死
动物无害化处理全覆盖，年内扩大上海

牛羊肉公司屠宰废弃物收集，共统一收

集处理病死猪 ５头、牛 １９头、鸡 ３０２９
羽、鸭１１８羽、鸽４４７羽、羊１头、犬５只、
动物产品５２６０公斤。

■违禁药物检测　全年共检测３１０９份
样品，其中盐酸克伦特罗８０３份样品、莱
克多巴胺６０９份样品、沙丁胺醇６０９份
样品、齐帕特罗和赛庚啶１０８８份样品，
阴性率均为１００％。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全面监管
区内持有养殖证的９４６７公顷水面，年
内对全区１６个水产养殖场进行２次水
质检测，重点养殖场 ４次，监测水样分

析９项指标，常规检测指标全部在《淡
水养殖水质管理指标》以下，总体情况

较好。印发《水产养殖禁用药物清单》

《常用渔药及使用方法》等宣传资料

４００余份。组织实施淡水养殖专题培训
４期，培训１１７人次。全年鱼病现场出
诊４０次，分析病情，确定治疗方案，指
导正确用药，降低水产病害的发生率，

减少养殖户经济损失。２０１７年是宝山
水产实行渔药补贴的第一年，区水产技

术推广站在前期调研基础上，做好渔药

补贴的统计和发放工作，全年共发放渔

药补贴７０９１０元，确定养殖户最需要的
渔药品种共 ３大类 １４个品种，并对全
区养殖户进行５次大检查，未发现养殖
场户使用违禁药物。

■规模化畜牧场全部退养　６月 １４日
全区退养工作验收完毕。罗店镇西颜、

兴康、宝罗，顾村镇天天源，月浦镇士元，

农委盛桥、区牧场，共８家包括奶牛、生
猪等在内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全部关停

退养，共清退奶牛 ２７４１头、生猪 ２０３５
头，提前实现《上海市养殖业布局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４０年）》要求。
（张晓鸣　凌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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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业·房地产业
■编辑　吴思敏

建筑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区实现建筑业增加
值７３５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１％。区域
内三级资质及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

业总产值６９２５９亿元，增长１２３％，其
中在外省市完成产值４８５６８亿元，增长
１７９％；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５８３４万平方
米，增长 ７５６％；竣工面积 ９１６万平方
米，增长３６１％。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及配套设施（一期）项目 上海宝冶／提供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上
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宝冶”）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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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思路、大格局、大手

笔”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步伐，按照

“平台建设年”总体要求，全力打造一流

的最具产业链竞争优势的全生命周期工

程服务商。全年合同签约额６００亿元，
营业收入２６０亿元，利润总额９２亿元，
全面完成中冶集团下达的各项考核目

标，获中冶集团突出贡献奖、全面完成预

算奖、市场开发奖、科技创新先进单位、

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

年内，上海宝冶注册资本金突破５２
亿元，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全年市场营销及项目订单呈现以下特

点：（１）完善营销布局，积蓄企业发展后
劲。形成“集团高层———职能部门———

区域单位”的“三统一”营销布局，全年

区域公司营销成绩显著，合同订单涨势

强劲，比上年增长 ７２％，区域公司新签
合同额占公司合同总额的３６％。（２）搭
建营销平台，助力企业长远发展。围绕

“平台建设年”，搭建多层次、跨领域的

市场营销大平台和大客户，全年共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２８份，其中政府平台签署
１１份，与扬州京华城、保集集团等１７家
大型知名企业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建立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３）重点开拓全

产业链项目，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随着

上海宝冶与中冶东方的深度融合，推动

设计与施工专业强强联手，实现包括市

场、产业、创新等在内的全产业链贯通的

良好局面。全年中标唐山体育中心、上

饶桐子坞等一批有地方影响力的项目，

实现ＥＰＣ总承包项目中标额的历史性
突破。在ＰＰＰ市场领域，中标台州路桥、
惠州甲子河水环境整治项目，带动公司

进入基础设施及环境整治领域。乌鲁木

齐管廊项目成为公司进入西北市场的

“敲门砖”。（４）业务板块聚力突破，强
化高端领跑优势。依靠“多专业、多学

科”综合能力和产业链竞争优势，中标

２０２２年北京冬奥会核心场馆———国家
雪车雪橇中心。电子厂房领域有突破，

以中芯国际、国家存储、富士康为代表的

项目打破市场版图格局，全年合同份额

位居全国第二位。海外市场精准发力，

新山体育场、马德望海螺水泥项目巩固

东南亚市场份额，科威特医保医院和机

场项目取得中东区域新突破。

上海宝冶弘扬“工匠精神”，致力搭

设“标准化、信息化、绿色化、装配化”为

一体的项目管控平台，实现绿色施工全面

升级，打造宝冶“互联网＋”平安工地，利
用二维码及宝冶云平台实现实名制管理、

视频监控、塔吊预警等现场安全管理措

施，２６２个在建项目管理有力、稳步推进。
承建的２０１７金砖会议主会场厦门会展中
心和会议中心、国产Ｃ９１９大型客机浦东
机场第五跑道、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贵

阳地铁２号线、长春龙翔商务中心等２０项
重大工程得到社会、业主的赞誉和认可，全

年共获国家级质量奖２２项、省部级质量奖
９项。建设的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哈尔
滨大剧院２项工程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
奖；上海迪士尼乐园及配套设施（一期）项

目、南京河西地区综合性医院（河西儿童医

院）门诊医技病房楼、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三

期、花桥国际商务城中心新展馆工程等４
项工程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并被授予

“创建鲁班奖工程突出贡献单位”和“创建

鲁班奖工程优秀企业”。下属建筑工程

公司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上海宝冶员

工钱国被评为第二届“上海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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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７年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获奖工程
工程名称 获奖名称 奖项级别

上海迪士尼乐园及配套设施（一期）项目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国家级

河西地区综合性医院（河西儿童医院）门诊医技病房楼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国家级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三期、花桥国际商务城博览中心新展馆工程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国家级

上海迪士尼乐园及配套设施（一期）项目（参建）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国家级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炼铁工程（１号高炉工程） 国家优质工程奖 国家级

珠海十字门会展商务组团一期公寓式酒店工程 国家优质工程奖 国家级

上海华电奉贤南桥新城能源中心项目 国家优质工程奖 国家级

江苏华电戚墅堰发电有限公司Ｆ级２×４７５ＭＷ燃机二期扩建工程 国家优质工程奖 国家级

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工程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国家级

哈尔滨大剧院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国家级

珠海十字门会展商务组团一期标志性塔楼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国家级

长春国际金融中心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国家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中心（一期）项目文化场馆部分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国家级

临夏民族大剧院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国家级

临夏体育场、馆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国家级

海峡青年交流营地第１标段项目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国家级

宝能中心（１２－０４）施工总承包工程钢结构工程 中国钢结构金奖 国家级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１、２号馆 全国金属围护工程金禹奖 国家级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Ｔ２综合楼 全国金属围护工程金禹奖 国家级

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一期工程 全国金属围护工程金禹奖 国家级

广州白云机场扩建工程二号航站楼 全国优秀焊接工程一等奖 国家级

华策国际大厦钢结构工程 全国优秀焊接工程一等奖 国家级

珠海十字门会展商务组团一期公寓式酒店工程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省部级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２０３０冷轧工程一、二标段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省部级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经济适用房一期工程Ｂ３地块８号楼安装工程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省部级

罗店大型社区二期工程Ｃ１０地块（１号、２号、４号、５号楼）（群体） 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 省部级

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明日世界工程 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 省部级

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园区二一期（探险岛项目） 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 省部级

深业世纪工业中心项目总承包 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 省部级

上海华电奉贤南桥新城能源中心项目 中国电力优质工程 省部级

伊犁学校双语老师教育项目体育馆工程 江苏省“扬子杯” 省部级

（上海宝冶）

上海宝冶科技平台建设“三箭齐发”，成

为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技术研

发坚持“工厂化精益制造、模块化快捷施

工、信息化协同管理、定制化增值服务”

方向，全年实施技术开发项目１０７项，完
成结题验收１０２项；完成１６项科技成果
鉴定，其中９项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２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２１项；参编２部国家标准、８
部行业地方标准，发布国家标准４部、行
业标准１部；获省部级工法２３项；申请
专利６１１项，比上年增长２３０％，位居中
冶集团施工子企业首位，授权专利 １５９
项，其中发明专利４２项。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五冶集团上
海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五冶”）是世界

５００强上市企业中国中冶的成员单位中
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核心子公司，注册资

本１０亿元，总资产 ７５２８亿元；拥有冶

炼、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等１０项壹
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等７项
贰级资质；具有地基与基础、钢结构、机电

设备安装、炉窑工程等多项专业承包资

质；拥有甲级建筑工程设计、检测机构、房

地产开发及多项特种资质。至年末，公司

在册职工 ２７３４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１９３１人，中级以上技术职称超过 ５０％。
上海五冶贯彻落实“冶金建设国家队、基

本建设主力军、新兴产业领跑者”新战

略，以“转型、提升、扩张发展”为主线，围

绕“项目投资、工程总承包、钢结构及装

备制造、房地产开发”四大主业，全力打

造“装配式建筑、城市停车场、城市综合

管廊、医疗康养项目、海绵城市、智慧城

市、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八类新兴产品，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８１９０亿元，比上年增
长 １４９２％；利润总额 ２６１亿，增长
５６２９％。年内完成各类技术成果 ３４８
项，其中新申请专利３１７件（含发明专利
２５７件）。继续蝉联“上海市１００强企业”

“上海市施工企业３０强”“上海市五星级
诚信企业”等称号。获各级优质工程奖

１７项，其中获国家级质量奖５项，并被上
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评为“２０１７
年上海市工程建设 ＱＣ小组活动优秀企
业”。

年内承接以宝钢四硅钢、宝钢６００平
方米烧结、湛钢超高强钢、首钢４００万吨
焙烧球团为代表的一批引领行业发展、具

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精、尖、特”项目，

巩固冶金及工业项目传统竞争优势。年

内履约中的百余个项目赢得各级政府和

客户的高度认可，特别是汝州科教园项目

被当地媒体誉为“创造了汝州项目建设

史上的奇迹”，被汝州市政府评为“优秀

参建企业”并获市政府颁发“嘉奖令”。

此外，公司还先后承办项目所在地安全生

产标化工地观摩活动７次，累计获省级安
全标化工地１４项，多个项目成为当地的
示范工地和样板工程。 （任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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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７年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获奖重要工程项目

序号 获奖项目 奖项名称

１ 炼铁厂烧结节能环保配套原料场改造工程 ２０１７年中国建筑钢结构金奖

２ 包钢稀土钢板材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３０毫米冷轧一部工程（施工总承包）

３ 沈阳南站市政交通工程（一期工程）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国家优质工程银奖

４ 包钢稀土钢板材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３０毫米冷轧一部工程

５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炼焦及煤精工程
２０１７年中国安装之星优质工程

６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２０３０毫米冷轧二标工程

７ 厦门国贸金融中心工程

８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化产工程

９ 包钢稀土钢板材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３０毫米冷轧一部工程

１０ ?山温泉渡假村工程

２０１７年度冶金行业优质工程奖

１１ 龙岗智慧家园（一期）工程 ２０１７年广东省优质结构工程奖

１２ 汝州市科教园区汝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项目工程

１３ 汝州市科教园区汝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项目工程

１４ 汝州市科教园区平顶山中医药学校新校区项目

２０１７年河南省“结构中州杯”奖（省优质结构）

１５ 镇江?山温泉度假村强电智能化及暖通安装工程

１６ 常熟达涅利二期新建３ＭＷＰ分布式光伏并网发电项目ＥＰＣ总承包安装工程

１７ 包钢新体系２０３０毫米冷轧连退安装工程

１８ 可口可乐（云南）饮料有限公司工厂搬迁和扩建项目施工总承包安装工程

１９ 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日照钢铁精品基地焦化工程煤气净化标段安装工程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申安杯”优质安装工程奖

２０ 龙岗智慧家园（一期）工程 ２０１７年深圳市优质结构工程奖

２１ 福州地铁指挥中心项目 ２０１７年福州市榕城杯优质工程奖

（任　意）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二十
冶建设有限公司隶属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是由中国二十冶集

团全资控股，以承建大型工业与民用工

程为主的国有综合性大型施工总承包企

业，注册资本６３亿元，总资产约６６亿
元。公司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资质，冶金、机电施工总承包等一级资质

及钢结构、地基基础、消防设施等施工专

业承包一级资质。至年末，公司在册职

工１９１２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５５３人，

管理人员 ６６７人，具有中高级职称 ４１７
人。２０１７年，公司按照“夯实年”总要
求，围绕“数据夯实、制度落实、管理做

实”开展工作。年内首次设立营销型区

域公司，优化区域公司功能定位。至年

末，公司“两金”（应收账和存货）余额３５
亿元，比年初下降７亿元。通过公投获
取订单１１８亿元，占新签合同额７２％，比
上年度有显著提高。共申报专利 １８１
件，其中发明专利９５件。取得省部级工
法９项，主编或参编国家标准２项、行业

标准４项。获“中国专利奖”１项，中国
安装行业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上海市
政府资助科研项目１项。组织工法查新
１１项，其中中国冶金建设协会关键技术
鉴定 ９项，５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年
内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和上海市

专利示范企业验收，获评国家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由公司承建的宁夏海成星湖

项目获全国ＡＡＡ级文明标化工地、泗涂
产业园项目获全国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冯杨杰）

表３ ２０１７年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获奖工程及科技成果

项目名称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连铸工程 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中国安装之星） 中国安装协会

安庆大发宜景城二期三组团２－１０号楼工程 上海市十佳用户满意工程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安庆大发宜景城二期三组团２－１１号楼工程 上海市十佳用户满意工程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宝钢广东湛江铁基地项目１５５０ｍｍ冷轧工程一标段 上海市“申安杯”优质安装工程奖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

杨浦区３０、３３街坊（东块）商品住宅项目（宝地东花
园９号楼、地下车库和围墙工程） 上海市用户满意工程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特大型空分装置保护性拆除及安装关键技术 中国安装协会科技奖一等奖 中国安装协会

特大型活性炭吸附式脱硫脱硝装备建造关键技术

研究
上海市安装行业２０１７年度科技创新一等奖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

基坑开挖减荷方法 中国专利优秀奖 国家知识产权局

自流态超早强混凝土浇筑料的研究与应用 宝山区专利产业化项目 上海市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知识产权局

（冯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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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储备与供应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土地储备中心完成
土地储备２０幅，总面积７７０５公顷。其
中：经营性用地 ６幅，面积 ３６０６公顷；
产业用地５幅，面积９８２公顷；动迁安

置房用地５幅，面积２１４０公顷；“城中
村”改造用地４幅，面积９７７公顷。全
年完成土地出让１５幅，总面积６３３５公
顷，出让金额１６０亿元。其中：经营性项
目８幅，面积 ３９４公顷，出让金额 １３７
亿元；动迁安置房项目６幅，面积２１３５

公顷，出让金额２３１７２５亿元；产业类项
目１幅，土地面积 ２６公顷，出让金额
０３９１３亿元。全年完成市政设施、道
路、绿化类国有土地划拨１２幅，总面积
９６公顷。 （黄杰夫）

表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土地出让情况

分
类

序
号

地块名称
面　积

公顷 亩
容积率 规划用途

竞得价
（亿元）

楼面价
（元／平方米）

单价
（万／亩） 备　注

经
营
性
用
地

１ 罗店镇老镇区 Ｃ１－２、Ｃ５－５
地块

８．９１５５３ １３３．７３２９５ １．５３ 商业住宅 ２２．４５ １６４０５ １６７８．７ １月５日上海碧沣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２ 罗泾镇区 ＢＳＰ０－１７０１单元
１８－０２地块 ６．２８４７７ ９４．２７１５５ １．６０ 住宅 ２３．６ ２３４６９ ２５０３．４ １月５日上海曼翊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３ 顾村刘行社区 －２单元 Ｅ－８
地块、Ｅ－１０地块、Ｆ－２地块 ２．４３５２６ ３６．５３ １．１６ 商业 ４．７５ １６８１１ １３００ ７月１９日上海品胤房地产有

限公司

４ 罗泾镇区 ＢＳＰ０－１７０１单元
０３－０５地块 ０．４１１２４ ６．１７ ０．４ 加油站 ０．１３５７ ８２４９ ２２０ ８月２２日上海集宁石油发展

有限公司

５ 宝山工业园区１０８－０４地块 ８．０８０５３ １２１．２ １．８ 住宅 ２９．１９ ２００６９ ２４０８ ８月２８日昆山聚卓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万科）

６ 宝山工业园区１０９－０５地块 ７．５０１１ １１２．５２ ２ 住宅 ３０．５５ ２０３６４ ２７１５ ８月２８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７ 宝山区Ｎ１２－１００１单元１１－
０５地块 ０．２０１０ ３．０１５ ０．３ 加油站 ０．２３９８ ７９５．４ ９月１５日上海康宁石油有限

公司

８ 罗店新镇ＢＳＰ０－２２０２单元Ｈ
－０２地块 ５．５６３２ ８３．４４８ １．６ 住宅 ２５．８５３３ ２９０４５ ３０９８ １１月２３日上海盈扑贸易有限

公司

小　计 ３９．３９２６３ ５９０．８８７５ １３６．７６８８

动
迁
安
置
房

９
宝山区 Ｎ１２－１００１编制单元
Ｓ－０１地块（“城中村”改造
项目－康家村）

４．３１６５ ６４．７４７５ ２．００ 区属动迁房 ４．９６４ ５７５０ ７６６．７ １月１６日上海华行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１０ 宝山区Ｗ１２１３０１单元０９－０４
地块

１．８１３８３ ２７．２０７４５ ２．６０ 区属动迁房 ２．５１８３ ５３４０ ９２５．６ ５月１７日上海宝秀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１１ 宝山区Ｗ１２１３０１单元０６－０４
地块

２．９８０８３ ４４．７１２４５ ２．６０ 区属动迁房 ４．１３８６ ５３４０ ９２５．６ ５月１７日上海宝秀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１２ 顾村镇ＢＳＰ０－０３０１单元０６Ｃ
－０５地块 ５．７３９３２ ８６．０８９８ １．８０ 区属动迁房 ４．９１６４ ４７５９ ５７１．１ ５月３１日上海顾村瑞家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３ 宝山区Ｗ１２１３０１单元１０－０４
地块

１．９４０３７ ２９．１０５５５ ２．６０ 区属动迁房 ２．６９４ ５３４０ ９２５．６ ６月５日上海乾溪置业总公司

１４ 宝山区 ＢＳＰ０－１６０１单元
Ｂ１Ａ－０２地块 ４．５６１５３ ６８．４２ ２ 区属动迁房 ３．９４１２ ４３２０ ５７６ ７月２０日上海华神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小计 ２１．３５ ３２０．２８ ２３．１７２５

产
业
１５ 上海月杨工业园区顾村园

２０１５０１地块 ２．６０８０９ ３９．１２ ０．９２ 工业 ０．３９１３ － １００ ９月１１日上海鑫燕隆汽车装
备制造有限公司

合　计 ６３．３５ ９５０ １６０．３３２６

（黄杰夫）

住宅建设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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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５２万平方米，
其中保障性住房４９０６万平方米（经适
房２６万平方米、市属配套商品房１６６９
万平方米、区属配套商品房２９７７万平
方米），完成年初制定的住宅新开工面积

１２０万平方米目标的１１４６％；竣工住宅
面积２３２６７万平方米，其中保障性住房
９８２５万平方米（经适房 ２８９７万平方
米、市属配套商品房８８万平方米、区属
配套商品房５７３４万平方米，配建保障
房２２８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 ０８６
万平方米），超额完成全年竣工１２０万平
方米的目标。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全年实现住宅公
建配套新开工面积６５７７万平方米，竣

工公建９１６１万平方米。征收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３００６７５万元（含轨道交通
费，其中缴纳至区财政的配套费共

２０５３７５９万元，缴纳至市财政的配套费
共９５２９９１万元）。征收罗店大居建设
分摊费２２７９８９５万元，征收南大地区建
设分摊费 １７７９３２万元，征收顾村拓展
区建设分摊费６５０５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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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６５１７万元，其中市政、
公用配套建设资金８０２６万元，公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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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１９３９１７万元。推进宝山西城区开
发市政配套道路建设工作，启动丰皓路、

祁康路、瑞丰南路、规划路、政学路、国阅

路相关前期工作。电台路、苏家浜路、宝

荻路、规划二路、规划四路、规划六路、绿

龙路基本建设完成，共宝路、联汇路、共

富路、联杨路、大场路、走马塘路、规三路

开工建设。推进南大整治区相关道路建

设，其中汇丰路、丰鰑路一期、水产西路

污水管、鄂尔多斯路一期开工建设，鄂尔

多斯路二期基本完工，鄂尔多斯路、文海

路、祁华路与区建交委签订移交接管

协议。

■住宅全装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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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市全装修住宅建设管理有

关操作事项的通知》要求，落实外环线以

内全装修住宅达到 １００％，外环线以外
达到５０％的全装修住宅比例要求，并要
求在出让文件等资料中予以注明。全年

竣工交付全装修住宅共 ５４３６万平
方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８日，上海市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考核小组参观月浦八村小区 摄影／黄晓晨

■推进装配式住宅建设　推进装配式住
宅建设，确保新出让住宅地块装配式比

例要求。根据《关于开展２０１５年装配式
建筑年度落实情况自查及编制２０１６年
度实施计划方案的通知》要求，住宅用地

１００％实施装配式建筑。全年实施装配
式住宅商品房住宅用地 ５６３２万平方
米。 （王　翔）

房产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房管局共核发“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１７张，批准预售面积
５２３５万平方米；核发“商品房销售方案
备案证明”１９张，建筑面积 ８９４３万平
方米；核发“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证”

３４张，建筑面积２３２６６万平方米。

■加强动拆迁管理　年内派出工作人员
驻扎基地，指导相关街镇依法依规开展

房屋征收（拆迁）工作。全年共完成削

减３个存量基地，动迁居民１５１户；作出
行政裁决９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８户，
强迁８户。拆除房屋工地备案２０个，拆
除旧房８２万平方米，做到安全无事故。
推进南大地区国有企业剩余地块征收签

约，签约７个单位地块，１４个单位地块
交地；启动轨道交通１５号线南大路站居
民征收相关工作，共签约居民１４７户。

■开展房产测绘　重点完成上港滨江城
盛东苑、金地云锦苑、经纬城市绿洲Ｇ地
块、Ｅ地块、招商花园城、龙湖北城天街
等商品房地块和美罗家园罗南房产的

Ａ５、Ａ６、Ａ７、Ａ８、宝冶 Ｃ１０、保集 Ｄ４、铭鼎
Ｅ２、宝顺Ｃ１１等保障房地块的交付实测
任务。全年共完成房产测绘１７６项，其
中单位发证测量７５项，测量房产建筑面
积１１４万平方米；商品房预测３４项，建
筑面积 ２７０万平方米；商品房实测 ６７
项，建筑面积３７５万平方米。全年收费
１０４５万元。

■加强房地产档案管理　全年接收各类
档案共１２３１９６件。其中：文书档案１８１４
件，成果档案 ２００件；维修资金开户 ２０
件，维修资金划转 １８件；房地产权证
５７５４２件，其他权利登记６３６０２件。全年
提供对外查阅档案共 １２８５００人次、
１３５６０１件，完成全文扫描１０３１９６件，共
６６５１８９２页。

■推进住房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售）
　全年完成 ９７户售后公房出售，面积
５２７２８９平方米，实收房款 １５９８３００元。
有限产权接轨３０户，建筑面积２０００６２
平方米。公房租赁凭证换发１３９户（系
统公房），外地退休职工以及军人配偶在

沪住房证明６１户。

■加强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组织做
好“三审”（审核、审价、审计）工作，全

年归集维修资金３２亿元，其中归集开
发企业项目２９个，金额２３３亿元。维
修资金专户划转至 ３１个业主大会账
户，共划转资金２５６亿元。审核４２个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业主公约，审价５４
个项目，审核资金 ２１２８２１万元，核减
１９００７万元。完成５４个业委会换届审
计工作。

■私房落实政策　做好私房落政工作，
加强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处理局信访

办转来私房遗留问题来信４件。化解落
政代为经租房产租赁矛盾１户，建筑面
积２８３平方米，补贴资金共 ７０１８６５１１
元。配合顾村镇、杨行镇“城中村”改

造，对涉及经租产的２３７户直管公房进
行清理复查。

■开展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企业备案、
年检　做好辖区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信
用档案检查。至年末，在宝山备案的房

地产开发企业共计９１家（一级３家、二
级１０家、三级１３家、暂定６５家）。受理
房地产经纪企业备案申请新增４１家、注
销８家，梳理超过有效期的房地产经纪
企业，全区备案房地产经纪企业共

２９５家。 （王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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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房管局做好保障性
住房建设与配套同步推进工作，全力保

障百姓“开门七件事”，落实“四位一体”

（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保障房、公共租赁

房、动迁安置房）住房保障体系，实现

“住有所居”目标。推进廉租住房工作，

推动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管理工作，

继续推进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加强廉租房管理　按照廉租政策应保
尽保，完成受理审核及廉租租金发放工

作。全年共享受补贴租金户１５７９户，发
放租金补贴２４０４７８万元。完成３９６户
实物配租家庭签约入住工作。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管理　完成区
第六批次共有产权保障住房３４３１户申
请家庭的“两级审核、两级公示”工作，

共有３０４３户家庭取得登录资格。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年内取得市筹公
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７０户，取得区筹公
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６１９户。新增４１１
套公租房，其中廉租房转化１８１套，商品
房配建２３０套。完成制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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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顾村镇 Ｄ－６地块公租
房项目收购工作。

■推进保障性住房配套建设　年内签订
顾村镇Ｎ１２－１１０１单元０６－０１地块、顾
村Ａ单元１０－０３１０－０５地块、罗泾镇
区ＢＳＰＯ－１７０１单元１８－０２地块、罗店
镇老镇区Ｃ５－５地块等４个保障性住房
配建项目，共计配建 ２３５４３８４平方米、
３３４套房屋。

■加快区属动迁安置用房供应　至年
末，区属动迁安置房开工４０万平方米，
基本建成４７万平方米。累计开工建筑
面积９２５８５万平方米，基本建成建筑面
积８４９９２万平方米，入网销售 ８１６７６
平方米。安置在外过渡动迁居民 １５００
户，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中的年度安置

任务。按照“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解决在外过
渡动迁居民安置实施计划”，共核减在外

过渡动迁居民７００８户。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至年末，罗
店大型居住社区１９６万平方米市属保障
房共建成１９０万平方米，交付保障性住

房２８万套。其中，全年实现竣工５５万
平方米，交付４２万平方米，６３６８户居民
年内陆续入住。按照“一带两组团”（以

东西向的美兰湖为界，罗店大居分为南

北两个组团）公建城市设计，配套建设竣

工交付２０条道路、１所小学、１所初中、３
所幼托、４个菜场及１２条水系、１３个绿
化项目、污水泵站等设施。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顾村拓展区
５个市属保障房地块共计 ４５万平方米
达到开工条件。１０条市政道路开工建
设，４个标段河道、４个市政设施（污水泵
站、燃气调压站、液化气站、公交首末

站）、１个幼托等办理前期手续，２个变电
站完成土地收储。

■市属经适房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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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庙行共康基地３２万平
方米全部交付使用，１所学校竣工开办，
南蕴藻路完成移交；高境胜通基地２６万
平方米基本竣工，２所学校竣工开办；大
场祁连基地４０万平方米交付３４万平方
米，２所学校竣工开办，６条市政道路全
面竣工。 （王　翔）

老镇旧区改造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房管局以改善民生
为重点，推进老镇旧区改造工作，主要涉

及住宅修缮、成套改造、旧里改造、老镇

改造和城中村改造等工作。

■住宅修缮　全年共竣工１４个项目约
８５９６万平方米（包含２个１５万平方米
屋面及相关设施改造的三类项目）。全

年共出动３７８人次，对在建工地进行全
覆盖检查，共发出督查通知单及整改单

５５份，全部落实整改。完成处置１０１万
平方米老旧住房安全隐患。

■居民成套住房改造　年内竣工２幢房
屋，面积约０５５万平方米，分别是海滨
新村 ８５－８７号、泗塘二村 １６－１７号。
新开工１０幢房屋，面积约１８６万平方
米。全年完成开、竣工１２幢房屋，面积
２４１万平方米。

■推进吴淞旧里改造　吴淞西块９０号
地块累计签约３４６证，尚余７证，开工建
设回搬安置房。９１号地块累计签约３２６
证，剩余待动迁居民５７证。动迁过渡方
面，需要期房过渡的居民总数共３１２户，

吴淞街道和宝林房产计划启动货币安置

及二手房置换解决方案。吴淞东块针对

基地内住房安全问题，聘请专业单位进

行危房鉴定，对鉴定为危房的聘请有资

质的加固单位进行结构性加固，确保住

房安全防台渡汛。制定紧急情况人员疏

散等工作预案，确保紧急情况发生时居

民人身安全。针对基地环境问题，吴淞

街道每月安排清洁公司进行保洁和垃圾

清运，确保基地居民正常生活。

■老镇改造　启动建设大场老镇，企事
业单位动迁全部完成，居农民动迁剩余

１户。老镇核心区项目共分三期开发建
设，一期３６万平方米开发完成并成功
运营，签约引进家乐福和大江户品牌；二

期１４万平方米至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建
设；三期１４４万平方米计划２０１８年底
前开工。罗店老镇新汽车站选址完成征

地吸养老和设计评审，完成方案设计及

总体设计，进入施工图设计阶段。完成

宝山寺老庙地块的综合整治。祁北路拓

宽延伸工程完成调查摸底工作及区域内

企业初步评估工作，先期修建完成道路

红线南侧围墙。顾村老镇及杨行老镇均

以城中村改造模式推动老镇改造。

■推进城中村改造　全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有６个，至年末，６个城中村项目共完
成动迁３１５６户（包括企事业单位），其中
年内完成动迁 ２５９７户（包括企事业单
位）。庙行镇康家村安置房 Ｓ－０１地块
开工建设，庙彭排水系统新建工程范围

内动迁完成并开工建设。顾村镇杨邢宅

被列入全市５个“城中村”改造模式变更
项目，拟由合作改造变更为公益性项目

改造与土地储备方式改造相结合方式。

全面开展顾村老集镇征收工作，完成规

划调整成果审批，开工建设川崎基地及

１６－０５地块安置房源。完成大场镇联
东村规划调整审批，先行启动建设一号

地块规划公共绿地朗香公园。启动大场

镇场中村责令交地工作，通过规划调整

技术审查，洛河桥动迁安置房地块进行

土地收储等前期手续。完成杨行老集镇

宝杨路南侧、杨泰路西侧地块动迁基地

认定及镇保和征地包干工作，逐步推进

市政道路及公建配套项目建设。

（王　翔）

房产交易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区共实现各类商品
房销售面积２２３万平方米，比上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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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万平方米，下降１０８％；销售金额４６８
亿元，减少２２亿元，下降４４９％；平均单
价２１０１５元／平方米，增加１４２６元／平方
米，增长 ７２８％。存量房成交面积 １１６
万平方米，减少 １９０万平方米，下降
６２０９％；成交金额 ３１９亿元，减少 ３８１
亿元，下降５４４３％；平均单价２７４１５元／
平方 米，增 加 ４５０７元／平 方 米，增
长１９６７％。

■房地产交易登记　全年共受理各类房
地产交易登记１０５４７５件，颁发房地产权
证５７５４２件，完成房地产抵押登记３４５０６
件，出具房地产登记簿５３９８８份。

■区房地产交易中心搬入新址　３月３１
日，上海市宝山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上海

市宝山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８日成立）在宝杨路１３６９号三楼举
行新址启用仪式。该中心建筑面积

１０３８２平方米，开设窗口７５个，进驻服务
单位７家。全年中心累计受理登记项目

１２６件次，其中房流转项目１８件次，查封
登记项目２２件次，共发证８６本。

（王　翔）

物业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物业小区
７６３个，比上年增加 ２３个；总建筑面积
６５０３６４万平方米，增加 ４２９５３万平方
米。有６３１个小区组建业主大会（业主
委员会），组建率９５３％。有６３１个业主
大会（业主委员会）备案。发放２０１６年
下半年、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售后房物业管理
费补贴资金 ４０８８８万元。全年完成 ５
个物业管理公开招投标项目，建筑面积

１６９８万平方米，完成业主共有产认定
证明４２个。

■房屋应急维修　“９６２１２１”物业呼叫中
心全年共受理案件 ９６７２件，其中报修
７２２３件，投诉 ２４４９件；处置案件 ９２９０
件，其中报修７１２０件，投诉２１７０件。呼
叫中心负责转派的“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物

业报修案件３０９３件，投诉案件１１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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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件，受理离休
老干部应急维修１９件，均处置完成。

■开展违法建筑拆除整治　全年接到各
类违法案件投诉６２２４件，扣除重复和非
区房管局受理范围的实际受理案件

５５９９件，均为“群租”类案件。解除房屋
登记 ４５６件，拆除违法建筑 ４１８６平方
米。行政处罚 １１件，罚款 １７１万元。
上报区政府强制执行１件。立案率、及
时率、处置率均达到１００％。

■开展“群租”整治　全年共接到“群
租”信访投诉 ６２２４件，实际受理案件
５５９９件，发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５５９８份。参与“群租”集中整治２６１次，
代为改正５１６０户，自行改正３８３户。至
年末，共累积建设“无群租小区”４５１个。

（王　翔）

表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情况

项目名称 面积、金额 比上年增减（％）

房地产开发投资 ２８８．９７亿元 ７．３

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１３７．５２万平方米 ２７．２

商品房竣工面积 ２３２．６７万平方米 ３８．５６

商品房预售批准 ５２．３６万平方米 －４４．０４

商品房销售面积 ２２２．８５万平方米 －１０．８５

商品房销售金额 ４６８．３３亿元 －４．３６

商品房平均单价 ２１０１５元／平方米 ７．２８

存量房成交面积 １１６．２４万平方米 －６１．９５

存量房成交金额 ３１８．６７亿元 －５４．４３

存量房平均单价 ２７４１５元／平方米 １９．７８

表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成交面积前十名楼盘 单位：套、平方米、元／平方米

楼盘名称 套数 面积（平方米） 均价 所属板块

中环国际公寓 ９７７ １００９８７．４４ ５９５００ 庙行镇

文景华庭 ８４２ ９３９７５．０９ ５２９００ 罗泾镇

美罗家园宝欣苑 １３６２ ９２３２２．３９ ２６０５３ 罗店镇

上港滨江城盛东里 ７５９ ９１７５３．４３ ５４３０６ 友谊路街道

保利熙悦名邸 ７１９ ７４３９８．３ ５３７３９ 大场镇

美罗家园金丰苑 ９１５ ６４８４５．３５ ２５０００ 罗店镇

汇枫景苑 ７００ ４９２１３．５ ３３１５１ 大场镇

天缘华城 ４９３ ４１５７９．０９ ５９８２０ 大场镇

紫辰苑 ３８９ ３８６３３．２１ ３９４５０ 杨行镇

正荣美兰观庭 ２２４ ３５６３５．３５ ４１６００ 罗店镇

　注：数据来源“网上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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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房地产开发企业名单（一、二、三级）

资质等级 企业名称

一级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顾村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二级

上海罗店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罗南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飞士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住联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凯通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房产经营公司

上海乾溪置业总公司

上海祁连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昌鑫（集团）有限公司

三级

上海月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康德利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庙行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

上海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祁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万业企业宝山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锦和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远正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保集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华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安居晟坤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中铁房地产集团华东有限公司

表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预售许可证发放情况

序号 预售证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区域 批准日期
批准面积
（平方米）

１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１ 上海泓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利熙悦名邸 大场镇 ２０１７．０１．１６ ３０１４６．８５

２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２ 上海招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文景华庭 大场镇 ２０１７．０１．１６ ３０７３１．７８

３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３ 上海招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文景华庭 大场镇 ２０１７．０１．１６ ３４５８．５６

４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２０ 上海安富鑫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金地云锦苑 顾村镇 ２０１７．０２．２４ ３０６６７．２８

５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２９ 上海招商宝欣置业有限公司 宝悦华庭 杨行镇 ２０１７．０３．０６ １７７９２．７４

６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３７ 上海祁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缘华城 大场镇 ２０１７．０３．１５ ２９５６０．５１

７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３８ 上海中冶龙锦置业有限公司 中冶盘古馨苑 杨行镇 ２０１７．０３．２２ １４１８８．１２

８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４９ 上海泓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利熙悦名邸 大场镇 ２０１７．０４．０６ ４４８９３．６１

９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５９ 上海康德利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中环国际公寓 庙行镇 ２０１７．０４．１９ ３２６１６．０８

１０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７３ 上海招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文景华庭 大场镇 ２０１７．０５．０９ ３２２７３．４２

１１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８１ 上海世纪长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世纪长江苑 顾村镇 ２０１７．０５．２７ ７０９６．６５

１２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０８７ 上海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德花园 杨行镇 ２０１７．０６．０６ ２１９７７．２８

１３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１１６ 上海中铁宝丰置业有限公司 中铁北宸名庭 杨行镇 ２０１７．０７．０４ ２６８４８．９２

１４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１１９ 上港集团瑞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上港滨江城盛东里 友谊街道 ２０１７．０７．０７ ９１３８２．５２

１５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１３７ 上海康德利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中环国际公寓 庙行镇 ２０１７．０８．２２ ７２４８２．６０

１６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１６１ 上海祁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缘华城 大场镇 ２０１７．１１．０２ ７０６０．８５

１７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１７５ 上海招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文景华庭 大场镇 ２０１７．１１．２４ ３０３８２．５０

（王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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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审计
■编辑　吴思敏

财政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一般公共预算
收 入 １５１１０８７万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０８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７１８３１６万
元，增长８４６％。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执行呈现三大特点：财政收入呈现平稳

增长，累计增幅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

第二产业对财政收入增长发挥重要支撑

作用，全区第二产业的财政收入增长超

过２０％；收入结构优化，区级房地产业
税收收入占比有所下降。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绩效，修订《宝山区预算绩效管理实

施办法》，制定第三方机构绩效评价机构

综合考核和管理办法。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目标管理，扩大项目绩效跟踪规模，加

大重点支出绩效评价力度，开展政府购

买服务项目绩效评价，提升预算绩效管

理结果应用。加强国资国企监管，加快

理顺出资人关系，提升国资国企发展能

级。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

算制度，将部门预算的公开范围从预算

主管部门延伸扩大到预算主管部门所属

各预算单位，推动预算公开向镇级预算

单位延伸。细化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

完善部门预决算情况说明，全面公开预

算主管部门和预算单位预算绩效管理的

整体情况，新增预算主管部门财政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信息公开试点。

■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全区当年一般
公共预算收支执行平衡。全年区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１５１１０８７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８２％，完成调整预算的 １００７４％，加
上市对区补助收入 １１１１５８２万元，市对
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１２３０００
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为

２７４５６６９万元，其中区本级 １９１９０６１万
元、镇级８２６６０８万元。全年区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２７１８３１６万元，增长８４６％，完
成调整预算的９９８６％，加上地方政府一

般债务还本２３０００万元，安排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４３５３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总量２７４５６６９万元。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区本级当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平衡。全年区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９１８５８１万元，比
上年增长 ９３４％，完成调整预算的
１０１６１％，加上市对区税收返还和专项
补助收入１１１１５８２万元，地方政府一般
债券转贷收入１２３０００万元，减去区对镇
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２３４１０２万元，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为

１９１９０６１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１８９１９２４万元，增长４１３％，完成调整
预算的１００％，加上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还本２３０００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４１３７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总量１９１９０６１万元。

■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全年区政府
性基金收入 １３６４５９８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１２０３６％，加上市对区基金补助收
入２７１９９万元，以及市对区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转贷收入１６２０００万元，全区政府
性基金收入总量１５５３７９７万元。全区政
府性基金支出 １０１９６２７万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８２５４％，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还本支出 ６２０００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４７２１７０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总量
为１５５３７９７万元。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区本级
当年收支平衡。全年区本级政府性基金

收入 １０１４９０４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１２９１０％，加上市对区基金补助收入
２７１８０万元和市对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转贷收入１６２０００万元，区本级政府性基
金收入总计１２０４０８４万元。区本级政府
性基金支出６６９９１４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的７５４７％，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

６２０００万元，结转下年支出４７２１７０万元，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为１２０４０８４
万元。

■国有土地出让金收支执行　全年区本
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９９０２４０万
元，加上市对区基金补助收入２５０８３万
元，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１０１５３２３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５４７７７０
万元，主要用于按规定计提三项基金支

出６２０６４万元，用于征地和动拆迁补偿
等支出 ２４８９６８万元，土地开发支出
１３３３７万元，专项用于城市建设支出
２１０２８２万元，用于土地出让业务等支出
１４９６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１１６２３万元。加上结转下年支出４６７５５３
万元，区本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总量１０１５３２３万元。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支执行　区本级其
他政府性基金收入２４６６４万元，加上市
对区基金补助收入２０９７万元，区本级其
他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２６７６１万元。其
他政府性基金支出２２１４４万元，主要用
于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安排的支出 ４０６４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１５１５８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２９２１万元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基金支出 １万元。加上结转下年支出
４６１７万元，区本级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
总量２６７６１万元。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全年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２７１２０９万
元，比上年增加 ９８８０９万元，增长
５７３１％。增长幅度较快主要是企业利
润增长和国资收益收缴比例提高，完成

预算的９３２７％，加上历年结转收入２７８
万元，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计

２９９００９万元。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支
出２７１２０９万元，增加１１５６０９万元，增

９７１



长 ７４３０％，完成预算的 ９３６５％。其
中：资本性支出１７１８１２万元，主要是补
充长江口投资控股公司及其下属仓储公

司资本金和宝建集团新建养老院等支

出；费用性支出２０２万元，主要是解决国
有企业改革发展中历史遗留问题及盘古

路老旧公房改造；其他支出 ７９１９７万
元，主要是粮库修缮改造、社保支出及国

资监管费用支出。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结转历年资金２７８万元。

■区本级对镇转移支付执行　全年区对
镇财政转移支付２２６７９３万元，其中一般
性转移支付９２６００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１３４１９３万元。主要用于加强镇级教育、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生态补偿、文化体育、城乡社

区建设等方面的均衡保障，以及支持镇

级“五违四必”（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

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安全隐患

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必须拆除、脏乱

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环境

综合整治、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等项目建

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　出台《宝山区
公务卡制度执行和现金使用情况考核问

责的通知》，明确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落实预算单位主体责任，从源头上将全

区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的各类资金全部纳

入管理范围，严格控制预算单位现金支

付，加强动态预警监控和监督检查，最大

限度地减少预算单位现金支付，使公务

经费使用更加透明化、规范化。公务卡

强制结算目录执行率比年初提高

５０１％、现金使用率下降０４４％。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　制定政府购
买服务管理平台工作规程，协同预算单

位共同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平台应

用，从预算编制、实施采购、合同签订、绩

效评价、政策发布、建议咨询、监督办理

等环节加强政府购买服务管理。选择

１０个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的
公共服务项目先行试点，纳入政府购买

服务公共平台管理并向社会公开。全年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１２７项，予存金额
１２２６８万元。

■推进预算国库管理改革　强化支出预
算执行管理，逐步建立预算执行与预算

编制挂钩制度，通过压减流程、通报进度

等方法加快支出进度，全年区一般公共

预算执行进度达到市财政考核要求。加

强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开展预

算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提升预算单

位内部治理水平。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动

态监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规

范性和安全性。继续试编政府综合财务

报告，编制范围扩大到全区所有预算单

位。合理实施国库现金管理，增收利息

１２７亿元。推进财政信息化平台建设，
强化财政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加强财政监督检查　贯彻《上海市法
治财政建设实施意见》，聚焦民生保障等

重点领域，加大对重大财税政策落实、重

大财政资金使用的专项监督检查力度，

确保国家和上海市有关“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各项财税

改革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制定《宝山

区财政局２０１７年会计监督检查方案》，
会同相关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年内对

８家行政事业单位、８家代理记账单位和
２家企业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并延
伸检查部分记账单位账户。配合区纪委

对全区行政事业单位、街镇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进行检查，对区域内行政事业单

位起到震慑与警示效果。

■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筹集落实建
设资金，建立市重大工程前期费用资金

拨付渠道和轨道交通 １５号、１８号线资
金拨付流程，落实重点工程债券资金２０
亿元、Ｓ７道路市级财政资金１４８８亿元、
军工路快速道路等市级补贴资金，落实

财政建设资金 １２５亿元。参与区政府
投资计划项目论证、可行性研究，配合区

发改委完成年度政府投资调整计划，梳

理全年新增政府投资项目和在建项目后

期资金需求，严格审核资金使用计划。

拟定《宝山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实

行财政集中收付实施办法》和《关于建

立宝山区政府投资项目中介机构库的通

知》，参与制定市、区重大工程前期费用

区镇承担比例政策，研究区级道路两侧

非国有建设用地绿化建设补贴政策和住

宅修缮补贴政策。加强管理，参与区精

神防治医院、交通智能三期、综合治理信

息化二期、张庙文化中心、宝山工人文化

宫等项目协调，研究解决重大工程管线

搬迁招投标和审核第三轮大居外配套３
条道路资金缺口。

■推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　聚焦支持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康宁路建成通车，

Ｇ１５０１Ａ段、轨道交通１５号线和１８号线
开工建设，国权北路和陆翔路 －祁连山
路区区对接道路建设等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落实各类工程资金４７３８亿元，确保
各建设项目按节点有序推进。加强重点

地区财务管理，确保南大地区综合整治

项目、罗店大型居住社区项目、顾村大型

居住社区拓展区项目等收支平衡，并以

绿色发展和改善人居环境为导向，将生

态项目纳入区政府投资管理，支持美丽

乡村建设和“城中村”改造，促进农村生

产和生活方式加快转变，支持改善区域

环境和生态建设，增加绿色生态空间，全

年新建各类绿地１２８６公顷。

■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　开展地方政府
性债务投资项目资产“２０１６年存量债务
审查”“规范宝山区政府举债融资行为

自查”“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

名义违法违规融资自查”等专项调查，排

查全区８５家一级预算单位、主管部门
（包括基层单位５４９个）的举债融资及政
府购买服务情况。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

资行为，对存量债务重新进行梳理，加快

构建“借、用、还”相统一的地方政府债

务管理体系，政府债务率保持在合理范

围内，风险总体可控。至年末，宝山区地

方政府债务余额１１４５亿元，其中区本
级７４２７亿元、镇级４０２３亿元。

■落实保障房资金　每季度安排廉租房
补贴资金和筹建土地出让金中廉租保障

资金。落实罗店大居廉租房８１２套转化
为动迁安置房资金３５亿元。落实祁连
经济适用房基地 Ａ３地块１８０套房源资
金２５８亿元，对筹措的１８１套区筹廉租
住房使用用途调整为公共租赁住房，落

实大型居住区涉及罗店镇、顾村镇的补

贴资金等。完成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

政资金绩效评价及２０１６年保障性安居
工程报表。加强农民动迁房基地价格审

核管理。

■保障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保障
“创宜居宝山，建美好家园”活动，研究

制定《关于加快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资金

拨付工作的建议》，推进“五违四必”整

治，累计拨付８０９亿元区级补贴资金。
投入０３２亿元，推进环保违法违规项目
清理整顿，全面落实关停７个规模化奶
牛场和１个养猪场。消除污染源，安排
财政资金５７亿元用于中小河道治理。
落实３亿元“以奖代补”资金，推进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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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综合治理，在保障全区３５２个老旧
住宅小区２０００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综
合治理的同时，优化建设标准，压减财政

支出１２亿元。

■教育和科学技术支出　区教育支出
３３９２２８万元。主要用于教育管理部门
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１９４９５１万元，
各类教育教学活动等支出５１６５万元，市
拨教育费附加项目支出１１７２３０万元，市
拨教育综合改革支出８６４５万元，地方教
育费附加支出 ４５５９万元。科学技术支
出４６８８３万元。主要用于科学技术等管
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 １０５５
万元，科普经费、科技发展基金、人才发

展资金以及支持先进制造业、节能减排、

危化企业调整等产业扶持等专项支出

４４６８１万元。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区文化体育与
传媒支出３２０７７万元。主要用于文化、
体育、广播电视等管理部门及所属事业

单位基本支出１００２１万元，张庙文化活
动中心、淞沪抗战纪念馆、宝山体育中心

大修等支出９３７０万元，公共文化事业、
群众体育活动等支出１０５９３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区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２２２３６９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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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５４１万元，促进就业补助支出４７７１６
万元，各类生活保障救助支出３７１５４万
元；张庙、友谊路街道等养老设施建设、

养老机构日常运行、老年津贴等老年福

利支出３３１１１万元；退役士兵安置、军队
离退休人员、双拥活动等支出 １７０２７
万元。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区医疗卫
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１２３８２７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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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３９９万元，卫生机构
建设、医疗综改、卫生监督、社区公共卫

生服务等支出１４１７５万元，卫生医疗设
备更新、信息化建设等支出１３４３８万元，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社区医疗互助

帮困、计划生育等支出１４１９５万元。

■节能环保支出　区节能环保支出
８６７３９万元。主要用于环保管理部门及
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２３３６万元，环境

监测设备购置、区域性污染防治、环境综

合整治、环保执法等各项支出 ２４７８万
元，市拨排水系统、截污纳管以及外环生

态建设支出８１６４４万元。

■城乡社区支出　区城乡社区支出
１４１０６６万元。主要用于城乡社区管理
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１９２２７万
元，市容养护、环卫设施设备等支出

４２５１３万元，绿化养护、花卉街景布置等
支出１５６７９万元，售后房物业费补贴、老
公房燃气内管改造工程等支出６６８１万
元，市政道路桥梁检测、修复、养护、泵站

管理、沉管抢修、积水点改造等支出

１６３０４万元，街道社区工作者、居委会工
作、服务群众、环境整治、社区管理等支

出３３３５２万元。

■农、林、水务支出　区农、林、水务支出
１１７３９７万元。主要用于农林水管理部
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９０７０万元，
公益林建设、美丽乡村、村庄改造长效管

理等支出２６６９万元，稳定农民收入和支
持农业生产各类补贴支出７０９５万元，二
次供水、河道整治、养护、污水管工程、防

汛、农田水利建设等支出２９８１１万元，市
拨水利工程专项支出６３５３６万元。

■开展小微企业财务会计培训　推进
《小企业会计准则》实施，组织开展培

训，为“两新”（新企业、新财务）人员讲

解会计处理中的《案例分析》和《财务新

政策》。注重横向沟通，邀请区税务局纳

税服务科讲解《网上办税的操作辅导》

《小微企业税务优惠政策》等。宣传管

理会计理念及《政府会计基本准则》，存

货、投资等具体准则，引导企事业单位提

高内部管理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推进

政府会计改革和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建

设。做好会计人员服务及会计领军人才

选育，落实会计职称考务工作，为 ５８００
余名会计人员参加职称考提供服务。全

年共开设１８期培训班，提供公益性专业
培训２３４８人。

■落实市级财政扶持政策　２０１６年度
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专利新产品

企业财政扶持政策兑现工作启动后，加

强与区税务部门沟通协调，确保数据资

料真实完整。加强辅导，明确扶持范围。

根据营改增后新的财力分配体制方案，

测算政策扶持数额，为负责专项审计的

事务所和企业财务详细解释政策扶持范

围、口径，并就相关表格做具体辅导。加

强审核，确保政策实效。严格按照上海

市规定的政策扶持范围，对照企业申报

享受政策的项目销售额，抽查企业发票、

书面材料、会计核算等资料，确保申报材

料真实、完整。完成４８户企业１３０个项
目的扶持资金审核，扶持金额 ４８６０
万元。

■及时拨付专项资金　聚焦科创中心重
要功能区建设，参与修订新一轮支持产

业发展“１＋９”政策，落实财政扶持政
策。全年拨付各类专项财政扶持资金

３０２亿元，其中受理、审核、拨付区级储
备粮补贴 ４６８９６４万元，公交运营补贴
５６５２２８万元，标准化菜场建设等补贴
４００万元。 （胡　军）

税务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税务局（以下简称
“区局”）以基本实现税收现代化为目

标，以实现税收收入稳步增长和征管绩

效持续提升为中心，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全面推动各项税收工作有序开展。区局

内设１１个职能科室和机关党委办公室，
设置１个副处级非全职能稽查局，稽查
局内设机构为综合科（举报中心）和案

件审理科。下设基层税务所２１个，其中
１３个征收管理所（含一所办税服务厅和
十八所房产交易办税服务厅），１个涉税
事项审批所，１个风险管理所，１个纳税
服务所，２个评估所，３个检查所。区局
设有一所全职能办税服务厅、三所新办

企业办税服务厅与十八所房产交易办税

服务厅，其中一所办税服务厅分为东部

和西部两个机构，即：一所铁山路办税服

务厅、一所沪太路办税服务厅。至年末

共有税务干部５８３人。年内，优化教育
培训工作，有序落实市局重点调训计划，

完成市局重点调训２５个培训班，培训９１
人次。区局绩效管理工作列全市征管分

局序列第三位。编发绩效简报２０期，向
市局报送绩效信息 ２１篇，其中 ５篇被
《上海税务绩效简报》录用。年内在《中

国税务报》刊登新闻８篇，《经济日报》
刊登新闻２篇。上海新闻综合频道报道
１次。全年共向市局、区委、区政府报送
政务信息１７６篇，其中６１篇被上级部门
采用。年内，区局团委获“上海市税务系

统２０１６年度五四红旗团组织”称号，一
所、十二所、十八所获“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
上海市青年文明号”称号，十二所获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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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３月，作为全市税务系统唯一一个
项目的局法制员项目获评“上海市十大

依法行政示范项目”。选送检一所查办

的案例《关联分析拓展选案预警布控精

准打击》获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税务稽查
典型案例”一等奖。在市局年度课题调

研和报告综合评定中，区局报送的《无缝

隙政府视角下电子税务服务流程再造实

证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践》获三等奖。

■税收收入４６０亿余元　全年完成税收
收入４６０６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００７％，
增收１０６４９亿元。使用 ４９６１亿元免
抵调，剔除免抵调后，增长２０１４％，增收
６８８９亿。其 中：中 央 级 收 入 完 成
２１４１０亿元，增长 ４１９９％，增收 ６３３１
亿元；地方级收入完成 ２４６５３亿元，增
长２１２４％，增收４３１８亿元，地方级收
入中市级收入完成 １１４５３亿元，增长
３７５０％，增收 ３１２３亿元，区级收入完
成１３２０１亿元，增长９９５％，增收１１９５
亿元。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４日，宝山税务分局在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向船供企业进行税法宣传 赵剑松／摄影

■税收特点　（１）收入运行态势前低后
高。全年四个季度税收收入分别完成

１３４６３亿元、１２４４６亿元、１０４９６亿元、
９６５８亿元，体量逐季下降。但在同期
基数及２０１７年经济形势共同作用下，增
长运行态势总体呈现上半年微增、下半

年拉升态势，四个季度同比分别增长

１８３９％、１４１０％、６１４６％、４５６０％。
（２）六大行业（工业、建筑业、房地产业、
批发零售业、租赁商务服务业、交运仓储

邮政业）“五增一减”。房地产业完成

１０３９１亿元，减收１０５３亿元，比上年下
降９２０％；工业完成２００１５亿元，增收
７９１５亿元，增长 ６５４１％；批发零售业
完成５０亿元，增长２８２６％；租赁商务服
务业完成３１２１亿元，增长３８８０％；交
运仓储邮政业完成 １２５７亿元，增长
３７０７％；建筑业完成 ２３０８亿元，增长
１１２８％。（３）主体税种“三增二减”。
流转税完成２３３２２亿元，增收５５０７亿
元，增长 ３０９１％，剔除免抵调后，增收
１７４７亿元，增长 １０５１％；企业所得税
完成１１５１８亿元，增收 ４９０５亿元，增
长７４１７％，主要是宝钢股份增收３１１１
亿元；土地增值税完成２１３４亿元，减收
２２６亿元，下降 ９５７％，其中清算收入
８３４亿 元，减 收 ７８３亿 元，下 降
４８４２％；个人所得税完成 ３６７０亿元，
增收５１３亿元，增长１６２５％；契税完成
１９３５亿 元，减 收 ８４５亿 元，下 降
３０４０％。（４）重点税源增长乏力。２２０３
户重点税源企业实现税收收入 ３５５６４
亿，增收８０５１亿元，增长２９２６％，税收
收入贡献 ７７２１％，剔除免抵调后增长
１７０６％；重点税源房地产业完成７３１５
亿元，减收６４９亿元，下降８１５％。

■推进税收法治建设　２月，增设政策
法规科，主要负责综合性税收政策落实、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和税务法制工作。调

整局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法规科作

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明确法制审核

工作机制，对３月以来签订的２５份合同
开展法制审核，对房产司法拍卖税收处

理流程开展法制会签８份，对纳税人提

起的２件行政复议案件，均通过法制审
核会签的形式有效化解征纳矛盾和征管

风险。逐步构建“法制员———法律专家

团队———外聘法律顾问”的局法律支撑

体系。组建由 ８人组成的法律专家团
队，先后为区局开展法制相关工作 １０
次。建立法律顾问制度，与上海星瀚律

师事务所签订合作协议，确定擅长各相

关领域的主办律师５名，为区局行政决
策提供法制保障。全年顾问单位为区局

中心组及有关人员讲授法制讲座１次，
参与出具重大行政决策法制建议３次。
规范行政复议应诉，全年区局共发生行

政复议案件３件，行政诉讼案件１件，均
得到妥善解决。做好重大税务案件审理

职能承接，１１月起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牵
头工作由法规科承接，全年共牵头组织

移送类案件审理２７件。开展行政处罚
案卷查评，全年共检查行政处罚案卷

９２２件，整改６４件。做好综合税政落实
和行政许可事项管理，全年报送政策落

实情况简报２篇，专题报告１篇。对全
年受理的２２８５３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跟
踪管理，确保行政许可事项零超时。

■加强税种管理　（１）所得税管理。依
托“互联网＋”技术，创新使用录屏软件
自行录制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专题视

频，通过“宝税之窗”微信公众号向纳税

人推送，并被市局微信公众号录用。利

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开展税收政策宣

传，提升宣传深度和广度。２０１６年度企
业所得税汇缴工作中，２０７７９户实际享
受各项所得税优惠政策。其中：１９０６４
户实际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小微减免税额１２５亿元；３９４户享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加计扣除

金额２６８１亿元，加计扣除户数比上年
增长２３９０％。（２）流转税管理。持续
深入营改增税制改革，制定营改增政策

大辅导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召开专题辅

导会，详细解读营改增政策文件、操作口

径，梳理增值税申报表填写疑点和难点。

组织召开营改增纳税人座谈会，运用新

媒体平台推送营改增税收政策、办税指

南和业务操作培训 ＰＰＴ课件，开展“非
接触式”宣传服务。宝山区全年享受小

微企业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人达

３７２６０户次，共计减免增值税税额 ２７６７
万元。（３）财产行为税管理。以组织收
入工作为中心，在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契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基础管理中，

注重科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管理，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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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税种税源。做好环境保护税征管准备

工作，推动建立区级地方政府领导下的

多部门协作工作机制，建立税源数据库。

做好环境保护税法学习培训，帮助基层

税源管理人员尽快熟悉税法内容、把握

具体工作要求。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９日，宝山税务分局到宝钢股份公司开展环保税开征调研辅导 摄影／赵剑松

■加强纳税服务　（１）提高１２３６６热线
服务质效，按照１２３６６“知识库”回答纳
税人提问，提升答复准确率和服务规范

性。全年呼入总量２１万余个，比上年增
长３３％；人工接听量１８８０万余个，增
长１４１０％，全年接听率 ８９８０％，提高
８４０％，满意率 ９９％。（２）巩固纳税人
学堂运作。围绕“六项减税”（由“１＋４
＋６”系列减税政策构成，其中“１＋４”为
首次执行的政策，“６”为延续的减税政
策。“１”指简并增值税税率政策，“４”指
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

围、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比例、开展创业投资企业和天

使个人有关税收政策试点、推广商业健

康保险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试点４项新
增所得税减税政策，“６”指物流企业大
宗商品仓储设施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

策，对有线电视收视费免征增值税、金融

机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

税、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扣减增值税、退役

士兵创业就业扣减增值税和新疆国际大

巴扎项目免征增值税 ６项延续减税政
策）等新政开展纳税人培训工作，将培训

课件和视频上传至“宝税之窗”微信平

台，方便纳税人开展自助学习。按照纳

税人学堂管理办法，开设常规课程、专题

课程和特需课程。全年开设实体课堂

２３期共 ４７场，其中与区财政局联合举
办财税新政联训班１２期，培训纳税人近
９３００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２万余份。
（３）夯实新办企业“套餐式”服务。按照
实名办税的工作要求，推行税务登记套

餐式服务。以“服务 ＋监管”为原则，从
开业环节介入实名认证，验证三员身份

信息真实性，印证企业经营情况，开展新

办企业辅导工作，全年服务新办企业 ２
万余户。（４）落实限时办结制度。按照
总局、市局下发的限时办结涉税事项逾

期考核制度，明确考核事项和抽取脚本

范围。各部门设专人负责限时办结涉税

事项逾期提醒工作，确保涉税流程在规

定的时限内办结，并对各部门的涉税事

项限时办结列入绩效考核。（５）加强纳
税信用评价和动态管理。宝山区参与

２０１６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的企业共有

４２９０８户。其中：Ａ类纳税人为３９０７户，
占 ９１０％；Ｂ类纳税人 ３６５５９户，占
８５２０％；Ｃ 类 纳 税 人 １５６１户，占
３６０％；Ｄ类纳税人 ８８１户，占 ２１０％。
全年共有６８户企业申请纳税信用级别
复评及补评工作，４４户企业成功复评，
２４户企业因不符合条件而不予复评或
补评。４月 ２０日，通过子网站、办税服
务厅电子显示屏、公告栏、微信公众号

“宝税之窗”等渠道发布２０１６年度纳税
信用Ａ级纳税人名单。

■加强税收征管　（１）推行网上办税，
通过对网厅建设、对受理环节的梳理、对

受理材料的精简，在办税服务厅、管理所

及部分园区设置网厅体验区与自助办税

区，引导纳税人进行自助办税与网上办

税。至年末，网厅办理涉税事项５５００６５
笔。其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

１３０７０笔，占受理总量的 ９９４７％；发票
票种核定６１４１９笔，占９７６０％；增值税
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１１７３３笔，占
９８３９％；电子申报率超过９８％，纸质申
报表节约８０％以上。（２）试点发票事项
“网上申领 ＋物流配送”。１０月开始筹
划，１１月经过现场场地验收、框架协议
签订、试点纳税人选定等环节，启动对发

票快递配送试点。至年末，面对试点对

象的数据传输平台全部对接到位，第一

批配送发票进入服务单位票仓，部分纳

税人物流配送成功，为２０１８年物流配送
的大范围推广打下基础。（３）强化税收
风险监控管理。下发市区两级风险合计

１５６个批次，完成应对８８９２户次，其中有

问题户次８６２２户次，合计查补入库税款
１４８１亿元，查补征收滞纳金０６６亿元，
加收滞纳金入库税款７９４亿元，风险管
理成效贡献率２１８％，风险分析识别命
中率９６９６％。细化增值税专用发票风
险管理举措，加强发票使用前专项辅导。

优化增值税专用发票风险防控机制，启

用Ｔ＋１快速响应风险模块，以科所无缝
配合的方式开展发票风险应对。

■加强大企业税收管理　辅导大企业采
集税收数据，每月初在金税三期系统中

对全区３９２户在沪千户集团（年度缴纳
税额达到国家税务总局管理服务标准的

企业集团）成员企业申报的涉税数据审

核确认，及时了解千户集团税收快报范

围的成员企业情况，审核确认率１００％。
开展大企业风险分析与应对，结合采集

的涉税数据及日常税收征管实际开展案

头风险分析。对风险分析中发现的重大

涉税事项，及时与企业进行约谈沟通，要

求企业提供有关涉税事项的情况说明及

补充资料。全年共完成１５户风险应对
任务，入库税额５５００余万元。

■加强国际税收管理　完成“走出去”
企业拓展清册工作。对“走出去”企业

名单开展逐户核实，对在外投资的子公

司信息开展登记，全面掌握跨境税源情

况，帮助企业开展税收维权。全面梳理

境外所得税税收风险，建立相应的风险

指标。重点对６户有境外承包工程的企
业、４户有外派人员的企业以及 ８户有
境外所得抵免的企业进行风险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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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税务稽查　坚持“查处与曝光并
行，服务与打击并重”工作原则，建立重

点行业轮查制度，重点查处重大涉税违

法行为，重点开展双打专项行动，落实重

点税源随机抽查工作。全年区局共立案

８４４户，查补收入９３７亿元。健全稽查
改革发展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税收

违法行为，创新开展综合整治发票违法

犯罪工作。落实和完善随机抽查制度和

案源管理制度，充实案头分析团队，完善

案头分析工具和数据采集机制，增强稽

查精准性。加大重大税收违法案件曝光

力度，以多种形式加强联合惩戒的宣传

报道工作，提升税收“黑名单”的影响力

和威慑力。创新提升稽查工作质效，引

入“项目制”工作流程，对重大违法案件

成立项目组，加强督导推进，提升疑难案

件办案质量。针对虚开案件，在全市首

创“购票预警、大厅布控”检查方法，提

高办案成功率。与宝山公安分局合作建

立“１＋Ｎ＋１”工作机制和“税务１１０”紧
急支援机制，加强税警优势互补，该做法

作为工作亮点向税务总局汇报。组织宣

传稿件《是旗必夺勇攀高峰》刊登于总

局《厉风》杂志。

■推进税务信息化建设　做好金税三期
工程各项工作。提升一体化运维质效，

建立健全运维网络，将信息系统问题、设

备软硬件故障和岗责权限等日常管理事

件，纳入一体化管理范畴，全年平台共处

理问题申报单 １２００余条。开展数据治
理分析，提供金三数据保障。全年共完

成６批数据治理任务，修改更新数据近
３０００条。配合做好系统版本升级，共完
成１２批升级测试任务和１１次防伪税控
系统的升级。做好辅助查询系统优化开

发工作，优化开发辅助查询系统，共开发

上线１３９个模块，同时完成数据库优化
运行，包括数据更新、表空间定义和数据

备份等，有效提升服务器运行效率。做

好网络安全检查和运维工作，开展数据

提供、处理和分析工作，共抽取数据９００
余项，为区局工作提供数据保障。

■开展特色教育活动　结合区局“读荐
评”特色项目传统，开设“宝税集结号”

微信公众号，在全局干部职工中开展“两

学一做”读书活动和寻找“永不褪色的

红色记忆”活动，共征集读书体会６６篇，
观影感想７１篇。在市局“振兴中华读书

活动”中，３０多人投稿，区局获“十大读
书示范项目”称号，有１人获一等奖。在
市局“中国梦·税务情”汇演中，宝山的

表演唱“从军绿到税蓝”被市局推荐参

加市一级演出。

■承办“青春喜迎十九大，传承文化塑美
德”青年文化大赛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

话中关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

论述，上海市税务局系统举办“青春喜迎

十九大，传承文化塑美德”青年文化大

赛，该比赛由上海市税务局团委主办，宝

山区税务局团委承办。比赛于８月下旬
启动，共有３００余名青年报名参赛。１０
月１６日举行青年文化大赛决赛，市局党
组书记龚祖英、上海江东书院创始人韩

可胜、团市委基层工作部副部长江赉等

出席决赛并担任评委。通过飞花令、看

图猜诗、射覆、逆向思维等题型展开淘汰

赛和复活赛，区局获得运筹帷幄奖。

■开展“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活动
　２０１７年是总局“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
武”五年计划的第二年。４月下旬，按照
市局部署，筹备练兵比武活动，充分调动

区局干部练兵比武活动的重视程度，针对

年内纳税服务岗位参加全国业务大比武

的情况，从各个岗位挑选４８人组成比武
提高班，进行全封闭集中培训。围绕活动

的目标要求，累计组织７期专项培训，基
本实现比武人员人人培训１至２次的目
标。组织２次模拟考试，对比武人员复习
准备情况进行摸底。在 ２０１７年大比武
中，区局在市局获团体二等奖，纳税科雷

雅琼参加总局纳税服务类大比武，取得全

国第１２名的成绩。 （周　全）

审计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审计局共开展审计
和审计调查项目３６项，查出主要问题金
额３９７９４万元，其中违规金额 ２００６４万
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１９７２９万元。审计
处理处罚金额３０２３８万元，其中应上缴
财政２００６４万元，应减少财政拨款或补
贴８７６７万元，应调账处理金额 １４０６万
元。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金额

２０１４４万元，其中增收节支２００９７万元。
出具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 ３６
篇，提交审计专题、综合性报告４１篇，领
导批示９篇次。提出审计建议６８条，推

动完善规章制度１９项。向社会公告审
计结果１３篇，５篇审计信息被《中国审
计报》和审计署网站采用。２０１７年度选
送的罗泾镇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审计项目、宝山区集建区外建设

用地减量化补贴资金使用管理绩效情况

审计调查项目分获市审计机关优秀审计

项目评比二等奖、三等奖，被评为市审计

机关“双十佳”党建案例。

■财政收支（预算执行）审计　围绕“管
理、改革、绩效”目标，构建以各专业审计

为基础的“目标统一、上下联动、资源整

合”的财政审计组织体系，增强财政审计

的宏观性、整体性和建设性，加强全口径

预算审计，探索政府决算草案审计。推

进财政管理效能审计，组织对１０个单位
２０１６年度部门预算执行及决算审计，推
动加强和完善预决算管理。

■经济责任审计　年内完成对１４家单
位３２名区管领导干部（人员）的经济责
任审计，突出对“权力运行”和“责任落

实”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审计监督。加

强审计综合分析，针对审计发现的共性

和突出问题，梳理出六个方面 ２２类问
题，系统思考对策建议。与相关部门联

合出台《区管领导干部（人员）任期经济

责任审计整改工作办法》等３项审计工
作制度，明确相关部门联动职责，完善全

区审计整改闭环管理工作机制。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对区域５个重大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开展跟踪审计或竣工

决算审计，开展中小型政府投资建设项

目竣工决算审计集中管理，发挥审计监

督作用。

■专项资金审计（调查）　围绕重大政
策贯彻落实、财政政策导向作用、经济领

域风险防控等重点，组织开展对服务业

发展引导资金、金融服务“调结构、促转

型”等产业扶持专项资金，以及农村公路

新改建及养护经费使用管理绩效情况的

审计调查。围绕政府目标管理，跟踪审

计调查区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使用管理

绩效情况。按照市审计局统一部署，对

财政资金信息化管理情况开展审计调

查。提出对策建议２３条，推动相关单位
建章立制８项，制定措施１０项。

（张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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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融
■编辑　金　毅

综述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银行２５家，
比上年增加１家，小额贷款公司５家，融
资担保公司１家。年末本外币存款余额
３２８４０３亿元，比年初新增２７６２８亿元，
增长９２％；贷款余额１９４３０２亿元，新
增２８３８５亿元，增长１７１％。全区金融
业实现增加值１１２６１亿元，增加８９亿
元，占总增加值 ９８１％，占第三产业增
加值１４３０％，增长 ７５％。年内，宝山
区围绕金融发展、金融服务、金融监管、

金融稳定、金融创新五个方面，有序推进

金融工作，主动对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和自贸区建设，实践基金与基地“融合”

发展模式，支持产业金融对接、中小微企

业融资对接，推动直接融资，促进金融创

新、金融合作，加强金融监管。推进企业

直接融资，年内新增上市、挂牌企业２７
家。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效

率，全年为中小微企业完成１２７家次共
计２６６亿元贷款服务。搭建各类金融
服务平台，全年召开１９场不同形式投融
资对接会、宣传会和推介会，有针对性地

服务成长型企业数百家。参加上海市第

十一届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洽谈会，宝

山区展台富有创意的布展以及丰富的投

融资对接活动获社会各界关注。宝山区

各街镇园区在前期对３５２５家投资类企
业进行排摸梳理基础上，年内加大对非

法金融打击力度，对辖区内２８栋商务楼
宇、１８个产业园区以及主要商业路段进
行“扫楼、扫街、扫园区”专项活动。“宝

山金融”微信公众号发布宝山区金融信

息与产业信息，２０１７年度发布６７２条，营
造金融发展良好氛围。

■发挥中小微融资服务平台成效　宝山
区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坚持政府引

导、市场化运作方式，拓展中小微企业融

资渠道，实现职能部门、市场化机构通力

合作运营模式。平台自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７

年底累计为区内中小微企业提供４５５家
次贷款服务，金额７２５亿元，有效缓解
中小微企业贷款燃眉之急。

■营造银企对接投融资环境　全年累计
召开各种形式银企对接、宣传和推介会

１９场，累计对接和培训有融资需求企业
上百家。基本形成每月一次线下对接

会，每季度一次线下培训对接制度，为区

内各企业与金融机构创造面对面交流机

会。运用“宝山金融”微信公众号，时时

在线上发布各类政策信息，开设“宝山区

已挂牌企业微信群”“宝山拟挂牌上市

企业微信群”“科创板在宝山微信群”，

实现银企线上互动，企业线上咨询，线上

连接线下、实时精准服务目的。

■完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关注国家层
面各类金融改革措施，对接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主动承接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金融制度创新，结合宝山实

际，推动政策落地。修订并发布《宝山区

“调结构、促转型”金融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促进区金融服务业集聚发展，发挥

金融服务对全区经济增长贡献作用，以

独有“１＋９”（“１”是总的指导意见，“９”
是９个专项资金政策）支持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吸引企业落户，鼓励企业创新。

■加大政银合作力度　区政府与金融机
构展开密切合作，助力区域经济发展。５
月２４日，区政府与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
分行签署《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与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围绕推动实现将

宝山建设成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重要承载区、城市功能转型的最佳实践

区，迈向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打造创

新创意创业相促进、生态生产生活相融

合、宜居宜业宜游相协调的现代化滨江

新城区”总目标开展合作。１２月２７日，

区政府与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签署《上

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与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分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城市功

能转型、城乡一体化建设等领域开展

合作。

■举办各类金融服务活动　年内参与举
办各类金融服务活动，贯彻落实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６月２８日 ～３０日，宝
山区组团参加第十一届上海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洽谈会，并举办多场投融资对接

活动，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出席部分对

接会，与上市挂牌企业面对面进行沟通

交流。上海市金融党委书记、市金融办

主任郑杨亲临宝山展台巡展。９月 １５
日～２１日，“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
动周”举行，宝山区牵头举办“优秀基金

团队走进宝山活动”，这既是上海双创周

重要活动内容，也是宝山全面推动投资

促进工作、促进区域转型发展重要举措。

达晨创投、千骥资本等近４０家基金团队
近百人走进宝山，参观上海南大转型区

域及智慧湾、智力产业园等重点园区，实

地感受作为传统工业区宝山正在探索绿

色转型之路。

■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金融宣传活动　
１月１２日，在区政府机关食堂门口举行
“打击非法金融宣传进机关”活动，发放

打非宣传折页４００余份。１月１９日，在
吴淞诺亚新天地广场举行“打击非法金

融进社区”活动，共有２０余家银行机构
参与，吸引４００余市民参加，发放各项宣
传折页８００余份。３月１５日，在淞南镇
淞发路祥腾生活广场举办“３·１５”保护
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宣传服务活动，区

金融联合会中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类会

员单位近３０余家７０余名专业人员提供
咨询服务，吸引近２００名居民群众参与。
１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组织开展“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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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银行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１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友谊路１５１８弄４号

２ 中国工商银行宝山支行 淞滨路３１８号

３ 中国农业银行宝山支行 同济路１３１号２２楼

４ 中国银行宝山支行 宝杨路１００８号

５ 中国建设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３９８号

６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 淞滨路１３８－１４６号

７ 浦发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８３号

８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５２８号

９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１９８号

１０ 中国光大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８８号

１１ 招商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４８号安信商业广场Ａ区三楼

１２ 中国民生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７２号

１３ 中信银行宝钢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７８号

１４ 华夏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３３８号

１５ 兴业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８５号

１６ 广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１１号

１７ 平安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０８１号

１８ 北京银行宝山支行 双城路８０３弄９号２楼

１９ 邮政储蓄银行宝山支行 双城路８０３弄９号楼１５楼

２０ 温州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航运大厦一楼、二楼

２１ 江苏银行宝山支行 淞宝路１５５弄２号星月国际广场底楼

２２ 富民村镇银行宝山支行 宝林路４６０号

２３ 泰隆银行宝山支行 友谊路１５８８号

２４ 宁波银行宝山支行 淞滨路６００号１－２层

２５ 厦门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３３号

表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小额贷款公司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地　址

１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双成路８０３弄７号１０１室

２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牡丹江路１２８８号

３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漠河路６００弄（东鼎国际广场）Ｂ座２０１室

４ 上海宝山华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高跃路１７６号９０４－９０６室

５ 上海宝山庙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共和新路５１９９号骏利财富大厦９楼Ａ室

表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担保公司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地　址

１ 上海晋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川路１８００－６号４０６室

（王奕晨）

表４ 宝山区企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情况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时间 募集资金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时间 募集资金

１ 香港联交所 海隆控股 ２０１１年 ９．５４（亿港元）

２ 创业板 上海钢联 ２０１１年 ２．３（亿元）

３ 主板 新通联 ２０１５年 ２．８６（亿元）

４ 主板 宝钢包装 ２０１５年 ６．０３（亿元）

５ 香港联交所 颐海食品 ２０１６年 ８．５８（亿港元）

６ 主板 飞凯材料 ２０１６年 ３．６３（亿元）

和打击非法金融广告宣传月活动”。整

合全区公共宣传媒介资源，在宝山电视

台、全区１３０块科普屏、体育场巨型屏、
学校宣传屏每天黄金时段滚动播放防范

和打击非法金融宣传片３０次／小时。发
挥区金融联合会作用，实现全区各大金

融机构２６０个网点全覆盖滚动播放打非
宣传语。 （王奕晨）

企业上市
■概况　通过直接融资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提升和激发存量企业活力，帮助扩大

宝山区企业市场影响力。２０１７年，宝山
区共有２７家企业成功上市、挂牌，其中
１３家企业新三板挂牌、１０家企业挂牌上

海科创板、４家企业在股托中心 Ｅ板挂
牌。至年末，宝山区共有上市挂牌企业

１０１家，其中上市企业６家、科创板企业
１７家、新三板挂牌企业４３家、股托中心
Ｅ板挂牌企业３５家。

■上海赞禾英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赞禾股份公司是一家有近２０年发展
历史ＩＴ企业，２月１０日，在新三板成功
挂牌，股票代码８７０５１４。旗下主要运营
上海赞禾电子产品有限公司、骏禾实业

控股有限公司两家子公司，是全球最大

的独立内存产品制造商美国金士顿

（Ｋｉｎｇｓｔｏｎ）、世界著名品牌美国超微（Ｓｕ
ｐｅｒｍｉｃｒｏ）、世界领先无线网络设备制造

商 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ｅｔｗｏｒｋｓ等品牌中国总代理，
产业涉及品牌代理推广、电子商务、行业

Ｂ２Ｂ、供应链服务等领域。该公司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１０亿元，净利润
７６９３２万元，比上年增长３８３７％。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尤
安设计公司年内在新三板成功挂牌，股

票代码８３９０４０，业务范围涉及城市规划
和设计、甲级办公楼、星级酒店、高端住

宅等领域。公司与众多知名开发商长期

合作，构建了一套严谨、独创的“设计品

质全程控制体系”。该公司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４８２亿元，净利润２３０亿元。
（王奕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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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宝山区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和科创板挂牌情况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１ 新三板 上海君山表面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２ 新三板 上海安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３ 新三板 上海猫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４ 新三板 上海新世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５ 新三板 上海爱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６ 新三板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７ 新三板 上海乐宝日化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８ 新三板 上海春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９ 新三板 上海响当当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０ 新三板 上海赛若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１ 新三板 上海超高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２ 新三板 上海汉神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３ 新三板 赛赫智能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４ 新三板 上海宝信建设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５ 新三板 上海腾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６ 新三板 上海北裕分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７ 新三板 上海决策者经济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８ 新三板 璞勒仕建筑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１９ 新三板 上海创旗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０ 新三板 上海朗骏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１ 新三板 上海锦元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２ 新三板 上海鼎尚中式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３ 新三板 上海立峰汽车传动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４ 新三板 上海宏图尚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５ 新三板 上海酷武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６ 新三板 上海际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７ 新三板 上海乐蜀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８ 新三板 上海方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９ 新三板 上海圣丹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３０ 新三板 上海大牧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３１ 新三板 上海嘉世市场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２ 新三板 上海中冶横天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３ 新三板 上海天与空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４ 新三板 上海恒道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５ 新三板 上海漫界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６ 新三板 上海赞禾英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７ 新三板 上海骏恺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８ 新三板 上海友合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９ 新三板 上海人人游戏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４０ 新三板 上海钢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４１ 新三板 上海琥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迁入

４２ 新三板 上海永乐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４３ 新三板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４４ 科创板 上海尚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４５ 科创板 上海英弗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４６ 科创板 上海宝寰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４７ 科创板 上海亨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４８ 科创板 上海品兴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４９ 科创板 上海安杰环保科技股份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５０ 科创板 博频（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５１ 科创板 上海宝尚低碳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５２ 科创板 上海华居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５３ 科创板 壹步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５４ 科创板 商合供应链管理（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５５ 科创板 阳地钢（上海）装配式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５６ 科创板 上海瓦科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５７ 科创板 众宏（上海）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５８ 科创板 上海矢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５９ 科创板 上海申雁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转板）

６０ 科创板 上海铠韧气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表６ 宝山区中小企业在上股交Ｅ板挂牌情况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１ 上股交Ｅ板 上海安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

２ 上股交Ｅ板 协同共享企业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３ 上股交Ｅ板 上海肯米特唐华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４ 上股交Ｅ板 上海肶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５ 上股交Ｅ板 上海博龙智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６ 上股交Ｅ板 上海纬和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７ 上股交Ｅ板 上海千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８ 上股交Ｅ板 上海兆祥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９ 上股交Ｅ板 上海皓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１０ 上股交Ｅ板 上海源盛汽车销售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１１ 上股交Ｅ板 万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１２ 上股交Ｅ板 上海林海生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１３ 上股交Ｅ板 皆爱西（上海）节能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１４ 上股交Ｅ板 上海奥佳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迁入

１５ 上股交Ｅ板 上海海笠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１６ 上股交Ｅ板 上海玉屋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１７ 上股交Ｅ板 上海昊车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１８ 上股交Ｅ板 上海博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１９ 上股交Ｅ板 上海豫翠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２０ 上股交Ｅ板 上海同顺食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２１ 上股交Ｅ板 上海英泰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２２ 上股交Ｅ板 上海元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２３ 上股交Ｅ板 上海圣峰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２４ 上股交Ｅ板 上海宝文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５ 上股交Ｅ板 上海星达影视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６ 上股交Ｅ板 上海业凯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７ 上股交Ｅ板 上海醇情百年文化创意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８ 上股交Ｅ板 上海罗金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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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２９ 上股交Ｅ板 上海恒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３０ 上股交Ｅ板 上海宇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３１ 上股交Ｅ板 上海正辉康居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３２ 上股交Ｅ板 上海兆唐经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３ 上股交Ｅ板 上海锐镐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３４ 上股交Ｅ板 上海巨鸣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迁入）

３５ 上股交Ｅ板 上海溢乾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王奕晨）

表７ ２０１７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友谊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７５５号 ６６７８６５３４

２ 高境支行 殷高西路３３３号 ３６３２７６２５

３ 灵石路支行 华灵路６号 ６６３５２７１４

４ 通河路支行 长江西路１７７７－１７７９号 ６６２１７８５５

５ 大华支行 真华路１１０６号－１ ６６３６０３１７

６ 祁连山路支行 聚丰园路１６５号 ５６１３１６５２

７ 罗店支行 市一路１９９号 ５６３９０５８６

８ 杨行支行 水产路２６０９号 ３６５８０１９１

９ 大华新村支行 大华二路２０１、２０３、２０５号 ３６３９５２２７

１０ 顾北路支行 顾北路５８０号１０２－１０６室 ６６６３０２６５

１１ 共康支行 一二八纪念路８７８弄１号－３号 ６６２８１２６２

１２ 庙行支行 纪?路３２０弄３号 ５５１５０９１１

（梁　洪）

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
行　至年末，该支行下设１２个二级支行
营业网点，员工２５７人；人民币储蓄存款
６５４３２８万元，比上年增加１６２２万元，增
加０２５％；外币储蓄存款１６６６６万美元，
减少１４３万美元，减少０８５％；人民币企
业存款 ５５３９１０万元，增加 ５１６８８万元，
增加１０２９％；外币企业存款１３１２４万美
元，增加３７４７万美元，增加３９９６％；人
民币公司贷款８１１４８１万元，增加１３４５９６
万元，增加１９８８％。

年内，该支行在业务方面注重分层

管理，强化差异化营销。加强过程管理，

紧盯数据变化。优化客户结构，转型成

效显著。在改革创新方面，力拓新兴业

务，培育新增长点。探索营销方式，提升

创新能力。在管理方面，落实党建责任，

健全考核机制。强化廉政建设，履行监

督执纪。加强内控管理，筑牢合规底线。

在人才培养方面，建立人才后备库，开展

重点培养。合理设置课程，力求学以致

用。开展多元化培训模式，强化产品学

习。该支行对接上海“四个中心”（国际

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

心、国际贸易中心）以及科技创新中心和

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聚焦宝山“十三

五”奋斗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

突出“六个强化”（强化政治全局意识、

强化奉献意识、强化责任意识、强化参与

意识、强化勤政意识、强化窗口意识，廉

洁意识），服务区域转型发展，打造具有

鲜明特色的双创金融集聚区，成为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
２７家，其中二级支行２７家（顾村公园支
行因市政动迁停业），员工５６５人，其中
大专以上人员占 ８４％。人民币贷款期
末余额２６１８亿元，较年初增加３６９亿
元，增加１６４％。其中：非小企业公司贷
款期末余额 １３５６亿元，较年初增长
３２４亿元，小企业贷款期末余额１６８亿
元；个人贷款期末余额８６８亿元，较年
初新增９７亿元。人民币存款期末余额
４０７９亿元，比年初增加１４６亿元，增加
３７％。其中：储蓄存款期末余额３００７
亿元，比年初增加１０７亿；对公存款期
末余额１０６９亿元，比年初增加 ３６亿
元。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４９亿元。

支行结合宏观经济形势，以经营转

型为主线，以创新整合为驱动，支持区域

经济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依托宝山

城郊结合的区位优势，在做大中心城区

业务规模同时，攻坚乡镇板块。在业务

推进中率先以存贷日均有效增长、中间

业务创新增收、不良资产清收压降为突

破，加速推进存款、贷款、中间业务三大

核心业务联动发展。围绕客户、产品、渠

道、机制、管理等方面，推进存款业务均

衡发展。根据宝山区域人口导入特点，

推进定期存款增长，重点关注人口导入

区域街镇，如顾村、罗店、大场等新兴城

市化区域，定向定点配置营销资源，发挥

区域优势吸收更多资金。以薪金卡、薪

金溢产品为抓手，加强主动揽存，引进新

客户、新存款、新资源。围绕区域特点，

推进“公私并举”发展策略，为辖区内优

质大中小企业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加

强村镇板块营销、有贷户上下游企业营

销，强化拓户增容，推广法人理财、现金

管理、企业网银等产品，挖掘存量客户资

源，提升对公日均规模。

支行推进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以

融ｅ联为银客联系主纽带，以融 ｅ行为
业务办理主渠道，以融 ｅ购为综合性金
融消费平台，加大“三融”平台推广力

度，实现身边银行向掌上银行转型。加

速推进网点智能化转型，全面完成智能

银行服务模式全覆盖，提高网点运营效

能。顺应宏观经济及信贷政策变化，将

信贷投放重心聚焦在国有企业、跨国公

司以及行业龙头上，持续跟踪区域内重

点项目。营销与风控并重，加快小企业

信贷结构调整，坚持优中选优原则，扩大

小企业优质客户群。推进信贷业务创

新，加快信贷结构调整和优化，提升市场

占比。支行注重提升服务效率和形象，

加强服务精细管理，落实总行服务规范

指引，提高服务管理能力。加强文化建

设，营造和谐向上良好氛围。支行各网

点多次在居民社区和商务区开展反假、

防诈骗等宣传活动，提高居民金融安全

意识。网点内定期举办理财沙龙，向客

户提供多种投资理财渠道，为居民提供

优质金融服务。坚持以人为本，培育优

秀企业文化，组织各类文体活动、劳动竞

赛和社团沙龙，激发员工工作潜能，提升

员工综合素质，拓展员工晋升发展空间，

推动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 （蒋易霖）

８８１

金　融



表８ ２０１７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电话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电话

１ 工行宝山支行营业厅 淞滨路３１８号 ５６８４５８５８

２ 工行大华支行 华灵路６８８号 ６６３９１２７５

３ 工行宝钢支行 牡丹江路１７０１号 ５６６０９５６７

４ 工行共康支行 共康路５５５号 ６６６９０５１１

５ 工行长江支行 长江南路５２８号 ３６１４０５４０

６ 工行月浦支行 龙镇路８５号 ６６６８０８１５

７ 工行杨行支行 杨鑫路４４７号 ３６０２０２３９

８ 工行大场支行 洛场路１０１号 ５６５０１９７０

９ 工行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４３１号 ５６９９３３３２

１０ 工行行知路支行 行知路２９９号 ６６６７０６８０

１１ 工行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２２９３号 ３６３５３９０９

１２ 工行共江路支行 共江路１１６８号 ３６０９０１４４

１３ 工行呼玛路支行 呼玛路６０７号 ５６７６６３８５

１４ 工行永清路支行 永清路３８７号 ６６６５０１４４

１５ 工行罗店支行 罗溪路２２号 ５６４６６７９３

１６ 工行友谊路支行 友谊支路２０５号 ５６６９７３２７

１７ 工行工业园区支行 真陈路１０００号 ３６１６０７４２

１８ 工行沪太路支行 纬地路９０－９４号 ６０９４０００９

１９ 工行真华路支行 真华路１８１１－１８１３号 ３６３２４７０９

２０ 工行殷高西路支行 殷高西路３１９号 ３６３２２８１８

２１ 工行新村路支行 新村路６８１号 ３６５２５６１８

２２ 工行水产西路支行 水产西路１０４１－１０４７号 ３６４００５７７

２３ 工行高境支行 吉浦路５２１号 ６５２０１６０９

２４ 工行顾村公园支行 镜泊湖路６３５号 ６６７８６２１９

２５ 工行场中路支行 场中路２９２２号 ６６６９１２５９

２６ 工行共富路支行 共富路３５５号 ３６１９０６３９

２７ 工行顾村支行 菊盛路８９５号 ６６０１７０５

（蒋易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设有经营网点
２６家，内设部门８个，直属营销团队３个
（卡电团队、个贷中心和现金运营中心）

有离行式自助设备（银行）２８个、附行式
自助设备（银行）２６个。在册员工 ６１１
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人数 ３８０名，占
６２％；党团员人数２５１名，占４２％；４０岁
以下中青年员工人数 ３２１名，占 ５３％。
该行年末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６４５２９
亿元，日均增量超过６０亿元；人民币贷
款余额 ２１６亿元，支行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８９亿元，实现净利润８８６亿元，完成
中间业务收入１９５亿元，各项经营数据
在系统内排名靠前。

该支行秉承“诚信立业、稳健行远”

企业核心价值观，围绕区“十三五”规划，

配合区政府转型发展要求，参与政府实事

工程项目建设，如南大化工区环境整治项

目、罗店大型社区建设项目、罗店老镇风

貌保护、顾村旧区改造等政府重大项目。

作为区财政国库行，支行财政零余额账户

代理发放区域内各类财政性补贴资金，包

括万人就业、征地养老、新农保农民养老

基金、计生委补助资金等，为区域社会稳

定发展作出贡献。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

文明建设双轮驱动，成立农行宝山支行志

愿者服务队，以宝山文明单位志愿服务联

盟为平台，开展“爱老帮扶，情暖人间”结

对帮扶活动，支行党团志愿者定期走访吴

淞敬老院，连续多年资助海滨八村贫困

生，各党支部结对资助井冈山柏露海青希

望小学困难生１５名。整合“小积分·大
梦想”“学雷锋”等特色志愿活动，定期进

入社区、企业、部队、机关等开展银行理财

知识讲座，现场接受群众各类咨询，加强

社会公众金融知识普及。重视对青年员

工思想政治引领，宣传先进典型成长经

历，广泛传播积极向上成长理念。开展青

年突击队攻坚行动，组织开展银团挂职、

银政交流、青年论坛、青年读书等活动，动

员青年在业务一线建功立业，搭建青年基

层锻炼、学习成长实践平台，探索开展青

年心理关怀和精神关怀工作。加强与共

建单位横向联系，与驻地部队、吴淞街道、

吴淞敬老院共同开展慰问官兵、社区义务

清扫、重阳节联谊等活动，通过制度化、常

态化各类志愿、共建活动，树立农行贴心

银行良好社会形象，提升服务区域经济层

次和效果，践行社会责任。 （潘颖斐）

表９ ２０１７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营业机构 地　址 电话 序号 营业机构 地　址 电话

１ 宝山支行（机关大楼） 同济路１３１号 ５６６７８６６６

２ 友谊支行 友谊路１３４号 ５６６９５１４２

３ 杨行支行 水产路２３９９号 ５６８０２０５２

４ 月浦支行 龙镇路７８号 ５６６４６２４８

５ 盛桥支行 古莲路１８７号 ６６０３３０９２

６ 罗泾支行 陈行街２５号 ６６８７８８１８

７ 罗店支行 集贤路６１８号 ３６３０９５５７

８ 罗南支行 南东路６５弄９号 ５６０１０８５７

９ 刘行支行 菊泉街６３８号 ５６０２３４７３

１０ 顾村支行 电台路５００号 ５６０４１７２７

１１ 宝山工业区支行 锦秋路１２５０号 ５６１３２１３４

１２ 大场支行 场联路１８８号 ５６６８０１１５

１３ 庙行支行 纪蕴路５０号 ３３８７３７８４

１４ 淞南支行 淞南路３５０号 ５６１４７６６８

１５ 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１８２号 ５６９９３５８４

１６ 宝山支行营业室 同济路１３１号 ５６６７３３９８

１７ 高境支行 三门路５０５弄５１７号 ６５９１９９９５

１８ 水产路支行 牡丹江路３５９号 ５６５６１２００

１９ 宝德路支行 共和新路４７１７号 ６６９７０８２２

２０ 大华支行 华灵路１０８８号 ６６３７５３０８

２１ 牡丹江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３３７号 ５６１２９２２６

２２ 共富路支行 共富路３７３号 ３６５１８３７７

２３ 真华路支行 真华路１０９９号 ６６６７０３３８

２４ 长江南路储蓄所 长江南路６８５号 ５６８２８８４３

２５ 顾新路储蓄所 顾新路１７号 ５６０４３５５４

２６ 市一路支行 市一路２５１号 ５６８６３０７５

２７ 顾村公园支行 陆翔路１３３号 ３６６２００７５

（潘颖斐）

９８１

银　行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建行上海宝钢宝山支行２０１７年迎春表彰晚会举行 建行宝山支行／提供

表１０ ２０１７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营业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营业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海江路支行 海江路３６８号 ３６５１５０７６

２ 淞南支行 长江南路５３８－５４０号 ５６１４５５１４

３ 华灵路支行 华灵路１６８８号 ６６３５１１５４

４ 庙行支行 共康路３２０号 ５６４８９９６７

５ 三门路支行 三门路５０５弄５１９号 ５５０３４４９０

６ 团结路支行 团结路４１号 ５６７８８１１７

７ 共康路支行 共康东路３３３号 ５６７１５０８５

８ 真华路支行 大华二路３１６号 ６６４００８８１

９ 呼玛路支行 呼玛路６９０－１号 ５６７４９２６５

１０ 杨行支行 杨桃路１５５号 ５６８０２８２３

１１ 双城路支行 双城路３７４号 ５６５６３３４０

１２ 吴淞支行 淞滨路１３７号 ５６６７２５４９

１３ 高境支行 殷高西路３０１号 ３６３３１５６１

１４ 罗店支行 罗店镇市一路１６９号 ５６８６４８６７

１５ 顾新路支行 顾新路３号 ５６０４７２３０

１６ 大华支行 新沪路４５１号 ６６４０６５０８

１７ 锦秋路支行 锦秋路７１７号 ６６１６１９９８

１８ 大场支行 环镇北路６８０弄７０３号 ５６５０３０８８

１９ 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７６８号 ５６７３３０５１

２０ 绥化路支行 绥化路１６２号 ３６３０１０７５

２１ 水产路支行 水产路２４４９号１１８室 ５６５７５３７７

２２ 月浦支行 月浦镇宝泉路３２号 ５６９３６１１５

２３ 长逸路支行 长逸路３７５号 ５６１４８６８１

２４ 陆翔路支行 陆翔路１１１弄６号楼１０４－１０５室 ５６７３２９７５

２５ 华和路支行 华和路２５４－２５８号 ６５２１００５０

２６ 东林路支行 东林路２６３号 ５６１０３５５９

２７ 浦电路支行 浦电路３７号 ５８３５８８８８５１２６

２８ 营业室 牡丹江路１３９８号 ５６１２５６１２５１０８

（吴叶锋）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
宝山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下辖网点２８
个，有各类员工６２４人。其中：具有大学
以上学历６０４人，占９６７９％；中级以上
技术职称１９３人，占３０９３％。一般性存
款时点新增６０亿元，日均新增６８亿元，
时点和日均连续五年保持快速增长，且

市场份额均保持在 ３９％以上。拨备前
利润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达

１９６２亿元，四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份额突破４４％，较
上年增长近一个百分点。中间业务收入

连续六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全年实

现７４７亿元收入，四行份额近４７％，较
上年增长近三个百分点。综合融资能力

增强，综合贡献度提升。年末对公贷款

３６３５９亿元，比年初新增７５亿元；个人
贷款１８８８８亿元，比年初新增２９１２亿
元，保持贷款总量和新增四行第一。

年内，建行宝钢宝山支行谋划各项

目标和任务，调动广大干部员工积极性，

创新服务中国宝武，发挥主办行作用。

创新支持宝山发展，开创全方位合作格

局。创新开拓全国业务，走出多元化发

展之路。量质并举，个人业务保持强劲

势头倡导合规文化，增强风险防控能力。

综合竞争力和ＫＰＩ（关键业绩指标）考核
在分行名列双第一位，获分行客户服务

提升年先进集体二等奖。推进网点智能

化建设，提高柜面总体水平。提高服务

质量，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发挥党员

队伍引领作用，加大人文关爱，凝聚全行

合力。 （吴叶锋）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１２家，
在册人员２５２人。其中：具有本科以上
学历２０４人，占８０９５％；党员８３人，占
３２９４％；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５１人，占
２０２４％。人民币存款时点规模 ２２８４７
亿元，较年初净增１７８６亿元；人民币贷
款日均规模 １４８５８亿元，较年初净增
８９亿元。年内，支行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度
上海市先进保卫组织；真华路支行、罗店

支行获中银协“五星”网点称号；真华路

大堂经理沈骁籦获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

章；共康支行徐华被评为首届宝山区“金

融业十佳服务明星”。

该支行围绕总分行业务发展战略，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内外兼修”，推进负债业务发展基础，循

序优化资产业务发展结构，创新拓宽业

务发展渠道，推进有效客户提升。聚焦

负债业务，明确业务发展目标，提升业务

质量和效率，实现储蓄存款稳步增长，对

公特色业务全面增长，网点负债规模健

康增长；聚焦资产业务，通过调整客户结

构，优化资产配置，制定目标，实现与客

户谋划共赢局面；聚焦新存款新模式，拓

展新型存款来源，发展创新业务模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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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板块联动，实现业务新突破；聚焦有效

客户，建立推进机制，加快优质项目落

地，明确目标，强化落实，持续推进有效

客户提升。通过制定并落实“一行一

策”制度，提升支行核心竞争力、网点营

销能力，扩大优质客户群体。

该支行在全体党员中开展“践行

‘四个合格’行动计划”（政治合格、执行

纪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设

立“优秀党员争创岗”，激励广大党员积

极进取、创新超越。推进落实新五大领

域（以贷谋私、大额集中采购、基建装修

工程、虚列支出套取费用、员工违规经商

办企业）、“三违反”（违法、违规、违章）、

“四不当”（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

励、不当收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等专项治理自查工作，落实“飞单”

（违规代销和推荐非我行代销产品）等

个金风险管控措施，开展“长剑２０１７”案
防特别行动，开展规章制度教育和警示

教育，将风险防范关口前移，提升员工案

防能力。年内，启动支行“育才计划”第

二期选拔工作，开展营运条线“梦想之

光”后备人员培养团队，壮大支行后备干

部队伍力量。

表１１ ２０１７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１ 营业部 淞滨路１３８－１４６号 ５６８４９６７０

２ 牡丹江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５７７号底层 ５６６０８３９５

３ 真华路支行 大华二路２８１－２９５号 ６６４０５８３７

４ 场中路支行 新市北路１５２９号 ６５６１５５８０

５ 三门路支行 三门路４８８号 ５５０６１７６３

６ 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２２３１－２２３５号 ３３８７５７４１

７ 共康支行 共康路３４５－３６３号 ５６４１３００３

８ 罗店支行 市一路１９９号１５０１室 ５６８６２７８５

９ 杨行支行 水产路２５６６号、２５６８号 ５６９３１０５１

１０ 顾村支行 顾北路６８３、６８５号 ３６４１８９７６

１１ 大场支行 纬地路３２８号、３３８号 ６５８７１０８９

１２ 华灵社区支行 华灵路１８８５弄２１号１０２室 ５６６１１００９

（谢慧丽）

表１２ ２０１７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经营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１ 宝山支行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２８３号 ５６１１１６６６（总机） ２０１９００

２ 牡丹江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７１８号 ５６８２６８０３ ２０１９００

３ 月浦支行 龙镇路９５号 ５６９３６５０７ ２００９４１

４ 高境支行 殷高西路２２５号 ５６１４０７９４ ２００４３９

５ 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１９２９号 ５６９９０４８４ ２００４３１

６ 大华支行 武威东路９０号 ６６３６２６９２ ２００４４２

７ 顾村支行 顾北东路３７７号 ５６１１０２５９ ２０１９０６

８ 宝钢大厦支行 浦电路３７０号７０６、７０７室 ５０９００２６５ ２００１２２

９ 经纬绿洲社区支行 玮地路３３８号 ５６９８３１５９ ２００４４４

（金　帆）

作为宝山区金融业联合会理事长单

位、友谊路街道金融专业委员会唯一一

家授牌单位，该支行组织员工进校园、进

社区、进企业，开展“小小金融家财商课

堂”为学生进行金融知识科普宣传，参加

区内组织的打击非法金融宣传活动、“３
·１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以及各
类公益性宣传活动等，向居民普及金融

知识，让更多人了解金融、学习金融。参

与吴淞新城区域化党建工作，与吴淞新

城党总支开展共建，携手举办“幸福金

婚，风雨同行”公益活动，弘扬敬老爱老

传统美德，实现党建工作优势互补、经验

互传、资源共享。支行定期组织员工到

敬老院、社区孤老开展结对定点帮扶，践

行公益精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谢慧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
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 ９
个，共有在册员工１６２人。其中：具有大
专以上学历人员１６０名，占９６９７％；本
科以上学历人员１１０名，占６７９％；硕士
以上学历人员２４名，占１４８％。年末本
外币一般存款规模１９７０９亿元，比年初
增加４３３９亿元，增速２８２３％；本外币
贷款余额 １８０４８亿元，增加 ２５２１亿
元，增速 １６２４％；实现营业净收入 ７７

亿元、中间业务收入２１亿元，不良贷款
率０１６％。年内获得由上海国际金融
工会工作委员会、共青团上海市金融工

作委员会开展的“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金融职工‘制度创新、服务争优、

技能提升’立功竞赛”“建功奖”称号，以

及上海银行业科技金融大擂台劳动竞赛

三等奖。辖属宝山支行营业部被上海市

质量协会、上海市总工会、共青团上海市

委员会和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命名为“上

海市用户满意服务明星”班组称号。

该支行围绕总分行发展战略、经营

理念和工作主线，加强战略核心引领，聚

焦银行主业，回归业务本源，以优质金融

服务，支持区域实体经济发展。倡导“专

金融之业，谋社会之需”发展理念，围绕

宝山区“十三五”规划，引入金融活水，

助力区域发展。好谋划好沟通，服务区

域重大建设项目，支持邮轮经济发展、城

中村改造、工业园区发展等。好产品好

制度，服务科创企业，新增科技型中小企

业１００余户，合计投放信贷超过 ２５亿

元。建立多层次科技客户群，利用小巨

人信用贷、科技信用贷、科技履约贷、科

技担保基金，以及表内表外资金协同为

科技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好工具好

系统，服务公共管理，利用云监管、运账

单等优势金融服务工具，为宝山区各级

政府提供优质和创新金融服务。好平台

好团队，服务创新转型。贯通投行、金融

市场和交易银行，为企业提供从交易撮

合、融智咨询、资金提供到跨界融通、股

权直投等全流程金融服务，实现大承销

平台、泛市值管理、轻资产经营转型发展

通途。好邻居好服务，服务社区居民。

重视社区共建，树立“浦发好邻居”品牌

形象，依托“浦发乐龄讲堂”平台，组织

志愿者队伍进社区、园区、企业开展普惠

金融服务工作，共开展“３·１５金融消费
者权益日”“货币金融知识宣传月”“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月”“金融知识万

里行”“金融知识进万家”“金融知识普

及月”以及“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

子”金融知识普及活动等４０余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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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金　帆）
表１３ ２０１７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网点

序号 营业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宝山区支行 友谊路１５１８弄４号 ５６７８６４１４

（张海艳）

表１４ ２０１７年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７２号 ５６１１３２８５

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大华支行 大华路３５２号 ５６３１８３８７

３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大华支行阳城花园社区支行 阳城路２４６－２４８号 ６３０６６８２９

（徐　芳）

表１５ ２０１７年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１９８号 ５６６７５２１２

２ 吴淞支行 淞宝路７４号 ５６１７５６５４

３ 杨行支行 杨鑫路３２８号 ５６８０１３７０

４ 月浦支行 月罗路２５１号 ３６３８８６２５

５ 盛桥支行 鹤林路７８弄２号 ５６１５１７９５

６ 罗泾支行 沪太路８８７７号 ５６８７５７００

７ 罗店支行 集贤路６０２号－６１２号 ６６７１１９６８

８ 罗南支行 东太路１１８号 ５６０１１９５１

９ 刘行支行 菊泉街６２８号 ５６０２３６６１

１０ 顾村支行 水产西路１０９８号 ３３７１８７４２

１１ 祁连支行 聚丰园路５８８号 ５６１３０２５０

１２ 大场支行 界华路８２号－９０号 ６６６２０１５２

１３ 庙行支行 共康路４３０号 ５６４８６１１２

１４ 淞南支行 淞南路３９９号 ３６１４０６１０

１５ 高境支行 殷高路６５号４幢１０４室、１０５室 ５６８２７６１７

１６ 顾新路分理处 顾新路１５号 ５６０４２８７９

１７ 友谊支行 友谊路１９１３号－１９１７号 ６６７５０５９１

１８ 华和路支行 华和路２８４－２８６号 ３６３９７８８１

１９ 杏林分理处 菊太路１２２３号－１２２７号 ３６３８８６５３

２０ 市一分理处 市一路２５３号 ５６８６３６７１

２１ 陈行分理处 陈行街６６号 ５６８７１０３７

２２ 共富分理处 共富路３５３号 ３３７０９８９２

２３ 大华分理处 行知路３３９号 ５６７０３３２６

２４ 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１８１８号 ５６９９０９４３

２５ 长江南路分理处 长江南路６９５号 ６６７９９６２８

２６ 淞青路分理处 淞青路１８号 ３６５８６５２８

２７ 杨泰路分理处 镇新路１８８号 ６６０３７６７９

２８ 菊盛路分理处 菊盛路８６１号 ５６４５１５９１

２９ 四元路分理处 四元路１５１号 ６６９３００２１

（沈　龙）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下设营业部１个，在册
职工１９人，其中具有各类技术职称专业
人员１９人，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９４％。
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１５９９５９５万元，比年
初增加７４５７２６万元，增加８７３３％。各
项贷款余额 １２６５７３１０万元。其中：政
策指令性贷款余额 ５５０１３１０万元，占
４３４６％；政策指导性及商业性贷款余额
７１５６０万元，占５６５４％。完成国际业务
结算量７６４８１２万美元，完成贸易融资
业务量１０７４１６６万美元。无不良资产。
全年实现利润 ５６３６万元，人均利润
２９７万元。该支行坚持政策性银行办
行方向，支持涉农实体经济，在做好政策

性粮油储备业务同时，提升对光明食品

集团及林业集团信贷支持和服务创新，

年内首次实现对大华集团下属公司大场

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信贷支持。扶持

涉及民生中小型民营企业投向绿色食品

领域，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做到支持粮

油全产业链，为上海市粮食产业建设和

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张海艳）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
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成立宝山中心支
行，辖内有大华支行、阳城社区支行，从

业人员 ５０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１００％。年末各项存款余额 ４２亿元，比

上年新增１６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６０亿
元。业务范围包括：负债业务、资产业

务、中间业务，在大华、月浦、罗店、共康、

吴淞、泗塘等区域均设有离行式ＡＴＭ自
助服务机１５台。年内还开展“案防”活
动、反诈骗反洗钱等宣传教育活动，使防

控工作深入社区。 （徐　芳）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至年
末，该支行在册员工 ３７１人。其中：具
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２７８人，占 ７５％；具
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１３１人，占 ３５％。
年末各项存款余额 ４６８７９亿元，比年
初增加５８５８亿元，增加１４２８％；各项
贷款余额 ２１１３９亿元，比年初增加
４７０８亿元，增加 ２８６５％。下辖营业
网点 ２９个，共有包括 ＣＤＭ存取款机、
ＡＴＭ取款机等各类自助设备１０８台、多
媒体终端 ３０台，网点及机具分布于宝

山区辖内各街镇。该支行坚持为辖区

内居民及企业提供多样化综合金融服

务，面向居民客户推出“鑫意”理财、

“鑫福金”信用卡现金分期业务、“全家

贷”家庭消费贷款等多种特色产品，为

区内居民投资理财、购物消费提供多种

选择渠道；面向“三农”（农业、农村、农

民）和中小、小微企业推出公司开放式

理财、票据质押授信、国际贸易融资、跨

境人民币结算等各类投融资服务，助力

辖区内企业发展；面向公务人员、退休

人员推出“鑫餐卡”“工会卡”“敬老

卡”，获得客户好评。 （沈　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宝山区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内设５个
部门，下辖１个直属营业部、７个二级支
行，在业务管理上包括３０个代理网点。
在册员工１９４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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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 ２０１７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营业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宝山支行营业部（自营） 牡丹江路１３１７号 ６６７９３１０１

２ 双庆路支行（自营） 双城路８０３弄９号楼１０１室 ６０９５００５０

３ 塘西街支行（自营） 塘西街９０号 ５６８６２９０５

４ 美兰湖支行（自营） 罗芬路９８９弄３号 ３６６２２７２８

５ 泗塘支行（自营） 呼玛路６９０－２号 ６６２１６０５８

６ 罗泾支行（自营） 新川沙路５１６号 ５６８７１７７９

７ 月浦支行（自营） 德都路５２－４号 ６６９３１７９８

８ 锦秋路支行（自营） 锦秋路７６５号－７６９号 ５６５６９３３１

９ 宝林八村营业所（代理） 宝林八村８５号 ３６１００１５４

１０ 月城路营业所（代理） 月城路２３１号 ５６８００６１４

１１ 罗店营业所（代理） 市一路１６６号 ５６８６３０５４

１２ 南东路营业所（代理） 南东路６５弄１１号－１６号 ３６５１８９７９

１３ 大场营业所（代理）） 沪太支路１３１６号 ５６６８１４２９

１４ 高境营业所（代理） 殷高西路１００号 ５６８２３０１４

１５ 海滨营业所（代理） 青岗路１２号 ５６１７４３８０

１６ 吴淞营业所（代理） 淞滨路８１１号 ５６６７３５５４

１７ 盛桥营业所（代理） ?川路５５４２号 ５６１５７７７１

１８ 共康新村营业所（代理） 长临路５６８号 ５６４０２７５６

１９ 牡丹江路营业所（代理） 牡丹江路１７４５号 ５６６９２８４０

２０ 长江西路营业所（代理） 长江西路１５９９号 ５６６９８０８２

２１ 淞南路营业所（代理） 淞南路３５１号－３５３号 ５６８２６２１１

２２ 共富路营业所（代理） 共富路１７８号－１８０号 ３３７１１２６５

２３ 张庙营业所（代理） 长江西路１４５１号 ５６９９２２０５

２４ 永清路营业所（代理） 永清路２９１号 ５６１７６６０５

２５ 长江南路营业所（代理）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９２号－１９４号 ５６８２３３５９

２６ 潘沪路营业所（代理） 潘沪路２０５号 ５６８７４２２４

２７ 新贸路营业所（代理） 新贸路５号 ５６０４６０２４

２８ 聚丰园路营业所（代理） 聚丰园路１２７号 ３６１４０７２０

２９ 阳曲路营业所（代理） 阳曲路１０７３号 ５６７９６１０２

３０ 龙镇路营业所（代理） 龙镇路７１号 ５６１２３０６８

３１ 顾村营业所（代理）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３００号 ６６０４０１４１

３２ 杨泰路营业所（代理） 杨泰路１９８号 ５６８０８３２２

３３ 大华营业所（代理） 真华路１１０８号一楼 ６６３５２３４１

３４ 刘行营业所（代理） 菊泉街６１８号 ５６０２２０２８

３５ 大华二路营业所（代理） 大华二路１３９号 ６６３６７１２４

３６ 三门路营业所（代理） 三门路５０５弄５１５号－５１７号 ５５０３４１８１

３７ 庙行营业所（代理） 三泉路１７１１号 ５６４１９２１２

３８ 馨佳园社区营业所（代理） 菊盛路８７７号一楼 ５６１２２０２１

（刘园园）

１６０人，占８２４７％。该支行个人年末储
蓄时点余额４２６亿元（不含邮政代理网
点），信用卡结存卡量１５万张，零售信
贷共放款 ７９４亿，结余余额 ２３６８亿；
公司存款时点余额１００５亿元，公司条
线授信额度８５亿元。各类业务总体发
展良好，保持“零案件”态势。该支行本

着“根植宝山、遍布宝山、服务宝山”服

务宗旨，服务社会大众，服务中小企业、

小微企业，服务宝山实体经济。根据市

场需求，设计出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致力

于打造“全功能零售型”商业银行。重

视普惠金融服务工作，服务“三农”（主

要为涉农商户、农产品企业主）、小微企

业、社区等，组织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宣传、反假币宣传、“金融知识进万

家”等活动。

邮储银行是上海最早开办离退休人

员养老金发放的银行，其中宝山地区的

代发量超过１０万人次，每月代发金额近

３亿元。该支行承担社会责任，坚持“爱
民、便民、利民、为民”服务宗旨，打造敬

老服务特色品牌，配合上海市养老金社

会化发放工作，多次被上海市银行同业

公会、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社

会服务处评为上海市“养老金发放优质

服务窗口”单位。支行辖内所有网点全

部提供代发养老金服务，为离退休人员

提供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并根据老年客

户特殊要求，为有困难老人提供上门服

务，确保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取养老

金。年内，基层客户经理黄孝斌获“２０１７
年度上海银行业服务小微企业最佳客户

经理奖”；基层营业员王磊被评为“宝山

区十佳金融服务明星”；支行营业部获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金融消费者满意单位”
称号。 （刘园园）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２０１７年，该支行下辖营业网点１０个，在

职员工人数１５０人。至年末，各项本外
币存款余额１２１３４亿元，其中储蓄存款
余额６３７８亿元；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４８２亿元，其中个人贷款余额２４４７亿
元。该支行以政府类业务为核心，拓展

商品住宅物业维修基金业务、企业保证

金存款业务等，以综合金融服务为抓手，

保持对公负债业务稳步增长。重点拓展

新型业务，在投行业务、金融市场业务、

托管业务等领域取得突破，推进公司业

务转型发展。以消费金融、信用卡分期、

养老金融等３项业务为核心，推进零售
业务深化转型；组织开展案防培训，开展

合规风险排查，每月开展员工异常行为

排查，每季开展违规行为积分认定，定期

开展案件警示教育和案例分析，并配合

上级行开展核查员工与客户资金往来情

况等。全年未发现操作风险与内控缺陷

等情况。完善行内营销与营运、风险等

条线协调机制，在确保不碰制度红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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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７ ２０１７年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宝山支行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５２８号 ５６１１６６６０

２ 吴淞支行 淞滨路１５３号 ５６６７５５００

３ 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５５５号 ５６７３２７３８

４ 月浦支行 德都路２号 ３６３０３１０６

５ 岭南路支行 岭南路１２５１号 ５６８１６０１８

６ 淞南支行 长逸路３７１号 ５１２７７５８８

７ 共康支行 共康路２８９号 ５６４０８２４５

８ 祁连支行 聚丰园路３５７号 ５６１３６７７１

９ 杨行支行 杨鑫路４４３号 ５６４９３６５９

１０ 顾村支行 菊联路２８号 ３６３８１１７１

（王彦超）

础上加强对业务营销服务支撑。制定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２０１７年绩效工资考
核分配办法》，并结合实际对业务过程中

发现制度缺失、流程缺陷及系统漏洞查

漏补缺，不断完善制度体系；组织开展人

才盘点工作，形成上海银行宝山支行人

才梯队名单与人才队伍建设方案。同

时，建立起青年管理人才库，年内安排两

名青年骨干在支行管理岗位挂职见习，

并继续选派优秀青年员工至总、分行业

务管理部门学习锻炼。 （王彦超）

小额贷款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至
年末，该公司在职员工４人。其中：大专
以上学历３人，占７５％。累计发放贷款
２７４笔，累计发放金额４６４亿，贷款余额
５４６９万元。年内，公司本着“规范操作、
诚信经营、健康发展”原则，发挥“小额、

分散”特点，为客户提供贷款服务。公

司主要以信用、担保、抵押贷款业务运

作，提高经营管理者把握贷款投向和风

险控制能力，助力宝山金融建设，帮助

区内小企业解决发展所需资金。坚持

“客户至上，合作共赢”经营理念，服务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中小

企业、服务地方经济，把公司定位为银

行业必要补充，赢得发展先机和空间。

（姜林芳）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至
年末，该公司在册员工６人，其中具有大
专以上学历占１００％。全年累计发放贷
款３８１笔，累计发放金额 ６６５亿元，贷
款余额４７００万元，累计缴纳税收９８０８８

万元。公司坚持以服务宝山区内“三

农”（农业、农村、农民）和中小微企业发

展为宗旨，以规范操作、诚信经营、健康

发展为目标，探索和完善小额贷款公司

这一金融模式，通过各种方式把握市场

真实需求，提供帮助客户群体解决实际

问题的特色金融服务。现阶段主要金融

产品包括针对“三农”的农户生产贷款、

农户生活贷款、农业企业贷款和针对中

小微企业的月捷通、季迅通、动态质押贷

款、服务质押贷款等。公司成立至今，累

计服务企业或个人共计百余（法）人，其

中法人客户涉及制造业、建筑业、汽车

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业、服务业等多

个行业，个人客户贷款用途涵盖日常消

费、购房消费、房屋装潢等各个方面。客

户组成多样化，初步形成可持续发展

态势。 （梁　琪）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至年末，该公司在册员工３人，其中具有
大专以上员工占１００％。全年累计发放
贷款３２１笔，金额 ５３０亿元，累计收回
２７９笔，贷款余额８８０２４６万元。公司贷
款面向“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和小

企业贷款占比较大，主要服务于中小企

业贷款需求，帮助解决部分宝山地区“三

农”和小企业融资难题。公司结合宝山

地区企业实际，综合运用信用、抵押、质

押、担保等贷款方式，简化审批流程，在

风险可控情况下，从接洽———审批———

发放等一系列流程，一般一笔业务在一

周内完成。坚持“小额、分散”原则，降

低企业风险。公司制定信贷管理制度，

加强信贷管理，规范信贷行为，在新增贷

款中，严格准入对象、准入条件管理，注

重有形资产抵押，以提高偿债能力，预防

信贷风险。作为宝山区金融业联合会理

事单位，加强与银行业合作，积累一批优

质客户群，在区内中小企业中形成一定

知名度与口碑。 （陈　娓）

保险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公司　２０１７年，该支公司内设总经
理室、综合部、团体业务一部、团体业务

二部、银行保险部、个险销售部五部一

室，下设罗店营业部、水产路营销服务

部、德都路营销服务部、横沙新民镇营销

服务部 ４个营业网点。从业人数 ３７４
人，其中签订劳动合同２２人，签订劳务
派遣合同１３人，签订保险代理协议３３９
人。全年完成总保费 ３２０５６万元，比上
年增加１０５１４万元，增长４８８％。年内，
该公司推出完美创业计划，以“险商”文

化和晋升文化为引领，以夜训和通关为

手段，全力助推完美创业计划，全员在国

寿为自己创业，把队伍建设提高到新高

度。通过加快业务转型发展，提高经营

效益，坚守“保险姓保”总体方向，把创

建文明单位作为推动业务发展精神动

力，把业务加速发展作为检验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成效第一标准，于 １０月通过
“全国文明单位”复审。 （倪琴燕）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宝山支公司　２０１７年，该支公司在编
员工６１人。内设机构有总经理室、综合
部、直销业务一部、直销业务二部、车商

业务一部至三部、兼业代理业务部，下辖

大场营业所和江湾营业所两个营业网

点。全年保费收入 ３０１５０万余元，比上
年增加３０１９万元，增长１１％；支付各类
赔款２４４０７万元，简单赔付率６３３３％；
考核利润２６０４万元。

年内，支公司致力于转型发展，紧盯

规模差距，加快车险业务发展，提升非车

险经营发展能力，改善非车险结构。加

强渠道建设是公司业务入口与客户归集

地，注重增量提效，发挥纽带与支撑作

用。按照市场监管和上级要求，加强依

法合规教育和管理，强化应收保费管控，

提升风险防范意识。重视企业文化建

设，培育积极向上文化氛围，营造和谐企

业、学习型企业建设氛围。开展业务、合

规、服务等各类培训。提升服务能力和

水平，宣导“做人民满意的保险公司”共

同愿景。强化服务和品牌建设，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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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财险紧扣客户需求，推出逢“１８”必有
节、我的理赔我做主、“大手牵小手”助

学公益行、人保财险巡礼汽车城等主题

服务活动。宝山支公司紧扣活动主题，

结合公司实际，组织开展服务活动，践行

服务承诺，全面提升客户体验，以卓越服

务和强大品牌影响力赢得客户。

（雷晓燕）

证券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有各类证券分
支机构２９家，比上年增加６家。

表１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及营业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联系电话 经营地址

１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市华灵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３４７８０８ 华灵路８４９号

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６７３５７７ 牡丹江路１１８８号宝信大厦１、２楼

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团结路营业部 ５６６９８７０７ 团结路４１号

４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同济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８４１３４５ 同济路１３１号２楼

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５６６４８０ 牡丹江路２６５号

６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共和新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７６１２２８ 共和新路５１９９号

７ 华泰证券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１０６６６５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

８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７５０９９７ 长江西路１７８８号

９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殷高西路证券营业部 ３６３２７７１１ 殷高西路６３８号

１０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淞南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２２８６００ 淞南路４２７－１号

１１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康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４３３８３０ 共康路３２８号

１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翔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０３５５５１ 陆翔路１１１弄２号

１３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友谊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９３２７９９ 友谊路１５０６号

１４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月罗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８７０８３３ 月罗路２５３号

１５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秋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７８２２９０ 华秋路５８弄

１６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同泰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６７１１８８ 同泰路８８号

１７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长江南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１８１８５０ 长江南路６８１号

１８ 招商证券牡丹江路营业部 ６６０２２３８８ 牡丹江路１２４８号

１９ 光大证券牡丹江路营业部 ６６５９３８１１ 牡丹江路１２４８号

２０ 光大证券华和路营业部 ３６５２７８８８ 华和路２８０号

２１ 首创证券殷高路证券营业部 ６５６８８３９１ 殷高路６５号

２２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一二八纪念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８７０７５６ 一二八纪念路７８５号

２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跃路证券营业部 ６７３５１０２３ 高跃路１５１号

２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８６１２５７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４４０２甲、４４０２乙

２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顾北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０３６６５１ 顾北路５８６号

２６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锦秋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４５１８９３ 锦秋路８０９弄１１７号

２７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６１７３５９１５ 长江西路２３４１号２３４３号

２８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淞滨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６７２４２４ 淞滨路６００号２楼Ａ区

２９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陆翔路证券营业部 ４００１８８３８８８ 陆翔路１１１弄６号６１０室

（王奕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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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
■编辑　王素炎

２０１７年６月上旬，区统计局到街镇开展调研 区统计局／提供

统计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统计局抓统计干部
队伍建设，推进统计预警监测、统计体系

完善、经济形势研究、基本单位名录库管

理、统计信息化、统计法治、统计调查等

各项工作任务，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

优质高效的统计信息服务。

■统计预警监测　做好涉及区党政领导
班子绩效考核７项指标数据的跟踪和反
馈。做好区政府 ２０１７年目标管理相关
指标年度目标的跟踪监测和预警预测。

做好街镇、园区考核指标的跟踪监测，撰

写材料反馈指标完成情况。

■统计体系完善　健全完善生产性服务
业、文化创意产业、邮轮经济等“三新”

经济统计，落实重点新兴产业数据测算

和跟踪监测，编制《宝山区新兴产业统计

手册》，提供监测数据与成果。与区科委

协同综合评价科技创新发展情况，在匹

配主要数据指标基础上，科学分析高新

技术企业发展现状，动态跟踪张江宝山

园建设推进成效。在完成 ２０１６年楼宇
载体统计基础上，健全和完善楼宇载体

统计工作，范围从１０５个扩大至１１６个，
对其中６４个重点楼宇进行月度监测，分
析报告撰写从半年度一篇改为每季度一

篇；审批２０１７年楼宇调查制度，对新纳
入统计的载体开展走访调研、指导工作，

完成楼宇载体核查工作。

■经济形势研究　组织新兴产业、楼宇
载体经济等４个课题研究。加强与区市
场监管、税务、财政、经信委、商务委等分

析部门数据之间的关联度，与市统计局、

各区县进行数据信息的横向比较和差异

分析。走访调研罗泾、淞南、高境等街

镇，现场交流经济发展情况，到重点企业

实地考察经营情况。

■基本单位名录库管理　做好重点单位
核查工作，按照三证合一要求，分期分批

落实市局下发的２０１７年部门待处理单
位核查工作。做好调查单位增减变动月

度及年度审核确认工作，按月做好各类

企业新增、变更、退出和迁入迁出。做好

日常名录库管理系统的维护与更新，如

迁入迁出单位的调整、单位地址和行业

代码的变更等。

■统计信息化建设　应用统计数据信息
分析系统，调整完善系统细节设置，强化

提升分析展示功能，做好向街镇、园区推

广使用准备。启用视频会议系统，与市

局业务联系，提高统计工作效率。改版

宝山统计网站，优化栏目功能设置，丰富

更新有关内容。

■统计法治建设　以“七五”普法为契
机，结合“七五”普法宣传日、统计诚信

体系建设、统计年定报培训等活动，开展

统计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在区政府显示

屏、公交车站点广告栏等处设置标语，宣

传依法统计、诚信统计。对５０家企事业
单位开展执法检查，规范统计行为，查处

违法现象。选派人员参加国家、市局举

办的统计执法证培训，办理统计调查员

证，建立一支素质过硬、人员稳定的区统

计执法、调查队伍。组织对统计人员及

其他相关部门的统计法制培训，邀请市

局专家对《统计法实施条例》《上海市统

计条例》以及《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

分处理建议办法》进行解读，确保基层统

计真实准确上报。

■统计年定报工作　年内完成工业、能
源、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固定资产投

资、房地产、建筑业、劳动工资、科技、物

业中介等全行业统计专业年定报数据的

采集、整理、汇总、审核和上报工作，按要

７９１



求将数据导入统计数据分析系统，并完

成专业日常分析表的建立。

■开展专项调查　组织开展存量住房
空置情况调查，完成 ８２个物业小区调
查数据的录入、汇总及上报工作，并做

好区级自查。开展固定资产投资意向

调查，完成５４家调查单位数据的录入、
审核及上报工作。开展月度劳动力调

查，每月按时完成宝山区被抽中的９个
小区共１８０户调查户的调查工作，并与
市专管人员共同上门开展月度劳动力

工作随访。

■统计信息咨询服务　每月向区委、区
政府提供快报、月度资料等时效信息，汇

总制作统计大、小汇编等数据资料，聚焦

政策导向、经济热点和发展重点，共撰写

４８篇统计分析、１０篇统计专报，其中１７
篇获区领导批示。根据区委办、区府办、

发改委、科委、经委、税务分局、房地局等

部门需求，提供各类统计数据、信息咨询

服务。 （支宏愿）

综合经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区完成增加值
１１４７３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５％。完成
固定 资 产 投 资 ３７９０３亿 元，增 长
１１０％。其中：第二产业投资 ２５１３亿
元，增长 ３６８％；第三产业投资 ３５３９０
亿元，增长 ９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５８２４９元，增长９１％，高于经济增长
幅度。按月编写经济分析报告，开展现

代服务业企业运行监测专项工作，完成

《２０１７年服务业发展报告》，为区域经济
及行业发展形势分析把脉。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制定实施《宝
山区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若干意

见》，聚焦城乡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生态

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

六大方面一体化，分解落实２０项重点工
作，具体细化到５８项指标，打造“６５８”升
级版指标体系。出台《宝山区（罗店镇）

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围绕罗店“一镇两貌”功能区域

布局，撬动产业、文化、美丽乡村等板块

功能提升，全面推进罗店镇国家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推动罗泾镇成功入选国

家第二批特色小镇，打造“长江口绿色小

镇”，总结罗泾镇村经委托镇管案例，作

为宝山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特色工作

成果上报市发改委，并入选全市特色小

镇发展案例。宝山区小微创业者激励计

划入选市政府城乡居民增收综合配套政

策试点。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将军民融合工作
纳入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

划，完成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国防动员军

民融合专项潜力统计核查关于宝山区国

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信息调研工作。定

期组织召开军地协调小组联席会议，听

取部队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及部队建设

中相关需求，全年国防经济动员考核居

全市前列。

■优化产业扶持机制　修订出台新一
轮支持产业发展“１＋９”政策，编制
２０１７年度“１＋９”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
用计划，通过“１＋９”专项资金“四两拨
千斤”经济杠杆效应，宝山区机器人、海

洋装备、卫星应用、新材料等先进制造

业快速发展，邮轮产业、大数据、平台经

济、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四新”（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加

快集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平台

对接诚信平台和事中事后监管平台”案

例入选全市第一批自主改革创新经验，

向全市复制推广。全年召开联席会议

１０次，扶持企业（项目）８２７个（不含申
报市级未获资金项目 １７２个），扶持金
额２８２亿元。探索租税联动机制，聚
焦１万平方米以上的服务业载体，鼓励
其吸引具有品牌价值、自主创新能力和

资源整合优势的企业落户，提高载体利

用率和产出率。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

提升服务业载体功能品质的操作细

则》，加强政策引导和动态监测，搭建

“政企沟通面对面”平台。规范和完善

招大引强操作流程，做好软通动力等１３
家企业的招大引强工作（其中 １２家获
财政分成政策支持）。制定《宝山区优

化企业发展环境相关办法》，及时跟踪

企业迁出情况，全年成功挽留企业

７３家。

■深化各领域改革　出台实施《宝山区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围

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培育发展新

动能、降低企业成本、加快政府管理制度

创新、补齐发展短板、推进城乡发展一体

化等六个方面，提出 ２４项重点工作任
务。制定《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全面深化改革
工作要点》，聚焦政府管理、投资管理、创

新创业、新型城镇化、社会民生等５项重

点改革领域，提出２７项改革工作。“加
快创新拓展邮轮产业链，大力培育发展

新动能”典型经验做法作为全市落实国

务院第四次大督查６个典型案例之一，
上报国务院。总结“宝山区以服务原宝

钢集团去产能为依托，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实现区域经济转型发展”案例，作

为全市“发力供给侧改革，推进动能转换

产业转型”材料之一。推进区域经济统

筹发展体制改革，形成“区投资促进工作

领导小组＋区投资促进中心＋镇投资促
进分中心”的区域统筹运作模式，起草

“关于推进产业项目准入、土地供应实施

区级统筹情况”等报告，制作《宝山区投

资促进指南》，制定《区投资促进主题活

动方案》，印发《宝山区落实街道对区域

内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建设权的实

施办法》。

■推进重点地区建设　明确南大地区开
发运营体制机制，为理清南大开发收储

成本、预期收益情况，明确科学高效的开

发建设体制提供支撑。完成南大地区开

发财务收支测算，初步形成南大生态区

多方合作开发方案，起草《宝山区关于推

进南大未来生态智慧城发展的若干意

见》。建立吴淞工业区“１＋Ｎ”开发框
架，协调推进国际能源创新中心、中铝地

块“上铜１９１２”等项目建设。

■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制定《宝山区加
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重要功能区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安排》，在
聚焦创新平台、创新人才、创新环境、创

新布局等４个专项方面提出２１项重点
工作。制定《宝山区进一步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实施方案》，围绕积极复制推

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上海

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制度创新

成果，鼓励各类主体探索创新、先行先

试，在双创发展的若干关键环节和重点

领域，率先突破一批瓶颈制约，提出５个
方面任务、２６项工作举措。

■聚焦重大产业项目　３月２９日，集中
启动纳入２０１７年政府目标管理的２０个
启动类重大产业项目。临江商业商务中

心、中铁工业研发用房、华伟技术表面、

智慧湾（二、三期）等１８个项目于年底启
动。重点协调推进顾村镇智慧湾科创

园、菊泉文化街、大场镇中邮普泰转型项

目、上海大学影视基地、高境镇临港新业

坊、文教产业园和液化气站搬迁项目、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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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镇江南造船厂等２０余个存量地块转
型项目。

■聚焦政府投资项目　制定《宝山区区
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及配套办法，

提升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水平。２０１７年
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涉及４８０个项目，安
排资金１２７亿元，每月执行月报制度跟
踪项目计划执行情况。争取获得市级补

贴资金，全年共获市级补贴６６６亿元，
下达２０３亿元。推进完成“５＋１”（南大
北排水系统、乾溪排水系统、何家湾排水

系统、盛宅排水系统、虎林排水系统以及

庙彭排水系统）排水系统、国权北路、陆

翔路、祁连山路等市级重大工程投资核

定。顾村拓展区（新顾城）投资估算、淞

南逸仙路东侧地块投资估算、罗店大居

投资估算调整、庙行镇“康家村”城中村

投资估算审核等完成并审议通过。完成

历时三年的２０００平方老旧小区表前改
造（光明工程），共计约 １３万户工程量
（包括 ５万户售后公房和商品房），获
２０１７年度区政府实事工程群众满意度
第一名。

■推进“放管服”工作　撰写《宝山区
“放管服”改革情况总结和建议》，对全

区各职能部门“放管服”改革进行系统

梳理，制定《宝山区“放管服”改革２０１８
年工作任务》，完成全区近年来民间投资

行政审批情况核查。推行容缺预审、“串

并”结合、提前介入、事先预审、绿色通道

等方式，加快手续办理，提升行政服务

效能。

■推进节能降碳工作　全区全年单位增
加值能耗下降６５２％，降幅排名全市第
二位。召开全区节能联席会议，制定下

达《“十三五”节能降碳考核体系实施方

案》《宝山区２０１７年节能降碳重点工作
安排》，明确全区节能降碳工作重点。梳

理完善上海市下达的７０幢既有公共建
筑分项计量安装工作并上网连接工作。

开展节能宣传活动，促进宝山绿色低碳

发展。友谊路街道住友宝莲－宝山五村
低碳社区成功创建市首批低碳社区。

■加强市场价格管理　制定《宝山区养
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的实施意见》，完成

全区停车场（库）和公共停车场收费备

案和审核工作，开展试点区域内经营性

停车场（库）市场调节价和住宅小区开

发商产权地下车库停车收费相关调研工

作，调整区民办学校学费，开展区景点门

票价格专项整治梳理工作。撰写“‘放、

管、服’与收费体制改革初探”一文在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价格系统“深化价格放管
服改革思路和工作措施”专题研究中获

三等奖。

■开展市场价格监测　每日及时准确上
报价格监测数据并在宝山电视台新闻联

播栏目中滚动播出，让老百姓及时了解

宝山区内部分主副食品价格信息。

■组织涉案财产价格鉴定　区发改委
（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做好涉案、涉

纪、涉税的价格认证工作，全年共受理各

类鉴定案件 ５７５件，案值 ６２７万元。撰
写“浅议如何进一步做好价格认定工

作”一文获“上海市２０１７年度价格认定
课题研究活动”二等奖。 （胡婷婷）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共１５８户，比上年净增加５户；国
有企业资产总额 ５１０１４亿元，增加
３４５９亿元，增长 ７２７％；负债总额
２７２２３亿元，增加 ９６８亿元，增长
３６９％；所有者权益 ２３７９１亿元，增加
２４９１亿元，增长 １１６９％，年度完成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率１０１８７％。全区城镇
集体企业６７户，比上年减少３户；城镇
集体企业资产总额 ４１２５亿元，减少
０２６亿元，减少０６３％；负债总额２２５８
亿元，减少１２８亿元，减少５３６％；所有
者权益为 １８６６亿元，增加 １０１亿元，
增长５７２％，年度完成集体资产保值增
值率１０６４２％。

■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开展国资
国企战略版块功能定位研究，形成《宝山

国资集资战略版块功能定位方案》。构

建国资投融资平台、邮轮滨江版块、商业

贸易版块、开发建设版块等，按照成熟一

块启动一块的原则，年内启动国资投融

资平台和滨江邮轮版块建设，引入优质

战略资源，增强核心竞争力，助推国有企

业做大做优做强。启动宝山国资投融资

平台建设工作，形成初步方案并稳步推

进。启动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综合

改革，筹备设立上海吴淞口投资有限公

司。理顺宝纳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关

系，出资人由区纳米办调整为上海新宝

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理顺南大开发公

司出资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出资人

由区城投公司调整为上海新宝山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落实国企领导人员薪酬制

度，完成８家直管企业领导人员薪酬考
核工作，形成《关于２０１６年国资委直接
管理企业领导人员薪酬考核的情况汇

报》，通过开展相关检查工作，以薪酬改

革制度落实为纽带，完善薪酬考核激励

约束机制。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

推动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与上海临港经济

发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

立上海临港新业坊城工科技有限公司，

北翼集团与万图投资公司投资成立上海

复客北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加强国资监管体系建设　结合“三个
一批”（转型发展一批、改制重组一批、

关闭歇业一批）工作指引，推进国资系统

委托监管工作，理顺区属委托监管企业

出资人关系，推进企业“关、停、并、转”，

在理顺委托监管单位下属企业资产关系

前提下，将企业纳入国资经营预算范围。

加大各委办局、街道、园区所属企业整合

工作，完成全区３个街道“１＋９”（１家平
台公司即上海宝山国资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９家直管企业）平台公司的资产情况
摸底汇总，基本完成吴淞街道、张庙街道

下属企业资产关系整合工作，启动对区

人保局、民政局、教育局部分下属企业资

产划转工作。完成宝通公司产权界定，

宝通公司经济性质由原来的集体所有制

调整为全民所有制，并将其出资人由区

集资委调整为区国资委。配合做好部队

“停偿”工作中涉及委托管理项目的综

合协调、接收工作，启动 １８家军队“停
偿”委托监管项目的接收单位落实工作，

保证接收后委托监管项目继续正常运

行。完成２０１７年度国资经营预算收益
统计审核和收缴工作，编制范围为上海

新宝山资产经营公司、长江口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宝恒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城乡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宝房集团、宝建集团）、宝山粮油购销

有限公司、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开发有限

公司、宝山工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绿

色生态置业有限公司、吴淞口开发有限

公司、上海久安实业开发总公司，开展直

管企业月报、季报、年报及财务预算相关

工作，利用财务风险预警信息系统，实现

动态监测，按季度形成分析报告。出台

《宝山区国有（集体）企业领导人员履职

待遇和业务支出管理办法（试行）》，重

新修订《关于健全完善“三重一大”事项

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实施细则》，明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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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集体）企业领导人员履职待遇、业务

支出管理及国资系统重大事项决策、重

要项目安排、重要干部任免、大额度资金

使用等方面议事规则和标准要求。对区

国资委履职清单进行梳理，在《区国资委

行政责任清单》《区国资委事中事后监

管事项清单》基础上，形成《宝山区国资

委（集资委）管好资本、服务企业履职清

单》，将监管职责分成２５类共７１项监管
事项，明确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的监管权

力和责任清单。全年受理各类行政审批

事项１１２项，其中审批、审核７５项，备案
２３项，资产评估核准、鉴证１４项，办结率
１００％，满意率１００％。

２０１７年７月３１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行政执法记录仪全面启动仪式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推进区域重点项目建设　全年区国资
委直管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共计２９项，
投资规模１７９亿元。其中：项目建设２７
项，总投资１７５５亿元；对外投资 ２项，
总投资３５００万元。国有资产参与区域
重点项目建设，推动区属企业良性发展，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进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二期工程、上海秋晖养老院、北

翼集团美罗湾三号地块、粮油公司束里

桥粮库等重点项目建设。配合做好环境

整治工作，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发挥国

资国企带头作用，以项目化方式推进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中小河道综合整治、涉

黄涉赌、消防隐患场所等各项综合整治

工作，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任务。

在城中村改造、大居管理、旧区危房改造

工作中，主动协调配合各相关责任部门。

配合市国资委推进南大地区综合整治中

市属企业的征收补偿工作，年内完成华

谊集团征收补偿工作，与百联集团签订

补偿协议，与长城华美仪器化剂有限公

司达成补偿协议。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通过上海联合产
权交易所完成产权交易鉴证项目１２宗，
成交总资产 ４５１１万元，净资产 ３５３６万
元，其中通过上市挂牌方式，完成转让项

目１０宗。 （王剑青）

市场监督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市场主
体１８１３５１户，比上年增加 ２７８９６户；注
册资本１００４６１９亿元，增加２４１３３６亿
元。其中：企业合计 １４７０８１户，注册资
本 １００２７７０亿元；个体工商户 ３４１６９
户，注册资本１６６３亿元；农民专业合作
社１０１户，注册资本 １８６亿元。年内，
全区共新增企业３０１５５户，其中法人单
位２８７０２户，新增企业注册资本２６２１１３
亿元；迁入企业１５７６户，其中法人单位
１５２４户；迁入企业注册资本 １８２１８亿
元。年内，区市场监管局被授予“２０１７
年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

行动取得突出成绩单位”“２０１７年度上
海市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监管科王乐平被

国家工商总局授予“全国工商和市场监

管部门推进非公党建工作表现突出的个

人”、消保委杨杰被中消协授予“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年度全国消协组织先进个人”称
号；３０余个（次）单位、个人分别获“上海
市青年岗位能手”等称号。

■服务转型发展　全面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推动“多证合一”“两证整合”，建立

跨部门企业准入“单一窗口”制度，将服

务触角由注册登记向企业设立共性事项

延伸，内资企业办事时间由８个工作日
缩短至５个工作日，外资企业由２０个工
作日缩短至５个工作日。推动市工商局
出台《支持邮轮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

完善注册许可网上预约服务、证照寄递

服务等举措，企业登记平均等候时间缩

减三分之二。全区共新增市场主体

３５６５５户，注册资本２６２４９８亿元。

■深化事中事后监管创新　牵头实施跨
部门双随机抽查，推进“互联网 ＋监
管”，开展活禽交易市场监管、合同格式

条款、房屋销售明码标价、广告企业监管

等４４项双随机检查，联合区内其他５个
部门开展餐饮服务企业跨部门双随机抽

查，提升监管效率。

■推进质量强区建设　开展第二届“区
长质量奖”评选，开展质量发展“一镇一

特色”活动，推出全市首例区域范围园区

服务质量指数研究成果，举办亚太邮轮

大会旅游标准化论坛，推动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牵头成立国内首家邮轮港口服务

标准联盟。

■实施商标广告和名牌战略　加大商标
宣传力度，全年共新认定著名商标 １５
件、延续认定１５件，全区有效注册商标
达到２９７１６件，比上年增加１５％。支持
广告业健康发展，全区新设广告经营单

位５７７６户，增长３％。

■开展标准化建设　推进标准化示范点
建设，新增钢银电子商务、罗泾镇花红村

等６家市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其中５家
为重点项目，１家为一般项目。指导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中国弹簧厂等７家单
位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通过市专家组

验收。

■开展特种设备监察　依托“科、队、所、
特检所”的“四位一体”监管体系，以全

国安全生产巡查为重点，强化特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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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察，全年共检查特种设备单位

３１５７家次，比上年增长０２２倍；抽查设
备台数４５３２台（套），查处特种设备案件
１１４件，罚没款４５７４４万元。开展特种
设备第三方风险评价工作，借助社会力

量对１０家加气站及氨制冷特种设备使
用单位开展安全风险评估。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聚焦食品安全隐
患和突出问题，对大型批发市场实施“驻

场监管机制”。开展高风险餐饮单位

“夜鹰＋双随机”检查，全年共检查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５９６万户次，监督覆盖率
４１８８％，问题发现率２６２％，未发生重
大食品安全事故。开展突出问题综合治

理，整治消除无证无照食品生产经营户

９１３２户，消除率５４％。开展小餐饮备案
管理，全区有１０５户小型餐饮服务提供
者提出申请。委托第三方认证机构对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开展食品安全质量评

估，首批参评单位覆盖１０家高风险食品
生产企业、１０家大中型食品生产企业、
５１家食品经营企业。在全市率先启动
食品安全“守信超市”创建活动，全年共

有９家市级“守信超市”（其中２家市级
“放心肉菜示范超市”）首批通过验收。

市食品药品安全办公室在宝山区召开部

署推进会，全面展示、推广宝山区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成效。

■加强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监管　全
年共开展药品监督检查１５６７户次，化妆
品监督检查１０６６户次，对药品和医疗器
械企业的监管户（次）数比上年增加

２１７％。行政处罚１６件，罚没款７３万
元。监督抽检８８６件，合格率９９６％，没
收销毁不符合规定化妆品１０６件，开展
ＡＤＲ病例报告６３８６例，化妆品不良反应
病例报告３２例。

■推进违法违规经营整治　以助力人口
调控和管理服务工作为重点，创新工作

方法，主动对接街镇建立“先行约谈”机

制，劝退８０余户企业。全区共整治、消
除各类违法违规经营户１２１２户，消除河
道周边违法违规经营户１４７户。

■强化执法办案　围绕群众关心、社会
关切的重热点问题，优化工作方法，拓展

办案领域，推动大案、要案、精品案的查

办。全年共查办各类案件１８１４件，罚没
款３８１６万元。在全市率先建立法制建
议制度，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维护市场监

管部门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

■推进产品质量监管　开展电线电缆、
儿童用品、内墙涂料、学生服、危化品及

危化品包装物、食品相关产品、消防产品

等７项专项整治，围绕原材料、生产过
程、标识标注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针

对民生重点产品，开展电线电缆、灯具、

纺织品、建筑装饰材料、木家具、儿童玩

具产品、食品相关产品等７类产品区级
监督抽查，共抽查生产企业５０家，抽样
９０批次，合格６６批次，不合格２４批次，
其中立案查处４件。

■组织民生计量检查　开展计量器具日
常监督检查及重大节假日专项检查，共

检查企业１５６７家，比上年增加２７％，检
查计量器具５７１９台，增加１０５％；检定／
校准／检测计量器具 ４７６５３台件，增加
１７％。开展“５·２０计量日”“９·９眼镜
配镜计量日”活动，为消费者提供免费计

量服务。推进罗泾镇创建“诚信计量示

范镇”，并通过验收。

■处置公众诉求　全年共处理各类公众
诉求３０３２３件，比上年增加９０％，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１３６０６０万元。率先在
全市开展旅游行业和超市行业“放心消

费”创建活动，营造辖区良好消费环境。

开展联络点主题活动，提高处置“职业打

假”等疑难投（申）诉、举报工作水平。针

对不同消费者群体特点，开展消费教育和

宣传，促进消费者科学消费、理性消费。

■推动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　构建
“企业自律、宣传教育、社会监督”三位

一体的共治体系。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建档率达

１００％。推进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工作，
６４９户企业完成食品安全信息上报。
１５３户餐饮单位开展“明厨亮灶”工程，
１９５户重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以及６个
镇４８个村的农村集中办宴点完成食品
安全责任险投保。完善市、区及街镇三

级食品药品安全举报奖励机制，提高安

全隐患发现率，共奖励举报８１件，金额
４２万元。 （王　阳）

安全生产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共发生生产安
全死亡事故１９起，死亡１９人，死亡事故
起数比上年上升４６２％，死亡人数上升
１８７５％。严格事故查处，全年追究行政

责任３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５
人。全年共检查单位１４５０家次，开具法
律文书 ７１５份，立案查处 １０８起，处罚
８２５５万元。

■迎接国务院安全生产巡查督查　全年
先后６次，接受国务院安委会、市安委会
安全生产巡查、督查，并按照国务院安委

会的部署开展为期４个月的安全生产大
检查，完成国务院安委办及市安委会的

督导、督查工作。由区委、区政府领导带

队开展督查，部门开展联合督查，根据督

查反馈情况，起草《宝山区关于落实上海

市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实施意见的实

施细则》，落实安全生产改革发展要求。

■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加强组织领
导，制定和下发《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安全生
产工作意见》，贯彻落实《宝山区关于进

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若干意见》。

区委、区政府领导多次听取和研究安全

生产工作，重要工作批示督办，重要活动

带队督查。落实政府监管责任，２２个委
办局和１４个街镇园区与区政府签订安
全生产责任书，并作安全生产承诺，签约

率１００％。编印《宝山区安全生产管理
文件汇编》下发各街镇园区、有关委办

局。开展“以案说安”系列讲座，从“以

条为主”转向“条块结合”。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编印２万册《宝山区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生产告知书》下发至全区生产经

营单位。开展“五落实五到位”（必须落

实“党政同责”要求，董事长、党组织书

记、总经理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共同承

担领导责任；必须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

责”，所有领导班子成员对分管范围内安

全生产工作承担相应职责；必须落实安

全生产组织领导机构，成立安全生产委

员会，由董事长或总经理担任主任；必须

落实安全管理力量，依法设置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配齐配强注册安全工程师等

专业安全管理人员；必须落实安全生产

报告制度，定期向董事会、业绩考核部门

报告安全生产情况，并向社会公示。必

须做到安全责任到位、安全投入到位、安

全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

位）专项检查，督促企业按要求主动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单位开展“回头

查”和警示约谈，督促企业吸取事故教

训，自查自纠事故隐患。

■提高安全生产执法效能　规范执法检
查行为，制订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明确年

１０２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张庙街道国际安全社区命名授牌仪式举行 张庙街道／提供

度执法检查工作任务、工作目标、主要内

容等，规范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落实“双

随机一公开（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检

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

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监督

检查工作，制定和完善“一单两库一细则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随机抽查对象名录

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随机抽查工作

细则）”，全年对８个事项９３家企业开展
“双随机”抽查，并及时进行公开。按照

“分类监管、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综合管

控”模式，明确区级重点监管单位２４家、
街镇园区重点单位４０９家，提高监管针
对性。承担市行政执法互查第一小组组

织协调工作，通过与兄弟区的互查和交

流探讨，促进自身行政执法水平提升。

开展行政执法优秀案例、办案能手和先

进集体评比活动。定期召开行政执法工

作分析会，完成“三率”（检查率、整改

率、处罚率）上报、通报工作。构建双重

预防机制，梳理高风险点位１４５处，对确
定的高风险点定责任、定措施、定时限，

督促各有关单位落实防控措施。完善隐

患排查治理机制，坚持滚动排查、滚动治

理，督促企业加强事故隐患的日常排查

和自查自纠。参与“五违四必”（“五违”

指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

排污和违法居住，“四必”指安全隐患必

须消除，违法建筑必须拆除，脏乱差现象

必须改变，违法经营必须取缔）整治工

作，将“五违四必”整治与隐患排查治理

相结合，消除整治区域安全生产隐患。

实施重大事故挂牌督办，确定１０家单位
为２０１７年度区级挂牌督办安全生产事
故隐患单位，督促属地牵头负责组织，１０
家单位年内完成整改并通过验收。督

促、指导企业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和网上备案工作，共审查应急预案

１２６个。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提高
有关部门及企业处置突发事件能力。严

格事故调查处置，召开各街镇园区安全

生产形势通报会，分析事故原因，强化属

地监管，共完成二轮对１４个街镇园区的
通报。

■强化安全生产重点监管　严格“黑名
单”管理，修改完善《宝山区关于高危行

业、较大危险行业单位违反安全生产“黑

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加大对违法违

规企业监管力度，年内将３家隐患严重
单位列入“黑名单”管理。开展专项整

治和安全生产大检查，组织开展重大危

险源、有限空间、粉尘涉爆等专项检查，

对检查发现的隐患，落实整改责任，制定

整改措施。开展迎接中共十九大安全生

产大检查专项行动，期间关闭企业 ５１５
家，３１家企业停产停工整顿，３家失信企
业被列入黑名单公布，２家企业被新闻
媒体曝光。突出危化监管，开展加油

（气）站安全专项检查、涉氨制冷、非药

品类易制毒等专项检查。制定下发《上

海市宝山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

施方案》，开展危化安全综合治理，健全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加强职

业健康监管，完成４０家职业病危害因素
监督性检测工作，协助市局完成对２０家
单位尘毒危害专项检测工作。加强源头

管控，落实行政审批改革工作各项要求，

审批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批准

２５７件、第三类易制毒备案核发批准３６
件、作业场所申报备案１７７件、作业场所
网上预审４２５家企业。

■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　推进第三方
技术服务，对事故多发的物流行业领域

１５０家企业开展第三方技术服务，拓展
第三方技术服务领域。制定《关于加强

安全生产聘用第三方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的指导意见》，规范第三方技术报务。推

进信息平台建设，组织街镇园区安监所、

第三方安全生产监管服务机构开展信息

系统使用培训，指导检查、复查信息录入

系统，推动企业通过系统进行隐患排查

上报。调研、开发建设安全生产共享平

台，开发日常安全检查手机端 ＡＰＰ。着
力基层基础工作，制作５８块安全生产宣
传教育系列展板在各街镇园区巡展，共

巡展１２０家，参观 ６４万人次。督促企
业开展从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和培训工

作，共培训各类从业人员１２６６９人，超额
完成全年６０００名的培训任务。组织开
展“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为主题的全国第１６个“安全生产月”活
动。６月１６日，举办以“全面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主题的安全生产

大型宣传咨询日活动。推进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和小微企业监管，年内８家企
业申请二级标准化外部评审、１５３家企
业申请三级标准化外部评审，２６９家企
业申请小企业标准化外部评审，１２５家
企业申请期满复评。　

■张庙街道成功创建国际安全社区　张
庙街道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启动创建国际安
全社区，创建内容共１１大类安全项目，
具体是微型消防体验站庭院版、小区交

通微循环、电瓶车充电项目３０版、老伙
伴移动拉杆箱项目、小学门口校区交通

风险干预项目、校园安全文化项目、学生

交通知行干预项目、校车安全３６０促进
项目、幼儿居家安全大使干预项目、外来

媳弱势群体心理持续促进干预项目、九

小场所“三合一”（住宿与生产、仓储、经

营一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能违章混合设

置在同一空间内）消防安全促进项目。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成功创建国际安全社区。
（江佳炜）

２０２

行政管理



　城乡建设与管理
■编辑　吴思敏

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坚持以新一轮区域总体规划引领发展，

关注重大板块、城市更新、城乡一体化、

近期建设需求和风貌保护，推动实现科

学发展、绿色发展、城市有机更新的目

标；坚持以督察促整改、以减量提效能、

以立制强管理，依法开展土地征收补偿、

有序开展土地收储出让并全面落实全生

命管理要求，实现守底线、保发展、惠民

生目标；坚持以优质高效服务为核心竞

争力、以精细化管理为规土特色、以事中

事后监管为监督手段、以依法行政为工

作保障，全面提升工作效能。发挥规划

引领作用保障区域统筹发展，密切对接

全市总体规划，高质量完成区域总体规

划成果，形成区总体规划成果体系，并与

相关专项规划研究成果完成对接。开展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完成永久基本

农田和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形成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数据库。密切对

接全区发展重点，落实区域重大发展战

略。滨江地区：推进邮轮港建设，配合开

展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对滨江核心区

开展规划研究，启动宝山滨江整体规划

编制和控详规划调整。吴淞工业区：加

快推进结构规划编制，谋划启动若干成

片和局部区域控详规划编制，加快地区

法定规划体系完善。南大地区：加快推

进征收补偿收尾并重点结合区政府与大

型企业战略合作契机，组建专业合作团

队，启动南大地区功能提升规划研究和

优化完善。沪太路沿线城镇圈：加快推

进土地收储及出让，推进新顾城土地出

让以及罗店大居内中集商务区建设，优

化和提升顾村及罗店两个大型居住区板

块产业功能与综合功能。开展罗店镇域

总体规划及历史文化名镇规划，开展罗

泾镇特色小镇规划编制及月浦镇域总体

规划编制工作。老镇旧区改造：完善张

庙街道旧区改造规划，完成“城中村”规

划调整并推进土地收储出让，同步开展

公共设施及道路交通建设。重点关注城

市更新，探索转型创新发展。关注宝钢

升级及港区转型，科学引导企业按规划

实施转型升级。关注社会民生弥补短

板，完成４个城中村改造区域规划调整，
推进６个城中村区域项目审批和土地供
应。关注城市转型发展品质提升，落实

开放街区和１５分钟生活圈理念，抓紧推
进城市更新项目。关注城乡一体化发

展，加快镇村规划编制，推进月浦、罗店

新市镇总体规划，加快形成稳定规划成

果；加快村庄规划编制，完成３个村庄规
划批复，３个上报待批。关注近期建设
需求，结合区域总规，配合专业管理部

门，开展道路交通、科教文卫等１８个专
项规划编制。完成重大工程道路红线调

整专项规划、全区河道蓝线专项规划等。

加快推进轨道交通１５号、１８号线建设，
１５号线上盖开发方案及１９号、２２号线
路线方案确定。关注风貌保护，完成全

区５０年以上的历史建筑普查，完成全区
外环线外风貌特色区、历史建筑普查及

推荐工作；完成罗店历史风貌区保护规

划报批，配合区文广局完成固定文物点

梳理及现状调查。

坚守土地底线约束，强化土地保障

功能。牵头推进 ２０１７年国家土地例行
督察工作，完成督察整改任务。推进集

建区外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全年完成

减量化立项任务１２２５２公顷，确认任务
１０５８５公顷，超额完成市级下达的３８公
顷减量化任务，为宝山未来发展腾挪空

间。研究制定《宝山区“非改居”处置实

施意见（试行）》，推进“非改居”专项整

治。推进集体土地征地补偿工作，重点

完成南大二期三期、泰和水厂、康宁路道

路工程等重大重点项目征地包干。推进

征地房屋补偿工作，重点完成南大、５个
城中村基地及部分区市政重点项目责令

交地工作。开展土地收储出让，科学制

定土地储备计划、出让计划及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全年完成新增土地出让 １５
幅，总面积６３３５公顷，成交总额１６０３３
亿元。科学编制近期住房用地布局规划

和供应计划，对普通商品房、保障性住房

和租赁住房用地分类管理，区别市场定

位和服务人群，制定详细计划并有序推

出土地市场，探索构建租售一体的住房

保障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做好卫

片执法和违法用地综合整治工作，卫片

全部整治到位，完成１６１宗违法用地整
合整治，整治率达到９７％。配合推进全
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类住宅处置、中小

河道整治、部队“停偿”工作，全部通过

市级考核验收。

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行政服

务效能。研究制定《宝山区规划和土地

管理局关于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切

实提高行政效能的实施意见》，整合行政

审批权力，完善审批运行机制，推行行政

审批标准化建设，创新审批服务模式，推

行信息化管理，推进事中事后监管，加强

队伍建设。聚焦市、区重大工程项目，民

生保障项目，重点推进上港十四区转型

项目、国际能源创新中心项目、华域亚太

研发中心、富驰高科、金地研发中心、国

权北路、南大路、丰翔路等项目审批。加

强规划土地基础管理，提高精细化管理

水平。开展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年度

地籍变更调查、农村地籍更新调查、改变

土地用途调查、低效工业用地调查等基

础性调查工作。加强地籍和地矿管理业

务，配合开展农用地污染调查和地质评

估调查工作。完成地名审批、不动产登

记、测绘成果管理、规土信息管理平台建

设应用等工作。完成年度档案扫描及电

子数字化处理、历史档案入库及移交工

作，重点加强市政管线工程的档案管理。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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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

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工作。对土地

开展动态跟踪监管，防止闲置土地产生。

启动出让地块评估工作，对２０１４年以来
的出让合同地块建立清单目录，启动评

估前期准备。建立形成监督检查事项

“一单两库一细则”（随机抽查事项清

单，随机抽查对象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

库，随机抽查工作细则），以“双随机”形

式完成实地抽查和系统上报，将监督检

查信息与国家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互联互

通。建立“１２３４５”热线办理机制，研究制
定《宝山区规划土地局关于“１２３４５”热
线工单办理流程管理办法》，明确办理流

程和机制。规范依申请公开、行政复议

和行政诉讼工作，全年共受理依申请公

开政府信息８６６件，办理行政复议案４５
件、行政诉讼案３４件，坚持行政负责人
参与庭审应诉，出庭率达到 １００％。重
点推进上海宝山规划展示馆建设，完成

展馆土建和装饰布展。

■区域总体规划编制　完善区总体规划
编制，着重在综合交通、产业、土地整治

等核心专题上开展深化研究，并与相关

专项规划研究成果进行专题对接。完成

街镇园区意见征询，完成与市规土局工

作对接，年底总规修改稿基本稳定。推

进新市镇总体规划编制，完成月浦镇域

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编制，推进罗店镇域

总体规划前期规划研究工作。完成“新

三线”（城市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和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完善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调整工作，同步完善区级、镇级数

据库成果。完成对基本农田布局进行局

部调整，最终确定宝山全域永久基本农

田面积约２６万亩（含机动指标）。聚焦
区域２０２０年开发重点，协调新增建设用
地和减量化地块规模，合理紧凑布局新

增建设用地，确定规划建设用地方案即

２０２０年城市开发边界。全年共批复各
类规划２３项，其中控制性详细规划新编
（修编）５项、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
１２项、专项规划２项、镇村规划４项。

■重点地区规划编制　滨江地区按照全
市滨江公共空间与绿化空间全面贯通的

要求，启动开展并完成上海城市设计挑

战赛，对宝山滨江核心区开展规划研究，

通过规划编制打通滨江地区交通组织和

公共空间。综合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优

秀成果，启动宝山滨江整体规划编制和

控详规划调整工作。吴淞工业区推进深

化结构规划编制，形成基本稳定上报成

果，突出规划土地弹性管理策略，提出开

发机制和土地操作政策建议。与宝武、

上海大学和市、区相关部门沟通协调，配

合推进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项目落地。南

大地区启动开展地区功能提升规划研究

和优化完善，推进规划提标工作，突出创

新和智慧、绿色和生态主题，从原有三圈

层式发展格局提升成为“上海生态智慧

城”。顾村大居拓展区，与地产北投对接

并启动核心区附加图则编制工作以及各

类专项规划整合研究工作。

■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建设　创新实施
“城中村”改造和老镇旧区改造规划，年

底累计完成４个城中村规划调整。推动
全区重要公共项目和民生项目选址，完

成区精神卫生中心规划报批，开展樱花

大剧院项目选址及前期规划研究工作。

推动城市转型发展品质提升，落实开放

街区和１５分钟生活圈理念，推进金富门
地块城市更新工作，完成区域规划评估

并启动控详规划调整。聚焦公益衔接实

施，对标上海建设“全球城市”新目标，

对列入年度土地出让计划中的经营性用

地开展评估。

■镇村规划编制管理　完成顾村郊野单
元规划成果上报并获批准。精确落地

“新三线”，统筹落实各部门近期建设任

务。完成宝山区保护村村庄规划全覆

盖，以及罗店天平村、毛家弄村、罗泾洋

桥村村庄规划编制。配合罗泾镇完成国

家第二批特色小镇申报，配合开展全区

农业休闲旅游规划、设施农用地布局规

划编制工作及城乡一体化调研。

■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执行率１００％　市
下达宝山区９４９公顷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指标，其中市统筹指标５６９公顷、区统筹
指标３８公顷（３０公顷常规性新增计划＋
８公顷奖励的新增计划），宝山区执行率
达１００％，居全市首位。使用１０１公顷通
过减量化复垦确认产生的新增计划指标。

通过新增计划配置，主要落实顾村大居、

罗店大居、“城中村”项目、Ｓ７公路等重大
项目、重点区域、重点板块及社会事业、民

生保障项目的指标。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市下达宝山区
２０１７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为商
品住房用地计划４０～４５公顷，保障性住
房用地计划３０～３５公顷（包括经济适用

住房用地、公共租赁房用地、动迁安置房

用地），商业办公用地计划１０～１５公顷，
工业仓储用地计划１０～１５公顷。全年
公开出让１５幅地块，土地面积６３３５公
顷，成交总额 １６０３３亿元。其中：工业
用地１幅，土地面积２６公顷；动迁安置
房用地６幅，土地面积２１４公顷；普通
商品房用地４幅，土地面积２７４公顷；
商服用地３幅，土地面积３１公顷；商住
综合用地１幅，土地面积８９公顷。

■国家土地例行督察　４月 ７日，国家
土地督察上海局督察组进驻宝山，对宝

山区土地管理工作开展全面督察，督察

内容主要包括土地管理重大决策部署落

实情况、耕地保护情况、土地利用情况、

土地执法情况、土地审批情况及土地登

记和抵押融资情况。５月１１日，驻点督
察结束，督察组向宝山区反馈例行督察

问题清单。９月底，国家土地督察上海
局对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土地全域督察情况
形成督察意见书向上海市政府进行通

报，并提出督察意见。１２月中旬，宝山
区完成８５％以上问题整改；１２月２２日，
通过督察验收。

■土地收储和出让　全年完成土地储备
１６幅，面积６７２８公顷。其中：经营性用
地６幅，总面积３６０６公顷；产业用地５
幅，总面积９８２公顷；动迁安置房用地５
幅，总面积２１４０公顷。完成国有土地
划拨１２幅，总面积 ９６０公顷。全年完
成土地出让 １５幅，合计面积 ６３３５公
顷，出让金额 １６０３３亿元。其中：经营
性项目８幅，面积３９４公顷，出让金额
１３７亿元；动迁安置房项目 ６幅，面积
２１３５公顷，出让金额２３１７２５亿元。

■开展农村地籍更新调查　３月启动罗
店镇、大场镇、庙行镇、淞南镇、高境镇农

村地籍更新调查工作，其中宅基地６２９９
户，集体建设用地４２７宗。作为试点样
本的《长春村农村地籍更新调查成果报

告》得到市级部门肯定。完成罗店镇、大

场镇、庙行镇、高境镇、淞南镇区检工作，

其中罗店镇提请市调查组进行市检并获

得受理。宝山区农村地籍更新调查的市

检通过率７８％，在全市各区中名列第一
位。《罗泾镇农村地籍更新调查项目》

获市地理信息协会一等奖。

■开展土地变更调查　该项工作于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初正式启动，２０１７年１月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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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日完成调查成果上报，２月 １０日全
面完成成果检查及确认，３月经市规土
局及原国土资源部检查通过。开展

２０１６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涉及卫星遥感
监测图斑 ２７２个，面积约 １７６１３公顷
（２６４１９亩）。按照变更调查总体要
求，全面掌握宝山区范围内在土地利用

中发生的权属和地类变更状况调查，形

成图件、数据及影像资料等成果，并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与

遥感监测工作。

表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立项工作情况

镇 区下达任务面积（公顷） 已立项个数 已立项面积（公顷）

罗泾镇 ８ ５ ８．１７

罗店镇 １０ ３６ ３６．８７

月浦镇 １０ １３ １３．１３

顾村镇 ６４ ３４ ６４．３５

杨行镇 ０ ０ ０

合计 ９２ ８８ １２２．５２

表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确认工作情况

镇 区下达任务面积（公顷） 已确认个数 已确认面积（公顷）

罗泾镇 １５．９７ １５ １８．５８

罗店镇 ８．８７ ３０ ２８．４５

月浦镇 １２．５５ ６ ８．３

顾村镇 ５１．４２ ３３ ４７．１８

杨行镇 ３．３９ ４ ３．３４

合计 ９２．２ ８８ １０５．８５

■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全年新一
轮耕地保护责任目标明确宝山区至

２０２０年耕地保有量４２５万亩，永久基本
农田２５５万亩。上半年，完成５个镇的
区—镇耕地保护目标（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
责任书签订、７２个镇—村耕地保护目标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责任书签订。细化耕
地保护工作责任，将责任落实到各镇、责

任人，规范耕地保护巡查制度，落实耕地

保护具体措施，提高耕地保护管理水平，

落实镇政府耕地保护责任和义务，强化

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推进土地整治

和历史遗留用地拆除复垦，配合市规土

局完成２０１７年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
与监测工作资料搜集和外业调查。完成

“十二五”期间确定的１１万亩高标准基
本农田建设项目精准落图工作，完成原

有的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调整更新为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和界桩工作，并

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纳入到区基

本农田保护数据库中，提高基本农田保

护工作数字化建设水平。完成永久基本

农田上图入库落地到户，做好“落地块、

明责任、设标志、建表册、入图库”等各项

任务。

■土地减量化复垦１０５８５公顷　市下
达宝山区土地减量化任务为完成立项

３８公顷、完成复垦３８公顷。全年实际完
成立项１２２５２公顷，占市规土局下达年
度任务的３２２％；完成复垦１０５８５公顷，
占市规土局下达年度任务的２７８％。

■集体土地征地补偿　全年承办集体土
地征收项目４８宗，土地征收面积２９８９１
公顷，受理拟征地告知书项目５３个，涉
及土地征收面积 １５６３１公顷。共张贴
拟征地告知书６８份，张贴征收土地方案
公告４８份，张贴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４５份，张贴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告知
书３３份。完成结案４４宗，共签订征地

费包干协议书３５份，签订征收集体土地
补偿安置协议书３５份，涉及征地补偿总
金额４６２５９９０万元。完成南大二期三
期、泰和水厂、康宁路道路工程等重大重

点项目的征地费包干工作。

■征地房屋补偿　全年共启动６７个基
地，涉及征地面积１１７４７２公顷，居农民
总户数２３６６户，企业９家。启动签约基
地２０个，涉及签约户数 １２４７户，签约
１１１５户，启动责令交地程序签约６４户，
共计签约１１７９户。推进争议处置工作，
送达具体补偿方案共７５户，其中１７户
成功消减完成签约。实施补偿５７户，其
中１２户成功消减完成签约。至年底共
核发４４户责令交地确认书，其中 ２０１７
年核发２户（核发责令交地书４４户中３５
户成功消减完成签约）。稳妥做好司法

裁决和强制执行配套工作。开展土地使

用费征收，外商投资企业使用集体土地

企业户共７４户，全年应征收土地使用费
为５１９９万元，征收３７６８万元，征收率
为７２５％。

■加强建筑风貌管理　完成全区保护建
筑梳理工作，重点梳理８１处具有保护和
保留价值的历史建筑，一案一档建立数

据档案，按照“应保尽保”原则加强

保护。

开展罗店风貌保护区相关风貌评

估、风貌河道确定等工作。在轨道交通

１８号线、１５号线沿线，结合站点建设，对

重要沿线节点进行梳理完善，提出控保

要求，全面推进新建地铁沿线建筑的风

貌管控。

■推进行政审批许可　全年受理办理
１１２１件，包括建管类“一书两证”（建设
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事项

５４０项、市政类站场设施、道路、管线审
批事项１３６项、批后管理类收发件事项
（涉及项目放样复验、竣工验收）２６０
项、土地类审批事项（涉及土地预审、划

拨决定书、用地批准书环节）１８５项；接
待各类业务咨询 ４００余次。做好长滩
音乐厅、圈围地块方案前期沟通，圈围

地块设计方案获批复。对国际能源创

新中心项目、华域亚太研发中心、中铝

等重点项目开展业务指导，协助项目推

进。加快罗店大居、南大地区各类建设

项目审批。完成区区对接道路国权北

路用地预审，并与规划道路红线调整同

步开展方案研究及公示。完成陆翔路、

祁连山路、锦秋路、南大路、丰翔路等道

路审批。完成中铁工业研发用房方案

审批、鑫燕隆汽车二期方案预审意见，

完成超导电缆项目工程许可证核发，推

进富驰高科、金地研发中心等项目审

批。全年共办理建设工程开工复验１３４
件，办理综合竣工验收项目 １２６件，发
出核查建议书７５份。年内对未批先建
的违法建设企业实施行政处罚 ３４宗，
罚没款１２６０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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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非改居”项目专项整治　研究
制订《宝山区“非改居”处置实施意见

（试行）》，对６５１个疑似“非改居”（规模
租赁房）项目组织２次集中排查，对认定
的２３３个“非改居”项目，会同区人口办、
消防支队等部门督促整改。全年“非改

居”项目完成整治并通过验收１３２个，清
退人员约７３００名，拆除违法建筑约９６
万平方米，规范１１家企业设置集体宿舍
并办理居住证件。

■开展类住宅清理整顿　年内对２７个
项目进行分类处置，对９家已批未竣单
位开展联合约谈，对１８家已售已交付项
目建立“一楼一策”清理整顿意见。２７
个项目中，５个项目按要求调整设计方
案，１个项目实施行政处罚，２１个项目纳
入常态化管理。

■开展违法用地综合整治行动　年内市
下达整治地块 １６６宗，面积 ８４６１７亩。
全年完成整治 １６１宗，面积 ８２９２６亩，
宗数消除比例为９７％，面积消除比例为
９８％，超额完成市下达的整治任务。参
与“五违”（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

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整治工作，对生

态环境综合整治中涉及的１９块区域内
共计２５４１亩违法用地全部完成整治，整
治率达１００％。

■土地执法监察　２０１６年度土地卫片
地籍变更阶段图斑总数为２７２宗，面积
２６４１９亩。经核查，合法用地１６２宗，面
积１８６１８亩；地籍变更查实未变更 ６９
宗，面积６６５６亩；执法拆除项目３６宗，
面积１０４７亩；违法用地 ５宗。依法查
处卫片执法检查中发现的违法用地，实

施行政处罚１３宗，罚款３７９３万元。对
没收的违法用地项目，专题申报区政府

予以没收，并委托属地政府依法管理，对

符合移送条件的违法用地案件移送相关

部门处理。至年底，卫片工作处置率

达１００％。

■开展土地测绘调查服务　全年完成建
设用地勘测定界项目受理２７５件，地籍
变更测量项目受理９９件。做好规划国
土资源统一数据平台宝山区数据的日常

维护，确保数据准确性和现势性。对永

久性基本农田划分及土地分等定级工作

做相应技术分析和处置。在国家土地督

察中提供三批约 １６０个项目的图形数
据，做好对土地督察反馈问题中１５４个
图斑的数据转换、精准落地及分析。８
月２９日，开展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测
绘法》颁布为主要宣传重点的“８·２９测
绘法宣传日”等系列宣传活动，加强基础

地理信息数据的保密安全管理工作。落

实市规土局布置的“问题地图”专项检

查和整改行动及回头看工作。９月 ６
日，召开“问题地图”专项行动工作会

议，传达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对“问题地

图”进行专项检查及整治的文件精神，对

日常业务工作中涉及的地图使用情况及

全区所有镇办公场所内的地图使用情况

进行自查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

及时整改。全年提供打印各类大比例乡

镇图形８０余幅。

■城建档案管理　全年接收各类竣工档
案共８４项（４１２０卷），建筑面积４５８９２
万平方米。其中：工业建筑类竣工档案

２１项（４８８卷），建筑面积６１６４万平方
米；民用建筑类竣工档案 ５８项（３５３４
卷），建筑面积３９７２８万平方米；市政道
路、公建配套、燃气、信息管线等项目 ５
项（９８卷），长度１２１９公里。接收“一
书两证”档案３０５件，规土验收和处罚档
案４８４件，土地档案 ２２１件，文书档案
８５９件。整理著录“一书两证”档案２０７
件，规土验收和处罚档案１９７件，土地档
案１２５件，文书档案 ８５９件。对外提供
档案调阅服务４５５人次，内部查（借）阅
２４８人次。

■开展地名普查　按照《上海市第二次
地名普查实施方案》推进地名普查工作，

完成地名调查条目数普查２８０８条、补查
１６１２条，地名条目数２００４条，其中陆地
水系６４条，行政区域１３条，群众自治组
织４４４条，非行政区域１３条，居民点５６７
条，交通运输设施５８３条，水利电力通信
设施１１条，纪念地旅游景点５０条，建筑
物８３条，具有地名意义的单位１７６条。
采集２１３８条目照片（包含实地查看已拆
迁和街镇重复调查条目），照片总数

５３４３张，１∶５００００地名成果图４幅，地名
标志登记表１０２８条。

■地名管理　做好宝山区地名管理工
作，完成地名命名咨询、地名行政审批、

地名规划等工作，让地名服务宝山城市

建设，让地名文化在地域历史文脉中留

下印记。全年共审批地名３５个，其中建
筑物居住区命名１９个、道路命名１６个。

■参与承办２０１７年上海城市设计挑战
赛　７月１１日正式启动，由市规土局主
办、市规划院、同济大学、宝山区规划土

地局等单位承办。此次城市设计挑战赛

选取宝山滨江核心片区作为设计对象，

聚焦邮轮港周边区域和炮台湾南侧入口

两个区域，开展滨江开放空间体系和交

通组织等研究工作。１０月底完成评比
颁奖，上海广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获一

等奖。

■开展“８·２９测绘法宣传日”系列宣传
活动　８月２９日，开展以“认真学习宣
传贯彻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及

全覆盖排查整治‘问题地图’专项行动”

为标题的测绘法宣传活动。活动以上海

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作为主宣传点，区规

划土地局下属１１个规土所所在镇、园区
办公室作为分宣传点，通过宣传报、横幅

展板、各类地图和宣传手册等开展宣传

活动。

■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搬迁　（参见
“建筑业

!

房地产业”房产交易）

表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批复规划情况

序号 规划名称 规划类型 批准文号 批复时间

１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顾村潘泾社区 ＢＳＰＯ－０３０１单元（顾村
星星村动迁安置基地）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７］２８号 ２月２７日

２ 关于同意《宝山区杨行中心社区ＢＳＰＯ－０５０１、０５０２单元（杨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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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７］１８１号 １０月１９日

３ 关于同意《宝山区杨行?川社区０９、１２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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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２７号 ２月２７日

４ 关于同意《宝山区杨行中心社区（原为杨行 Ｂ社区）ＢＳＰＯ－０５０１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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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４８号 ３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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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规划名称 规划类型 批准文号 批复时间

５ 关于同意《宝山区杨行?川社区（原杨行 Ｄ社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４７和４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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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８６号 ５月２５日

６ 关于同意《宝山区泗塘社区（Ｎ１２６０３）控制性详细规划Ｆ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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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１１０号 ７月２０日

７ 关于同意《宝山区ＢＳＰＯ－１６０１单元（丰翔城市科技园）控详规划
Ｄ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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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１３６号 ８月３１日

８ 关于同意《共康社区 Ｎ１２０７０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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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１６１号 ９月２９日

９ 关于同意《宝山区ＢＳＰＯ－１１０１单元（海滨社区）水产路永清路街
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沪府规［２０１７］２１号 ２月１３日

１０ 关于同意《宝山区月浦镇Ｇ８ＢＳ－０００１单元石洞口小区街坊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沪府规［２０１７］５１号 ４月１１日

１１ 关于同意《宝山区Ｎ１２００８０１单元?藻浜物流区０３街坊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沪府规［２０１７］１５６号 ９月２１日

１２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顾村生态绿心特定区ＢＳＰＯ－０２０１单元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宝府［２０１７］１３０号 １１月２２日

１３ 关于同意《上海市罗店历史文化风貌保护规划》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沪府［２０１７］３４号 ４月５日

１４ 关于《宝山区库罗南社区控详规划Ａ街坊实施方案》备案的审查
意见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规土资详［２０１７］３６７ ６月１３日

１５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联东村等城中村改在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
局部调整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７］２２６号 １２月１０日

１６ 关于同意《宝山区Ｗ１２１３０１单元（祁连敏感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０２、５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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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２３１号 １２月２０日

１７ 关于同意《宝山区顾村老镇社区（ＢＳＰＯ－１５０１、１５０２单元）控制
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批复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８］２号 １２月２８日

１８ 关于同意《陆翔路－祁连山路道路红线调整专项规划》的批复 专项规划 沪府规［２０１７］３７号 ３月１５日

１９ 关于同意《国权北路（何家湾—三门路）道路红线调整专项规划》
的批复

专项规划 沪府规［２０１７］１２１号 ８月９日

２０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郊野单元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的批复

镇村规划 沪府规［２０１７］１３１号 ８月２８日

２１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毛家弄村村
庄规划》的批复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７］２０号 ３月１５日

２２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天平村村庄
规划》的批复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７］２１号 ３月１５日

２３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洋桥村村庄
规划》的批复

镇村规划 宝府［２０１７］２２号 ３月１５日

表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地名命名登记情况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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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馨雅佳苑 沪宝名（２０１７）０１号 顾村镇 居住区建筑物 东至宝正路、西至周家浜支河、南至厚仁路、北至潘广路

２

黄海路
潘广路（延伸）
沪联路（延伸）
厚仁路
天仁路
尚北路
宝正路
福双路
广福村路

沪地办（２０１７）２３号 顾村镇 道路

１．黄海路（延伸）ＨｕáｎｇｈǎｉＬù。东起联杨路，西至宝正路（规划名称），道
路长１８４米、宽２０米。此为黄海路朝西延伸路段，该路原东起菊泉路，西
迄联杨路，朝西延伸后，起迄点调整为东起菊泉路、西至宝正路。

２．潘广路（延伸）ＰāｎｇｕǎｎｇＬù。东起联杨路，西迄杨泾（界泾），道路长
１０３１米、宽４５米。此为潘广路朝西延伸路段，该路原东起潘泾路，西迄
联杨路，朝西延伸后，起迄点调整为东起潘泾路、西迄杨泾（界泾）。

３．沪联路（延伸）ＨùｌｉáｎＬù。东起联杨路，西至广福村路（规划路），道路
长１１６０米、宽２４米。此为沪联路朝西延伸段，该路原东起沪太路，西迄
联杨路，朝西延伸后，起迄点调整为东起沪太路、西迄广福村路（以西约
９０米集建区线）。

４．厚仁路ＨòｕｒéｎＬù。东起联杨路，西至天仁路（规划），道路长６９１米、宽
２４米。

５．天仁路 ＴｉāｎｒéｎＬù。南起周家浜，北至潘广路（规划延伸段），道路长
８２５米、宽２０米。

６．尚北路ＳｈàｎｇｂěｉＬù。南起宝安公路，北至潘广路（规划延伸段），道路
长１０７６米、宽２４米。

７．宝正路ＢǎｏｚｈèｎｇＬù。南起周家浜（黄海路），北至潘广路（规划延伸
段），道路长７６８米、宽２０米。

８．福双路ＦúｓｈｕāｎｇＬù。东起联杨路，西至广福村路（规划），道路长１０１８
米、宽２４米。

９．广福村路，ＧｕǎｎｇｆúｃūｎＬù。南起沪联路（规划延伸段），北折东接天仁
路，道路长７５５米、宽２４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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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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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润园 沪宝名（２０１７）０２号 顾村镇 居住区建筑物 东至富长路，西至共宝路，南至联谊路，北至联汇路

４
宝山区罗店新镇ＳＢＰ０－
２２０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编）地名专项规划

沪地办（２０１７）３６号 罗店镇 规划方案
罗店新镇东部，东至潘泾与月浦镇接壤，南靠宝山．杨南路，西邻罗店新
镇西部片区，北迄月罗公路

５ 宝山锦乐汇 沪宝名（２０１７）０３号 罗店镇 居住区建筑物 东至刁浜（靠近陆翔路）、南近美兰湖路、北至美爱路

６ 宝山嘉乐汇 沪宝名（２０１７）０４号 罗店镇 居住区建筑物 东至罗南路，西近联杨路，南至美兰湖路，北至美爱路

７ “大场路”等三条道路 沪地办（２０１７）４１号 大场镇 道路

１、大场路 ＤàｃｈǎｎｇＬù。南起南大路，北迄丰翔路，道路长１３２３米、宽３２
米。

２、祁康路ＱíｋāｎｇＬù。南起丰德路（规划），北迄丰皓路（规划段），道路长
１０８５米、宽２０米。

３、丰皓路（延伸）ＦēｎｇｈàｏＬù。东起祁连山路，西迄大场路（规划），道路长
７９８米、宽２４米。该路朝西延伸后，起迄点调整为东起南陈路、西迄大场
路（规划）。

８ 馨祥佳苑 沪宝名（２０１７）０５号 顾村镇 居住区建筑物 东至尚北路，西至支五河，南至厚仁路，北至潘广路

９ 馨清佳苑 沪宝名（２０１７）０６号 顾村镇 居住区建筑物 东至沪太路，西至菊泉路，南近沙浦

１０ 新月鸿瑞园 沪宝名（２０１７）０７号 顾村镇 居住区建筑物 东至?川路，北锦月浦塘

１１ 上港滨江城盛东苑（原
名上港滨江城盛东里）

沪宝名（２０１７）０８号 友谊 居住区建筑物 东至采江路，南至富锦东路，西至帆远路，北至云海路

１２ 瑞祥大厦 沪宝名（２０１７）０９号 淞南镇 居住区建筑物 东至淞沪路（规划），北至规划路

１３ 瑞祥星汇 沪宝名（２０１７）１０号 淞南镇 居住区建筑物 西至淞沪路（规划），北至军工路

１４ 瑞祥佳苑 沪宝名（２０１７）１１号 淞南镇 居住区建筑物 南临规划路，北近军工路

１５ 大康豪瞡苑 沪宝名（２０１７）１２号 庙行镇 居住区建筑物 康宁路以东、共康路以南、东茭泾以西

１６ 同一创意园 沪宝名（２０１７）１３号 淞南镇 居住区建筑物 东至逸仙路，南至南泗塘、北至淞良路

１７ 桂泰路、兰雅路、竹弦
路、月辉路

沪地办（２０１７）７８号 杨行镇 道路

１、桂泰路Ｇｕìｔàｉｌù。东起兰雅路，西迄月辉路，道路长１５２米、宽１５米。

２、兰雅路Ｌáｎｙǎｌù。南起竹弦路，北迄盘古路，道路长４４０米、宽１０米。

３、竹弦路Ｚｈúｘｉáｎｌù。南起友谊路，北偏东迄兰雅路（规划），道路长１４０
米、宽１０米。

４、月辉路ｙｕèｈｕīｌù。南起友谊路，北迄盘古路，道路长６００米、宽２４米。

１８ 云雅新苑 沪宝名（２０１７）１４号 罗店镇 居住区建筑物 东至罗溪路，南至罗春路（规划）、西至沪太路、北至石太路

１９ 雍景丽庭 沪宝名（２０１７）１５号 罗泾镇 居住区建筑物 东至陈镇路，南至陈川路、西至潘泾路、北至潘沪路

２０ 华秀雅苑 沪宝名（２０１７）１６号 大场镇 居住区建筑物 瑞丰路以西、锦秋路以北

２１ 云卓大厦（更名） 沪宝名（２０１７）１７号 高境镇 居住区建筑物 东邻长江国际商贸中心二期商业综合体，南近殷高西路、西近江杨南路

２２ 城丰星苑 沪宝名（２０１７）１９号 城市工业园区 居住区建筑物 西至真陈路、北近?藻浜

２３ 胡庄佳苑 沪宝名（２０１７）２０号 顾村镇 居住区建筑物 西至规划共宝路、南至规划共富路

总计 道路１６条，居住区建筑物１９个

（张燕娣）

城乡建设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是实现“十三五”规划
的重要关键年，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抓

重点、补短板、强管理，推进重大工程建

设，加强行业安全监管，便捷居民出行，

解决历史结转遗留问题，为“魅力滨江、

活力宝山”建设提供保证。全年新增道

路１４４５公里，全区道路总里程达到
８３６６５公里，路网密度由３０８公里／平

方公里提升至３１３公里／平方公里。全
区共有公交线路１４０条，其中区域性公
交线路６１条，跨区运行线路７９条。年
内完成中小河道整治、地下管线普查以

及４个拥堵节点改造等３项市政府重点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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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１０月１７日，区政府实事项目
淞南、共康地区２１２３８户老公房燃气内
管改造工程提前完成。全年受理民工工

资信访投诉 ２３６起，涉及金额 １０５８亿
元。成功化解罗店大居 Ｅ２农民工工资
等信访群访。

■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全年市、区重大
工程共有 ３０项 ５１个。除 Ｓ７公路一
期、轨道交通１５号线南大路站、富长路
（Ｓ２０—金石路）３项节点有所滞后外，
其余均完成年初目标，其中康宁路全线

完工、泰和污水厂开工、杨南路荻泾桥

矛盾化解等取得突破性进展，年终最终

考核位列全市各区县第二名。铁路轨

交中，轨道交通１５号线丰翔路站、锦秋
路站、顾村公园站完成交地，南大路站

富扬浴室、新大化工厂等完成腾地；轨

道交通１８号线长江南路站临时公交枢

纽９月２３日建成启用，沪通铁路完成
宝钢果园公寓底楼商铺装修评估工作。

市级快速路中，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完成腾
地，Ｇ１５０１Ａ段完成与上港瑞泰划拨协
议签约，江杨北路等绿地搬迁完成；Ｓ７
公路顾村段基本完成拆迁腾地，罗店段

完成全部企业签约，完成苗圃搬迁，重

点区域移交施工。区区对接及断头路

中，月罗公路、嘉盛公路主体、康宁路全

部完工；国权北路完成施工、监理招投

标，并于１０月 ３１日开工绿化搬迁；陆
翔路—祁连山路管线搬迁招标完成，１１
月２６日管线施工进场。大居外配套道
路中，宝安公路除明煌照明厂节点外，

道路全线开放交通；杨南路完成荻泾桥

矛盾化解，荻泾桥桥面铺装完成，沪太

路交叉口正式贯通；潘广路红阳花木城

成功“拔点”，沪太路半幅搭接完成；陆

翔路北段（美兰湖路—鄱阳湖路）明确

跨Ｇ１５０１方案，罗店段启动居民签约；
陆翔路南段（宝安公路—沙浦河）办理

施工许可，祁连山路北段（锦秋路—塘

祁路）启动绿化搬迁。区级主要道路

中，富长路部分路段开放交通，练祁河

大桥合拢，月浦镇腾地段沥青施工；锦

秋路启动各类管线搬迁，南大路启动施

工招标，祁连山路（普陀区界—丰翔路）

进行桥梁施工，丰翔路具备施工进场条

件。重点基建项目中，国考项目泰和污

水厂正式开工，１１月２９日城投水务先
行进场所开展各项施工前期工作。区

委党校会议中心交付使用，区城市规划

展示馆竣工验收，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

园二期完成初步设计评审。罗店大居

（３３项目）中，２０条道路完工部分，５所
学校及１个社区服务中心全部完成临
时移交接管。

表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市级重大工程项目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度目标 责任主体

１ Ｓ７公路一期（Ｓ２０—月罗公路）
Ｓ７公路（Ｓ２０—主线收费站） 按节点完成腾地与稳定工作

罗店镇、顾村镇、区农委、区绿化市容局、区建
管中心

Ｓ７公路（主线收费站—月罗公
路）

按节点完成腾地与稳定工作
罗店镇、顾村镇、区农委、区绿化市容局、区建
管中心

２ Ｇ１５０１越江段工程 完成腾地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３ Ｇ１５０１Ａ段新建工程 按节点完成腾地，做好施工配合
与稳定工作

区建管中心、杨行镇、友谊路街道

４ 江杨北路改建工程 完成３０％征地 区建管中心、杨行镇

５ 军工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完成施工许可证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６ 轨道交通１５号线工程 完成腾地 顾村镇、大场镇、南大指挥部、生态指挥部

７ 轨道交通１８号线一期 完成腾地 淞南镇、高境镇

８ 沪通铁路（宝山段） 开工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罗店镇、杨行镇、月浦镇

９ 第二轮大型居住社区外围市政
配套项目

①宝安公路拓宽改建 工程完工
杨行镇、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②潘广路新建工程 工程完工
顾村镇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③杨南路新改建工程 工程完工
罗店镇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④陆翔路北段（美兰湖路—鄱
阳湖路）拓宽改建工程

待稳定跨越 Ｇ１５０１方案后，加
快工程进度。

区建交委

罗店镇、顾村镇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１０ 第三轮大型居住社区外围市政
配套项目

陆翔路（宝安公路—沙浦河）拓
宽改建工程

路基层完成５０％

顾村镇、区建交委（公路中心）

顾村镇

区建交委（公路中心）

祁连山路（锦秋路—塘祁路）道
路改建工程

力争开工

区建交委（市政中心）

大场镇、区建交委（市政中心）

顾村拓展区水库泵站 完成腾地 顾村镇、罗店镇区水务局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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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度目标 责任主体

１１ 区区对接道路及断头路

①月罗公路西延伸段（宝嘉公
路）新建工程

竣工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②康宁路（场中路—Ｓ２０）拓宽
改建工程

竣工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③嘉盛公路（沪太路—嘉定区
界）新建工程

竣工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④国权北路（三门路—何家湾
路）道路改建工程

力争开工
区建交委（市政中心）

高境镇、区建交委（市政中心）

⑤陆翔路—祁连山路新建工程 办理施工许可证，完成 ３０％腾
地量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建管中心、大场镇、顾村镇、生态指挥部

１２
中心城区排水系统５＋１排水系
统（庙彭、南大北、乾溪、何家
湾、虎林、盛宅）

庙彭 泵站完工 区水务局

南大北 泵站完工 区水务局

乾溪 泵站完工 区水务局

何家湾 泵站完工 区水务局

虎林 泵站完工 区水务局

盛宅 泵站完工 区水务局

１３ 泰和污水处理厂工程 开工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杨行镇

１４ 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竣工 市城投水务集团

１５ 重点河道和泵闸工程

新石洞水闸

老石洞水闸

西弥浦水闸

按计划推进工程

市城投水务集团

市城投水务集团

市城投水务集团

１６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后续工程 基本建成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７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扩建三期工程 基本建成 上海大学

１８ 保障房建设 打包 市住房局

表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区级重大工程项目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度目标 责任主体 第四季度目标

１ 富长路（Ｓ２０—金石路）拓宽工
程

基本完工（完成７０％）
杨行镇、顾村镇、月浦镇 完成全线腾地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完成２０１６年腾地段中沥式沥青摊铺。完成
２０１７年腾地段路基施工１００％

２ 滨江大道新建工程 结构贯通

区建交委（区建管中心）、区滨
江委、区水务局

推进北段部队动迁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盘古路—漠河路段桩基施工；塘后路劈通段路
基加固完成５０％，下水道完成１００％

３ 锦秋路（丰宝路—规划二路）拓
宽改建工程

雨污水施工完成，道路完成
３０％

建交委、规土局

城市工业园区、大场镇、区建交
委（公路中心）

区公路中心完成国有土地上５０％的腾地量

区建交委（公路中心） 雨污水管完成１００％；道路施工完成７５％

４ 祁连山路（锦秋路—丰翔路）道
路改建工程

完成 ５０％腾地量和 １５％工程
量。

大场镇、南大指挥部 完成腾地量５０％

区建交委（市政中心）、区水务局道路、下水道、东半幅桥梁施工

５
南大地
区配套
道路

①南大路改建工程
（南陈路—Ｓ２０）

在完成动迁和腾地工作前提下，
争取开工

区建交委（公路中心） 办理施工许可证

大场镇、南大指挥部、区建交委
（公路中心）

完成５０％腾地量

区建交委（公路中心） 管线搬迁完成８５％；雨污水管施工完成５０％

②南陈路—南秀路
改造工程

完成５０％腾地量和２０％工程量

区建交委（公路中心）

南大指挥部、大场镇、区建交委
（公路中心）

完成腾地量５０％（其中大场镇完成２户钉子
户腾地）

区建交委（公路中心） 管线搬迁完成８５％；雨污水管施工完成５０％

③祁连山路改建工
程（普陀区界—丰
翔路）

完成２０％工程量

区建交委（市政中心）

南大指挥部、大场镇 完成腾地量５０％

区建交委（市政中心）、区水务局 道路、下水道、桥梁翻交施工

④丰翔路（祁连山
路—Ｓ２０）道路改建
工程

力争工程开工
区建交委（市政中心） 力争工程开工

南大指挥部、大场镇 完成腾地量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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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度目标 责任主体 第四季度目标

６ 步道二期 竣工
区绿化市容局

区绿化市容局（绿化建管中心） 竣工

７ 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二期 工程完成１０％
区绿化市容局

区绿化市容局（绿化建管中心） 施工

８ 河道整治

小吉浦综合整治 完工 区水务局

机场围场河综合整
治

完工 区水务局

９ 宝山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改扩
建工程

完工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工程交付。

１０ 宝山区城市规划展示馆修缮扩
建工程

完工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工程整体交付使用

１１ 宝山区委党校会议中心空调和
舞美系统改造工程

竣工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区建交委（建管中心）

１２
１１万伏
电力
项目

水产变电站 开工 区发改委、杨行镇 开工

大康变电站 结构封顶 区发改委、庙行镇 配合施工，实现结构封顶

■道路规划储备　推进Ｓ７公路一期全线
设置地面道路前期工作，争取菊联路—宝

安公路段、宝安公路—潘广路段、美兰湖

路—月罗公路段列入工可及初设调整，地

面辅道结合Ｓ７公路建设同步实施。研究
Ｓ７配套道路与周边道路对接，优化区域
交通。推进长江西路快速路项目，协调完

成长江西路快速路—逸仙路高架—军工

路快速路立交方案优化，将长江路上的北

向西、西向北的高架匝道移到军工路－逸
仙路交叉口，合并设置一个立交，改善交

通环境，减少社会矛盾。推进协调架空线

入地方案，架空线由原先长江西路中央迁

移至道路南侧电力隧道。推进长江西路

快速路、军工路快速路、轨道交通１８号线
二期同步施工。完善沪太路—长江西

路—军工路中心城北部地区快速路网，均

衡快速路网流量。协调沪通铁路涉及宝

山部分道路节点方案。协调解决陆翔路

上跨Ｇ１５０１与沪通铁路节点问题，协调
确定联杨路穿越Ｇ１５０１与沪通铁路节点
上跨方案。完善吴淞国际邮轮港交通疏

解综合方案，研究滨江—双城路地下专用

快捷通道方案，形成“１主２辅”疏解通道
体系（近期新建滨江—双城路地下专用

快捷通道与同济路高架快速联系，作为主

要疏解通道。远期铁山路向南辟通至长

江路（含新建吴淞二桥），对接长江（西）

路快速路；新建一条沿滨江次干路，从邮

轮港至国权北路，对接军工路快速路，形

成２条次要疏解通道）。固化Ｇ１５０１Ｂ段
“分系统硬连接”方案，对富长路节点进

行优化，增加比选方案。主动对接罗?河

前期摸底，推进跨河交通方案研究。工程

跨河交通共新改建桥梁１４处，对新改建
桥梁两侧辅路、接线道路和横向道路交通

组织深入研究，基本稳定总体方案。

■优化公共交通　年内新辟１条、优化调
整１１条公交线路，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公
交线网密度达１６２公里／平方公里。新
辟宝山３０路，解决杨行镇万业紫辰苑居
民公交出行矛盾；延长宝山８６路至盛桥，
服务北部地区居民。调整１５１路走向，解
决高境镇三花现代城居民出行困难，填补

公交空白。结合宝杨路公交专用道启用，

优化、调整宝山２９路、宝山５路、宝山２
路，形成宝杨路东西公交走廊。延长宝山

９３路、１６０７路、１６０６路首末班车时间并增
加运能，服务罗店大居居民；１６０５路增设
站点１个，１６０２路、１６０４路增加运能，提
高乘客获得感。

■推进微循环道路建设　推进区政府考
核微循环项目 ６个和历年结转项目 ９
个，形成微循环月报制度，重点督促节点

滞后的镇（园区）倒排节点。卫生科路、

环镇南路人非道、南泗塘河通道大修工

程、牡丹江路淞滨路排堵保畅工程４个
项目年内竣工，塔源路、飞跃路、牡丹江

路排堵保畅、萧云路、?川路东辅道排堵

保畅、长虹路、潘沪路 ７个项目开工建
设，其余４个项目办理前期手续，全部完
成列入目标管理考核的 ６个微循环
项目。

■加强静态交通管理　协调完成大华虎
城嘉年华停车场、淞桥停车场、三水停车

场与周边小区共享项目１１个，新增４８０
个共享泊位，提前并超额完成市实事工

程７个项目３５０个泊位的指标，缓解大
华地区、吴淞地区停车矛盾。规范和完

善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机制，新增２２条收
费路段、８３５个收费道路停车泊位。全
年新增公共充电桩 １９６２个，Ｅｖｃａｒｄ（分
时租赁电动车）网点１３４处（总量达１６９
处）。

■加强内河港航管理　全区共有通航内
河航道１１条，总里程 ９５２８公里，内河
码头（有证）８５户。制定码头和船舶污
染专项治理方案，上半年完成全部３６户
无证码头整治，关闭 ３４户，纳管 ２户。
加强船舶调度管理，发放２４０个生活垃
圾回收设施，油品抽样检测３０份，回收
船舶油污水１４３６吨。

■共享单车管理　制定共享单车管理办
法，利用“群管理”规范区域停车秩序，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９月２２日，联合区
交警支队开展“国际无车日·文明骑

行”主题活动，引导市民群众文明使用共

享单车。

■市政道路和公路管理　牵头完成罗店
大居、住宅配套等５２条４８２公里道路
接管养护。推进实施２３项道路公路大
中修工程，改善吴淞工业园区周边、大场

等地区道路通行环境。制定“四类设施、

交通标志标线实施意见”，推进全区道路

标志标线养护工作，逐步消除道路失管

失养现象，确保设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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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交通行业执法监管　开展各类安
全检查，加大处罚力度。全年共出动各

类执法人员１６４０１人次，开展检查活动
１４２０次，出动执法车辆２０９４辆次，巡逻
艇２３２８艘次。检查企业 ２００７户，船舶
４０８４艘次（其中检查危品船舶 ４２艘
次）。行政立案１４８１起，行政处罚（含一
般程序和简易处罚）８３９起，处罚金额
７６６８８万元。以购买第三方服务形式开
展以大型机械、模板和脚手架为主的专

项检查，共检查工地７４个，开具建筑工
地各类整改单８２４个。做好国务院安委
会第七巡查组巡查、第十督察组到宝山

开展安全生产督察检查、国务院安委会

安全生产大检查第十八综合督查组来沪

督查活动。

■开展扬尘污染防治　制定《扬尘污染
防治工作方案》《宝山区建设工程文明

施工管理办法》，明确施工现场各项措施

的落实和管理要求，明确企业主体责任，

形成长效机制。开展工地、码头和混凝

土搅拌站扬尘污染专项整治活动，以“按

日计罚”和“双罚制”（即对违法单位进

行罚款的同时，还要对单位负责人和直

接责任人进行处罚）为抓手，提高联合执

法力度和处罚力度，保护和改善环境空

气质量。全年实施行政处罚５起，简易
直罚３２起，共计处罚金额７７万元。

■推进装配式建筑和 ＢＩＭ技术发展　
以土地供应环节为抓手，严格落实出让

地块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筑要求，加强

建筑施工许可、日常监督和竣工验收等

环节的监管。全年全区出让土地５７５９
万平方米的，落实装配式建筑面积

１０４１１万平方米，落实比例为 ９９９％，
其中顾村镇 Ｎ１２－１１０１单元０６－０１地
块商品房项目等单体预制率达４５％，获
“上海市装配式示范项目”称号。搭建

平台推进 ＢＩＭ技术（建筑信息模型）在
工程项目的应用，组织协调吴淞口国际

邮轮码头船舶交通管理中心项目申报市

ＢＩＭ试点（示范）项目，以示范引领推进
ＢＩＭ技术发展。

■推进“放管服”改革　疏通“绿色通
道”，落实“容缺”机制，确保容缺不容

断。制定服务基层提升审批效率的实施

意见，全面落实“一门式受理”。理清前

置条件，优化审批流程，凡重点建设项

目，全部实施“容缺机制”快速审批。累

计“容缺”受理９７个项目１５４份资料，为

企业节约办理时间。

■市民热线办理　建立“１２３４５”市民热
线二级平台，处理各类热线工单量２５２５
件，其中被派遣区“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
１１０３件，正式受理９０１件，实际解决率、
满意率分别为３９１％、５５１％，两率整体
呈上升趋势。 （张晓华）

水务（海洋）建设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水务局（海洋局）以
生态文明为理念，以建管统筹为指针，坚

持服务大局、坚持点面协同、坚持问题导

向，将贯彻落实河长制、城乡中小河道综

合整治、“５＋１”（南大北排水系统、虎林
排水系统、何家湾排水系统、乾溪排水系

统、盛宅排水系统、庙彭排水系统）排水

系统建设、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以及防汛

防台等重点工作提升到全区“持续加大

补短板力度，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战略

高度，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和

保障。至年末，宝山区有名录内河道

１０１３条。其中，市管河道１０条，总长８０
公里；区管河道 １７条，总长 １６５公里；
镇、村级河道８５９条，总长５３０公里。全
区有一线海塘２３２３９公里，黄埔江防汛
墙４５４４３公里，一线水闸１６座。

■加强防汛防台　开展全市３年一轮防
汛预案修编，调整完善防汛组织指挥体系

架构、预警发布规则，注重预警发布、响应

行动有机结合，增强防汛预案科学性、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推进防汛基础设施建

设，完成海塘岁修 １８２２米、堤防改建
１７０７米，防汛通道１１８５平方米，区域一
线海塘全部实现２００年一遇设防标准。
配合市局完成新石洞、老石洞、西弥浦３
座泵闸建设。完成一二八纪念路、呼青

路、虎林路等１０条道路１０７处道路雨水
进水口和连管改造工作，提升防汛设施安

全运行能力。开展防汛薄弱区域调研，以

“地下空间”“在建工程”“管道及防汛设

施养护”“防汛物资储备”“易积水点”为

重点方向、重点领域，建立《全区防汛重

点隐患清单》，形成“一表一图一措施”抢

险预案。完善军地抢险对接机制，提升各

类突发重大事项处置保障水平。年内成

功抵御“６·１０”“８·１９”“９·２５”等多次
暴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的侵袭，实现

平稳安全渡汛。

■开展中小河道整治　（１）年内完成“３３
＋３３＋１０７＋４８”（即３３条市政府整治任

务，３３条区政府整治任务，１０７条镇整治
任务，４８条镇新增任务）２２１条段２１４公
里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任务，实现全区

黑臭河道整治全覆盖，水环境治理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果。（２）水岸联动、源头治
理。结合“五违四必”（违法用地、违法建

筑、违法生产、违法排污、违法居住；安全

隐患必须消除、违法建筑必须拆除、脏乱

差现象必须改变、违法经营必须取缔）整

治，加大河道两岸拆违工作，河道两岸共

拆违１９５万平方米，其中断面核心整治区
域拆违１３３万平方米，关停大规模奶牛场
８座，完成１９８个地块复垦２９２９３公顷
（４３９４亩），完成１２５８个点源纳管、５０公
里污水二级管网建设和１３２８户农村生活
污水集中处置，改善河道两岸环境。创立

“板块治理、色块管理”模式，拓展河道两

岸环境整治力度和强度，形成“板块治

理”负面清单，开展分类治理、逐个销项。

（３）强化监管、注重成效。加强整治河道
水质监测，全区共在２９３条河道上设置
４２４个水质监测点，实现区域水环境治理
监控全覆盖。开展整治效果评估，对整治

河道开展全覆盖公众满意度评议，公众满

意率９０％以上，实现水面积只增不减年
度目标。

■实现河长制全覆盖　（１）明确方案，区
委、区政府印发《关于宝山区全面推行河

长制的实施方案》，指导推进区河长制相

关工作落实。（２）摸清底数，以水利普查
为基准，核定７８８条段名录内河道，同时
根据市河长办《关于进一步落实河长制

全覆盖的通知》工作要求，完成名录外河

湖水体复核，梳理确认全区名录外河湖

９５个、其他河湖１２３个及小微水体 ２３８
个，合计确定区、镇、村三级河长４７０名，
实现全区河湖水体河长制全覆盖。（３）
完善制度，区河长办印发《河长会议制

度》《信息报送制度》《工作督查制度》

《考核问责制度》等规章制度，督促各级

河长围绕“八个一”（一区一方案、一河

一长、一河一档、一河一策、一河一查、一

河一测、一河一评、一河一牌）开展工作，

实现“河长制”向“河长治”工作转变。

（４）强化监督，制定河长工作手册、河长
工作细则，发挥区河长办监督指导作用，

每周２次对各街镇、园区城乡中小河道
治理和河长制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并以

督查通报和督查专报的形式定时抄送各

镇、园区河长办，及时落实整改。（５）创
新管理，开展基层一线河长履职能力培

训，加快推进河道网格化综合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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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河长“ＡＰＰ”移动终端运用上线。启用
“河长微信直通车”，及时有效处置河道

管理难点重点问题。

■开展水环境综合治理　强化源头治
理，完成全区１６２４个公共排水系统雨污
混接点整改工作，完成罗泾、罗店、月浦、

杨行４镇９个村宅１３２８户农村生活污
水处置并投入使用。完善管网建设，完

成５０公里二级管网建设，推进双城路、
石太路、?川路、沪太路南段、沪太路—

电台路等区管以上道路污水二级管网建

设。落实污水放江治理，推进雨水泵站

旱流截污改造，完成８座区管、４座市管
雨水泵站旱流截污，有效削减入河排污

量。突出应急处置，围绕断面水质达标

考核，完成杨盛河—宝杨路、荻泾—泰和

西路、红光河—塘祁路３个考核断面达
标治理应急处置，为断面水质达标提供

保障。坚持综合治理，开展练祁河、潘

泾、湄浦等１６公里骨干河道综合治理及
马路河、顾泾等４条２２公里骨干河道疏
浚，按“板块治理、色块管理”原则推进

河道两岸环境综合治理，改善骨干河道

水质，提升区域水环境总体面貌。

■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推进市区两级政
府实事项目建设，共完成二次供水改造

８５４万平方米，超额完成年初８１４万的既
定任务目标。推进“５＋１”排水系统建
设，完成项目主体工程，实现年初确定目

标。配合市局加快推进泰和污水处理厂

项目建设，完成项目前期腾地工作，进入

启动建设阶段。

■加强海洋管理　建立健全海洋工作体
制机制，建立区级海洋管理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成立区海洋事务管理中心，为提

升区域海洋管理工作水平提供组织保

障。启动海洋经济调查，成立以分管区

长为组长的海洋经济调查工作推进小

组，编制完成《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

宝山区工作方案》，深入推进区域海洋经

济调查工作。开展海洋水文水质监测，

掌握区域海洋水文水质状况，为海洋生

态监管提供科学依据。开展海洋督察，

开展各项国家海洋局对上海市的海洋督

察工作。开展海洋活动宣传。结合一年

一度“６·８世界海洋日”开展海洋法律
法规宣传活动，让市民了解区海洋管理

保护开发利用的现状，以及海洋保护的

重要意义，提升海洋生态保护全民意识。

■海洋行政审批　拓展海洋行政审批业
务，编制完成８项海洋行政审批事项办
事指南和业务手册，全年完成行政审批

１６９件。完成河道蓝线专项规划，强化
支级河道管理与地区规划衔接，实现骨

干河道精确落地。完成公共公用信息的

数据清单、应用清单、行为清单“三清

单”编制工作，实现行政审批“两集中、

两到位”（行政审批事项向一个处室集

中，行政审批处室向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集中，保障进驻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审

批事项到位、审批权限到位）。编制“双

随机、一公开”（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

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

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放管服”和事中事后监督工作方案，由

重审批轻监管向轻审批重监管机制转

变。落实批后监管长效机制，配合市、区

水务执法部门开展河道填堵行政许可批

后监督检查和专项执法行动。

■提升水务综合保障能力建设　完成水
务专业规划修编工作。强化热线处置，

落实网格化管理和市民服务热线工作处

置，整合热线工作平台，实现全行业全天

候承办市民热线的“一口对接、网上流

转、三级派遣、四级处置”新模式，热线工

作“四个指标”（１日先行联系率、按时办
结率、诉求解决率、市民满意率）稳步提

升，全年共接到热线工单１１３２件。强化
执法力度。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措

施，加大水务执法力度，加强水务环保联

合执法信息互通，维护治水成果。强化

宣传教育，利用“世界水日”（３月 ２２
日）、“中国水周”（３月２２日至２８日）、
“世界海洋日”（６月８日）等契机，呼吁
市民珍惜水资源、保护水环境。宣扬水

务建设新成就、人文发展新景观，及时公

布水务重大工程新动态，全年累计推送

公众微信号信息５００余条。强化行业建
设，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全年政府信

息公开比例超过７０％。借助市测绘院、
城市地理信息公司等“外脑”，打造水务

综合数据库，支撑水务信息平台建设。

完善管理机制，实现管养分离，全区河道

市场化养护全面完成。

■开展水务执法　全年查出各类水事违
法案件４３起，立案查处３２起，发出责令
改正通知书３２份；受理举报投诉３５起，
出动执法巡查１５８次。对３６项行政许
可进行事后监督，配合区农委等部门清

理“三无”（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

船籍港）船舶４２４艘。与市水务局执法
总队、区环保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１８次。

■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　根据上海市加
快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方案

精神，宝山区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编制

《上海市宝山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

作方案》，指导全区节水工作开展，提高

节水标准。配合市供水处、区文明办推

进节水型小区推广工作，下半年开展友

谊路街道住友宝莲、华能时代两个小区

的节水型小区复评工作，同时开展张庙

街道虎林小区节水型小区创建工作。持

续开展节水型学校建设，宝山实验学校、

城市实验幼儿园于５月通过节水型学校
评比。开展节水型企业和机关创建，根

据《宝山区公共机构节约水资源管理办

法（试行）》的要求，采取便捷有效的办

公节水措施，如在区政府推广水龙头省

水阀应用、在区级机关办公用房改造中

优选节水型卫生洁具、在区政府道路建

设中使用透水砖等，区机管局获第一批

“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称号。

■开展水文测报　全年完成２６个水文
测站的维护管理工作，其中单水位站 ９
个，单雨量站１３个，雨量水位站４个，及
时做好水情、雨情通报。加强市、区管河

道水质常规监测、考核断面及关联断面

监测、中小河道整治监测和重要引水口

门氯离子监测工作。 （吴　颖）

表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水文站测站及水情分中心

序号 名称 测站地址 观测要素 备注

一、测站

１ 陈行 陈行街１２５号 雨量 一体式雨量站

２ 月浦城区 ?川路４０５５号 雨量 一体式雨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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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 测站地址 观测要素 备注

３ 杨行城区 杨鑫路２５８号 雨量 一起式雨量站

４ 高境二村 殷高西路高境二村内 雨量 分体式雨量站

５ 泗塘新村 虎林路９９弄８５号－１ 雨量 分体式雨量站

６ 淞南四村 淞南四村泵房 雨量 分体式雨量站

７ 新石洞水闸 小沙背水闸内 雨量 一体式雨量站

８ 丰明 锦秋路９７６号 雨量 分体式雨量站

９ 菊泉泵闸 沪太路５２００号刘行派出所南面 雨量 一体式雨量站

１０ 东浅弄闸 水产路１４５９号 雨量 一体式雨量站

１１ 城市工业园 真陈路１０００号 雨量 分体式雨量站

１２ 宝山工业园 长建路１９９号 雨量 一体式雨量站

１３ 美兰湖 美诺路２５１号 雨量 一体式雨量站

１４ 大场联东 上大路５００号（河边） 水位 雷达式水位站

１５ 走马塘西闸（闸内） 南陈路４号 水位 浮子式水位站

１６ 大场场中 上大路西弥浦桥 水位 雷达式水位站

１７ 东茭泾闸（闸内） 南?藻浜路桥南面东岸 水位 雷达式水位站

１８ 沙浦闸（闸内 江杨北路东侧宝杨路以北２５０米闸内 水位 浮子式水位站

１９ 月浦塘泵站 ?川路４６８１号 水位 浮子式水位站

２０ 束里桥 月罗公路束里桥南面西岸 水位 浮子式水位站

２１ 诺贝尔公园 罗店镇美兰湖大道３６６号 水位 浮子式水位站

２２ 小吉浦泵站 何家湾路１１３号小区内 水位 浮子式水位站

２３ 罗店 罗太路５００号 水位、雨量

２４ 顾村 荻泾水闸内 水位、雨量

２５ 练祁 宝钢厂内练祁水闸内 水位、雨量

２６ 杨盛河闸（闸内） 杨盛河闸内 水位、雨量

二 宝山区水情分中心 罗太路５００号 水情遥测系统

（吴　颖）

市政工程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市政道路 ２９５
条，总长度 ２９３６公里，总面积 ７３８０５
万平方米。其中：市管市政道路２条，长
度９４３公里，面积 ２０７１万平方米；区
管市政道路 ２０９条，长度 ２４９０９公里，
面积６８２６１万平方米；镇管市政道路８４
条，长度３５０８公里，面积３４７３万平方
米。市政桥梁１５９座，其中区管市政桥
梁１３４座、人行天桥 ９座、人行地道 ２
座，镇管市政桥梁１４座。全年共投入日
常养护资金５７６４７２万元（其中道路附
属设施 ４２５３３２万元，交通四类设施
１５１１４万元），养护资金投入保障率
１００％，保养小修率 ３６８％，大中修率
４０６％。按照市行业管理部门建议，
２０１４年检测报告中建议大中修的塔源
路、友谊路、?藻南路３条道路共５段于
年内完成大中修。２０１５年度检测告中
建议大中修的６条（段）道路，其中富锦
路、青石路、南?藻路、通南路４条（段）
道路相继在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７年完成大中

修及整治，国权北路列入２０１７年道路改
建计划，管线工程年内开工，道路、桥梁

计划于２０２０年底竣工。２０１６年度检测
报告中无大中修建议。完成区“两会”

意见、提案的处理及复查工作（主办件

１１件，会办件 １０件），主办件满意率
１００％。全年共受理信访与“１２３４５”市民
服务热线１１０８件，其中区“１２３４５”市民
热线２５０件，路政行业服务热线２６３件，
市交通热线５６４件，区建交委行政许可
科２０件等，舆情告知单 １１件，处置率
１００％。

■市政道路技术状况　全区市政道路综
合完好率为９２２９％，比上年的９２２８％
上升００１％。区检测道路的平均路面行
驶质量指数 ＲＱＩ为３４８，略低于上年全
区道路３５４的平均值，主干路和次干路
平均ＲＱＩ分别为３４６和３５８，达到良好
水平；支路平均 ＲＱＩ为 ３４８，为优级水
平。路面损坏指数ＰＣＩ平均分为９２１７，
比上年（８８９２）相比有所上升。主干路、
次干路及支路达到优级水平。路面结构

承载能力指数ＤＥＦ为８２０３％，比上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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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４２％、５３４８％和８２６８％。

■开展市政桥梁普查　全年共普查自管
桥梁１４１座（包含人行天桥９座及人行
地道２个，４座新接管桥梁未列入普查
计划内）。其中：Ａ类桥１６座、Ｂ类桥９７
座、Ｃ类桥 １７座、Ｄ类桥 １座，无 Ｅ类
桥；２座地道１座１类，１座２类；８座桥
梁因属于填浜桥未予评级。自管桥梁 Ｄ
类桥１座为泰和路杨盛河桥（南桥），于
６月以应急抢修的形式用快速砼修复技
术完成严重损坏桥面的修补，自评达到

Ｃ类桥评级。全年共普查镇管市政桥梁
１４座，其中 Ａ类桥１座、Ｂ类桥７座、Ｃ
类桥２座、Ｄ类桥１座，无 Ｅ类桥；因轨
道交通１８号线施工，３座桥梁临时封堵
和临时拆除不予评级。镇管Ｄ类桥１座
为罗升路市河桥，于２０１６年由区建交委
函告罗店镇政府，在整治前采取禁止机

动车通行措施，并尽快落实资金予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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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确保安全。罗店镇年内进行桥梁整

治前期设计方案比选。

■重点市政工程项目建设　（１）６月，市
级中小河道整治项目联泰路高泾河桥梁

整治工程开工，１２月 ２５日实现河道提
前通水目标。１０月底，西半幅桥实现翻
交通车，进入东半幅桥施工阶段，计划于

２０１８年３月底竣工。（２）１０月底，区区
对接项目国权北路（三门路—何家湾

路）道路改建工程完成施工、监理、管线

招投标，并完成与轨道交通１８号线桥梁
和雨水管道工程委托代建协议签订，１０
月３１日启动三门路至殷高路段绿化搬
迁，实施东侧下水道施工，完成市交通委

节点考核目标。（３）推进南大地区配套
项目，完成祁连山路（锦秋路—塘祁路）

各项招投标及绿化搬迁。丰翔路（祁连

山路—Ｓ２０）道路改建工程管线搬迁进场
开工。（４）上港十四区配套项目东林路
（宝杨路—漠河路）、漠河路（同济路—

东林路）、牡丹江路（漠河路—富锦路）３
项大修工程年内竣工，牡丹江路管线主

体工程竣工。

■微循环道路建设　卫生科路及南泗塘
河通道２个跨年度工程于４月竣工，牡
丹江路／淞滨路排堵保畅工程于８月竣
工，牡丹江路（盘古路—漠河路）排堵保

畅工程于１２月竣工。６月，?川路东辅
道排堵保畅工程开工建设，１２月完成拓
宽桥梁施工，计划２０１８年春节前竣工。

■市政大中修工程建设　全年共完成市
政大中修工程 １０项。８月，友谊路、杨
泰路大修工程竣工。９月，铁山路、通南
路、淞滨路、呼兰路大修工程竣工。１０
月，宝林路、泰和路北辅道、?藻南路大

修工程竣工。１２月，塔源路大修工程竣
工。江杨北路桥大修工程按计划于四季

度开工。

■市政道路日常养护与网格化管理　年
内共完成车行道养护３００４１平方米，人

行道养护５８７９平方米，护栏保洁３８０１
万米，护栏维修８８８２米，清理桥梁伸缩
缝２２３万米。市政专业网格化管理共
发现病害１２８０８件，处置率９９８％；共接
收区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心派发的案件

２９６１件，结案率９９０％。

■桥梁与桥孔管理整治　投入 ２００万
元财政资金，完成 １２座桥梁结构检测
工作。检测结果为 Ｂ类桥８座、Ｃ类桥
４座。完成对２０１６年检测出存在问题
的北安路马路河桥、四元路马路河桥、

双泉路马路河桥整治。在养护单位中

建立专业桥孔管理巡查队伍，每天全覆

盖对区管市政桥孔进行巡查，每周对桥

孔进行抽查，总计开具桥孔整改通知２５
份，约谈 ６次，直至整改完毕。推进军
工路、月城路２座下立交日常管养，于４
月对两座下立交标线进行复线，对损

坏、缺失的标牌进行修补。养护单位安

排专人对下立交进行巡视，在汛期加大

巡视频率，汛期内下立交未发生积水

情况。

■在建工地安全检查　共组织安全检
查２６次，检查工地（桥孔）１７１处，及
时发现隐患，使工地处在受控状态，确

保全年无伤亡事故、无安全责任事故。

年内符合文明工地创建要求的 ２０个
项目均申报文明工地创建。其中：跨

年度项目漠河路大修工程Ⅰ、Ⅱ标和
牡丹江路大修工程通过上海市文明工

地考评和检查；２０１７年度项目中铁山
路道路整治工程通过上海市文明工地

考评和检查，其余项目参加区级文明

工地考评。

■行政路政窗口审批管理　全年路政窗
口共受理审批７３０项，其中大型掘路２３
项，小型掘路 ２２９项，急抢修掘路 ４３４
项，大修工程２５项，临时占路１１项，进
口坡８项，夜间施工备案０次。全年年
度掘路计划占区管市政道路设备量总面

积的８３％（小于１０％），月平均在建项

目面积占道路总面积的 ０２６％（小于
２％），大型掘路月平均执行率 ６４２％
（小于７０％）。

■推进路政应急保障　完善市政中心
和养护企业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

网络、应急保障上报机制、联络处理程

序和应急处理办法，配备９支应急抢险
队伍和相应物资、设备。每年组织两次

应急演练，加强对应急物资储备检查。

年内，区市政中心共对养护作业单位的

９个应急物资仓库开展１５次全面检查。
在应对“云雀”“安比”“温比亚”等台风

中，共出动抢险人员 ２６２８人／次，出动
抢先车辆及设备 １３２１台次，其他草包
等物资 ７０４１件。对外环线意外市政
道路报纸标牌等四类设施进行全覆盖

排查，排除隐患 ３４处，扶正各类立杆
２３座。

■加强交通四类设施管理　９月，区财
政落实交通“四类设施”（道路标志标

线、交通标牌、可变车道、引导系统）年度

养护经费共计１５１１４万元，１１月初完成
公开招投标。至年末，完成全区（外环线

以外）共计１１２条道路中的８７条道路进
行全覆盖复线及标牌维修、补缺。

■更换自调式检查井盖　年内结合各类
工程项目共计更换自调式检查井盖５５４
座。其中，雨污水检查井盖４８８座、自来
水检查井盖１０座、电力检查井盖３座、
燃气检查井盖 ８座、信息检查井盖 １１
座、电信检查井盖３４座。

■道路交通信息化设施养护与管理　除
各类工程影响外，重要路口线圈完好率

９５％，一般路口线圈完好率９５０７％。共
修复路口采集设施４４处，合计２８４个线
圈。要求维护单位配备专业人员每周对

重要路口设备数据及设备完好率进行记

录整理，包括线圈数量、损坏线圈比例、

机动车自然数、机动车折算数 ｐｃｕ、重车
比例等。

表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量

道路类型 数量（条） 长度（公里） 总面积（万平方米） 桥梁（座）

市管市政道路 ２ ９．４３ ２０．７１ ０

区管市政道路 ２０９ ２４９．０９ ６８２．６１ １４５（１３４座桥梁、９座人行天桥、
２座人行地道）

镇管市政道路 ８４ ３５．０８ ３４．７３ １４

合　计 ２９５ ２９３．６０ ７３８．０５ １５９

（徐根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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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管理
■概况　至年末，区境内有公路２３６条，
长度４１１３６７公里。全年投入建设经费
２７３６２万元，其中公路养护管理经费
１６６２万元，日常养护（小修保养）经费
１０９４７万元，大中修经费１１２６７万元，农
村公路养护和大中修经费１２３０万元，其
他经费 ２２５６万元，全部工程合格率
１００％。配合区重大工程实施，先后完成
Ｇ１５０１沿江隧道、江杨北路拓宽改建等７
项重大工程绿化搬迁任务。组织实施环

镇南路真大路路口公交１６１３路车站改
建和水产西路、泰和西路等道路公交港

湾式车站增设工作。为市民夜间出行提

供方便，完成东升路、泰联路、新川沙路、

罗太路等道路路灯安装工程，移交上海

市城市事务管理中心。全年安全无事

故。做好市、区“１２３４５”“１２３１９”、区网
格化等平台热线、涉区舆情、区长主任信

箱、网上信访等处置回复工作。年内妥

善处理市民各类反映投诉２００８件，做到
“先行联系率”“按时办结率”均１００％，
提高市民满意率和实际解决率。年内，

区公路管理中心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

状”，中心设施管理科获“上海市重点工

程实事立功竞赛交通委赛区优秀团队”。

表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公路 数量（条） 长度（公里） 总面积（万平方米） 桥梁（座）

公路 ２３６ ４１１．３６７ ６８２．２６１ ３４７

县道 ９０ ２０７．４９１ ４７９．３５１ １８１

乡道 １２５ １８５．９３２ １９１．５６８２ １５９

村道 ２１ １７．９４４ １１．３３９ ７

（李　冰）

■参与黑臭河道整治　区公路中心主要
涉及联谊路和顾太路两个打通断头河工

程。联谊路高泾河打通断头河整治工程

主体为箱涵，长度约为５８米，宽度为 ２
个３５米的箱涵，投资１９９５万元。顾太
路塘桥河打通断头河整治工程主体为箱

涵，长度约为２３６米，宽度为６米的箱
涵，投资１９９７万元。工程实施难度高，
时间节点要求紧，年内按节点目标完成

整治施工任务。

■大中修工程建设　严格按大中修项目
前期手续规范要求，做好富锦路（南东

路—沪太路）、月罗公路（?川路—德都

路）、潘泾路（金石路—石太路）、锦秋路

（沪太路—南陈路）、老?川路（五岳河

桥—?川路）、春和路（?川路—月春

路）、泰联路（泰和路—联谊路）、水产西

路（富长路—富联路）８项中修工程和环
镇南路（真大路—真大路）、祁华路（祁

连山路—华瑞路）２项整治工程的管理。
年内除业绩路（城银路北—区界）中修

项目因掘路排管影响需跨年施工外，其

余工程全部完成。

■重大项目建设　协调推进锦秋路一期
（丰宝路—规划二路）、南大路（南陈

路—Ｓ２０）、陆翔路南段（宝安公路—沙
浦河）、南陈路（南陈路—南秀路）４项重
大项目建设。锦秋路各类管线完成搬迁

总量的７０％，雨水管排管施工启动；南
大路完成施工图审图、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启动施工、监理招标；南陈路完成

建设工程规划方案延期申请；陆翔路完

成招标、施工许可证办理。

■道路设施管理养护　通过抓设施巡查
的质量和病害处置的及时率以提高路况

水平。全年网格化巡视共收到信息

１４１３０条，应处置 １２２５７条，及时处置
１２０６９条，处置率１００％。优化应急预案
处置机制，强化防台防汛责任制，汛期前

完成防汛预案修订，做好防汛预演、防汛

物资检查、管道疏通、１４个积水点改造、
７４２套窨井防坠网安装等相关工作，确
保公路设施安全畅行。大场城区段公路

采用增加道路日常保洁频率，增派洒水

车、机扫车、洗磨车等大型机械化保洁车

辆进行喷雾压尘作业，开展专业保洁管

理，提高城市道路保洁质量。“四类设

施”（区域内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可变

车道、路口诱导屏等设施）管养明确职责

分工，完成养护招标，有序开展“四类设

施”管养工作。全年自检或通过各类反

映发现窨井盖损坏、缺失等事件 １２９８
个，其中３３０个做好托底工作，９６８个在
规定时间里完成处置工作，消除公路运

行安全隐患。

■农村公路建设与管理　全区农村公路
养护施工继续走市场化道路，９家镇、园
区、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实行公开招标，委

托专业培训学校组织镇、园区 ２批、２１
人开展“农村公路养护作业人员岗位培

训”。做好各养护企业网上备案登记，提

高养护企业在农村公路养护市场中的竞

争力，全区有８家单位通过网上备案获
得资质。完成《我区农村公路养护经费

补贴调整意见》（修改稿）供决策参考。

石太路（月浦段、园区段）因水务排管影

响，完成总工作量的７５％。

■桥梁管理　全年安排１２０万元桥梁专
项检查经费，委托专业单位检测桥梁 ６
座，定期检查桥梁１１２座（其中区管公路
８３座，农村公路桥梁 ２９座），针对性地
安排桥梁养护计划和抢修任务。完成川

雄路、金石路等３座桥梁的抢修工作，使
管辖范围内的桥梁始终处于良好的技术

状态和高度的受控之中，确保桥梁安全

运行。

■超限运输查处　全年组织开展３０次
超限运输查处工作，其中８次为市执法
总队统一部署的“亮剑”集中整治行动，

共检查车辆２７４辆，其中超限４９辆，卸
货３２０７７吨，处罚金额５１５万元，移交
交警处罚１４辆，发放宣传册２５３份。清
除违章堆物１２０６４吨、非公路标志２２７８
块、横幅３５４５条。发生设施赔偿８１件，
赔偿金额１７６２万元。

■路政许可　严格控制掘路审批计划
数，全年共许可受理审批（含农村公路）

１８９起，共收许可赔 （补）偿修复费
２７８０７０５万元。公路中心路政许可和执
法工作零投诉。

■开展桥梁桥孔整治　通过定期检查与
不定期专项检查相结合、多部门联合共

同执法等措施，加强桥孔监管。全年路

政人员自行检查桥孔１１７８孔，联合镇派
出所、镇拆违办、城管等执法力量，多次

反复整治彻底清除驻扎在沪太路飞行

桥、汶水路东跨线桥、Ｓ２０、Ｇ１５０１下的盲
流等，消除隐患，使桥孔处于规范、安全

基本受控状态。

■实施交通缓拥堵工程建设　根据
“２０１７年长发性交通拥堵点改善项目清
单”，全年组织实施３项交通拥堵点项目
建设。上半年完成镜泊湖路沪太公路西

进口渠化段延伸和月罗公路等部分道路

中央护栏安装，年末完成镜泊湖路沪太

公路西进口可变车道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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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　境
■编辑　吴思敏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域降尘量月变化图

环境保护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环境保护局把
握中央环保督查整改重大契机，加快建

设滨江宝山步伐，着力提高环境质量。

全年环保投入资金６２９９亿元，实施环
保三年行动计划项目１０８项，清洁空气
行动计划项目１３０项。对各类污染源环
境监测６０６厂次，现场执法 １２７８批次，
执法检查３６５３户次，行政处罚罚款突破
５千万元。区控废水减排项目１５个，主
要污染物ＣＯＤ减排量５３７６吨、ＮＨ３－
Ｎ减排量２３３吨；废气减排项目 ６个，
主要污染物ＳＯ２减排量１８９４３吨、ＮＯＸ
减排量１００７６吨。

■环境空气质量　宝山区全年环境空气
质量指数（ＡＱＩ）优良天数为 ２６８天，比
上年下降１２天；优良率为７３４％，下降
３１％。其中，优 ６４天，良 １９８天，轻度
污染８７天，中度污染９天，重度污染 ４
天。全年９７个污染日中，首要污染物为
臭氧的有４８天，占４９５％；ＰＭ２５的有
３２天，占 ３３０％；ＮＯ２的有 １８天，占
１８６％，ＰＭ１０的有２天，占比为２１％。
细颗粒物（ＰＭ２５）日平均浓度范围为６
～１９５微克／立方米，全区年均值为４２微
克／立方米，超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年均标准二级标准 ７
微克／立方米。ＰＭ２５浓度空间分布总
体上从南到北逐步升高。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日平均浓度范围为１０～２３６微
克／立方米，全区年均值为５９微克／立方
米，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
－２０１２）年均二级标准（７０微克／立方
米）。ＰＭ１０浓度空间分布与 ＰＭ２５较
为一致，总体上从南到北逐步升高。二

氧化硫（ＳＯ２）日平均浓度范围为５－３０
微克／立方米，全区年均值为１２微克／立
方米，低 于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年均一级标准（２０微

克／立方米）。ＳＯ２浓度空间分布总体上
呈西南低东北高的态势。二氧化氮日平

均浓度范围为１０～１１８微克／立方米，全
区年均值为４８微克／立方米，超出《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二级标
准８微克／立方米。ＮＯ２浓度空间分布
总体上呈东南高西南低的态势。一氧化

碳日均浓度范围为０３～１６毫克／立方
米，全区年均值为０７毫克／立方米，达
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臭氧日

最大８小时浓度范围为８～２７微克／立
方米，第９０百分位数浓度为１７１微克／
立方米，超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二级标准 １１微克／立
方米。年均降尘量为４６吨／平方公里
·月，道路扬尘为１５５吨／平方公里·
月。全区降尘量呈现春冬季高、夏秋季

低的走势。在５月份，降尘量达到一个
最高峰，为６６吨／平方公里·月。ＮＯ２
浓度空间分布总体上呈东南高西北低的

态势。酸雨频率为 ４９１％，降水的 ｐＨ
均值为５２２，酸雨的ｐＨ均值为４９２。

■水环境质量　全区２３条市、区管河流
６２个监测断面中水质为 Ⅲ 类的占
１７７％，Ⅳ类的占 ３５５％，Ⅴ类的占
１６１％，其余为劣Ⅴ类，主要污染指标为
氨氮、溶解氧和总磷。与上年相比，辖区

内河流水质明显好转，２条河流水质类
别提升３个等级，９条河流水质类别提
升２个等级，３条河流水质类别提升１个

等级，９条河流水质持平。其中：总磷平
均浓度为０１９毫克／升，下降４１５％；氨
氮平均浓度为 １５６毫克／升，下降
５２３％。?藻浜共 ５个监测断面，总体
水质有所改善，主要水质指标中，总磷和

氨氮浓度分别下降 ２９６％和 ２６２％。
吴淞大桥水质为Ⅳ类，陈广路桥水质为
Ⅴ，其余３个断面为劣Ⅴ类，主要污染指
标为氨氮。练祁河５个断面中，总体水
质明显改善，各断面水质类别提高等级

在１～３个之间。主要指标中化学需氧
量、总磷和氨氮浓度分别下降 ３８４％、
３８７％和 ６４４％，溶解氧浓度上升
８３０％。?川路桥断面水质为Ⅲ，其余４
个断面水质均为Ⅳ类，主要污染指标为
氨氮和溶解氧。潘泾 ６个断面中，４个
断面水质为Ⅲ类，１个为Ⅳ类，１个为Ⅴ
类，水质类别主要限制性指标为氨氮。

与上年相比，总体水质明显改善，其中４
个断面水质提升了３个等级。主要指标
中，氨氮、化学需氧量和总磷浓度分别下

降７０２％、４９１％和 ４６６％。杨盛河 ４
个断面中，３个断面为Ⅳ类，１个为Ⅲ类，
水质类别主要限制性指标为氨氮和溶解

氧。与上年相比，总体水质有所改善。

主要指标化学需氧量、总磷和氨氮浓度

分别下降４９２％、３７７％和６６７％。而
溶解氧浓度上升６１３％。

■区域环境噪声　区域环境噪声昼间时
段平均等效声级为５５９ｄＢ（Ａ），比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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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０６ｄＢ（Ａ）；夜间时段平均等效声级
为５０４ｄＢ（Ａ），上升 １３ｄＢ（Ａ）。道路
交通噪声昼间计权等效声级 ７２２ｄＢ
（Ａ），下降０４ｄＢ（Ａ）；夜间道路交通计
权等效声级 ６６２ｄＢ（Ａ，下降 １８ｄＢ
（Ａ））。

表１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ｄＢ（Ａ）

年度
Ｌ１０ Ｌ５０ Ｌ９０ Ｌｅｑ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２０１３年 ５８．１ ５２．３ ５３．３ ４７．６ ５０．１ ４５．３ ５５．５ ４９．８
２０１４年 ５８．０ ５１．５ ５３．３ ４７．１ ５０．０ ４４．７ ５５．４ ４９．０
２０１５年 ５７．６ ５０．４ ５２．７ ４６．０ ４９．４ ４３．０ ５５．２ ４８．０
２０１６年 ５７．８ ５１．５ ５２．９ ４６．９ ４９．３ ４３．７ ５５．３ ４９．１
２０１７年 ５７．６ ５２．８ ５４．２ ４８．２ ５０．４ ４５．３ ５５．９ ５０．４

表２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ｄＢ（Ａ）　车流量：辆／小时

年度
Ｌ１０ Ｌ５０ Ｌ９０ Ｌｅｑ 车流量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２０１３年 ７６．１ ７２．６ ６９．３ ６４．５ ６３．３ ５８．３ ７３．０ ６９．２ １５１８ ９９０
２０１４年 ７５．９ ７３．２ ６９．４ ６５．８ ６３．１ ５９．０ ７２．７ ６９．７ １８６９ １０２０
２０１５年 ７５．３ ７０．４ ６９．２ ６３．２ ６３．４ ５７．５ ７２．５ ６７．６ １８５４ ９６９
２０１６年 ７５．４ ７１．２ ６８．６ ６４．６ ６２．９ ５８．０ ７２．６ ６８．０ １３９５ ７９５
２０１７年 ７５．３ ７０．８ ６９．１ ６３．１ ６２．５ ５６．４ ７２．２ ６６．２ １５５１ ８３７

■实施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上海
市考核宝山区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项目共５１个，完成项目５１个，完成率为
１００％。其中：完成水源地范围内 ７８家
企业关停任务，实施２８５１个污染源截污
纳管，开展２２１条中小河道整治任务；完
成９３台锅炉（窑炉）清洁能源替代，取消
３５１台经营性小茶炉、小炉灶；整治４９家
内港码头堆场，安装７３４家餐饮企业高
效油烟气装置，改造４４６家汽修企业露
天喷涂设施；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调整企业产业结构１７１家，完成土地
减量化１５６０９公顷。持续提升公众环
境保护满意度，由市环境保护局在全市

范围内抽样调查公众对宝山区城市环境

保护工作满意率评价工作显示，公众满

意度由第五轮２０１４年的６４１７％提升到
６８２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全区降
尘量从２０１４年６０吨／平方公里·月降
至４６吨／平方公里·月，改善２３３％；
细颗粒物（ＰＭ２５）浓度从２０１４年５３微
克／立方米降至 ４２微克／立方米，改善
２５％，并提前一年完成清洁空气行动计
划大气环境治理目标。提升水环境质

量，提高考核断面水质，其中国控断面练

祁河?川路桥水质由２０１４年劣Ⅴ类提
高３个等级至Ⅲ类，１６个市考断面中有
１２个达到水质考核目标，多个断面水质
较２０１４年末提升２～３个类别，个别断
面达Ⅲ类。骨干河道断面达标率为
５４８％，比２０１４年上升５３４％。地表水
主要污染物浓度明显下降，市、区管河流

总磷、氨氮和化学需氧量浓度分别下降

５６１％、６４６％、３６８％。生态格局得到
优化，推进外环生态工程，全区人均绿地

面积由２０１４年末的１１３５平方米／人提
升至１１９８平方米／人。

完善基础设施。城镇污水纳管率提

高至９２％，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９０％以上，危废、医废基本得到安全处
置。环境预警监测共建成８个地表水在
线监测站点以及７座环境空气自动监测
常规子站、１座路边环境空气自动监测
站，在市级３３个扬尘在线监测点基础上
增补建设５０个点位，形成覆盖全区的道
路扬尘实时监测系统。开展一类污染物

和重点污染物在线监测，实时掌握重点

企业废水、废气排放情况。推进集中供

热，建成第三根集中供热管线 －殷泰线
延伸工程，涉及月浦、杨行和罗店工业园

区，使１０余家企业受益。
优化经济发展。主要污染排放强度

明显下降，万元工业增加值 ＣＯＤ排放强
度下降６３５％，万元工业增加值 ＳＯ２排
放强度下降７９３％，吨钢ＣＯＤ及ＳＯ２排
放强度降低到００２６公斤和０４８公斤。
提高产业生态效率，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治、工业企业

清洁生产审核、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等

措施，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分别实现万元产值能耗下降

９８％、４２５％，均超额完成市下达的年
度目标任务。推进城市产业转型，南大

地区基本完成土地征收，道路、绿化、河

道等配套建设有序推进；吴淞工业区转

型结构规划上报报批，启动北郊未来产

业园等工业园区产业载体建设，引进石

墨烯功能型平台等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企

业；全面完成畜禽养殖退养和村庄改造，

继续深化城乡一体化发展。

完善环境监管体系，依托环保三年

行动计划平台，统筹推进水、气协同治理

机制，构建以目标责任为核心的水环境治

理的“河长制”、以市场化为主导的河道

长效养护机制。初步建立“预警监测、联

合检查、督促整改、效果评估”扬尘污染

闭环管理体系。结合低效工业用地调查、

“十小”（小型造纸、制革、印染、染料、炼

焦、炼硫、炼砷、炼油、电镀、农药等严重污

染水环境的生产企业）企业整治、城中村

改造等工作，建立差别电价、节能执法、政

策奖励等机制。初步构建“以双随机抽

查为主体，以专项行动、街镇巡查、信访调

处为补充，以后督察为保障，以专业技术

力量为辅助”的“一体五翼”立体环保监

管体系，推进监管“全覆盖”。

强化执法。依托“环保执法检查领

导小组”平台，推进环保部门与其他部门

数据联动、问题联动、执法联动、责任联

动，形成环保执法合力。区扬尘综合防治

机构牵头区建交委、城管执法局、绿化市

容局等单位独立开展扬尘执法检查

１１３１３场次，独立立案６０１件，联合执法
２３场次，联合立案３件。被起诉至市高
院的“宝罗奶牛场案”，由区法院强制执

行实现退养。作出处罚 ５２６件，罚款
５００７８万元，分别是上年 １９３４％和
２４４３％，并启动按日计罚３０４件、行政拘
留２件、行刑衔接３件、查封扣押８件、限
产停产５件，案件数、行政处罚金额的绝
对数和相对增长率均为历年最大。

■实施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制定印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
项目任务清单》和《关于报送２０１７年清洁
空气行动计划重点项目进展情况的通

知》。推进锅炉窑炉清洁能源替代，完成

区域所有燃煤（重油）锅炉／窑炉清洁能
源替代任务，全区４３９台高污染燃料经营
性小茶炉、小炉灶清洁能源替代或关停。

出台资金补贴方案，“实施清洁能源替代

的按每台小茶炉购价的３０％补贴（每台
不超过３０００元），拆除的按每台１０００元
补贴”。淘汰落后产能，至年末，通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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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搬迁、转型等方式，完成新格有色、南

方水泥、殷泰纸业等２５７项落后产能淘汰
及产业结构调整项目，超额完成市下达的

２４３项任务目标。完成６家重点企业和
１１１家一般企业的工业企业ＶＯＣｓ达标整
治工作。控制企业堆场扬尘，重点推进宝

钢股份公司原料堆场、输送系统封闭式改

造，推进宝钢股份公司烧结、炼焦等设施

升级改造及尾气处理设施提标改造。通

过专项执法行动，推进２６家重点尘排放
单位的规范化建设与管理。通过违规违

法建设项目清理及“五违”（违法用地、违

法建筑、违法居住、违法排污、违法经营）

整治工作，依法取缔各类尘及大气污染排

放单位２１７８家。年内先后对区内的３家
电力生产企业实施近２０场次现场执法检
查，督促一电厂、二电厂２家燃煤电厂的
８台机组全部完成超净排放改造工程，启
动二电厂煤堆场封闭式改造工程。

■开展重点工业尘污染源专项执法行动
　年内，区环保局先后对２６家重点尘污
染企业开展５６厂次执法检查，依法查处
重点尘污染源各类大气违法案件１１起，
起到查处一批、规范一批、震慑一批的效

果。借助“五违四必”（安全隐患必须消

除，违法建筑必须拆除，脏乱差现象必须

改变，违法经营必须取缔）及违规违法建

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平台，依法取缔

２１７８家涉气违法企业。强化现场联合执
法检查工作形成合力，应用行政、经济等

手段严打各类扬尘违法行为，先后对５１
个建设工地、２５个码头和堆场、１２家混凝
土生产企业等开展９０余厂次的联合现场
执法检查，查处各类扬尘违法案件２０余
起，发出工地、码头扬尘违法抄告单３份。
应用扬尘在线监测数据，推进扬尘污染源

整治。区环境监测站先后出具扬尘在线

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报告１５份，执法应
用１０份（另外５份证据不足，不予处罚），
处罚金额１６万元。

■推进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　根据市
交通委年度充电设施建设工作安排，结合

区停车场库布局及规模，按照“自（专）用

为主、公用为辅，快慢结合，分类落实”原

则，推进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年内

利用商业、办公、公共建筑停车场库，按照

适当集中、布局均衡原则，分比例分批次

建设电动汽车公共充电设施。全年共新

建公共充电桩 ２７６８个，其中公共 １７５２
个，专用１０１６个，超额完成３６０个充电桩
工作目标。至年末，全区共建充电桩

３１９９根。

■推进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　推进
区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建设，缓解居民出行

“最后一公里”困难，挤压非法客运空间，

倡导绿色环保出行，自２００９年起先后在
共富、淞宝地区以及顾村、杨行、大场等地

区建设公共自行车服务网点，至２０１７年
初基本形成区域公共自行车交通“微循

环”，区域内轨道路交通网、地区公交网、

公共自行车服务网“三网”相互融合，方

便市民交通出行。公共自行车项目在全

区布设６３３个网点，设置１９８６６个锁柱，
投放１５万辆自行车。

■控制内港散货码头堆场扬尘　至年末，
全区共取缔纳管无证码头３６家，其中易
扬尘码头２４家，鼓励原扬尘码头转型或
停业６家。辖区内存在２９户持证扬尘码
头，全部落实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系统，设

备达标率达到１００％。针对扬尘措施改
造情况，累计检查扬尘码头２１４户次，开
具整改通知书２８份，行政处罚４７次，累
计罚款４７万元。

■扬尘污染防治　年内，宝山区从“尘”
开始打响“蓝天保卫战”，助推“美丽宝

山”建设。全年ＰＭ２５浓度平均值为４２
微克／立方米，创历年最低水平，比上年下
降１４３％；ＰＭ１０浓度为平均值５９微克／
立方米，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下

降４８％；降尘量平均值为４６吨／平方公
里·月，下降８％。全年共查处码头、堆
场扬尘污染案件１０起；查处未按规从事
夜间施工案件８起，处罚金额２４万元。
规范渣土等散装物料运输，加强密闭化、

防遗撒管理和执法监管。处理各类投诉

约２３７起，清除暴露垃圾２０３８５吨。整治
超载、无证营运、偷倒渣土等各类违规行

为１６８起，处罚金额２０４１２万元。保洁
道路 １００６１８０７平方米，其中机扫道路
８５５７５０８平方米，机扫率、冲洗率达８２％。
区域内运营的７９家加油站按规范要求安
装二次油气回收装置。开展餐饮油烟气

综合整治，共完成２５７家整治任务，完成
率１００％，开展无溶剂回收装置开启式干
洗设备改造、淘汰工作，上半年全面完成

２１台干洗机整治。规范汽车维修行业管
理，禁止露天喷涂和露天干燥。区域内具

有从业资质的各类汽车维修企业３１８户，
其中一、二类维修企业共１９０家，其必须
拥有烤漆房作为营运资质之一方可开业

或营业，共完成３６６家汽修企业整治，包

括４８家无资质企业，完成率１１６％。
（赵晓怀）

绿化市容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完成新建绿地
１２８５５公顷，其中公园绿地２５１８公顷，
外环生态专项绿地 ６１公顷，大居绿地
４４３公顷，其他绿地（居住区、单位和道
路附属绿地）３７９４公顷，立体绿化３０１
万平方米。全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１１７
平方米。后工业景观示范园项目获国家

住建部“中国人居环境奖”，走马塘绿地

Ａ块工程获上海市“园林杯优质工程金
奖”。绿化市容系统６家单位获“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４家基
层单位获“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文明
单位”称号；上海东晨市容清洁服务有限

公司“陈霖道路保洁创新工作室”被命名

为第六批“上海市劳模创新工作室”，陈

霖成为上海市首个绿化市容行业“创新

工作室联盟”盟主；上海大场环境卫生服

务有限公司与上海大学的合作共建项目

获市绿化市容局“十佳社会共建案例”；

市容管理科王忠明获评上海市五一劳动

奖章，东晨公司彭景国被评为上海市“十

佳城市美容师”。

■推进“五个一百”绿色生态建设　完成
公园绿地新增７座，改造３座，总数达到
９５座；街心花园新增６个，改造２个，总数
达到８８个；景观林荫大道改造培育 １３
条，总数达到４６条；城市绿色步道完成４３
公里，总量达到１０３公里；古树名木新挖
掘４株，总数达到８８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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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绿化管养　成功申报祁连公园、菊
盛公园为市级公园，成功创建共江路为市

级林荫道，友谊西路为绿化特色道路。推

进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公园二期、庙行公园、颐景园等４座公
园特色改造工作。完成占用、借用绿地行

政许可项目５３项。开展“上海市花园单
位”创建工作，建立街镇、园区绿办网络

群和园林式居住区网络群，开展居住区绿

化自治试点工作。开展“绿色人生、绿色

守望、绿色家园、同创共建”全民义务植

树和绿化宣传活动、“园艺进家庭、绿化

美生活”“市民绿化节”系列活动，推进绿

化“六进”（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楼

宇、进军营、进村宅）服务活动。

９１２

绿化市容



■加强建筑垃圾处置　全年区建筑垃圾
产生量约９７０万吨，其中工程渣土４８９万
吨，“五违”（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

营、违法排污和违法居住）整治垃圾４００
万吨，工程垃圾、装修垃圾８１万吨。推进
建筑垃圾处置，全区设置１０处建筑垃圾
临时堆放场地，８个装修垃圾临时中转场
所。推进“五违”整治垃圾资源化利用，

建设北京建工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

上海庆龙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建筑垃圾资

源化处置中心、宝武集团建筑垃圾资源化

处置中心３处“五违”整治建筑垃圾资源
化处置中心。纳入全区工地“三通一平”

（通电、通路、通水、土地平整）、顾村公园

二期、外环林带、道路两侧绿化等建设项

目资源化利用消纳７２７万吨，通过３个渣
土码头转运消纳７３万吨，“五违”整治垃
圾存量１７０万吨。

２０１７年，淞南镇淞南九村推广干湿垃圾分类 摄影／经瑞坤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宝山模式”　
建立垃圾分类“宝山模式”，成立垃圾分

类“黄马夹”专管员队伍，重点做好小区

垃圾箱房、装潢垃圾堆点的维护管理、巡

查，现场引导居民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开

展绿色账户扫卡和积分兑换，负责垃圾箱

房保洁作业，开展湿垃圾二次分拣。推进

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完成１７９４家单
位分类责任告知书发放，培训推进单位相

关人员 ３５０人次，组织宣传活动 ５次。
“垃圾分类专管员黄马夹队伍”获２０１７
年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创新银奖。

■推进景观灯光建设　开展“喜迎国庆，
献礼十九大”景观灯光建设，２０１７年完成
牡丹江路和逸仙路、同济路２条路的景观
灯光建设项目，新建提升楼宇灯光 １４６
栋、绿地灯光６处；已累计建设楼宇灯光

２６３栋、绿地灯光１９万平方米。启动滨
江带５条道路景观灯光建设项目，逐步完
善宝山城区夜景观体系。

■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治理　市容环境
公众满意度在全市１６个区中排名第７
位；月浦镇、罗泾镇处于优秀行列，吴淞

街道、张庙街道、高境镇、庙行镇、罗店

镇处于良好行列，优良率达到 ５８３％。
开展责任区管理办法施行 ２周年主题
宣传活动，开展全区“三乱”（乱张贴、

乱涂写、乱刻画）专项治理行动，制定

《关于开展“三乱”专项治理工作方

案》，指导各街镇逐步建立“专门队伍、

专业设备、专项机制”的“三乱”治理模

式，切实落实属地托底保障责任。以

“补短板、治五乱”三年行动计划、“五

违四必”和生态建设为契机，力争用一

年时间，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全

面治理，有效解决“三乱”问题，全面提

升市政市容管理水平，确保市容环境

“整洁、有序、美观”。强化无序设摊治

理。“五乱”（乱设摊、乱占道、乱设广

告、乱张贴、乱抛物）三年计划治理任务

点 １９７个，治 理 达 标 １６９个，占 比
８５８％；计划外面上督办点位 １２９个，
整改达标８７个，整改达标率６７４％；合
计任务总量 ３２６个，治理达标 ２５６个，
达标率７８５％。启动区占道亭棚三年
专项治理工作。以占道经营的各类书

报亭、彩票亭、售货亭等为主要治理内

容，重点聚焦全区 １１１个亭棚清单（其
中纳入三年行动计划 ６９个、纳入面上
督办３５个、区自查梳理难点 ７个），全
力开展违规拆除、经营性亭棚入场入

室、治安等公益类亭棚提升容貌等综合

治理。

■开展户外广告综合整治　完成《宝山
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修编工作，提

前完成市重点督办整治任务，拆除市督

办违法户外广告设施３２块。按照“尽发
现、尽拆除”整治原则，区督办整治任务

由年初的３６块增至５３块，全部予以拆
除。实施常态化和制度化监管，组织开

展多次集中整治行动，拆除道路两侧各

类指示牌５０余处、违法对旗５００余组、
墙面贴纸２处以及大量临时条幅，修复
破损广告２处。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开展创卫复审、创全迎检保障专项活动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主动对接，聚焦特
定区域、重点任务开展专项整治，做到

“三个到位”（落实工作职责，确保组织领

导到位；细化分解任务，确保工作措施到

位；广泛深入发动，确保思想认识到位）。

成立局创卫复审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

室，及时与区爱卫办、区文明办进行信息

沟通，按照复审、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组织

领导到位，完成各项创建指标。建立局创

建工作微信群，拟定《任务清单和职责分

解表》，落实各项整治任务，把创建全国

卫生城区复审、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迎检工

作与年终考核挂钩，确保工作措施到位。

组织召开工作动员会，定期召开迎评工作

会议，确保工作推进到位。创卫复审期

间，投入创卫复审宣传经费８１７万元，落
实道路整治４０２条（段），整治经费９６８
万元。更换更新垃圾桶６３４０只，维修垃
圾箱房４６座，更新（更换）废物箱 １１７５
只，共计 ７９万元。整治清除门责垃圾
２２６５吨，暴露垃圾１１４６９吨，小区整治垃
圾１０１８８吨，清除居民装修垃圾 ８２８６８
吨，其他整治垃圾２２４７吨，出动人员７３２２
人（次），合计经费１２２０１万元。

■保障市“补短板”综合治理现场会召
开　成立局现场会保障工作领导小组，
并下设４个工作组，即道路保洁组、绿化
养护组、建筑垃圾管理组和市容管理组。

采取超常规保洁模式，累计出动作业

１４６０人次，质监４６０人次；累计机扫冲洗
面积为５２０万平方米，人工冲洗面积为
８２８万平方米；外运整治垃圾量 １３４４
吨，短驳拆违垃圾量２０００吨。在沿线区
域开展绿化带补种、修剪、清理整治等工

作，共实施绿化整治１０２０７平方米，挡土
墙及侧石修复、新砌１１２１米，鹅卵石翻
新４９２平方米，树穴增加鹅卵石６５吨。
落实“五违”整治堆放点建筑垃圾网布

覆盖工作，避免扬尘污染。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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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景观示范园项目获“中国人居
环境范例奖”　后工业景观示范园是宝
山区吴淞工业区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中

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项目，位于“上海

国际节能环保园”内，占地约５３公顷。
项目改造和利用场地内废弃的厂房、除

尘塔、仓库及堆场等具有历史意义的工

业元素，开启一种在老工业基地上通过

生态重塑建造园林景观的新模式———

后工业景观模式。遵循场地特征，废弃

的厂房仓库改造为吴淞工业区展示馆；

堆场、设备、车间石墙改造为后工业景

观小品、景墙；桁架、除尘塔做为工业遗

迹保留；展现工业文化，生产设备、零部

件，通过创意重组，制作成钢雕雕塑艺

术品，主入口设置一座《钢蝶》雕塑；重

塑生态环境，通过土壤改良构建稳定植

物群落，同时对水系统进行再创造，让

雨水均匀地渗入地下，形成良好的地表

水循环系统，保护地下水资源，凸显海

绵城市的生态理念。后工业景观示范

园的建设通过对废弃工业场地的再造，

对生态景观环境的修复，对破旧工业构

筑物的重塑，改善生态环境，创造地区

社会效益，促进生态文明建设。１０月，
该项目获住建部颁发的“２０１７年中国
人居环境范例奖”。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宝山区后工业景观示范园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区绿化市容局／提供

■走马塘绿地 Ａ块工程获上海市“园林
杯优质工程金奖”　走马塘绿地 Ａ块是
宝山区大场镇祁连社区生态先行的绿化

环境建设工程，是南大地区规划“一带一

湖、两园两轴、五线六点”的东西向滨水

景观轴绿带，定位为“滨水型开放绿地”。

绿地Ａ块采用自然与现代相结合的设计
风格，打造“自然、生态、野趣”的绿色休

闲空间，为周边居民提供运动、休闲、娱乐

的活动场所。绿地由东至西为“鹅浦港

湾”“康体运动”“浅草斜晖”三处主要区

域，设有木栈道、健身广场、滨水广场、活

动草坪等空间，辅以栈道荷香、挹芳亭、林

荫鹤舞等景点。该项目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５
日开工建设，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竣工。１１
月获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颁发的

２０１７年度“园林杯优质工程金奖”。

■“陈霖道路保洁创新工作室”被命名
为第六批“上海市劳模创新工作室”　
陈霖道路保洁创新工作室成立于２０１６
年７月，以全国劳模陈霖为带头人，建
立一支包括管理骨干及一线技术骨干

为成员的工作团队。陈霖团队探寻科

技环卫领域的“创新答案”，建立“数字

东晨”，实现环卫作业“标准化”、质量

考核“数字化”、工作效率“智能化”，在

实践中创新“八大保洁法”“路变我变”

等先进服务理念，开展市政道路保洁服

务标准化建设，传递出与日俱增的“创

新能量”。工作室按照劳模领衔、创新

团队、攻关项目、创新成果等“五个有”

的要求，成功获第六批“上海市劳模创

新工作室”称号。

■彭景国被评为上海市“十佳城市美容
师”　１９８２年出生的彭景国是环卫 ８０
后新生力量。他精于工作、敢于创新，通

过实施“组团式保洁”“超常规保洁”“深

度保洁”“错时保洁”等作业方式，应对

城市市容新变化。作为宝山环卫系统第

一名劳务工党员，发挥带头表率作用，走

在创卫复审、抗击台风坚守岗位第一线，

获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十佳城市美容师”
称号。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和绿化宣传活动　
开展以“绿色人生、绿色守望，绿色家园、

同创共建”为主题的全民义务植树和绿

化宣传活动。主要活动有：区领导及宝

山 市 民 顾 村 公 园 二 期 植 树 活 动。

“３·１２”植树节绿化宣传活动、绿地保洁
整治行动等。据统计，２０１７年全民义务
植树点９处，参加人数２０００余人，种植
乔灌木５０００余株；宣传活动设主会场１
处，分会场５处，约有２万市民参加，还
有万余名市民参加保洁整治活动。

■开展“园艺进家庭、绿化美生活”“市
民绿化节”系列活动　年内开展以“园
艺进家庭、绿化美生活”为主题的“市民

绿化节”系列活动，主要活动有有：绿化

大篷车进园区活动（举办２场）、社区绿
化板报大赛活动、樱花节市民观展活动、

插花花艺课堂，开展“绿色呈梦想”———

“花香意境”评选活动。“绿化知识大放

送”———绿化课堂进驻儿童暑托班，共

１２期；重阳节孤老赠绿活动；秋季义务
植树活动；上大菊文化节等一系列互动

亲民活动。开展上海市民海派插花花艺

大赛。开展绿化“六进”服务活动。主要

活动有：指导社区绿化空间布置，在上海

大学开展花灌木修剪比武大赛，组织“绿

化爱心大放送”六一关爱智障儿童活

动等。

■举办第七届“上海樱花节”　３月 １５
日～４月１４日，在顾村公园举办第七届
“上海 樱 花 节”，共 接 待 中 外 游 客

１５１１８９６人次，其中单日最高游客量
１８２９６６人次，再创历史新高。公园樱花
种植面积８０公顷，共有８２个樱花品种、
１２万余株樱花，面积、品种、数量均为
上海之最。“上海樱花节”秉承“亲民、

惠民、便民、乐民”的办节理念，以“樱满

枝头花争艳”为主题，举办摄影、诗赛、交

友、戏曲、汉服、跑步、最美樱花树评选等

文化活动，大大增强广大市民群众的参

与度、获得感和满足感。

１２２

绿化市容



■２家公园成功申报为市级公园　根据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调整本

市公园名录的通知》的精神，经宝山区申

报，并由专家现场踏勘和研究讨论后，决

定将祁连公园和菊盛公园纳入城市公园

名录。

■共江路创建为市级林荫道　共江路位
于宝山区张庙街道南部，东起虎林路，西

至共和新路。道路于２００１年改建拓宽，
行道树悬铃木（胸径１５ＣＭ）同步完成种
植。此次共江路创建林荫道路段为通河

路至共和新路，全长６３０米，路面宽度２４
米，人行道宽度３米 ～４米不等（含行道
树连接带宽度，单侧）。路面车道设置：

以一板式双向两车道为主，局部渠化段

为三车道。道路周边建筑：沿线主要为

居住区，有银和家园、通河八村、共江花

苑、昌鑫家园、共江新村。商业企业有家

乐福大型商业超市等单位。无著名标准

性建筑。树穴规格：除部分公交站外，大

部分行道树种植在行道树连接带内，宽

度为１５米，以植物覆盖为主。盖板形
式：以连接带为行道树种植区，部分公交

站处铺设生态盖板。年内被评为 ２０１７
年上海市林荫道。 （倪晨洁）

城管行政执法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以下简称“区城管执法局”）围绕“提

升城管执法精细化工作水平”主线，履行

指导、监督、培训三项职能，推进城管执

法各项工作。全年出动执法队员１４９５２８
人，出动执法执勤车辆 ５３８００车次。全
年共受理投诉６３５２件，其中“１２３１９”热
线４０４０件，占总数的６３６％。区城管执
法局 投 诉 处 理 平 台 共 ２３１２件，占
３６４％，总体满意度为６３５７％。

■开展“五违四必”整治　区城管执法
局作为“五违四必”（违法用地、违法建

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和违法居住；安

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建筑必须拆除，脏

乱差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

整治的牵头单位，组织各街镇（园区）及

区相关职能部门全年共拆除违法建筑

１５６３８万平方米，腾出土地１３７３６公顷
（２０６０４亩），清理违法用地 ２４５２公顷
（３６７８亩），整治违法排污企业 ６３５家，
取缔违法经营户１２０２家，清退违法居住
人口３９８２６人，消除安全隐患 １８７８处，
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全年拆除８００万平
方米的任务目标，也超额完成１５００万平

方米新目标。６月 ２１日，全市第六次
“补短板”综合治理现场会在宝山区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韩正

对于宝山的整治工作给予高度评价。９
月１１日，南大（二期）地块，大场、庙行地
块，顾村地块３个市级整治地块顺利通
过市级验收，“五违四必”整治工作在全

市考核中名列第二位。

■开展中小河道治理　配合各街镇及区
相关职能部门做好中小河道治理工作。

全年共拆除水污染防治区域内各类违法

建筑１９４４万平方米，完成率１０３４％。
加强对河道周边违法行为处置，共查处

河道范围内倾倒工业、农业、建筑等废弃

物违法行为１４起，罚款金额３５万元。

■拆除违法户外广告设施　６月底前按
时完成２０１７年上海市级督办的７块高
立柱广告牌拆除任务。２０１８年市级督
办的屋顶广告１７处１９块、高立柱广告
１１处１１块、跨街广告１处２块共３２块，
年内全部拆除，提前完成整治。区督办

整治任务 ５３块，完成 ４８块，完成率
９０６％。

■开展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全区有 １３
个小区按照创建“无违示范小区”评定

标准开展整治工作。４月 ２８日，区委、
区政府在张庙街道召开住宅小区综合治

理现场推进大会，部署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创宜居宝山、建美好家园”活动，覆

盖２０００年以前竣工的全部３５２个老旧
小区。５月２６日，全市城管执法系统住
宅小区综合治理现场会在张庙街道召

开，市城管局和区局领导对区城管执法

进小区工作给予肯定。至８月底，全区
共建立城管工作室４８３个，实现居（村）
委联系覆盖率１００％。区城管执法局住
宅小区执法整治工作在测评中位列全市

城管系统第一名。开展居改非”专项整

治，全年共整治小区“居改非”５３７家，完
成三年整治任务的 ３７％。通过区经信
委向市征信中心推送违建逾期未拆除信

息７７条，损坏承重结构逾期未恢复信息
８条，借助权威门户网站褒扬诚信、惩戒
失信。

■查处违法运输处置建筑垃圾　指导各
基层中队与 ２８个公安派出所、１６个交
警大队建立常态协作配合机制，联合公

安、绿化市容等部门分别在３月、７月两
次组织全区范围的渣土专项整治，有效

遏制区域内渣土偷乱倒频发现象，形成

更强势、更有力、更有效的执法高压态

势。全区共立案查处运输车辆未取得处

置证、未密闭、洒落等各类违法运输处置

建筑渣土行为５１９起，罚款２７１万余元。
与区绿化市容局沟通，申请１２３辆渣土
车辆信息查询，通过区废弃物管理所管

理平台仔细核查被查扣运输车辆信息，

确定案件违法行为，从严从重处罚。

■开展违法违规经营执法整治　根据季
节特点，聚焦突出问题，及时组织开展有

针对性的整治行动。全年共查处烧烤、

夜排档、小百货、铝合金加工等占道经营

违法行为 １９０２起，罚款 ４９万余元。查
处非法活禽交易违法行为２２起，没收活
禽７９０余只。拆除各类违规亭棚７２个，
完成三年亭棚整治任务总量的８０％。

■开展“烟”污染违法行为治理　年初
针对环保督察指出的问题及宝山实际情

况，制定“烟”污染违法行为城管执法整

治方案。全年共依法查处露天焚烧违法

行为２４起，罚款 ３３４９９元；无证无照饮
食服务经营者未按规定安装油烟净化和

异味处理设施违法行为处罚５起。根据
大气污染防治需要，制定空气质量城管

执法保障工作应急预案。

■开展街面环境整治　依托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联席会议平台，整合管理、执法部

门力量，以街镇（园区）属地政府为实施

主体，共同推进六大类街面环境执法整

治工作，三年内计划完成全区２８６条城
市道路执法整治任务。各城管执法中队

通过集中整治与日常巡查相结合、宣传

督促与依法查处相结合、城管执法与辅

助管理人员固守相结合，提升街面环境

秩序，全区街面环境秩序整治第三方测

评排名全市第二位。

■完成城管执法四大信息化系统建设
　城管执法信息化是向“数字城管”“智
慧城管”发展的必由之路。至年末，完成

四大信息系统建设，其中“网上办案”

“网上督查”“网上考核”在全区推广使

用，“网上勤务”和车载视频系统在大

场、友谊、顾村、罗泾４个中队进行试点，
计划于２０１８年在全区城管执法系统全
面铺开。区局指挥中心、镇中队指挥室，

以及手持执法终端、便携式打印机、行车

记录仪等单兵装备或配备到位，或落实

采购经费。 （蔡莺华）

２２２

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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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网格化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
理工作以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为目标，聚焦“五违四必”（违法用地、违

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

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必须拆

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

缔）综合整治、中小河道治理、环境监管、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和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等重点工作，拓展网格化管理内容和范

围，发挥“网格化＋”综合平台功能，探索
建立网格化常态长效监管模式。全区网

格案件立案数６３３３２３件，结案率１００％，
及时率９８２９％，综合评价在全市１６个区
排名第六位，在 ９个郊区排名第三位。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受理数６３３２７件，
先行 联 系 率 ８９８４％，实 际 解 决 率
７７１４％，综合评价列全市第四位（考核等
次优秀）。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获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
赛优秀团队；平台受理监督科获２０１７年
度上海市巾帼文明岗；平台受理监督科张

瞡峰获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重点工程城市综
合管理立功竞赛优秀个人。

２０１７年３月７日，酒业诚信通手机应用程序和网格化平台正式对接 摄影／王耀磊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３日，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前中）到区网格化中心开展调研 摄影／王耀磊

■提升网格化综合管理实效　加大综合
实效督查力度，组建１５人的区级网格专
职监督员队伍，开展区级督查和街镇（园

区）互查，提升主动发现问题水平。开展

城市顽症普查，助推全国卫生城区复审工

作，巡查发现市区两级“３３＋３３”重点河
道、交通信号灯缺失损坏、１６条主要道路
两侧有碍市容市貌等问题共计２８７０起，
处置率９５％。深化“网格达标”创建活

动，管理要素４５７个，其中住宅小区１２４
个，面积３７３７平方千米（约占全区城市
化面积的３４％）；梳理“１０＋Ｘ”问题责任
清单１０２３件，处置４５２１件。开展“百个
星级管理网格”创优活动，１２４个居村工
作站结合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对涉及

住宅小区管理问题及时巡查发现。

■加强“１２３４５”热线办理　强化“领导
派单”机制，加强区政府领导现场办公频

率，派遣疑难工单。承办单位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通过“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信

息系统”派遣疑难工单，不少于单位总量

的５％。调整考核机制，优化“不属实”
工单考核办法。探索“五位一体”（区网

格中心、区政府督查室、区监察局、区编

办、区法制办）督办体系，在原区网格化

中心、区政府督查室、区监察局的“三位

一体”督办基础上，联合区编办、区法制

办开展“五位一体”督办。

■拓展“网格化＋”综合平台　加大“五
违四必”区域事中事后监管，将３９０个拆
违点位纳入网格化巡查范围。加强“三

线”（铁路、高压线和河道沿线）周边区

域的违法搭建巡查。加强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文，明确

５项食品药品问题（无证无照食品生产
经营、食品摊贩违法经营、餐饮油烟污

染、餐厨废弃油脂非法处置、保健食品制

假售假）的责任单位和处置流程。重视

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的网格巡查，联合区

房屋管理局，会同街镇（园区）网格化综

合管理中心和城市管理执法等部门，开

展罗店镇花神堂、江南造船厂内历史文

物保护单位的网格化巡查。

■创新网格化管理手段　对接区社建
办，推行“社区通”＋“城管通”社会治理
双平台模式，在月浦镇、庙行镇、友谊路

街道和张庙街道试点探索，居村委会层

面难以解决、需要依托网格化管理进行

处置的问题，按照标准流程进入网格化

管理平台。网格化综合管理平台共对接

社区 通 平 台 立 案 ２４５９件，结 案 率
９９２６％，及时率 ９５２０％。联合区酒类
专卖局共同开发上线“酒业诚信通”手

机应用程序，在全市率先将酒类专卖纳

入网格化管理，受到市商务委和国家商

务部的关注和肯定。联合区水务局开发

上线“河道综合治理”手机应用程序。

（许　莉）

３２２

城市网格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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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邮政
■编辑　孙　骏

交通运输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域内道路货物
运输企业有 ３０８５户，比上年增加 ４２１
户；拥有运输车辆４４６９４辆，增加１００６０
辆。其中：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６６
户，运输车辆３３０１辆；集装箱运输企业
１２０６户，集装箱运输车辆３１１９２辆；其他
运输企业１８１３户（冷藏保鲜、罐式容器、
普通货运、大型物体运输等），运输车辆

１０２０１辆。机动车维修企业３１４户，比上
年增加１５户，其中一类汽车维修企业１８
户、二类汽车维修企业１７８户、三类汽车
维修业户１１５户、摩托车维修业户３户、
综合性能检测站３户。全区有公交线路
１４２条，公交车辆 １８１８辆（空调车占
１００％），减少 ２辆；公交线网长度累计
４３１５公里，线网密度１６２公里／平方公
里。出租汽车企业 ２家，运营车辆 ６７０
辆。公共停车场（库）１１９户，比上年增
加２户；停车泊位 ２９８１９个，增加 １２６５
个。全年共审批行政许可７１１件，行政
备案２４件。在全年的行政许可、行政监
管中，未发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道路运输管理　年内共办理道路运输
经营行政许可６５３户。年审道路运输业
户１７４０户，年审车辆３３３６４辆。完成货
运业态诚信考核企业５１户（其中货运场
站７户，危运企业４４户），移送车辆案件
４４２件。

■汽车维修管理　全年共办理机动车维
修经营行政许可 ３５户，发放合格证
２３３０９本。完成辖区内一、二类维修企
业诚信考核１５８户，一、二、三类维修业
户经营许可延续２８户，有效期逾期业户
实施行政许可注销１０户。组织开展维
修企业废气分析仪、烟度计年度检验工

作，合格率达１００％。组织辖区６５家汽
车维修企业开展以“网络诚信消费无

忧”为主题的“３·１５消费者权益日”和
“质量服务月”等主题活动，共接待消费

者４４２４人次，解答各类咨询问题 １７７
个，发放宣传资料７６６０份，处理消费者
投诉８３件。配合开展机动车维修行业
环保专项整治工作，对产生“三废”（废

机油、废汽渣、废电瓶）的维修企业进行

重点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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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完成整治８０户。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结合区内罗店、
顾村大居以及新住宅区的开发建设，新

辟调整公交线路，服务居民基本公交出

行。年内新辟线路２条：宝山３０路（始
发站：轨交１号线共富新村站，终点站：
白沙园路江杨北路）、宝山 ２６路（始发
站：顾太路联牧路，终点站：水产西路顾

村卫生中心），解决杨行万叶紫辰苑、大

唐花园居民公交出行问题，填补白沙园

路、月城路等道路上的公交空白。优化

调整线路１６条，分别为宝山２路、宝山５
路、宝山６路、宝山９路、宝山２９路、宝
山９１路、宝山８２路、宝山８６路、宝山９３
路、１６０２路、１６０３路、１６０４路、１６０５路、
１６０６路、１６０７路、１６１０路。依托宝杨
路—宝安公路（同济路—陆翔路）公交

专用道的启用，实施宝杨路骨干公交调

整方案，宝山２９路班次间隔缩短至高峰
８分钟、低谷１５分钟，构筑可换乘轨道
交通１、３、７号线的东西向客运走廊。３
月１８日实施后，公交客运量由２０００余
人次／日提升至 ８０００余人次／日。全年
共审批公交线路行政许可２３件。

■公共停车场管理　年内共受理公共停
车场（库）经营备案登记１７户，新增泊位
４４４３个；歇业１５户，减少停车泊位３１７８
个。全区共有５８条道路（２９４１个泊位）
实施停车收费管理，收缴停车费 ５８８３

万元。其中：庙行镇 ２个，泊位数 １００
个；大场镇１５个，泊位数７７３个；淞南镇
３个，泊位数１１３个；顾村镇３个，泊位数
１９９个；中心城区道路停车场３５个，泊位
数１７５６个。完成７０户公共停车场（库）
质量信誉考核工作，评出 ＡＡＡ级企业５
户，ＡＡ级企业 ４５户，Ａ级企业 ２０户。
换发公共停车场（库）备案证明１１９户。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　通过开展贯
穿全年的各项安全专项整治活动，严把

隐患排查关、跟踪督办关、整改验收关，

做到专项检查横向到底、纵向到边，隐患

整治不留死角等，确保行业安全形势总

体受控。先后开展“元旦、春节安全检

查”“两会期间行业安全检查”“消防安

全大排查大整治”“今冬明春火灾防控

工作”“安全生产月”“道路客运安全年”

“平安交通专项整治行动”“打非治违”

等各项安全生产专项治理活动，全年出

动执法人员９４４人次，检查企业４５８户
次，开具整改通知书４份，检查道口１１５５
只次，出动巡查人员２８８７人次，实现连
续７８６５天（２３年）安全监护无事故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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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

企业诉求、掌握行业动态，共计走访各类

运输企业４００余户次。 （张凌勇）

交通行政执法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交通执法大队聚焦非法客运整治，紧抓

交通行业安全，履行交通执法工作职责，

维护辖区交通营运秩序。全年共开展各

类执法行动 １８１３次，出动执法人员
１００９９人次，出动执法车辆３１１４辆次，共
检查各类交通营运车辆３３０７辆，检查各
类交通运输企业３２０户，查处各类交通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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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违章案件２０７６件，立案总数比上年
增加 ９３％。其中，非法四轮客运 ５６５
件、“黑公交”４件、克隆车 ４件、公交 ６
件、出租１４件、省际客运２３件、普货９５９
件、危货 １８件、汽修 ６６件、停车场 ６５
件、驾培５件、三轮车２７８件、摩托车１６
件、电动车４９件、清障施救牵引４件。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６日，区交通执法大队开展打击非法客运宣传进高校活动
区交通执法大队／提供

２０１７年４月７日，区交通执法大队开展无证网约车联合整治 区交通执法大队／提供

■打击非法客运违法行为　大队依托宝
山区联席会议平台，保持与各职能部门

联勤联动机制，聚焦非法客运重点区域

及信访举报高发路段，严厉打击非法客

运违法行为。年内，先后开展“宝剑一

号”“宝剑三号”“宝剑五号”“宝剑九

号”非法客运专项整治行动，针对辖区内

７４处重点整治区域，会同公安和属地街
镇，组织“大兵团”联合作战，反复打、打

反复，固化整治成效。建立四轮黑车“黑

名单”，并与公安部门建立信息互通反馈

机制。１月、６月，对轨道交通３号线江
杨北路站、１号线通河新村站周边非法
客运车辆聚集地开展视频取证车辆整治

行动，共查扣１０辆“黑车”，获上海发布、
上海电视台、新民晚报等主流媒体正面

报道。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

体，加大对“黑车”危害性的宣传力度，

增强市民安全意识，共组织各类宣传活

动１６次，分发各类宣传品３万余份。完
善区域隔离设施建设工作，排摸、梳理出

交通枢纽、商业广场、居民社区等重点区

域非法客运点８３处，进行漆画黄色禁停
标示线、设置禁停标志牌等施工作业。

■加强行业稽查监管　对八大行业继
续保持全面监管，规范执法。紧抓危货

行业安全监管，针对辖区内危险品运输

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行动，

以企业内部安全管理、车辆运输安全管

理等为重点检查项目，以周边有学校、

医院、住宅小区等密集场所为重点检查

区域，共计检查６４家企业，确保区域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有序。严查省际客运

违法行为，紧抓省际客运安全检查，重

点检查车辆安全设施、车内载客数量和

从业人员资质证书等，在现场加强安全

宣传工作，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意识，避

免出现疲劳驾驶、超速、超载等易引发

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行为。坚持开展

普货、公交、出租等车辆稽查工作，通过

开展“宝剑四号”停车场库专项检查、

“宝剑六号”普货运输专项检查、“宝剑

七号”驾培专项检查、“双随机一公开”

（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

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

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汽修专项检查以

及不定期开展出租行业专项整治，提高

行业相关人员的安全意识，规范道路交

通运营秩序，确保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维护节假日和重大活动秩序　针对重
大节假日、重要活动，制定勤务计划，组

织执法力量分班、分时段进行固守巡查，

加强辖区美兰湖枢纽站、宝杨路汽车站、

吴淞公交客运站等１０个交通枢纽以及
沪太公路、?川公路、同济路等１５个主
干道的管控。完成春节、清明、中秋、国

庆等重要节假日以及“党的十九大”“上

海樱花节”等重大活动的交通保障工作，

用实际行动确保辖区市民出行安全。

（曹　毅）

水陆客运
■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至
年末，巴士五公司拥有公交线路１４５条，
其中市属公交线路８０条，区域性公交线
路３９条、村村通公交线路１１条、穿梭巴
士１５条。拥有营运车辆 １８０９辆，其中
线路用车１８０３辆。全年运客数约２７１９２
万人次，比上年减少９２８％；日均运客数
７４５万人次，减少 ９２８％；行驶里程
１０７６９万公里，日均行驶里程２９５万公
里。公司主动适应公交行业改革发展新

常态，增强全局观念，凝聚发展合力，推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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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

上海—普陀山

全程 船名 上船码头 上海开 到普陀山 备注 普陀山开 到上海 备注

１３４海里 普陀山 吴淞客运中心 １９：３０ ０７：００ 每周一、三、五发 １７：２６ ０６：００ 每周二、四、六回

　（具体以售票公告为准）客运问讯电话：５６５７５５００（７∶３０－１９∶３０）服务质量监督电话：５６１７０１３８

表２ 上海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吴淞站发车时刻

序号 线路 时间 序号 线路 时间

１ 如东 ５∶４０ １２ 启东 ７∶００

２ 滨海 ５∶４０ １３ 南陵 ７∶３０

３ 涡阳 ５∶４０ １４ 滨海 １１∶４５

４ 响水 ６∶００ １５ 江都 １１∶５０

５ 泰州 ６∶１０ １６ 启东 １３∶００

６ 歙县 ６∶２０ １７ 济宁 １５∶００

７ 颖上 ６∶３０ １８ 商丘 １５∶００

８ 盐城 ６∶４０ １９ 黄冈 １５∶２０

９ 溧阳 ７∶００ ２０ 界首 １６∶３０

１０ 沭阳 ７∶００ ２１ 颖上 １７∶００

１１ 商丘 ６∶３０ ２２ 泗阳 １８∶００

（刘晓军）

进深化改革、加快线网优化布局、加大安

全服务监管力度等工作。１月２０日，调
整５２路淞发路、淞肇路、长江南路、长江
路部分路段走向，避免车辆原地掉头，减

少安全隐患。３月１５日～４月１４日“上
海樱花节”期间，公司开辟由轨道交通七

号线至顾村公园的接驳线，方便市民赏

花。３月１８日，公司对行驶在宝杨路路
段的宝山２９路、８１１路、宝山５路等多条
公交线路进行线网优化调整，推进实施

宝杨路“一路一骨干”工程。３月２５日、
２６日，４月１日 ～４日，公司开辟松鹤公
墓、宝丰公墓扫墓专线，４月２日 ～４日
开辟宝罗瞑园扫墓专线，为扫墓客流提

供出行便利。５月２８日，５０８路宝杨路
汽车站终点站延伸至宝杨码头公交枢纽

站。宝山２９路上行增设宝杨路富联路
站，下行增设宝菊路镜泊湖路站。９月１
日，罗泾班线暂停营运，同步调整宝山

８６路部分路段走向，覆盖原罗泾班线走
向。９月２３日，长江南路公交枢纽站整
体搬迁至长江南路逸仙路临时枢纽站，

１６１１路、１６１２路、宝山８８路、１５１路、宝
山２７路、宝山３６路６条公交线路同步
实施调整。同日，上海旅游节花车宝山

巡游活动期间，１１６ｂ路、５０８路、７２８路等
１４条公交线路采取临时配套调整措施，
确保花车巡游活动顺利进行。１２月 ６
日，新辟宝山２６路，为顾村大唐花园居
民出行提供便利。１２月 ９日，宝山 ８２
路、１６１０路终点站调整至刘行公交枢纽

站，为市民到宝山龙湖天街购物提供出

行便利。２０１７年，巴士五公司开展信息
化试点工作，在宝杨路、共和新路停车场

试点实施集中报到。在营运车队试点推

行营运车队信息标准化管理，立足于查

补短板、强化现场管理，提升公司的现场

管理水平。年内，公司获上海市道路运

输行业协会授予的“交通运输企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等级证明”证书、获上海

市交通委员会、上海市交通工会、上海市

公共交通行业协会授予的“上海公交行

业汽车驾驶员（高级）技能大赛优秀组

织奖”。 （田　?）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至年末，
公司有职工７６人。公司履行功能类企
业职责，提升滨江开发管理平台功能，拓

展码头客货运及邮轮旅游配套服务业

务。代建邮轮港海上交管中心正式开

工，吴淞口水上旅行社成功获批出境资

质，上海邮轮中心“邮轮便捷通关条码”

投入运营，“邮轮直通车”正式启运，邮

轮领队服务平台正式建立。上海港吴淞

客运中心全年到发旅客２３２万人次，比
上年下降 １３％。全年无停靠出发长江
游船。浦江游览业务共接待２７个航班，
５４００名旅客，减少１２９％。电子售票中
心全年出票２９５万张，增加６％。上海
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吴淞站全年发

车９１７８班次，发送旅客 ４９０６５人次，减
少１４７％。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宝山站

接待游客６２１人次。公司参股的上海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全年完成

靠泊量共计４６６艘次，下降１０６％；接待
出入境游客 ２９１６万余人次，增加
２４％。１２月，中共宝山七届区委常委
会第５０次（扩大）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集
团化改革方案，确定公司以“服务于滨江

开发建设、服务于邮轮产业发展、服务于

宝山城市转型”的战略定位，打造滨江开

发、邮轮旅游、城市综合服务、交通港口

运营管理四大业务板块。年内，公司被

区委组织部列为“宝山区年轻干部实践

锻炼基地”。 （刘晓军）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公司完成客运量２３３２万人次，比上年
增加 １４４万人次，增幅 ６６％；车运量
６７１万辆次，增加 ５６万辆次，增幅
９１％。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４６３７万元，
同口径比上年增加 ３７８万元，增幅
８９％。高速船方面，全年客运总量为
３０２万人次，比上年增加１１万人次，增
幅３８％。吴淞—新河开航 １２３７航次，
客运量 ２２万人次；吴淞—长兴开航
５８５６航次，客运量８７万人次；吴淞—横
沙开航６３１２航次，客运量１９３万人次。
车客渡方面，全年石洞口—新河开航

６７３１航次，客运量 ３７２万人次，增加
６１万人次，增幅 １９６％；车运量 １０８
万辆次，增加１４万辆次，增幅１４９％。
长横对江渡方面，全年开航２８１７８航次，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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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计划船期

始发港及到达港 船　别 开　船　时　间

崇

明

吴淞码头新河 高速船 ７∶１５；１２∶３０

石洞新河 车客渡船 ６∶４５；８∶０５；９∶３０；１０∶３０；１２∶３０；１３∶３０；１５∶３０；１６∶３０；１８∶００

新河吴淞码头 高速船 ８∶１０；１３∶３０

新河石洞口 车客渡船 ５∶２０；６∶４５；８∶１５；９∶１５；１０∶４５；１２∶１５；１３∶４５；１５∶００；１６∶４５

长

兴

吴淞码头马家港 高速船 ７∶００；８∶００；９∶３０；１１∶００；１２∶４５；１４∶００；１４∶４５；１６∶３０

马家港吴淞码头 高速船 ７∶００；８∶５０；９∶５５；１１∶２０；１２∶５５；１４∶５０；１６∶００；１６∶３５

横

沙

吴淞码头横沙 高速船 ７∶００；８∶００；９∶３０；１１∶００；１２∶４５；１４∶００；１４∶４５；１６∶３０

横沙吴淞码头 高速船 ６∶３０；８∶１５；９∶２０；１０∶４５；１２∶２０；１４∶１５；１５∶２５；１６∶００

长

横

对

江

渡

长兴对江渡横沙 车客渡船

５∶４０；６∶３０；７∶００；７∶３０；８∶００；８∶３０；９∶００；９∶３０；１０∶００；１０∶３０；１１∶００；１１∶３０；１２∶
００；１２∶３０；１３∶００；１３∶３０；１４∶００；１４∶３０；１５∶００；１５∶３０；１６∶００；１６∶３０；１７∶００；１７∶
３０；１８∶００；１８∶３０；１９∶００；１９∶３０；２０∶３０；２１∶３０；２２∶１５

横沙长兴对江渡 车客渡船

５∶２０；６∶００；６∶３０；７∶００；７∶３０；８∶００；８∶３０；９∶００；９∶３０；１０∶００；１０∶３０；１１∶００；１１∶
３０；１２∶００；１２∶３０；１３∶００；１３∶３０；１４∶００；１４∶３０；１５∶００；１５∶３０；１６∶００；１６∶３０；１７∶
００；１７∶３０；１８∶００；１８∶３０；１９∶００；２０∶００；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沈嘉斌）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９日，高速船“飞翼１６”首航仪式在吴淞码头举行 上海客运轮船公司／提供

增加２０８０航次；客运量 １６５８万人次，
增加 ７２万人次，增幅 ４５％；车运量
５６３万辆次，增加 ４２万辆次，增幅
８１％。全年各航线共开航 ４８３１４航次
（不含包船），增加３４１５航次。危化品运
输１７８班次，减少 ９班次；海葬包船 ５７
班次，与上年持平；横沙岛夜间急救开航

４９次。年内，公司新建的１２０客位铝玻
高速船“飞翼 １２”轮（３月 １８日投入）、
“飞翼１５”轮（４月６日投入）、“飞翼１６”
（５月２３日投入）轮相继投入吴淞至崇
明三岛的水上客运。新建的２９９客位、
２２车位车客渡船“沪航２２”轮于９月３０
日投入石洞口—新河航线运输。７月，
公司微信公众号“上海客轮”正式上线，

方便市民及时掌握船期动态。年内，公

司获２０１５—２０１６上海市文明单位（连续
六届）、上海市劳动关系达标企业称号、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宝山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称号。 （沈嘉斌）

邮政
■概况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
区分公司（以下简称“宝山区分公司”），

内设综合办公室、财务部、人力资源部、

市场营销部、运行管理部、包裹快递部、

金融业务部、揽投部；下辖１３个邮政支
局、２７个邮政所、３０个代理金融网点。
投递线路４０３条，线路单程总长度５２６３
公里。其中：机动车投递线路１６条，单
程长８３８公里；电动车投递线路３８２条，
单程长 ４３８９公里；自行车投递线路 ５

条，单程长 ３６公里。设信箱（筒）２１１
个、ＡＴＭ机 ６２台。至年末，在册员工
９９０人。其中：中共党员１２６人、共青团
员９１人、女员工５２２人、少数民族５人；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２人、中级９人、初级
２１人；高级工技人员 ８２人、中级工 ４９８
人、初级工 ２４１人；大学本科学历 ２４３
人、大学专科４７２人、中专（中技、职高）
９８人、高中 ７６人、初中及以下 １０１人。
服务范围为宝山区行政区，服务面积

３０３４平方公里，服务人口２４５万余人。
全年完成通信业务总量３５８亿元，比上
年增长１６２３％；完成业务收入３１０亿
元，增长 ３５２％；人均劳动生产率为
３１２２万元，增长 ８１０％。用户综合满
意度得分为９４８３分。快递包裹当日妥
投率为９５０１％、３日妥投率为９９４８％；
银企对账单妥投率为９９８５％、回邮率为
９９７４％；约投挂号邮件当日妥投率为
８５１９％、３日妥投率为９７１７％。年内，
宝山区分公司被评为上海市五星诚信创

建企业、上海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２０１７
年百强企业等称号。

■《丁酉年》和《拜年》主题封销售　年
初，宝山区分公司结合生肖文化、春节

传统，分别设计制作《丁酉年》和《拜

年》邮资机纪念戳记主题封。《丁酉

年》邮资机纪念戳记主题套封以鸡为主

题，结合宝山知名剪纸艺人徐登祥的剪

纸作品，通过邮票文化与民间艺术有机

结合，打造出一款文化底蕴浓厚、颇具

观赏及收藏价值的邮资机纪念戳记主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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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套封产品，展现鸡年大吉、金鸡贺岁、

喜气洋洋的新年景象，全套共计 ４枚，
总计发行１０００枚。《拜年》则是根据民
间过年挂灯笼这一习俗设计制作的一

枚邮资机纪念戳记主题封，总计发行

１０００枚。１月５日、１０日，宝山区分公
司分别结合《丁酉年》和《拜年》邮票发

行，在友谊路邮政支局举行《丁酉年》

《拜年》邮资机戳记主题封首发活动，现

场吸引众多集邮爱好者和收藏爱好者，

发行两日，两大主题封全部售罄，实现

收入４５万元。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４日，宝山邮政“邮居一家”服务品牌项目首发仪式启动 摄影／滕凤

表４ ２０１７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各支局、所情况

邮政编码 单　位 地　　址 电话 营业时间

２０１９９９
友谊路支局
宝林八村所
海江路所

牡丹江路１７４５号
密山东路２３７号
海江路３０３号

５６６９２９２２
３６１００１５４
５６１１５１２２

８∶００－１７∶００
８∶３０－１６∶３０
８∶３０－１６∶３０休日

２００４３１
泗塘支局
张庙所
淞南所

长江西路１５９９号
长江西路１４５１号
淞南路３５１号

５６９９０２４５
５６９９２２０５
５６８２６２１１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８∶３０－１６∶３０休日
８∶３０－１６∶３０

２００４３６
大场支局
南大路所
乾溪所

沪太支路１３１６号
南大路５０２号
环镇北路３４０号

５６６８１４２９
６２５０５９０１
５６５０１０６４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８∶３０－１６∶３０休日
８∶３０－１６∶３０休日

２００４３９

高境支局
长江南路所
三门路所
阳曲路所

殷高西路１００号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９２号
三门路５１５号
阳曲路１０７３号

５６８２３０１４
５６８２３３５９
５５０３４１８１
５６７９６１０２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８∶３０－１６∶３０休日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８∶３０－１６∶３０休六

２００４４２
大华支局
华灵路所
大华二路所

真华路１１０８－２号
大华三路２号
大华二路１３９号

６６３５２３４１
６６３５０９９４
６６３５００９４

８∶００－１７∶００
８∶３０－１６∶３０休日
８∶３０－１６∶３０

２００４４３ 庙行邮政支局
共康所

三泉路１７１１号
长临路５６８号

５６４１９２１２
５６４０２７５６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８∶３０－１６∶３０

２００４４４
聚丰园路支局
锦秋所
上锦所

聚丰园路１２７号
锦秋路１２９８号
锦秋路７１６号

６６１２０７３３
５６１３４１４４
６６１３２１２６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８∶３０－１６∶３０休日
８∶３０－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１６∶３０休日

２０１９０１
杨行支局
天馨花园所
杨泰路所

月城路２３１号（暂停营业）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２号
杨泰路１９０弄２号

５６８００６１４
５６８０１４３６
５６８０８３２２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８∶３０－１１∶３０１２∶３０－１６∶３０休日
８∶３０－１６∶３０

２０１９０６
顾村支局
新贸路所
共富新村所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３００号
新贸路５号
共富路１７８－１８０号

６６０４０１４１
５６０４６０２４
３３７１１２６５

８∶００－１６∶３０
８∶３０－１１∶００　１２∶００－１６∶３０
８∶３０－１１∶００　１２∶００－１６∶３０

２０１９０７ 刘行支局
菊盛路所

菊泉街６１８号
菊盛路８７７号

５６０２３２６０
５６１２２０２１

８∶００－１６∶３０
８∶３０－１６∶００休日

２０１９０８ 罗店支局
长浜所

市一路１６６号
南东路６５弄１２号

５６８６３０５４
５６０１０６０４

８∶００－１６∶３０
８∶３０－１６∶３０

２００９４０

吴淞支局
海滨新村所
淞青路所
三阳路所

淞滨路８１５号
青岗路１２号
永清路２９１号
三阳路８号

５６６７３５５４
５６１７４３８０
５６１７６８５０
５６８４１９５２

８∶００－１７∶００
８∶３０－１６∶３０休日
８∶３０－１６∶３０
８∶３０－１１∶３０　１２∶００－１７∶００（休六）

２００９４１ 月浦支局
绥化路所

龙镇路７１号
绥化路７２号

５６９３６９５４
５６６４９９６１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８∶３０－１６∶００休日

２００９４２ 盛桥支局 ?川路５５４２号 ５６１５０４５４ ８∶００－１６∶００

２００９４９ 罗泾支局
潘沪路所

陈镇路５１号
潘沪路２０５号

５６８７０９２９
５６８７４２２４

８∶００－１６∶００休日
８∶３０－１１∶３０　１２∶００－１６∶００

（陆佩华）

■开展“集邮，让校园更多彩”展示活动
　１１月９日，宝山区分公司联合区教育
局在宝教院实验学校举行第六届“我爱

集邮”系列活动———“集邮，让校园更多

彩”展示活动。该活动同时得到市教育

委员会、上海集邮协会、上海教育报社总

社青少年报社的支持与指导。宝山区分

公司与宝教院实验学校共同启动《宝教

院实验学校集邮校本课程》的首发仪式，

区分公司下属友谊路邮政支局与宝教院

实验学校现场联合开展“小陶子少年邮

局”集邮文化展示活动。现场展示各类

精美集邮产品，宝山区分公司还为此次

活动设计《集邮，让校园更多彩》邮资戳

记及邮册。

■启动宝山“邮居一家”服务项目　１２
月４日，宝山区分公司参与由区政府联
合举办的“创新创优迈向智慧志愿新时

代———２０１７年宝山区‘１２·５’国际志愿
者日集中行动”，现场启动宝山邮政自创

“邮居一家”服务品牌项目的首发仪式。

“邮居一家”服务项目主要针对社区内

的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需人群，提供送

邮上门、帮老助残、集邮文化普及、防止

金融诈骗宣传、社区精神文明宣传、邮政

专业服务咨询等便民服务。促进各邮政

支局与区各街道乡镇资源共享、同创共

建，将企业的关爱、政府的关心延伸到社

区和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宝山区分公司

下属１３个邮政支局与区各街镇文明办
签订同创共建协议，并现场提供邮政文

化体验和便民设摊服务。区委书记汪泓

及市文明办副主任姜鸣向各支局代表赠

送志愿者服装，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

市分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黄来芳和

宝山区分公司党委书记王小平向１２个
街镇代表赠送“邮居一家”志愿服务包。

（陆佩华）

９２２

邮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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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燃气·自来水
■编辑　孙　骏

电力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至年末，
电厂有员工 ８９５人，其中在岗职工 ８６４
人，具有中高级以上技术职称１４７人，占
１６４２％。全年完成发电量 ４８５１亿千
瓦时，累计完成发电量 ２０１９４７亿千瓦
时；全年综合生产厂用电率完成６３％，
综合生产供电煤耗完成３４２３８克／千瓦
时。全年安全无事故３６５天，累计３２４７
天。完成全国“两会”、厦门“金砖”会

晤、中共十九大会议和迎峰度夏期间等

重要时段的保电任务。年内，４台机组
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其中包括增设 ＭＧ
ＧＨ（烟气再热器），实施脱硫脱硝提效、
增压风机扩容及电除尘改造等，实现“零

伤亡、零火灾”。结合技术改造实施机组

检修，消除１号机组长期存在的主机７、８
瓦轴承振动及１１瓦轴承振动超差缺陷，
１、２号机组达到修后连续运行１００天全
优目标。改造完成后减排效果显著，清

洁排放水平持续提高，二氧化硫排放绩

效００５克／千瓦时，氮氧化物排放绩效
０１１克／千瓦时，烟尘排放绩效００１克／
千瓦时。煤场扬尘治理取得成效，２号
卸船机配合投用干雾除尘，１号卸船机
配合投用水喷淋，码头扬尘在线监测装

置显示全年无超标。年内，电厂取得国

家版排污许可证，完成卸煤码头岸电完

善性改造。参与电力直接交易，竞得计

划外上网电量１０３亿千瓦时，全年累计
利用小时３７３１３５小时，高于上海统调
平均水平５３小时，超过同类型机组平均
利用水平７９０小时。严控标煤单价，做
到实时调整采购策略、区域内灵活调运，

避免临购高价市场煤。根据市场价格灵

活调整掺烧比例，力争掺烧效益最大化，

完成标煤单价 ７５９４７元／吨，标煤控价
在华能系统内下水煤电厂中排名第一

位。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煤场封闭改

造工程立项，计划在电厂４号煤场位置

建设两座单列布置的欧罗仓；１、２号机
组延寿请示获华东能监局批准同意；高

效机组改建工程取得环评批复，被市政

府列入上海市“十三五”重点能源建设

项目的计划开工项。电厂尝试掺烧污

泥、生物质发电，在履行社会责任同时，

探索企业发展新路。电厂连续四年蝉联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周晔芳

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李彪被授

予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厂团委被

授予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五四红旗团委”
称号。 （胡鸿婕）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至年末，
电厂在岗员工４７７人，其中具有大专及
以上学历的 ３６５人，占员工总数的
７６５１％；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２４６人，占员工总数的 ５１５７％。年内，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未发生一般及

以上安全事故，发生统计口径非计划停

运０次，创造该厂历史上最好成绩。至
１２月 ３１日，６台次机组连续运行一百
天，全厂安全日记录３６５天，累计跨年度
连续安全日记录 ４２１３天。电厂在迎峰
度夏、迎峰度冬、重要节假日、厦门峰会、

中共十九大会议期间等重要时间段均完

成安全、稳定、可靠的保供电任务，生产、

经营、政治和形象安全保持稳定。全年

完成发电量１２０８３亿千瓦时，比上年增
加４９０％，累计发电２２６８１１亿千瓦时；
全厂累计完成利用小时４７９５小时，增加
２２４小时，比上海公用燃煤机组年度平
均数４３６５小时高４３０小时；完成税前利
润５５４４９亿元，利润完成水平名列华能
股份公司系统６７家燃煤电厂第四位；全
年实现销售收入３８６１亿元，增加２８８
亿元；全厂完成供电煤耗 ２９５４５克／千
瓦时，下降０７８克／千瓦时，完成厂用电
率４３８％，与上年持平。电厂重视环保
工作，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大环保工作管

理力度。一方面，确保环保设备安全、稳

定、高效运行，达标排放；另一方面，加大

节能环保投入力度，提高清洁生产能力。

年内，全厂四台机组脱硫系统的平均投

运率为１００％，平均排放浓度 ８４０ｍｇ／
Ｎｍ３；脱硝系统平均投运率为 ９９９４％，
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３４９３ｍｇ／Ｎｍ３；
电除尘设备的平均投运率为 １００％，平
均排放浓度为１４９ｍｇ／Ｎｍ３，这三项指标
远优于政府排放标准，全额获得环保超

低排放电价补贴。完成一系列节能环保

改造项目，提高清洁生产能力。结合机

组检修先后完成１号机组脱硫回收水改
造、３号机组 ０号高加改造和空预器改
造、二期液氨改尿素工程、一二期港机抑

尘改造、太仓灰场环保综合改造验收。８
月，一期煤场封闭改造工作正式开始实

施，克服流程、天气、现场等多重困难，完

成原有煤场大棚拆除，土建工作进入收

尾阶段。年内，电厂获“上海市五一劳动

奖状”、第十一次获“上海市文明单位”；

该厂４号机组在中电联全国“６００ＭＷ超
超临界机组能对标竞赛”中获三等奖；电

厂二期二氧化碳捕集示范工程获第八届

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吴翌焕）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至年末，电厂有
员工７２人，在岗职工７２人，其中具有中
高级以上技术职称２７人，占３７５％，员
工全部拥有大学以上学历。全年累计完

成发电量１５５０亿千瓦时，比上年下降
５９９％。机组年利用小时达１２９１６４小
时，平均结算电价 ９１１３６元／千千瓦时
（含税）；全年售电收入１１７９亿元（不含
税），实现净利润７５亿元。完成综合供
电煤耗 ２２３０７克／千瓦时，下降 ９６２
克／千瓦时。完成综合厂用电率２３７％，
下降００５％。全厂安全无事故３６５天，
累计安全天数４７９３天，完成全年“零非
停”生产目标。在标准化达标一级企业

和本质安全三星企业基础上，完善本质

安全管理规范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年

１３２



内共增加修订３部体系文件、完成７５项
制度修订，组织专题学习７次，宣传贯彻
１６项制度。作为市发改委实施碳排放
交易试点企业，全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５６１万吨。年内，电厂被授予“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文明单位”“２０１６年职工模
范之家”“２０１６年平安示范单位”称号。

（陆思焱）

长江原水厂新建２２万吨规模翻水泵房 摄影／鲁　林

燃气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公司隶
属于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至年末

有职工５６２人，其中技术人员１１０人，下
设９个部室和６个对外服务部门，主要
从事居民燃气安全检查及调压器检修任

务。年内安检户数 ９４３万户，安检率
８８２１％。形成一支专业管理、标准规
范、服务良好的燃气安检专业队伍，调压

器检修队伍承揽燃气集团内浦销、市北、

大众、金山、崇明五大公司中低压调压器

检修任务，具备从事国内外７个品牌、３０
个系列型号，年检修超过２０００台能力。
年内，公司新增科尼调压器的检修 １１０
台次（金山７５台次、崇明３５台次），门站
的检修业务逐步提升，由中低压调压器

检修发展成中高压调压器检修。在检修

区域上，以上海中心地带为圆心，向四周

发展检修业务，新增南汇检修８３台次、
奉贤检修３２台次、崇明检修４８台次，同
时尝试拓展周边地区业务，华润集团所

属的浙江长兴检修８２台次。 （施玉兰）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公司
系申能集团下属上海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专业从事油品、液化

气、化工产品的储存、分装及经营。公司

主体设备包括３万吨级和千吨级的危险
品专用码头各１座、总容量为２６万立方
米的各类油品储罐２７座以及总容量为
１２０００立方米的液化气球罐６座。至年
末，公司有职工１５４人，其中工程技术人
员３５人。全年各类油品累计进２４３船，
出４９１船，发车 ４０６１５次，累计吞吐量
１５１１１万吨；液化气共进 ４７８车、９船，
发车 １９３６次，仓储收入 ３６２２５２万元，
增长２４８９％。公司围绕能源主业实施
转型发展，利用自身优势，融入油品经营

这个全新领域，稳步开展燃料油及液化

气经营贸易业务，全年累计销售燃料油

４９７１７５吨、液化气６２５吨。公司是宝山
区重要经济目标和消防重点单位，坚持

安全标准化建设，通过 ＨＳＥ（环境、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体系认证工作。年

内，公司围绕“优化管理，提升仓储运行

效率；强化品牌，创新对外服务形象；拓

展经营，主动融入油品市场；深化转型，

平稳推进产业整合”年度工作重点，完善

安全长效机制，推进仓储运行，提升仓储

运行能力和服务质量，拓展经营领域，配

合集团整合能源板块，规范各项基础管

理，提升服务质量。年内，公司获上海市

港口协会颁发的“五星诚信创建企业”

称号。 （贝　蓉）

自来水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至年末，长江原水厂有职工１３３人，
其中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 ３３人。

原水厂全年实现供水量５９４亿吨，比上
年增加０２３亿吨；平均日出水量１６２６７
万吨，最大日供水量１９０７吨（１０月１９
日）。年内未遭遇长江咸潮入侵，全年

出厂水氯化物浓度严格控制在２５０ｐｐｍ
以下。加强水质监测，科学取水调度，

全年共遭遇上游浏河排水 ５８潮，出厂
水氨氮值严格控制在０５ｐｐｍ以下。成
功治理水库藻类，未发生过一次微囊藻

水华和其他藻种的爆发。取水口共发

生８起外来突发性水质事件，应急处置
到位，出厂水质均达标。８月１日，嘉定
地区原水完善工程（一阶段）正式开工，

克服边施工、边生产运行的困难，保质

保量保工期，完成２２万 ｍ３／ｄ规模翻水
泵房施工及配套６ＫＶ配电系统改造等
工程。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各项工

作，按计划于１２月１４日实施陈行原水
向嘉定地区全覆盖供应。年内，原水厂

被评为上海市治安防范先进集体、治安

安全合格单位和平安示范单位。

（魏巧芬）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
分公司吴淞水厂　至年末，吴淞水厂有
职工５３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１７人
（中高级职称１０人）。全年完成总供水
量２７８７９０万吨，比上年减少２１４２％；日
平均供水量７９３万吨，减少１８２１％；最
大日供水量９７８万吨。年内，公司围绕
打造一流的专业化制水运营公司目标任

务、围绕企业安全生产优质供水的中心

任务，发扬“专业、专心、专注”精神，强

化内部管理，优化业务工作，完成年度目

２３２

电力·燃气·自来水



表１ ２０１７年吴淞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名称 指标值（％） 实际数（％）

出厂水常规４２项合格率 ９７ １００

出厂水九项合格率 ９８．５ １００

出厂水浑浊度合格率 ９８．５ １００

出厂水氨氮合格率 ９８．５ １００

调度指令保证率 １００ １００

调度指令执行率 ９８ １００

主要设备完好率 ９８．５ １００

在线仪表完好率 ９８．５ １００

信息设备完好率 ９８ １００

标任务。按照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对制水全过程实行精细化管理，根

据原水不同情况，及时调整净水幅度，合

理投加药剂，科学有效地调整排泥及冲

洗周期，使制水各工序调整到合理的最

佳运行状态，确保水质各项指标处于受

控范围，保证出厂水质全部达标。落实

保高峰供水措施，５月底前组织实施机
泵、净水、电气、清水库、加药、行车等主

辅设备大修，共检修机泵设备９项、变配
电设备４路、净水设施１３项、净水设备
１２项、加药系统３项、特种设备７项、其
他设备６项，完成率１００％，确保设备在
最佳状态下运行。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

强安全生产、治安保卫工作的要求，完善

各项工作机制，狠抓措施落实，狠抓隐患

治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强化内部治安

防范能力，提升安全管理水平，保障职工

人身安全、企业财产安全，确保安全形势

平稳受控。建立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

环境整合性标准化管理体系，配合上级

公司先后开展内部评审和外部审查工

作，通过上海质量审核中心的认证复审。

以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实现人才队伍综合素质和管理水平提

升，深化职业道德建设内涵，创新载体，

注重实效，培育打造优秀品牌，倡导崇尚

先进、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年内，水厂

获城投集团党支部建设示范点、水务集

团党支部建设示范点称号。 （陈　勇）

泰和水厂沉淀池 摄影／龚福民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
分公司月浦水厂　至年末，月浦水厂有
职工７２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
员１９人。全年完成供水量７７８４８万立
方米，比上年减少 ３３１万立方米；日平均
供水量２１３３万立方米，减少０９１万立
方米；最大日出水量２６１万立方米。年

平均出厂水浊度 ００４ＮＴＵ，优于国家规
定标准（国标为≤１ＮＴＵ），出厂水水质９
项主要指标合格率、调度指令执行率均

达到百分之百。水厂原水取自长江下游

水源，由陈行水库引水，厂区内主要构筑

物有４座平流式沉淀池、１座普通快滤
池、１座Ｖ型滤池、６座清水库、１座出水
泵房等，供水能力达到４０万立方米／日。
水厂有配套排泥水处理系统一套，建有

１号、２号调节池各１座、浓缩池２座，预
浓缩池１座，缓冲池１座，以及脱水机房
１座，最高日干泥量为４８吨／日，达到污
水零排放的综合治理目标。水厂运用自

动化监测、控制管理系统对整个制水工

艺流程实现全过程动态监控，按照国家

新颁１０６项水质标准，确保出厂水水质
安全达标。创建 ＩＳＯ质量、职业健康安

全和环境管理标准化体系，配合上级公

司做好内审工作，并通过上海质量审核

中心年度外部审查。健全安全生产长效

机制，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为抓手，以杜

绝各类事故为目的，规范安全生产管理，

从事后处理向事前预防转变，由传统管

理向科学管理转变。现场组织原水水质

突变应急演练和书面应急预演习，完善

“月浦水厂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取得预

期效果。结合贯标工作，进行危险源辨

识、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并逐项落实整

改措施，巩固和提高全厂安全系数。年

内，水厂被评为“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

（董　顺）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
分公司泰和水厂　至年末，水厂有职工
９７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２６
人。全年完成供水总量 ２５２８４万立方
米，平均日供水量６９３万立方米，最大
日供水量８０７万立方米。出厂水平均
浊度为 ００５ＮＴＵ，优于国家规定标准
（国标为≤１ＮＴＵ），出厂水四项合格率达
１００％。水厂原水取自长江水源，主要净
水设备有 １０座平流式沉淀池，５６格 Ｖ
型滤池，７座清水库，４座出水泵房等，供
水能力达到１００万立方米／日。水厂运
用计算机监控设备优势，推行数据库优

化管理，确定调节药剂投加，合理调整滤

池冲洗周期等，优化生产过程运行方式，

确保优质低耗。针对原水水质不稳定因

素，加强嗅与味的检测、预先调节加氯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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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调整沉淀池出水浊度、余氯指标等，

寻找最佳加注点，把有关的数据信息加

以收集、整理、汇总，建立合适的数据库，

保证“优质、低耗”，完善水质应急预案，

确保出厂水水质。年内，水厂新建２０万
吨系统（四系统）建成运行。年初，水厂

组织技术人员及当班职工深入建设工

地，参与整个系统的设备安装调试过程，

请设计者、设备生产商进行专项培训，提

前熟悉设施设备工艺流程，同时根据平

时工作实际情况向建设方提出改进意

见，确保试运行成功，为四系统顺利接收

打下基础。３月１３日，四系统联调联试
工作一次成功，顺利并网进入试运行阶

段。在试运行期间，全面测试各种工况，

调整优化参数设置，尽可能发现问题并

加以解决；加强新、老厂区整合，发挥四

系统的技术及设备优势，提高生产效率，

提升生产安全水平。四系统运行平稳，

出厂水水质各项指标均达到公司考核要

求。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完善各类规章

制度，做好ＩＳＯ质量管理标准体系、环境
管理标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标准

体系三标体系工作，１１月通过 ＩＳＯ三标
体系的认证和审核。年内，水厂被评为

上海市平安单位，保持上海市治安安全

合格单位称号。 （严　鹂）

表２ ２０１７年月浦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单位
综合合格率

％

浑浊度
（ＮＴＵ）
合格率％

余氯
（毫克／升）
合格率％

细菌总数
（个／毫升）
合格率％

大肠菌群
（个／１００毫升）
合格率％

平均浑浊度
（ＮＴＵ）

厂用率
％

主要设备
完好率％

月浦水厂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９７．５ １００ ９８．５ １００ ９８．５ １００ ９８．５ １００ ９８．５ １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４

表３ ２０１７年泰和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单位
综合合格率

％

浑浊度
（ＮＴＵ）
合格率％

余氯
（毫克／升）
合格率％

细菌总数
（个／毫升）
合格率％

大肠菌群
（个／１００毫升）
合格率％

平均浑浊度
（ＮＴＵ）

厂用率
％

主要设备
完好率％

泰和水厂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９８．５ １００ ９８．５ １００ ９８．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５ ３．５ ３．４３ ９８．５ １００

泰和水厂厂区 摄影／龚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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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信息
■编辑　吴嫣妮

科技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科委围绕“创
新资源的集聚力、创新成果的影响力、新

兴产业的引领力、创新环境的吸引力、协

同创新的辐射力”，优化科技创新环境，

提升科技服务水平。全年宝山区有研发

活动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６６１％，排名全市第５位，提高率全市排
名由第１６位提升至第８位。Ｒ＆Ｄ（用于
研究与实验发展活动的经费）占ＧＤＰ比
重４１２％，高于全市平均数 ３７７％，全
市排名第４位，提高率排名第５位，比上
年提升１１位。

推进科创载体建设，调整张江宝山

园园区范围，将吴淞工业区、南大、罗店

等宝山“十三五”发展重点板块部分区

域纳入张江宝山园内。以智慧湾科创园

为主要载体，规划１００００平方米３Ｄ打印
创新生态圈，吸引“中国３Ｄ打印文化博
物馆”等１２家企业入驻。完成吴淞口创
业园“物理空间 ＋专业服务 ＋投资基金
＋技术平台”四位一体建设，创业园成功
获批市级专业孵化器。推动吴淞口创业

园与圣戈班战略合作，举办“智慧制造与

新材料”专题路演。与上海大学合作，举

办２０１７上海创新创业宝山区大赛。支
持上海大学科技项目落户宝山，推进上

大－宝山军民融合产业园建设，其中上
海仕坦新材料有限公司正式落户。中设

科技园挂牌开园，对接腾讯电竞孵化器、

精准医疗企业，吸引落户宝山。促进创

新成果转化，石墨烯研发与转化功能型

平台项目被列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

“四梁八柱”（指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区域创新集

聚区、双创氛围营造）建设任务，是宝山

区唯一入围项目。平台主推成熟技术成

果产业化，建设石墨烯共性技术创新实

验室，完成导电剂、导热硅脂、防腐涂料

等成果转化项目产业化，吸引国内外科

研团队４５个，企业４３家。与上海电缆
研究所、临港集团合作，筹建超导功能型

平台、物联网科创功能型平台。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１０家企业获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其中复控
华龙获科技进步特等奖。新建院士专家

工作站５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家，其
中市级１家，产学研合作项目２３项。全
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５１家，上海市科技
小巨人（培育）工程企业５家。７６家企
业获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

金，３人入选上海市优秀技术带头人计
划。２个项目获批市区联动项目，是全
市唯一有２个项目入围的区。张江宝山
园３１个重点项目获市级专项资金５６３５
万元。

优化区域创新环境，宝山区获“上海

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优秀赛区组织奖”，７５
家企业晋级决赛，２２家企业晋级全国创
新创业大赛，６家企业获奖，全市排名第
５位，十大优秀团队中 ４个项目正式落
户宝山。完成《宝山区科技创新专项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修订工作。针对初创

期、成长期、成熟期企业不同需求，为２８
家企业申请科技履约贷款额 １５０００万
元。张江宝山园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为

５６家企业成功贷款９２家次，共计１５１１４
万元。宝山众创孵化载体总数达１８家，
新增７家市级科创孵化载体，其中２家
专业化众创空间（全市仅１５家），２家国
家级孵化器，１家国家级众创空间。

推进知识产权工作，新增４家市专
利工作试点（示范）单位，上海宝钢节能

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共５个项
目被评为２０１７年第十九届中国专利优
秀奖。区专利申请全年总量７０７８件，比
上年增长 ２９％。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３３５７件，增长 １１％；外观设计专利 ６９１
件，增长２００％。区专利授权总量３８５１
件，增长 １２８％。其中：发明专利 １２９２
件，增长６０％；实用新型专利２１３７件，

增长１５３％；外观设计专利４２２件，增长
２４１％。至年末，区有效发明专利６６６５
件，增长１７５％。

推进科普特色工作，宝山区科协获

“十二五”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实施工作全国先进集体称号。年内新增

科普村（居）委２２个，全国科普示范社区
１个（吴淞街道西朱居委），宝山区市级
以上科普教育基地总数达到１８家。成
功举办２０１７年宝山科技节、２０１７年宝山
区“全国科普日”活动，全区共组织科普

活动４００余项。承办第三十八届世界头
脑奥林匹克中国区决赛、上海市科普讲

解大赛复赛等国家、市级重大科普活动，

共获各等次奖 ７项。万人科普培训达
３０５５０人次，长江河口科技馆参观人数
达８万人次。

■签订《智慧城市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１月５日，宝山区政府与软通动力
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双方整合优势，共同推动宝山智慧

城市及高境科创小镇建设。同日，举行

软通动力上海区域总部入驻宝山签约

仪式。

■获“十二五”纲要实施工作全国先进
集体称号　１月１４日，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公
民科学素质工作推进会在科学会堂召

开，区科协获“十二五”纲要实施工作全

国先进集体称号，成为全市唯一获全国

先进集体的区级单位。年内，区科协实

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开展

科普示范创建工作。吴淞街道西朱居

委成功创建“全国科普示范社区”，赛安

基因科普教育基地成功创建市级科普

教育基地，宝山区市级以上科普教育基

地总数达到 １８家。至年末，全区共有
国家级科普示范社区８家、市级科普示
范社区 １３家、区级科普示范社区 ４０
家，形成国家、市、区三级五星科普示范

５３２



表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企业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奖励类别 获奖等级

１ 深海油气开采系统核心装备关键技

术及工程应用
美钻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等 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２ 大型海外工业项目模块化建造关键

技术与工程应用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３ 冶金工业旋流池成套建造技术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 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４ 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关键技术及其

产业化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司南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复控华龙微系统技

术有限公司等
科技进步奖 特等奖

５ 压水堆核电蒸汽发生器用６９０合金
Ｕ形管产业化制造技术及产品开发 宝钢特钢有限公司，宝银特种钢管有限公司，钢铁研究总院 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６ 热轧粗轧板形自动调控及质量提升

技术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７ 基于纳米技术的乙肝病毒及肝病全

程的快速侦检技术与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苏州工业园区晨健抗体组药物开发

有限公司，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赛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等
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８ 城市交通状态精准感知与协同管控 同济大学，上海电科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９ 水产品低温物流关键技术研发与设

备创新
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宝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 技术发明奖 三等奖

１０ 化妆品安全法规中有害物质检测量

值溯源体系建设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创建体系。举办各类科普特色活动。

成功举办２０１７年宝山科技节、２０１７年
宝山区“全国科普日”活动，全区共组织

科普活动４００余项。承办第３８届世界
头脑奥林匹克中国区决赛、上海市科普

讲解大赛复赛等国家、市级重大科普活

动，共获各等次奖７项。全年万人科普
培训达 ３０５５０人次。探索开展园区科
普工作新途径，共设立 １０家双创服务
站，承办上海科技论坛项目“第十三届

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举办以“高

效焊接技术及焊接新材料的应用与发

展”为主题的 ２０１７第六届宝山焊接技
术论坛，鼓励和支持各街镇加强科技创

新屋、科普示范社区、科普活动室、科普

图书室、科普宣传栏、电子科普画廊等

科普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科普项目征

集，共计收到申报项目 ９６个，“顾村镇
科普之光城市景观带”等６０个项目获
批立项，项目总经费２５２０１万元，资助
经费９２６７９５万元。

■“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
站”成立　１月２３日，上大附中等４所
学校在上海市产业技术研究院接受授牌

并成立“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

作站”，标志着宝山学校人才培养朝整合

高校、科研院所、社区等多方资源发展，

通过校内外联合，跨界别联动，推进学生

综合素质提高。

■中国首个海洋极端钢铁材料联合实
验室揭牌　３月１０日，上海海事大学与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建立的国

内首个“海洋极端钢铁材料制备与蚀损

控制”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该实验室

的建立将推进中国极端海洋环境下船

舶及海洋工程装备用钢的研发、制备与

研究。

■宝山区升级“智造高地”　３月２９日，
宝山区召开经济转型专题发布会，梳理

全区重大产业项目，并结合项目成熟

度，明确 ２０１７年 ２０个重大项目，高污
染、高能耗产业转型发展，腾挪空间给

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制定出台 １０８
条意见建议，关停２０４３家企业，并依托
轨道交通线路，形成“一带三线五园”

（一带指老码头改造的滨江带，三线指

三条地铁线，五园指五大产业园区）产

业布局。

■开展第二轮技能人才培养“双百计
划”　３月，开展第二轮技能人才培养
“双百计划”遴选工作，６８家企业７２个
团队申请立项，最终确立３１个团队和３１
个首席人才。“双百计划”实施期间，还

邀请团队负责人和首席技能人才进行政

策解读、通报部署工作、进行经验分享。

宝山区分三个批次选拔资助１００个优秀
技能团队、１００名首席技能人才。历经
两年，其中第一批团队均通过成果验收。

其中，３０个团队评估等级为优秀，４个团
队评估等级为良好。３４个团队产生新
成果２４４项、获国家专利授权１６４项、发
表论文和专著６２篇，获技能等级、职务
或职称晋升 ２１７人次，师徒结对 ６２人
次、开展１１万人次职工技能培训，获科
技进步奖、发明专利奖、名牌产品称号等

８６项。

■宝山“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
赛启动仪式举行　４月１１日，“创享未
来 创赢宝山”２０１７宝山创新创业大赛暨
“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宝山

赛区启动仪式在上海移动互联网创新园

举行。该次大赛围绕重点产业领域，融

合各方力量，为创业者提供大赛政府引

导资金、大赛创业投资基金、大赛贷款

保障基金、大赛园区服务资金和大赛公

共服务资金等五重政策红利，为创新创

业提供全生态链服务。大赛企业组报

名数量达２７７家，２２家企业晋级全国创
新创业大赛，６家企业获奖，全市排名第
５位，全国十大优秀团队中有４个项目
正式落户宝山。创业大赛获２０１７国际
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上海市科技创业

中心授予优秀赛区组织奖，并吸引人民

网、上海观察等多家主流媒体聚焦

报道。

■宝山区获首届中国（上海）国际发明
创新博览会多项大奖　４月２０日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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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首届中国（上海）国际发明创新博

览会上，宝山区教师获２金、２银，中小
学生获６金、６银。宝山区通过植入“科
创基因”、组建“家庭创客”方式，让创新

实践成为学校、家庭的重要文化元素，提

升广大青少年的创新素养。

■宝山成立全国第一家主打科普产业院
士专家工作站　５月１９日，由著名古生
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周忠和院士领衔的

上海睿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

作站揭牌成立，这是上海市第一家以文

化产业为背景、主打科普产品的院士专

家工作站。上海睿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是一家致力于科学传播、科学教育的科

学电影创作公司，是“国家级动漫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古脊椎动物

学会唯一的一家“科普创作基地”。中

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上

海市科委、市科协、市科普作家协会、宝

山区政府、区科委、大场镇等单位，以及

众多来自科学界、科普界、产业界的专家

学者等参加揭牌仪式。

上海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 区科委／提供

■保集ｅ智谷院士服务中心揭牌　５月
２５日，保集ｅ智谷院士服务中心揭牌暨
上大－保集军民融合产业园签约仪式在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保集 ｅ智谷园区举
行。保集ｅ智谷园区是宝山区智能制造
产业重要创新载体，集聚一批创新项目

与技术团队。同日，签订上海大学科技

园与保集控股集团军民融合产业园合作

运营意向协议书。

■中国电建重工装备走出国门　５月，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上海电力环保设备总

厂有限公司两台１６００ｔ／ｈ卸船机成功中
标，成为巴基斯坦卡西姆港燃煤电站项

目设备供货商之一。卡西姆卸船机项目

成为中国电建重工装备“走出去”的

标志。

■宝山石墨烯３个项目从实验室进入企
业　５月，在“石墨烯在上海的今天与明
天”院士沙龙上，上海石墨烯产业技术功

能型平台促成首批 ３个产学研合作项
目，推动上海高校和科研院所成果进入

产业化阶段，其中石墨烯防腐涂料计划

２０１８年年投产。该平台由市科委和宝
山区政府联合打造，采用市场化运作模

式，由上海超碳石墨烯产业技术有限公

司运营。

■月浦镇企业挂牌孵化基地揭牌　６月
８日，月浦镇与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上海亚豪骏合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建立企

业挂牌孵化基地，成为中小企业与上海

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直通车”。孵化基

地为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管理模式、市场

等生产要素，助推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

■上股交———吴淞口创业园企业挂牌孵
化基地揭牌　６月１６日，由吴淞口创业
园与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共同成立，上

海尚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的“上海

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吴淞口创业园企

业挂牌孵化基地”正式揭牌启动。双方

的战略合作将推动两家国有企业优势资

源互联互通，推进园区企业与资本市场对

接，拓展企业融资渠道，激发企业活力。

■上海大学紫荆谷创新创业辅导中心成
立　６月２３日，上海大学紫荆谷创新创
业辅导中心正式成立，上海大学创新创

业学院—紫荆谷·跨境通战略合作启动

仪式同时在上海大学举行。仪式上，上

海大学与经纬集团签署“上海大学经纬

教育发展基金捐赠协议”。１２月１９日，
“紫荆谷———上海大学创新创业实践基

地”和“上海大学———紫荆谷创客空间”

揭牌成立。经纬集团共向国内１２所知
名高校捐资港币２４亿元，分别设立“紫
荆谷创新创业发展辅导中心”，上海大学

是其中之一。根据协议，经纬集团捐赠

２０００万港币，主要用于合作建设“上海
大学紫荆谷创新创业发展辅导中心”和

上海大学双创学院。辅导中心重点支持

港澳台中小微企业和青年在大陆的创业

发展，帮助在大陆创业的青年接受全面

的创新创业教育，让上海大学的创新创

业教育惠及更多港澳台青年。同时设立

“经纬奖教金”，奖励在高水平大学建设

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职员工。

■生命科学创新中心项目落户宝山　７
月６日，由临港资管与复容投资共建生
命科学创新中心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此次签约为宝

山经济发展注入新发展活力，打开新产

业空间，也为临港集团和复旦大学共同

树立产学研融合新典范，助推高境产业

转型和科创小镇建设。

■中国３Ｄ打印文化博物馆落户宝山　
（参见“镇·街道”顾村镇）

■中国申和热磁大尺寸单晶硅片项目投
产　７月６日，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
公司举行大尺寸单晶硅片项目建成投产

仪式。该项目属于宝山区重点打造的新

材料产业集群，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

半导体大硅片量产项目，弥补中国生产

８英寸半导体级单晶硅片的空白，为中
国打造全球最大的大尺寸单晶硅片基地

奠定坚实基础。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中

国半导体行业协会、ＦｅｒｒｏＴｅｃ中国等负
责人出席仪式。

■宝山“青年创客训练营”启动　７月２１
日，由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庙行镇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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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事务所主办的“乐创青春·青年创

客训练营”启动仪式举行。“青年创客

训练营”选拔６～１０家创业项目进入苗
圃进行３个月孵化，通过开展特训，分别
从财税、知识产权与企业法务、品牌建设

与运营、市场推广、融资技巧、招聘与团

队建设等多方面辅导创业者。创业导师

根据所属项目一对一跟踪帮扶，帮助学

员梳理项目商业模式，补齐薄弱环节与

短板。建立乐创青春项目孵化微信群，

邀请各个不同领域的创业指导专家加

入，随时为创业者提供问题咨询服务。

将市、区、镇三级帮扶创业政策与创业团

队对接，为创业者和小微创业组织提供

政策性担保的创业贷款，全额贴息。

■上海中设广场竣工庆典暨中设科技园
揭牌　（参见“镇·街道”高境镇）

■联合检查转基因生产性试验基地　年
内，由上海交通大学开展的全国首例转

抗除草剂基因大豆生产性试验，经农业

部审批在宝山区开展。为落实属地化管

理原则，确保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安全，

上海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宝山区

农委执法大队、上海交通大学农生院曹

越平教授和试验所在合作社负责人开展

对接监管工作，在试验大豆结荚、成熟、

收获等关键节点，安排执法人员开展现

场检查，确保试验按照许可文件开展，为

上海市转基因科研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上海智力产业园人才服务工作站揭牌
　宝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庙
行镇在上海智力产业园举行人才服务工

作站揭牌仪式。人才服务工作站为人才

服务工作创建通道，搭建平台，通过建立

业务培训、工作例会、信息通报、考核评

优等制度，落实日常指导、提前告知和现

场接待等各项服务工作。智力产业园、

博济智汇园和智慧湾等重点园区企业负

责人、部分优秀人才代表参加仪式。

■宝山地震科普馆开展科普教育　宝山
地震科普馆位于杨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一楼，展馆分为上下两层，总建筑面积

为５００平方米，设有序厅、地球知识展
区、地震知识展区和防震避险体验区等

４个区域。参与者动手体验各类展示道
具了解各种地震相关知识，参与体验模

拟地震平台，亲身感受弱震、中强震、强

震变化，加深参观者对地震震级了解，掌

握基本逃生技能。

■举办“创新宝山、魅力都市”“全国科
普日”活动　９月１７日，以“创新宝山、
魅力都市”为主题的宝山全国科普日活

动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举行。活动

主会场分为“滨江定向赛”和“科普嘉年

华”两大板块，来自全区各街镇、科普基

地、双创服务站的１１０队选手参加滨江
定向赛。科普嘉年华共有无人机和机器

人表演、运动科学检测、虚拟运动体验、

运动科学竞技、“燃·动”亲子智能互

动、运动基因探索、科普场馆集结展示七

部分组成，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第十三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在
宝山举行　（参见“中共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重要活动）

■宝山５款石墨烯产品在工博会首次发
布　１１月 ３日 ～１１日，宝山区在 ２０１７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首次大

规模发布石墨烯技术产业化成果，石墨

烯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上海超碳

石墨烯产业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石墨烯润

滑油调理剂、石墨烯防腐涂料、石墨烯导

热硅脂、石墨烯导电剂浆料和烯碳铝合

金复合材料５款石墨烯应用新产品。同
日，上海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与

上海亚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签署新材料

首批次应用保险服务协议，并与上海荣

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资本运作服务

协议。

■上海首届专业化众创空间发展论坛举
行　１１月７日，上海首届专业化众创空
间发展论坛暨宝山众创联盟成立大会在

吴淞口创业园举办。该活动由上海市科

委、宝山区政府、中国宝武联合举办，宝

山区科委和吴淞口创业园承办。上海市

首批三化培育众创空间、宝山众创联盟

成员、双创服务机构等８０多家单位参加
会议。上海市科学学所所长骆大进做题

为“为创新创业营造更好的生态”的主

旨报告；石墨烯平台（宝山石墨烯平

台）、新微（上海新微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吴淞口创业园（吴淞口创业园）、百

联（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平

（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５家单
位分别代表政府、院校、央企、地方国企、

民企等不同投资主体的专业化众创空间

进行主题发言，分享成功经验和典型模

式。宝山众创联盟同日成立，成员有３５
个。联盟通过搭建众创孵化载体与政府

之间有效沟通渠道，促进联盟成员之间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共同营

造宝山区良好创新创业氛围。

■第六届宝山焊接技术论坛举行　１１
月９日，“高效焊接技术及焊接新材料的
应用与发展”论坛暨第六届宝山焊接技

术论坛在上海市宝丰联大酒店举行。此

次论坛是由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区焊

接技术协会承办，市科学技术协会指导，

上海焊接协会支持的上海科协第十五届

学术年会专题活动，市科协学术部、市焊

接学会和区科协领导出席论坛并致辞。

论坛上，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余燕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焊接研究所

何国教授、上海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公

司总经理郑胜等专家、企业家，围绕“高

效焊接技术及焊接新材料的应用与发

展”发表专题演讲，和与会代表们交流新

材料在焊接制造领域的应用和前景。上

海市相关制造业企业代表、区科协所属

学（协）会代表等１００余人参加活动。

■国内首个纳米涂层技术产业化生产线
在宝山建成投产　１１月２３日，国内首个
先进纳米涂层技术产业化生产线由上海

市宝山工业园区企业上海英佛曼纳米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建成投产。该公司自主

研发的多项纳米材料制备和纳米涂层核

心专利技术在一些重要领域和重要应用

上居国际创新水平，填补国内外技术和

应用上空白，其中７项专利获国际发明
金奖、两项获国际发明银奖、一项铜奖。

■２０１７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在宝
山举行　（参见“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
员会”重要活动）

■争创国家级车联网产业集群与无人驾
驶商业应用示范基地　１２月２６日，宝山
区政府、临港集团、上海博泰公司三方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争取“国家智能汽

车创新发展平台”落地宝山，建设国家级

工程中心、国家级技术中心两个中心，促

进智能汽车产业发展，同时，博泰总部以

及博泰合作项目也将落户宝山，促进宝

山区实现跨越式转型发展。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苏平、吕鸣，临港集团董事长

刘家平，上海博泰董事长应宜伦，市经信

委、市发改委领导等出席签约仪式。

■“重型燃气轮机”项目落户宝山　年
底，作为中国“两机”（航空发动机及重

型燃气轮机）专项中的重型燃气轮机项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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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落户上海智力产业园宝山卓越园。中

国联合重型燃气轮机技术有限公司通过

重型燃气轮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

建立中国先进重型燃气轮机自主研发体

系，突破重型燃气轮机设计技术、高温部

件制造技术和运行维护技术和国外企业

设置的知识产权壁垒，解决燃气发电项

目设备瓶颈，基本形成完整重型燃气轮

机产业体系。

表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序号 企　业　名　称 序号 企　业　名　称

１ 图瓦斯（上海）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２ 上海品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３ 上海方堰实业有限公司

４ 上海星海天冲压件有限公司

５ 上海扬发动力有限公司

６ 数尊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７ 上海利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８ 上海联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９ 上海云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 上海黑弧数码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上海哈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橙志（上海）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１３ 上海致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４ 上海逸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 鑫库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１６ 中航国际仿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１７ 上海蓝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８ 费勉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１９ 上海云端洗烫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上海宝山大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２１ 上海兴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２ 上海境展展示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２３ 上海加士德电脑有限公司

２４ 上海景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２５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２６ 点都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２７ 上海大泾化妆用具有限公司

２８ 上海有洗洗涤设备有限公司

２９ 上海剑平动平衡机制造有限公司

３０ 上海跃进医用光学器械厂

３１ 上海独秀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３２ 上海通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 上海开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４ 上海宝谊图片有限公司

３５ 上海云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３６ 上海蓥石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３７ 上海寰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３８ 上海久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３９ 上海微盟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４０ 上海铠韧气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 上海融贷通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４２ 上海暨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４３ 上海长江口数据港科技有限公司

４４ 上海云同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４５ 上海合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４６ 上海十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４７ 上海烨得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 上海美好家实业有限公司

４９ 上海你我贷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５０ 上海江润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５１ 上海萃思软件有限公司

表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序号 单　位　名　称 获奖
年份

备注 序号 单　位　名　称 获奖
年份

备注

１ 赛赫智能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小巨人 ３ 上海广联环境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小巨人

２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小巨人 ４ 上海科辰光电线缆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 小巨人培育

表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众创载体

序号 企业名称 专业方向 街镇（轨交） 孵化器级别 模式

１ 财景科技园 移动商务 高境（３号线） 市级孵化器 综合生态

２ 长江软件园 互联网 高境（３号线） 国家级孵化器 综合生态

３ 高境复旦软件园 信息服务 高境（３号线） 市级孵化器 综合生态

４ 芝融孵化器 互联网、智能硬件 高境（１号线） 市级孵化器 投资孵化

５ 庙行智力产业园 电子商务 庙行（１号线） 国家级孵化器 综合生态

６ 卓越Ｅ＋接力空间 互联网 庙行（１号线） 市级众创空间 联合办公

７ ３６５众创小镇 互联网、智能硬件 宝工园（１号线） 市级孵化器 投资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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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专业方向 街镇（轨交） 孵化器级别 模式

８ 石墨烯应用科技孵化园 新材料（石墨烯） 城工园 市级孵化器 产业链

９ 贞一科技孵化器 智能控制 城工园 市级孵化器 培训辅导

１０ 石墨烯·新材料众创空间 新材料 城工园 市级专业化众创空间 大企业平台

１１ 七立方科技园 互联网 吴淞（３号线） 市级众创空间 综合生态

１２ 吴淞口创业园 智慧制造、新材料 吴淞（３号线） 国家级众创空间
市级专业化众创空间

大企业平台

１３ 博济智汇园 移动互联 张庙（１号线） 国家级孵化器 综合生态

１４ 博济创客邦 移动互联网 张庙（１号线） 国家级众创空间 综合生态

１５ 复旦软件园 软件信息 淞南（３号线） 市级孵化器 综合生态

１６ 移动互联网创新园 互联网＋ 淞南（３号线） 市级孵化器 综合生态

１７ 复客中国和众创基地 移动物流网 杨行 市级众创空间 综合生态

１８ 宝山科技园 动漫衍生 大场（７号线） 国家级孵化器 综合生态

１９ 绿地上大华释创客中心 互联网 大场（７号线） 市级众创空间 产业链

表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获第十九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发明人

１ ＺＬ２００７１００４５８６６．４ 液压、润滑管道气液混合冲洗方法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樊金田、王亚弟、解亚利、

!

国良、刘光明、
史　涛、丽婷、郭九春、杨　辉、顾小文、
徐凤君、冯志峰

２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２６４０．７ 一种具有优良表面摩擦特性的热镀锌钢板
的生产方法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温乃盟、林传华、郑建平、王小邓、丁震宇

３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０１８３５８．８ 取向硅钢超长多轨卧式活套带钢跑偏控制
方法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代智肄

４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２３７３７９．３ 基坑开挖减荷方法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张凤勇、徐宁、孙颖

５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７６８６４４．５ 工业余热资源综合梯级利用方法 上海宝钢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曹先常

表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科普教育基地、场馆（市级）

基地名称 地址 开放时间 联系电话

东方假日田园 联杨路３８８８号 ８∶３０－２１∶３０（全年开放） ０２１－６６０１８５９０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塘后路２０６号
４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５∶００－１８∶００
７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５∶００－１９∶００
１０月１日至３月３１日６∶００－１８∶００

０２１－５６５７９００９

上海玻璃博物馆 长江西路６８５号 冬令时９∶３０－１７∶００
夏令时９∶３０－１８∶００

０２１－６６１８１９７０
０２１－６６１８１９７２

上海陶瓷科技艺术馆 逸仙路３０００号３号楼３层 ９∶３０－１７∶００（团体参观需提前一周预约，国定假日另
行通知）

０２１－６０８３２９０３
０２１－６０８３８２５８

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
塘后路２０６－１号（吴淞炮台湾国家湿
地公园内，近宝杨路入口）

周二至周五９∶００－１６∶３０
周六至周日９∶００－１７∶００（闭馆前一小时停止售票） ０２１－３１２７５９９９

上海东方泵业科普教育基地 富联路１５８８号 周一至周六９∶００－１６∶００ ０２１－５１６７８７００

闻道园 潘泾路２８８８号 周一至周日９∶００－１７∶００（春节期间闭园５天） ０２１－５６６７０５０３
０２１－６６８６６７７７

宝山气象科普馆 友谊路１８８８号 周一到周五９∶００～１６∶００（需提前一周预约） ０２１－６６７６１８３２

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导站 同济支路２０１弄６号 周二至周日８∶３０－１６∶３０ ０２１－５６１７４１１３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沪太路４７８８号 周二至周日９∶００－１６∶００ ０２１－５６０４２００７

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 逸仙路３０００号３号楼２Ｆ 周二至周日９∶００－１６∶３０ ０２１－６１１７０１２８

顾村公园 沪太路４７８８号 ６∶００－１８∶００（全年开放） ０２１－５６０４５１９９
０２１－３６６２１０１９

上海生活垃圾处理科普教育基地 虎林路９５０号 周一至周六９∶００－１５∶００（团队参观需提前一周预约） ０２１－６６２２７７５１

宝山地震科普馆 松兰路８２６号 周二至周六９：００－１１∶００，１３∶００－１６∶００（遇国定假
日不开放）

０２１－３３８５０１０５

上海木文化博物馆 沪太路２６９５号 周二至周日９∶００－１７∶００ ０２１－５６６５２６６１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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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名称 地址 开放时间 联系电话

幻影机器人庄园 富联路８８８号 周二至周日１０∶００－１６∶００（需提前预约，国定假日不
开放）

４００８８５１５１６

上海赛安基因健康科普基地 上大路１号文景楼一楼 周一至周五９∶００－１７∶３０（遇国定假日不开放） １８３０１８３７６２８

上海桥梁病害陈列馆 丰翔路１２９９号 周一至周五９∶３０－１６∶３０
周六１０∶００－１６∶００ ０２１－６２５１４５３１２０８

表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国家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技术领域 获奖等次 获得国家奖励（万元）

１ 上海云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 二等奖 ５０

２ 赛赫智能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先进制造 三等奖 ４０

３ 上海量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 优秀奖 ３０

４ 上海超洁洗涤有限公司 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 优秀奖 ３０

５ 飞碟视界传媒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 优秀奖 ３０

６ 柏荣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 优秀奖 ３０

（郭京京　熊　颖）

气象
■概况　宝山区气象局是国家基础性公
益事业单位，是国家基本气象站，主要承

担地面、高空气象观测，宝山地区天气预

报、气象预警服务及气象防灾减灾等工

作。至年末，有在职正式职工２７人，合
同制工人２名。在职职工中具有本科学
历以上为２０人，占７４％，其中博士１名，
硕士研究生８名；高级工程师３人，工程
师２１人。年内，宝山气象科普馆通过全
国科普教育基地（中国科技协会）、全国

气象科普教育基地（中国气象局）复审；

区气象局获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
文明单位称号。田青云获全国科普讲解

大赛一等奖、全国科普大赛“十佳科普使

者”称号。

■提升气象科技水平　年内邀请北京大
学教授毛节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炯、

法国Ｌｅｏｓｐｈｅｒｅ公司技术总监、希腊Ｒａｙ
ｍｅｔｒｉｃｓ公司ＣＥＯ以及中国局大探中心、
卫星中心专家到宝山做学术报告和技术

交流。加强与中国气象局大气探测中心

和相关厂家沟通，协调落实参与超大城

市综合观测试验的大型设备，推动上海

超大城市综合观测试验工作进展。参与

并完成中国气象局改进型探空仪业务比

对试验任务。承担上海市重点台站元数

据调查工作等。

■开展气象科普教育活动　利用“３·
２３”世界气象日、“５·１２”防灾减灾日

等，组织开展《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办

法》宣传，提高公众知晓度。与宝山区社

会建设办达成协议，通过“社区通”平台

向居民发布气象信息，覆盖全区５５０个
社区、近４０万人。

■承办探测技术研讨会　５月 ３日，区
气象局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举办“新型气象探测设备技术交流会”。

会上，北京大学教授毛节泰、华师大教授

束鮍、市气象局观测预报处处长丁若洋

等专家和领导深入研讨新型气象探测设

备在垂直廓线上的应用，对新型探测设

备研发和应用技术研究，提升气象探测

能力，推进超大城市综合探测试验献计

献策。 （高建芳）

信息化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对接“互联网＋”
和大数据发展战略，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工
作的指导意见》，以实现社会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将互联网创

新成果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

使政府服务更聪明，让企业和群众办事

更方便、快捷、高效。全年新建通信管

线８８沟公里，新建和共建共享移动通
信物理基站１００个；累计建成通信管线
３２７５沟公里，移动通信基站２７２６个；累
计接入宽带用户 ５６４万户，平均接入
带宽达到 ７５Ｍ；无线覆盖热点 ５３３个，
无线 ＡＰ数４９１１个，在１０４个公共场所
开通公共ＷＩＦＩ免费上网服务。移动通

信应用更加普及，移动电话用户２４０１
万户；固定电话用户 ４５９万户。ＩＰＴＶ
用户数达１６９万户，增加２９万户；数
字电视用户数达 ７１２万户，增加 ９２
万户。完善工作机制，统筹建设智慧城

市信息化项目。修订完善《宝山区信息

化项目管理办法》，加强全区智慧城市

信息化项目建设统筹管理，推动信息化

项目集约建设、整合实施与资源共享，

抓好项目审批，加强建设监管。实施宝

山区智慧城市信息化项目，新建１０２个
信息化项目，投资总额超过３亿元。提
高服务水平，建立一体化的智慧政务体

系。建成区电子政务云，启动区政务信

息资源共享平台升级项目，深化区网上

政务大厅办理，打造智慧行政服务中

心，完成区社区事务受理系统升级，深

化区级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应用，实

现区协同办公系统与市平台对接。聚

焦市民生活，营造良好的智慧生活环

境。推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网上平台

“社区通”，推进区社区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应用，完成市政府实事项目一站式

‘互联网 ＋’公共服务平台在宝山的推
广应用，推进智慧健康工程和智慧养老

新模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建设宝

山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共享平台，推进

“雪亮工程”建设，形成城市综合管理监

督指挥体系，建立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体

系，打造智慧城市区域示范。加快产业

发展“互联网＋”进程，推进中国产业互
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构建“互联网 ＋”
传统行业新模式，打造功能性服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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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建设区产业发展区域统筹管理平

台，建成区产业扶持专项资金信息管理

系统。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网

络与信息安全保障工作。推进信息基

础设施集约化建设，实现家庭宽带用户

平均接入速率提升至７０ＭＢ／ｓ以上，优
化公用移动信号弱覆盖，开展无线电管

理工作等。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制

定发布《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工作要点》《宝山区公共信用信息

“三清单”（２０１７版）》，推动“双公示”
（行政许可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公开）工

作，加强信用信息归集与推送，推动信

用信息查询应用，累计推送２０个案例，
被评为２０１７年上海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优秀案例报送十佳单位。

■区“电子政务云”平台试运行　８月
底，启动区电子政务云平台建设，完成

区电子政务云构架设计，形成区电子政

务云平台性能、安全等核心运行指标，

核定计算、存储等基础设施总量，于１１
月底初步建成宝山区电子政务云平台。

至年底，完成区协同办公系统、区公务

员门户等 ３０个信息系统的上云迁移，
并同步开展区电子政务云平台试运行

工作。

■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共享平台建设
启动　宝山区被列为全国第一批“公共
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示范城

区”，汇聚城市管理中建设交通、城管执

法、绿化市容、水务环保、民防等 ３０余
个部门视频监控建设和共享需求，推进

全区城市视频监控资源共享共用。至

年末，共计新建 ６７８１个数字视频监控
点，视频监控点密度超过３３个／平方公
里。高清卡口共新建前端２５０处，覆盖
１０１９根车道，实现全景摄像、目标抓拍
等功能；升级２１６个断面的高清卡口前
端设备。升级区高清卡口图像系统平

台，满足所有卡口图像数据的存储和二

次分析。平台整合新建卡口图像、已建

模拟标清监控、新建数字高清监控、电

子警察以及区综治办建设的三级社区

图像监控等，实现宝山区视频图像资源

集中管理，提供视频资源统一监控检索

系统，实现视频结构化和智能化分析

应用。

■２０１７（第四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
论坛举行　（参见“中共宝山区委员
会”重要活动）

■开展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工作　区发改委、区酒类专卖局、区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妇联、区市场监

管局等单位，联合开展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工作，共计为相关单位进

行信用核查 １１００余次。区发改委在
“１＋９专项资金”申报审核环节，核查
９００余家企业信用信息，对１年内有负
面信用信息的 ２０家企业暂缓资金扶
持；区人保局在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领军人
才选拔工作中，核查９家申报企业的信
用情况；区经委在区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使用申报中，核查 ３家企业信用情况，
暂缓存在失信行为企业的申报；区人才

服务中心在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申请

工作中，核查 ５家企业信用情况；区文
明办在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文明
镇、文明社区以及全国文明单位评审推

荐中，核查全区各街镇和相关单位信用

情况。在“宝山好人”评选中，核查 １６
位“宝山好人”、２３位“助人为乐好人”
入围者信用情况，为“宝山好人”评选把

好信用监督关。

■区酒类网格化移动巡查手持端（酒业
诚信通）上线　年初，区“酒业诚信通”
系统正式投入运行。“酒业诚信通”是

宝山区商务委酒类专卖局依托区城市

网格化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打造的微系

统，利用手机ＡＰＰ、微信，通过行业督导
员依据酒类法规所列负面行为清单，对

经营商户进行日常巡查；实时查询违规

线索上报及处置完成情况，对过往案件

数据归集分析；在微信公众号中展示行

业协会及第三方测评的 １７０家酒类放
心示范店，通过智能监管引导安全消

费。年内，该系统共收到线索上报 １９７
条，其中未发现违规行为７２件，占上报
总数 ３７％；其他违规案件 １２５件，占
６３％，违规案件中５５％为无证经营酒类
商品。至年末，微信公众号发布各类酒

类市场安全和政策法规方面信息

１１６条。

■推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网上平台“社
区通”　２月，宝山区推出党建引领社
会治理网上平台“社区通”。基于移动

互联网打造“社区通”平台，涵盖党建园

地、社区服务、物业之窗、警民直通车等

１０多项功能，在全区居村实现全覆盖。
至年末，超过４２万名居村民实名加入，
覆盖３２万户家庭，４万余名党员在网上
亮身份、受监督、起作用，４３９名社区民

警全部上线提供服务。社区通设置“ｉ
宝山”、社区公告、党建园地、办事指南、

议事厅、身边事、互助、闲置物品、邻里

交流、社区服务、警民直通车、物业之

窗、家庭医生等版块，。累计发布信息

１５万余条，传递给１３亿人次，居村民
之间、居村民与居村党组织之间互动交

流１１１０万人次，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
题３２万余个，成为宝山信息传递窗
口、思想教育阵地、为民服务平台、自治

共治家园。

■国家工信部调研石墨烯平台　２月
１６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副巡
视员周虎、工信部规划司新兴产业处、

赛迪研究院、中信集团、中信证券和中

信建投等领导和专家一行到上海石墨

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调研，现场考察

平台研发中试的石墨烯导热硅脂、石墨

烯防腐涂料、石墨烯导电剂浆料、石墨

烯润滑油和石墨烯 ３Ｄ打印材料等产
品，并展开座谈交流。上海市经信委产

业投资处、宝山区经委、宝山城市工业

园区、石墨烯平台负责人及产业技术委

员会专家等陪同调研。

■区网上政务大厅（一期）项目通过验
收　２月 ２３日，宝山区网上政务大厅
（一期）项目通过专家验收。项目于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完成开发、测试和投入试
运行，主要包括：完成审批事项１００％上
网，网厅共有４８１个审批事项、１５８个服
务事项及相关办事指南；重建网上政务

大厅框架，完成项目内规定的各类应用

系统开发建设；版面风格与市网厅基本

保持一致，突出审批事项、服务事项、事

中事后监管和特色宝山等核心栏目，提

供预约先办、查询反馈、评价分享、互动

问答等功能；集中公开政务服务事项信

息、公共信息查询等服务内容。区行政

服务中心办事系统与区网厅深度对接，

实现事项办事指南单点维护、同步更

新，为审批事项网上预约、窗口优先办

理服务，提供便捷、规范的“一站式”服

务；拓展网厅移动门户访问，在“上海宝

山”微信同步开通网厅办事服务，初步

实现手机终端事项查询反馈，线上预

约、线下优先办理服务。推进区网厅建

设应用，４４９项审批事项实现网上三级
及以上办理深度，４２２项审批事项实现
网上预约、线下优先办理。全区 １６个
委办局、１３个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开展服务事项及办事指南内容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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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厅逐步接入无系统行政审批事项，

对接市网厅下放的审批事项１５１项，事
项办件数据 １０多万条；对接区行政服
务中心系统 ３１０项，实现事项网上申
报、统一查询反馈。区无业务系统审批

事项共２０项，通过标准业务系统实现
网上申报，重点项目跟踪管理协同推

进。依托区行政服务中心，港口经营许

可（除理货业务）、集体合同审查（含企

业工资集体协议审查备案）、建设工程

合同信息报送和船舶检验证书签发等

１０个事项实现全程办理。

■区社区事务受理系统完成升级　３
月，宝山区社区事务受理系统升级，对

接市级平台，提升线上服务资源整合力

度，实现服务事项“一口受理”和办理结

果“一口反馈”。推行“网上预约”与

“刷证办事”，对接“上海社区公告服

务”微信平台和网上政务大厅统一预约

平台，完成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叫号

机升级对接工作，形成市、区、街镇三级

一体化的线上线下联动预约服务模式，

提升为民服务效能。新系统启用后，全

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年内办理业

务共４４万余件。

■开展“３·１５”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
权益宣传服务活动　３月１５日，区发展
改革委（金融办、上市办）、区金融联合

会联合淞南镇在淞发路祥腾生活广场，

举办“３·１５”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宣传服务活动。区金融联合会银行类、

证券类、保险类会员单位 ７０余名专业
人员参加现场咨询服务，近２００名居民
前来咨询并领取宣传资料。活动重点

对金融消费者办理金融业务所享有的

知情权、隐私权和信息保密权、自由选

择权、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

知识进行宣传，提高居民财产安全

意识。

■区排水井盖实时监控系统通过验收
　３月２４日，宝山区基于北斗卫星系统
的排水井盖实时监控系统项目通过专

家验收。该项目成功开发井盖监控终

端、井盖数字化实时监控信息系统和作

业检修设备，形成一套全面、完善的水

务井盖管理系统。系统通过运用网站

等途径，实现 ２４小时远程实时在线对
排水井盖进行日常监测，具备安全监

控、远程报警、定位跟踪、及时报告处置

等功能。该项目在辖区内应用试点、推

广，覆盖区内监控井盖数量７００个。

■推进“雪亮工程”建设　３月底，该项
目完成公开招标，５月初启动建设，１４
个街镇（园区）分为四批滚动推进。至

年末，完成 ５００个小区 １５００路人脸识
别高清视频监控“慧眼系统”，１２个街
镇（园区）、４０７个居村综治信息平台、
５０００多个视频监控点接入区综治中心
信息平台，实现三级联网运行，建成“动

态分析、实时指挥、智能部署、数据考

评”的综治工作平台。完成庙行、顾村、

杨行、吴淞２００个小区１２万个楼道门
智能管理“智联门”系统终端（区政府

实事项目）安装调试工作。

■吴淞创业园企业挂牌孵化基地正式
揭牌　 ５月 １６日，由宝武集团吴淞创
业园与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共同成

立、上海尚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的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吴淞口创

业园企业挂牌孵化基地”正式揭牌。宝

武集团总会计师朱永红、宝山区副区长

吕鸣，上海市金融办及宝山区相关部委

领导参加揭牌仪式。三方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利用吴淞口创业园科技企业孵

化优势、上股交资本交易平台（重点是

科创板平台）优势、尚兆投资的资本发

掘和金融服务优势，实现资源共享，推

动吴淞口创业园中、小、微企业快速

发展。

■举办“魔都１００１位 ＣＥＯ峰会”　 ５
月１８日，由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
会、月浦镇人民政府、马上办公和骑士

会共同主办的“魔都 １００１位 ＣＥＯ峰
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月浦镇

与马上办公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马上

办公（上海斟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平

台主要提供办公室租赁服务，上线办公

室逾６万间，覆盖上海、北京、杭州各大
办公商圈，服务各类企业近４千家。骑
士会（上海猎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

上海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创始人社交

平台。

■区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项目通过验
收　５月２３日，宝山区政府网站集约化
建设项目通过专家验收。该项目基本

完成政府门户网站改版，首页和主要栏

目实现无障碍浏览，重建政府信息公开

服务子系统、网上信访子系统和部分软

硬件采购，版面布局更合理，信息传送

更通畅，栏目信息整合更合理，实现网

站与区内“三个中心”（行政服务中心、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应用系统、用户中

心）网络应用系统用户中心对接。完善

宝山政务微博管理系统，实现一站式报

送和一站式发布，提高全区政务微博工

作效率。完成区残联网、区机关党建

网、区社院网、区委党校网站、区民族宗

教网站和区建设交通网站建设，区各部

门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子系统发布

本单位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公开

信息。

■上海“文化云”宝山子平台建设（一
期）通过验收　７月６日，“文化云”宝
山子平台验收上线。该平台包括文化

活动、文化场馆、文化团体、我的空间、

文化地图、网上书屋、文化品牌、精彩回

眸、积分等软件应用模块，实现全区活

动信息一站式发布。市民可在线查询、

预约活动票务和公共文化场馆活动室，

在线学习相关文化品牌资源。为广大

市民提供参与、评论文化服务的途径，

让市民充分利用平台上线后，全区各主

要文化场馆活动发布总量共 ６４４７场，
可预约活动量共５０２５场，馆均（１７个场
馆、活动中心）活动发布量３７９场，全区
共开放活动室总量 ８１间，支持在线预
约活动室７７间。

■区人房信息动态采集系统通过验收
　８月１６日，宝山区人房信息动态采集
系统通过专家验收。系统以“人口信息

采集＋大数据”为框架，打通公安内网、
政务网、移动互联网之间的数据交换信

道，研发“宝山人口服务和管理信息平

台”，移动终端可利用 ４Ｇ网络实时采
集、查询人房数据。通过配发、运用人

口信息采集移动终端（ＰＡＤ），研发“来
沪人员采集”“人户分离采集”“万用

表”“抄告单”“通知推送”等ＡＰＰ模块，
实现人口信息采集实时比对与采录同

步，强化对社区协管员的勤务监管和动

态指挥。系统自 ２０１６年 ９月上线起
起，采集新增来沪人员４８４５３９人、注销
５７４１４０人、项目变更及移入４３９１００人；
人户分离新增 ２１６００２人，注销 １３５５２７
人；抄告社会管理事项１１６５４条。

■区产业扶持专项资金信息管理系统
通过验收　１１月１０日，宝山区产业扶
持专项资金信息管理系统通过专家验

收。系统主要实现以下功能：建立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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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平台，集中存储各部门信息，

统一企业录入信息，实现企业信息共

享；建立透明化审批流程，坚持“公平对

待、公开评审”原则，加强专项资金使用

监督，及时在系统中公布审批结果；建

立记录追溯系统，审批人员可以根据历

史记录中的相关信息做出对应判断，增

加审批结果信服力；实现项目预警机

制，通过对接工商、税务、诚信等平台，

提醒相关审批人员该申报企业不良记

录；建立统计分析板块，自动生成报表，

帮助领导快速掌握宝山区专项资金申报

现状，并为领导决策及确定工作重点提供

必要的数据支持；对接诚信、工商、短信平

台，实现各个平台数据直接连通。至年

末，录入扶持项目信息５９１２条。

■区青年信息服务平台建成　１２月，宝
山区青年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完成，并通

过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测试。

平台共有三个主要功能；团员信息库、工

作资料库等基础信息数据库，提供团员

数据采集、综合查询、统计分析；宝山青

年信息服务平台微信版和服务事项，建

立团干部、青联委员、青年志愿者综合信

息及活动采集、登记、管理和统计分析功

能模块；项目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保障

项目开发应用顺利进行。

■举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广场宣传活动
　１２月 １２日，宝山区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联席会议相关单位在区文化馆广场联

合举办以“信用法治”为主题的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广场宣传活动。活动围绕民

生，面向社会公众，接受市民对信用服

务、劳动保障、民生计量、真假酒类鉴别、

企业诚信、消费维权、价格诚信、统计诚

信、文明旅游等相关政策咨询，并通过发

放各类宣传知识手册，摆放宣传展板等

方式进行同步宣传，现场共计发放宣传

资料、手册等１５００余册，接受市民咨询
５０余次。 （张婷婷）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概况　２０１７年，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
站（以下简称“网站”）推进“互联网 ＋政
务服务”，打造便捷高效的网上政务平

台，发挥政务新媒体传播优势，着力打造

新型主流媒体。年内获 ２０１７年上海最
佳政务新媒体称号。

■优化网站核心板块建设　完成全网搜
索引擎升级改造及页面设计优化，搜索

实现模糊匹配和文号检索。“信息公

开”“走进宝山”“公众服务”“英文版”

四个板块全新改版。“信息公开”板块

新增“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新闻发布

会”“热点回应”专栏；“走进宝山”板块

突出“营商环境”专栏；“公众服务”板块

实现界面优化；“英文版”与上海日报社

开展合作，为在宝山的国外友人提供各

类信息和服务。

■推进网上政务大厅建设　完成区网上
政务大厅（以下简称“网厅”）一期项目

建设，启动网厅二期项目建设。围绕“全

网通办”目标，夯实网厅和各街镇社区事

务受理中心排队叫号系统对接改造，建

立全区统一标准的预约受理和排队评价

系统，从网上预约到线下取号办理，实现

过程自动化。推进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办

理深度，实现全流程办理事项２８个，一
次上门审批事项 １３１个，方便市民“一
窗”办事。

■开展政府网站普查工作　建立政府网
站季度普查机制，增加“我为政府网站找

错”功能，聘请第三方专业公司提供技术

普查服务，确保政府网站安全运行。在

首次开展的２０１７年全国政府网站年度
报表发布工作中，通过开设年报专栏、建

立“宝山区政府网站普查工作群”等措

施，按时完成全区４９家政府网站年度报
表发布工作。

■开展政务信息发布　门户网站全年发
布政务类信息２５４６条，页面总访问量近
８８２６万人次。上海宝山官方微博粉丝
达４１万人，发布信息７３４８条，阅读量达
５３００万人次。上海宝山官方微信增设
周末版，实现３６５天无缝信息发布，粉丝
超２０万人，发布信息１３２９条，阅读量达
５４４万人次。策划“政府工作报告”“数
据看宝山发展半年报”宝山区重大工

程”等１２篇图解。举办１期“区长网上
办公”、５期“在线访谈”。推出“宝山区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持续推进五违

四必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中小河道治

理”“培育选树好党员、好支部”“宝山好

人评比”等１０个专题专栏。 （顾莉莉）

广播电视
■概况　宝山区广播电视台拥有宝山人
民广播电台（调频９６２兆赫）、宝山电视
台（ＤＳ－３５频道）以及视频新闻网站
（ｂｓｔｖｂａｏｓｈａｎｓｈｃｎ）三大宣传平台，其

中电台每天播音１５小时，电视台每天播
出１７小时。至年末，全台在编工作人员
８８名，其中专业技术中级及以上人员４３
名。台下设办公室、总编室、新闻部、专

题部、广播编辑部、技术部、产业发展部。

年内，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 ２０１５年 ～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２０１６上海广
播电视台通联工作先进集体银奖。广电

作品电视纪录片《烽火影人》作为大型

系列纪录片《血铸河山》的组成部分，获

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全程参与策划、制

作《宝山北上海变奏曲》———宝山区新

版城市形象宣传片，选送参评上海市第

十四届“银鸽奖”。朱海明被评为 ２０１６
年度国家广电总局基层广播影视统计工

作先进工作者；常亮获第二届“宝山好

人”之“爱岗敬业好人”称号。

■栏目设置及舆论宣传 　两台新闻围
绕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做好全区经济

发展质量提升、城乡统筹水平提高、补齐

短板成效明显等新闻宣传工作。全年在

上视各档新闻栏目播发新闻稿件共５８２
篇、上广９９０发稿近４０篇，其中获《新闻
坊》“好新闻”稿件２４篇，上视《新闻坊》
用稿量排名各区台前三位。中共十九大

期间，开设专栏《盛世盛会大家谈》和

《连线十九大代表》，通过微信视频连线

党的十九大代表、区委书记汪泓，第一时

间谈参会感受、学习体会和贯彻落实等

想法计划，得到市文广局通报表扬。“宝

山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全年共推送新

闻、专题报道 １１２条。加强与“上海宝
山”“顾村新鲜事”“青春宝山”等有影响

力的公众号的信息互动，先后有３２条信
息推送被直接或间接转载。完成“中国

戏剧艺术家与宝山市民同台联欢”“宝

山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

“第三届宝山区平安英雄揭晓仪式”等

近２０场大型活动，部分活动通过“直播
宝山”平台网络直播，累积１０万人次点
击收看。完成《决胜》《２０１７我们合力奋
进》《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政法工作回顾》等１０
余部各类专题片拍摄、制作。

■设备改造及安全播出　电视高清改造
项目基本完成，高清摄像机、高清演播室

投入使用。４月１８日，宝山电视台高清
频道正式开播。５月，与东方明珠数字
电视合作，实现电视信号从前端采集到

末端发射全面数字化。完成原１ＫＷ模
拟发射机的数字化改造升级。开展广播

电视安全播出自查工作，修订和完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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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涉及安全播出的规章制度及安全工作

预案，增强技术人员安全防范意识，确保

广播、电视节目安全播出。

■公益广告及产业发展　严格按照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审核监督播出广告，按照

宝山电视台广告管理制度承接、制作和

播出广告，执行三级审查制度，改进业务

流程和管理流程，每天播出公益广告累

计时长超过６０分钟。《名医话健康》栏
目邀请上海九院及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

院专家做客演播室，全年共制作１２期。
对名下房屋开展安全排查，建立安全排

查机制，制定安全检查日志，签订安全责

任书，完成全年租金收入的收缴工作。

年内，宝山区农村有线“小喇叭”户户通

惠民工程纳入政府采购，全程参与项目

招标、评标、政府采购平台合同签订，后

期督促中标单位做好运维工作，保证２４
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并解决问题，确保

系统安全稳定。 （施　琦）

表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类型 内容／标题 主创人员 奖　项 颁奖单位

电视新闻 政策给力各方相助“黑户”女孩终获“身份”
常　亮　仲昱峰

陈　曦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 三等奖
上海市文广局
上海视协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区县）奖电视新闻 三等奖 上海市文广播电视协会

广播新闻
宝山工业园区创新盘活低效工业用地 １
千亩

林　勇　李学军
顾国荣　冯妍青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区县）奖广播新闻 一等奖 上海市文广播电视协会

电 视 文 艺 纪
录片

生死诗篇 缪婧瑛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电视文艺奖纪录片类 三等奖
上海市文广局
上海视协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电视文艺区台奖） 二等奖
上海市文广局
上海视协

电视专题 守护天使
杨玮琦　龚春平

赵维杰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区县）奖电视新闻 二等奖 上海市文广播电视协会

广播播音主持
百姓连线———“整治五违补齐短板”特别
节目

李　灵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播音主持类 三等奖 上海市文广播电视协会

广播新闻 宝山创新举措盘活低效工业用地
林　勇　李学军
冯妍青　顾国荣 ２０１６年度中广协城市台（上海经济区）广播新闻 一等奖

中广联合会城市台（上海经
济区）委员会

电视评论 邮轮进入中国时代 宝山如何抓住机遇？
林　勇　韩　寅
李学军　张　晖

李金?

２０１６年度中广协城市台（上海经济区）电视新闻
评论

二等奖
中广联合会城市台（上海经
济区）委员会

电视专题 忠魂
唐　捷　张　溥
赵维杰　龚　昱

许鹤晖
２０１６年度中广协城市台（上海经济区）电视专题 二等奖

中广联合会城市台（上海经
济区）委员会

电视纪录片 朝雨轻尘
唐　捷　张　溥
赵维杰　杨艳华

第十八届全国电视外宣“彩桥”节目创优评析活
动人文自然类专题片

三等奖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
织联合会

纪录片 水华轩六记 集　体 “人文中国第六季———家园”专题片、纪录片
中篇

一等奖 中国电视艺术节协会

广播新闻 烈火雄心 曹英姿　李　灵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区县）奖广播新闻 二等奖

广播文艺 穿透大墙的母爱 马　萧　李　灵

中广协城市台（上海经济区）鸡年新春广播文艺
联播节目

一等奖
中广联合会城市台（上海经
济区）委员会

２０１６年度中广协城市台（上海经济区）广播文艺 二等奖
中广联合会城市台（上海经
济区）委员会

广播 了不起的大拇指 周　菁 ２０１６年度青少年儿童广播节目创优 三等奖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
织联合会

播音主持 春节过后话传承 冯妍青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及播音主持作品电
视主持

二等奖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
织联合会

播音主持 忠魂 龚　昱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及播音主持作品电
视播音

二等奖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
织联合会

播音主持 新闻扫描《交通大整治安全为民》 潘　洁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及播音主持作品电
视播音

一等奖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
织联合会

广播新闻
大场镇用“四联八步”工作法破解“五违”整
治难题

施文波　张　晖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及播音主持作品广
播类长消息

二等奖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
织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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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东方有线
■概况　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
司于 ２０１１年 ３月转制成立，集有线电
视、家庭宽带、互动电视、企业数据、智慧

项目等于一体，基础业务是建设和维护

宝山区有线电视网络，为宝山区居民用

户传输安全、稳定、清晰的有线电视节目

及其他增值服务。至年末，宝山区有线

电视用户７２６万户，年内新增１万户；
宽带用户１３７万户，新增６１万户。

■推进有线电视工程建设　有线电视全
年新建工程共２１１项，总立项金额３５００
万元。年内完成宝山区“雪亮工程综治

监控网一期二批”“卫生专网 ＭＳＴＰ升
级”“共康三村、四村架空线入地工程”

“大场机房管线搬迁”、驻区部队网改等

重大惠民工程项目。

■智慧宝山平台建设　依托智慧宝山平
台，有线电视实现邮轮票务预订和医院

预约挂号功能，直播宝山、视频通讯、智

慧教育、智慧安防和智慧医疗等功能陆

续试运营。

■加强基础网络建设　根据宝山区“十
三五”规划之“平安宝山智联网”项目规

划，筹备宝山区老旧住宅小区物防技防

建设及改造升级方案，对全区物防技防

设施严重缺失的５０个老旧住宅小区实
施新建工程，对物防技防设施陈旧老化

的２５８个老旧住宅小区进行改造升级，
并与区、街镇、村居社区三级视频监控联

网应用项目（“雪亮工程”）联网对接。

项目包含６个基础网络建设：人脸识别
高清智能视频监控系统、高清视频监控

系统、门禁系统、车禁系统、宝山区综治

信息中心机房改造和综治信息化平台物

理专网标准。 （刘恒苹）

表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报好新闻送评作品

序号 类别 作品 作者 奖项

１ 消息 联检“宝山速度”刷新全国记录 孙小尘 一等奖

３ 通讯 蛋壳上的舞者 赵荣发 一等奖

２ 通讯 广福茶馆的乡愁 赵荣发 二等奖

９ 版式 “四季宝山 魅力绽放”专版 吴雯怡 二等奖

５ 评论 从邮轮产业发展看弯道超车 毛欣澄 二等奖

８ 公众号 宝山报 新媒体部 二等奖

６ 新闻策划 “感动宝山”活动组合宣传 新闻部 二等奖

７ 新闻摄影 祖国边陲的“宝山印记”———宝山援疆项目掠影 孙小尘 三等奖

４ 通讯 烈日下的坚守———本区各行业职工战高温纪实 吴雯怡 三等奖

（周　超）

宝山报
■概况　 《宝山报》全年共出版 ５０期
（２００３期 ～２０５２期），特刊２期，共计版
面２７６个，刊登稿件 ３０００余篇，约 １４０
万字，新闻图片和资料图片１３００余幅。
推送微信公众号２２５期，稿件５０６篇，同
步上线“数字报”５２期。至年末，共有工
作人员１５名，其中８名为在编职工，６名
聘用人员和专职校对员１名。《宝山报》
每周二出版，发行量３２万余份，免费发
行至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

队、学校、医院、村委会、居委会，旅馆、东

方书报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离退休

老同志和部分市民等。头版为要闻版，

二版为综合新闻版，三版为社区新闻版，

四版为百姓生活、副刊和专题版。在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区报好新闻评选中，获
９个奖项，包括消息类和通讯类一等奖２
个，评论类、策划类、版式类、新媒体公众

号类二等奖５个。

■新闻报道　把党的十九大精神新闻宣
传工作做实作细。中共十九大召开前

夕，推出《喜迎党的十九大，砥砺奋进的

五年》等栏目，先后刊发数篇综述性文

章，回顾总结五年来宝山亮点工作。党

的十九大召开期间，推出《十九大代表连

线》《盛世盛会大家谈》等栏目，连续两

期大版面大篇幅详细报道全区、处级单

位和基层三个层面收看开幕式及中外媒

体见面会盛况。党的十九大结束后，采

取“３个规定动作 ＋３个自选动作”宣传
模式，开设“新时代新征程新宝山———学

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系列报道，以专栏形

式对区四套班子，各部门、街镇、委办局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动态信息进行跟

踪报道；推出“新时代新征程新宝山———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系列报道，策划、采

编报道党的十九大代表、区委书记汪泓

下基层开展宣讲宣传，与基层党员互动

交流，指导基层单位推动实际工作的情

况；开辟“新时代新征程新宝山———十九

大精神解读”专栏。３个自选动作包括：
推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谱写中国梦

宝山篇章”系列报道，围绕宝山产业发

展、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等

多个方面，突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专

题刊发学习体会文章，用４个版面篇幅
刊发１２名区领导学深悟透十九大精神
体会文章；推出“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系列专版，宣传全区各经济

社会战线在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全力

完成年度工作的情况。

组织推出“２０１７新起点新征程”系
列报道，推出各街镇园区及大口委办局

围绕贯彻落实区第七次党代会和七届区

委一次、二次全会精神专版。做好区八

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区八届政协一次会议

各项宣传任务，编发区委、区政府、区人

大常委会、区政协主要领导的大会讲话

和交流发言内容。推介２０１７年区政府
实事工程情况，以中共建党９６周年为契
机，配发评论“信仰的力量”，文章阅读

量过千次，并被区内多家微信号转发。

聚焦“五违四必”（“五违”：违法用地、违

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

“四必”：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

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

经营必须取缔）综合整治，开设《五违四

必综合整治再加码》栏目，刊发文章图片

２０多篇。聚焦２０１７年重点整治地块，重
点报道市级地块、区级地块整治推进情

况，刊发“市领导一周两访，区领导全区

调研”“一场凤凰涅?式的重生”“宝罗

奶牛场搬迁记”“以人民的名义亮剑”

“实现‘月浦速度’再加快”等系列稿件，

全方位报道相关工作成果和典型经验。

聚焦“河道治理”，开设《我是河长》专

栏，通过整体宣传五违整治和水污染防

治目标任务、计划举措、市民感受及整治

后河道两岸规划布局、产业调整升级等

情况，每周刊发一名街镇、园区党（工）

委书记访谈报道，微信公众号同步刊发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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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镇、园区党（工）委行政主要领导微

信报道。开设《宝山治水》栏目，反映相

关单位部门创新工作机制，举全区之力

完成整治任务的生动实践。聚焦典型树

新风，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

辟“喜迎十九大，相聚党旗下———培育选

树宝山好党员、好支部”主题活动专栏，

刊登报道近 ２０篇共两万余字。《宝山
报》微信公众号刊登“好党员、好支部”

主题活动相关内容５７篇，被“宝山党建”
“上海宝山”等公众号转载。承办“找找

我身边的好党员、好支部”征文比赛，收

到作品２３０余篇，选取９６篇编成“身边
的先锋，初心的力量”宝山区培育选树

“好党员、好支部”主题活动征文汇编

一书。

■《宝山报》微信号 　《宝山报》微信号
全年共计推送微信５０６篇，涉及宝山区时
政、经济、社会、民生、文化等领域，重要会

议活动做到当天推、首发推送，其中全市

第六次“补短板”现场会、全国工会推广

上海顾村经验观摩交流会、区领导“五违

四必”、中小河道整治调研、顾村上海樱

花节活动等新闻受到广泛转发和阅读。

开设“重磅”“聚焦”“视角”“文化”“漫游

宝山”“美文”“提个醒”等栏目，文章阅读

量比往年有明显增加。“看，宝山城区最

美樱花路！”、美文“一朵飘逝的云““２０１７
首届上海宝山罗店花神庙会”等阅读量

过千次。推送频率从每周２～３篇，调整
为工作日“天天见”，同时加大对旅游、文

化、体育、卫生、就业创业、城市建设等民

生内容的推送力度。 （周　超）

中国宝武报
■概况　１月，《宝钢日报》更名为《中国
宝武报》。《中国宝武报》由中国宝武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国内公开发行，是

中国宝武主要新闻传媒之一。全年共出

版报纸 ９８期，定价 １５０元，发行量 ３８
万份，比上年减少１万份，主要发行对象
是宝武集团员工。宝武新闻工作由挂靠

中国宝武党委宣传部、企业文化部的宝

武新闻中心负责。新闻中心管理《中国

宝武报》社、《中国宝武》ＡＰＰ（手机应用
程序）和中国宝武官方微信“友爱的宝

武”微信公众号，负责《中国宝武资讯平

台》的信息发布。至年末，新闻中心在编

员工３２人，借聘２人。

■重点报道　《中国宝武报》围绕企业
中心策划实施宣传报道工作，完成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任务，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做好中共十九大召开和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报道。开设“奋力创佳

绩、喜迎十九大”栏目，报道广大党员、干

部员工收听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和习近

平总书记报告；对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

员、中国宝武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国强做

专访报道。开辟“新时代、新气象、新作

为———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专栏，报道各单位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新举措和实际行动。以“中

国宝武牢记习近平同志的嘱托，不忘初

心、钢铁报国”为题，回忆十年前习近平

视察宝钢特钢公司，鼓舞宝钢人推进企

业改革发展，面向未来，中国宝武人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改革，创

新发展等情况。

开设“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专栏，刊发各子公司结合中

国宝武重组整合、深化改革、经营发展实

际，在推进“两学一做”（学党章党规、学

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方面的具体做法、举措、行动等报

道近２０篇。完成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
会“简报”任务，采访上海市第十一次党

代会８名宝武集团党代表。报道中国宝
武纪念建党９６周年暨“两优一先”（优
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

党组织）表彰大会、各基层单位组织党员

重温入党誓词、参观纪念场馆、党建交流

等活动。报道二级单位党委为落实中国

宝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意见》和《２０１７年宝
武集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方

案》，制定的相关办法和计划，组织开展

学习的情况。开设“打造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 推动转型发展 开创新基业 铸就新

辉煌———贯彻落实 ２０１７年度工作会议
暨职代会精神”栏目，共刊发新闻２４篇。
开设“跑赢大盘 创造价值———推进商业

计划书落地”栏目，刊发各单位落实商业

计划书、明确公司愿景与定位、年度目

标、改善项目新闻１５篇。重点报道集团
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宝钢股份经营业绩、

湛江钢铁实现“四达”（达产、达效、达

标、达耗）、韶钢深化改革、集团公司治僵

脱困和压减等工作情况。５月下旬，刊
发集团公司部署“安全生产月”活动。

刊发中国宝武被中国安全生产协会授予

“全国安全管理标准化示范班组创建活

动优秀组织单位”报道。以“６·５”环境
日为契机，围绕环境日主题，刊发评论文

章；跟踪报道“央企创新成就展”上引发

关注的中国宝武展台。报道中国宝武成

立后举行的首届科技节，围绕“创新、协

同、共享”主题开展相关活动，共刊登文

章１０余篇。开设“宝武匠心”专栏，报道
中国宝武首届职工艺术节，弘扬员工工

匠精神。

■新闻获奖作品　在上海市企业报新闻
奖评比中，《转身，只为遇见更好的自

己》获通讯类一等奖，《宝钢低噪音取向

硅钢让市场静不下来》获消息类一等奖，

《潜心专注创新路上展身手》获特稿类

一等奖，《沪上八千吨废油滚桶“化害为

宝”》获消息类二等奖。在上海市企业

报协会成立３０周年“中环杯”我与企业
报征文中，《七年之痒》获二等奖，《感

恩，愈行愈珍惜》获三等奖。在全国冶金

新闻工作好新闻评比中，《转身，只为遇

见更好的自己》获好新闻通讯作品一等

奖，《重磅２号高炉点火成功，湛江钢铁
一期全面建成》获好新闻微信作品一等

奖，《为破除转型“思维痛点”点赞》获好

新闻言论作品二等奖。在上海市报纸行

业协会好新闻评比中，《沪上八千吨废油

漆桶“化害为宝”》《潜心专注，创新路上

展身手》《１５８名宝钢员工成功转型为社
区工作者》获“最接地气”文字报道奖；

《中国宝武ＡＰＰ视频图文直播》获“最接
地气”发展创新奖，《逆光板》获“最接地

气”专栏专版奖，《为爱坚持》获“最接地

气”短视频奖。

■《中国宝武报》数字报　２００５年２月４
日推出电子版，２０１１年推出数字报。网
址为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ｂａｏｓｔｅｅｌｃｏｍ。主要栏
目有一版要闻、综合新闻、经济新闻、行

业动态、时事评论、专副刊、数字报、宝钢

视频、互动平台九大板块。年内共发布

文章３５５０篇，报纸版面３９２个。全年网
页浏览量为４６１６４４次。 （赵　琦）

宝武视频新闻
■概况　《宝武新闻》在中国宝武 ＡＰＰ
客户端上播出，同时可在新闻中心网站

和集团内网收看，全年报道视频新闻

１２１条。做好重大事件报道，视频报道
服务于中国宝武中心工作。制作集团工

会《共和国的脊梁》ＭＶ、宝钢股份“三
八”妇女节 ＭＶ、《中国宝武劳模风采》
《中国宝武职工艺术节》《王军的创意故

事》《吴淞口创业园》、《宝武员工创新

日》《传递钢铁的温度》《转型》《中国宝

武资讯ＡＰＰ》《双创：宝武的基因》，以及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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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武匠心》等 １３部短片。现场直播
２０１７宝武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视频、图
文）。

表１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电信局营业厅情况

门店名称 门店地址 营业周期 营业时间 联系电话

牡丹江路营业厅 牡丹江路１７８０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２０∶３０ ５６６９５５１４

永清路营业厅 永清路２９１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３３７９０７１９

德都路营业厅 德都路５２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１８∶００ ５６１９０７２２

市一路营业厅 市一路１５１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６６８６３３２６

顾新路营业厅 顾新路２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８∶００ ５６０４９８３６

锦秋路营业厅 锦秋路８０９弄５９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１８∶００ ６６１６４７４４

长江西路营业厅 长江西路１８２８号 周一至周日 ９∶００－１８∶００ ５６７４０６２４

宝龙广场营业厅
杨南路 ２２１１号 １楼 １２２
－１２４ 周一至周日 １０∶００－２１∶３０ ６６０１３１２９

宝安公路营业厅 宝安公路２号 周一至周日 ８∶３０－１７∶００ ５６８０２２０５

■中国宝武 ＡＰＰ　宝武新闻中心加强
新媒体采编，探索“短、快、灵”运作规

律，倡导“稳、准、狠”编辑理念，运用“图

片、文字、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强化内容

表现，增强亲和力和员工评论参与性。

多条新闻阅读量超过 １万次，如《２０１７
宝武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视频、图文）

等大型活动现场直播。深入报道宝武整

合融合、改革发展、工匠精神等题材，宝

钢股份百日计划，宝钢股份冷轧厚板等

单位整合、撤销分厂建制，宝武工匠等推

送信息均引起较大反响。围绕公司改革

热点，开通“宝武集团从联合到整合、融

合、化合之我见”热点话题，各板块员工

参与评论１００多条。至年底，中国宝武
ＡＰＰ客户端的用户数保持在２２万户以
上，平均每天２０００多人次。

■中国宝武资讯平台　４月，中国宝武
资讯平台上线，同步推送新闻，让宝武员

工能够在更多的渠道获得宝武新闻，集

团重大新闻做到基本不过夜。

■“友爱的宝武”官方微信　全年发布
微信４９３篇，总阅读数１１９万人次。

（赵　琦）

电信
■概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电信局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简称“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二

级直属单位，负责宝山行政区范围内电

信网络及信息化设施的营销、维护及服

务，承担的主要业务种类有固定电话、移

动电话、宽带业务和ＩＰＴＶ等各类电信基
础业务和增值业务。至２０１７年末，宝山
电信局服务的地理范围内累计接入的固

定电话用户数为４１万户，移动电话用户
数为５４．４万户，宽带用户数为３２．４万
户，ＩＰＴＶ用户数为 １６．９万户。辖区内
共有牡丹江路营业厅、长江西路营业厅、

宝龙广场营业厅、市一路营业厅、德都路

营业厅、顾新路营业厅、永清路营业厅、

锦秋路营业厅和宝安公路营业厅９家营
业厅。年内以“智慧宝山”为目标，致力

于智慧社区及农村光网建设，持续打造

覆盖全区的基础语音、数据通信、移动通

信和多媒体集成精品网络。实施聚焦客

户的信息化创新战略，以全业务经营优

势在政府服务、两化融合、服务三农和服

务民生等四大领域提升区域信息化

水平。

■签订“互联网 ＋”信息化建设合作协
议　６月１５日，上海宝山电信局与公安
局宝山分局签订“互联网 ＋”信息化战
略合作协议。宝山电信局局长程永红、

副局长毛小玲、李钧与宝山公安分局副

局长朱英华参加签约仪式。该合作协议

旨在发挥双方的资源优势，围绕打造“平

安宝山”工作目标，在平安城市建设顶层

设计、“互联网＋”应用等领域建立中长
期战略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推动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

术与公安行业相结合，推动宝山区公安

信息化发展，共同推进“魅力滨江智慧宝

山”的落实。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弱电工程建
设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弱电工程

是为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

司、海关、国检、边检等４家单位设计并
实施专用网络布线、无线网络覆盖及相

关信息化建设项目。宝山电信局设计相

互独立的互联网、办公网、公安网和视频

监控网等专用网络，以满足不同应用场

景需求。项目包括邮轮码头区域内的视

频监控系统、门禁控制系统、无线对讲系

统、分区广播系统、人流监控系统等信息

化设施建设项目。弱电工程为邮轮码头

扩容提供信息技术保障，在两个新建的

客运大楼投入使用后，提高码头承载能

力，并为后续智慧邮轮港做好底层建设，

助力打造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领先的智

慧港口。

■驾考科目三智能系统建设　根据公安
部驾考改革要求，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计

划在全市３０余个驾校部署针对驾考科目
三的智能考试系统，将原科目三交警一对

一陪同驾考模式升级为智能平台视频监

考自动化判分、交警辅助模式。该项目涉

及车载音视频、车载传感器数据向监考中

心实时同步传输等技术要求。宝山电信

局结合电信４Ｇ专网网络和云服务，于６
月完成华贸驾校、８月完成长安驾校和锦
隆驾校、９月完成刘行驾校的科目三智能
考试系统项目。 （陈旭逸）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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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卫生
■编辑　吴嫣妮

基础教育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各级各类学校
（教育机构）３２２所，其中公办中小学１１６
所（含特殊教育学校 １所、工读学校 １
所），民办中小学１９所，公办幼儿园１６５
所，民办幼儿园６７所，中等职业学校 ４
所，成教机构５所，其他教育机构１３所。
２０１７年在校学生１７０５９３人，教师１１１４５
人，全年新开学校８所（含４所分校、分
园）。

２０１７年，宝山教育继续围绕各项改
革重点工作进行推进，全区师生获国际

级奖项９个、国家级奖项９３个、市级奖
项４１２个。聚焦改革攻坚，加快教育转
型。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陶行知

教育创新发展区”建设为引领，坚持城乡

教育一体化发展，对表《宝山区教育特色

综合 改 革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启动教
育资源统筹改革，开展各镇管学校资源

情况排摸，基本完成教育统筹工作方案

编制工作。交出首份高考改革答卷，贯

彻落实“严而又严、慎而又慎、细而又

细”要求，确保秋季高考科学、公平、安

全、规范，秋季高考公办学校本科达线率

为９２４％，较上年提升８个百分点。
聚力品质提升，谋求优质发展。开

展公民办幼儿园牵手，将全区所有民办

幼儿园纳入学区、学块日常管理，通过结

对公办幼儿园、参与区域各项学习活动，

助推民办幼儿园健康发展。结成内涵发

展捆绑结对，选取１０所优质幼儿园作为
内涵发展捆绑基地，全方位带教未来三

年内争创一级的幼儿园。组建特色发展

共同体，以红星、行知实验、陈伯吹实验

和机关等幼儿园园长为首，１６所幼儿园
组建４个特色发展共同体，开展情感、游
戏、艺术和语言等方面专题研究，在全区

形成特色发展可推广和辐射的经验。小

天鹅、七色花、徐悲鸿３所市示范园通过

市级复验。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

成立吴淞教育集团和长江路教育集团，

先后举办学区化集团化办学市级展示交

流会等活动。聚焦高中教育特色多样，

推进罗店中学和宝山中学“特色普通高

中”项目学校建设。

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提升学生

创新能力、心理健康、体质健康、文化素

养。举办宝山科学院导师团专家进校园

讲座 ３０余场；开展 ２０１７年“儿童友好
智慧家园”家庭创客亲子设计制作展选

活动、区首届“家庭创娃选秀”活动总决

赛、区第四届社区创新大赛暨家庭创客

嘉年华；举办“积极心理成长共同体”项

目中期展示、“我为青春护航”普法主题

宣传、“足球进校园”“人人学游泳”“戏

曲进校园”“非遗进校园”“笔尖上的童

心———第三届宝山区优秀儿童文学创作

大赛”等活动。暑期开展各类专题培训

６２个、夏令营活动 ５个、主题活动 １２８
项，共６万余人次青少年参加；组队参加
全国竞赛１２项，国际竞赛１项，参与学
生达 １２０００余人次，获全国及国际奖
１５９项。

推动职成教育融合发展。推进职业

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参与市首批

“双证融通”试点专业教学文件汇编，承

担物流专业编制工作，编订海运、空运、

通关和陆运四门核心课程内容。组队参

加市“星光计划”技能大赛，宝山职校学

生鲍海峰获“最强技能王”称号。推进

终身教育“乐学宝山”品牌建设，开展

“宝山人文行走”活动，确定首批“两线

三地”（“两线”指首批区域内市级人文

行走试点路线，包括滨江带的淞沪抗战

路线和弘扬教育理念的陶行知教育路

线；“三地”是指首批街镇试点路线，包

括大场镇、罗店镇和顾村镇）行走路线。

承办２０１７年上海市民诵读巡演活动暨
上海社区学习团队成果展示。完成 １０
个社会学习点建设申报，有序推进 １００

个学习点“１＋Ｎ”师资配送。
聚效教育管理，夯实发展保障。加

强人才保障，完成新一轮骨干教师评选

和两期新教师招录工作，共计１４６０余人
应聘（包括“免费师范生”签约、“蓝表

生”落户申请和军嫂安置）。表彰“学陶

师陶”楷模标兵、“十佳青年”，命名新一

轮骨干教师。启动“十三五”建设规划

修订工作，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项

目，开办８所新校。加快推进区青少年
创新教育与实践中心（顾村）一期工程

等项目建设，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形成“退租还教”“关停并转”工作实施

意见，切实强化资产管理。成立区教育

督导委员会，做好全国责任督学挂牌督

导示范区创建及国务院督导委对区中小

学体育工作专项督查的迎检工作。规范

教育培训市场，委托第三方开展２０１６年
民非学校办学评估，２７所民非教育机构
通过评估。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和各街镇

对全区５１６家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全面排
摸检查，对违规机构下发责令整改行政

告知书。开展校园安全专项检查和“四

个一”（开设一堂消防安全教育课、组织

全校师生进行一次消防安全紧急逃生演

练、组织一次消防安全专题宣传教育进

校园活动、组织学生到消防体验馆参加

一次实践活动）学生安全教育主题活动，

接受国务院督导组对区校园安全工作

督查。

■承办三十八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中国
区决赛　２月２５日，第３８届世界头脑奥
林匹克中国区决赛在上海开赛，宝山上

大附中承办该届赛事。来自中国、德国、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４５０支参赛队参与
竞争，最终宝山区选派的代表队在比赛

中获高中组三项，初中、小学、幼儿园组

各一项共六项第一名，并获参加５月在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举行的世界总决赛

资格。

９４２



■承办“数学与未来科技”第五届全国
数学科普论坛　４月１４日～１６日，主题
为“数学与未来科技”的第五届全国数

学科普论坛在行知中学举行。该届论坛

旨在传播数学科学知识，共享科技教育

成果，搭建数学大师与青少年面对面交

流的平台，促进数学的应用与提高。来

自上海市教委、上海市科普教育促进中

心、上海市部分区县少科站领导及数学

辅导教师、上海市中小学师生代表以及

中国数学会、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会、中

国运筹学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

学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知名数学教

育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等近千人出席

论坛。

■上海大学校长金东寒受聘担任上大附
中名誉校长　５月 ５日，上大附中名誉
校长聘任仪式暨上海大学基础教育集团

２０１７年工作大会在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报告厅举行。宝山区副区长陈筱洁，上

海大学校长金东寒，上海大学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龚思怡，以及宝山区教育局、

大场镇政府党政领导出席会议。会上，

上海大学金东寒校长受聘担任上大附中

名誉校长，宝山区副区长陈筱洁为金东

寒校长颁发聘书。

■宝山区“非遗进校园”活动启动　５月
２４日，宝山区少年儿童“六一”欢乐周暨
宝山区非遗进校园启动仪式在宝山区少

年宫剧场举行，７所学校被命名为首批
区“非遗进校园传习点”。活动旨在推

进宝山文化、教育事业融合发展，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区中小学生宣传

普及非遗知识，营造传统文化氛围。

■承办上海市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现场展
示会　５月３１日，主题为“探合作发展
之宝 攀优质均衡之山”的上海市学区化

集团化办学展示交流会在吴淞中学举

行。来自全市各区教育局、学区、教育集

团代表，及宝山区各学校代表４００余人
参加会议。会上宣布成立吴淞中学教育

集团，集团内１３所学校的校长共同推动
启动杆，标志宝山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继

续迈出坚定步伐。

■承办全国车辆模型公开赛（上海站）
比赛　８月１９～２０日，全国车辆模型公
开赛上海站比赛在高境三中举行，这是

上海第一次承办全国车辆模型公开赛。

来自全国各地４８支参赛队共计４００余

名运动员在主赛场高境三中和分赛场军

体ＳＹＥ模型竞技场角逐１５个项目的冠
亚军、４２个奖杯和８０枚奖牌。宝山区选
手共获金牌 １５枚、银牌 １３枚、铜牌
４枚。

■区教育系统人才推进大会举行　９月
２８日，宝山区教育系统骨干教师、骨干
团队命名暨人才工作推进会在行知中学

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区长范少军，区委

副书记周志军，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

峻，副区长陈筱洁等领导出席会议。区

教育系统内的市特级教师、区拔尖人才、

青年尖子、首席教师、学科带头人、教学

能手代表以及各基层单位主要负责人等

参会。会上命名３６名教师为宝山区第
五届首席教师（首席教研员）、３４３名教
师为宝山区第八届学科带头人（骨干教

研员）、６５４名教师为宝山区第七届教学
能手，成立潘小明工作室等１４个名师工
作室、高中语文研究团队等３３个学科研
究团队，初中数学指导团队等３６个学科
指导团队，命名１０３３名宝山区教育系统
骨干教师和８３个骨干教师团队。

■宝山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成立
　１０月 １９日，宝山区召开区政府教育
督导委员会成立大会，成立宝山区人民

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强化政府各部门

和街镇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履行法

定职责，有效发挥议事协调职能，加快推

进教育督导体制和机制创新，共同推动

全区教育事业优质均衡健康发展。上海

市教育总督学、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常务

副主任平辉，宝山区副区长陈筱洁，市政

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张慧出席会议。

■宝山区“戏曲进校园”活动启动　１１
月１０日，２０１７年上海市民文化节中华梨
园经典“赏戏团”在宝山实验学校成立，

并启动宝山区戏曲进校园行动，推动戏

曲艺术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承与发扬。

谷好好、王瑜、华雯、严庆谷、熊明霞、

沈籦丽、吴双、樊婷婷、王柔桑、朱俭、徐

蓉、施燕萍、高博文、韩婷婷等１４名戏曲
名家受聘为上海市民文化节首批中华梨

园经典“赏戏团”特邀导师及市民导师，

宝山１５所学校被授予“戏曲进校园试点
学校”称号。

■市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宝山区现场展示
活动举行　１１月２８日，上海市“小学兴
趣化、初中多样化”学校体育课程改革推

进会在行知中学举行。教育部体卫艺司

司长王登峰、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

宝山区副区长陈筱洁等领导出席活动。

此次推进会旨在落实市教育综合改革要

求，建立科学、完善、有机衔接的学校体

育教育教学体系，展示改革试点工作

成效。

■承办市新优质学校集群现场展示会　
１２月１日，“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学校
管理与文化”———上海市新优质学校集

群现场展示会在宝林路第三小学举行。

此次活动聚焦“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学

校管理与文化”主题，交流新优质学校管

理文化经验，推动学校管理文化向“以学

生发展为中心”变革。

■承办上海市“两纲”教育第十二次展
示活动　１２月６日，由市教育委员会基
础教育处、德育处、教学研究室、宝山区

教育局联合主办，区教育学院、上海大学

附属中学承办的“育人为本 以德为

先———建设中学传统文化课程 深度推

进‘两纲’教育”现场会在上海大学附属

中学举行。该活动是上海市“两纲”教

育第十二次展示活动，不仅是上海推进

中学传统文化课程建设成果的展示，更

是一次“两纲”教育生动鲜活的经验分

享。会上，宝山１６所中学展示陶艺、乐
器、拳术、书法、京韵、剪纸等传统文化项

目，彰显宝山区中学传统文化课程成果。

■接受 “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
导创新区”创建实地核查　１２月１２日～
１３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实
地核查宝山区创建“全国中小学校责任

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工作。实地核查

组实地核查宝林三小、吴淞中学和高境

三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情况。

（岳　强）

上海大学
■概况　至年末，学校设有２５个学院、１
个学部（筹）和２个校管系；设有７７个本
科专业，４０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１７１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１３
种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其中工程硕士含

１３个工程领域），２０个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７９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１８个自主增设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含７个交叉学科博士点），１９个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４个国家重点学
科、４个上海市Ⅲ类高峰学科、１０个上海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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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Ⅰ类高原学科、７个上海市Ⅱ类高原
学科，牵头建设２个上海市Ⅳ类高峰学
科，８个学科进入ＥＳＩ国际学科排名全球
前１％；拥有１个科技部与上海市共建的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１个科技部
与上海市共建的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

室培育基地，１个国家教育部国际联合
实验室，２个创新引智基地入选“高等学
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１１１计
划”）。１个国家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１
个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１个教育部批准备案建设的国别
和区域研究中心，２个上海市协同创新
中心，８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３个上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３个上海市专业技
术服务平台，１个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
咨询研究基地，３个上海市社会科学创
新研究基地，２个上海市高校 Ｅ－研究
院，１个上海高校智库建设项目，１个上
海高校人文艺术创新工作室，２个上海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３个上海
高校重点实验室，１个上海高校工程研
究中心。有专任教师２９６８人，其中教授
６５８人，副教授１０７３人，博士生导师４３１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２００６人。有全
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６
人，外籍院士７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人员３７人；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
者１３人，“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７人，
“万人计划”入选者４人；教育部“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８人、讲座教授３人；“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７人；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１７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 １０人；上海市领军人才 １９
人；上海市“千人计划”入选者３９人；上
海市“东方学者”７５人；上海市“青年东
方学者”２９人。有研究生 １４９８７人，全
日制本科生 ２０６５２人，专科生 ４１人，成
人教育学生１８５０７人。校园占地面积近
２００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１３９万平方
米，形成以宝山校本部为“一体”、延长

校区和嘉定校区为“两翼”的“一体两

翼”校园格局。图书馆建筑面积５４万
平方米，馆藏图书４０１万册；订购纸质报
刊１８２８种；订购电子文献数据库６９种，
含电子刊 ５５万种，电子书 １９０万种。
年内获“上海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

革整体试点学校”“上海市深化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示范校”称号；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度“上海市安全文明校园”和首届“全

国文明校园”称号。

加强战略管理体系建设。制定人才

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国际化战略

等９大专项规划，形成以１个高水平大
学总体规划引领，９个专项规划支撑，各
学院（学部、系）规划落实的战略规划体

系。完善五大一流学科的领导、推进、调

整机制，由分管校领导担任学科负责人。

成立上海大学树兰医工研究院、战略研

究院。与传化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组织编写《秩序的重构———人工智能与

人类社会》一书，入选新一代人工智能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单位。

加强人才培养。完善招生宣传工作

体系，年内招收本科生４８０９人、硕士生
４７４１人、博士生４４４人。本科生就业率
９９６％，硕士生就业率９９８％，博士生就
业率 ９９３％，比上年分别增长 ０５％、
０４％和４９％。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构

建以教师思政能力为基础的课程思政六

层体系，新建品牌课２门、“一院一课”思
政试点课７０门，出版《大国方略》系列丛
书５本。完成７７个专业培养方案，建立
专业选修课动态调整机制。启动以学生

为中心的研究型教学方法改革和以能

力、素质为核心的考核方法改革。完成

９０门示范课程改革，建设 ５１门全英语
课程，开设４６门“国际化小学期”课程。
《创新中国》获批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获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

目２项，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４门、重点
课１８门。新开设创新创业课程１６门，
创新创业项目立项４１９项，组织和开展
各类校内外学科竞赛１００余项，校级联
合大作业项目立项４０项。承办第十五
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决赛。本科生团队获第三届全

球重大挑战论坛“学生日”活动（竞赛）

三等奖。１４个项目获“上海市研究生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专项”资助。在“华为

杯”第十四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中获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４４项、三等奖
７４项，总得分列全国第五位。

开展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智能

运载科学与工程”学科群入选国家“双

一流”建设学科。通过上海市高峰高原

学科第一阶段验收。“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科ＩＶ类高峰学科申报通过市教委
组织的专家论证和预算评审，获批建设

经费１０００万元。工程学和材料科学进
入ＥＳＩ全球前２‰。发表 ＳＣＩ论文１８０２
篇，增幅为２５９２％；ＥＳＩ高被引论文８８
篇，增幅为２５７％。吴明红教授团队石
墨烯研究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另有

２９篇第一单位或通讯单位论文发表于
Ｃｅｌ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ＮＡＳ，Ｎａｔｕｒｅ子刊等国际
著名期刊。理工科方面获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１项、合作联合获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１项；获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上海市技术发明
奖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文科方面获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一等奖 １
项、二等奖５项、三等奖１项，获奖总数
位居上海市高校第一位，５项课题中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１项课题中标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创历史

新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立项 ３１
项，参与１项国家重大专项课题，立项经
费８６９４６１万元。１２个项目获上海市智
库内涵建设计划立项，４个项目获上海
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支

持。“特种光纤与先进通信”获批教育

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上海市智能无

人艇系统研究中心作为国防重点实验室

培育基地入选上海市工程中心；毒品与

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入选中国智库索引

（ＣＴＴＩ）最新来源智库；２个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和４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通过评
估，其中“特种光纤和光接入网”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取得优秀。成立由上海大学

牵头的“上海先进通信与数据科学研究

院”及与上海交大共同牵头的“上海材

料创新研究院”。“无人艇”团队获首批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称号。

连续两年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１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１
项。

开展产学研与国内合作。全年到校

横向经费 ２４６亿元。累计签订横向技
术合同数 ８８６项，合同金额 ４５５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２４％，其中服务于上海的
合同５２０项，合同金额１７９亿元。以转
让或许可方式转化科技成果５项，合同
金额２０４２万元；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
技成果２项，投资价值３６００万元，专利
授权率比上年提高４２％，技术成果转化
超过５０００万元。发布《上海大学科技成
果转化工作流程实施细则（试行）》，与

海盐、姜堰、嘉兴、宣城、建湖等地区开展

合作。获批纵向军工涉密科研项目 ４
项、海军预研项目２项、国防基础科研项
目１项、国防科技创新计划４项、重点实
验室基金１项，总经费超过３０００万元。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启动“战略

伙伴大学合作计划”，推进与悉尼科技大

学、英国拉夫堡大学等１３所战略合作伙
伴的合作。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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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乌兹别克斯坦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达

成共建上海国际商学院合作意向，成为

“中巴高校联盟”中国九所高校之一。

立项建设２０个国际科研合作平台，推动
建立双边科研联合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机

制。土耳其研究中心成功入选教育部国

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实现国家级文科科

研平台零的突破。“现代冶金与材料学

科创新引智基地”获批“１１１”引智基地。
国家高端外专项目共引进人才１７人，获
批上海市“海外名师”４人，“上海市教科
文卫重点引智项目”４项。实施“学生国
际视野提升”计划，共派出学生１６９３人
次。通过国际学生质量认证，改革学历

留学生拨款机制，在校留学生总数４３６１
人，其中学历留学生 １１３０人，增幅为
３１５５％。建成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
课３门、示范性全英语课２门、外国留学
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３门，建成可招
收全英文授课的硕士、博士国际留学生

专业２５个。加快孔子学院建设，国务院
副总理刘延东考察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

学院。肯塔基大学孔子学院再次获全球

优秀孔院称号，泰国普吉孔子学院获全

球优秀考点称号。

加强校园建设。加强宣传工作，微

信公众平台“上大发布”全年发布文章

４４１篇，累计阅读数７９万人次。组织开
展第四届校园文化品牌评选，开展第 ５
届国际文化节和第１５届菊文化节等校
园文化主题活动。获完善 １９６０～２０１４
届校友基础数据２８万条。图书馆接待
读者１７７１６万余人次，借阅图书２６５２
万册；档案馆数字化纸质档案１５０万页，
新归档移交入库案卷８９３０卷，接待档案
利用１１３１８人次。宝山校区东区三期新
建工程完工，竣工面积１３３５万平方米，
相关学院入驻。完成伟长楼改造，建设

成为国内高校一流的剧场。

■获１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１月
９日，２０１６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等国

家领导人出席会议。上海大学机自学院

谢少荣教授领衔的无人艇项目《复杂岛

礁水域无人自主测量关键技术及装备》

获２０１６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项目的主要完成人谢少荣教授、罗均教

授、彭艳副教授、蒲华燕副教授作为获奖

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颁奖。

■中船工业集团公司与上海大学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３月２５日，中船工业集团

公司与上海大学战略合作研讨暨合作协

议签署会议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

中船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吴强与上海大

学校长金东寒共同签署“中船工业集团

－上海大学战略合作协议”，中船系统研
究院院长张宏军与上海大学副校长汪敏

共同签署“上海大学 －中船系统工程研
究院合作协议”，中船工业集团公司董强

董事长与上海大学党委书记罗宏杰为共

建的“海洋智能无人系统装备实验室”

揭牌。

■联合主办第五届全国数学科普论坛　
４月１４日至１６日，由上海大学、宝山区
教育局主办，上海大学数学科学实践工

作站、行知中学、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技术

指导站、上海科普教育促进中心承办，中

国数学会、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会、中国

运筹学会、上海市数学会、上海数学中心

协办的第五届全国数学科普论坛中学生

专场在宝山区行知中学举行。论坛主题

为“数学与未来科技”，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向宇、张平文等国内著名数学家、上海

市教委和科委领导、区政府领导及上海

部分中学师生代表等近千人参加论坛。

张平文、周向宇院士以及来自各大高校

和研究机构的１０名数学大师为青少年
作报告。１４日、１６日，论坛举行大学生
专场分论坛，张平文、周向宇院士，李文

林、李尚志教授，中国运筹学学会理事长

胡晓东研究员等为大学生和研究生作５
场数学科普报告。

■“乐创青春·上海市促进青年就业创
业集中服务行动暨上海大学‘彩虹计

划’启动仪式”举行　４月２８日，由上海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上海

市委员会、宝山区人民政府以及上海大

学共同主办的“乐创青春·上海市促进

青年就业创业集中服务行动暨上海大学

‘彩虹计划’启动仪式”在上海大学举

行。副市长时光辉、宝山区委书记汪泓、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岚、

团市委副书记王宇、宝山区副区长袁罡，

上海大学校领导金东寒、徐旭等出席启

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分别举行上海大学

“彩虹计划”签约、“上海大学创业导师

营”授旗和颁证、“上海市青年（大学生）

职业训练营”揭牌、首批“上海市就业见

习基地”授牌、“东方讲坛特聘讲师”颁

证等仪式。副市长时光辉和各方代表共

同推杆启动“上海市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集中服务行动”。

■获第三届全球重大挑战论坛“学生
日”活动（竞赛）第三名　７月２１日，由
中美英三国工程院共同举办的“第三届

全球重大挑战论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召开，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率团出席。

论坛设生活质量、卫生、可持续发展、安

全和教育／公众参与五个议题，来自中、
美、英三国科学和工程科技界、产业界和

高校的约９００名代表出席论坛。三国工
程院各组织５支本国大学本科学生队参
加工程科技创意商业计划竞赛，上海大

学参赛队获第三名。该团队由上海大学

材料学院和悉尼工商学院的６名学生联
合组队，聚焦全球节能问题，跨学科合作

开展项目研究并探索市场应用和成果

转化。

■上海大学校友会成立　６月１８日，上
海大学校友会（社团登记）成立大会暨

２０１７年毕业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校友返校
活动在上海大学举行。成立大会由上海

大学１９８１届校友、第一财经节目主持人
白宾主持，上海大学校长金东寒致辞。大

会审议表决《上海大学校友会章程》，选

举产生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和上海

大学校友会负责人。金东寒、徐旭、冯静

波、吴程里共同为上海大学校友会揭牌。

■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发展研究院揭牌
　７月６日，“文教结合共建上海美术学
院签约暨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发展研究

院揭牌仪式”在上海大学举行，上海市副

市长翁铁慧、中国宝武总经理陈德荣、上

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宗明、宝山区委

书记汪泓、上海大学校长金东寒、上海美

术学院院长冯远等领导与嘉宾出席。市

教委副主任丁晓东、市文广局党委副书

记沈卫星代表市教委及市文广局在合作

共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协议书上签

字，上海美术学院院长冯远与中华艺术

宫馆长李磊、刘海粟美术馆馆长朱刚、上

海油画雕塑院党委书记鲍薇华、上海中

国画院副院长谈建军签署合作协议，在

人才培养、展览展示、馆藏研究、文化活

动等方面加强合作与交流。副市长翁铁

慧、中国宝武总经理陈德荣共同为上海

吴淞国际艺术城发展研究院揭牌。研究

院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

院宝武不锈钢地块新院区以及上海吴淞

国际艺术城建设正式启动。

■李友梅当选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７月
１４日，中国社会学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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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暨第十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原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上海大学

教授、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长、上海市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李友梅当选为新

任会长。７月１５日至１６日，由中国社会
学会主办，上海大学、上海市社会学学会

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社会学会 ２０１７
年学术年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主题为“迈

向共建共享的全面小康社会”。年会除

大会主题学术演讲外，另安排５９个分论
坛，共收到论文１６００余篇，来自全国各
相关机构的学者约１７００余人参加，参会
人数、提交论文规模为历届之最。

■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一行到校调研
　７月２７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副
市长翁铁慧在市委副秘书长彭沉雷、市

政府副秘书长宗明陪同下到校调研。尹

弘一行在校党委书记罗宏杰，校党委副

书记、校长金东寒陪同下视察上海温哥

华电影学院和新型显示技术及应用集成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并召开座谈会。。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
院揭牌　１０月１９日，丝绸之路文物科
技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上海大学文化遗

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在上海

大学举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

燕群、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等领导及

各界代表８０多人出席会议。钟燕群和
关强为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

研究院揭牌。丝绸之路文物科技创新联

盟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于１０月１８日
召开首届理事大会，审议并通过《丝绸之

路文物科技创新联盟章程》，选举产生执

行理事会，包括５名常任理事和８名非
常任理事。联盟秘书处设在上海大学，

首届秘书长由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

础科学研究院院长黄继忠担任。联盟实

行轮值主席制，首任轮值主席由敦煌研

究院院长王旭东担任。

■承办第十五届“挑战杯”中国银行全
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终审决

赛　１１月１５日，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
协、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学联

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上海大学

承办的第十五届“挑战杯”中国银行全

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终审决

赛在上海大学举行。团中央书记处常务

书记贺军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

培林，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波，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中国科协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项昌乐，全国学联主

席王圣博等领导以及各高校师生代表、

港澳台及海外高校师生２０００余人参加
开幕式。全国２０００余所高校、２００余万
名大学生通过校级竞赛、省级比赛、全国

初评和复审，共有３１４所高校的７５５件
作品进入终审决赛。１１月１８日，举办闭
幕式暨颁奖仪式。上海大学获全国团体

总分第二名，创历史最佳成绩，连续四次

捧得“优胜杯”，共有６个项目获奖，其中
获全国特等奖两项、一等奖三项、三等奖

一项。

■上海大学树兰医工研究院成立　１１
月３０日，上海大学树兰医工研究院成立
仪式在上海大学举行。医工研究院聘任

郑树森、杨胜利、宁光院士为顾问，聘任

树兰医疗集团创始人李兰娟院士和上海

大学战略研究院院长李仁涵教授为名誉

院长，聘任树兰医疗集团总裁郑杰和上

海大学副校长吴明红院士为医工院院

长，聘任树兰医疗集团领导郑杰为上海

大学兼职教授。李兰娟院士和上海大学

校长金东寒共同为上海大学树兰医工研

究院揭牌。

■上海大学战略研究院成立　１２月 １
日，上海大学战略研究院成立仪式在上

海大学举行，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金

东寒，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思怡，党委

常委、副校长段勇，党委常委、副校长吴

明红及学校相关部处、各院系负责人出

席成立仪式。特聘李仁涵教授为上海大

学战略研究院院长，聘任学校发展规划

处处长王廷云、创新管理部部长罗均、教

务处处长彭章友、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郭长刚等４名教授为副院长（兼）。校长
金东寒向战略研究院院长李仁涵教授颁

发聘任证书，并共同为上海大学战略研

究院揭牌。上海大学战略研究院旨在通

过加强战略研究，提升学校战略管理能

力，成为学校跨学科战略研究平台，为各

部处、各院系提供战略咨询和建议，为学

校 “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建设提出咨

询建议。 （郭　秀）

职业技术教育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７年，学
校有教职员工２８１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４９
人。招生录取新生１３２９人（上海市７４２
人，外省市５８７人），实际报到１１３４人，
录取率 ８５３％。毕业 １０６２人，就业率

９９６％，签约率 ９４８２％。年内，全校师
生获各级各类奖励共１３０余项。其中，
烹饪教学团队获上海高职高专市级优秀

教学团队称号；学校师生参与上海市“星

光计划”第七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３名
学生分获英语专业口语、平面设计、动漫

制作项目二、三等奖，２名教师分获教师
信息化教学技能项目二、三等奖；酒店学

院“跟我学西点”项目获职业体验优秀

项目；在２０１７年ＪＫＡ全国空手道交流赛
中，校空手道队４人获一等奖，６人次获
二等奖，８人次获三等奖；李曼老师代表
上海参加“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比

赛健身气功比赛”获第二名；校太极队２
人获“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城市业余联赛太极
拳推手比赛”第一名；朱琼芬老师《商业

空间设计》课程被市教委授予２０１７年度
上海高职高专院校市级精品课程。

完善德育工作体系建设，成立上海

邦德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工作委员会

和课程思政工作领导小组。举办第一期

和第二期青年骨干教师培训班。启动课

程思政改革试点方案，２门专业课和 ３
门综合素养课参加２０１７年课程思政改
革。开设公众微信平台，全年上传新闻

３００余条，图片２００余张，在校生易班认
证用户３４５３人，校方认证率９１％；“邦德
小青团”公众号粉丝增至７０００余人。

加强专业内涵建设，落实组建“演艺

设计”“旅餐酒店”“金融物流”“语言文

化”“计算机技术应用”５大专业群。通
过资源整合与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演艺

设计”专业群整合影视表演、舞台艺术设

计、人物形象设计、影视动画、钢琴调律

等专业，逐步完成与演艺设计产业链的

对接，提供相应人才；“旅餐酒店”专业

群整合烹饪工艺与营养、酒店管理、旅游

管理、物业管理等专业，通过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搭建为餐饮、旅游、物业等提

供一条龙服务的“旅餐酒店”专业群结

构。在原影视动画和影视灯光技术与艺

术专业基础上，完成上海高职高专唯一

的《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舞台灯光技

术与艺术）》和《游戏设计》《电子商务》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虚拟现实 ＶＲ设
计）》等新专业申报工作，并全部获市教

委批准。开展与瑞士工商酒店管理学

院、日本资生堂等中外合作项目，完成烹

调专业双证融通和现代学徒制试点申报

工作，并分别获市教委和教育部批准。

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学校依托国家

和市级各类人才平台，加强学校高层次

人才队伍建设。组织各类培训１５项，６４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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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参加，均取得结业证书。其中：２项
培训是学校首次组织思政类培训，为学

校辅导员、青年干部骨干培养开辟新途

径；２名获市教委“强师工程”培训项目
优秀学员的教师在暑假分赴美国和英国

进行短期学习考察；３名教师赴海外进
行硕士学位、课程等研修；１名教师获批
“上海高校青年教师资助计划”。

开展帮困助学工作，全校共计 ６９６
名学生分获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国家、上海
奖学金、学校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学

年勤工助学岗位５个，参加勤工助学人
数５６人，发放金额７６４１０元。６７名学生
获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贷款金

额１１９万元。年内申报应征入伍义务兵
役学费补偿代偿在校生４０人，补偿金额
４４万元。 （郑　楷）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同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李占才教授在济光学院成立工作室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至年末，学
院有１个二级学院、５个系［新增艺术设
计系（筹）］、２个教学部、１个继续教育
学院，共设２６个专业。学院有专任教师
１９３人，其中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４７人，
占２４％；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位的
教师 １０１人，占 ５２％。校园占地面积
２２０亩，建筑面积 １０１６４４平方米。２０１７
年全年招生总计划为２５００名，录取１８４２
名，计划录取率为 ７３６８％，到校报到
１６４２名，录取报到率为 ８９１４％。学院
２０１７届共有毕业生１９２３名，毕业签约率
９０１２％、就业率９９７４％。学院获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度（第十八届）“上海市文明单

位”称号，这是学院连续第三次获此

称号。

提高思政育人工作水平。推进“三

全育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

局）格局，把思政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推进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

构建“四位一体”（把德育思想渗透到德

育课程、文化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

教学中）德育模式，抓思想政治理论课建

设：成立李占才工作室，将课程思政纳入

年度重点工作；推动职业教育课程改革，

提升学生职业素养，提高德育针对性。

落实“三大主体责任”（意识形态责任

制、基层党建责任制、党风廉政责任制），

通过市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督查组实地

督查。学院作为民办高校唯一代表在上

海高校宣传德育工作推进会上交流

发言。

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新增艺术

设计系，新增国际邮轮乘务管理、新能源

汽车技术、包装艺术设计、室内艺术设计

４个专业。《园林工程材料》《基础会计》
入选上海市级精品课程，园林工程技术

专业教学团队入选上海市高职高专院校

市级教学团队。成功申请“物流管理”

专业的双证融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

立项。在《建筑初步》《应用文写作》等

１２门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学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试

点。推进质量监控保障体系建设，推行

网格化管理，建设校园 ＣＲＰ系统和人才
培养工作状态数据库。注重对贫困学生

的救助和关爱，年内共评选出国家奖学

金３人、上海市奖学金４人，国家励志奖
学金１６８人。制定《上海济光职业技术
学院国家助学贷款奖补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２０１７年春季共发放国家助学
金５６８名，金额８３１万元；２０１７年秋季
共发放国家助学金 ４８８名，金额 ５７９５
万元。完成８２名２０１６年服义务兵役学
生资助补偿经费发放，金额１１９２万元；
为４名２０１６年退役自主考入高校的学
生发放资助补偿经费，金额 ３２万元。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学年新增办理校园地贷款
１２名，续贷发放 ３１名，金额合计 ２４８
万；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学年生源地贷款１４７名，
金额合计１１７２万元。９７９人次参加勤
工俭学，发放金额 １６３５万元。年内有
４９名学生应征入伍。发挥退伍学生特
长，成立国旗班，参加上海市首届“上海

杯”大学生国旗班升国旗暨军事技能展

示竞赛，获国旗班升国旗一等奖和班队

列会操二等奖。２０１６级退伍学生王伟
璇在上海市学校国防教育协会举办的

“我爱国防　我爱党”上海市大学生演
讲比赛中获一等奖。培训面向社会农民

工的养老护理（医疗照护）５２人、健康照
护１１９人。开展第三届“职业体验日”系
列活动，与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上

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共同签署《产

学研合作办学战略框架协议》。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成立大学

生创新创业理事会，为学生创业项目运

行提供基金资助、运营场地与硬件设备，

配备带队教师，施行由学生团队自主营

运、教学单位与老师提供专业指导的项

目运行模式。将创新创业课程纳入专业

必修课程系列，创建“莱茵吧图文制作”

“会计真账实操”“遇见咖啡”等创新实

践项目，定位于专业实训和校内服务。

举行首届“济光杯”大学生创业大赛，获

胜选手获实践项目运营权。通过自主策

划“怀念童年，回忆经典”创业实践活

动。鼓励师生参与校外技能大赛，韩曙

光团队“私人定制”项目获第十届全国

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总决赛一

等奖，要子鹏团队“悦书社”创意项目获

第三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上海赛区优胜奖。

引进优质资源，推进国际化进程。

学院与捷克布拉格建筑学院签订“３＋
２”专升本合作协议书，成立中捷国际班；
与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开展 “３＋１＋１”
专本升硕合作项目，在护理学院成立中

英国际班。与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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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０日，济光学院选手获２０１７全国大学生象棋锦标赛团体铜奖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院合作，为中捷国际班和中英国际班学

员开设雅思语言培训班。与中国台湾中

华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选派建筑系教

师组团分别赴日本、美国等国家参观学

习；护理学院教师参加由北京民办教育

协会主办的护理类专业参访团到芬兰等

国学习交流；管理人员参加由上海宝山

邮轮集团组织的“邮轮专业培训”项目。

全年共举行国（境）外专家讲座５场，引
进外籍教师１名，学院有外籍教师１名、
中国台湾籍教师 １名。全年共接待国
（境）外来访７个团组、３５人次。２０１７年
寒假选派优秀学生代表到新西兰商学院

和新西兰林肯大学开展微留学体验营活

动；２０１７年暑期选派优秀学生代表到捷
克布拉格建筑学院开展暑期 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项目交流。

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加大校园文明

及师德师风建设，做好“济光讲坛”文化

特色项目培育。成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体验中心，依托社团供学生体验书法、诗

词、绘画、乐器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

织开展第十二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毕业

文艺晚会、“指尖上的世界”钢琴演奏

会、“走向复兴”元旦文艺汇演等活动；

举办“我与母校共成长”毕业生成果展、

济光ＬＯＧＯ纪念衫设计大赛、“我与校长
面对面”茶话会、“难忘师恩”毕业班主

题班会等１２项毕业季系列活动。组建
大学生艺术团，参加学生逾百人。举办

校运会、教职工乒乓球团体对抗赛、师生

健身接力跑（走）、校园趣味运动会与游

园会等体育活动。啦啦操队参加 ２０１７
年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团体健身

操（高校组）比赛获高职组第二名。

（杜　宇）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至年末，学院有
教职员工４１１人，其中校内专任教师２２６
人，副高以上职称９８人，硕士及以上学
位１２３人，“双师型”教师（同时持有高
校教师资格证和职业资格证书）８０人。
２０１７年录取新生 １７２６人，实际报到
１４５２人，报到率 ８４％。２０１７届毕业生
１３２１人，就 业 率 ９９３２％，签 约 率
９９２４％。学院获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上
海市安全文明校园”“上海市平安单位”

“上海市节约用水示范学校”称号。学

校工会工作经上海市教育系统工会考

评，获优秀等级。年内，震旦教育集团创

始人、管委会主任张惠莉获“上海市民办

教育优秀奖”。学院坚持“以人为本、育

人育能、德育为先、教会做人”的办学理

念，树立“综合素养、创造能力、高尚人

格”的培养目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开

展重点专业建设，组织召开研讨会，确立

９个校级重点专业；调整专业结构，新增
保险、物流管理、影视编导、艺术设计（少

儿美术）４个专业；完成２０１６级１９８门课
程教学大纲修订，开设近６０门公共选修
课。新建ＣＲＰ数字化校园信息平台，完
善“学分银行”管理制度，推进学习成果

互认衔接。加强课堂教学过程管理与监

控，重视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建设。６
月，举办第六届科技节，开展２８项竞赛
项目，２００余名学生获得各类奖项。１１
月２３日，承办上海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
展中心和上海高校心理咨询协会主办的

“中国本土文化视角下的心理健康理论

与实践”培训班，来自全市２０个学校的
近百名学员参加培训。组织学生参加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星光计划”职业技能竞
赛，获一等奖１个、二等奖３个、三等奖

１０个。承办第十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上海赛区“文秘速录”选拔赛，获团

体一等奖。组织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获团体二等奖１个、团体三等
奖１个。稳步开展继续教育，组织各类
培训共计１７００人次，被上海市成人教育
协会评为“２０１７年优秀成人继续教育院
校”。成立“音乐舞蹈中心”，建设虚拟

仿真实训室、工业机器人实训室、学前教

育综合实训室、３Ｄ打印艺术实训中心等
１８个实训室，满足专业实训需求。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选派 １９名教
师、管理干部参加上海市教委组织的民

办高校“强师工程”研修班；选派９名专
职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促进“双师型”

教师队伍内涵发展。聘请上海梅卿传媒

集团董事长、主持人梅卿女士担任客座

教授。１４名教师获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２人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２
人获国内访学资助，３人在职攻读硕士，
３人在职攻读博士。聘请专家开设《中
国伟业》系列讲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

业队伍建设，思政部范人伟获首届上海

市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

骨干”称号。东方电影学院祝华东的微

电影文学剧本《不说再见》获中国电影

著作权协会颁发的“版权证书”；任艾丽

执导的微电影《灯塔》在首届国际青年

微电影艺术节中获“优秀影片奖”。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征集和评选

２０１７年辅导员优秀工作案例和优秀工
作论文，编制《辅导员工作手册》，推进

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管理。强化

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参加由教育部主办

的“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千名高校优秀辅导员‘校园巡讲’和‘网

络巡礼’活动”。注重思政课程改革，校

领导担纲《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举

办第八届军训营，打造志愿者服务品牌，

２０１７年累计３０００余人次志愿者参与各
类志愿者活动，３１２名师生参加造血干
细胞资料库志愿者招募活动并成功入

库，获上海市红十字会颁发的“２０１７年
度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招募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开拓帮困助学渠道，帮助３０２
人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助学贷

款，提供校外勤工助学岗位５０余个，为
５９５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办理缓缴学费
手续。鼓励学生积极成才，４４名毕业生
获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２５名毕业生
获校级优秀毕业生称号，２名学生获国
家奖学金，１３２名学生获国家励志奖学
金，３名学生获上海市奖学金，５４５名学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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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５月，上海震旦职业学院青年师生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活动举行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提供

生获校级奖学金，５４５名学生获国家助
学金。稳抓心理健康教育，５月开展主
题为“艺术表达心灵，缔造美丽人生”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月活动，累计１１００余人
次参与，获“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活动月优秀组织奖”。学校跆拳

道队在上海市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中，

获１７金、１１银、２铜，并获乙组团体第一
名及体育道德风尚奖。舞蹈《采薇》获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青少年儿童艺术文化

节舞蹈比赛上海赛区青年组金奖。

深化国际教育内涵。与瑞士工商酒

店管理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与韩

国庆南情报大学、东西大学实现互访，并

签订两校合作备忘录。开展第十期赴美

带薪实习项目，１８名学生出国实习，９名
学生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浸会大学参加

暑期夏令营。

发挥校园文化辐射效应。４月举办
“第六届震旦读书月”等系列活动。６月
９日，学校与宝山区防范办、罗店镇党委
等单位合作举办“２０１７宝山区反邪教宣
传月活动”（震旦学院专场），线上浏览

量及线下观展人数逾万人。完成学校新

网站群的建设和改版，获２０１７“知网杯”
上海高校信息资源发现大赛优秀组织

奖。举办校园招聘会，开展企业招聘宣

讲会，为１３００余名毕业生介绍就业单位
５００余个，提供３６００余个就业岗位。

（廖文文）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设办学
场所３处，分别是宝山校院、浦东校院、
轨道学院，原港口学院、航空学院于６月

底结束办学。２０１７年，共有全日制在校
生４６７５人，其中外省市生源占４８９６％，
较上年增长 ２５％；全日制毕业生数
１４７２人，共２４个专业（含专门化方向），
就业率 ９４４％。学院设有 ９个教学系
部，有３２个专业（含专门化方向），其中
“汽车运用技术”“集装箱运输管理”２个
专业为国家级教改示范专业，有专任教

师２３９人。５月～１２月，学院“汽车运用
与维修技术”专业教学团队参加上海市

高职高专院校第七届重点专业（一流专

业）建设比武获二等奖。９月 ２９日，在
第四十四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行前动员

会暨首批世赛上海选手培养基地授牌仪

式上，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专业与国际

货运代理专业成为上海市首批“世界技

能大赛上海选手培养基地”。１０月 １２
日，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与英国汽车

工业学会（ＩＭＩ）、中国永达汽车服务控股
有限公司、ＩＭＩ现代学徒制项目班学生
代表共同签约，合作举办现代学徒制国

际合作项目，班上２８名学生将在原有课
程基础上，使用英国汽车维修国际标准，

由学院优质师资进行专业教学，永达集

团选派资深技工师傅一对一带教，推进

汽车运用维修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１０
月１４日 ～１９日，航运物流系国际商务
专业２０１６级学生周思语代表中国参加
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第四十四届世

界技能大赛获货运代理项目第四名。推

动学校事业发展，推进学院土地资产划

转事宜，完成呼兰路７６３号不动产权证
办理工作。

推进一流品牌专业建设。汽车一流

专业建设完成《汽车文化》《汽车使用与

日常养护》数字化课程资源建设。构建

基于职业能力框架的专业课程体系，开

展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核心课程标准

修订，完成２４１门核心课程标准修订编
制。完成上海高职校级教师企业实践经

费项目、２０１７年国赛补助专项经费项
目、高校教材“问题地图”专项行动、高

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等促进人才培

养工作有关项目申报。开展“一体多

元”课堂教学改革，建立网络通识教育教

学体系，每学期开设３０门课程，涵盖文
史哲、科技革新、思政课程等 ９大类，
２０１７年 ２个学期共约 ３５００人次选修。
成立中高职教育贯通领导小组和工作小

组，制定《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中高职

贯通学生学籍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

稿）》。

提升教学团队素质。１７名汽车专
业教师参加由同济大学组织的中德职业

教育汽车机电合作项目考官培训考核，

获ＳＧＡＶＥ项目考官资质。修订《上海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公开招聘暂行规定》，全

年引进教师、教辅管理人员（进编）４人。
全年共有２４７人次参加各级各类培训。
修订完善《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科研

管理工作条例》《科研课题管理办法》

《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科研工作量管理

暂行规定》《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等管理

制度，申报立项上海市教育规划项目、信

息技术等课题共１４项，７０余名教师获科
研资助。组织院级２０１７年教学成果奖
申报，形成１７项院级教学成果，从中推
荐申报上海市教学成果奖１１项。《上海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审文章 ８０
篇，刊发４０万余字。

完善育人工作体系。深化思政教育

体系建设，组织全院师生收看中共十九

大开幕式，推动理想信念等核心价值观

进教材、进课堂、进网络、进实践、进教师

队伍、进评价体系。创新思政教育形式，

先后制定《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五

分钟课程思政”活动实施方案》《上海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党政领导及系部党支部

书记、主任（正职）思政课授课制度》《上

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实践活动管理

办法》，开展“思政五分钟”“中国系列·

技能中国”“思政课实践教学”等活动。

制订《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建设发展规划》，实施思政课

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开发思政课在线

课程，开展优秀教案评选、公开课观摩、

示范课培训、优秀实践成果展示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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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学生管理体系，修订完善学生学籍

管理条例，完成《学生手册》《学生纪律

处分条例》《违纪处分解除办法》《申诉

处理办法》等修订工作，制定《学费减免

实施办法》《临时困难补助管理办法》等

制度。

加大招生及社会服务力度。年内新

增汽车智能技术、交通枢纽运营管理、城

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等３个招生专
业。完成依法自主招生及“三校生”（中

专、职校、技校）、高中生招生工作。计划

招生 １８００人，录取 １７９６人，录取率
９９７８％；实际报到１６１２人（按市教委要
求，未含２９名应征入伍和１名患病保留
入学资格新生），报到率８９８％。其中，
五年制高职转段学生４４２人，高中生实
际报到１１５０人。做好继续教育服务工
作，学历教育方面，招生共３４７人，成人
学历教育在校生共计１４１３人；职业技能
培训鉴定４２７８人次，社会服务鉴定２７６３
人次。技术服务方面，先后承办国赛汽

车维修技术培训、２０１７年玛莎拉蒂中国
技师大赛、２０１７“雪佛龙杯”第一届考拉
爱车技能大赛、交运（集团）岗位能手计

算机操作比赛、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上

汽通用校企合作新教材培训。水运专业

获内河１０００总吨以下油船船员特殊培
训、内河载运包装危险品船员培训２个
新项目的培训许可。４月２２～２３日，开
展市级职业体验日活动，开设新车检验

师、航行者、地铁列车模拟驾驶体验３个
项目，共接待体验者１０００余人次。

发挥上海交通物流职教集团纽带作

用，接受上海建桥学院、庞贝捷漆油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加盟职教集团。承办

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智能交通创意大赛

（深圳）、全国交通运输专业教师信息化

大赛（内蒙古），主办交通运输管理类教

师专业能力提升培训（连云港）。组织

开展“上海市职业教育集团运行绩效评

价项目研究”“上海市职教集团发展报

告（２００７～２０１７）暨集团典型案例汇编项
目研究（市级）”。

开展帮困助学工作。各类奖助学金

评定、发放、表彰工作，全年共计发放国

家助学金２７１０人次，合计１５１７５万元；
评定学院奖学金及各类优秀共计 １１７０
人次，合计 ６１９９万元；国家奖学金 ２
人，合计１６万元；上海市奖学金３人，
合计２４万元；国家励志奖学金１５５人，
合计７７５万元。全年共有４２人申请国
家助学贷款，合计２８万元；３０５人参加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合计 ２４０８６万元。

全年共帮助学生３９６人次，发放学院助
学金２３４５万元。全年共有 １１１５人次
参加勤工助学岗位服务，共计发放工资

４０７７万元。全年发放大学生服兵役学
费补助８９人次，合计 ９４６５万元；退役
复学学费减免 １８人，合计 １３５万元。
全年发放学生副食品补贴９１６８人次，共
计４００１万元。年末“阳光慈善·爱心
交院”冬令送温暖活动，补助困难学生

４００人，合计１８８万元。以上７项总计
资助１５５７３人次、７９５２８万元。

（王晓红）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至年末，
学校在编在岗专任教师１１６人，师生比
为１∶１３２，专任教师本科学历１１４人，占
９８３％，硕士２人，占１７％；高级职称教
师４０人，占３４５％，中级职称６７人。教
师队伍中，专业教师５８人，其中高级技
师６人，技师１１人，高级工４２人。学校
具备“双师型”教师资质（中级职称并具

有高级以及高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

共５６人，占４８３％；兼职教师２０人；学
校现有区拔尖人才１名，区学科带头人５
名、区教学能手９人，校级骨干教师 １３
人。市教委教研室专业（学科）中心组

成员７人。２０１７学年招生５４３人，在校
生１４６１人，有５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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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一个。２０１７届毕业生５６９人，毕业生
巩固率９０４６％。全年共有１９９３人次参
加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２９０１人次
参与职业教育反哺社会公益讲座。受宝

山区公安分局和人保局委托，配合完成

宝山区新进辅警岗前培训１１４人；结合
区政府创建创业型城区动员大会中教育

培训先行的指导思想，学校完成４９人的
创业能力培训。学校专业优化整合为加

工制造类、信息技术类、交通运输类、旅

游服务类和财经商贸类５大类，数控技
术应用、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

修、物流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计算机

应用和酒店服务与管理７个专业，逐步
形成并完善专业群建设，为学校品牌特

色建设奠基固本。

３月～５月，学校参加上海市“星光
计划”第七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１９个项
目，共有１１个项目２７人次获奖。文字
录入获一等奖２个，办公软件应用共获
一等奖３人次，二等奖９人次，三等奖１５
人次，奖牌排名全市第２１位。鲍海峰以
每分钟２３８１个汉字的录入速度摘得最
强技能王“文字录入”擂台赛“金手指

奖”，指导教师刘必华获“四星金牌指导

教师”称号。

４月，学校开展上海市 “职业体验
日”活动，并面向全区４０所初中学校近
１６００名学生开放实训场所、课程、师资
等教育教学资源。

５月，根据上海市教委关于推进残
疾学生融入职业教育的要求，学校组建

特教团队，招收特教班，完成１２名特殊
学生的面试，落实教室安排、班主任聘

任、课程设置、任课教师选拔等工作，家

长学生反馈良好。

７月，全国学联第二十六次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学校作为上

海代表团唯一一所中职学校，推选学校

学生会主席陈丹妮作为正式代表参加

会议。

１０月２７～３１日，数控技术应用专业
和机电技术专业２２名专任教师参加由
同济大学职教学院为学校量身定制的项

目教学法师资培训，由马格德堡大学客

座教授拉斯·提勒（Ｌａｒｓ·Ｔｈｉｅｌｅ）主讲。
１２月，启动“十三五”期间高级职称

教师培训工作，启动汽修、酒店、物流、学

前教育４个专业２２名教师进企业实践，
安排教师参与市级及以上各类培训（含

市名师工作室）７人次。申报区级课题６
个，上报市中职教育协会论文评选 １１
篇。完成学校骨干教师评选１３人，落实
区级骨干教师的责任与义务１４人，１名
教师获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信息化教学

大赛决赛二等奖。 （孙晓红）

成人教育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上海老年大
学宝山分校设在上海行知学院内，地处

上海北翼宝山城区中心地带。学校根据

上海老年大学“１＋４＋Ｘ”办学体制，与
月浦、淞南、顾村三校联合共建校区，全

年共开设班级４０４个，比上年增加６０个
班级；开设课程 ２３３门，比上年增加 ４０
门；学员来校参加班级学习１３４００人次，
比上年增加２７６８人次。２０１７年４月，学
校根据上海市老年教育信息中心部署，

开始在教务管理系统平台上进行学员招

生报名，新老学员全部刷身份证注册

报名。

科研方面，学校结合教学和班级管

理工作实践，开展相关理论研讨活动。

年内，《基于互联网教学模式的课程改革

案例》一文在《上海老年教育研究》上发

表。《慕课 ＜ＭＯＯＣ＞模式的兴起对老
年教育的启示》项目被评为年度上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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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教育理论研究项目优秀奖。《老年学

校素质教育慕课教学模式的实验项目报

告》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上海市老年学校素
质教育实验项目成果评审中获三等奖。

学校支持老年人五星学习团队———

学校瓷绘俱乐部及以其为核心的全市性

老年人学习团队———上海市“瓷绘工艺

坊”的建设。４月 １２日，瓷绘工艺坊孵
化基地签约仪式在宝山区老年大学举

行。该工艺坊是宝山区推向市级层面的

团队孵化基地、旨在引领全市同类型团

队在孵化模式上组团发展，在管理机制

上自主发展、在分类指导上互助共进、在

优质资源上共享共建，并充分运用已开

发建设的慕课，形成“互联网 ＋”的团队
学习圈。

其他老年人星级学习团队在各类文

体活动中屡获嘉奖。淞艺书法协会举办

“铁血军魂（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９０周年）”书法展，３名学员的作品刊登
在《宝山文艺》上，并利用休息时间在社

区开展“春节送春联”活动，受到社区居

民的欢迎。朗诵班石方喻老师在第三届

上海社区教育教学评比活动中获第三

名。朗诵班杨秀萍获得“上海市２０１７年
百姓学习之星”称号，并在全国抗缺氧损

伤科普工程组委会主办的第四届“紫福

杯·自然健康养生文化演讲大赛”中荣

获冠军称号。硬笔书法班戴朝典老师获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８周年国际
硬笔书法作品网络展”金奖、“硬书缘”

硬笔书法网络展优秀作品奖。

学校艺术团舞蹈队、时装队、合唱团

多次在市、区级演出中取得优异成绩。１
月，艺术团的时装表演《红叶绽放》在中

国上海世界“金玉兰”音乐、舞蹈、器乐

美术大赛中获金奖，艺术团获金玉兰组

织金奖。舞蹈队参加“阳光下的舞

姿———上海市第十二届老年教育艺术节

中银常青树杯舞蹈展演系列活动”获二

等奖，并在东方明珠塔下展演。１１月２７
日，合唱团、舞蹈队、时装队参加区政协

之友庆十九大演出活动。１１月２８日，合
唱团、舞蹈队参加宝山区第十三届全民

终身学习活动周闭幕式活动。１１月３０
日，时装队获全国中老年才艺比赛优秀

演出奖。 （陆莉莉）

■上海行知学院　该学院（同时挂牌宝
山区社区学院、上海市宝山区业余大学、

上海电视大学宝山分校、上海海事职业

技术学校宝山校区、上海老年大学宝山

分校）是区域内唯一一所承担高职教育、

成人教育、开放教育、特殊教育、女子教

育等高等学历教育及社区教育、老年教

育、各类培训等非学历教育等办学项目

的综合性公办高校，秉承“尚学勤业，知

行合一”校训，树立“为了一切学习者，

一切为了学习者”办学理念，有教无类，

乐学致远，办好老百姓门口的高校、身边

的大学，推进区域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

会建设。至年末，有在校大专、本科学生

２１２０人，其中全日制学生９９７人，各类非
学历培训逾万人次。年内，获上海市学

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社区”宣传教育活动

优秀组织奖，第三届全国社区教育

ＮＥＲＣ优秀微课程评选二等奖，上海市
老年教育协会优秀团队，２０１６年第二届
上海市民读书节、市民诗歌节优秀组织

奖，第六届上海社区网上读书活动优秀

组织奖，２０１６年上海社区教育优秀志愿
服务工作站；２０１６年上海社区教育优秀
微课评选优秀组织奖，其中《家庭小菜

园》系列获一等奖、《罗店花灯》系列获

二等奖；上海开放大学２０１６年读书节活
动优秀组织奖，上海开放大学学生工作

２０１６年度先进集体，上海开放大学２０１６
年度优秀学生会，上海开放大学２０１６年
度优秀社团等称号。

该校成人高校复习班设大专文科

班、理科班、强化班和专升本班；计算机

培训设初级、中级、办公自动化、会计电

算化、网络初、中级、ＣＡＤ辅助设计、网
页设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等辅导班；

职称培训考试有职称外语培训和会计职

称培训；还设财会人员继续教育、统计人

员上岗培训考试、行政人员执法考试培

训等辅导班。结合区内港口仓储、货运

等单位急需报关、国际货运代理、物流管

理等技术岗位人才实际情况开设报关

证、国际货代证、物流管理证等劳动技能

岗位证书培训班。校内设有由区委宣传

部、区教育局直接领导的宝山区社区学

校指导中心，依托学校教学、技术、服务

等资源，开展国家级课题研究、社区教育

干部培训、乡镇街道社区学校建设、组织

大型社区文艺汇演等工作，年内社区教

育指导受益量达到十万人次以上。政府

拨款建设的宝山区远程教育网，为市民

提供终身教育平台。

高等教育。开大本、专科招收新生

约４５０人，业大专科８０人，海事高职２７０
余人，其他学历招生约１００余人，非学历
培训３５００余人。累计完成学历教育（开
大、业大、海事、海洋）实际课时数１５７２１

节，指导社会实践５１８篇，毕业论文５７７
篇。教职工公开发表论文１１篇，上海开
放大学第三期“改革与发展项目”课题

结题，１１项校级自选课题立项公示，完
成４项校级课题。组织学生参加上海市
高校安全知识竞赛、市高校紧急救护比

赛、全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合唱比

赛、上海市红十字会主办的人道主义辩

论赛和法制辩论赛。组织学生参加海事

总校“红五月”歌会和第八届体育节活

动（趣味运动会、篮球赛、足球赛）。全

日制学生有９人报名参军、１１４名学生参
加义务献血。组织开展五四评优表彰大

会，举办学生大合唱比赛、篮球比赛、篮

球宝贝啦啦操比赛、配音比赛、校园十大

歌手比赛，开展各类学生社团展示评优

活动。

社区教育。承办“诗书申城，乐学宝

山———上海市民诗歌节”宝山专场。组

织宝山区市民“第十三届全民终身学习

周”系列活动，各类活动２００余场，近２０
万人次参与。举办“市民修身”等百姓

公益课堂，培训１０万余人次。组建近１０
个“市民终身学习体验点”和５个“中小
学生校外学习点”。全区共有５００名网
上登记在册的社区教育志愿者，成立“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志愿者宣讲团”，开展

“专家进社区志愿服务分队”社区医疗

咨询活动。策划编纂宝山区市民修身课

程资料《二十四孝的现代解读》，制作２４
个微课视频。女子学院举办形体训练、

瓷绘工艺、古琴初级、社工师初级证书等

各类学习班５个。
老年教育。开设老年教育班级３８０

余个，课程数２３３门次，学员数１３４００人
次。在全市率先开发“瓷绘工艺”慕课，

有４个班１２０余人注册。区老年艺术团
舞蹈队、时装队、合唱团多次参加市、区

表演，其中舞蹈队获“九九重阳节———上

海市老年教育艺术成功展演”二等奖，时

装队进入第四届中国中老年才艺大赛决

赛。宝山区市民（老年）学习体验中心

建设竣工，瓷绘、书画、茶艺、古琴、插花

等体验学习专用教室装修完工，可满足

市民百姓多层次、多样化学习需求。

３月 ２３日，上海行知学院退管会
（含宝山业大、二业中）组织全体退休教

职工新学期返校活动。３月３０日，上海
开放大学宝山分校举行春残疾人学历教

育城市安全管理（本科班）开学典礼。

４月１２日，宝山区“瓷绘工艺坊”民
间社团自主发展基地全市孵化项目启动

仪式在区社区学院举行。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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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５日，召开主题为“不忘初心跟
党走，不负青春向前行”庆祝五四青年节

暨表彰大会。

５月 １６日，组织宝山业大、海事学
院宝山校区、二业中、广育小学教职工

１４００余人联合开展消防逃生演练活动，
推动学校消防安全教育宣传常态化，增

强在校师生消防安全意识。

５月１８日，举行“爱心手牵手 接力
心连心”大学生无偿献血活动。

６月７日～８日，组织上海市普通高
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确保近千名考生

顺利完成考试。

６月１１日，上海开放大学校长袁雯
等一行到宝山分校开展调研。６月 １３
日～１４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中国
东、西部地区社区学院院长论坛签约仪

式上，上海行知学院（宝山区社区学院）

与四川省绵阳市三台社区学院签约结成

对子，共同推进社区学院建设和社区教

育特色发展。９月，三台县社区教育考
察团一行到校开展结对交流学习活动

７月２８日，组织到解放军驻沪某部
队（共建部队）走访慰问，为部队官兵送

上防暑降温慰问品。

９月８日，举办庆祝第三十三届教
师节暨表彰大会，全体教职工及学生代

表出席大会。

１２月 ２０日，江苏省宿迁市社区教
育参访团一行到访学院，开展学习交流

活动。１２月２２日，２０１６度宝山区社区教
育工作总结交流会暨民间社团自主发展

基地研讨会召开，社区教育指导中心教

师以及１２个街镇社区学校、民间社团行
政负责人和业务负责人参加会议。１２
月２８日，举行“不忘初心跟党走 迎着夕
阳向前行”———宝山区老年大学教学成

果展演，区老年大学工作人员和学员代

表等共同出席展演活动。 （董曲波）

特殊教育
■概况　上海市宝山区培智学校创建于
１９９７年，是宝山区唯一一所特殊教育学
校，主要接收义务教育阶段中重度残障

儿童入学。至年末，学校共有９个年级，
１４个班级，在籍学生１５２人，在编教职工
４５人。

２０１７年，学校以“让教育适合每个
学生的发展需要”为目标，推进国家特教

改革医教结合实验区建设，承担国家社

科基金重点项目特教支持保障体系研

究，代表上海在教育部“特殊教育综合改

革实验区研讨会”和“全国残疾人教育

条律解读培训班”作大会发言。承办华

东师大全国课标解读现场会１次，华东
师大全国课标实施与特教质量提升现场

会１次，承办上海市党建研究会小专委
会议１次，举行市中小学德育研究协会
特教专委会展示活动１次。支持全国特
教发展承担师资培训任务，被授予全国

随班就读特邀教学实践示范点，承担全

国随班就读教师专业发展研修班和广东

特教学校校长研修班公开教学和讲座，

全国同行来校参观学习１８批近６００人，
分享校本教材 ２００余册，公开教学 ２８
次，专题讲座２５次。年内学校被授予市
文明单位、区党支部建设示范点、数学教

研组获区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

学校重视教科研引领，２０１７年有区
级重点以上课题３项，２０项校级课题结
题。新申请 １项市级、１项区级重点、４
项区级一般课题，２３项校级课题立项。
年内学校获集体和师生奖项国家级 ２４
项、市８７项、区４８项、学区３项，各类期
刊发表论文１５篇。

学校作为宝山区特教指导中心，负

责全区特殊教育和随班就读的管理、指

导、研究和服务工作。年内获市特教三

年行动计划专项督导优秀及市特教资源

征集优秀组织奖，参与市教委教研室、装

备部、电教馆项目研究，承担华东师范大

学师资培训任务。学前教育阶段投入

２２５万元配备１２个专用教室，新增８个
学前特教班；义务教育阶段投入专项经

费１００万元，为４所普通小学校新建特
教班；职教特教班开班并投入５０万元优
化设施设备。作为全国医教结合实验

区，中心邀请市级医学和教育专家为残

疾儿童服务５３８人次，内容包括智商复
测、健康评估、入学鉴定、脑瘫评估、名医

坐堂咨询、自闭症、脑瘫、视障、听障、情

绪行为干预等。中心为４４名重度残疾
学生提供送教送医上门服务，为１５名学
前残障幼儿家长提供系列培训，推动区

内特殊教育整体水平的发展。

■承办华东师范大学全国培智学校课程
标准解读现场会　４月２４日，学校承办
华东师范大学组织的培智学校义务教育

课程标准培训之现场交流活动。学校开

设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生活适应和康复

训练公开课共６节，并围绕“实施课程标
准 提高课堂效能”做专题汇报，向来自

全国各地近１００名特教教师和管理者展
示《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２０１６
版）》的校本化实施情况。

■参加特殊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研讨会
　６月２６日～３０日，宝山区特教指导中
心副主任朱剑平老师参加教育部基础教

育二司主办的特殊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研讨会，来自全国各省市３７个实验区的
教育部门领导及特殊教育专家参加会

议。中心代表上海市医教结合实验区作

题为“构建医教结合一体化服务体系 促

进特殊教育内涵发展”的专题发言，向与

会领导及专家全面展示宝山区推进特殊

教育医教结合工作取得的成效。

■承办全国随班就读教师专业发展高级
研修班活动　１０月１９日，第四期全国随
班就读教师专业发展高级研修班学员共

计１４０余人到学校参观交流。学员们通
过现场转播方式分别观看《点指》与《两

步指令执行》两节自闭症个训课，聆听校

长张洁华关于自闭症儿童成长个案、学

校自闭症学生鉴定、评估、教学训练、组

织队伍建设等工作开展与实施过程的

汇报。

■在教育部“残疾人教育条例培训班”
作专题交流　１１月１６日 ～１７日，宝山
区特教指导中心副主任朱剑平老师参加

由教育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残疾人

教育条例培训班。朱剑平老师担任主持

并作为五个主题报告的负责人之一发表

“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宝山区医教结合实

验区推进情况汇报”，向来自全国各省市

教育、残联等部门的领导及特殊教育专

家介绍区域和学校层面特殊教育医教结

合领域的探索实践与工作实效。

■承办“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
施与特殊教育质量提升”专场活动　１２
月１１日，学校开展华东师范大学组织的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施与特

殊教育质量提升研讨会”专场活动。来

自全国各特教学校的教师与华东师范大

学特教系师生分别旁听生活语文课“小

书包”与自闭症个训课“快乐的点心时

间”两节公开课，并听取“为每一位学生

定制个别化课程”专题汇报。 （吴择效）

卫生计生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各级各类卫生
计生机构２８３个，其中医院２２所（综合
医院１０所，中西医结合医院１所，专科
医院４所，护理院７所），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１８家，社区卫生服务１２６个，诊所、
医务室５４个，门诊部５４个，专业公共卫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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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４日，“健康家庭 乐享宝山”———“５·１５”国际家庭日暨第二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
系列活动在顾村公园举行 区卫计委／提供

生机构６个，其他医疗机构３个。全区
医疗机构共有床位８７９７张，每千人口床
位９０１张（户籍人口）；共有卫生技术人
员９８５８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３５２７
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３６１人
（户籍人口）、１７４人（常住人口）；注册
护士４５９８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 ４７１
人（户籍人口）、２２６人（常住人口）。全
区医疗机构诊疗总量 １４２５６７万人次，
比上 年 增 长 ０８６％，其 中 门 急 诊
１４０１７７万人次，出院１８６９万人次，住
院手术９０５万人，院前急救５４７万人。
全区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８３６２岁，
其中男性 ８１４８岁，女性 ８５９５岁。全
区常住人口婴儿死亡率２１２‰，常住人
口孕产妇死亡率０，常住人口甲乙类传
染病发病率 １０００２／１０万。新增 ＨＩＶ／
ＡＩＤＳ疫情 １１５例，其中 ＨＩＶ感染者 ９３
例，艾滋病人２２例，有历年 ＨＩＶ感染者
６例转为艾滋病人。累计报告 ＨＩＶ／
ＡＩＤＳ１１３９例，其中艾滋病人２４０例。

至年末，全区户籍人口总数 ９７６４
万人，比上年增加１１９万人；户籍人口
出生７４０８人，比上年减少 ８３６人，减幅
１０１４％；户籍人口出生率为７６３‰，下
降０９９‰。常住人口总数２０３０８人，比
上年增加 ００３万人；常住人口出生
１４７６２人，减少 ６２６人，减幅 ４０７％；出
生率８５０‰，下降０２８‰。户籍人口计
划生育率９９８４％，比上年上升０２９％；
常住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８８２％，上升
０６８％。户籍人口一孩率７１３６％，比上
年降低 ６７６％；二孩率 ２８０５％，上升
６５６％；多孩率 ０５９％，上升 ０２０％。
全区生育峰值年龄为 ２８岁，与上年持

平。全区共有育龄妇女１８７６０９人，占总
人口数的１９２１％，比上年减少３８人，减
幅０２４％。

全年区镇两级财政卫生事业费为

１３４１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３９亿元，增长
１１５６％，其中经常经费 １１５５亿元，专
项经费１８６亿元。区级财政卫生事业
费１０１２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１亿元，增
长１２２％，其中经常经费８２７亿元，专
项经费１８５亿元。区级财政投入计划
生育事业经费１７９１８２万元。

■公共卫生服务　推进实施第四轮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公共

卫生分级分类服务与管理，稳步实施国

家和市重大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年内完成６０岁以上老年人肺炎疫苗接
种５１６２剂次，社区居民大肠癌免费筛查
初筛２６万人。完善传染病联防联控工
作机制，规范预防接种相关工作，推进全

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巩固国

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成果，做

好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登革热等重点
传染病应急处置。坚持“儿童优先、母亲

安全”宗旨，加强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建

设，提升妇幼健康服务与管理水平。加

强孕产期重点人群和重点环节管理，推

进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开展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等工

作，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推进全国精神

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规范和促进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服务管理，提高患者

检出率和治疗率。加强重大节日期间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和管理，共计排查

掌握重点病人３２７人次，无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肇事肇祸事件发生。

■开展卫生监督　加强辖区医疗机构传
染病防控监督工作，完成冬春季呼吸道

传染病防控、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防控
专项监督等重点工作。以“四小行业”

（小美容美发店、小旅店、小沐浴足浴店、

小歌舞厅）监管为重点，加强公共场所管

理，推动公共场所信息公示，发挥监督员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协管员力量，落实

“面对面巡查指导”工作。以室内全面

控烟为契机，在全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以及所有机关单位开展控烟培训和法律

宣传。开展代号为“雷霆”行动的打非

专项行动，举办以“珍爱生命 远离无证

行医”为主题的宝山区打击无证行医宣

传月活动。年内取缔非法行医点 １０９
户，做出行政处罚６９件，收缴各类药品
２８６７箱、器械８５７４件，罚没款金额共计
１２１１万元，完成“行 －刑”衔接案件查
处２４起。通过建立卫生、公安、街镇无
证行医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加大打击无

证行医的力度与深度。

■加强卫生应急保障　规范各类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提升卫生应急装备水平，开

展突发应急模拟演练，提升宝山区卫生

应急保障服务能力。全年共组织卫生应

急演练８次，开展卫生应急培训１０场，
参与培训人员３６２人次。年内共完成各
类重大活动医疗保障７１项，包括上海樱
花节、清明节祭扫、各种体育赛事、中高

考保障等活动，出动医疗急救车１６２车
次，派出医疗保障人员６８６人次。

■提升医疗质量　开展改善医疗服务行
动，健全医疗质量控制网络，完善医疗

质量控制体系，加强临床药事监管，围绕

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推进临床路径管理，

规范临床诊疗行为，开展以大数据为基

础的病种组合指数效果评价，推动医院

科学化管理。建立与人口深度老龄化相

适应的老年护理体系，促进老年保健、医

疗、康复、护理和养老服务的有序衔接，

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增设老年护理床位，

全区共设有老年护理床位３４１４张，提前
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开展社区卫生综合改革　全区１７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开展社区综合改

革试点工作，通过建立的１９１个家庭医
生工作室为辖区居民提供家庭医生制服

务。开展“１＋１＋１”（居民在自愿与家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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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医生签约基础上，再选择１家区级和１
家市级医院签约）签约、延伸处方、慢病

长处方、双向转诊、健康管理等工作，至

年末，全区“１＋１＋１”签约人数３１６９万
人，签约率１６９％（全市排名第二位），
开具延伸处方 ６８万张，涉及金额
１５０８７万元（全市排名第五位）。

■开展中医药能力建设　加强中医药综
合服务内涵建设，集中开展基本医疗、预

防保健、养生康复等一体化中医药能力

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

中医医疗和预防保健等服务。推进《上

海市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宝山

基地》建设，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中

医药专项适宜技术均达到 １０项以上。
推进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建设，年

内全区１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独立
设置中医科、中药房，形成相对独立的中

医药综合服务区。加快中医养生保健服

务体系建设，开展中医预防保健“治未

病”服务，研究制定促进中医养生保健服

务发展的实施举措，为百姓提供中医健

康咨询评估、干预调理、随访管理等治未

病服务，探索融健康文化、健康管理为一

体的中医健康保健模式。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５日，宝山区卫生计生委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就“宝山区肿瘤专科医联体”建
设签订深化合作意向书 区卫计委／提供

■加强计划生育管理　年内共审批再生
育子女８７例，征收社会抚养费０万元。
审核年老退休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费

１４４万人，其中财政发放１０２９人，金额
５０３７７万元；审核发放１６周岁以下独生
子女伤残死亡一次性补助 ２２人，金额
７４万元；为 １８４７１人发放特别扶助金
３６９９０２８万元，为８８５５人发放农村奖扶
金１３７５９８万元。印制优生优育、打击
“两非”（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非法选择

性别人工终止妊娠）宣传折页、海报及

“两非”警示标志等宣传资料１６万余份，
分发张贴至各医疗机构、社区及流动人

员集聚地，提高群众知晓度。

■开展计划生育服务　打造集孕检服
务、政策引导、健康咨询、药具发放、宣教

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服务窗口，全年共为

３８０名流动育龄妇女提供孕检服务。实
施“百千万”（百人、千人、万人）计划，全

年共为４２５对流动人口计划怀孕夫妇提
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２０９３名流动
人口育龄妇女免费妇科检查及１２万名
来沪人员计划生育政策、生殖健康知识

培训。实施“新家庭计划———家庭发展

能力建设”国家试点项目，新增友谊路街

道、高境镇、淞南镇３个市级项目点。推
进孕前优生工作，共为１３６１对夫妇提供
免费孕前检查，开展“优生优育社区行”

巡讲２４５７场次，受益 ８２３万人次。利
用“宝山健康教育”公众号、宝山电视台

等媒介宣传优生优育等内容。推进计生

药具“优得”“幸福佳园”家庭计划指导

服务、“关爱青春 同沐阳光”“绿苗工

程”等项目，加大对全区家庭计划指导

工作的统筹、协调、推进、指导和服务力

度。全年共开展各类家庭计划指导服务

４２７３场次，１６５万人次受益。

■学科人才建设　拓宽人才招聘渠道，
全年共招聘卫技类工作人员３８５人。制
定和完善重点优势学科、紧缺专业引进

人才的分级分类奖励政策，有市级医学

重点专科３个（市一宝山分院妇产科、市
一宝山分院检验科、华山北院宝山分院

危重医学科），市级薄弱专科建设 １个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儿

科）；年内发表ＳＣＩ论文２８篇，核心期刊
２４７篇、主编著作５部，参编５部。实施
《宝山区卫生计生系统紧缺人才住房补

助办法（试行）》，吸引各类医疗卫生人

才到宝山工作，提升卫生队伍整体素质

和综合服务能力。５月１７日，召开宝山
区卫生计生系统第一届科技大会，部署

推进未来三年宝山医学科技工作任务。

打造宝山区医学优势学科群，加强区域

内公立医疗机构学科规划，发展区属医

院重点医学专科，提高复杂、疑难、危重

疾病诊治水平。全年有１９项课题获市
级及以上级别科研立项，其中获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３个，实现宝山区在科

技项目立项级别与数量“双突破”。启

动第四批宝山卫生青年医学人才组织申

报工作，确定２９人列入培养计划，完成
十三五期间“百名优青”遴选工作。

■民营医疗机构管理　年内核准登记新
的民营医疗机构１１家，注销１家。至年
末，核准登记的民营医疗机构共有 １４３
家。其中，医院８家，包括综合性医院１
家、泌尿专科医院 １家、妇产科医院 １
家、护理院５家；门诊部７９家，包括口腔
门诊部６６家、综合性门诊部７家、中西
医结合门诊部１家、中医门诊部３家、医
疗美容门诊部 １家、儿童保健门诊部 １
家；个体诊所 ４７家，包括口腔诊所 ２４
家、中医诊所 １５家、中医坐堂医诊所 ８
家；护理站５家；临床检验所３家、临床
病理中心１家。民营医疗机构分布于宝
山区１２个镇、街道。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严格控制医药费
用不合理增长，破除以药补医机制，配合

落实市第三轮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工

作，实现价格调整平稳过渡，全部取消区

公立医院药品加成（除中药饮片外），累

计让利近１６亿元。加大公立医院监管
力度，修订细化《宝山区公立综合性医院

医疗业务政府补偿考核方案》，完善监管

平台，按季度对各医疗机构进行考核并

公示结果，将考核结果与投入挂钩，规范

医院医疗行为。

■深化医联体建设　５月２５日，与复旦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就“宝山区肿瘤专科

医联体”建设签订深化合作意向书，打造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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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６日，宝山－新华儿科医联体首家试点医院启动仪式在市一宝山分院举行
区卫计委／提供

区域癌症综合防治体系。５月２６日，在
市一宝山分院启动“宝山 －新华”儿科
医联体首家试点医院建设，通过上下联

动模式，力争实现儿科常见病和多发病

首诊在基层，儿科专科疾病和急危重症

在区域内救治的发展目标。

■卫生信息化工程建设　完成区卫生数
据中心、各社区核心服务器存储、各医疗

机构前置共享区和区卫生信息专网的裸

光纤等信息基础设施升级建设，为区域

综合医改各项信息化应用打造稳定、安

全、高速、互联互通的基础环境。在完

成各医院电子病历信息系统和社区综

改信息系统升级建设基础上，在全市范

围内率先启动并推进医院电子病历和

社区电子健康档案应用等级评审工作，

完成全区所有 １７家社区的 ＥＨＲ评审
和４家医院的 ＥＭＲ评审。在建成区域
临床检验中心、区域影像中心、区域心

电中心基础上，实现全区所有基层医疗

机构接入应用，整合区域内医疗资源，

使社区就诊居民可得到二、三级医院同质

化的优质医技服务。实施公卫二期、孕保

二期、儿童保健等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市级

标准版的实施和应用，提升公共卫生业务

协同应用能力。完成分级诊疗“１＋１＋
１”签约服务管理系统升级建设，实现签
约居民处方延伸、长处方和市区两级专家

门诊预约转诊等服务应用，促进社区卫生

服务综合改革相关措施落地。推进“互

联网＋”医疗卫生服务应用，启动移动家
庭医生信息系统建设应用，实现“１＋１＋
１”签约、慢病随访、产后访视等移动应用。

■开展医疗对外援助　宝山区７名援疆
医疗队员完成对口新疆叶城县支援工

作。做好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对口支

援云南省南涧县人民医院工作，年内共

派出３批９名医务人员，诊疗患者５１９５
人次，开展手术３１４例。

■开展“雷霆”打非专项行动　２０１７年３
月，我区召开了全区打击无证行医专项

行动会议，布置了打击无证行医“雷霆行

动”内容。上半年，开展了代号为“雷

霆”的打非专项行动，重点涵盖了内科输

液、儿科、妇科及医疗美容等内容。通过

“雷霆”专项行动，进一步强化了街镇政

府主导作用，巩固了卫生计生牵头、街镇

组织、公安城管等多部门联合整治机

制，取得了预期效果。 （徐　巍）

表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前十位疾病死亡原因及构成

顺
位

合　计 男 女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１ 循环系病 ３１４３ ３２６．１３ ３９．７６ 循环系病 １６１９ ３３０．９９ ３６．７９ 循环系病 １５２４ ３２１．１２ ４３．４９

２ 肿 瘤 ２５３０ ２６２．５２ ３２．０１ 肿 瘤 １５７９ ３２２．８１ ３５．８８ 肿 瘤 ９５１ ２００．３９ ２７．１４

３ 呼吸系病 ５８９ ６１．１２ ７．４５ 呼吸系病 ３８７ ７９．１２ ８．７９ 内 营 代 ２１６ ４５．５１ ６．１６

４ 内 营 代 ４４０ ４５．６６ ５．５７ 内 营 代 ２２４ ４５．７９ ５．０９ 损伤中毒 ２１５ ４５．３０ ６．１４

５ 损伤中毒 ４０８ ４２．３４ ５．１６ 损伤中毒 １９３ ３９．４６ ４．３９ 呼吸系病 ２０２ ４２．５６ ５．７６

６ 消化系病 １９４ ２０．１３ ２．４５ 消化系病 ９６ １９．６３ ２．１８ 消化系病 ９８ ２０．６５ ２．８０

７ 神经系病 １２３ １２．７６ １．５６ 神经系病 ６６ １３．４９ １．５０ 精 神 病 ６３ １３．２７ １．８０

８ 精 神 病 １１９ １２．３５ １．５１ 精 神 病 ５６ １１．４５ １．２７ 神经系病 ５７ １２．０１ １．６３

９ 泌尿生殖 ７３ ７．５７ ０．９２ 传及寄病 ４７ ９．６１ １．０７ 泌尿生殖 ３４ ７．１６ ０．９７

１０ 传及寄病 ７３ ７．５７ ０．９２ 泌尿生殖 ３９ ７．９７ ０．８９ 传及寄病 ２６ ５．４８ 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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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前十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及构成

顺
位

合　计 男 女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１ 肺癌 ６２５ ６４．８５ ２５．２５ 肺癌 ４６４ ９４．８６ ３０．０３ 肺癌 １６１ ３３．９２ １７．３１

２ 肠癌 ３０９ ３２．０６ １２．４８ 胃癌 ２１１ ４３．１４ １３．６６ 肠癌 １２４ ２６．１３ １３．３３

３ 胃癌 ２９３ ３０．４ １１．８４ 肠癌 １８５ ３７．８２ １１．９７ 乳腺癌 ８５ １７．９１ ９．１４

４ 肝癌 １９７ ２０．４４ ７．９６ 肝癌 １３１ ２６．７８ ８．４８ 胃癌 ８２ １７．２８ ８．８２

５ 胰腺癌 １６２ １６．８１ ６．５５ 胰腺癌 ９２ １８．８１ ５．９５ 胰腺癌 ７０ １４．７５ ７．５３

６ 食管癌 ９２ ９．５５ ３．７２ 前列腺癌 ６５ １３．２９ ４．２１ 肝癌 ６６ １３．９１ ７．１０

７ 乳腺癌 ８７ ９．０３ ３．５２ 食管癌 ６２ １２．６８ ４．０１ 胆囊和
肝外胆管

４５ ９．４８ ４．８４

８ 胆囊和肝
外胆管癌

８２ ８．５１ ３．３１ 胆囊和
肝外胆管

３７ ７．５６ ２．３９ 脑、神经
系统肿瘤

３２ ６．７４ ３．４４

９ 脑、神经
系统肿瘤

６６ ６．８５ ２．６７ 脑、神经
系统肿瘤

３４ ６．９５ ２．２０ 卵巢癌 ３１ ６．５３ ３．３３

１０ 前列腺癌 ６５ ６．７４ ２．６３ 膀胱癌 ３４ ６．９５ ２．２０ 食管癌 ３０ ６．３２ ３．２３

表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公立医院

分类 名　　称 等　级 执业地址 实有床位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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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０ ８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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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０ ９８．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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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１ １５１．０１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二级

医疗

机构

市一院宝山分院 二级甲等 同泰北路１０１号 ６１８ ８１．６７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大场医院 二级乙等 环镇北路１０５８号 ４２５ ４９．７９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罗店医院 二级乙等 罗溪路１２１号 ２９０ ６７．７５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精神

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 未评级 长江路８６０弄２５号 ５２７ ３．３３ 康复

仁和医院 二级甲等 长江西路１９９９号 ３８５ ９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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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古路３２３号 ４８０ ９．２２ 精神科

中冶医院 二级甲等 春雷路４５６号 ８５２ ４７．８０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一级

医疗

机构

老年护理院 一级 共和新路５４２５号 ２７２ ０．６５ 老年护理

民政老年医院 一级 富锦路６６０号 ９７ １．１５ 老年护理

建工老年护理院 一级 虎林路５２１号 １９２ ０ 老年护理

泗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虎林路４３９号 ３５ ４５．２１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月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龙镇路２号 ６０ ３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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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１４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长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通河路６３９号 ０ ５９．４７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祁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祁连山路２８９１号 ７２ ３７．７５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吴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同济路３１３号 ５０ ３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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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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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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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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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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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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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２８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庙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长江西路２７００号 ０ ４３．６６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大场第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少年村路２１８号 ０ ２５．５４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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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名　　称 等　级 执业地址 实有床位
２０１６年
门急诊
（万人次）

主　要　科　室

一级

医疗

机构

罗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潘沪路２８号 ４２ ２６．４３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罗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东太路３５５号 ３７ ３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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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光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江苏省海丰农场 ０ ３．９２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表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民营医院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１ 上海美兰湖妇产科医院 罗迎路５００号 妇产科医院

２ 上海英港泌尿外科医院 淞滨路１３０号 泌尿专科医院

３ 上海沪太医院 沪太路２５５５号 综合医院

４ 上海宝罗护理院 罗店镇张桥路１２号 护理院

５ 上海宝济护理院 同济路８６８弄２号 护理院

６ 上海高逸护理院 何家湾路９９弄８号 护理院

７ 上海爱以德护理院 业绩路８号 护理院

８ 上海金色晚年护理院 月浦镇段泾村陆家宅５０号－２临 护理院

９ 上海爱以德联泰护理院 联泰路６３号 护理院

表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民营门诊部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１ 上海罗太门诊部 罗太路３５０号 综合门诊部

２ 上海罗和门诊部 罗泾镇陈行街１３２－１３８号 综合门诊部

３ 上海大爱门诊部 祁连山路２０８８弄２号－１ 综合门诊部

４ 上海金童康门诊部 同济路９９９号三号楼１１１－１１６号 儿童保健门诊部

５ 上海翼康中医门诊部 菊盛路８７９号２０２－２０３ 中医门诊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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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上海金悦门诊部 丰宝路４７－５７号 综合门诊部

８ 上海新园门诊部 电台路５６７、５７１、５７５号 综合门诊部

９ 上海广福门诊部 宝安公路２３３８号 综合门诊部

１０ 上海昌豪门诊部 水产西路１８８号 综合门诊部

１１ 上海荣恩医疗美容门诊部 牡丹江路７０８号３楼 美容门诊部

１２ 上海凯德口腔门诊部 一二八纪念路６４４号 门诊部

１３ 上海宋扬口腔门诊部 华灵路１９４５号 门诊部

１４ 上海罗缘口腔门诊部 ?川路１４３８弄２２８号 门诊部

１５ 上海雅郑口腔门诊部 罗芬路９８９弄３号２０７ｂ、ｃ、ｄ号２楼 门诊部

１６ 上海美而佳口腔门诊部 杨鑫路３５０－２号 门诊部

１７ 上海博凡口腔门诊部 长逸路２５８号一层Ａ７－１８ 门诊部

１８ 上海昊艳口腔门诊部 阳曲路１３７０－１３７２号 门诊部

１９ 上海维佳康科尔口腔门诊部 三泉路１９１６号 门诊部

２０ 上海珞朦口腔门诊部 锦秋路８２１号 门诊部

２１ 上海沪佳口腔门诊部 盘古路３８８弄２号３０５室 门诊部

２２ 上海雅悦口腔门诊部 共江路８５５、８５７号 门诊部

２３ 上海齿伽口腔门诊部 镜泊湖路６６５号 门诊部

２４ 上海真华口腔门诊部 呼玛路５７９号 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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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２５ 上海博文口腔门诊部 真华路１７８７号 门诊部

２６ 上海博美口腔门诊部 长江南路６８１号甲一楼１０１室、１０２室 门诊部

２７ 上海经华口腔门诊部 同泰北路５３３号 门诊部

２８ 上海青苗口腔门诊部 纬地路３８６号 门诊部

２９ 上海贤佳口腔门诊部 长江西路２３４５号 门诊部

３０ 上海超美口腔门诊部 同济支路３０号 门诊部

３１ 上海梦诗口腔门诊部 环镇北路７２１号 门诊部

３２ 上海博恩口腔门诊部 罗泾镇潘沪路２３３号 门诊部

３３ 上海奇正口腔门诊部 长江西路１４０８号 门诊部

３４ 上海华和口腔门诊部 真金路１０４１号１楼 门诊部

３５ 上海康尔雅口腔门诊部 华和路２９０号 门诊部

３６ 上海新洋口腔门诊部 鹤林路２６２号 门诊部

３７ 上海淞康口腔门诊部 长临路９１３号１１宝、１０９室部分 门诊部

３８ 上海尤旦盛菊口腔门诊部 淞南路４０５号－４ 门诊部

３９ 上海拜博康乾口腔门诊部 菊盛路８６５号－２０２ 门诊部

４０ 上海丽尔康口腔门诊部 殷高西路５１０号－５１４号（双号）２、３层 门诊部

４１ 上海拜博宝尔口腔门诊部 罗店镇南东路７８号 门诊部

４２ 上海丹德口腔门诊部 牡丹江路１２７２号６楼 门诊部

４３ 上海博信口腔门诊部 顾北东路５１６号 门诊部

４４ 上海德赫口腔门诊部 聚丰园路１８８弄２７８号 门诊部

４５ 上海文凯口腔门诊部 沪太路４８８９弄１号楼３０１室 门诊部

４６ 上海卓艺口腔门诊部 顾村镇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１４３－１４４号 门诊部

４７ 上海均兴口腔门诊部 大华二路２５５号 门诊部

４８ 上海雅杰口腔门诊部 菊太路１３３４、１３３６号 门诊部

４９ 上海博缘口腔门诊部 共富路５００号 门诊部

５０ 上海佳十美宝杨口腔门诊部 共康路１５７－１５９号 门诊部

５１ 上海宏齿口腔门诊部 宝杨路８２６－８３０号 门诊部

５２ 上海鑫尔口腔门诊部 宝泉路３０号 门诊部

５３ 上海睦禾口腔门诊部 淞滨路８２４号 门诊部

５４ 上海拜博康尔口腔门诊部 淞宝路１５５弄９号５０６、５０７、５０８、５０９室 门诊部

５５ 上海怡华口腔门诊部 共和新路５０００弄５号楼３０６室、３０７室 门诊部

５６ 上海博
!

口腔门诊部 场联路２１－２９号（单号） 门诊部

５７ 上海皓诺口腔门诊部 罗泾镇陈川路１７２－１７４号 门诊部

５８ 上海佳雅口腔门诊部 涵青路６７号 门诊部

５９ 上海美冠口腔门诊部 东林路３９５弄９号 门诊部

６０ 上海大唐口腔门诊部 水产西路７９７号 门诊部

６１ 上海瑞申口腔门诊部 河曲路１１５号 门诊部

６２ 上海志琴口腔门诊部 罗店镇市一路１６８号 门诊部

６３ 上海博业口腔门诊部 罗店镇祁北东路７５号 门诊部

６４ 上海邦缔口腔门诊部 罗店镇亭前街１８１号 门诊部

６５ 上海康宏口腔门诊部 顾太路１９号 门诊部

６６ 上海浦华口腔门诊部 淞兴路２３４号 门诊部

６７ 上海毓华口腔门诊部 华灵路１０号 门诊部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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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６８ 上海仁缘口腔门诊部 共和新路５２１２弄８９－９１号 门诊部

６９ 上海莱康口腔门诊部 菊太路８２６号 门诊部

７０ 上海皓芽口腔门诊部 塘西街３８０、３８２、３８４号 门诊部

７１ 上海贝康口腔门诊部 一二八纪念路８７８弄７号楼８１６－８２１室 门诊部

７２ 上海昶灿口腔门诊部 友谊路１８９９弄３３号一楼、３５号一楼 门诊部

７３ 上海凯明口腔门诊部 殷高西路５９８号１０７－１０８室 门诊部

７４ 上海美瞡口腔门诊部 真华路９２６弄１号３０１－３０３室 门诊部

７５ 上海梦浩口腔门诊部 何家湾路１０４号 门诊部

７６ 上海一舟口腔门诊部 美安路２１８弄２３２号－３ 门诊部

７７ 上海勋德口腔门诊部 场中路３３２９号３０１室 门诊部

７８ 上海春丽口腔门诊部 绥化路２５７号、２５９号－１临 门诊部

７９ 上海慧博口腔门诊部 共富路１３号 门诊部

８０ 上海中正中医门诊部 一二八纪念路７７５号 中医门诊部

表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其他民营医疗机构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１ 上海康乾中医内科诊所 殷高西路５１０号 中医诊所

２ 上海陈明口腔诊所 新沪路１４６８号 口腔诊所

３ 上海陈昌富口腔诊所 长江西路１８４９号 口腔诊所

４ 上海杜光明口腔诊所 月浦镇绥化路９０号 口腔诊所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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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上海李秋华口腔诊所 上大路１２８８弄１０２号２０７室 口腔诊所

７ 上海朱和相口腔诊所 行知路３９６号 口腔诊所

８ 上海张根全中医内科诊所 大场镇乾溪新村洛场路３００弄１９号 中医诊所

９ 上海王延萍口腔诊所 淞青路２２５号 口腔诊所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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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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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上海覃荣林口腔诊所 永乐路５３８号－５４０号 口腔诊所

１３ 上海陈文华口腔诊所 古莲路３５８弄７８号１－２０５ 口腔诊所

１４ 上海宋敏口腔诊所 新沪路４５９号 口腔诊所

１５ 上海周乃琴口腔诊所 罗店镇亭前街８０号 口腔诊所

１６ 上海汪金宝中医针灸推拿诊所 淞兴路３１１号 中医诊所

１７ 上海陈国民口腔诊所 新村路８１３号 口腔诊所

１８ 上海李浩中医骨伤科诊所 共泉路１１０号 中医诊所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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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上海虞松寿口腔诊所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５支弄１３号 口腔诊所

２１ 上海吴根柱口腔诊所 海江路３５号 口腔诊所

２２ 顾孝信私立中医针灸诊所 罗店镇新桥街１９号 中医诊所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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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上海陈真口腔诊所 华灵路１７８８弄５号１Ｆ－２号 口腔诊所

２５ 上海潘志强口腔诊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８号楼１０１室 口腔诊所

２６ 上海金荣内科诊所 顾新东路３８５号 口腔诊所

２７ 上海丁士德口腔诊所 双城路２９１号 口腔诊所

２８ 上海杨中奕中医针灸推拿诊所 长江西路１８４３号 中医诊所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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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２９ 上海一德中医内科诊所 淞滨路１３０号 中医诊所

３０ 上海沈鼎候中医诊所 行知路５７２弄１２号 中医诊所

３１ 上海金
"

口腔诊所 同济路９９９号４号楼１１７、１１８室 口腔诊所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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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上海方捷敏口腔诊所 新二路９９７弄３号甲 口腔诊所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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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 上海刘理口腔诊所 友谊支路３６号 口腔诊所

３６ 上海人寿堂大华中医内科诊所 新沪路６８９号 中医诊所

３７ 上海张朝旭口腔诊所 聚丰园路３８８弄７５号－４ 口腔诊所

３８ 上海黄怡口腔诊所 祁连山路２６２０号 口腔诊所

３９ 上海李作初中医内科诊所 大场镇南大路２２弄１号 中医诊所

４０ 上海宋庆华口腔诊所 月浦八村１号１０２室 口腔诊所

４１ 上海朱恬口腔诊所 华灵路１６８１弄３７号１０５室 口腔诊所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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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上海赵仲富口腔诊所 松兰路９６９号１０６－Ｂ室 口腔诊所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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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 上海谊涛中医诊所 华秋路２０７号、２０９号 中医诊所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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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层 中医坐堂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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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 上海钧济医学检验所 沪太路２９９９弄１９－２０号１层 检验所

４９ 上海今创医学检验所 高逸路１１１号２幢１层 检验所

５０ 上海衡道医学病理诊断中心 园康路３００号ＢＣ楼（２幢）８层 检验所

５１ 上海益乐护理站 宝林四村１２号二层２０６室 护理站

５２ 上海逸乐护理站 淞宝路３２９号－３９６号二层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４、２０６室 护理站

５３ 上海海波护理站 美平路４１０号一层 护理站

５４ 上海康顺护理站 淞兰路１１６６弄９７号 护理站

５５ 上海佳家安心护理站 淞肇路８８号１０３室 护理站

（徐　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北部）

■概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现有南北两个院区，其中北部

院区位于宝山区漠河路 ２８０号。２０１７
年，北部院区有在职员工 １２６３名。其
中：医生３３１人，护士 ６１４人；正高职称
３３人，副高７３人，中级３７８人；博士 ６８
人，硕士２０４人，本科５０３人。全年门急
诊量９８７８４３人次，年出院 ４１７５９人次，
平均住院日 ７５３天；手术 ３０５２０人次，
床位使用率１０６６７％。医院有临床科室
３６个，核定床位 ８００张。年内，医院获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卫生计生系

统文明单位称号。医院血液净化室护理

组获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交通大学
三八红旗集体称号，肿瘤科副主任张燕

捷副主任医师获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度上
海交通大学三八红旗手称号。放射科副

主任吴利忠、口腔颅颌面科乌丹旦主治

医师作为上海第八批中期轮换援藏专业

技术人才，启程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人民医院开展为期一年的医疗支援工

作。第一轮援藏的麻醉科罗伟于７月１８
日获日喀则市委市政府援藏工作优异表

彰，回到上海。

■举办老年医学学术研讨会暨科室成立
２０周年活动　２月１７日，医院老年病科
举办老年医学学术研讨会暨科室成立

２０周年活动，副院长王长谦、张金宁，以
及瑞金医院吴方教授、仁济医院方宁远

教授、第一人民医院倪秀石教授等领导

和专家出席研讨会并讲话。来自南北两

部的老年病科骨干，豫园、老西门、友谊、

吴淞４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全科医师及全
科基地的住院医师近１００人参加会议。

■开展世界肾脏日宣传义诊　３月 ９
日，医院肾内科在北部院区开展世界肾

脏日宣传和义诊活动。活动由肾内科副

主任医师胡春主持，特别邀请营养科副

主任医师陈洁文讲解慢性肾脏病饮食相

关内容，科普慢性肾脏病发生原因、临床

表现、防治等知识，提醒病友及家属日常

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做到早发现、早预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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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早治疗，各位专家发放科普资料，手

把手传授麦淀粉饮食的制作方法。

■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访问医院　３月
２９日，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ＮｇｅｅＡｎ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生命科学和化学系学生代表
团一行４０余人到医院北部访问交流，副
院长马延斌、临床医学院副院长姚敏率

临床医学院工作人员接待。姚敏向代表

团介绍医院概况、历史、规划情况。泌尿

外科副主任医师达骏、检验科副主任钟

政荣和放射科副主任医师吴利忠陪同代

表团分别到泌尿外科、检验科和放射科

参观学习。访问交流结束后，双方互赠

礼品，并合影留念。新加坡义安理工学

院是新加坡著名院校之一，这是该学院

第一次参观中国医学院校和医院。

■举行脑卒中急救培训会　４月２１日，
医院脑卒中急救培训会议在北部院区举

行。会议特邀前德国神经放射学会主

席、欧洲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分会委员杨

森教授，介绍急性脑卒中患者动脉介入

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及欧洲急性脑卒中

动脉介入治疗的现状。宝山等地社区医

生和急救大队医生 ５０余人参加学习
交流。

■开展医疗服务进社区公益义诊活动　
５月６日，由院团委主办，共青团宝山区
委员会、友谊路街道共同协办的“五四精

神九传承，健康宝山青春行”医疗服务

进社区公益义诊活动在区文化馆广场举

办。医院南北两部共２２个科室的２４名
医师现场开展义诊咨询服务，专业涉及

口腔综合科、口腔颌面科、整复外科、血

管外科等。专业护理人员为社区居民免

费测量血压、血糖等，青年志愿者向居民

发放医疗常识宣传册。活动内共接诊居

民６００余人次。

■成功诊治巴基斯坦血管畸形患者　５
月１５日，罹患全身多发性血管畸形的２３
岁巴基斯坦患者 ＳａｑｉｂＳｉｄｄｉｑｕｅ入住介
入科病房，就诊于主任医师范新东，确诊

为“多发性静脉畸形”。由于缺乏有效

治疗手段，患者口腔、臀部及双下肢肌间

隙均发现多发血管畸形。５月１９日，患
者进行全麻下行下肢动脉造影及多发性

病灶无水酒精介入硬化治疗，术后６小
时即可下床活动，术后第４天出院。这
是介入科成立一年以来诊治的第三名国

外患者。

■第二十二届爱眼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６月３日，由上海市医学会组织沪上
眼科专家举办的第二十二届爱眼日

“‘目’浴阳光，预防近视”主题宣传活动

在医院北部院区举行。来自瑞金、仁济、

新华、九院、中山、五官科、金山、长海、同

济、一院、六院、八院等医院的眼科专家，

开设临时诊台、检查台，设义诊咨询，配

备设备提供免费检查，并特邀眼耳五官

科医院主任医师周行涛、九院主任医师

郭涛分别作“青少年近视防治”及“屈光

不正与白内障”科普讲座。

■举行新职工红十字知识培训暨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入库活动　７月２１日，
医院举行新职工红十字知识培训暨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入库活动。院红十字

会副会长、副院长吴正一向新职工介绍

医院红十字工作发展历史和开展工作情

况，市红十字会信息传播部老师崔海燕

介绍红十字运动知识。院红十字办公室

干事陈佳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入库

动员，当场有２０多名新职工报名，并进
行咽拭子样本采集。

■“激光美容科（北部）”开诊　９月 １
日，医院“激光美容科（北部）”开诊暨

大型义诊活动在北部院区举行。北部

综合办主任阮洪主持开诊仪式，区卫计

委主任李晓惠，九院副院长张玲毅、马

延斌、张金宁、刘艳，激光美容科主任林

晓曦、副主任徐慧共同为激光美容科揭

牌。义诊现场，激光美容科、整复外科、

皮肤科、口腔颌面外科等多位专家为

３００余名市民提供咨询服务。上海九院
在激光治疗及研究领域有 ４０多年历
史，在激光美容医学领域的大规模治疗

有２０年以上历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激光美容科（北部）周一至周五开设普

通门诊，治疗项目包括色素性疾病、血

管性疾病、瘢痕、脱毛、面部年轻化、皮

肤美白、嫩肤等。

■上海九院胸痛中心获批“中国胸痛中
心”　 ９月１５日，２０１７年第四批次“中
国胸痛中心认证单位授牌仪式”在山西

太原召开的中华医学会全国心血管年会

上举行，医院胸痛中心被国家胸痛中心

总部授予为国家级“标准版胸痛中心”。

上海九院胸痛中心成立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２９日，副院长王长谦为胸痛中心主任兼
医疗总监，医务一处副处长程纯为副主

任兼行政总监。急诊科、心内科、血管外

科、呼吸科、胸外科、放射科、检验科等多

个学科参与，制定胸痛中心相关制度和

流程，组织院内外培训，搭建具有九院特

色的胸痛中心组织框架。胸痛中心先后

签约黄浦区老西门社区、半淞园社区、豫

园社区、小东门社区、外滩社区、南京东

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宝山区罗店医

院、中冶医院、友谊社区、罗泾社区、杨行

社区、吴淞社区１２家基层医院，组建黄
浦区和宝山区区域性胸痛相关疾病救治

网络。通过整合各种医疗资源，九院急

性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急诊首份心电
图时间缩短到５分钟内，快速肌钙蛋白
检测时间控制在２０分钟内，缩短了急诊
ＰＣＩ的 ＦＭＣｔｏＢ，提高急性心梗的抢救
效率。

■举行突发事件群伤应急演练　９月９
日是第１８个“世界急救日”，主题是“急
救与家庭意外伤害”。９月７日，医院红
十字医疗队和应急医疗队在北部院区进

行模拟批量伤员联合应急医疗救治演

练。院红十字理事会副会长、副院长吴

正一全程观摩应急演练，并检查应急医

疗物资储备。该次演练考察红十字医疗

队伍集中、院内群伤救治、应急物资储备

及调拔、应急指挥等环节，加强医院在应

急医疗、群伤多发伤救治能力。

（虞雯鸥）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

光医院宝山分院）
■概况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于２０１２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认为
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有东西两个

院区，西院位于友谊路１８１号，东院位于
友谊支路 ３０１号，总建筑面积 ４１８６１９
平方米。至年末，在岗职工１０１８名。其
中：卫计人员 ９２０人，包括医生 ３５１人，
护士４５４人，药学４６人，检验３５人，病
理２人，放射１７人，其他１５人；正高２３
人，副高８８人，中级３５７人；博士２４人，
硕士１４１人，本科 ４３５人。全年医院门
急诊量（含体检人次）１６０２１４９人次，出
院３７５９０人次，平均住院日６５天；住院
手术１５７９２人次，床位使用率９２３１％。
开设临床学科、医技科室４１个，核定床
位５０８张，实际开放床位７２１张。１月，
医院儿科加入新华医院儿科医联体。１０
月，医院血液科加入上海瑞金血液病医

疗联合体。年内，医院获第五批全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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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７月８日，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举办“冬病夏治”主题义诊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提供

明单位、第十八届（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
上海市文明单位、第十三届（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卫生计生系统文明
单位称号；呼吸科班组获上海市用户满

意服务明星班组，妇产科获上海市青年

文明号。“钱叶长肺病学创新工作室”

和“张连东急救医学创新工作室”分别

被授予第六批和第七批上海市“劳模创

新工作室”。

■开展科研教学工作　年内，医院获各
级课题立项 ３０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
项目２项；完成课题验收１４项，获发明
专利１项、实用新型 ６项；出版著作 ６
本，发表论文 １９２篇，其中 ＳＣＩ论文 １５
篇。获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医学
科技奖”５项、“宝山区优秀医学论文
奖”７项，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上海市护理学
会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委会优秀论文１
项，第十六届全国实验血液学学术会议

青年论坛演讲优秀奖１项，２０１７年上海
市医学会血液学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医学会血液学年会优秀
壁报优胜奖。完成国家级和市级继续

教育项目 ７项，在院规培医师 ４８名，
２０１７级新招规培医师２２名，带教实习
和见习医生 ５０人，实习护生 ６９人。５
名规培医师获上海市中医药大学“小中

医”优秀学业奖、２名获“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
年中医全科理论学习优秀奖”、２名获
市卫计委“上海市优秀住院医师”称号；

医院获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中医全

科理论学习最佳培训基地”。

■开展对口医疗支援　２月１９日，医院
神经内科王锋作为上海市第九批第一

轮援疆干部，启程赴新疆叶城县人民医

院开展为期一年半的对口医疗支援。

至年底，完成常规查房１０００余人次，门
诊接诊病人 ６００余人次，会诊病人 ５０
人次，主持疑难读片讨论２０次，开展教
学示范及业务讲课 １７次，参与危重及
疑难病例救治１２例，下乡义诊５次。８
月８日，超声科忻俊随援藏包虫病筛查
工作队赴西藏萨迦县开展为期两个月

包虫病现场筛查工作，共计服务８００余
人次。年内有三批援滇医疗队共 ９人
在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县人民医院开展

对口支援工作，共诊疗门诊患者 ５１９５
人次、急诊患者８０２人次，开展手术３１４
例，会诊及疑难病例讨论９７例次，开展
新技术、新业务 １４项，开展义诊服务
２７６５人次，学术讲座 ４９次，业务培训
４０人次，教学查房 １８２次，手术示教
１１２次。１２月７日，实现第一例远程视
频交互式会诊，利用远程医疗系统与南

涧县人民医院成功对接。

■获“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称号　３
月５日，在纪念南京东路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３５周年暨“快乐志愿，光明同行，
为好人点赞———上海市邻里守望志愿服

务活动”启动仪式上，医院被上海市志愿

者协会授予“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

称号。至年末，医院有医务社工３名，医

务志愿者 ５２８人，社会志愿者 １０２人。
全年开展各类义诊咨询活动１１次，门诊
大厅“宝医健康讲堂”健康教育讲座４０
次，专家下社区讲座 ４２次，进社区、单
位、部队和养老院等教授养生操３０次，
南丁格尔志愿者进养老院服务结对老人

４次，共建社区便民服务１５次。社会志
愿者每周一到周六进医院开展“温馨导

医”服务，每周三进肿瘤科病房开展“心

灵使者”肿瘤患者心理疏导，每月两次进

病房开展满意度测评，初、高中生寒暑假

进医院开展导医、环境整治等志愿者

活动。

■创新急诊急救服务体系　年中，医院
同时启动卒中中心及胸痛中心建设项

目，针对两大类病死及致残率高的急性

病，通过多学科诊疗模式缩短救治时间，

提高生存率，降低致残率。７月，医院被
中国胸痛中心总部授予“中国胸痛中心

建设单位”。年内，通过多学科诊治救治

急性心梗、卒中３０例。

■医院乳腺科成立　７月 ６日，医院引
进上海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乳

腺科专家张卫红副主任医师，负责组建

乳腺科，并聘任为乳腺科主任。科室开

设门诊、病房，开展乳腺癌手术及个体化

综合治疗，乳腺良恶性疾病的微创、美容

及整形手术，乳腺癌、乳腺炎症性疾病的

中医特色治疗。至年末，门诊接诊２４６３
人次，病房收治１６９人次，完成手术１０５
例，完成宝山地区第一例乳腺癌背阔肌

肌皮瓣乳房再造术，全院内率先开展乳

腺癌前哨淋巴结活检术，形成诊治“乳腺

炎、浆细胞乳腺炎、乳腺癌”三大特色

优势。

■举行纪念建院８０周年活动　１１月２８
日，宝山曙光中医联合体论坛暨宝山区

中西医结合医院建院８０周年纪念在区
文化馆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萍，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区委副书记周志

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冰，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织书记、主席

王丽燕，副区长陈筱洁，上海中医药大学

党委副书记、校长徐建光，副校长胡鸿

毅，市卫计委党委副书记郑锦等领导及

医院新老职工近 ８００人参加会议。年
内，医院编纂出版《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

结合医院志》，全书九个章节，共计９５万
字。征集并启用新院徽“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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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宝山曙光中医联合体论坛暨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建院８０周年纪念在宝山区文化馆举行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提供

开展各类纪念活动，其中学术活动篇４０
次，岗位练兵篇７次，公益活动篇４大类
８７次，文化文体篇１８次。

■承办“千名社区护士中医药知识与技
能培训”项目　１１月 ～１２月，开展中医
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全区 １７家社区 ６８
名护士接受远程视频授课２４学时，结合
临床实践１６学时，均通过中医适宜技术
８项培训及考核。 （顾爱花）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北院

■概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作为上海市政府重点项目，是一家集医

疗、教育、科研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

性医院，成立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开
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中医科等３６
个临床科室，１７个病区，核定床位 ６００
张。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皮肤科、感染

科等１０个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２０个
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开设门诊或病房，

学科骨干、管理团队均由母院派遣，在

医疗质量、学科发展、教学科研、人才队

伍建设、医院管理等方面均传承华山母

院特色。医院全年门急诊量８１７６００人
次，出院患者 ２２８４４人次，住院手术
１２２４９人次，平均住院日７９３天。医院
在医疗质量、学科发展、教学科研、人才

队伍建设、医院管理等方面传承华山母

院特色，华山医院的神经外科、神经内

科、皮肤科、感染科等１０个国家教育部
重点学科、２０个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均
在北院开设门诊或病房。发表文章１００
余篇，其中 ＳＣＩ１０篇，中文核心期刊 ９０

余篇，获国家专利 ９项。医院加入“复
旦妇产科医联体”“复旦儿科医联体”，

完善学科设置与布局。先后为 ２月中
国戏剧家协会八届三次理事会、３月上
海市樱花节、５月全国总工会交流观摩
会议、１１月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竞赛及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等重大会议活动及

国际赛事提供医疗保障。９月２４日，医
院护理部“守针圈———降低静脉输液渗

出次数”获第五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

一等奖。医院获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度
“上海市文明单位”。

■开展对口支援　２０１６年，医院与云南
省文山州丘北县人民政府及人民医院

签订为期五年的对口帮扶协议，先后派

遣三批援滇医疗队到丘北县人民医院

开展对口支援。２０１７年２月７日、８月
１日，由麻醉科、普外科、病理科、护理
部组成的第二批医疗队，以及由普外

科、肾内科、康复医学科、儿科组成的第

三批医疗队分别到丘北县人民政府及

人民医院，相继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举办世界神经康复联盟高峰会　３月
１７日～１８日，由世界神经康复联盟和
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联合主办的“２０１７
世界神经康复联盟高峰会议·上海”在

华山医院及华山北院举行。世界神经

康复联盟内阁主席团及各专业委员会

主席等１５名神经康复专家出席，共同
探讨神经康复基础和临床进展、康复医

学工程、卒中后运动和活动、卒中后认

知和失语以及神经调控技术等国际最

新研究成果。３月２０～２１日，作为高峰
会议培训项目———“康复治疗学继续教

育规范化应用及新进展”学习班在华山

北院举办。

■医院分团委加入宝山团区委“社工联
校”项目　３月２８日，由宝山团区委牵
头、华山北院分团委参与的“社工联校”

项目启动仪式在行知外国语学校举行。

宝山区教育局、团区委、市阳光中心等单

位领导，以及区青联委员代表、行知外国

语学校师生代表、区全体青少年事务社

工等近百人出席启动仪式。仪式结束

后，北院分团委志愿服务队为在校学生

开展青少年突发事件应急与急救处理的

体验式培训。

■举办纪念“五四”运动９８周年暨建团
９５周年主题活动　５月１６日，医院召开
“五四”表彰大会，纪念“五四”运动 ９８
周年暨建团９５周年。宝山团区委、华山
母院团委、北院领导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宝山团区委副书记孙洁将团区委“午间

一小时”项目引入北院，并与院领导一起

为复旦大学、华山医院、华山北院优秀团

支部、团干部、团员等先进集体和个人

颁奖。

■举办纪念建党９６周年“七一”党员大
会　７月４日，医院召开纪念建党９６周
年“七一”党员大会，院领导和医院全体

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医院中层干部等

１５０余人参加会议。大会邀请上海市卫
生计生委新闻宣传处副处长、市卫生系

统文明办副主任俞军，为医院获“上海市

文明单位”和“上海市卫生系统文明单

位”两项称号授牌。

０７２

教育·卫生



表７ ２０１７年华山医院北院科研获奖情况

奖项名称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负责人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外科术式改变脑血流的基础与

临床创新

徐　斌　朱　巍
陈　亮　雷　宇

中国医院科技创新奖 三等奖
华山北院急诊—综合 ＩＣＵ一体
化管理模式的探索

夏志洁

上海医学科技奖 成果推广奖
创新锁孔手术入路治疗岩斜部

脑膜瘤
朱　巍　陈　亮

华夏医学科技奖 三等奖
喉部前联合病变的外科技术研

究及临床应用
严文洪

（朱思睿）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９日，华山医院北院举行建院五周年纪念仪式 华山医院北院／提供

■宝山区领导慰问医院医务工作者　７
月２１日，宝山区委书记汪泓等领导一行
来院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医护人员。

区领导等先后来到门诊预检台、儿科诊

室、急诊输液区等地，为一线医护人员送

上慰问品，赞扬医务人员坚守岗位、辛勤

付出的精神，并对北院全体工作人员助

力宝山国家卫生区复审迎检工作表示

感谢。

■市公立医院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调研组
来院调研　８月９日，上海市发展改革
委员会（市医改办）副主任章雄率领市

公立医院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调研组一

行来院实地调研指导工作，院领导及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双方就医院

运行情况、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医

院运行模式和支撑机制能否满足分级

诊疗需求等方面的医改热点问题进行

深入探讨。

■乳腺健康进社区公益项目正式启动　
８月２４日，由医院分党委与顾村镇党委
携手开展的“生命之乳”———乳腺健康

进社区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顾村镇共泰

为民服务活动中心举行，医院党委常务

副书记邹和建与顾村镇领导出席。“生

命之乳”是依靠区域化党建优质平台，继

“家门口的心连心诊室”和“华山北院一

公里服务计划”之后，由医院与顾村镇党

委联合推出的第三个公益项目，重点关

注女性生理和心理需求，定点定期给予

乳腺健康指导和宣教。

■医院护理部获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一
等奖　９月２４日，继在上海市医院品管
圈大赛荣获二等奖后，医院护理部“守针

圈———降低静脉输液渗出次数”在第五

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中获一等奖。此

次比赛由中国医院品管圈联盟、清华大

学管理研究院主办，共计３２个省市３４０
个圈组参加。这也是本次全国大赛中上

海护理参赛代表队中获得的唯一一

等奖。

■举办医院管理绩效论坛　１０月 １７
日，“２０１７医院管理绩效论坛”在医院
举行。会议特别邀请瑞金医院绩效管

理办公室主任宋新贤、仁济医院绩效办

副主任罗诚祖做医院绩效工作交流，院

领导、各临床医技科室主任、职能部门

负责人及科室绩效工作人员等百余人

参加。

■医院分团委“彩云计划”入驻宝山区
社区公益服务友邻市集　１１月 ２６日，
医院分团委资助云南山区贫困学生的

“彩云计划”参加宝山区２０１８年度社区

公益服务项目启动仪式暨友邻市集。宝

山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等领导出席活

动，慰问华山医务青年并捐款。

■沪上首套中央供液系统（ＣＤＤＳ）示
范中心揭牌　１２月 １２日，医院举办
ＣＤＤＳ示范中心揭牌仪式，北院党委常
务副书记邹和建等领导出席。医院于

年中起对血液净化中心进行扩建，并引

进上海第一套中央供液系统（ＣＤＤＳ），
集成信息化管理模块，为患者提供更优

质服务。同时设立 ＣＤＤＳ示范中心，为
广大医护人员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

■华山医院北院建院５周年纪念仪式举
行　１２月１８日是华山医院北院建院五
周年。１９日中午，华山医院党委书记顾
小萍，北院党委常务副书记邹和建、副院

长钟良、副院长朱会耕及中层干部、员工

代表等百余人出席建院 ５周年纪念仪
式。医院通过“午间一小时”文体活动、

分享纪念蛋糕等形式，举办一场简朴热

烈的员工联欢活动。

■医院干部保健病房启用　１２月１８日，
医院干保病房改造工作完成并正式启

用。病区设有１３间房间，共计２６张床
位。医院建立干部保健工作院科两级管

理体制，正式成为上海市干部保健定点

医院。 （朱思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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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９月８日，在上海市纪念爱国卫生运动６５周年“五十佳志愿者”表彰会上，宝山区５人
获奖。 摄影／杨成灏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爱国卫生和健
康促进工作坚持以《“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为指导，推进国家卫生区复

审、建设全国健康促进区、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推广、公共场所控烟、有害生物

防制等工作，提升爱国卫生工作内涵，

提高居民群众健康素养，促进宝山人

群、环境和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年

内，宝山区完成第五轮建设健康城区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行动终期评估。抓
好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创新可持续发展，

至年末，在册活动的健康自我管理小组

４３１个，组员６８９４名。制定《宝山区健
康自我管理小组星级评定实施细则》，

以年为周期，对区内小组逐级进行评

选，以不同星级规范管理健康自我管理

小组建设，经年终综合评定，确定２０１７
年星级健康自我管理示范小组 ２４个，
其中三星级 ６个，二星级 ６个，一星级
１２个。在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中，为全区
４９０个居民区统一制作“小区病媒生物
防制设施分布图”，做好春秋季突击灭

鼠、夏季统一灭蟑、灭蚊蝇等季节性消

杀活动，降低虫害密度。９月，全区开展
防蚊灭蚊行动，组织发动４００余个村居
委开展周四爱国卫生义务劳动，清除积

水，清理蚊虫孳生地，控制上海市首例

本地感染登革热疫情。组织１２个街镇

除害服务站开展成蚊消杀，降低蚊虫密

度。全区 共 控 制 蚊 幼 易 孳 生 场 所

１５１０９９处，清除积水 １２１０２处，消杀面
积２６５０８万平方米，使用药物 ４１３３
公斤。年内，大场镇、月浦镇２家“ＡＡ”
级除害服务站通过市级复审；友谊路街

道、罗泾镇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优
秀健康社区”；美兰湖小学、杨行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等 １２家单位被评为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优秀健康单位”；罗
店镇景瑞欧兰高邸居委等 ３个小组被
评为“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优秀市民健康
自管理小组”；唐玮、吴蕴珠等 ２０人被
评为“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健康城市建设
优秀个人”。葛永法等５人获上海市纪
念爱国卫生运动６５周年“五十佳”志愿
者称号。罗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代

表全区健康示范场所参加全市首届健

康膳食营养大赛，获药膳组第一名。

■完成国家卫生区（镇）复审工作　３
月２４日，宝山区召开全区卫生与健康
大会，５月起实施复审工作每周例会制
度。运用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社区

通、微信群等平台宣传推进卫生区复审

工作，组织开展“国家卫生区复评６０天
专项整治行动”，对集贸市场及周边环

境、老旧小区、中小道路、农村地区及城

中村、“五小行业”（小浴室、小美容美

发厅、小歌舞厅、小旅馆、小网吧）、窗口

单位等六大类开展重点专项整治。复

审期间，通过全区现状排摸，各地区梳

理各类问题近３００多个，对区域内 ４００
多个村居委开展全覆盖整治，全区近

１００个菜市场、４００多条中小道路、４８０
多条河道、８５００多家“五小行业”同步
开展综合整治。友谊路街道炮台村南

杨家宅、大场镇弘基广场、虹腾市场、吴

淞街道开埠广场、张庙街道泗塘一村等

一批与民生有关的老大难问题得到解

决。７月 ２３日 ～２５日，国家卫生城市
暗访组暗访考核宝山区国家卫生区

（镇）复审工作得分为８８７６分，在全市
１４个区中名列第二位。年内，全国爱卫
会下发《全国爱卫会关于 ２０１７年国家
卫生城市（区）和国家卫生县城（乡镇）

复审结果的通报》，重新确认宝山区为

国家卫生区，重新确认顾村镇、罗泾镇

为国家卫生镇。

■成功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　宝山区作
为第二批全国健康促进试点区之一，实

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发展战略，推

进健康宝山建设。对确定的１５０个健康
社区、１２０个健康家庭、３０个健康企业、
２６个健康机关加强指导，制定相应工作
制度与规范要求。新创８家健康促进场
所，通过市专家组督导和验收。年内召

开３次建设“全国健康促进区”健康示范
场所培训会；做好宣传工作，为申报创建

健康示范场所的各个单位统一配备体重

秤、体重指数大转盘、室内健康宣传版

面、宣传折页、健康资料取阅架、易拉宝

等。共举办１００人以上“社区健康大讲
堂”活动５８次，近万人次参与。开展“三
减”（减盐、减油、减糖）和“三健”（健康

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专项活动。６
月６日，在顾村公园举办以“手拉手，心
连心，建设全国健康促进区”为主题的

２０１７年中医养生市民行动徒步定向赛
活动，全区２００余名健康自管小组成员
参加。开展“齐心协力助两创 健康宝山

更精彩”摄影、征文和绘画征集活动，共

收到来自１４个街镇（园区）、５９所学校
（幼儿园）及社会投稿照片２９３幅（组）、
征文１１９篇、绘画作品１５８幅。发放《上
海市民道路安全知识读本》（含交通安

全反光带和交通标志卡通贴）至全区７５
万户家庭。８月 ８日，中国健康教育中
心指导与培训部专家到宝山进行专题督

导。９月２０日，上海市卫计委副主任吴
凡、湖北省健康教育所所长徐静东一行

领导和专家，对宝山区建设“全国健康促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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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３月３日，宝山区开展《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正案贯彻实施集中宣传活动
摄影／浦晓磊

进区”试点项目进行现场考评。经国家

综合评定，宝山区成功创建成为全国健

康促进区，并列入１５个全国优良健康促
进区之一。

■实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　３月１日，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全面

实施，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

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区健促

办利用３月 １日《条例》修订实施日，
“５·３１世界无烟日”等节点，分别在宝
乐汇生活广场、顾村诗乡广场开展主题

宣传活动。在宝山报开辟专栏对条例

修正案进行解读，在“上海宝山”“健康

宝山”等公众微信号普及控烟条例和相

关知识，在宝山电视台制作１期控烟新
闻扫描。利用各街镇主要商业区户外

电子屏，滚动播放烟草危害视频。在主

城区１６个居民小区制作控烟灯箱。在
顾村公园“上海樱花节”１００万张公园
门票、５万张导览图上和园内主要进出
口印刷和布置控烟工作宣传广告。印

制１万册控烟条例、３万份控烟宣传折
页以及市下发的２６万张控烟海报、５万
多张禁烟标志等，分发至区各监管部门

和街镇。制作８００件控烟志愿者马夹、
５０００个控烟交通卡、便签纸等实物宣传
品分发给社区群众。在全区开展“无烟

上海”主题歌传唱征集活动，收到参赛

作品３４件，来自吴淞街道新城居委会
的作品获一等奖；开展医务人员戒烟大

赛活动，收到戒烟案例２８个，来自长江
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培森医生获

“医者先行”戒烟成功之星称号，区爱国

卫生和健康促进指导中心获“上海市医

务人员戒烟大赛”优秀组织奖。年内全

区单位罚款 ７６例，罚款金额 ２０３８万
元；个人罚款２６例，金额１６００元。

■控制上海市首例本地感染登革热疫
情　９月２８日，宝山区确诊１例本地感
染登革热病例。区爱国卫生和健康促

进指导中心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开

展入户宣传，在全区印制下发 １９万册
蚊虫防控知识宣传单，组织各街镇在辖

区人群集中场所开展蚊虫防控知识宣

传，利用微信公众号、居民区宣传橱窗、

电子屏等宣传防蚊灭蚊知识要点，在宝

山电视台播放防蚊灭蚊新闻报道。开

展环境整治，组织发动全区４００余个村
居委开展周四爱国卫生义务劳动，清楚

蚊虫孳生地。开展蚊虫消杀专项行动，

新增３台超低容量喷雾器，出动区病媒
防治应急处置队伍，对涉及友谊路街

道、张庙街道、庙行镇病例的核心区、警

戒区按照“每三天喷洒一次”要求开展

为期２５天的应急处置。全区共控制蚊
幼易孳生场所１５１万处，清除积水１２
万处，消杀面积２６５０８万平方米，使用
药４１３３公斤，有效控制上海首例本地
感染登革热疫情的传播。 （浦晓磊）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协会成
立于２００２年，是由区内餐饮企业、企事
业单位食堂及与餐饮相关的机构、团体

自愿参加的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业务

主管部门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管

理机关为区社团管理局。年内共召开

会员大会１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各１
次，会长办公会议３次。加大食品安全
培训工作力度，。扩大培训覆盖面，培

训各类食品管理、操作人员６０２３人次，
合格率９３５８％。学校２５０名负责人参
加培训，实现培训全覆盖，为学校创建

“放心食堂”奠定基础。对于人数较多

的大中型餐饮企业，采取多次上门培

训。配合开展“守信超市”创建工作，编

写食品流通领域食品安全培训教材，开

展培训考核。围绕食品安全主线，提升

企业内涵素质。开展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度
食品安全先进单位评选工作，宝钢餐饮

管理公司等５３家单位获区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先进单位称号。组织“喜迎十九

大，文明餐饮行———宝隆杯”餐饮服务

烹饪技能竞赛，２４家企业８２名选手参加
竞赛，各项比赛共评选出一等奖４名，上
海宝隆宾馆、衡山北郊宾馆、宝钢集团宝

山宾馆获优秀组织奖。践行服务宗旨，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指导罗泾镇举办首

次“十大名菜”评选活动。与区人社局

劳动争议仲裁院沟通，推进餐饮行业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８月，协会领导慰问
坚守岗位的厨房一线员工。９月，组织
来自１８家会员单位的５０名一线优秀员
工赴黄山休养。开通微信公众平台，建

立微信群，调整充实信息员队伍，使协会

和会员单位之间的信息传递、经验交流、

咨询互动等更便捷通畅，发挥协会交流

平台作用。 （宋婧宇）

３７２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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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体育
■编辑　孙　骏

文化艺术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文化馆（站）１８
家，其中区属文化馆２家、街镇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１６家；图书馆（站）２２家，其中
区级图书馆１家、街镇图书馆２１家，共
藏书１５７万册。区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主要有区文广中心、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区文

化馆、月浦文化馆、区图书馆等，总面积

６万余平方米；区级文化事业单位从业
人员３９１人。全区共有１６个街镇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包括２１个街镇图书馆），
总面积８４８７０平方米，从业人员５２８人。
有居民小区、行政村文化活动室４２２个，
面积５２４４０平方米，覆盖率达１００％。全
区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３６３万平方米。
有社会文化娱乐场所（含棋牌室）３２４
家，网吧 １４０家，电影院 ２７家，印刷类
１８６家，音像制品、图书报刊零售９６家，
表演团体１０个。区内有市文物保护单
位９处，区文物保护单位７处，区文物保
护点７０处，市优秀历史建筑２处。

■开展文化惠民实事工程　拓展“春之
樱、夏之邮、秋之艺、冬之阅”文化四季品

牌“新亮点”。开展“１＋６＋Ｘ”２０１７年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和阅读系列

活动，创新性地将宝山非物质文化遗产

“罗泾十字挑花”引入新海派时装情景

秀，举办“‘爱·就是在一起’邮轮滨江

尊巴艺术公益汇”，引进具有“国标舞界

奥运会”美誉的黑池舞蹈节。“以慈化

瓷”两岸陶艺文化交流展暨陶瓷工艺与

宝山寺榫卯建造工艺互动交流研讨会，

成功让“陶瓷艺术”和“榫卯艺术”两项

中华传统文化艺术魅力相互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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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万余人次。
沪剧电影《挑山女人》完成拍摄，进入后

期制作阶段。２０１７市民艺术修身导赏

计划共举办１５０余场，其中借助中剧协
在上海召开理事会契机，举办 “文化上

海·剧荟宝山”———中国戏剧家“深入

基层，扎根人民”宝山专场实践活动，邀

请到全国２００余名艺术家深入宝山各街
镇开展艺术导赏。打造城市文化新地

标，推进长滩音乐厅、樱花大剧院、区文

化馆加固修缮项目和淞沪抗战纪念馆二

期工程建设。完成市、区级各类配送

３５００余场，比上年增加２５％，受益６２万
人次。“文化宝山云”和文化宝山微信

公众号全年共发布信息７１００余条，增长
２５５％。在评选出７３个星级综合文化活
动室和８９个星级文艺团队基础上，选取
６个星级综合活动室打造各具特色的
“众文空间”。区图书馆流通总２００余万
人次，举办讲座、读者培训、展览和各类

读书活动共２１０场。区文化馆与月浦文
化馆开展文艺活动、赛事、展览、培训逾

１０００场（次），接待市民逾 ２６０万人次。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共举办各

类展览、研讨活动、市民互动体验２０余
场，累计接待观众超过３５万人次。上海
淞沪抗战纪念馆全年总参观人数逾 ３９
万人次，共举办各类展览、讲座、活动等

６０余场。陈化成纪念馆参观人数约１０
万人次。区公共文化场馆服务总人次为

５４４万人次，增长１４２％。

■举办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８５周
年系列活动　１月２３日，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馆举办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

爆发８５周年系列活动。召开“一·二八
淞沪抗战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学术研讨

会”，来自海峡两岸的１５名抗战史研究
专家、学者，围绕“一·二八”淞沪抗战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举办“纪念一·

二八淞沪抗战８５周年馆藏抗战文物特
展”，展览遴选馆藏书籍《淞沪御日血战

大画史》中的历史照片为重点陈展内容，

辅以其他新征集的相关文物、史料，图文

并茂、直观生动地还原“一·二八”淞沪

抗战的历史真相。召开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馆改扩建二期规划论证会，邀请全国

９家纪念馆、博物馆的领导及研究人员，
共同就改扩建二期工程的陈展内容、建

筑结构、社会效应等多方面进行探讨。

■中剧协第十一期专题研讨班在宝山举
行　２月２０日 ～２４日，由中国文联、中
国剧协、市文联、宝山区政府主办，市剧

协、区文广局共同承办的“中剧协第十一

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

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班”在宝

山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２００余名戏剧
艺术家参加研讨。中国文联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李屹，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胡劲军，上海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尤存，中国剧协、上海剧协名誉主席尚长

荣，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

席濮存昕，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季国平，上海市文广局艺术总监吴

孝明以及宝山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活

动。研讨班组织观摩《红心向党、追梦逐

梦———德艺双馨的文艺战士阎肃同志先

进事迹报告》录像，参观中国商用飞机责

任有限公司、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和宝

山国际邮轮港口等。研讨班期间，上海

剧协和区文广局推出“百花闹春意· 民

间吐芳香”———中国戏剧家与宝山市民

同台联欢、“名家进民众·名剧进民

间———中国戏剧家‘深入基层，扎根人

民’宝山专场系列实践活动”，１２名戏剧
名家深入宝山全区各街镇社区零距离为

广大百姓带去戏剧导赏讲座。

■区第二季“市民艺术修身导赏计划”
启动　３月２４日，宝山第二季“市民艺
术修身导赏计划”正式启动，涵盖音乐、

美术、舞蹈、建筑、文学、电影、戏剧七大

艺术门类的导赏活动同时在中成智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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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化馆、友谊路街道、张庙街道、高境

镇、顾村镇以及庙行镇等７个文化场馆
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劲军与尔冬

强、谷好好、段皑皑、李伟长、梁波罗、卢

志刚、杨新华等代表七大艺术门类的专

家学者，共同开启２０１７艺术导赏库。区
领导周志军、朱礼福、陈筱洁以及市委宣

传部、市文广局、市群艺馆、市文艺培训

指导中心等有关领导出席活动。２０１７
年的宝山市民艺术修身导赏计划在原来

基础上增加１００场，建立全市首个拥有
２００场导赏课程的导赏库，增强市民群
众的文化获得感，拓宽“文化惠民”的深

度和广度。在师资配置上，将市级专家、

区级专家、市民导赏员等多方师资相结

合，以讲座和互动授课等形式，将艺术导

赏活动送到基层、送到一线，到社区、驻

区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商务楼宇、文

创基地等场所开展全区性的导赏活动。

在授课内容上，采用“百姓点单”的方

式，开展 “精准化”服务。在活动安排

上，几乎覆盖全区各街镇、各年龄层次的

人群。

２０１７年５月，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志愿者参加第十一届上海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端午大傩礼
展演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提供

■举办“３·２５”市民文化节文化服务日
　３月２５日，宝山举办覆盖全区的“文
化服务日”活动，集中启动２０１６年上海
市民手工艺大赛作品成果展、宝山非遗

游园活动、宝山十大乡土文化符号特展

以及２０１７上海宝山国际儿童文学阅读
季等活动，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共计百余

项，参与群众达２万多人次。上午，在上
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办 ２０１６

上海市民手工艺大赛成果展，开启“３·
２５”文化服务日活动序幕。２０１７年“非
遗进社区”活动在淞南公园正式启动，全

区第二批７个非遗传习点被正式授牌。
２０１７上海·宝山国际儿童文学阅读季
“‘声动书童’———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经典作品专场”活动，拉开 “Ｒｅａｄｉｎｇ阅
之声”活动帷幕。

■第六批宝山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名录出炉　４月２０日，宝山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中心召开专家评审会，经

专家逐项审核评判，罗店鱼圆制作技艺，

俞氏百宝镶嵌制作技艺，蔡氏剪纸技艺，

吴淞面塑制作技艺，月浦竹编制作技艺，

淞南树根造型制作技艺，宝山寺传统建

筑营造技艺，宝山“鞋底”年糕制作技

艺，大场白切羊肉制作技艺，宝山红烧

鱼制作技艺，罗泾四喜风糕点制作技艺，

顾村内劲一指禅，白癜风、脱发中医药特

色治疗共１３项项目，分属传统体育、游
艺与杂技、传统技艺和传统医药三大类，

成为宝山区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名录。此前，宝山区第一批至第五批

非遗代表性名录共２２项，其中国家级１
项、市级７项、区级 １４项，区级代表性传
承人２３名、市级代表性传承人１０名。

■“全民阅享·书香社区”系列讲座进
社区活动举行　４月２３日，在“４·２３世
界读书日”之际，区图书馆与区１２个街
镇文化活动中心及尊木汇·上海木文化

博览园携手，共同举办“全民阅享·书香

社区”———２０１７年“４·２３世界读书日”
系列讲座进社区活动。下午１时，区图
书馆联合尊木汇·上海木文化博览园首

先开展木文化讲座“家具的密码”；下午

２时，全区１２个讲座点同时启动系列讲
座，共有近２０００名市民参与听讲。

■区１１个文物大展联展举行　５月１８
日是世界博物馆日。一场名为“‘讲中

国好故事，让文物活起来’昆曲黑胶木唱

片特展”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开展，拉

开宝山区内１１个文物大展的序幕。仪
式上，文物收藏家杨涌先生向上海淞沪

抗战纪念馆捐赠老唱片《永生的八一四

进行曲》。特展还展出杨涌先生收藏的

２０世纪初的其他珍贵老唱片。当天，区
域内陶行知纪念馆、上海大学溯园、上海

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大成殿、上海木文化

博物馆、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等同时推

出１１个大型展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讲
述“难以言说的历史”。据统计，各展览

共吸引数万市民走进场馆，体验独特的

文博魅力。至年末，宝山有４０余家各类
文博场馆和设施。

■“爱·就是在一起”邮轮滨江尊巴大
型艺术公益活动举行　５月２０日，在吴
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的贝壳广场首次

举办“‘爱·就是在一起ＬＯＶＥＴＯＧＥＴＨ
ＥＲ’邮轮滨江尊巴艺术公益汇”大型艺
术公益活动（尊巴是一种健康时尚的健

身课程，它将音乐与动感易学的动作还

有间歇有氧运动融合在一起）。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周志军、朱礼福、陈筱洁及

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滕俊杰等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共同观看贝壳广场的尊巴表

演，并参观公益集市部分摊位，与摊主和

游客亲切互动。“公益集市”将义卖所

得，部分捐赠宝山区慈善基金会，用于各

类公益活动。活动特设“星星画廊”，展

示自闭症儿童的画作，其中有５幅自闭
症儿童的画作在爱心拍卖中共拍得近７
万元善款。活动现场的“一起燃烧卡里

路”活动，在尊巴明星教练团带领下，大

家在共同体验这一时尚运动的同时，“捐

出你的卡路里”，又把所燃烧的卡路里变

成爱心善款捐献出去，传递自己的爱心。

■宝山非遗展示周举行　６月 ８日晚，
在国家首个以“非遗保护———传承发展

的生动实践”为主题“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到来之际，２０１７年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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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５月，宝山区举行非遗进校园活动 区教育局／提供

展示周启动暨“记忆中的宝山”非遗主

题开幕式活动在罗店镇美兰湖举行。市

群艺馆馆长、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萧烨

璎，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上

海戏曲艺术中心副总裁沈伟民，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朱礼福，副区长陈筱洁等出

席活动。朱礼福、陈筱洁共同挥槌击鼓，

为活动拉开序幕。罗店镇领导为区图书

馆、区社会文化场馆、市民及学生代表等

赠送《传承—宝山匠心》非遗书籍。活

动仪式上，区文广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一

川与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副总裁沈伟民签

订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戏曲艺

术走进社区、走进课堂。活动还为第六

批宝山区区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进行

授牌。

■“重温入党誓词 坚定理想信念”主题

党日活动举行　７月 １日，中国共产党
成立９６周年之际，宝山区“重温入党誓
词 坚定理想信念”主题党日活动在上

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活动并讲话，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李峻主持，区委、区政府和各机关、基层

单位、党员代表、预备党员代表５００余人
参加活动。区委书记汪泓带领党员重温

入党誓词，并向参加活动的３２名党员代
表赠送“七一政治生日纪念卡”。出席

党员参观《血沃淞沪》淞沪会战主题展、

观看纪录片《我的抗战之八百孤军》。

■２１世纪首部沪剧电影《挑山女人》开
机　７月２６日，沪剧电影《挑山女人》开
机仪式在上海市雪涛片场举行，总导演

汪灏，采用棚拍与实地拍摄相结合的方

式。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劲军，上

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谷好好，

上海市剧协副主席、秘书长、市戏曲艺术

中心副总裁沈伟民，宝山区委常委、宣传

部长朱礼福，副区长陈筱洁等出席开机

仪式。《挑山女人》作为中国戏剧梅花

奖获奖演员优秀剧目数字电影工程入选

剧目之一投入拍摄，是一次沪剧走向全

国，用现代手段传承、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遗产的尝试。

■纪念全民族抗战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
发８０周年活动举行　８月 １３日上午，
纪念全民族抗战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

８０周年系列活动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启动。海峡两岸的抗战史研究专家学

者、抗战类纪念馆领导专家、抗战将领后

代、上海市（宝山区）黄埔同学会、驻沪

部队指战员、学校师

生、社区居民等 ４００
余名各界代表参加。

８月１２日晚上，在上
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

利广场举行淞沪塔亮

灯仪式，这是淞沪塔

建成 １７年来首次亮
灯。在淞沪塔前，为

纪念在宝山英勇牺牲

的姚子青营官兵，举

行连环画《姚子青》

首发式和综艺纪实评

话《抗日英烈姚子

青》展演活动。中共

上海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董云虎，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市文明

办主任潘敏，宝山区

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区委常委、宣传部

长朱礼福，副区长陈

筱洁和抗战将领后

代、宝山区各界代表

共同为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馆馆二期扩建工程奠基。同时现场

捐赠电影《捍卫者》播放版权和“保权工

厂造”军用铜壳指北针、木刻抗日宣传画

《全面抗战》等一批珍贵历史文物。

■陈伯吹童书屋参加上海书展　８月１６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国家

版权局专职副局长周慧琳和上海市副市

长翁铁慧专程到２０１７上海书展的陈伯
吹童书屋处参观指导，上海市新闻出版

局局长徐炯，宝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朱

礼福，副区长陈筱洁陪同参观。陈伯吹

童书屋带来“心”体验、“心·声”诵读空

间、扫码拥有可以分享给小伙伴的深情

诵读、让 Ｔａ静心聆听的“声音明信片”
等。童书屋还提供纸质二维码、“留声机

明信片”和现场邮箱。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经典作品诵读展
演活动举行　８月１９日，“诵读经典　
点亮童心”———２０１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经典作品诵读展演活动在上海书展

中央大厅举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

长徐炯，副局长彭卫国，宝山区委书记

汪泓，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朱礼福，陈伯

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少年儿童

出版社等相关领导及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出席活动。全市中小学生代表、儿童

文学爱好者们及书展现场近千名观众

参加并观摩活动。展演现场，选手们通

过风格迥异地表演，生动演绎《井底的

四只小青蛙》《骆驼寻宝记》《三只小喜

鹊说的》等陈伯吹儿童文学经典作品，

并邀请知名少儿主持人“燕子姐姐”陈

燕华为现场观众朗诵儿童文学作品《太

阳公公和雨婆婆》。诵读展演活动自３
月份启动，共征集作品 ２２６个，节目内
容均围绕陈伯吹儿童文学及陈伯吹儿

童文学获奖作品，节目涉及英语、法语、

西班牙语等多语种。其中，中文节目

１９９个，外文节目２７个，最终评选出一
等奖２名、二等奖４名、三等奖６名，部
分获奖作品作为展演节目参与上海书

展现场展演。

■淞沪抗战名将系列展之《朱福星将军
生平史料展》开幕　９月３日是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馆举办淞沪抗战名将系列展之《朱

福星将军生平史料展》开展仪式。该展

览是自２０１５年７月举办的淞沪抗战名
将系列展的延续，共展览近３０件文物、
７２张照片，通过“投笔从戎、淞沪会战、
回乡抗日、崇学兴教、悬壶济世、名垂青

史、遗物展示”等７个版块，图文并茂详
细介绍抗日名将朱福星“沧桑正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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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展览于１０月３１日结束。

■上海市民文化节艺术创客大赛宝山赛
区暨家庭创客嘉年华活动举行　９月１６
日，由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区青少年科

学技术指导站和区青少年科普促进会共

同主办的２０１７年上海市民文化节艺术
创客大赛宝山赛区暨家庭创客嘉年华活

动在中成智谷创意园举行。大赛围绕

“创意点亮生活”这一主题，以艺术科技

特色学校为主，吸引社会各界、高校团

队、创业个体、公司白领等行业市民

２０００余人参加。大赛于６月启动，包括
研讨、培训、咨询、区级选拔、作品展览、

家庭创客嘉年华等活动，历时三个月，共

收到各类艺术作品１０８件，分属动漫、陶
艺、彩泥、布艺、纸艺、木艺、石艺、茶文化

与墨香、信息技术等９个类别，共评出单
项奖２５个、一等奖１０个、二等奖２０个、
三等奖３０个。宝山区作为“家庭创客行
动”的国内首创地区，倡导将创客教育融

入广大城乡家庭创新教育文化建设之

中，用创意点亮每个人的生活价值。

表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序号 总分馆名 地址

１ 高境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东片） 吉浦路５５１号

２ 高境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西片） 共康东路１２９号

３ 罗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陈行街１２３号、陈功路７９９号

４ 杨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松兰路８２６号

５ 顾村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富联路３６８号

６ 顾村镇菊泉文体中心 菊盛路９９弄７０号

７ 顾村镇馨佳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潘广路１４５５号

８ 月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德都路１１１号

９ 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美诺路１３１号

１０ 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塘西街馆） 塘西街３６６－３７０号

１１ 淞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长江南路５８３号

１２ 庙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长江西路２６９７号

１３ 大场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沪太路２０１０号

１４ 张庙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通河路５９０号

１５ 吴淞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淞浦路４７０号

１６ 友谊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永清路８９９号

■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暨花车巡游在
宝山举办　９月 ２３日晚上，“邮轮时
代·海上丝路”———２０１７上海邮轮旅游
节开幕式暨花车宝山巡游活动在零点广

场举行。副市长陈群宣布 ２０１７上海邮
轮旅游节开幕。出席开幕式有国家交通

运输部原部长、国家交通运输协会原会

长钱永昌，国家旅游局原副局长吴文学，

市政府副秘书长吴偕林，市旅游局、市外

事办、市口岸查验单位领导，以及宝山区

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等。活动中，宝

山区政府、上海市口岸办、上海国际邮轮

经济研究中心等１３家成员单位共同启
动上海邮轮口岸诚信管理体系，“邮轮旅

游”栏目上线暨”智慧宝山”上线仪式同

期举行。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向近年来

对上海邮轮产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机构、

企业和个人进行表彰。开幕式后，以“魅

力宝山·邮轮之城”宝山主题花车为首，

来自全国著名旅游城市和知名企业的

２５辆花车，沿宝杨路、牡丹江路等路段
巡游，向宝山市民演绎光与美的魅力。

■ “以慈化瓷”２０１７两岸陶艺文化交流
展举行　１０月 ３１日午，“以慈化瓷”
２０１７两岸陶艺文化交流展暨陶瓷工艺
与宝山寺榫卯建造工艺互动交流研讨会

在上海宝山寺举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方惠萍，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

委党组书记房剑森，上海市政协民宗委

主任闵卫星，静安区政协主席陈永弟，杨

浦区政协主席邰荀，嘉定区政协主席刘

海涛，以及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区政协主

席丁大恒，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

副区长陈筱洁等出席开幕式。此次活动

邀请海峡两岸、１６个省市的百名艺术家
参与，齐聚两岸百件陶艺、瓷艺作品及多

件当代榫卯作品，涉猎陶塑、瓷板、瓷瓶

等多种样式，融合高温颜色釉、柴烧、点

陶等多种装饰手法，以瓷为媒，展示两岸

艺术家们对自然法道、佛教人物、朴质内

心三大主题的感悟与创作，让陶瓷工艺

与榫卯建造工艺相遇，让工艺文化与艺

术文化共同呈现，给大家一场别有情趣

的艺术盛宴。

■中华梨园经典“赏戏团”成立暨宝山
区戏曲进校园启动　１１月１０日，喜庆
十九大、戏曲进校园———２０１７上海市民
文化节中华梨园经典“赏戏团”成立暨

宝山区戏曲进校园启动仪式在宝山实验

学校举行。活动由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上海市戏剧家协会、

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主办，区文广

局、区教育局承办。活动现场，沪上梨园

“名角”谷好好、王瑜、华雯、严庆谷、

熊明霞、沈籦丽、吴双、樊婷婷、王柔桑、

朱俭、徐蓉、施燕萍、高博文、韩婷婷受聘

为上海市民文化节首批中华梨园经典

“赏戏团”特邀导师及市民导师。上海

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局长尼冰，宝

山区副区长陈筱洁，党的十九大代表、上

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戏剧家协会

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等与师

生代表在象征着戏曲之苗茁壮成长的小

树旁共同浇水灌溉，正式启动活动。启

动当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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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格勒的“热雪”》专题展览开
幕　１１月１５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与
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共同举办的《斯

大林格勒的“热雪”》专题展览在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馆开展。俄罗斯驻上海领事

馆副总领事葛金诺先生（耶夫给尼·波

利索维奇·葛利亚兹诺夫），以及部队指

战员、社区居民共同参加活动。展览通

过一系列的历史照片，反映前苏联在斯

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开
展　１１月１５日，２０１７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原创插画展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博览馆开幕。展览现场除可以欣赏

到插画展的１００幅优秀作品外，还原汁
原味展示前三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共３３部获奖作品。专业组以“我的小时
候”为题，公众组继续倡导阅读经典文学

的宗旨，以上年度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奖获奖作品作为创作主题。共收到来自

中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丹麦、

波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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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等１３个国家５０余名专业插画师的
作品和１０００余件绘画爱好者作品。“陈
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创办

于２０１５年，展览以国际性、原创性、经
典、童趣为核心理念，面向国内外专业插

画师和绘画爱好者征集原创插画作品。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举行
　１１月１６日，２０１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颁奖典礼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

馆举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吴尚之，“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理事会主席、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

长徐炯，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瓦力·

德·邓肯，宝山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李

萍、周志军、朱礼福、赵懿、王丽燕、陈筱

洁等，陈佳洱、高洪波和有关专家出席颁

奖仪式。２０１７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评奖活动于３月启动，中外主要童书出
版机构共选送单篇作品１３３篇、文字图
书６８种，来自３７个国家和地区的绘本
图书２８８种。最终有１５种作品获大奖，
其中图书（文字）奖５种、图书（绘本）奖
５种、单篇作品奖 ５种。年度作家奖获
得者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特殊

贡献奖获得者为英国儿童文学翻译家汪

海岚。

表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电影放映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放映地址

１ 希杰星星（上海）影城有限公司 大华路３４８号大华虎城嘉年华广场３层

２ 大地影院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分公司 聚丰园路５７弄３号３Ｆ－１

３ 大地影院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宝山第二分公司 大华路５１８号５楼

４ 上海影城宝山国际影城有限公司 永清路７００号宝山体育中心综合篮球馆一楼

５ 横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分公司 淞宝路１５５弄７１号

６ 上海宝山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一二八纪念路９３６号５号楼

７ 上海宝远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３１８号Ｄ幢Ｄ４０１室

８ 上海梓石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殷高路６５号４幢３层３１１室

９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文化馆 龙镇路７２号－９６号

１０ 上海宝山通河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通河路５３３弄２号第三层

１１ 上海缘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陆翔路１１１弄１０号３０１－３０７室、３１０－３２０室、
４０１－４１７室

１２ 上海万画杨鑫影业有限公司 ?川路１５５５号二楼２２１８室

１３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罗店分公司 杨南路２２１１号宝龙广场Ｍ１－３Ｆ－０４３

１４ 上海伏睿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宝杨路３００３号１幢三层、２幢三层、３幢三层

１５ 上海伏睿影业有限公司菊盛路分公司 菊盛路８８２号三层

１６ 上海博魅影视有限公司 ?川路１９９９弄１３号

１７ 上海中宏影城有限公司
殷高西路５５５号 ２层 Ａ区、５７９号 ３层、５９７号
３层

１８ 上海今城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 １５６９号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 Ｆ５层
Ｆ５０９室

１９ 上海升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５２８８号２幢１０３室

２０ 上海淞星影院有限公司 长江南路６５１号２０１室

２１ 上海信珈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塘西街２９９弄４号楼２层２５２室

２２ 上海斐王影城有限公司 场北路７００号三层２号

２３ 上海正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长江西路３８０号１层郁江巷路１７６弄０６－２０号

２４ 上海轩影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聚丰园路１６５号３楼３０２Ｂ２

２５ 上海唐邻影院有限公司 罗泾镇萧月路７－１１（单）３层

２６ 江苏幸福蓝海影院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第

二分公司
丹霞山路５０弄１号４Ｆ－Ｚ０１

２７ 上海宝杨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水产路２４４９号３楼Ｃ３Ｆ０１－０３，Ｃ３Ｆ０８－１１

表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表演团体

证号 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沪宝文演（团）
１３－００１４ 上海都盈都动漫有限公司 上大路６６８号

１３－０００９ 上海江颐文化工作室 ?川路５５０３号４２９９室

１３－００１２ 上海舞风歌舞有限公司 同泰北路１８３号１号楼５１８室

１３－００１６ 上海意辉音乐剧团 双城路８０３弄１１号１６０２Ｂ－６６４室

１３－０００８ 上海周立波清口文化工作室 ?川路５５０３号１２８室

１３－００１５ 上海音浪乐团 长江西路２３５１号２楼１室－１０

１３－００１３ 上海申雪宏博冰雪艺术工作室 ?川路５５０３号４４１６室

１３－００１０ 上海俪星歌舞团 宝杨路１８００号２号楼７６６室

１３－００１１ 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 虹口区吴家湾路１３９号

１３－００１７ 上海偶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城银路５５５弄１号１７０３室

■上海·宝山国际儿童文学阅读季举行
　１１月１８日，由区文广局出品，中国福
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区文广局、区教育

局、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共同主办，区少年

宫出演的原创儿童剧《一只想飞的猫》

正式登台首演，标志着２０１７上海·宝山
国际儿童文学阅读季落幕。该届阅读季

分为“声、习、演、诵”四大板块，全年共

举办十余项、近百场各类主题活动，受众

读者四万余人。文广局牵手中国福利会

儿童艺术剧院和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签

订“童心童梦·文化宝山”儿童艺术创

作框架合作协议，共同打造特色文化品

牌项目，原创儿童剧《一只想飞的猫》是

联手合作的第一部作品，并将“飞”进校

园展开巡演。

■沪剧《挑山女人》创作演出５周年系
列活动举行　１１月２７日，“《沉重的救
赎》———《挑山女人》与一位当代母亲的

思考”一书在逸夫舞台举行签赠活动。

该书由中国戏曲学会、上海市戏剧家协

会、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共同编

著，共分三个篇章。１１月 ２８日，沪剧
《挑山女人》创作演出５周年系列活动研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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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在上海市文艺会堂文艺大厅举行，

来自北京、上海、陕西等地的专家、学者、

艺术家和《挑山女人》剧组的主创人员、

主要演职人员齐聚一堂，探讨《挑山女

人》对沪剧传承与创新的重大意义。上

海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尤存，上海

市文广局艺术总监吴孝明，宝山区委书

记汪泓，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副区

长陈筱洁出席研讨会，会议由上海市戏

剧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上海戏曲艺术

中心副总裁沈伟民主持。在创作演出五

周年之际，《挑山女人》首次推出传承

版，大胆启用后起之秀，男女主演全部由

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青年演员担任。

■宝山区博物馆联盟成立　１２月６日，
由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解放纪念

馆、尊木汇·木文化博物馆、中国３Ｄ打
印文化博物馆等联合发起，２１家相关单
位参与的宝山区博物馆联盟成立大会在

中国３Ｄ打印文化博物馆召开。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懿，副区长、区文管委主

任陈筱洁共同为“宝山区博物馆联盟”

揭牌，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峰到会祝贺。

会议通过《宝山区博物馆联盟章程》，选

举产生联盟第一届理事会，区文物保护

管理所所长、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

唐磊当选为首任会长。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系列祭
悼活动举行　２０１７年是全民族抗战爆
发 ８０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８０周年。１２月２２日，为配合“国家公祭
日”活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抗

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与区委党

史研究室、区档案局、区地方志办公室、

金山卫抗战遗址纪念园、崇明抗战纪念

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联合举办“侵华日军在淞沪地区的暴

行实物展”，旨在追思丧身战祸的亡灵，

以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侵略者的罪行。此

次展出的近百件实物史料均是首次对外

展出，其中由战后“南京军事法庭”审判

长石美瑜后人石南阳先生捐赠的５１件
文史资料最为珍贵。原远东军事法庭检

察官秘书、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远

东军事法庭检察官向哲?之子向隆万先

生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市委宣传

部宣传处处长吴瑞虎共同为展览揭幕。

开幕仪式后，举行“日军暴行与战犯审

判”专家、学者座谈会。电影《捍卫者》

公益放映当天同时在淞沪馆首映，馆方

计划今后每个开放日的下午以及周六、

周日、公众假期的上午定时播放该片。

１２月１３日国家公祭日上午１０∶００，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悼念活动在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馆胜利广场举行。侵华日军大屠杀

幸存者，市、区黄埔同学会，驻区部队指

战员、社区居民、学生等各界代表约３００
人参加。大烧杀幸存者沈同宝在现场控

诉日军在罗泾的大烧杀惨烈情景，３０名
学生在现场诵读祭文。

■“中华创世神话”互联网艺术大展开
幕暨“创世神话漫游记”启动　１２月２９
日，“中华创世神话”互联网艺术大展开

幕暨“创世神话漫游记”启动仪式在刘

海粟美术馆举行。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和区文创企业星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

手携多媒体３Ｄ舞台剧《创世神话漫游
记》与《现代京剧与远古的对话———史

依弘京剧音乐课本剧系列之精卫填海》

共同参加此次互联网艺术大展。此次活

动旨在整合文化、创意、科技等要素，以

新技术展现新艺术，以新形式传播新理

念，以新创作弘扬新时代，从传统文化

的深厚底蕴和精神内核中拓展“文

化＋”的新模式、新思维，坚定文化自
信。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劲军，上

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党委书记、局

长于秀芬，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懿，副区长陈筱洁出席

启动仪式并参观展览。３Ｄ舞台剧《创
世神话漫游记》以中华创世神话为背

景，利用多媒体技术，融合光影的视觉

特效，同时配合多元化的舞台表现，打

破传统观看模式，赋予观者更多思维空

间的想象，增强观剧的体验感和互动

性，开启一段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之旅。

■宝山星舞台优秀节目展评展演活动
“星对决”总决赛举行　１２月 ３０日，
２０１７年宝山星舞台优秀节目展评展演
活动“星对决”总决赛在区文化馆举行。

区委书记汪泓出席活动并致辞，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懿，副区长陈筱洁出席活

动并为“最佳组织奖”“优秀组织奖”颁

奖。经过第一轮“星秀场”海选赛的层

层筛选，共有５５１个节目进入到第二轮
“星力量”复赛阶段选拔。经过第三轮

选拔，有 ３５个优秀节目进行最后一轮
“星对决”总决赛，争夺８组“星光璀璨”
奖和２５组“明日之星”奖。“宝山星舞
台”秉持“百姓创作百姓演、百姓欣赏百

姓评”的宗旨，挖掘“百姓民星”，激发

“百姓创造”，激活“百姓热情”，成为优

秀群文作品的孵化平台，有近１５００名选
手报名参与第一轮“星秀场”海选赛。８
月２９日，作为上海群众文化成果的代
表，宝山群文节目登陆中央电视台《群英

汇》栏目，集中展示宝山历届全国“群星

奖”获奖作品。 （李永红）

表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级别 序号 名称 现地址

上海市文物

保护单位

１ 罗店红十字纪念碑 罗店镇罗溪村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陈伯吹中学内）

２ 宝山孔庙大成殿 友谊路街道临江公园居委友谊路１号（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内）

３ 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 友谊路街道临江公园居委友谊路１号（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内）

４ 山海工学团遗址 大场镇场南村大华路龙珠苑２００号

５ 吴淞炮台抗日遗址 友谊路街道宝山一村居委塘后路１０９号

６ 吴淞炮台遗址 吴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塘后支路２７号内

７ 无名英雄纪念墓遗址 张庙街道通河七村一居委爱辉路１９８号（上海市泗塘第二中学内）

８ 侵华日军小川沙登陆地点 罗泾镇川纪路１５８号（罗泾工业园开源物流公司）

９ 大中华纱厂和华丰纱厂旧址 吴淞街道二纺居委淞兴西路２５８号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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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级别 序号 名称 现地址

宝山区文物

保护单位

１ 大通桥 罗店镇新桥居委亭前街弄口

２ 丰德桥 罗店镇新桥居委布长街南端（韩家湾路与竹巷街衔接处）

３ 钱世桢墓 罗店镇毛家弄村三树南路以东，圃南路以南

４ 梵王宫 罗店镇古镇居委塘西街桥东堍

５ 宝山古城墙遗址
友谊路街道临江公园居委友谊路１号（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东南侧）；友谊路街道２４７弄２０号宝山中
学西北角

６ 上海少年村旧址 大场镇东街居委少年村路５００号（９４９６９部队）

７ 行知育才学校旧址 大场镇行知路１８０号（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内）

宝山区文物

保护点

１ 来龙桥 罗店镇金星村市一路１３０号（罗溪公园内）

２ 积福桥 罗店镇王家村潘泾路１２０１号以东５００米

３ 宝善桥 友谊路街道临江公园居委友谊路一号（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内）

４ 花神堂 罗店镇古镇居委赵巷西街１３６号

５ 石家桥碉堡 罗店镇拾年村石家桥２７号以北２米

６ 拾年宅碉堡 罗店镇拾年村拾年宅（聚嘉源制管剪切厂以东５０米，富锦路以北３００米的农田里）

７ 张家桥碉堡 罗店镇拾年村张家桥２９号（村民宅院里）

８ 丝网村碉堡 罗店镇王家村丝网村１１号以南２０米（丝网村９号住宅后墙以北３米）

９ 五房桥 罗店镇王家村五房桥９号东南侧７米

１０ 东小宅碉堡 罗店镇远景村东小宅４１号院后西北侧３米

１１ 利用锁厂 罗店镇向阳居委东西巷街１２８号

１２ 潘家门楼 罗店镇向阳居委西西巷街４９号

１３ 三桥宅碉堡 杨行镇泗塘村三桥宅盘龙物资利用有限公司（盘古路１１５８号）西侧

１４ 沙浦河 顾村镇广福村老卢宅至杨行镇八字桥村八字桥

１５ 随塘河 罗泾镇新陆村杨家宅至月浦镇老石洞口

１６ 走马塘 大场镇五星村胡家村至大场镇场中村

１７ 衣周塘遗址 吴淞街道吴淞三村居委?藻浜东口至杨浦区五角场镇虬江口

１８ 狮子林炮台遗址 月浦镇友谊村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练祁河与宝钢护厂河交汇处，紧靠长江堤）

１９ 胡公塘遗址 吴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吴淞口至罗泾镇新陆村王家宅

２０ 胡庄村碉堡 顾村镇胡庄村李家老宅（泰和西路富长路西南侧）

２１ 西浜村碉堡 杨行镇西浜村泰和路１７８８号西南侧１０米

２２ 宝杨路防空洞 友谊路街道宝山九村居委宝杨支路宝杨路交叉口东侧１００米

２３ 友谊路碉堡 友谊路街道宝林五村居委友谊路３６号

２４ 宝山十村碉堡 友谊路街道宝山十村居委淞宝路宝杨路南侧，宝山十村１０２－１０３号楼之间

２５ 共和公园碉堡 庙行镇九英里居委场北路２３８号共和公园（九英里社区）西北侧

２６ 庙行公园碉堡 庙行镇康家村刘场路长江西路东南侧（庙行公园内）

２７ 聚源桥村碉堡 月浦镇聚源桥村东南侧，毛家路徐家新村以东

２８ 万年桥 原位于大场镇葑村村北桃园生产队１号对面，卫岗路桥岗路东北侧２２０米。现位于大场公园内

２９ 秦家店烽墩遗址 大场镇三星村红柳路山连路以东南，外环绿化带内

３０ 东南水关遗址 友谊路街道临江公园居委友谊路１号（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东南侧）

３１ 梦熊桥 顾村镇白杨村白杨宅东１０号

３２ 大场烽墩遗址 大场镇联合居委洛场路１００号部队营区内西侧

３３ 大场公墓遗址 大场镇东方红村南大路１８弄１－２号南对面

３４ 大场石牌坊 大场镇西街居委西街４１０号

３５ 圆瑛大师纪念塔 大场镇葑村村丰宝路３５０号金皇讲寺内

３６ 顾村节孝坊 顾村镇谭杨村南潘泾东１１号

３７ 杨行石牌坊 杨行镇杨泰一村二居委东街２５５弄口，义学桥西首

３８ 庙行纪念村牌坊 张庙街道通河七村二居委一二八纪念路７０３号西侧（锦辉绿园南门东侧）

３９ 高境庙纪念村牌坊
原位于殷高西路８８号逸骅集贸市场南侧出口处约８米，现位于殷高西路北近逸仙路口（高境庙纪念村牌
坊广场）

４０ 马桥纪念村牌坊 大场镇五星村真陈路８０８对面约１５０米（其东侧为上海易佳皮件有限公司）

１８２

文化艺术



（续表）

级别 序号 名称 现地址

宝山区文物

保护点

４１ 顾太路４３５号住宅 顾村镇顾村村顾太路４３５号（上海宝山粮食储备库内）２７号仓库北侧

４２ 小白桥 吴淞街道三营房居委民康路９５号

４３ 宝钢水库碉堡 罗泾镇花红村宝钢水库南侧

４４ 瑞方桥 罗泾镇高椿树村张家宅（潘川路潘泾路路口东北侧）

４５ 长春桥 罗泾镇肖泾村长春宅１４号

４６ 太平桥 罗泾镇牌楼村石墙宅２１号前面

４７ 张华浜工场旧址 吴淞街道吴淞三村居委逸仙路３９４５号（东真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内）

４８ 上海第一钢铁厂旧址 淞南镇长江路一居委长江路７３５号（一号门）

４９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 杨行镇泗塘村富锦路８００号（办公楼）、月浦镇（厂区）

５０ 上海第五钢铁厂旧址 友谊路街道华能城市花园居委水产路１２６９号（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特殊钢分公司）

５１ 吴淞煤气厂旧址 淞南镇长江路一居委长江路５５５号

５２ 鸿昌面粉厂旧址 顾村镇顾村村教育路２２号

５３ 顾村轧花厂旧址 顾村镇顾村村顾村镇街４４号

５４ 俭丰织染厂 顾村镇顾村村沪太路顾村镇街６号

５５ 杨娥桥 顾村镇广福村北街，跨杨泾支流

５６ 聚龙桥 顾村镇星星村刘老宅二队４０号南侧１０米

５７ 牌楼宅碉堡 杨行镇泗塘村牌楼宅２２４号西侧５０米

５８ 王质彬门楼 罗店镇向阳居委东西巷街１１８号屋后（利用锁厂围墙内）

５９ 潘氏墙门 罗店镇新桥居委塘西街８～１０号间

６０ 敦友堂 罗店镇向阳居委亭前街２８４号；亭前街２８８弄５号

６１ 承恩堂 罗店镇向阳居委亭前街２９４号

６２ 朱履谦墙门 罗店镇向阳居委亭前街３００弄１１号楼下

６３ 金家墙门 罗店镇新桥居委市河街２弄２号宅院内

６４ 沈氏旧宅 罗店镇新桥居委布长街２６弄１、２、５号

６５ 罗店三官堂旧址 罗店镇罗溪村罗太路４２８号

６６ 万寿桥 杨行镇北宗村石浜东１３号以东３０米（杨宗路２６８号对面）

６７ 西街村碉堡 杨行镇西街村宝杨路３３６６号华亿包装有限公司仓库南侧５米

６８ 宝杨路碉堡 杨行镇西街村宝杨路３３６６号华亿包装有限公司厂房内

６９ 杨行中学碉堡 杨行镇东街区宝杨路２８８８号杨行中学内（操场东侧）

７０ 远景村王宅 罗店镇远景村东小路西小塘子２号

表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入选各级名录情况

国家级 市级 区级

第一批

１ 罗店龙船 民俗 √

２ 月浦锣鼓 传统音乐 √

３ 罗店彩灯 传统美术 √

４ 吹塑纸版画 传统美术 √

５ 罗泾十字挑花技艺 传统技艺 √

６ 大场江南丝竹 传统音乐 √

第二批

１ 顾村民歌民谣 民间文学 √

２ 庙行江南丝竹 传统音乐 √

３ 刘行白切羊肉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第三批

无

第四批

１ 萧泾寺传说 民间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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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入选各级名录情况

国家级 市级 区级

第五批

１ 沪剧 传统戏剧 √

２ 大场微雕微刻 传统技艺 √

３ 友谊民间剪纸 传统技艺 √

４ 淞南蛋雕技艺 传统技艺 √

５ 大场棕编 传统技艺 √

６ 罗店天花玉露霜 传统技艺 √

７ 罗店公大酱园 传统技艺 √

８ 大场花格榫卯技艺 传统美术 √

９ 高境布艺堆画 传统美术 √

１０ 大场易拉罐画 传统美术 √

第六批

１ 宝山“鞋底”年糕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２ 罗泾四喜风糕点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３ 罗店鱼圆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４ 蔡氏剪纸技艺 传统技艺 √

５ 月浦竹编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６ 吴淞面塑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７ 俞氏百宝镶嵌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８ 淞南树根造型技艺 传统技艺 √

９ 宝山寺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传统技艺 √

１０ 大场白切羊肉技艺 传统技艺 √

１１ 宝山红烧 鱼制作技艺 传统技艺 √

１２ 顾村内劲一指禅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

１３ 白癜风、脱发中医药特色治疗 传统医药 √

档案
■概况　宝山区档案局、区档案馆、区委
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办公室，四块牌

子、一套班子，交叉任职，合署办公，共设

有８个科室，人员编制３６人，实际在岗
３４人。区档案馆建筑面积５１９６平方米，
库房面积２１５６平方米，其中租用“三水
国际”库房面积２０７９８９平方米。有全
宗２８２个，馆藏档案全宗２４９个，馆藏档
案共 １３９２１９卷 １５７７８４件，寄存档案
１９９３２２卷 ４１２５１件，并有图书资料
１２３５６册，期刊 １７１４册。２０１７年，全区
共有档案一级指导单位８２家。全年组
织档案继续教育等专题培训４次，培训
２６７人次。年内，区档案局连续九届获
“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连续６年被命
名为“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

■领导调研档案工作　１月１０日，市档
案局、市农经站一行５人到月浦镇调研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档案工

作，区档案局、区农委、区农经站和月浦

镇相关领导与工作人员陪同调研。５月
１５日，市档案局副局长方城带队到宝山
调研档案工作以及宝山区“国家重点档

案破损定级及分级保护模式研究”课题

研究开展情况。６月１６日，安徽合肥市
档案局局长李尚才一行５人到宝山区档
案局交流考察，重点调研数字档案馆建

设、档案跨馆利用、名人档案征集等方面

工作。１１月１３日，上海市档案局检查组
对宝山区档案馆馆藏１９８３年 ～１９８６年
延期向社会开放档案获得审批后的批后

监管工作进行实地检查。

■区档案、史志工作会议召开　３月３０
日，区委、区政府召开２０１７年档案史志
工作会议，总结２０１６年工作，部署２０１７
年工作任务。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长

李峻，市档案局副局（馆）长方城出席会

议并讲话，副区长陈筱洁主持会议。全

区各单位档案工作分管领导和办公室主

任等１８０余人参加会议。

■开国将军钱信忠珍档陈列展开展　７
月２３日，举办“开国将军、新中国卫生事
业奠基人钱信忠珍档陈列展”。区委书

记汪泓，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峻，副区长

陈筱洁、上海市档案局副局（馆）长方城

以及部分钱信忠亲属出席揭幕仪式。该

展被列为全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学习基地之一，２０１７年共接待
区有关单位３００余名党员干部参观学习。

■做好区重点工作建档指导　加强对重
点地区、重大项目、重要工作、重大活动

档案的指导力度。主动与区有关部门联

系沟通，调研“五违四必”整治工作档案

材料情况。加强对区政府实事项目、重

点建设项目的档案登记监管，制发《关

于开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政府实事项目、
区重点建设项目（工程）档案管理登记

的通知》，年内完成１０项区政府实事项
目、７项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登记报备工
作（有３项重点建设项目未开工，不予
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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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３日，区委书记汪泓（右）、市档案局（馆）副局（馆）长方城（左）共同为钱信忠珍档
陈列展揭幕 区档案局／提供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６日，区档案局举办纪念“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之《红色足迹 不朽丰碑（１９２１—
１９４９）》首发式 区档案局／提供

■开展依法治档工作　履行依法行政职
责，抓好依法治档工作。完善２０１７年档
案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实施细则，确保目

标管理考核工作顺利推进，完成对全区

８２家档案一级指导单位的目标管理，综
合评定出优秀单位 ２３家、先进单位 ３７
家。主动对照国家档案局新修订的《归

档文件整理规则》，在全市档案系统中率

先修订完成，印发《宝山区归档文件整理

操作细则》（２０１７修改版）。落实国家档
案局《城市社区档案管理办法》要求，于

９月份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区村、居
委档案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召开村

居档案规范化建设动员会，推动村居规

范化建档工作。开展档案行政执法检

查，对全区１０家单位开展档案安全实地
专项检查。

■启动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８年档案移交进馆
工作　１０月 ９日，区委、区政府以“两
办”名义下发《关于启动全区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８年档案移交进馆工作的实施意
见》，标志着新一轮档案移交进馆工作正

式启动。依法开展档案接收进馆，确保

应收尽收、应归尽归，丰富宝山档案馆馆

藏资源。此次档案移交进馆门类增多，

从原来主要接收文书档案扩展到接收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间全区各处级单位形成
的具有永久、长期（或３０年）保存价值的
文书档案、照片档案、会计档案、音像档

案、实物档案等各门类、各载体的档案。

■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　围绕“智慧宝
山”建设，完善档案信息化建设顶层设

计，探索开展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工作。

开展数字档案馆建设调研工作，至年末，

馆藏档案数字化率达９５％，馆藏档案数
字化目录 ２６０万条、档案全文数字化
１３００万页。推进区电子文件归档工作，
淞南镇、吴淞街道、区国资委等４０余家
单位２２万余件电子文件通过 ＯＡ系统
实现归档。推进国家级数字档案馆建

设，年内区财政投入７３万元，用于“宝山
区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实施。

■严格档案安全保护和管理工作　贯彻
落实市档案局《关于转发国家档案局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档案安全工作的意
见＞的通知》文件精神，组织全区８２家一
级单位开展档案安全自查工作，收回安全

风险自查表７５份、安全自查及整改报告
７６份，共排摸各单位６大方面１７个安全
风险点，并提出整改措施，及时进行整改。

落实经费约２５万元，完成档案查询大厅
装修工程及库房温控系统升级改造工程，

确保馆库和办公场所安全。做好“三水

国际”租赁库房的安全管理工作，梳理安

全制度，升级门禁系统，确保各项设施设

备运行良好，投入正常使用。

■开展档案利用服务　深化民生档案
“全市通办”工作。举办社区事务受理信

息系统培训工作，制定规范化工作指南手

册。与１２个街镇签订民生档案利用授权
委托书，提高各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民生档

案便民查询质量和效率。年内，区档案馆

窗口接待６４０１人次、出证 ２２１８２张，全区
各社区受理中心接待 ５３２０人次、出证
１７４８８张。配合区政府完成２０１７年度政
府信息公开４６个部门材料的接收备案、
统计、上架工作，共接收纸质目录数３８１７
件、电子目录数３５７７件、纸质全文数３１６２
件、电子全文数３５８７件。

■开展档案征集工作　由区委、区政府
“两办”下发《关于征集宝山劳动模范文

物史料的通知》，与区总工会联合，在全

区范围内征集宝山劳动模范文物史料。

加大征集力度，做好宝山红色档案、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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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区域特色档案征集和资源的发掘，

征集到顾村镇新四军老战士杨勇伟先生

７８项１４９件档案史料，并完成整理、进馆
工作。

■开展“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６
月９日是国际档案日，组织开展“国际档
案日”系列宣传活动。“档案馆公众开

放日”“档案图片宣传专版”“档案进学

校、进社区、进军营”“口述档案专访”

“纪念《档案法》颁布３０周年法制宣传
咨询”５大系列活动，增强社会公众的档
案意识。 （蒋承承）

党史研究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委党史研究室（以
下简称“区党研室”）围绕市委党史研究

室和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服务全区大

局，开展党史研究、党史资料征编、党史

宣传教育、党史遗址遗迹的开发利用等

工作。全年报送宝山党史信息２０余条。
年内，区委党史研究室获上海党史报刊

宣传“先进集体”称号。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３日，第十六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抗日战争与上海主题活动在宝山举办
区方志办／提供

■举办新书“进学校、进社区、进军营”
首发式　５月２６日，举办《红色足迹 不
朽丰 碑———宝 山 区 党 史 资 料 汇 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新书“进学校、进社区、
进军营”首发式，海军某部官兵代表、海

滨八村居民代表、海滨二中学生代表参

加活动。《红色足迹 不朽丰碑———宝山

区党史资料汇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全书
４０７万字，区委书记汪泓作序，由中共
党史出版社公开出版。

■开展纪念建军 ９０周年宣传　８月 １
日，制作完成《人民军队中的宝山英烈》

宣传专版，在《宝山报》及区政府门户网

网站刊发。宣传专版收入大革命和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

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

放新时期１２名有代表性宝山英烈事迹，
共６０００余字，配发图片４０余幅。

■《中共宝山历史实录（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出版　９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
版《中 共 上 海 市 宝 山 区 历 史 实 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全书约 ２３８万字。为
系统记录五年来在中共宝山六届区委领

导下，宝山区各项成绩及重要事项，准确

记载和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宝山的历史，

区党研室组织全区相关单位做好５年发
展实录的回顾整理，完成全书编辑工作。

■启动上海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口述
采访工作　１０月１２日，《口述宝山 改革
开放（１９７８—２０１８）》编写动员暨培训会
在区委党校召开，正式启动“上海改革开

放４０年”宝山区篇口述资料征集编写及
专题宣传工作。宝山区成立《口述宝山

改革开放（１９７８—２０１８）》编委会，由区
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峻任编委会主任。

年内完成全区７８家供稿单位８３篇选题
的汇总整理、沟通指导、研讨反馈、系统

上报等工作，形成《口述宝山 改革开放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编写大纲。

■开展宝山党史宣传　利用多种平台，
开展党史工作和成果的网上宣传。先后

在《党史信息报》《宝山报》等报刊杂志

上发表《历史文物中的解放上海战役》

《在新四军根据地牺牲的县委书记徐克

强》《我投身抗日斗争的点滴回忆》《从

“钢花”到“浪花”———新产业新板块新

动能驱动新宝山》等１９篇专版文章。到
街镇宣讲《吴淞的前世今生》《历史的回

声 档案里的故事》；为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干部讲《吴淞的历史人文》；在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馆宣讲《寻访宝山抗日遗址

遗迹》；为党校、党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讲“宝山的红色历史资源”，做好宝山党

史宣传工作。 （郭莹吉）

地方史志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
（简称“区方志办”）秉持“修志问道，以

启未来”工作理念，落实《地方志工作条

例》职责，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

用，推进宝山历史文化建设，宣传普及

宝山历史知识。完成《宝山年鉴》

（２０１７）编纂出版。推进街镇修志及专
业志编纂工作，《罗泾镇志》《友谊路街

道志》进入终审阶段；《高境镇志》《顾

村镇志》完成付印出版；指导宝山区第

一部专业志《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院

志》编写工作，开展编写培训。继续推

进“百年宝山”《宝山史志（第十二期）》

编纂工作，完成 １４万字书稿审核。开
展地方志法规宣传活动，组织开展 “贯

彻地方志规划纲要 传承优秀历史文

化”全市网络与微信知识竞赛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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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完成《上海市志·区县简

况（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宝山篇，共计 ５万余
字。完成《上海年鉴》（２０１７）宝山区分
目组稿和编纂任务。参与区总工会、区

体育局等单位联合开展的“幸福宝山

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走活动，完成

“穿越宝山路”电子地图历史点标设定

及内容选定，整理宝山历史人文资料，

再次获活动“特别贡献奖”。协助区委

党史研究室做好《中共上海历史实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宝山区卷部分资料编纂
工作。协助开展专版纪念建军９０周年
“人民军队中的宝山英烈”宣传，整理并

编写谭忠余、陈志英、董郎及曹小弟宝

山英烈革命事迹，并在宝山报、区政府

门户网站刊登。

■《宝山年鉴（２０１５）》获全国编校质量
检查评比一等奖　３月８日，《宝山年鉴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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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获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
会主办的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度年鉴编校
质量检查评比一等奖。《宝山年鉴

（２０１５）》在内容上全面、客观地反映宝
山地区２０１４年度各方面的情况和年度
特点；在文字上严格按照年鉴文字规范

要求进行修订，尤其注重称谓、名称的准

确，时间表述、数量单位的规范，以及标

点符号、词语应用的正确；在编校过程中

设置编纂人员、特邀校对人员、出版社校

对人员、领导审核等多道程序，层层把

关，提升年鉴编校质量。《宝山年鉴

（２０１５）》此次获奖，是继《宝山年鉴
（２０１３）》之后再次被评为全国一等奖。

■参与第十六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
动周抗日战争与上海主题活动　５月２３
日，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区方志办和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联合举办的第 １６
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抗日

战争与上海主题活动在在淞沪抗战纪念

馆举行。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执行会

长朱敏彦教授、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副

主任谭雪明和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馆长

唐磊分别作“抗日名人在上海的纪念

地”“寻访宝山抗日遗址遗迹”“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馆的布展和特点”专题讲座，

讲述抗战名人浴血奋战的历史和宝山在

两次淞沪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随

后组织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主题展

览“血沃淞沪”和海军上海博览馆。

■区方志办获“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
行”主题健康走活动特别贡献奖　１１月
１８日，２０１７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挑战
赛暨“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

康走活动表彰会在罗泾镇千亩涵养林水

杉大道举行。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市体

育局副局长赵光胜，市总工会副主席李

友钟，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赵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王丽燕，副区长陈筱洁，区

政协副主席沈天柱、蒋碧艳等出席活动。

活动上，区方志办获“特殊贡献奖”。活

动筹备阶段，区方志办挖掘宝山历史人

文景点史料，为主题健康走之“穿越宝山

路”提供５５个地图点位，并附１４３万文
字和１１０张照片的图文说明。

■《宝山年鉴（２０１７）》出版发行　１２
月，《宝山年鉴（２０１７）》由上海辞书出版
社出版发行，这是《宝山年鉴》创刊以来

连续出版的第二十八卷。全书共１１９万

字，设置３１个部类、１７５个栏目和１５６５
个条目，串文图片 １１５幅，表格 １７３张，
并附主题词索引、表格索引、随文图片索

引，全面系统地记载宝山区２０１６年度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基本情

况。该书在保持框架相对稳定的基础

上，根据宝山社会发展和区域实际情况，

对原有类目进行适当调整，取消“开放型

经济”，改为“商贸·旅游”。卷首图照

设有“宝山区获全国双拥模范城‘七连

冠’”“宝山区成功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县

（市、区）”“宝山区成功创建上海市‘平

安示范城区’”“宝山区成功创建上海市

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以及２０１６年宝山
区政府实事项目等年度专题。“宝山记

忆”则选登“庆‘五一’·劳动美———宝

山市民优秀摄影作品展”获奖照片。

《宝山年鉴（２０１７）》在上海宝山档案网
（ｈｔｔｐ：／／ｂｓｄａｊｂａｏｓｈａｎｓｈｃｎ）全文发布
电子版。 （吴嫣妮）

体育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共有专职教练
４１名，注册运动员１３８７名。年内共举办
健身指导培训２６６场，受益人群１９万
余人次；新增社会体育指导员３５７人，各
级指导员再培训３００人，全区各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达到４１４８名，其中国家级９
名、一级 １３名、二级 ２００名、三级 ３９２６
名。完成宝山体育中心修缮、２５片社区
公共运动场维修工程，新建３条百姓健
身步道和１６个健身苑点。至年末，区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１９５平方米。完成
体育彩票销售额２３８亿元，比上年增加
约７％。完成宝山区游泳场所夏季开放
工作，全年区游泳开放场次８４１５０次，接
待泳客１０２８万人次。宝山体育中心游
泳馆、上海行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游泳

馆、上海大学游泳馆、上海大康度假城水

上乐园被评为２０１７年上海市游泳场所
开放服务先进游泳场所，区体育局被评

为优秀组织管理单位。

■推进体教结合工作　成功举办２０１７年
上海市学生乒乓球冠军赛、上海市青少年

击剑锦标赛、上海市青少年手球锦标赛、

区阳光体育大联赛等赛事。发挥体育系

统专业和场馆优势，通过专业教练进校

园，全年共组织５４名国内外多个项目专
业教练，对教育系统４００名体育教师开展
１４个运动项目专业技能培训。在全区４３
所小学开展“人人运动，学会游泳”活动，

共有１２６９５名学生参加。推进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建设，２０１７年区共有国家级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１３家，市级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９家。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合作
举办上海市青少年社区运动会宝山分会

场活动、庆“六一”少儿开放日宝山分会

场活动、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阳光体

育大会上海分会场篮球联赛暨第二届上

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篮球联赛等青少

年校外体育活动。宝山区第二青少年业

余体育学校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国

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加强宝山体育中心运营管理　宝山体
育中心全年共接待市民群众５６３９万余
人次，其中健身市民３９０５万余人次，公
益性接待１２万余人次，实现运营收入
２６５４９万余元。先后成功举办 ＷＣＢＡ
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球队主场比赛、ＣＦ
九周年盛典、黑池舞蹈节中国赛、莱美全

球巡演、２０１７ＰＡＣ－１２中国赛、２０１７ＱＧＣ
冬季赛等大型赛事及活动。

■组队参加国际国内大赛　年内宝山培
养输送的运动员在各项国际国内大赛上

累计获８枚金牌、３枚银牌、２枚铜牌，其
中许昕获第五十四届世乒赛男子双打冠

军。在第十三届全运会获男子乒乓球团

体、帆船激光雷迪尔级个人、击剑男子佩

剑团体３枚金牌，乒乓男子双打、男子航
海模型２枚银牌，女子手球 １枚铜牌。
在全国青少年比赛中，击剑、游泳、乒乓

球、田径４个项目获１４金１９银２３铜。
在上海市级青少年比赛中，共参加 ２１个
项目的角逐，获６３金、７０５银、５４铜。

■举办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　２０１７年
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共设３０个项目，区
级赛事５２项，时间贯穿全年，范围覆盖
全区。大会通过设置街镇运动汇、职工

运动汇、青少年运动汇、部队运动汇和特

奥运动汇“五大运动汇”，以及开展篮球

运动汇和路跑运动汇“两大主题赛事”，

共吸引１６４万余人次参与。满足广大
市民对新兴体育运动的需求，提高办赛

质量、扩大赛事参与面、汇聚更多参与人

群，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强化科学健身意

识，推动新一轮的宝山全民健身活动

热潮。

■举办２０１７上海樱花节首届女子１０公
里路跑　３月１２日，由区体育局、顾村公
园、百变跑加共同主办的“上海市宝山区

群众体育大会开幕式暨‘樱你而来’２０１７

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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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樱花节首届女子１０公里路跑”在上
海樱花节举办地顾村公园开跑，来自各

行业的 ３０００余名女性参与此次赛事。
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圣，区委副书记、区

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区委

副书记周志军、副区长陈筱洁、区政协副

主席张晓静，区政协副主席、区体育局局

长蒋碧艳等出席起跑仪式并为比赛鸣枪

发令。首届樱花女子１０公里路跑赛事
选择上海樱花节期间推出，是跨界融合

旅游、休闲、娱乐的一个新举措，成为上

海樱花节的一项新内容、新亮点，开启运

动赏樱新模式。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２日，宝约“樱你而来”２０１７上海樱花节首届女子１０公里路跑开赛
区体育局／提供

■青年体育服务项目启动　３月２４日，
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之“青春运动

力”———青年体育服务项目启动仪式暨

运动体验嘉年华暨长江软件园园区定向

赛热力举行。该活动由区体育局、区总

工会、团区委、高境镇政府主办，高境镇

团委、上海中琥体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来自各街镇的工会干部、团干部、体育干

部，长江软件园、吴淞科技园、复旦软件

园、中成智谷等“青春运动力”项目参与

园区以及区域化团建单位青年代表共

２００余人参加。本次青春运动力活动，
通过“健康体质测试 ＋体育运动项目培
训＋体育赛事组织”的组合，全方位为园
区青年提供体育服务。

■举办 “庆六一”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少儿体育开放日活动　６月 ３日，
以“蹦蹦跳跳迎六一 运动健康欢乐节”

为主题的２０１７年“庆六一”上海市青少
年体育俱乐部少儿体育开放日活动宝山

分会场在宝山体育中心举行。７家青少
年体育俱乐部带来１４项体育体验项目，
吸引近千名青少年儿童参与。上海市青

少年训练管理中心副主任周文佳出席并

宣布活动开幕。活动现场主打亲子家庭

主题，家长带着孩子在现场通过“大手牵

小手”的方式，共同体验体育运动带来的

快乐。

■２０１７黑池舞蹈节在宝山举行　８月
１７日～２２日，由阿里体育（上海）有限公
司主办，上海艺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

海
!

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黑池舞

蹈节在宝山体育中心举行，来自２５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百名国标舞高手和 ２８００
余名青少年选手报名参赛。８月 ２０日
晚开幕式上，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宣布本

届黑池舞蹈节开幕，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致辞。市体育局副局长孙为民，市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局长尼冰，副区

长陈筱洁、吕鸣等出席。８月２１日和２２
日，先后启动职业摩登舞、职业拉丁舞等

专业赛事。２１日，阿里体育舞蹈产业高
峰论坛在宝山体育馆举行。副区长陈筱

洁、英国黑池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迈克

尔威廉姆斯以及阿里体育 ＣＯＯ余星
宇、副总裁魏全民，以及业内精英、体育

舞蹈产业先锋以及体育舞蹈教学代表

１００余人参加论坛。

■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球俱乐部合作签
约　９月３０日，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球
俱乐部合作签约仪式在宝山区政府举

行。上海体育职业学院、宝山区体育局

和大华集团三方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

启上海宝山大华女篮新的征程。中国足

协副主席、市体育总会主席李毓毅，市篮

球协会会长、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市体育局党委副书记

李肶，上海市体育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副

院长苏清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

工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副区长陈筱

洁，市篮球协会专职副会长陈德春，大华

集团董事长金惠明，上海宝山大华女子

篮球俱乐部执行董事周酉出席签约

仪式。

■体育资源配置上海峰会在宝山举行　
１１月７日，２０１７体育资源配置上海峰会

在宝山举行。该峰会由市体育局、宝山

区政府、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上海体育

学院联合主办，区体育局、上海上体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凌
"

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上海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产

业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峰会以“资

源共享、合作共赢、平台共建”为主题，上

海体育产业龙头企业、项目方、投资方、

运营方和行业专家及媒体等近４００人出
席大会。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司长王卫

东，市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徐彬，宝山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上海体育学院副院长王兴放，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党委书记、总裁钱参加

启动仪式。峰会包含信息解读、项目推

介和智慧分享三大板块。

■举办２０１７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
赛　１１月１８日，来自全市的 ３００支队
伍和家庭共３０００余名运动达人来到全
国特色小镇宝山罗泾镇，以团队赛的形

式参加２０１７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
赛。徒步赛结合“幸福宝山路，文明修

身行”主题健康走活动。宝山区委副书

记周志军，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圣，市

总工会副主席李友钟，区委常委、宣传

部长赵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

会党组书记、主席王丽燕，副区长陈筱

洁，区有关部门和罗泾镇领导出席活动，

并为“主题健康走”活动获奖者颁奖。

（段楚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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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市、区级体育传统学校分布情况

序号 学校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上海市体育传统

项目学校

同洲模范学＋校 击剑　手球　射箭　围棋　马术

杨泰实验 乒乓球　网球

宝山中学 篮球　健美操

实验学校 篮球　羽毛球

行知中学 田径　游泳

吴淞中学 游泳　桥牌　健美操　田径　羽毛球

上大附中 乒乓球　武术

实验小学 篮球　击剑

和衷小学 击剑　乒乓球

吴淞实验学校 桥牌　游泳　无线电测向

上大附属学校 手球　足球

申华小学 足球　田径

罗店中学 足球　网球

淞谊中学 篮球　羽毛球

长江二中 武术　篮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宝山区体育传统

项目学校

通河中学 足球　羽毛球

行知二中 足球　篮球

大华中学 足球　田径

月浦实验 羽毛球　手球

二中心 足球　羽毛球

上海大学附属小学 足球　乒乓球

红星小学 手球　篮球

顾村中心校 击剑　武术

海滨中学 游泳　花样跳绳

上大附中实验学校 足球　击剑

海滨二中 游泳

杨行中学 田径　棒垒球

教师进修学院附属中学 国际跳棋　国际跳棋

罗泾中学 田径

教师进修学院实验学校 花样跳绳　足球

求真中学 体育舞蹈　足球　国际象棋　桥牌

罗南中学 花样跳绳

月浦新村 航海模型　定向越野

罗店中心校 棒球

高境二小 花样跳绳　排球

永清路小学 击剑

大华二小 足球

同泰路小学 足球　国际象棋

广育小学 花样跳绳

虎林路小学 手球

罗南中心校 田径　射箭

江湾中心校 排球

一中心 羽毛球　足球

（段楚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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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治
■编辑　王素炎

警务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公安分局围绕党的
十九大安保维稳工作核心，实施片区联

动工作机制，守住“三个不发生”（不发

生暴恐案事件、不发生在全国有影响的

规模性群体性事件、不发生重大公共安

全案事件）底线和“六个零”（暴恐袭击

零发案、轨道交通零事故、高层建筑零火

灾、重点敏感部位零聚集、个人极端零发

案、队伍严重违纪零发生）高线，严密打

防管控措施，提升打击针对性、防范有效

性、管理源头性、防控主动性，确保地区

社会治安的安全稳定。完成党的十九

大、“两节”（元旦、春节）、“两会”（人

大、政协）、春节烟花爆竹管控、“２０１７上
海樱花节”“一带一路”厦门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上海旅游节、国庆中秋“双节”

等安保任务 ５５０批次，警卫任务 ２８批
次。至年末，全区户籍总户数 ３９０１０５
户，比上年增加６９３１户，增长１８％；户
籍人口总人数 ９７６４０９人，增加 １１８５７
人，增长 １２３％。常住人口 １９７１１万
人。妥善处置 Ｐ２Ｐ（指个人与个人之间
的借贷。Ｐ２Ｐ理财是指以公司为中介机
构，把借贷双方对接起来实现各自的借

贷需求。借款方可以是无抵押贷款或有

抵押贷款）涉众型经济案件投资受损群

体、网约车主、大场地区军队停止有偿服

务、地铁１５号线市政动迁等群体性事件
和不安定因素１１４起、２４５８人次，化解突
出矛盾 ２０余起。侦破煽动性案件 １１
起，抓获骨干成员３人。落实完成６１家
重点部位、重点单位防车辆冲撞设施安

装工作。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２９３７件，比
上年增加 １１４件，增长 ４０％，办结率
１００％。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重点信访
案件７１件，化解率１００％。区看守所全
年收押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４３３０人，深
挖各类线索２条，查获“网上追逃”对象
４人。区拘留所全年收押各类违法嫌疑

人２９６８人。２０１７年，市民对宝山地区安
全感评价为８４８３分，对公安工作满意
度评价为８２０７分，分别列全市第９位、
１５位。全 区 万 人 “１１０”报 警 率 为
１５６８５８人次，比上年减少２８８５７人次；
万人发案率为 １０９５８４人次，增加
５７２２５人次。全年各级新闻媒体选用
稿件３８３篇次，分局官微共发布各类信
息９９１篇。协商开通宝山公安紧急医疗
救治“绿色通道”，及时有效救治受侵害

民警。以“树表率、铸忠诚、严治警、展形

象”专题教育实践活动为引领，选树“全

国优秀人民警察”唐轶、“平安英雄”边

国成、“打击尖兵”徐明晖、“飞天小女

警”张亦芸、“站好最后一班岗”黄智勇

等一批先进典型，年内共有５１个集体、
３８５名民警受到表彰。

■刑事案件侦破　围绕“发案少、秩序
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目标，开展集中

打击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偷盗类、电讯诈

骗、涉众型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

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２９２４起，破案率为
１２９０％。其中，侦破“八类”（放火、爆
炸、劫持、杀人、伤害、绑架、强奸、抢劫）

案件１４４起，破案率５３３０％；侦破抢夺
案件１３起，破案率８６７％；侦破盗窃案
件１２６１起，破案率７９０％；侦破毒品案
件４１２起，破案率 ７９１％，缴获毒品 ３７
千克。侦破各类经济犯罪案件２４７起，
破案率５８８％，追赃３４０００万元；侦破诈
骗案件１６６起，破案率５１％；侦破其他
案件６８１起，破案率３１３％。全年抓获
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员４４０８人，刑事拘
留 ４０５７人，分别比上年减少 ７３％、
４６％。抓获“网上追逃”对象５３６人。

■社会治安管理　严厉打击危害食药安
全、污染环境等突出治安顽症，破获“４·
１９”有毒有害食品案、“５·１８”偷倒渣土
污染环境案、“７·１３”环境污染案件。

开展缉枪治爆专项行动，强化危爆物品

管控。全年共受理行政（治安）案件

１２６８３９５起，比上年减少１９４％；查处行
政案件１２６４１４０起，减少１９５％。查处
违反治安管理案件 ４２００３起，减少
４２８％，其中查处“黄、赌、毒”案件６１６３
起，减少６１３％。查处违反治安管理案
件人员４６５３人，减少１７９％；行政拘留
２６５１人，减少 ３３９％。其中：查处“黄、
赌、毒”违法人员３９６３人，增加６４％；行
政拘留２０５１人，减少４９％。开展严打
盗汽（柴）油专项行动，缴获盗油车 １２
辆，追回被盗汽（柴）油１５吨，抓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员 １２人。打击整治“黄赌
毒”，对涉黄、涉赌场所开展“清零”行

动，查处“黄、赌、毒”违法场所９６８家次，
取缔涉“黄、赌”窝点８８１处，关停涉赌场
所４６６家、涉黄场所５３４家，收缴各类赌
博游戏机１７００余台，没收赌资１５０万余
元；查获吸毒人员１５０１人，破获零包贩
毒案件 ４３５起，强制戒毒 ５９４人，增加
４１４％，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执行率
１００％。收缴民用枪支 ２５支、管制刀具
３２把、仿真枪２１支。检查剧毒化学品从
业单位２５２家次、放射性同位素从业单
位２６４家次，提出整改意见２３条。

■公安行政管理　全年共审批（核）户
口材料２９３３份，签发各类户口证件８１２５
张，受理群众申领、换领、补领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 ７１１０７张，制发临时身份证
７５１８张。登记来沪人员总数７６０９１９人，
减少３７４０６人，比上年减少４６９％；登记
人户分离５０００６９人，增加１７２４３３人，增
加 ５２６３％，其 中 人 户 分 离 净 流 入
３３７３８６人，比上年增加 ９７５０人，增加
２９８％；办理《上海市居住证》总数
２７４５８９张，增加 ６６４５张，增加 ２４８％，
其中临时居住证 １０２２８１张。推进户口
登记管理专项清理整顿工作，清理纠正

户口登记项目差错１０个。受理各类出

９８２



国（境）材 料 申 报 １３６６９９份，减 少
５４４％；境外人员申报临时住宿登记
９０９２３人次（含港、澳、台、华侨人员），减
少１０２５％。侦破组织他人偷越国（边）
境案件２起、偷越国（边）境案件２起，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７人。查处境外人
员违章住宿案件４９１起，减少３１７１％；
查处外国人“三非”（外国人非法入境、

非法居留、非法就业）６１起（其中非法入
境案件４起，非法居留案件２３起，非法
就业案件 ３４起），增加 ５１７％；查处骗
取停留居留证件外国人 １３人，减少
５５１７％；办理法定不准出境人员 ２４４８
人次，增加１２４５％。办理上海市养犬许
可证２１３６４张，增加８７８张，增加４３％。
其中，控养犬１８６８９张，增加６５％；农村
犬２６７５张，减少 ９０％。捕捉无证犬
４１９０条，增加２０１％。培训物业保安队
员１０批２５６０人，分别增加６６７％、减少
７１％。培训学校、企业内部保安队员１０
批１９５８人，分别增加６６７％、４３３％。

■交通安全管理　坚持交通刚性执法，
深化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行动，严厉查

处大货车、渣土车交通违法行为，设置

２０个动态卡点，对４条道路部分路段实
施客货分道措施，查处大型货运车辆交

通违法行为５４５万起，查扣超载３０％以
上大货车 ４９００余辆。加强社区警务与
交通管理相互融合，在友谊路街道试点

开展交通文明示范区建设，推动社区民

警参与交通补短板整治，通过社区发动、

资源整治、管建并举等措施，解决辖区停

车难，医院、学校周边交通秩序混乱，上

街沿共享单车乱停放等问题。推进智能

交通建设，建设完成１２８０套电子警察设
备。全年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１１３２５万余起，查处“五类车”〔电动自
行车、电动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外省（市）号牌二轮摩托车、正三轮摩托

车〕违法 ２１６８４起，暂扣移交“四轮黑
车”４６３辆，暂扣机动车 ２５９８万辆、非
机动车２１５万辆、驾驶证 ４９８本，吊销
驾驶证３０３本，收缴假证８２本。查处行
人和乘车人交通违法５２４万起，行政拘
留３１８人。路政审批（各类住宅、道路等
公建项目）１３５件。新增、改建路口信号
灯７１个。核发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
行证６张，办理“三超”（超长、超宽、超
高）许可证４９０２张，办理占、掘路施工交
通安全意见书５２９张。全年共上报道路
交通事故９９起，减少２０％，其中死亡事
故７２起，减少２７％。全年因交通事故

死亡 ７２人，减少 ２７％；伤 ５２人，增加
４０５％；直接经济损失２０５５万元，增加
１０１３％。全年共完成交通保卫任务
２０９次。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加强派出所三级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推进“三治两去”

（治违、治堵、治污，去火灾隐患、去低效

产能）去火灾隐患行动，完成３０８个老旧
小区智能门禁和监控一体化改造升级，

整治１３２处“非改居”规模租赁房屋，督
改火灾隐患 １２４２万处，责令“三停”
（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止执业）单位

３２６家，行政拘留２７５人。为全区老旧小
区安装２０００套电弧火灾探测装置，完成
３０００名微型消防站队员消防业务培训。
全年火灾发生 ２６９起，比上年减少
３９８％；造成４人死亡（上年为零），增加
４人；伤１人，增加１人；直接经济损失
２４３０１万元，减少６１７％。

■夯实警务基层基础建设　依托区委、
区政府研发的“社区通”互联网平台，实

时采集录入涉及公安管理的基础信息及

各类案件线索，推送警务信息，提升社区

民警发现能力、防控能力。按照“权、责、

人”原则建立大法制中心，加强刑事案件

法制中心统一审核、统一出口，把好刑事

案件“质检关”，确保办案效率和质量双

提升。通过 １１０警情和来电来所接报
“双源头”（通过内部进行自查、通过外

部投诉举报等进行倒查）管控，做到有案

必立、受案必核、立案必查。年内，“社区

通”覆盖所有居村委，居民注册认证

４２２万人，分局４４４名社区民警全部上
线，实现居民足不出户与社区民警点对

点联系。通过“社区通”接受群众咨询

１７２人次，发布民生类信息２４３条，受益
群众达 １２０万人次；发布寻人启事 ３６
条，找到迷途老人１２人，化解缓解群众
利益纠纷２０余次。

■开展“树表率、铸忠诚、严治警、展形
象”专题教育活动　１月，区公安分局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警，秉持

“问题管理、底线思维”思路，组织开展

“树表率、铸忠诚、严治警、展形象”专题

教育活动，针对宝山公安队伍短板和队

伍管理瓶颈，重点解决干部民警在信仰

忠诚、遵章守纪、党风廉洁和精神面貌等

方面存在问题，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

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

干警队伍。完成３７处窗口背景墙改造

以及６０处会议室、７处办公地点的“四
句话十六字”（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

法公正、纪律严明）悬挂。期间，共编发

专项通报５期、活动专刊３７期、活动周
报４３期、经验交流３２篇、基层动态２００
多篇，并开设 “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专栏。

■开展“严扫净保”专项行动　 ８月起，
区公安分局根据市公安局统一部署，开

展“严扫净保”（严打击、扫顽疾、净环

境、保平安）专项行动。通过每日视频点

评会、片区例会制度，在分局主页开辟行

动专栏，每旬公布各单位完成情况。召

开阶段性推进会，开展分析评估，补齐措

施短板，细化落实各项措施，增强打击破

案针对性，实现地区发案降幅超过４０％
目标。侦破系列入民宅盗窃案、“贩吸毒

＋卖淫嫖娼”新类型犯罪团伙、特大网络
赌博团伙等大要案，破获刑事案件１４５４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１０８０人，追
缴赃款２４９３５万元。

■推进智慧公安建设　 按照市公安局
“智慧公安”建设部署，制订宝山公安三

年计划，围绕“信息采集、应用系统、基础

环境”，按照“补短板、强基础、重应用、

高共享”原则，确定首批三大类１２个重
点建设项目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重点

推进“智能视频监控和图像识别系统”

“市域水陆卡口系统”“宝山公共安全三

维地理信息系统”“宝山道路交通实时

监控指挥系统”“手持式智能警务终端”

“图像视频中心机房租赁”和“宝山大数

据实战应用室”等７个项目建设。

■整治惩处大型货运车交通违法行为　
年内，区公安分局在“设卡点控”和“巡

查线控”相结合常态化勤务模式基础

上，以“精确打击、主动掌控、严防反弹”

为工作重心，通过设置２３个卡点、２４小
时不间断持续严查和打击大货车超载

超限的交通违法行为，全年共查处货运

车超载 ５７００余起，其他各类货运车违
法８５３万余起。８月７日，民警查获一
辆重型半挂车在明知未按规定配备随

车押运人员的情况下运输危险化学品，

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８９
条第２款规定，对涉案单位作出处罚人
民币５万元的决定，成为全市首例由交
警通过治安处罚查处危化品运输车辆

违法案件。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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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密集型场所消防安全整治　２
月，区公安分局根据市公安局、市消防委

工作要求，吸取浙江台州天台县足浴店

发生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深刻教训，对

辖区九类涉及人员密集型场所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累计检查单位１６００余家，整
治“三合一”（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合

一）场所 ３００余处，清退违规住宿人员
９００余人。专项整治活动期间，共检查
单位３３９９９家次，督改火灾隐患 ７８５０１
处，处罚单位５９６家，罚款４２４２６万元，
责令“三停”单位 ２４９家，查封单位 ４１
家，行政拘留１５４人，消除各类隐患问题
和消防违法行为。

■开展渣土车违法综合治理　３月，区
公安分局开展渣土运输车辆违法行为专

项整治行动。以施工工地出入口和渣土

车等经常途经路口、路段、区域为重点，

加大警力和巡逻警车投放力度，以“不间

断、不定时”“多点、多岗”现场查处方

式，加强对渣土车辆的日常拦截检查，查

处整治渣土运输车辆违法行为。落实

“三必查”（即驾驶人驾驶资格必查、机

动车上路资质必查、车辆安全防护装置

必查）措施，对渣土运输车辆违法行为，

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其间，出

动警力１２８人次，辅警１６９人次，查处暂
扣渣土运输车３１辆，查获渣土运输车其
他交通违法行为３４起。

■开展“非改居”规模租赁房整治　 区
公安分局抓住“五违四必”（违法用地、

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

住；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必

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

须取缔）和突出火灾隐患整治契机，对安

全隐患突出、人员居住密集的“非改居”

规模租赁点位以视频形式曝光，开展排

查整治行动，明确对主体建筑违法或存

在公共安全隐患的，必须予以拆除或恢

复建筑原有功能。引导来沪人员“合法

稳定居住”“合法稳定就业”。按照“四

个一律”（即涉及农村集体土地、厂房出

租的一律终止租赁合同；涉及违法建筑

的一律拆除；涉及重大安全隐患的一律

查封并清退居住人员；擅自拆封的一律

拘留）整治原则，整治关停 ７１家 ２１３０
间，拆除４８家，涉及违法建筑 ５９０００平
方米。

■推广身份证办理“一站式”服务　 区
公安分局为适应户籍制度改革新需求，

确立“便民为民”理念，解决居民身份证

异地办理，以及办证量递增而拍照点少

致群众往返奔波的实际问题，实现居民

身份证人像信息采集点“一站式”服务，

在全市率先实现２２家户籍派出所身份
证拍照“一站式”服务全覆盖。

■开展“强意识、促规范、练技能、保平
安”专项训练活动　８月至年底，区公安
分局围绕加强反恐实战意识训练、反恐

实战拉动演练、提高民警敌情意识、规范

勤务设置、科学投放警力、严密街面盘

查、提升组合效能等１７项内容，开展“强
意识、促规范、练技能、保平安”专项训练

活动，提高反恐实战和主动履职意识，促

进巡逻勤务规范化水平，增强贴近实战

的专业化技能训练和彰显巡逻防控工作

实战效能，提升社会面巡逻防控力度。

■侦破“套路贷”恶势力团伙案　 ２０１６
年３月８日，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接报
警人栾某某（男，２６岁，上海市宝山区
人）报案称：其于２０１４年８月通过郭某
某（男，２８岁，江苏省新沂市人）介绍，向
王某某（男，２９岁，河南省潢川县人）借
款３万元，期限一个月。王某某以民间
借贷行规为由，诱骗栾某某写下２０万元
借据，借款到期后，王某某以栾某某违约

为由，采取殴打、威吓等方式，向其追讨

２０万元欠款。为还款，栾某某再次通过
郭某某介绍，先后认识澳晋投资公司负

责人郑某某（男，３２岁，上海市静安区
人）、祚信投资公司合伙负责人王某某

（男３３岁，上海市普陀区人）、祚信投资
公司合伙人蔡某某（男，３３岁，上海市杨
浦区人）等人，以“阴阳合同”“转账流

水”等手段，逼迫栾某某签下２２０万元欠
款借据，并将栾某某名下一处房产作抵

押公证。２０１５年１月，蔡某某与王某某
等人将栾某某非法拘禁３天，以恐吓、殴
打等暴力手段，逼迫栾某某以房屋偿还

“欠款”及“利息”。后栾某某乘隙逃脱

并报警。区公安分局接报后遂立案侦

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９日，专案组在市公
安局相关总队指导协调下，在杨浦、嘉

定、淞江、静安等区和外省市同步开展抓

捕行动，抓获王某某、蔡某某、王某某等

犯罪嫌疑人员４４人，一举破获５个“套
路贷”犯罪团伙，查获大量借条、虚假合

同、公章、档案材料、房产证、户口薄等涉

案物品，追回涉案款项１０００万余元。该
案侦破工作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度“刑警８０３
破案奖”金奖。

■侦破“３·２１”杀人抛尸案　 ３月 ２１
日，顾村镇刘行地区杨泾河河道内发现

一具高度腐败的无名女尸，尸体表面由塑

料膜包扎，外面用铁丝上下捆绑三块砖墙

块。经现场勘查，确定是一起杀人抛尸

案。区公安分局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

３月２５日，专案组在嘉定区马陆镇宝安
公路３７０５弄将犯罪嫌疑人黄某某（男，４０
岁，安徽省寿县人）抓获。经查，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２７日晚，黄某某在被害人（小舅子
之妻）暂住地，见被害人独自一人在家休

息，即起奸淫歹念，遭被害人反抗将其杀

害。为掩盖罪行，遂将尸体包裹后丢弃在

河道内。该案侦破工作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度
“刑警８０３破案奖”金奖。

■侦破“１·２４”复合型案　１月２２日，
区公安分局接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移交案

件，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某某（男，５２岁，北京市海淀区人）、副
总经理魏某某（男，４２岁，北京市海淀区
人）等人违规滥用职权，以假贸易实融资

形式进行融资，涉案金额达人民币８亿
余元，造成国有公司特别巨大经济损失。

接案后，分局即开展侦查。经查，２０１２
年起，张某某与犯罪嫌疑人汤某（男，４０
岁，江苏省南通市人）的上海畅富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指使犯罪嫌疑人梁某（男，

３１岁，上海市宝山区人）在无真实贸易
背景下，账外大肆滚动开具商业、银行汇

票进行融资，以虚假合同、发票向银行申

请贴现套取资金，造成国有银行和其他

非银行机构重大经济损失１２亿余元（其
中银行涉及近９亿元，其他非银行金融
机构近３亿元）。该案属滥用职权、骗取
贷款、虚开增值税发票及行受贿等复合

型案，其侦破工作被评为上海市经侦系

统“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破案精品案例”

“金奖”。

■侦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７月，区
公安分局接多名群众信访称，中铁建业

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投资大型工程

建设项目为名对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受害人涉及社会各层面，大部分受害人

为投入半生积蓄的退休工人，遂立案侦

查。经查，自２０１５年起，犯罪嫌疑人纪
某某（男，３５岁，山东省青岛市人）所经
营的中铁建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利用边集资边还本付息手法，以国企投

资名义骗取公众信任，在全国先后开设

４６个分支机构，涉及全国１３个省３２个
市、县，非法募集资金达 １０２４亿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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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３４１３人。该案侦破工作被评为上
海市经侦系统“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破案

精品案例”“银奖”。

■侦破系列团伙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７月５日，区公安分局在宝山税务稽
查局受理大厅内，抓获前来购买作案用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吕某某（男，３９岁，河
北省张家口市人）。经查，吕某某伙同郝

某某（男，４１岁，河北省张家口市人）、何
某（男，３６岁，重庆市綦江县人）等人自
２０１５年起，控制上海致尼实业有限公
司、上海香卡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略佰实

业有限公司、上海尔州实业有限公司等

２２家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往来情况
下，以收取开票费方式为全国２０余个省
市数千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

案发票２万余份，价税合计２０亿余元，
税款超过３亿元。该案侦破工作被评为
上海市经侦系统“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破

案精品案例”“银奖”。

■侦破“８·１０”开设现场版百家乐赌场
案　８月１０日晚，区公安分局根据线索
在沪太路２７５１号尊木汇一期一别墅内
抓获涉嫌开设赌场的叶某某（男，５０岁，
江西省上饶市人）、童某某（女，３７岁，
江西省上饶市人）、丁某（男，２７岁，江西
省上饶市人）、张某某（男，４６岁，江西省
上饶市人）。通过深挖，又抓获涉嫌开设

赌场的翟某（男，４１岁，安徽省亳州市
人）、纪某某（男，５２岁，江苏省无锡市
人）等５人，以“无现场打击”方式成功
捣毁装修后准备开业的“现场版百家

乐”赌场。该案侦破工作被评为２０１７年
度“上海治安系统精品案例”十佳精品

案例之一。

■侦破“９·２０”绑架案　９月２０日１８
时许，宝山区松兰路９６９号“赵仲富口腔

诊所”发生绑架案。犯罪嫌疑人将被害

人挟持至某小区一楼空房内关押看管，

使用绳索、铁链将被害人捆绑控制，实施

殴打，并劫取现金人民币１６０００元、奥迪
轿车一辆，索要赎金１６万元。９月２２日
４时４０分，被害人在被挟持途经苏鲁交
界（山东界）收费站停车缴费时获解救。

９月２８日，区公安分局专案组在江苏无
锡将犯罪嫌疑人付某某（男，５０岁，山东
省苍山县人）抓获归案。

■侦破“１０·１”系列入民宅盗窃案　１０
月１日至６日国庆中秋双节期间，顾村
地区连续接报十余起入民宅盗窃案，区

公安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经

查，犯罪嫌疑人刘某某（男，２５岁，重庆
市巫溪县人）利用国庆假期，携带作案工

具进入居民小区实施盗窃 １６起，于 １０
月６日准备再次作案时被守候的民警当
场抓获。 （黄忠才）

表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公安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

单　位 地　址 电话 邮编 单　位 地　址 电话 邮编

宝山公安分局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经侦支队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治安支队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刑侦支队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出入境办 宝杨路６２８号 ２８９５００８５ ２０１９９９

交警支队 湄浦路３３１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人口办 铁通路５１６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消防支队 ?川路２１１９号 ３６５５８１１０ ２０１９０１

友谊路派出所 宝杨路６２８号 ５６６００８０８ ２０１９９９

通河新村派出所 通河路６８９号 ５６９９５８０８ ２００４３１

吴淞派出所 淞兴西路２０１号 ５６６７１０６９ ２００９４０

海滨新村派出所 同济支路５５号 ５６１７２６１５ ２００９４０

泗塘新村派出所 虎林路２３６号 ５６９９４１６６ ２００４３１

淞南派出所 淞良路１８８号 ５６１４０３９１ ２００４４３

高境派出所 新二路１０１号 ６６１８０１１０ ２００４３９

大华新村派出所 真大路３０３号 ６６３９００９２ ２００４３６

杨行派出所 杨泰路１９８号 ５６４９２０２２ ２０１９０１

宝钢治安派出所
牡丹江路向北到底（近宝钢一
号门）

５６６０２１１０ ２０１９００

庙行派出所 康宁路２２９９号 ５６４１６６１０ ２００４４３

罗泾派出所 陈川路２９９号 ５６８７１８０８ ２００９４９

大场派出所 上大路５００号 ６６１３４２７７ ２００４３６

祁连派出所 锦秋路１２３８号 ５６１３１１１０ ２００４４４

双城派出所 淞宝路１１０１号 ５６１６７１１０ ２００９４０

顾村派出所 电台南路２号 ５６０４２２８４ ２０１９０６

刘行派出所 沪太路５２００号 ５６０２２００３ ２０１９０７

宝杨派出所 铁通路５１８号 ５６１００２３１ ２０１９００

罗店派出所 罗太路２３２号 ５６８６４１１０ ２０１９０８

罗南派出所 南东路１０７号 ５６０１０１０８ ２０１９０８

月浦派出所 月罗路１６８号 ５６６４６４８２ ２００９４１

月新派出所 塔虹路１６６号 ５６９２０１１０ ２００９４１

盛桥派出所 塔源路２８８弄１号 ６６０３２１１０ ２００９４２

水上治安派出所 淞浦路６５０号 ５６６７５５７７ ２００９４０

吴淞码头治安派
出所

淞宝路５０９号 ５６５８５１０１ ２００９４０

区看守所 月罗路２１０１号 ６６８６０２１９ ２０１９０８

区拘留所 月罗路２１０１号 ６６８６０６０５ ２０１９０８

洋桥检查站 沪太路９９１２号 ５６８７０８６３ ２００９４９

宝山区保安公司 泰和路２３９弄６、７号 ５６５８２０５９
（经理室）

２００９４０

宝江保安公司 宝钢十村２３号 ６６７８９１００
（经理室）

２０１９００

（黄忠才）

２９２

法　治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日，区检察院新入额检察官及优秀检察官代表举行宣誓仪式 摄影／程　玲

检察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人民检察院履行各
项检察职能，强化法律监督，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为宝山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滨江新城区提供检

察保障。全年受理提请批准逮捕案件

１９５１件２７６０人，分别比上年上升７２％
和６８％；经审查依法批准逮捕１７５０件
２５２４人，分别下降２５％、增加２％。受
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 ２５９０件 ３８４５人，
分别下降０７％和００３％；经审查依法
提起公诉 ２２６１件 ３２７６人，均下降
３３％。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案件 １５
件２２人，其中 ２０万元以上大案 ６件 ７
人（１００万元以上４件５人，１０００万元以
上１件２人），查办处级领导干部要案２
件２人。立案侦查渎职案件２件４人，
同步介入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调查３４起。
开展职务犯罪预防调查，制发书面检察

建议及廉政风险预警预测报告８份。全
年不批准逮捕３４８人，不起诉５６人；对
应当逮捕而未提请逮捕、应当起诉而未

移送起诉的，纠正侦查机关漏捕１０３人、
漏诉６９人；监督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不
立案１４件、不应当立案而立案１件；建
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线索 ４４
件５２人，公安机关均立案侦查。受理监
狱移送减刑４７７件、假释８２件、暂予监
外执行２件，经审查提出不符合刑罚变
更执行条件的检察意见１３７件，开展减
刑、假释庭审活动监督５１次。依申请、
依职权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１９２人，其
中向办案机关建议变更强制措施８４人，
采纳８２人。受理群众举报、控告、申诉
等来信２３９件，接访４３４批１１４８人。年
内，区检察院被评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第
九届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先进检察院、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７个部门、
５１人次分别受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
区委等表彰奖励，其中刘礼臖获第十四

届“上海市青年岗位能手”称号，陈嘉骏

获“上海市检察机关第七届反贪优秀侦

查员”称号，谷晓丽获第三届宝山区“平

安英雄”称号。上海市检察机关２０１６年
重点研究课题《轻刑案件非羁押诉讼的

实证研究》（课题负责人贺卫）获一

等奖。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查办国家公职
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在行政执法领域查

办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案件５件７人，

在扶贫、动拆迁等领域查办发生在群众

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贪污贿赂案件 ４
件５人。办理区农委原副主任兼农机服
务中心主任等人私分国有资产案，以及

五矿上海浦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

经理兼财务总监魏某某涉嫌受贿 １０００
余万元案。加强对职务犯罪原因、动态

和趋势研判，形成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

年度报告，为政府治理和企业管理建言

献策，并在区政府常务（扩大）会上做专

题汇报。结合查案，围绕教育、通信、消

防等重点领域开展预防调查，制发书面

检察建议及廉政风险预警预测报告 ８
份，促进被建议单位建立健全各项规章

制度１５项。加强对非公经济企业的服
务，在月浦工业园区建立区内首家企业

家法律服务站，通过分析典型案例、解读

相关法律等方式，为辖区内非公企业经

营提供司法保障。重视职务犯罪预防工

作经验做法的总结，并通过《检察长在

线》广播直播形式向社会进行宣传报道。

加大职务犯罪预防教育宣传力度，与区

邮政部门合作开通“预防职务犯罪邮

路”，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举办廉政讲

座２６次。

■履行刑事检察职能　 严厉打击涉众
型金融犯罪，共办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件１２件，涉及金额９５亿元，涉及投
资人６５００余人。打击危害食药品安全
犯罪，办理１１件私人诊所非法销售假药

案。打击“套路贷”新型案件，办理专门

以未成年人为“套路贷”诈骗对象的瞿

某某等人诈骗案。根据案件受理过程中

反映的突出问题，建议公安机关针对买

卖居民身份证、“游戏机、晃晃麻将”类

开设赌场等治安问题，开展专项打击。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全年共

建议法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２２０
件，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被害人均未要

求抗诉。对初犯、偶犯、未成年人、老年

人犯罪等依法慎捕慎诉，相对不捕 １６１
人，相对不诉１９人。综合运用检察长、
中层干部接待以及承办人直接接待等形

式，做好涉案金额２５亿余元、来访投资
人２００余名的施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的信访矛盾化解工作。深化刑事案

件被害人司法救助工作，对９名因犯罪
侵害导致经济困难的被害人实施救助。

■开展法律监督　 坚持把严格执法和
公正司法作为监督重点，监督侦查机关

应当立案而不立案１４件、不应当立案而
立案１件。在日常工作联系中发现１起
父母遗弃男童的犯罪线索，立即建议公

安机关以遗弃罪对被害人监护人立案侦

查，同时向上海市临时看护中心发出提

起撤销被害人父母监护权的民事诉讼检

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严把

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对应当逮

捕而未提请逮捕、应当起诉而未移送起

诉的，纠正侦查机关漏捕１０３人、漏诉６９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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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追诉的被告人中最高刑期为有期

徒刑１３年。开展“两法衔接”（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建议行政执法

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线索４４件５２人，公
安机关均立案侦查。加强民事审判和民

事行政诉讼监督，依法提出抗诉４件１４
人，获上级院支抗２件２人，提出审监抗
１件１人；向公安机关、法院制发纠正违
法（审理）通知书４０份，制发一类问题通
报３份，收到回复４０份；向浦东、宝山等
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７份，收到回复５
份。受理刑事申诉案件５件，立案复查４
件。受理审查民事行政申诉案件２２件，
提请上级院抗诉 ６件，４件获上级院支
持，其中１件经再审改变原判决。立足
检察机关公共利益代表定位，制定《关于

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内部协作配合的规

定》，结合宝山区域特点，在环境污染、食

品安全等领域排摸评估公益诉讼案件线

索７件，开展初查５件。深化刑事执行
检察和监管活动监督，抓好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的同步监督，针对实施《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率先探索实践，形

成《刑罚变更执行案件办案要诀》。在

看守所检察工作中，共查纠２４起律师在
会见在押人员过程中通风报信、传递违

禁品、携带使用通讯工具等违法违规行

为，并向司法部门制发《纠正违法通知

书》。完善基层刑事执法监督，坚持对区

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和社区矫正活动监

督的全覆盖，在建有杨行、罗店检察室基

础上，年内增设大场检察室。全年共深

入派出所巡检３１７次，发现并移送立案
监督线索 ６３件，公安机关立案 ４２件。
针对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中存在的

问题，制发检察建议、书面情况通报３７
份。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日常管理和教

育矫正的监督，新建监外执行人员档案

７５２人，参与期始宣告２８５次，期满宣告
３０次，约见监外执行人员谈话１４１人次。
针对罪犯在监外执行期间仍担任原企业

法人代表的情况，制发检察建议１５份。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在基本完成人
员分类改革基础上，按照全面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要求，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推

动司法人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发

展。开展检察官入额遴选工作，年内实

现４名检察员确认入额，６名检察官助
理通过全市统一遴选入额，２名检察官
助理跨院遴选至其他院，２名检察官助
理从其他院跨院遴选至区院。开展双聘

工作，实行“院党组聘部门负责人，部门

负责人聘检察官，检察官聘检察官助理”

的分层聘任模式，并按照主要业务部门

员额检察官与检察官助理１∶１比例确定
部门人员数，引导二线业务部门检察官

向一线办案部门有序流动。制定并严格

执行《检察官直接办案若干规定（试

行）》，发挥领导干部办案示范作用，全

年院科长共办理案件 １５３３件。检察长
集中办理６起运用远程视频讯问的批捕
案件及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带动干警

更多运用远程视频讯问提高办案效率，

全年使用远程视频讯问犯罪嫌疑人

１３７８人。分管检察长办理全市首批“套
路贷”案件，带领公诉团队出庭支持公

诉。制定《内设机构绩效考核办法（试

行）》和《检察人员绩效考核办法（试

行）》，综合“基层院整体考核、部门业务

工作成效、部门所属类别、检察官个人业

绩”实际情况，将全院各部门和检察官、

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全部纳入

考核体系。制作２０版《检察官岗位说
明书》，列明每个检察官岗位的执法办案

数量、质量、规范和效果要求，使考核依

据更加科学，初步构建起全面科学评价

各部门和检察官工作业绩的“两纵两

横”（基层院整体考核、部门业务工作成

效、部门所属类别、检察官个人业绩）考

核体系。加强案件流程监控，开展案件

评查，全年共评查各类案件７５５件。

■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贯彻“教育、
感化、挽救”方针，轻罪记录封存３９人，不
起诉记录封存２８人；帮助６９名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及未成年被害人申请法律援助，

对３１名附条件不起诉、相对不起诉的未
成年人启动不起诉后观护帮教。完善未

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中心建设，深化与专

业心理咨询机构合作，加强对涉罪未成年

人和未成年被害人的观护帮教和心理辅

导工作。加强与社会力量联系互动，与友

谊路街道“红帆港”党群指导站及上海远

周青少年发展指导中心合作，共同搭建涉

罪未成年人考察帮教平台。

■开展“护航青春”禁毒法制宣传巡展
月活动　 ６月，以“远离毒品、珍爱生
命”为主题，与区法院少年庭联合开展

“护航青春”未成年人禁毒法制宣传巡

展月活动，先后在宝山实验学校、宝山体

育中心、友谊路街道举办宣传展，观展人

数达４０００余人。 （周　宇）

审判
■概况　区法院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３６３０８件，审结３６０６５件，比上年分别上
升１７０７％和 １７１５％；诉讼标的金额
１３４４亿元，上升７７３１％。强化审判管
理监督，修订《关于加强大额标的民、商

事案件诉讼管理的若干规定》，加大对长

期未结案件清理力度。做好信息调研工

作，１篇关于案件繁简分流的课题被市
高院评为上海法院优秀重点调研课题，２
篇课题被评为上海法院优秀报批调研课

题，该３篇调研课题成果均获优秀奖。３
篇学术论文分别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

二、三等奖，２篇案例入选《中国法院
２０１７年度案例》，１件打击“套路贷”刑
事案例入选“２０１７上海法院十大典型案
例”，２件案例入选上海法院百例精品
案。年内共编发简报１９９期，被高院采
用３７期，报送每日情况２０３条，编发要
情专报 １０期，１篇简报被最高院采用。
加强司法建议工作，发送司法建议 ２５
份，审判白皮书２份，其中关于保险公司
在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消极应诉问

题的司法建议，推动被建议公司与全市

多家法院联合设立诉调对接点，获评上

海法院优秀司法建议。健全警务保障，

提押刑事被告人３８８６人次，参与民事开
庭２５次，参与强制执行７６次，安全检查
１３１２０１人次，包检１３５３７４次，处置各类
群访、闹访等突发事件，出动警力８０５人
次，送达各类法律文书 １１３２份。年内，
区法院连续１２届获市级文明单位称号，
民三庭获上海法院集体一等功并被评为

上海法院青年文明号，执行局获上海法

院破解“执行难”专项治理集体一等功，

吴广芬法官被评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先进个人”，汤宇军法官被评为第三

届“宝山区平安英雄”，谢斌法官被评为

“宝山好人”之“平安建设好人”。加强

法院文化建设，开展院长荐书，设立庭长

书架，深化“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法治信

仰”全员读书活动，开展老照片、老物件

等历史性资料和物品征集活动，丰富院

史馆内容。开展司法改革视野下完善法

官岗位风险防控模型研究工作，健全法

官廉政风险预防机制。

■刑事审判　全年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２２７５件，审结 ２２７５件，比上年均下降
２９９％。依法对 ３２５４名刑事被告人做
出有罪判决，下降０３４％。受理案件中，
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件 ２５６件，下降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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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７％，其中危险驾驶罪案件和交通肇
事罪案件分别为１９３件和４７件，分别下
降２１２２％和９６２％。共受理侵犯公民
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案件１９３件，上升
９０３％。其中：故意杀人罪案件１件，下
降５０％；故意伤害罪案件 １２６件，上升
１３５１％；猥亵儿童罪案件 ６件，与上年
持平；非法拘禁罪案件 １４件，下降
２６３２％。共受理侵犯财产罪案件 ５６４
件，上升０１８％。其中：盗窃罪案件４２３
件，上升８１８％；抢劫罪案件２７件，下降
２２８６％；诈 骗 罪 案 件 ７７件，上 升
１６６７％；抢夺罪案件６件，上升２０％；挪
用资金罪案件２件，下降５０％。共受理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案件９３１件，收案
上升 ５３１％。其中：寻衅滋事罪案件
２１７件，上升 ４８３％；走私、贩卖、运输、
制造毒品罪案件１７１件，上升１０３２％。
共受理贪污、贿赂罪案件１３件，与上年
持平。共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９３件，下降１０６％。共审结一审刑事案
件２２７５件，下降２９９％，其中判决２２７０
件。在２２７５件审理结案的案件中，当庭
结案１７８１件，当庭裁判率为７８２９％；适
用简易程序审结１８９３件，简易程序适用
率８０７２％。共审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案件 １１５件，结案标的金额 ５８１１９万
元。依法审结澳大利亚皇冠度假酒店集

团执行总经理等 １９名被告人赌博案。
依法开展打击“套路贷”犯罪专项行动，

被告人瞿某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１３年，并处罚金２６万元。严厉打击类金
融企业非法集资犯罪，共审理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犯罪案件１２件，犯罪金额５５
亿元，涉及投资人５３９０人。妥善审理涉
案金额２５亿元的施某某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案等社会重大敏感案件。开展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强化被告人权利告

知、律师值班、审前社会调查等机制建

设，共适用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审结案件１９０件，其中适用认罪认罚速
裁程序审结１５９件，占８３６８％，８９４７％
的适用认罪认罚速裁程序的案件均在十

日内审结。至年底，尚未审结案件 ５５
件，与上年持平。

■民事审判　全年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含商事案件）２２９０３件，审结２２８４５件，
比上年分别上升 １８６５％和 １９８５％。
受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２３６９件，下降
２９１％。其中：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件１０８件、抚养扶养关系纠纷案件 ８４
件、抚育费纠纷案件６７件、赡养纠纷案

件１９件，分别上升８％、２０％、３１３７％和
２６６７％；离婚纠纷案件６５件、探视子女
权纠纷案件１１件、分家析产纠纷案件９６
件、遗嘱继承纠纷案件６５件、法定继承
纠纷案件 １４４１件，分别下降 ３８１％、
４５％、２６７２％、１６６７％和１９１％。受理
合同纠纷案件１６５０９件，上升２６４７％。
其中：买卖合同纠纷案件２１１１件、房地
产合同纠纷案件１９１件、借款合同纠纷
案件２８３４件、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
２８４件、租赁合同纠纷案件８９０件、承揽
合同纠纷案件２３０件、服务合同纠纷案
件３６５１件，分别上升 ４９７％、９２９３％、
３５８６％、８２０５％、５１１％、５８６２％ 和
１８０８％；劳动争议合同纠纷案件和电信
合同纠纷案件分别为５８９件和１５２４件，
分别下降 ７６８％和 ２１１６％。受理权
属、侵 权 纠 纷 案 件 ４２０４件，上 升
１０３７％。其中：财产权属纠纷案件１６９
件、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２３８件、相邻
关系纠纷案件 ７６件、股东权纠纷案件
１１４件、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２３９７件、
特殊侵权纠纷案件１１０件、不当得利纠
纷案 件 ８０件，分 别 上 升 ４９７％、
４０８３％、１６９２％、１７５３％、１４４％、
６９２３％和６０％；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为
１２件，下降２０％。受理案件中，包含申
请公示催告、申请支付令、诉前财产保

全、认定行为能力、指定监护人、撤销监

护人资格、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等适用特

别程序案件３４２件，下降１３３１％。审结
各类民事案件２２９０３件，适用简易程序
审结 １９８２６件，简易程序适用率为
８７５２％。民 商 事 案 件 调 解 撤 诉 率
５５６１％，平均审理天数７４１０天／每件。
依法审理涉“互联网 ＋”等经济发展新
业态下的各类新类型案件。推进执行案

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受理“执转破”案

件２件，服务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依法妥善审理历史形成的产权纠纷、涉

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相关纠纷

等涉及产权保护的各类案件。审结首批

解除“廉租房”租赁合同纠纷，维护民生

保障性质住房管理秩序。推进涉东方国

贸５００余件群体性案件审理。妥善审结
涉轨道交通 １５号、１８号线规划用地系
列租赁合同纠纷。至年底，尚未审结

２２４３件。

■行政审判　全年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３００件，比上年上升 ５９５７％。其中：公
安类８４件、城建类６９件、工商类２３件、
环保类７件、劳动和社会保障类２７件，

分别上升 ６４７１％、９７１４％、１５５５６％、
６００％和８０％；税务类案件 １件，减少 １
件。审结各类行政案件 ３０１件，上升
５８４２％，其中结案方式为判决 １２０件、
不予立案４２件、驳回起诉４７件、准予撤
诉９０件、按撤诉处理２件。审查并执结
行政非诉执行案件３１９件。行政诉讼案
件简易程序适用率 ４０％，调解撤诉率
３５％。推进行政首长出庭应诉，通过发
送出庭应诉通知书和“１２３６８”短信通知
等方式，促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常态

化。深化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通过专

题授课、旁听庭审等方式，促进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至年底，尚未审结１０件。

■执行工作　全年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１０３４９件，比上年上升 １６７７％，其中除
初执案件外，恢复执行案件７２５件，执行
异议案件 １７９件，执行保全案件 ２０６５
件。申请执行标的总金额 ３９６７亿元。
初执案件中，刑事类案件 １２１件，下降
３２７８％；民事类案件 ６０９２件，上升
７５８％；行政类案件２件，下降７７７８％；
行政非诉类案件１９９件，上升４７４１％；
劳动仲裁类案件８９３件，上升７５９％；公
证债权文书类案件７２件，下降２４２１％。
连同上年存案共执结 １０１６３件，上升
１４５３％，执行到位金额 ２４３６亿元，其
中执行完毕５３４７件、驳回申请１８件、不
予执行４件、终结执行２３件、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１７３８件。开展专项行动，在全
市法院执行会战１００天行动期间，集中
开展涉民生案件、涉场地迁让类案件、金

融案件、涉军停偿案件专项执行活动，发

布《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度涉房屋、场地迁让
类案件执行白皮书》，召开破解“执行

难”工作会议，全面推进执行工作。加大

执行力度，对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

１１７名、限制出境 ２４名、限制高消费
１８５０名、向社会公布失信被执行人２１６５
名，通过上海电视台《庭审纪实》曝光１４
名“老赖”。严厉打击拒执犯罪，３名被
执行人被判处拒执罪，３名被执行人因
涉嫌拒执犯罪被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严格规范执行行为，以制度管理促

规范执行，减少执行信访，共收到并办理

执行信访件６６件，下降３４％。开展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案件质量自查活动，对

１０００余件案件进行自查。加强执行裁
判工作，推进完善执行裁判工作规范化

建设，统一裁判尺度，共受理执行异议案

件１７９件，审结 １８３件，为推进裁执分
离、继续深化执行体制改革打牢基础。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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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底，尚存各类执行案件 ９５９件，上
升３１３７％。

■少年审判　受理未成年人刑事和民
事案件 ２３９件，审结 ２３９件，均比上年
上升９１３％。深化未成年人刑事审判
工作，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决定性作

用，保障未成年被告人权利。推进未成

年人民事审判工作，贯彻“调解为先，亲

和审判”理念，引导双方当事人重视未

成年人诉求，提高案件审判效果。预防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深化“护航青春”品

牌建设，与区内部分学校签约共建，推

进“百场主题班会”法制课堂教育活动。

举行公众开放日活动，构建预防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的“社会一条龙”联动工作

机制。多种途径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以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主题，开展未

成年人禁毒教育巡展活动。通过上海

新闻广播电台“法院院长在线”栏目，宣

传该区法院开展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

护工作情况。在第六届“春天的蒲公

英———小法官网上行”２０１７年上海市
少年模拟法庭进校园进社区展评活动

中，指导大场中学参演的作品《被怨气

推入深渊》获一等奖，院少年庭郭蕾法

官获优秀指导奖。

■司法服务大局　服务区域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共审判和执行各类涉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案件１１３件。制定“关于司
法服务保障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的若干意见”，主动走访有关行政执法

部门，探索建立长效沟通机制和案件

“裁执分离”执行方式。在罗店镇和区

农委等单位配合下，依法执结宝罗奶牛

场非诉执行案件。在区重大办、顾村镇

等单位支持下，对顾村公园地铁商业广

场内五户被执行人实施强制迁离，保障

重大工程顺利推进。保障涉军全面停

偿工作开展，共受理涉军停偿诉讼案件

４２件，执行案件１５件，案件全部在上级
要求的时间节点内按期办结。完善涉

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共办理来信来访

２５３８件。强化法院内部联合接访机制，
拓宽院外协同稳控机制，引入特邀监督

员信访接待，共同化解信访矛盾。加强

信访老案化解工作，顺利化解长达 １５
年的朱某、金某信访老案，得到市高院

领导肯定。

■司法为民工作　推进诉讼服务中心
“升级版”建设，推进网络司法拍卖工

作，做到过程公开可视，有痕可查。自

２０１７年４月起，共发布网络拍卖信息
９３件，其中拍卖程序结束 ６９件，成交
５３件，成交率 ５６９９％，实现司法公开
最大化与诉讼资产价值最大化“双赢”。

共接听处理“１２３６８”诉讼服务平台来电
８５６７件次，为群众参讼办事提供便利。
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对经济确有困难的

当事人缓、减、免交诉讼费１７９６万元。
做好律师网络平台服务，通过互联网实

现网上立案 ２８７４件，网上立案成功率
９２６９％。完善律师参与涉诉信访矛盾
化解和代理案件工作，扩大接待律师范

围，建立律师接待人才库，与区法律援

助中心联合设立工作站，在区法院建立

律师常驻咨询窗口，为当事人提供法律

服务。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强

化诉调对接工作流程管理，诉调对接中

心共受理案件１２６８４件，调解成功５０２４
件，调解成功率３９６％。与区总工会共
同签署《关于加强劳动争议纠纷化解

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的会议纪要》及

实施意见，完善劳动争议纠纷预防化解

协作机制。选派青年法官到联系点接

待群众咨询，参与矛盾化解。推进司法

公开长效机制建设，推进审判流程公

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

平台建设，在中国法院网、新民网进行

庭审视频和图文直播 ６７次，公开上网
裁判文书 ９０１６篇，判决书附录法律条
文１０２４８篇。加强新媒体建设，升级官
方微信公众号，构建微博、微信两位一

体司法公开新路径，官方微博、微信发

布信息 ２５１２条，凝聚粉丝 １１万余人，
在上海法院微信公众号“浦江天平”上

发表文章 ３６篇。在人民法院报、上海
法治报等报刊上发表报道 ４６篇，被各
电视台采用电视专题片、新闻报道 ３７
次。加强人民陪审员工作，人民陪审员

参与陪审案件 ３３１７件，一审普通程序
陪审率 ９７５３％。推进“数据法院、智
慧法院”建设，开展电子卷宗随案同步

生成工作试点，共扫描各类案件 ３６８８
件，打牢全流程网上办案基础。加强信

息化基础建设，完成 ６６个高清法庭改
造和２个互联网直播法庭建设，建成集
审判管理中心、执行指挥中心和警务指

挥中心于一体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推进司法改革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
制，完善审判管理监督机制，修订《关于

加强院、庭长审判管理监督职责的若干

规定》，适时对特定案件开展监督，规范

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完善审委会讨论制

度，加强对重大敏感案件的监督。完善

人员分类管理，完成第三批法官入额遴

选和首批从法官助理中遴选法官工作。

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全年院庭长共办

理案件 ８１０７件，比上年增长 ５９７４％，
占全院案件总数的２２４８％。优化人员
结构，均衡不同审判、执行工作岗位法

官工作量，逐步完善审判团队人员配

置。研究制定《绩效考核实施方案》，健

全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官业绩考核

评价机制。集中开展“履职保障在路

上”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组织成立法官

合法权益保障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深

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

１０９名未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通过法律
援助中心指定辩护人。完善繁简分流

机制建设，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简易

程 序 适 用 率 分 别 达 到 ８３３６％ 和
８７５２％，刑事案件的当庭裁判率达到
８０１９％。 （曹　丹）

司法行政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司法局把防控风
险、服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放在

更加突出位置，以司法行政改革为契机，

推进司法行政各项工作任务全面开展。

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效能，加快普惠化规

范化建设。规范社区矫正中心建设，提

升执法管理水平。聚焦平安建设，开展

矛盾纠纷专项排查活动，推进司法所标

准化建设。注重法治建设，弘扬法治文

化，开展“七五”普法工作，推进普法依

法治理工作。坚持从严管理，规范公证

律师职业行为。服务民生，拓展法律服

务与法律援助覆盖面，完善公共法律服

务平台。年内，宝山区人民调解协会被

评为２０１６年度全国人民调解宣传工作
先进单位，高境司法所被评为市司法行

政工作标兵集体，区司法局政治处等 ８
个部门被评为市司法行政工作先进集

体。宝山公证处和上海利歌律师事务所

被评为第十八届上海市文明单位。马敏

华等１１人被评为上海市司法行政工作
先进个人，赵文轶、郭书香、龚嘉春３人
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度市“平安卫士·和谐使
者—优秀社区矫正工作者”。调解员朱

志仁、律师谭春明被评为第三届宝山区

平安英雄，律师柴小雪被评为第二届宝

山平安建设好人。

■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覆
盖线上、线中、线下宝山“１＋１２＋Ｎ”（区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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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１２个街镇公共法
律服务站＋全区所有村居的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室）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实体运

行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明确区层面公

共法律服务平台的角色定位和发展方

向，落实专职人员，完成设施改造，完善

工作方案，优化窗口职能。组建区法律

援助骨干律师团，建立健全区职工法律

援助服务对接机制，开展各类主题法律

服务活动。推进司法所标准化建设，高

境、吴淞、罗店３家司法所通过市司法局
验收。在全区各村居推广“一村居一法

律顾问”项目，各村居委实现法律顾问

１００％全覆盖。完善线上法律服务律师
志愿团每月值班工作机制，组建区线上

人民调解员志愿团和公证服务志愿团，

筹备“１２３４８”宝山法网、手机 ＡＰＰ、宝山
掌上“１２３４８”微信公众服务号等线上平
台建设，初步形成线上平台建设总体框

架。推动司法行政专网和视频系统项目

落地。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东林路宝山区法治文化长廊 摄影／陈　攀■推进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　对社区服
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开展排查管控工

作，实现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

应控尽控。全面启动选派民警集中执法

并完善内部管理，建立以社区矫正中心

为核心的集中执法模式。完成教育课件

库和案例库建设，共新收矫正教育课件

３０个、案例１２个。完成“三库”（讲师、
课件、案例）建设评比工作。落实初期矫

正分段教育工作，实现定人、定时、定课

规范运作。推进并完成 “社区矫正心理

测评”“社区矫正人员风险评估”“心理

工作室”三大工作项目，开展恢复性司法

实践，提升两类人员回归社会能力。年

内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１５７９人，在册
社区服刑人员７５１人，累计开展集中教
育１１２４８人次、个别教育２１８４３人次，组
织社区服务２６０９０人次，开展社会调查
１２８５人次。全区五年期刑释解教人员
２２９４人，安 置 就 业 率 ９９％，帮 教
率９８７８％。

■加强人民调解　开展矛盾纠纷专项排
查活动，及时掌握纠纷隐患和重点矛盾。

整合调解资源，提供“一站式”纠纷解决

服务，推动区专业人民调解中心由筹备

阶段转入实体运作阶段。强化调解组织

与联动机制建设，２２个驻公安派出所调
解工作室实现全覆盖。在全区推行消费

争议委托人民调解工作，提升区“五位一

体”（人民调解、法治宣传、法律援助、保

险咨询、诉讼指引）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纠

纷化解工作品牌。规范医患纠纷人民调

解工作规程，以第三方身份委托司法鉴

定，平息医患纠纷集访事件。参加司法

部“我的调解故事”主题征集活动，选送

两篇案例分别获三等奖和优秀奖。区各

级人民调解组织全年共受理各类矛盾纠

纷１２１４５件，调解成功１２０１４件，调解成
功率９８９２％。各村居委一线调解员直
接化解矛盾纠纷７７９５件，司法所参与地
区重大矛盾纠纷１１３件。区人民调解员
刘振荣和魏刚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

员”称号。

■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印发《２０１７年宝
山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成立区

“七五”普法讲师团，组织区法宣领导小

组各成员单位制定“七五”普法工作规

划和年度法宣教育工作计划，推进“谁执

法谁普法”工作。拟定《党政主要负责

人推进法治建设责任书》，协同制定下发

《宝山区进一步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

用法工作的实施意见》。举办首届“崇

尚法治 建设美好宝山”法治主题论坛。

做好宝山区法治创建重点项目申报和

“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试点建设工

作，其中“宝山区税务局首推基层法制员

岗，推进基层税务机关税收执法规范化”

项目，获上海市十大依法行政示范项目，

罗店镇北金村被推荐为第七批“全国民

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打造融“空间、

作品、传媒、活动”四位一体的法治文化

阵地，建立１１个法治线下文化阵地，编
制市民修身读本《法治百宝箱之法眼看

怪》，在区内１０地开展“传承中华文脉，
弘扬法治文化”科普周法治文化巡回展

览。组织开展以“五违四必”（违法用

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和违

法居住，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建筑

必须拆除，脏乱差现象必须改变，违法

经营必须取缔）环境整治、民法总则、

“两条例一办法”（《上海市街道办事处

条例》《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办法》）等为主要内容的

法宣教育活动。针对重点对象开展多

层次多领域普法，聚焦青少年普法，依

托地铁７号线法治列车和“宝山法宣”
微信公众号，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线上线

下法治宣传教育及微信法律知识有奖

竞答活动。“法护青春 放飞梦想 青少

年暑期法治宣传活动”获宝山区优秀暑

期活动项目。围绕“维护宪法权威 建

设法治宝山 共创美好生活”主题，开展

第４个国家宪法日暨上海市宝山区第
２９届宪法宣传周活动。年内共开展各
类法律咨询１１６９场，法治讲座９６６场，
普法人数 １４１９００余人次，法治实践活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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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１０７１次。“宝山法宣”微信公众号平
台发 帖 数 １６２条，关 注 人 数 ２８４００
余人。

■严格公证律师管理　推进规范公证执
业行为专项治理，通过自查、互查、核查、

排查，杜绝出现错证、假证。召开全体公

证员大会１２次，检查卷宗８０００余册，梳
理修订公证处内部规章制度 １０余个。
以严防金融活动业务风险为导向，开展

全区律师办理集资融资类业务专项行政

检查。指导１１家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开
展工作，成功申报两家律所支部为市司

法局区级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示范点，确

定两家律所支部为区律师行业党建工作

示范点。对标 ２０１７年度案件评查工作
标准，持续约束公证律师规范执业。年

内，宝山公证处共受理公证业务 １７９７５
件，业务创收３２２６万元。宝山区律师共
代理各类案件 ４７３０件，比上年增长
５４％；业 务 总 收 入 １３９３３万 元，上
升１５１％。

■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到高境司法所
调研　５月２５日，司法部党组成员、副
部长刘振宇到宝山区高境司法所，对基

层司法行政工作进行调研。刘振宇一

行实地查看高境司法所公共法律服务

窗口，听取司法所标准化建设、法治宣

传、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等基层司法行

政工作情况汇报，了解工作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重点询问高境镇基层人民调

解员队伍现状、人员选聘及日常管理机

制、大调解工作机制、调解纠纷类型和

专业性人民调解等情况，听取基层司法

所工作人员及人民调解员的意见与

建议。

■举办司法行政业务培训　５月２６日～
２７日，区司法局组织司法行政系统中
层以上干部业务培训，各街镇政法书

记、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共 ２４人参加培
训。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作

开班动员，市司法局基层工作处处长

商忠强讲解市司法所标准化建设思

路，并解析人民调解工作中的常见问

题。与会人员实地参观崇明区中兴镇

司法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并进行学

习交流。

■召开法治专题讲座暨普法依法治理
工作会议　７月６日，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７
年法治专题讲座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会议，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冰出席会议，副区

长陈云彬主持会议，中国政治学会副会

长、上海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

桑玉成作依法治国专题讲座。区依法

治区领导小组和区法治宣传教育领导

小组成员、各街镇（园区）签订处级单位

“党 政 主 要 负 责 人 推 进 法 治 建 设

责任书”。

■化解区首例消费争议委托人民调解
纠纷　８月，高境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成
功化解区首例消费争议委托人民调解

纠纷。根据当事人自愿申请及受高境

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委托，高境镇人民调

解委员会对一起餐饮消费纠纷进行开

庭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签

订人民调解协议书。

■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活动　７月 ～９
月，区法宣办以地铁７号线法治专列为
平台，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法护青春 放

飞梦想”青少年法治宣传活动。列车车

厢内放置四格漫画与宣传文字，微信公

众号“宝山法宣”上的青少年法律知识

微信竞答活动同步启动，共吸引３万余
人参加线上法治竞答活动。

■开展第二十九届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
　１２月４日 ～１０日，区司法局、区法宣
办以“维护宪法权威 建设法治宝山　共
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组织开展宝山区

第二十九届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各

街镇、委办局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宪 法 宣 传 活 动，营 造 浓 厚 的 法

治氛围。

■举办首届“崇尚法治 建设美好宝山”
法治主题论坛　１２月７日，区首届“崇
尚法治 建设美好宝山”法治主题论坛

举行。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区税务分

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消防支队防火处及罗店镇政

府等６家单位现场分享“谁执法谁普
法”工作中的法治经验与成果，探讨新

形势下法治建设的机遇与挑战。上海

市司法局副巡视员张，区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杜松全等领导出席论坛并

讲话。 （陈　攀）

表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各司法服务窗口

单　位 地　址 服务电话 监督电话 单　位 地　址 服务电话 监督电话

大场司法所 大华路１４６９号 ５６５０７６７４

顾村司法所 电台南路４５号３０６室 ６６０４２０６８

庙行司法所 长江西路２６９９号 ６６９８８７９０

高境司法所 殷高西路１１１号 ６６１８５０５９

杨行司法所 水产路２６９９号 ５６８０１９５４

淞南司法所 淞南路３１２号 ６６１５１５８３

３６０７１０７７

月浦司法所 ?川路５５０１号二楼 ５６６４９５５６

罗店司法所 市一路２５９号 ６６８６２１９５

罗泾司法所 飞达路８５号 ６６８７６８０５

友谊路司法所 友谊路１９７弄１２号 ６６７９１３０８

３６０７１０７７

表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法律服务所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庙行镇法律服务所 三泉路１３４８号 ５６４０５４７３

８９２

法　治



表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律师事务所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上海市致真律师事务所 友谊支路１７３弄１号４楼 ５６６９１００８

上海市银星律师事务所 淞宝路１５５弄１号 ５６６０１０４０

上海昊坤律师事务所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５楼 ３６０１１１８６

上海市诚建成律师事务所 同济路１３１号６０１、６０３、６１０室 ５１６７１９２２

上海市瑞和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１１０号 ５６６０８１９０

上海市江南律师事务所 友谊支路１８１号３楼 ５６６９３８６１

上海市东海律师事务所 友谊支路２２５号 ５６６０２１７３

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 逸仙路５０１号 ６６７９６０９７

上海市天云律师事务所 泰和路２４５号 ６５２２１７２２

上海市沪北律师事务所 友谊支路２２５号 ５６６０１６２６

上海范仲兴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３１６－２号 ５６６９０８０２

上海孙正杰律师事务所 真华路１１１６号 ６６３５４３１９

上海利歌律师事务所
牡丹江路 １２１１号安信商业广场
５０９室 ５６１１４６２１

上海政明律师事务所 永清路８９９号６０２室 ５６１１９９９３

上海沪港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４３弄２号３０２室 ５６６９２８６８

上海钱翊梁律师事务所 盘古路３８８弄３号楼２０５室 ６６７９６０７６

上海忠恳律师事务所 淞南路４８９号１００１室 ６６１５９００１

上海亚冠律师事务所 长临路９１３号９２２室 ５６４３９０３１

上海华公达律师事务所 淞南路４７９号 ６３８４０７０８

上海许正勇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１５８８弄３号４０４室 ５６７３２０３１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上
海分所

漠河路６００弄东鼎国际大厦２３层 ２０２８２６１８

上海宝江律师事务所 宝杨路１８００号 ５６１１８６３２

上海浩锦律师事务所 共和新路５０００弄６号１５０５室 ６６９８７２９９

上海海彻律师事务所 顾北路８８弄 ３８８２１２５５

上海瑞盛律师事务所 宝杨路２０００号 ６０２７３００１

上海翰浩律师事务所 宝杨路２０３３号１０楼 ３３７９１９２０

上海永盈律师事务所
牡丹江路 １２１１号安信广场 Ｄ座
８１０号 ５６７８００７

上海银萌律师事务所 淞南路４５９弄２０号６１４室 ３６１４００７０

上海叶诚律师事务所 牡丹江路１２１１号１９０２室 ６０７０８２６０

上海谭春明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３１６－２号 ３６５１５５３

上海慧赢律师事务所 共和新路４９６５号７１３室 １３６２１７９１００５

上海友义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３１６－２号 ６５５５０６６１

上海聚正律师事务所 一二八纪念路９２８号１２１０室 ６５２１７５９９

上海奉元律师事务所 陆翔路１１１弄６号７楼７０７室 １８６１６３５６６８２

上海美善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３１６－２号 ５６１２０１３８

上海赛迎律师事务所 盘古路７８０号三楼３０１ １３８１８１６７１６６

上海荣弘律师事务所 飞乐路１１１号 ５８６１５６５５

上海吴建利律师事务所 真华路９２６弄３号３０１室 ６６０７３２９９

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３１６号７号２０２室 ５６７５８０６５

上海宝深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１５８８弄２号１０１室 １５８２１５１７８８５

上海汉世律师事务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１０号３０３室 ５０８１６２２５

上海艾克森律师事务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１０号楼 ６０９５９９３９

上海倪卓伟律师事务所 沪太路６３６９号１幢 ５６８６５３７９

上海丰启耘律师事务所
月浦镇西街 １９８号 ７幢 Ａ区
１０１５室 ５６１０５３５４

上海禹众律师事务所
共和新路 ４９９５号万达广场三号
楼６０７ １５８２１９３９５２０

上海永初律师事务所 沪太路５０１８号２幢６层６１６室 １５９００８７８９９５

上海灏思瑞律师事务所 高跃路１７６号１００５室 １８９１８０１６５８１

（陈　攀）

９９２

司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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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社会安全
■编辑　王素炎

人民武装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人民武装部
（以下简称为“区人武部”）以强军目标

为牵引，以落实新编制为契机，紧贴新体

制新职能新使命，高举旗帜抓根本把方

向，聚焦主业抓主责强武装，着眼改革抓

重塑促转型，贯彻严实抓作风正生态，突

出主体抓自身塑形象，全面完成年度各

项工作任务，推进国防动员准备和人武

部全面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握

国防动员根本职能向“应急应战、协调军

地、面向三军”回归的重要导向，实现思

想观念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变，实现

工作指导由谋划防卫作战向组织应急援

战的转变。组织纪念建军９０周年活动，
开展学军史和继承弘扬军队优良传统活

动。开展“四反”（反渗透、反心战、反策

反、反窃密）保密教育，防范政治性问题

和安全隐患。结合民兵整组、训练备勤、

战备演练，加强民兵思想政治教育和使

命职能教育。组织民兵参与社区平安建

设和为民服务活动。加强军事训练，强

化支援打仗、保障打赢意识。区分首长

机关、基层专武干部、教练员队伍、专业

骨干和民兵重要力量分队，采取参加上

级组织、区集中组织和各街镇自行组织

等方式，抓好训练落实。全年共完成民

兵训练、集训和演训任务 １９期，参训
２７６０人次，民兵经训率达 ９０％，组织民
兵实弹射击２０余次，消耗弹药１４０００余
发。先后组织民兵骨干参加上海警备区

应急骨干集训、北斗卫星培训、民兵双

２５高炮连训练、专武干部和民兵分队训
练尖子集训，参加驻区部队雷达、常规导

弹操作骨干跟训。在警备区“五类”（警

备区机关、人武部现役干部、民兵干部、

民兵应急排、民兵重要目标防卫分队）竞

考中取得好成绩，民兵重要防卫分队“追

歼”课目比武获第一名，民兵干部区工商

联职员吴立早、人武部职工严亚元比武

竞考中分获 “识图用图”第一名、第三

名。加强国防动员准备，按照“军队提需

求、国动委搞协调、政府抓落实”总体要

求，推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核

对上报区国防动员潜力数据及国防动员

需求、组织重要目标战场勘察和指挥对

接、修订１１个重要目标协防战斗方案及
相关配套计划。全区完成后备力量整组

７８０４人，其中基干民兵５７００人、预备役
部队 ６５４人、国防动员专业队伍 １４５０
人。按照“一季征兵，四季准备”要求，

抓好征兵工作，研究出台《宝山区廉洁征

兵监督员实施办法》，取消直招士官优待

户籍差异，全区完成征集新兵任务，其中

大学生占大多数，大学生征兵比例位居

全市第三位，征兵“五率（报名率、上站

率、合格率、择优率、退兵率）”进入全市

前列。抓好国防教育与全民教育、与先

进文化、与时代发展“三大融合”，形成

“教育对象全员覆盖、形式内容全面拓

展、软件硬件全面升级”的国防教育新局

面。全区中小学生有近１０万人次参加
国防教育，覆盖率达 １００％，９８９６１人次
中小学生参与国防教育日活动。结合纪

念建国６８周年、建军９０周年及第十七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节点，会同区委宣传

部、区民政局等部门，开展“滨江双

拥———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双拥国防知识
竞赛”，全区 ３３万余人参加比赛。在
３７个小区开展民防知识问答活动，参与
社区居民３万多人。全区１２个街镇年
内在各武装部设立“人防办公室”，组织

１５０个社区约７万余名居民开展防空疏
散演练。１１月，组织区国防交通保障队
伍实地、实兵、实装、实操专业训练，开展

道路、桥梁物资运输“抢、运、修”，全面

锻炼提高组织指挥和队伍保障能力。为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８０周年和烈士纪
念日，８月１３日和９月３０日，分别在上
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广场、宝山烈士陵园

举行纪念活动，区四套班子领导、驻区部

队官兵、烈士后代及社会各界代表共

９００余人次参加。指导配合教育部门抓
好学生军训，协调驻区部队向社会开放

军营，增强市民国防观念。加强安全管

理，按照军委国防动员部“五个严密防

范”要求，对照安全工作检查考评暂行细

则１４个部分７９项具体内容，制定安全
管理工作措施。８月，完成保密室改扩
建，配备相关设施设备，实现与区１１０联
动保密监控、人密办公分离，达到市级机

要保密要求，在市区机要考评中被评为

优等。加强对涉军涉恐、涉稳情报信息

研判掌握，修订《区人武部处置突出公共

事件应急预案》，调整节假日民兵应急值

班备勤力量，完善武器库人防、物防、技

防措施。开展“百日安全活动”，坚持每

周安全检查报告制度，实现全年安全稳

定无责任事故。加强后勤建设，编报年

度财经预算，落实财经管理、审计检查制

度，严把经费开支、核算、报销等关口，加

强物资集中采购管理。成立油料整治小

组，开展油料专项治理工作，梳理上报

２０１３年以来油料账目明细。投入 １２７
万余元，更新维护民兵训练基地地下靶

场设施设备等。加强军民共建活动，协

调区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协调驻沪

十大部队领导和驻区部队领导参加军政

座谈会，配合区文明办开展创建精神文

明活动，落实双拥实事项目，为官兵解决

军事训练、信息化建设、官兵生活困难等

实际需求。配合区人事劳动、民政、教育

等部门做好退伍军人安置和随军家属就

业、子女入学入托等优待政策的落实。

协调驻区部队支持地方建设。年内，宝

山区被上海市政府、上海警备区评为征

兵工作先进单位。

■坚持党管武装　依据区委《关于加强
党管武装工作的实施意见》，加强对武装

工作的领导。区委年内两次召开常委议

军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上级指示精神，听

１０３



取人武部工作汇报，研究民兵预备役工

作中的重难点问题。区委书记汪泓、区

长范少军、副区长袁罡多次带队开展部

队停偿等大项任务督查。针对工作实

际，区委及时调整充实区镇两级国动委、

国教办、征兵办等领导小组。区委、区政

府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优先立项、

优先安排、优先建设，加大投入支持国防

建设，先后投入专项经费３８亿元，帮助
驻区部队完成停止有偿服务、管道燃气

安装、雨污分流及区征兵工作、扶贫帮困

等４０余个项目。

■开展民兵整组　适应军队编制体制改
革需要，做好民兵调整改革和规模调整

准备工作。２月，开展国防动员潜力调
查，摸清退伍军人、地方与军事专业对口

人员分布情况。３月，组织新任专武干
部武装工作业务培训，展开民兵整组工

作。突出巩固应急分队、防空分队、军兵

种分队建设，突出抓好干部骨干、技术人

才、组训力量保留，突出推进新型、新质

民兵分队组建，全区完成后备力量整组

７８０４人，其中基干民兵５７００人、预备役
部队 ６５４人、国防动员专业队伍 １４５０
人。５月上旬，对１２个街镇民兵整组情
况进行点验，到点率达９５％。推动基层
民兵连长进“两委班子”，在各个居委会

设立兼职兵役干部，在庙行镇组织基层

武装工作规范化试点。推进企业民兵工

作，抓好五冶、二十冶、石洞口电厂、煤气

厂等单位成建制编组工作。抓好高校民

兵工作，巩固通信、网络对抗、工程保障

分队建设成果，组织高校民兵积极参与

学生军训、应征发动等工作。

■组织征兵工作　全区共征集新兵２９６
人（男兵２７７名，女兵１９名），其中大学
生２８７人，占９７％，超额完成征兵任务。
３月，完成征兵工作领导小组调整，推进
高校征兵工作站建设，协调上海大学、济

光学院征兵工作由学工部门办理。４
月，开通“宝山国防”微信公众号，宣传

上海征兵优抚政策和征兵工作流程；协

调区委宣传部、宝钢集团等单位在区电

视台以及９个电子大屏幕滚动播放征兵
广告。结合学生军训、五四青年节等时

机，加大宣传发动力度。协调区教育局

督促青年落实网上兵役登记，组织基层单

位采取现地设点登记、协助登记、上门登

记等办法，尽最大程度提高兵役登记率，

全区适龄青年兵役登记率９１％，其中１８
周岁男性公民首次兵役登记率达９８％。

５月９日，组织新任专武干部开展兵役执
法资格考试，通过率 １００％。突出抓好
３００人以上企业执行兵役法规情况调查，
现地走访６所高等院校和１６家中等学
校。５月２０日，接受市征兵办执法检查。
按照《关于规范征兵体检组织工作的通

知》要求，依托网络版征兵体检管理系统

组织体检。５月 ～９月，采取“分科检查
与集体把关”方法，分批组织高校青年和

社会青年上站体检，上站体检人数 ９４４
人，双合格人员３５５人，合格率３７６％。
采取“系统信息比对与单位个人核对”相

结合办法，把好政治考核、年龄学历关

口，政治考核组共政审把关材料４５２份。
９月１３日，区召开定兵会及征兵工作领
导小组工作会议，研究通过给予完成近

视手术的入伍青年和其它非个人意愿未

能顺利入伍的应征青年发放补贴，取消

直招士官因户籍不同、招收渠道不同而

造成的地方补贴差异等优抚政策。

■驻区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　成
立由区委书记汪泓、区长范少军及驻区

部队相关领导参加的军地协调领导小

组，下设综合协调、社会稳定、“五违”整

治、资产接收４个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共
包括全区６０家部门和单位，各相关街镇
和委办局同时成立工作小组，形成军地

一体、上下一体、多方联动、有效落实的

工作格局。围绕重点“停偿”项目，汪

泓、范少军在上海、宁波等地先后与驻区

部队及上级部门开展沟通对接，共同研

商推进方案。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和

区人武部领导坚持做到一线指挥、现场

办公，坚持实地掌握情况、研究解决办

法，协调驻区部队按计划推进“停偿”工

作。借助军地各方资源优势协力推进，

按时稳妥完成停偿任务，全区５３６个“停
偿”项目，除委托管理和土地置换项目外

完成率达１００％。

■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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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第

一时间到新组建部队走访，实地征询意

见，现场办公，帮助解决困难。春节、“八

一”期间，区四套班子领导走访慰问部

队，为驻区部队赠送空调、液晶电视、摄

影器材等，赠送慰问金２５２万余元。区
政府投入６８０万余元，支持新增驻区部
队有线电视数字化改造、武警宝山消防

支队文化设施改造、某部队网络学习室、

某部队洗衣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完成驻

区部队雨污分流改造。丰富官兵的业余

文化生活，举办大型专场文艺演出５场、
“东方讲坛”进军营２０余场，举办“双拥
杯”体育联赛、双拥优秀书画展，组织３００
名优秀官兵看上海活动。做好军嫂安置

工作，举办第２１届军嫂就业专场招聘会，
５５名随军家属实现就业。给予８７名军
人子女入学转学优待，为１２名现役军人
子女办理中考降分录取优惠政策。

■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９月 １７
日，组织１２个街镇以设点宣传的方式，
开展第十七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区

国防教育办公室紧贴“传承红色基因，共

建巩固国防”主题，下发宣传资料 ５０００
余册。区人武部会同区委宣传部、区民

防办、友谊路街道在安信广场设立活动

主场，其他１１个街镇在各自区域繁华地
段设点，采取国防教育板报展评、国防教

育签名、发放国防教育宣传资料、进行国

防知识现场问答等形式开展互动宣传活

动，利用宣传横幅、大型电子屏、社区锣

鼓队、秧歌队等营造宣传气氛。区委、区

政府分管国防教育的领导和区人武部领

导到相关教育点检查指导，并参与宣传

活动。 （许书奇）

驻军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域内驻有陆海空战
略支持、武警、边防、消防部队。有军用

机场１个，军用港口１个，以及靶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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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拥政爱民活动　驻区部队官兵以
开展“同学创新理论、同树文明新风、同

建和谐平安”“百连万兵进社区、扶贫帮

困献爱心”“百连百区共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活动为平台，组织开展拥政爱民

活动。驻区部队坚持以“和谐宝山、平安

宝山”为己任，与区公安、安全等部门建

立健全联防联控机制，为宝山提供可靠

安全保障。驻区部队全年出动车辆９００２
台次、兵力１２５８８人次，参加抢险救灾，
支持地方重大活动和建设项目，主动推

进“停偿服务”工作，支持地方经济建

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参与精神文明

建设，驻区部队协助地方开展国防教育和

军营一日等活动，共接待市民群众３５７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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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８日，吴淞街道双拥小院揭牌演出 区政法委／提供

万人次。武警宝山区支队等坚持定期组

织官兵开展为民服务活动，受益群众达

６６３４人次。驻区部队积极开展“军徽映
夕阳”“军徽照晨曦”“扶贫帮困献爱心”

活动，陆军预备役师、武警宝山消防支队

等驻区部队坚持与 ３６个敬老院和 ３７２
名社区困难老人长期结对，开展精神慰

藉、为老服务和慰问等助老活动。武警

宝山区支队等部队与１３２名困难学生结
对，帮助完成学业，树立人民军队爱人民

的良好形象。 （许书奇）

民防与救灾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地下工程
３５５５座，比上年增加 ２１０座；建筑面积
５６４５１万平方米，增加３１２８万平方米。
其中：民防工程共 ７３０座，建筑面积
２１６９７万平方米，使用面积１８４９２万平
方米；普通地下室 ２８２５座，建筑面积
３４７５４万平方米。完成审批结建民防
工程２５座、２４１万平方米；完成竣工备
案民防工程１６座、１００６万平方米，收取
易地建设费３２２５９万余元。年内，区民
防办在全市业务综合考核中被市民防办

评定为年度优秀单位。

表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指挥通信设备和器材

序号 名　称 数量 型　号 序号 名　称 数量 型　号

１ 计算机 ４３台 其中便携式２台

２ 打印机 １３台

３ 传真机 ２台

４ 复印机 ２台

５ 电话总机 １台

６ 电话分机 ６５０部

７ 小灵通 １００个 已使用７５个

８ ８００兆无线固定电台 ３５台 数字型

９ ８００兆无线手持电台 ６３台 数字型

１０ 扫描仪 ２台

１１ 警报器 ９３台

１２ ４５０兆无线手持电台 ２０台

１３ 计算机服务器 ７台

１４ 指挥车 １辆

１５ 警报通信车 １辆

■民防组织指挥训练和演练　完成《宝
山区人民防空袭方案》和两个《街镇人

民防空袭方案》编制修订工作。组织高

境镇、杨行镇、顾村镇、张庙街道社区居

民开展防空袭临战疏散及对口接收实兵

演练。完成９３台防空警报器维修养护
和测试工作，设备完好率达 １００％。完
成“９·１６”防空警报试鸣，鸣响率
１００％。结合“５·１２”防灾减灾日、全民
国防教育日和“９·１６”警报试鸣，分别

组织全区 ２０万余名师生和 １２个街镇
１５０个社区７万余名居民两次开展全过
程、全要素防空疏散演练。制定固定和

机动指挥所应急开设方案和计划，定期

组织开展指挥所设备检查、保养、定时联

通、文电传输、“１＋１”（每月一联、每季
一练）应急开设等工作，确保基本指挥

所、预备指挥所、移动指挥车各要素始终

处于战备状态。

■民防应急救援　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
设，狠抓队伍训练和设备添置。全年累

计开展训练５０余次，重点训练个人全身
防护、侦检设备操作。完成侦检设备维

护标定工作，确保设备稳定、数据准确。

与石洞口电厂、石洞口煤气厂、宝钢发展

公司等区内重要经济目标单位建立工作

协调机制，将重要经济目标单位专业队

伍纳入区民防办兼职救灾队伍，配置专

业装备，指导开展训练演练，全年共组织

指导队伍训练４０余次，累计参与训练人
数８００余人，各类技能考核２次。承担区
域应急救援，参与区内灾害事故处置。全

年处置各类突发事故１７起，出警１７次，

出动人数１００余人次，出警率１００％，其中
处置异味事故７起，化学事故６起，Ｈ２Ｓ
（硫化氢）事故２起，火灾事故１起，其他
事故１起。调研并制定突发事件人员疏
散撤离和应急避难场所开设启用预案。

完成《宝山区反恐怖工作责任书》签订，

修订《处置核生化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

案》，对反恐侦检专业技术开展培训。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建设　完善“２１５”
人防指挥所应急开设方案，开展人防指挥

所紧急开设演练。完成年度防空警报器

巡检维护工作，探索太阳能警报器建设，

组织各街镇人武部干部开展人防指挥通

信技术保障培训，开展地面指挥所大屏改

造和防空警报有无线控制系统升级改造

前期准备工作。按照警报建设规划，结合

试鸣情况，推进防空警报网建设工作，年

内在罗店镇新装警报器１个。组织防空
警报试鸣活动，参加警报试鸣的９３台固
定警报器和 １台移动警报器鸣响率
１００％，完好率１００％。保障区政府电视电
话会议，受理查询、转接电话１２万余次，
通信保障做到全年无事故、零投诉。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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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化救专家队伍组成

序号 组建（派出专家）单位 人数 序号 组建（派出专家）单位 人数

１ 上海誉瑞仪器有限公司 １

２ 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１

３ 上海试四赫唯化工有限公司 １

４ 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 １

５ 美国华瑞中国技术服务中心 １

６ 上海三邢无损检测设备厂 １

７ 第二军医大学 １

８ 华谊集团 １

表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

队伍名称 人数 器材名称 数量

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备用钢瓶 ４

堵漏器材 １

化救服 ８

石洞口煤气厂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６

堵漏器材 １

联想台式电脑 １

防爆照明 ２

化救服 １２

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６

堵漏工具 １

化救服 １２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化救队 ６

备用钢瓶 ４

进口呼吸器 ４

堵漏工具 １

化救服 １２

表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材

序号 名　称 数量 型　号 序号 名　称 数量 型　号

１ 进口空气呼吸器 １０套

２ 过滤式呼吸器 ２０套

３ 有机毒气侦检仪ＰＩＤ １台

４ 红外拉曼侦检仪 １台 ＧＭＩＮＩ

５ ５合１气体侦检仪 １台 ＰＧＭ－５４

６ 氯气侦检仪 １台 ＰＧＭ－３６

７ 氨气侦检仪 １台 ＰＧＭ－３６

８ 二氧化硫侦检仪 １台 ＰＧＭ－３６

９ 硫化氢侦检仪 １台 ＰＧＭ－３６

１０ 烷类气体侦检仪 １台 ＸＰ－３１６Ａ

１１ 无线遥控侦检仪 １套 ＰＧＭ－５０２０

１２ γ射线侦检仪 １台 ＰＲＭ－１７３０

１３ 中子侦检仪 １台 ＰＲＭ－１７３０

１４ 个人剂量仪 １０台 ＰＲＭ－１１００

１５ γ能谱仪 １台 ＸＩＭ－ＭＡＸＧ１１１０

１６ 国产防化服 ２４套

１７ 化救车 １辆

１８ 气象色普仪 １台 ＲＡＥ

１９ 军事毒剂侦检仪 １台 ＣＨＥＭＰＲＯ１００

２０ 侦检管 １套

２１ 甲醛检测仪 １台 ＰＰＭ－ＨＴＶ

２２ 温度检测仪 １台 ＦＬＵＫＥ６２ＭＡＸ＋

２３ 风速检测仪 １台 Ｋｅｓｔｒｅｌ－４５００

２４ 电动破拆工具 １套 ＨＲＳ－９３ＤＦ

２５ 电锯 １把 ＴＳ４２０

２６ 空气呼吸器钢瓶 ２０只

（王卫峰）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　强化业务培
训，开展街镇武装部长、人防专业队伍排

以上干部、民防讲师团、１５０个小区社区
民防干部业务培训，共计２２０余人次参
加。组织全区中学民防教师开展业务培

训，６０多人参加。建立由３０人组成的
区社区民防讲师团在１５０个小区开展民
防知识讲座活动，参与社区居民近万人。

结合纳凉晚会，在３７个小区开展民防知
识问答活动，参与社区居民 ３万多人。
组织４０多个小区２０００多人参观上海市
和宝山区民防科普教育馆。落实区民防

科普馆学生义务讲解员，组织学校师生

参观宝山民防科普馆。组织开展全区学

校民防运动会，参加民防知识竞赛。会

同区人武部、区应急办、区民政局等部

门，联合开展“５·１２”防灾减灾日宣传
周和“全民国防教育日”宣传月活动。

借助“宝山发布”政务微信等新媒体平

台，开展人民防空知识问答，微信有奖问

答参与网民１０万余人次。

■避难场所建设　平战结合建设应急避
难场所，完成月浦实验学校和共富实验学

校两个ＩＩ类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工作。月
浦实验学校ＩＩ类应急避难场所总有效避
难面积１１万平方米，总避难人数达４３７８
人。共富实验学校ＩＩ类应急避难场所总
有效避难面积１０７万平方米，总避难人
数达４８８１人。两个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工
作于８月底完工，并通过市防办验收。

■民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全年完成公用
民防工程维修养护４２座，建筑面积４７
万平方米。在完成“十二五”大中修民防

工程项目建设基础上，年内启动新一轮

“十三五”大中修民防工程项目建设。对

月浦、罗店、罗泾、顾村４个镇１２３座符合
养护条件的非公用民防工程，开展汇总评

估、宣传协调工作，走访使用单位，签订维

修养护责任书，跟踪落实工程维修养护情

况。加强规划引领，启动《宝山区民防骨

干工程布局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４０）编制工
作，推动上港十四区民防工程建设专项规

划落地，结合重点区域建设，同步推进民

防工程专业规划编制。依法开展行政审

批工作，规范审批流程，做好资料归档，所

有审批项目全部按时完成。推进“双随

机一公开（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

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

向社会公开 ）”工作，共有六个事项，在完

成“一单两库（检查事项清单，检查人员

目录库，检查对象目录库）”制定基础上，

明确实施细则，确定抽查内容、方式、比例

和频次，抽查工作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

依。６项随机抽查事项按要求全部开展
抽查工作，并全部在宝山区民防网站上公

布抽查结果。

■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管　推进属地化
管理，与街镇、园区签订《２０１７年地下空

间安全管理工作责任书》。开展地下空

间安全使用和专业技术培训，举办民防工

程维修养护知识和地下空间安全使用及

防汛防台知识培训，全区３７０家工程使用
单位参加。联合消防、水务、淞南镇开展

突发事故处置演练。结合重大节日和重

要活动，加大安全检查力度，日常安全检

查共出动检查人员１０４５８人次，检查工程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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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０７０座，发现隐患 ３１６４处，整改隐患
２９９２处，整改率为９４６％。 （王卫峰）

消防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区有在勤消防站１０
个、消防车 ４７辆，在用消火栓 ７０１０只
（其中市政５５５１只，居民１４５９只），在定
区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４７６家。全区年
内共发生火灾事故３７８起，死亡４人，受
伤 ３人，直接财产损失 ６４７７万元。区
消防支队接警出动 ６０７７次，出动车辆
９６９４辆，出动警力 ７６７３０人，抢救被困
人员２４２人，疏散被困人员８１７人，抢救
财产价值 １１６４９８万元，成功处置“３·
２６”上海雯霞橡塑模具火灾、“８·２７”新
谦冷库火灾等灭火救援任务。完成“一

带一路”厦门高峰论坛、“党的十九大”

“挑战杯”、上海樱花节保卫等消防安保

任务。全区累计开展监督检查社会单位

５５１万家次，发现火灾隐患１４８３万处，
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１２４２万处，行政处
罚单位 ７２４家、个人 ２０人，罚款金额
８５３５６万元，行政拘留２９５人，刑事拘留
１３人，下发临时查封决定书９３份，责令
“三停”（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

用）单位 １１８家，下发火灾事故认定书
５２份，火灾原因查结率１００％。大场、吴
淞、宝三３个中队被上海市公安消防总
队评为党的十九大安保先进中队和年度

“双争”（争创先进单位、争当优秀士兵）

活动先进中队；吴晓峰入围上海市公安

消防总队第一届申城消防卫士，田桦、张

帆、王涛分别获上海市公安消防总队“灭

火救援尖兵”“优秀政治工作者”“后勤

好管家”称号，２７名官兵立个人三等功，
４００余人分获突出贡献奖、先进个人、个
人嘉奖等；微电影《燃烧的石头》获公安

部消防局“喜迎十九大·壮志映红门”

主题微电影创作评比活动二等奖。

■落实政府消防安全责任　按照“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消防安全

责任体系要求，将消防工作纳入年度政

府工作目标，以“责任清单”形式明晰各

街镇（园区）和各消防委成员单位职责。

区委、区政府、区公安分局分别召开消防

工作专题调研会、推进会、部署会３０余
次，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及区四套班子领导带队检查消防工

作３８次。全区各委、办、局、街镇、工业
园区等借助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平台，结

合属地、行业特点，推进全年消防刚性任

务。大场镇、顾村镇加大投入，开展火灾

隐患整治，完成２处区级挂牌区域性火
灾隐患场所整治。月浦镇、罗泾镇、罗店

镇结合“五违四必”（“五违”指违法用

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和违

法居住；“四必”指安全隐患必须消除，

违法建筑必须拆除，脏乱差现象必须改

变，违法经营必须取缔）整治，制定“一

点一方案”，推动消防隐患整治。杨行

镇、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推进微型消防

站建设。区民政局推动养老、福利机构

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区教育局结合中

考、高考、暑期军训等节点，加大对中小

学、寄宿制学校、幼托机构的消防安全检

查和培训。区卫计委专题部署发动，对

全区医院、住院楼开展消防专项检查。

区建交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召开联席

会议，依法履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易燃易爆场所和消防产品等行业领域消

防安全监管职责。区综治、拆违、建交、

商务、房管、民防等部门及各街镇，对全

区在建工地、国计民生单位、人员密集型

场所、规模型租赁房、“三合一”（住宿与

生产、仓储、经营一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

能违章混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建筑）

场所、农村自建出租房开展消防排查。

■完成重点消防安保任务　坚持突出重
点、以面保点、团队运作、从严管控，制定

和细化消防安保方案，成立工作专班、设

立流动消防站，解决在辖区面积大的情

况下，实现“５分钟灭火救援圈”功能。
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党的十九大”

“挑战杯”、上海樱花节保卫等各项安保

任务中，支队落实双主官带班、班子成员

分片包干制度，设立分指挥点，组成防火、

灭火骨干力量安保联勤团队，缩小保卫半

径，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做到安全有序。

■推进消防风险整治　坚持对火灾隐患
和消防违法行为“铁顽治患”“零容忍”，

按照作“隐患抄告、联合告知、集体约谈、

联合执法”工作机制，用足用好查封、关

停等强制手段，配合拆除庙行镇机场围场

河沿线、湄星路８号地块和江郎山木业、
联东石材市场、云峰钢材市场等区域，对

区域内社会单位和各类消防违法行为起

到法律震慑作用。全年共拆除各类违法

建筑８６万余平方米，清退违规住宿人员
６７００余人，“三停”、关闭单位２１１家，行
政拘留２８３人，罚款５９１０５万元。

■严控烟花爆竹　按照“最严要求、最严
管控”烟花爆竹总要求，消防支队会同公

安、综治等部门，从区、公安分局、消防支

队三个层面进行动员部署，发动群防群

治力量，注重源头把控，多次组织“零点

夜查”，实现外环内零燃放、外环外大幅

度减少燃放总目标，实现由春节期间重

点管控到常态化监管烟花爆竹平稳过

渡。期间，查处非法经营、储存、运输烟

花爆竹案件３９起，拘留１１人，收缴烟花
爆竹３６０余箱，罚款８８万元，梳理排摸
禁放、控放区域近２００处。市、区各类主
流媒体开展宣传报道２５次，发放各类宣
传资料３０万余份。

■严抓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　按照构
建多角度、多层级治理体系，划定排查区

域，逐栋、逐单元、逐楼层排查登记区域

内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情况。组织高层建

筑消防安全管理员、物业、楼长等 ３０００
余人，集中开展高层建筑火灾隐患防范、

初期火灾扑救、逃生疏散演练、《上海市

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办法》等内容培

训。试点推行专职消防安全经理人，全

面推行高层住宅“楼长”制度，搭建“安

全管理员”“楼长”“物业”微信群，方便

信息共享，提高宣贯效率。至１１月底，
门洞或单元５４５２个，发现火灾隐患６４４７
处，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６１５９处。“三停”
３家，查封４家，拘留４人，罚款３６万元。

■完成政府消防实事项目　按照《宝山
区落实２０１７年市、区两级政府消防实事
项目实施方案》，将“为每个居民小区开

展一次消防逃生疏散演练”“为全区老

旧小区安装２０００套电弧火灾探测报警
器”“为３０００名社区微型消防站队员开
展业务培训”“安装完成１１００个独立式
火灾报警器”分别作为２０１７年市、区两
级政府消防实事项目。至年末，全区６８９
个居民小区全部开展疏散逃生演练，完

成率达１００％；全区老旧小区安装 ２０００
套电弧火灾探测报警器，为３０００名社区
微型消防站队员开展业务培训。

■织密消防安全网格　推动全区５０８个
村（居）委微型消防站实体化运作，借助

微型站平台开展消防安全宣传、群众疏

散演练等活动。按照《上海市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界定标准》（２０１５年版），对全
区社会面单位进行梳理，严格按照最新

要求，排摸出符合条件的区级重点单位

４８０家，其中高危单位２８家。对列管的
重点单位，督促其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加强消防安全“六加一”（开展一次消防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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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估、签订一份消防安全承诺书、维

护保养一次消防设施、组织检查一次电

气和燃气线路设施、全面清洗一次油烟

道、集中培训一次全体员工、建立一支志

愿消防队）“四个能力”（检查消除火灾隐

患的能力、组织扑救初起火灾能力、组织

人员疏散逃生能力、消防宣传教育培训能

力）建设和“户籍化”管理工作，实现户籍

化管理基础数据录入率、动态数据录入

率、人员备案率、维保备案率、消防控制室

信息系统备案率达到１００％目标。

■夯实消防基础　区财政年度预算安排
消防业务经费６１３８３６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经费１３９９２万元，政府专职消防员经
费２１１１４７万元，日常装备购置经费２７０
万元，其它专项经费２３５７６９万元。按照
《宝山区公共消防站专项选址规划》要

求，完成罗南、石洞口两个消防站建设及

人员进驻。按照区消防“十三五”规划要

求，完成南大、庙行及友谊战勤保障消防

站控规调整，推进相关建设工作。

■开展消防宣传　依托广播、电台、微
博、微信、消防巡防车以及市、区主流媒

体，开展消防常识、火灾隐患曝光、播放

消防公益广告等。结合市、区政府消防

实事项目，深入社区、单位开展用火用电

用气用油消防常识宣讲、居民疏散逃生

演练、火场自救等。利用“１１·９”消防
宣传月、“５·１２”防灾减灾日、６月安全
生产月等活动，重点关注外来务工人员、

独居老人、孤、病、残、疾、中小学生等弱

势群体，开展以组织一次消防安全自我

评估、签订一份消防安全承诺书、检测一

次电气线路燃气管线、维护保养一次建

筑消防设施、组织一次灭火疏散演练的

“五个一”活动，组织消防常识进社区、

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进机

关、进网站“七进”和针对养老机构、宾

（旅）馆、医院、ＫＴＶ、网吧、游艺机房、文
物古建筑、中小学校及幼托机构、易燃易

爆企业等“十大类”场所为主的宣传培

训活动。全年累计在市级、区级主流媒

体报道５７次，消防支队发布微博、微信
１９８０余条，开展各类消防培训授课 ５００
余次，组织参加疏散演练４５万人，发放
各类消防宣传资料１８３５万份，受益群
众３５万人。

■处置“３·２６”火灾事故　３月２６日１０
时２６分，铁力路８７５号上海雯霞橡塑模
具有限公司发生火灾。接到报警后，市

应急联动中心先后调集宝三、吴淞、宝

二、宝一、顾村、杨行、罗店、罗泾、政和等

９中队３３辆消防车、２１４名官兵赶赴现
场处置。宝山消防支队全勤指挥部到场

指挥，经过参战官兵奋力扑救，火势于

１１时５２分得到全面控制，１２时０７分熄
灭。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５００平方米，
没有人员伤亡，成功保护该单位南侧木

材堆垛。

■处置“８·２７”火灾事故　８月２７日６
时４４分，泰和路１４１５弄新谦冷库有限
公司发生火灾。市应急联动中心（消防

指挥区）接到报警后，立即调派吴淞、杨

行、江杨、大场、宝二、宝三中队１８辆消
防车赶赴现场处置。宝山消防支队全勤

指挥部到场指挥处置，消防官兵于６时
５４分到场，６时５５分报出水，７时０７分
报控制。经奋力扑救，火势于 １１时 ２６
分报熄灭。后续巡视力量对保温隔层进

行不间断搜残工作，并安排主管中队部

分力量现场监护。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

２５０平方米，没有人员伤亡。 （冯建斌）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政法综治工作
以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争创上

海市“平安示范城区”为首要目标，坚持

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推进政法综治和维

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完成党的十九大

重大安保维稳任务，全区社会治安形势

稳中向好，社会面保持安全、平稳、有序。

宝山区被命名为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平安
示范城区”，区综治办被授予“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
集体”称号。月浦镇、罗泾镇、罗店镇、吴

淞街道、友谊路街道５个街镇被命名为
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庙行镇、杨行

镇、淞南镇、大场镇、高境镇、顾村镇、张

庙街道７个街镇被命名上海市“平安社
区”，区城管执法局、大华（集团）公司、

行知中学等 ２４１个单位被命名为 ２０１６
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月浦镇、

罗泾镇、罗店镇、吴淞街道、友谊路街道

获区“平安示范社区”称号，居村委成功

创建区“平安示范小区”７３个、区“平安
小区”９２个，１２１个单位获区“平安示范
单位”称号，１３２个单位获区“平安单位”
称号，区、街镇（园区）两级平安（示范）

小区创建达标率超过 ８５％。年内共表
彰奖励区级见义勇为先进分子１５人，１
人获市级表彰，１人申报市级先进。

■推进“雪亮工程”项目建设　宝山区
作为全国首批“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

联网应用示范城区”（即“雪亮工程”），

成立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

的领导小组，把“雪亮工程”作为全区平

安建设“一号工程”推进落实。结合住

宅小区综合治理，把３０８个物防技防设
施严重缺失或陈旧落后的居民小区纳入

“雪亮工程”二期建设，实施改造升级。

年内，宝山社区视频监控接入容量达到

３２万路，有１２个街镇（园区）和４０７个
村居综治信息平台、５０００余个视频监控
系统接入区综治信息中心联网运行。完

成区政府实事项目２００个“物联网”小区
１２万扇楼道门的智能管理系统终端和
近２０００套人脸高清智能识别系统（即
“慧眼系统”）的安装调试。区“雪亮工

程”建设情况在全国部分省市综治工作

会议和全市推进大会上分别作演示汇报

和经验交流。挖掘“雪亮工程”“慧眼系

统”智能应用功能，在庙行镇开展违法犯

罪嫌疑人布控、重点人群管控和实有人

口服务管理等工作试点，通过人像比对、

轨迹查询、日常管理等措施，为社区治安

管控、社区智慧治理提供智能化大数据

平台服务。推进与“雪亮工程”相配套

的社区警务室规范化建设，将社区图像

监控、门禁卡办理、人口信息采集等系统

接入社区警务室，提升社区民警对违法

犯罪线索的排查发现能力，强化社区警

务室实战功能。推动“雪亮工程”在公

安、防范办等政法部门的联网应用和资

源共享。制定《“平安宝山智联网”街镇

级平台运行规定（试行）》，通过开展日

常视频巡查，实现对物业保安履职率、平

安志愿者到岗率、小区技防设施完好率

等数据采集和小区治安状况汇总分析，

基本建成“智能应用、动态分析、实时指

挥、数据考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平

台，初步实现社区视频图像监控共享化、

“三防”（人防、物防、技防）基础数据集

成化、治安防控智能化、群防群治守护网

指挥调度扁平化、综治考核精细化。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年内完成党
的十九大期间安保维稳任务，落实属地

稳控、劝返分流、社会面治安防控等各项

措施，全年未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

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在控率

９５％以上。根据重点人员风险程度确定
“重点＋”“重点”“关注”三个等级，做到
分类施策，精准管控，逐人制定工作方

案，明确稳控责任主体，加强督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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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将重点人员吸附和稳定在当

地。编发《宝山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工作手册》，将风险评估和防范要

求贯穿到项目决策和实施管理的全过

程，努力做到“应评尽评”。关注重点领

域、重点行业、重点人群不稳定因素，在

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两轮影响社会稳定

矛盾问题摸排调研，对摸排梳理出的突

出群体性社会矛盾，首次采用“红、橙、

黄”分色管理模式，实行分级化解、分类

处置，逐案制定“一案一策”。制定《开

展信访基础业务规范化检查的实施方

案》，压实首接首办责任，把好信访工作

“第一道关口”。整合调解资源，实现专

业人民调解的“一门式”受理，推动全区

专业人民调解中心实体化运作，２２个驻
公安派出所调解工作室实现全覆盖。 ２０１７年５月８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左一）、副主任秦冰（左二）到区委政法委机关调研政

法综治维稳工作 区政法委／提供
■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安全　创新完善
反恐怖综合防控体系，保持严打高压反

恐态势，制定《上海市宝山区反恐怖主义

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加强情报信息、

专项侦察、业务基础、人民防线建设，对

重点阵地、重点群体严密防范，防止敌对

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借助网格化管

理、反间谍宣传教育等手段，维护国家政

治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防线。建设反邪

教专业力量，坚持境内境外、网上网下斗

争一体化，加大对“法轮功”和其他邪教

组织防范打击力度，形成反邪教工作整

体合力。

■推进政法系统服务转型发展　参与区
“五违四必”（“五违”指违法用地、违法

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和违法居住；

“四必”指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建筑

必须拆除，脏乱差现象必须改变，违法经

营必须取缔）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中小河

道治理、部队“停偿”等社会治理“补短

板”工作。区法院制定《法院关于司法

服务保障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若

干意见》，构建生态环境综治整治类案件

处理“绿色通道”，共审理和执行各类涉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诉讼案件１１３件，依
法执结 ４２件涉整治类“执行难”案件。
区检察院延伸检察职能，对综合整治工

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区公安分局强化情

报、警力、专业支撑，与各街镇园区密切

配合，严打严查“五违”问题，多次进行

多批次、集团式联合执法，确保重点地块

违法建筑顺利拆除。开展道路交通违法

大整治，累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１１３８６万余起；开展大型货运车辆交通

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处大货车

交通违法 ８５３万余起。地区主要道路
平均拥堵指数 １３４，比上年下降 ００５；
交通死亡事故数７１起、死亡人数７２人，
分别下降４０５％和２７％。强化火灾隐
患排查整治，累计检查单位 ５７３万家
次，发现火灾隐患１４７１万处，督改火灾
隐患１２４２万处，全区发生火灾事故３７８
起，下降８９％。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区公安分局落实
《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

见》，拓展主办侦查员试点范围，统筹侦

查办案、社区和巡逻警种配比，探索实施

片区联动工作机制。区法院、检察院分

别制定《宝山区人民法院关于加强院、庭

长审判管理监督职责的若干规定（试

行）》《宝山法院绩效考核实施方案》和

《检察官直接办案若干规定（试行）》《检

察人员绩效考核办案规定（试行）》。推

动法律服务供给侧改革，构建全区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实现“一村居一法律顾

问”１００％全覆盖。推进“七五”普法，制
定下发《宝山区进一步加强国家工作人

员学法用法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升国家

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

■巩固平安宝山建设　推进防范和打击
游戏机赌博违法犯罪工作，制定《健全涉

黄涉赌场所综合治理常态长效管控机制

办法》，推动“两个一律”（无证无照涉赌

游戏机场所一律取缔，属于集体资产的

一律清退或转变业态）落实落地。完善

“１１０”警情全息监控，加强社会治安重点
地区、重点问题精准整治，聚焦中环以外

至外环周边及铁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对

治安复杂地区实施点位整治。推进小区

（村宅）治安防范工作，建立偷盗类１１０
案件每旬通报制度，加强市民巡访督导。

加大毒品犯罪打击力度，有效遏制毒品

蔓延势头。落实街镇（园区）和公安派

出所涉黑涉恶排查整治工作责任制，重

点在新建居民小区、农贸市场、建材市场

等单位，加强“敲墙党”“菜霸”“市霸”等

欺行霸市和敲诈勒索、高利放贷、暴力讨

债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滚动排查，开展重

点整治。组织公安民警、社保队员、外口

协管员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和典型案

件警示教育，提高群众防范意识。推进

防范打击入室盗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组织公安派出所、街镇综治部门和相关

村居委对３０个治安防范薄弱小区分析
案件高发原因，针对薄弱环节制定实施

“一点一方案”，开展打击破案、集中整

治、防范宣传和群防群治活动。落实《综

治中心建设与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要

求，制定实施《加强街镇（园区）综治中

心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街镇综治中

心岗位设置规范》，推进区、街镇、村居三

级综治中心标准化建设以及实体化运

作。区综治信息中心完成基本改造，１４
个街镇（园区）综治中心社区工作者额

度配备到位。推进社区警务制度改革，

落实“一居一警”“党员社区民警担任村

居党组织副书记”等制度，健全“居民区

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

７０３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社区民警”互联互补工作机制。深化平

安建设“一街镇一品牌”工作，推进各街

镇“优化服务、扩大影响，提升群众安全

感满意度”。落实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委员会工作制度，对社会治安问题突出

的地区和单位通过定期通报、约谈等方

式，限期进行整改，推动各成员单位尽职

履职，增强整体合力。深化平安建设群

防群治，探索实施片区联动工作机制，深

化治安巡逻防控、武装应急处突、群防群

治守护“三张网”建设，增强社会治安整

体防控效能。对全区２１万名平安志愿
者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培训、统一标识上

岗，组织开展社区治安巡逻、邻里守望、

防范宣传等平安志愿服务。组织开展

“双迎双比”（迎国庆、迎十九大，比志愿

风采、比服务成效）志愿服务活动，累计

组织１９１万人次协助开展安保社会面
防控工作，发挥群防群治守护网作用。

■加强人口调控　开展人口调控“补短
板”专项行动，对辖区内“非改居、群租、

非法办学（园）点、非法经营集聚地”等

重点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加强人口信息

化应用，推进实现人口信息实时比对与

采录同步，结合宝山人口管理工作现状，

提出区人口综合调控工作的问题与对策

等建议。

■开展执法监督工作　开展对政法各部
门的执法监督工作，做到真查实督。以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重点，开展

社区矫正工作、司法救助金使用、立案登

记制落实、公安窗口单位及交通执勤执

法情况等专项督查活动，相关工作受到

市委政法委肯定。组织以案件评查、执

法检查、案件质量审查“三查”为重点的

执法监督活动，对办案场所、重点岗位、

关键环节进行明察暗访，落实案件评查，

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执法办案中存在的

问题，促进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

■开展第三届宝山区“平安英雄”评选宣
传活动　 ３月，印发《第三届宝山区“平
安英雄”评选宣传活动方案》，指导政法

各部门、各街镇（园区）及综治委成员单

位深入挖掘典型人物。各单位于６月共
报送３０名“平安英雄”候选人，覆盖法
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信访干部、人民调

解员、律师、社工、社区保安、综合协管员、

平安志愿者和其他为宝山平安建设作出

突出贡献的公民，经评委会办公室初选并

报领导审定后将２０名“平安英雄”候选

人名单予以公示。会同区广播电视台，对

２０名“平安英雄”候选人拍摄宣传短片，
协调报、台、网等宣传单位全方位开展宣

传活动，制作宣传海报进行宣传，发动群

众参与“平安英雄”网络投票，选出人民

群众心目中的十大“平安英雄”。１１月
２２日，第三届宝山区“平安英雄”揭晓仪
式在宝山广电中心演播厅举行，产生１０
名“平安英雄”和１０名“平安英雄”提名
奖。丁滨海、边国成、朱志仁、汤宇军、李

旭亮、杨建明、谷晓丽、顾玉春、黄卫东和

谭春明被评为区“平安英雄”，石学成、朱

一梦、朱长松、汪勤顺、金国彪、桂燕萍、康

娜、梁月霞、葛宝茹和谢斌获“平安英雄”

提名奖。市综治办副主任陈奇忠，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李萍、丁大恒、周志军、杜松

全、赵懿、秦冰、张晓静等出席活动。

■创建“平安铁路示范区”　组织排查
整治影响铁路安全运输的治安突出问

题，落实护路联防措施，创建“平安铁路

示范区”，确保辖区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杨行镇会同城管、交警、宝杨派出所、江

杨市场管理办、铁路检察院、铁路北郊派

出所等单位，对北杨线?藻浜铁路桥周

边先后 ２次开展集中整治、联合执法。
排查发现涉路精神障碍患者２人，列为
重点人员落实管控。高境镇针对梁印宅

铁路道口人流车流大、安全隐患多问题，

重点加强电瓶车、摩托车现场管控，消除

铁路道口安全隐患。淞南镇与铁路北郊

站、杨浦站联手，妥善解决军工路垃圾堆

场问题，开展铁路护路集中宣传，对长江

路逸仙路口及长江南路江杨南路铁路沿

线周边环境进行集中整治。大场镇将铁

路交通事故汇编成册，走访学校、企事业

单位、小区村宅，通过悬挂宣传图片、展

出板报、悬挂横幅等多种形式讲解铁路

安全法规，提高沿线群众铁路安全和爱

路护路意识。

■打击毒品犯罪　区公安分局缉毒队保
持打击毒品犯罪高压态势，注重情报交

流和侦查协作，加强对情报线索的分析

研判，形成“全环节”严打高压态势，使

毒品无处藏匿。对全区餐饮服务环节违

法添加罂粟壳等非食用物质开展重点排

查，针对火锅店底料和调味料（重点为自

制产品）开展抽样检测，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防止毒品原植物种植死灰复

燃，重点排查曾经发现种植的地区，采取

常态化巡查机制，责任到人，确保禁种铲

毒成效。区禁毒办与公安分局、区建交

委就驾驶员吸毒筛查工作进行协商，制

定筛查计划。以公共交通领域为重点，

逐步覆盖所有交通工具驾驶员，全面清

除交通运输安全隐患。１月～６月，区公
安分局交警支队、各派出所对辖区内的

长途客运、校车、危险品车辆及公交公司

车辆驾驶员进行滚动比对筛查，共排查

出３３名有吸毒史记录的驾驶员，由交警
部门注销驾驶证，并调离工作岗位。交

警部门结合日常巡查发现管辖关系在宝

山的６９名有吸毒史记录或隐性吸毒的
驾驶员，均做出处理。开展毒品类似物

动态排摸，防止非法研制、生产、销售毒

品类似物。开展涉及相关化学品和机械

设备的企事业摸底排查登记工作，纳入

日常动态监管。开展非药品类第三类易

制毒化学品经营企业专项检查工作，遏

制其流入非法渠道用于制造毒品。开展

针对出入境邮包快递夹带毒品查缉专项

行为，收集分析物流快递行业的涉毒案

件，提出针对性防范和查堵措施，截断毒

品贩运通道。开展社区戒毒康复工作，

完善戒毒治疗、康复指导、救助服务相结

合的戒毒康复体系，做好社区戒毒药物

维持治疗工作，巩固并提高各门诊点治

疗保持率。开展ＨＩＶ筛查和身体健康检
测，配合国家哨点监测 ＨＩＶ问卷调查。
帮助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拓宽就业渠道，

增加就业机会。推行吸毒人员属地网格

化管理，将吸毒人员纳入地区社会治安

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

■开展禁毒预防宣传活动　区禁毒工作
以宣传毒品危害性为重点，用身边案例

为警示，提醒广大居民远离毒品。６月
１６日～２６日，区禁毒办会同上海大学、
区公安分局、区卫计委等部门在上海大

学宝山校区和宝山文化中心广场，开展

两场主题为“珍爱生命 无毒青春 远离

毒品”和“为了您的家庭幸福，请远离毒

品”大型禁毒宣传活动。“６·２６”国际
禁毒日当天，组织社区居民、学生和部分

戒毒康复人员６００余人，在区文化馆观
看禁毒公益话剧《寻求》。推进“６·２７”
工程，区教育局为每所中小学配备禁毒

辅导员，并在全区中小学开展“无毒学

校、禁毒示范学校、优秀校长、优秀班主

任”评选活动，组织禁毒宣传活动和知识

竞赛，形成学校、家庭、社会整体合力，以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

个社会”为目标，开展“不让毒品进校

园”“不让毒品进家园”等主题活动，提

高学生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陈伟华）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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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生活
■编辑　孙　骏

就业
■概况　年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坚持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

加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落实市区

就业创业政策，全面完成创业带动就业

三年行动计划，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逐步

推进公益性劳动组织转制，高质量完成

各项工作目标。全区全年就业形势整体

稳定，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２５９８２人，控制
在上海市下达的２８３００人以内；帮扶引
领创业７３５人，完成年度目标６００人的
１２２５０％（其中青年大学生４１８人，完成
年度目标３６０人的１１６１０％）；帮助８４２
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完成年

度目标７６０人的１１０８０％；安置“就业困
难人员”３１４４人（其中“零就业家庭”成
员２９户），按时安置率达１００％。年内，
区就业促进中心获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就
业服务工作优秀奖、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度
上海市文明单位、第六届职业指导师大

赛优秀组织奖等奖项。

■推进第二轮创业型城区创建　基本形
成政策佳、培训佳、场地佳、服务佳、氛围

佳的“五佳”创业型城区。出台区创业

扶持“新８条”（即优秀创业项目落地补
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房租费补贴、贷

款利息补贴、达标创业孵化基地补贴、院

校创业指导站补贴、创业见习带教费补

贴、创业指导专家服务补贴等８条新政
策），扩大补贴范围、降低创业成本。聚

焦青年大学生创业，区内４所大专院校
全部设立“区级高校创业指导站”，其中

３所（上海大学、上海济光学院、上海震
旦职业技术学院）被评为“市级高校创

业指导站”，实现创业指导全覆盖。深化

创业指导专家服务，发布《宝山区创业指

导专家志愿团“三新”行动计划（２０１８年
～２０２０年）》。多渠道加强创业新政宣
传，确保新政策落地实施。召开宝山区

第二轮创建上海市创业型城区工作推进

大会，开展第三轮区级创业孵化基地评

选。以众创空间、高校等为重点，完成第

二批２０家“创赢驿站”布点，为创业者提
供交流和活动场所。组织开展第七届创

业嘉年华、大学生创业训练营等各类创

业活动１０３场次，５０１７人参与。

■推进重点人群就业帮扶　通过就业训
练工厂模式，对长期失业青年进行全过

程帮扶指导，组织“启航”对象专题培

训、企业参观等各类活动３０７场。探索
建立青年（大学生）职业训练营，为邮轮

产业配套“雏鹰计划”，推进宝山区就业

服务专家志愿团建设。加强区校合作，

助力上海大学“彩虹计划”，开展高校毕

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推进“精品课程进

校园”，全面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在全

区各街镇实行“就业一点通”快速微信

服务模式，将各类就业服务活动及优质

企业招聘信息第一时间发送到社区每个

求职人员手中。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和

“春风行动”等各类招聘会２５０场，提供
招聘岗位５８万个。安置“就业困难人
员”３１４４人，“零就业家庭”２９户，按时
安置率达１００％。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参加区人大关于
职业培训奖励政策执行情况的听证，汇

报区培训资金管理情况，提高绩效管理

实效。７月１５日，面向全区开展“技能
宝山、扬帆起航、技能中国行———让青年

走进技能”为主题的技能参观体验日活

动，参观体验人数达６００余人。活动现
场张贴青年技能日海报、世赛申办海报

等宣传画，ＬＥＤ电子屏滚动播放世赛申
办工匠宣传片以及区技能人才培养宣传

片，展现区人才培养政策和成效，激励广

大青年对技能的热爱。开展２０１７年 ～
２０１８年度宝山区技能人才培养“双百计
划”（率先在上海市运用区地方教育附

加资金和区财政专项资金进行技能人才

培养，针对技能人才的区级特色培养资

助项目，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在区内重点领域
企业中，资助１００个优秀技能团队、奖励
１００名首席技能人才，分三批实施，第二
批实施期为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评估工
作，共资助３１个技能团队和奖励３１个
首席技能人才。开展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宝
山区职业技能竞赛，１３９２名参赛选手取
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完成职业技能培

训１９８８万人。

■优化人才环境　组织宝山区“满意
１００”（“１”为一个人才新政体系，两个
“０”分别为零距离沟通平台和零障碍服
务机制）人才集聚工程启动仪式，出台４
项（《宝山区新引进优秀人才安居资助

办法》《宝山区企业骨干人才专项激励

办法》《宝山区青年储备人才招聘和管

理暂行办法》和《宝山区大学生创新见

习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人才政策，配

套建立２项制度（《宝山区基层人才服务
工作站设立和管理办法》和《宝山区人

才工作联络员队伍管理办法》）。在街

镇、重点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建立１００余
人的人才工作联络员队伍；在重点园区

设立９家人才服务工作站，开展人才政
策宣讲服务近２０场。推进区人才工作
重点项目资助工作，针对全年１６个重点
项目开展验收和评估。完成上海利物盛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工作室的设立。推荐４个项目申报人社
部专家服务基层和国家级专家服务基

地。推荐２名上海领军人才申报人社部
“百千万人才工程”。开展大学生创新

见习工作，共吸引１２２名在校大学生，在
区５４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参加见习工
作。做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试点工

作，共受理单位注册３８５家，有３３０人获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受理上海市居

住证积分１７６０３人，居转户６９１人，人才

９０３



引进３９人，夫妻分居解困２６人。档案
库存总计 １０３３７份，为 ５４１家事业单位
办理聘用合同登记１５９７份。

■区职业技能竞赛举行　７月１５日，由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人才工作

协调小组办公室、区财政局、区教育局、

区总工会、区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组织

开展的“２０１７年中国技能大赛———上海
市宝山区职业技能竞赛”正式启动。共

设置２３个项目，４７场次竞赛，１８７９人报
名参赛，参赛人数达到历年之最。竞赛

于１２月闭幕。

■区第七届创业嘉年华活动举行　９月
１９日，宝山区第七届创业嘉年华启动仪
式暨宝山区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成立

１５周年纪念活动在上海３Ｄ打印文化博
物馆举行，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创业指

导处副处长陈哲炜、上海市创业指导专

家志愿团副理事长陈甬沪等出席活动。

本届嘉年华以“海纳百创、乐聚宝山”为

主题，以搭建资源平台、充分展现区域良

好创业氛围为主要内容，先后在区内各

街镇、各园区、上海大学等开展２４场形
式各异的创业主题活动，惠及上千名创

业者。宝山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１５年
来，共举办各种形式的主题讲座和活动

２４２场，提供坐诊咨询服务２６８３次，专家
坐诊时间超过２５０００小时，参与人数超
过３万人次。

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１日，人社部领导到宝山调研异地结算工作 摄影／赵成志

■区“满意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启动　９
月２８日，区“满意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启
动仪式在上海移动互联网创新园举行。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袁罡、王丽燕、张晓

静及市、区两级相关部门领导和各街镇

园区主要领导等２５０余人出席仪式。仪
式上，汪泓和范少军共同启动“宝山人

才”微信公众号，９家单位被授予基层人
才服务工作站，相关单位签署张江科技

创新国际人才研究院宝山院区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等。 （彭宇珍）

社会保障
■概况　全面扩大城乡居民参加社会保
险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实现

征地养老区级统筹管理工作，推进“工伤

预防、工伤补偿、工伤康复”三位一体建

设，推进医保惠民政策贯彻落实，强化区

域医保管理工作。全年完成区城乡居民

参加社会保险覆盖率达９８２０％，其中城
乡居保缴费约６９００人、续缴率达８８％；
城乡居保领取待遇１７万余人，发放养
老待遇２２亿余元，平均每人月平均养
老金１０４３元；及时审核发放 ２０１６年度
农村居民参加城乡居保区镇两级参保补

贴３５９４人、１８０万元；受理核定镇保企业
退休待遇申报工作１４４人。全年为城保
人员结算医疗费用 ２７９４１５７３万元，为
镇保人员结算医疗费用 ３５４２３５万元。
全区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人数２１４７１２人，
结算医疗费用共计 ３０３９０４９万元。全
区市民互助帮困计划参保缴费人数

２５８７５人，结算医疗费用总计８４４３７２万
元。年内，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获上海

市医保经办管理服务考核优秀，区社会

保障服务中心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
征地业务、征地养老经办管理服务优秀

单位、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城乡居保经办管

理服务优秀单位。

■完善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政策体系　
根据市关于被征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政

策调整工作部署，开展“政策清、人员清、

问题清”系列调研，出台区“１＋７”被征
地人员社会保障政策体系（《关于印发

＜宝山区贯彻落实《上海市被征收农民
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

办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及７个配套
文件。７个配套文件分别为：关于被征
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个人缴费

补贴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关于被

征地人员征地保障补贴若干问题处理意

见的通知、关于被征地人员职工社会保

险延长缴费和一次性不缴费补贴若干问

题处理意见的通知、关于加强被征地人

员就业促进工作的通知、关于领取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被征地人员参加职

工社会保险补贴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

知、关于征地养老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

办理工作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关

于征地养老人员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

知）。健全落实新政实施的信访、宣传、

舆情应对等制度，开展政策调整风险评

估，确保征地保障新政落实平稳顺利。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推进全民参保
登记，制订“宝山区未参保人员情况调查

方案”，完成１６万余名未参保人员入户
调查和信息管理工作，并引导重点人员

参加城乡居保。年内，区城乡居民参加

社会保险覆盖率达９８２０％；办理城乡
居保缴费６９４１人，续缴率８９５０％；发放
养老待遇１７２１２人，累计２２０亿元。全
年办理征地落实保障项目２９个，落实保
障１３３８人，落实率达１００％。完成征地
养老区级统筹，统筹管理人员达 １０４０７
人，累计发放各项待遇 ３２７１２９人次，共
计３１０亿元。

■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　年内，征地
养老人员生活费由每人每月１６２０元分
别提高到１８９８元（７０周岁以下人员）、
１９３８元（７０周岁及以上人员），比上年增
幅分别达 １７１６％和 １９６３％。预发医
疗费由每人每月４０元提高至１２５元，增
幅达２１２％。分别发放征地养老人员节
日补助费每人 ９５０元（８０周岁以下）、
１０００元（８０周岁以上）。城乡居保月基
础养老金由７５０元提高至８５０元，增幅
达１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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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工伤保险管理　依法开展工伤认
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开展宝山区工伤

保险“进园区、进企业、进工地”系列宣

传及工伤康复“遮风挡雨”保护伞等宣

传培训活动。规范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

鉴定受理、复核、审批三级审批程序。依

法完成工伤认定 ４２４８件，比上年增长
２０％；完成劳动能力鉴定３４１７件，下降
１２％ ；办理工伤康复 ８２件，与上年持
平。实现工伤认定鉴定面见率、按期办

结率、复议诉讼维持率３个１００％。

■推进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工作
　加强日常经办、护理服务工作的监督，
实现区服务范围全覆盖，开展养老护理

员（医疗照护）医保政策培训。全区共

受理申请２３１８人，完成评估２２２３人；开
展护理服务 １９１６人，总计服务量近
２０７２万人次。全面做好贯彻市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试点实施各项筹备工作，构

建组织领导框架，制订实施方案，做好评

估机构和护理机构布局。全区２家评估
机构、４０家养老机构通过评估，申请纳
入长护险定点机构（原高龄试点服务机

构直接平移长护险定点机构）。全覆盖

完成机构服务能力、参保老人分布及需

求情况的针对性排摸，组织分层培训动

员，培训覆盖到每个村居委会和机构，发

放宣传折页１０万册。

■推进医保制度新政落地实施　加强培
训指导，落实小城镇医保制度纳入职工

医保制度、部分高价肿瘤靶向药试行医

保结算、异地就医住院直接结算等医保

新政落地实施。全区异地就医结算办理

出院 ６０４人次，共计结算医疗总费用
１１１６０８万元。代表上海市接受人社部
对宝山区异地就医结算工作开展实地

督查。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５日，宝山区工伤保险集中宣传日活动举行 摄影／赵成志

■提升医保监管效能　完成定点医药
机构全覆盖监督检查目标，对定点医疗

机构开展多形式监督检查４２０院次，平
均检查次数 ３９３次／家，累计追缴、扣
减不合理费用 ２３０５５万元（不含市区
联合检查），查实的违规情况追款处罚

率达１００％。持续改进医疗保险服务标
准化工作，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再版印

制《本市医保住院病人告知书》《宝山

区医疗保险临床实用操作指南》等宣传

资料。持续改进医疗保险服务标准化

工作，开展“医保业务自助机（２０版）
标准化试点”项目。项目实现自助医疗

保险信息查询、自助补换《门急诊就医

记录册》、自助打印医疗保险参保凭证、

自助医疗保险综合减负试算、自助变更

医疗保险政府网站密码、自助个人信息

变更功能。

■开展区工伤保险“进园区、进企业、进
工地”系列宣传活动　７月，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联合高境镇总工会和高境

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在长江软件

园对６０余家企业管理人员进行“进园
区、进工地、进企业”工伤保险政策解读

专题宣传培训，通过分析案列解读最新

工伤保险政策，就工伤保险制度覆盖范

围、申请工伤认定主体、时限与认定范围

进行深入浅出地讲解；进区域内各类企

事业单位做好夏季工伤预防工作，切实

筑牢安全保障“防火墙”。

■开展宝山区异地就医结算工作实地督
查　８月３１日，国家人社部信息中心主
任贾怀斌带领专题督查组到宝山区实地

督查异地就医结算工作推进落实情况，

市人社局巡视员应鸿庆率医保处等相关

部门负责人随行调研。区委书记汪泓，

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分别接待督查组

成员。会上，督察组听取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医保办）就宝山区推进异

地就医住院直接结算工作的情况汇报，

详细了解落实情况和推进过程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实地查看医保中心窗口，调

研参保对象异地就医备案流程及受理

操作。 （彭宇珍）

劳动关系
■概况　组织开展市区两级和谐劳动关
系创建工作，加强劳务派遣单位规范管

理，开展集体合同、工资专项集体协议、

女职工专项集体协议和职业病防治专项

集体协议的审查备案工作，宣传和贯彻

实施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以欠薪欠保等

违法用工为监察重点，强化劳动保障监

察工作。妥善化解各类劳资矛盾，全年

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年内共完成

３５６家劳务派遣企业２０１６年度经营情况
检查，完成率８９２％；覆盖６７０７家企业
有效期内的集体合同、５６９０家企业有效
期内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覆盖率分别达

９８６％和 ８３７％。共监察用人单位
１４６４户，其中处理举报投诉９５６件，发出
责令改正通知书 １５６份，行政处理 ２５
户，行政处罚 ６户，罚款 ８２９万元。各
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 ６８６２
件，比上年上升６２１％；共办结６６９４件
案件，上 升 ４９１％；综 合 调 解 率 为
７５９８％，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按时办
结率达１００％。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评
为上海市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先进单位，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获上海市调解仲

裁工作优秀奖。

■加强和谐劳动关系建设　出台和谐劳
动关系２个文件（《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的实施意见》和《宝山区关于创建劳

动关系和谐单位的实施意见》），明确今

后一段时期宝山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

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成立宝山区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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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劳动关系协会，开展和谐劳动关系

创建工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创

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在全市协调劳动关

系三方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

■提升行政效能水平　在全市首家设立
劳务派遣资质企业变更许可事项“证照

同办”窗口，带头试行全流程服务审批事

项试点工作。加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

查，出具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意见及

备案报告５件。做好主动公开和依申请
公开工作，全年主动公开信息５１条，依
申请公开信息１３条，公开率６８％。升级
完善区级业务经办平台，完善区、街镇、

社区三级网络工作体系，提升服务效率。

■加强劳动保障监察　开展农民工工资
支付等专项检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５日 ～
２０１７年春节前共检查用人单位３３２户，
涉及员工１５６２７人，追缴拖欠２６７３名农
民工工资１０１１９４万元，并以涉嫌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犯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处

理１件），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代表
上海市接受人社部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督查组专项督查。监察用人单位 １４６４
家，比上年增加３３９％，维护１０１０１名劳
动者合法权益，涉及金额５９９５１８万元。

■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中心成立
　５月，与区司法局、区总工会、区工商
业联合会、区企业联合会联合发文，成立

区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中心。主要职

责是宣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和政策，调解区内发生的劳动人事争议，

监督和解协议、调解协议的履行，配合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调解仲裁机构开

展辖区内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相关

工作。

■全国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示范
工作总结会在宝山召开　６月２２日～２３
日，人社部在宝山区衡山北郊宾馆召开

全国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示范工

作总结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解

仲裁管理司副司长刘世民、综合处调研

员段光新，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副局长张得志，区委常委、副区长袁

罡，上海市人社局、四川、山东、广东、湖

南四省人社厅相关领导共２４人出席会
议。上海市、区两级领导致辞，观看宝山

区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示范工作

汇报短片，上海、山东、广东、四川和湖南

５省市分别汇报示范工作情况和工作成

果，人社部调解仲裁管理司副司长刘世

民讲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代表

上海市做经验交流和成果展示。

■妥善处置群体性劳资纠纷　全年妥善
处置上海欢悦服饰有限公司、易买得超

市等重大、群体性劳资纠纷１１８起，比上
年上升２６１％，共涉及人数３１３９人，涉
及金额２１９４２６万元。

■做好信访和“１２３４５”工单办理工作　
健全信访工作制度，规范信访办理。全

年总计信访３３８１６件，办结１５８件，初次
信访事项按期受理、按期办理率均达

１００％。“１２３４５”热线全年总计办结６０１
件，化解３８８件，化解率为６４５６％，处置
首日联系率、按时办结率保持１００％。

（彭宇珍）

民政
■概况　年内，区民政局推进养老服务
网、社区治理网、救助保障网、双拥优抚

网、社会服务网“五网”建设。完成４月
和１１月民政部对宝山民政工作蹲点调
研。在民生保障和为民服务方面，补短

板、增实效、促满意，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超额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指标，新建 ２
家养老机构，新增养老床位５７１张（其中
公办床位２３７张），建设８家养老机构设
置医疗机构、１９个社区睦邻点。完成新
建４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４家长者
照护之家、４家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和 ９
家存量养老机构实施电气线路安全改造

项目。创新社区治理载体，居委会电子

台账和“村务自治云”系统实现全覆盖。

开展“美丽滨江我的家”主题创建活动，

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完成３家行业
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修订《宝

山区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实施办法》。年

内，局系统获评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度上海
市区民政文明行业；区福利院获全国“敬

老文明号”；区殡仪馆“宝殡新快线”获

评上海市民政十佳服务品牌。

■基层建设　开展“美丽滨江我的家”
主题创建活动，评定３６个自治家园、１００
余名优秀社区工作者，收集３６篇较有特
色的居民公约（村规民约），创建５个市
级试点示范村、１６个区级试点农村社区
建设示范村和４个市级居（村）自治家
园。组织开展新颁布“三项法规”（《上

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上海市实施〈中

国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

法》和《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

的培训宣传活动。开展社区工作者公开

招聘工作，招录３０１人，并开展军嫂专项
招聘，招录２４人。举办社会工作师职业
证书考前培训，制定并实施社区干部实

训基地效能考核方案。落实社区代表会

议制度，居委会下设物业环境专业委员

会实现全覆盖。新建大场镇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大华分中心，完成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信息系统优化升级，推行“网上

预约”“刷证办事”等服务。指导撤制１０
个村民小组，至年末，全区有１０４个村、
７３１个村民小组；新建１７个居委会，撤销
１３个居委会，调整１个居委会。至年末，
全区共有 ３７５个居委会。

■社会救助　开展７７项元旦、春节帮困
送温暖活动，累计投入各类帮困资金

６８３８３６万元，受益群众２０４万人（户）
次。开展“５·１２”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发
放宣传手册２３００余份、接受市民群众咨
询２５００余人次，组织１０万余名学生参
加防灾减灾综合演练。至年末，全区共

有城乡低保 ９４４６人，开展社会救助
７２７４万人次，支出各类救助资金共计
２８０亿元，救助流浪乞讨３１８人。完成
第六批次共有产权保障住房项目的经济

状况核对工作，新增就业援助核对项目。

受理经适房、廉租房、低保申请等各类经

济状况核对委托共计２８７２０户，出具核
对报告２８２８４份。全年共募集慈善基金
１７７３４８万元，出资 １３８８５０万元，为
１０９７万名困难人员、学生和老人提供
帮助。

■优抚安置　全区接收安置２０１６年度
退役士兵３０９名。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
策，接收安置军休干部１６人，为３７万
人次优抚对象发放抚恤、补助和优待金

５９９１６万元。依托社会力量，在各个街
镇开展“关爱功臣活动”，基本形成由区

民政局牵头组织、各街镇具体实施、相关

方面协同配合、社会力量有效介入、社区

资源优化整合、服务对象踊跃参与的优

抚安置服务体系，落实军休干部“两个待

遇”（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双拥工作　开展１８项庆祝建军９０周
年双拥系列活动，投入资金 ５９４万元。
组织区四套班子领导走访慰问部队，举

行宝山区庆祝建军９０周年军政座谈会、
专场文艺慰问演出、庆祝建军９０周年国
防知识竞赛等。深入开展科技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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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技能、文化知识、法律服务、医疗卫生、

综合帮扶“六进军营”活动，对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驻区部队重大科研成果进行奖
励２１７万元。举办驻区部队官兵电工、
厨师、网页制作、歌队指挥等 ７个培训
班，投入资金４４５万元，培训各类人才
２３２人。组织医疗专家、律师等进军营，
为４９名患重大疾病等特殊困难官兵及
家属赠送帮扶慰问金 ４０５万元。优先
安排８７名现役军人子女入学转学，帮助
１００名军嫂实现就业。“一镇一特色”项
目建设取得成效，吴淞街道“双拥小苑”

建成并对外开展服务，庙行镇“国防主题

公园”和淞南镇“双拥主题广场”项目建

设方案落地。吴淞街道与某部队联手在

三营房居民区建设的“双拥小苑”，作为

街道与部队开展双拥共建、推进军民融

合发展的示范基地，设有老兵俱乐部、优

抚之家、兵娃娃学堂等１２个功能室，为
优抚对象、军人家属及社区居民提供丰

富多样的文化交流、国防教育、技能培训

等内容，提升为优抚对象服务的能力和

水平。

表１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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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罗暝园 罗店束里桥苗圃路３５０号 ５６８６０８３３ ２０１９０８

宝凤瞑园 丰翔路６４４号 ５６１３２３０７ ２００４４４

月浦安息灵园 月罗路３４１号 ５６９３１２７１ ２００９４１

经营性骨灰堂 宝安瞑园 宝安公路１２８号 ５６８００４４４ ２０１９０１

■殡葬管理　全区有殡仪馆１家，经营
性公墓３家，经营性骨灰堂１家。清明、
冬至期间，全区各墓区共完成落葬３２７６
穴，接待祭扫群众１０２５万人次、１４３万
辆车次。完成区关于更新升级信息管理

系统并与市级系统顺利对接，及时掌握

全区各殡葬单位的经营状况。

■婚姻登记　年内共计依法办理结婚登
记６２５３对，比上年下降１４％；离婚登记
３０３６对，下降３３％，补发结婚证书１４１１
对、补发离婚证书３０１份。查询婚姻档
案２０８３人次。开展“见证甜蜜爱情、共
享宝山文化”新人颁证活动及婚姻家庭

辅导服务工作，为７２０对夫妇提供心理
疏导服务和法律咨询服务，成功化解婚

姻问题５６对。

■开展“５·１２”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５
月１２日，在区应急委领导下，由区民政

局、区民防办牵头，会同区科委（地震

办）、区气象局、区水务局（防汛办）、区

安监局、区红十字会、区消防支队、区交

警支队等单位，在区文化馆广场开展以

“减轻社区灾害风险，提升基层减灾能

力”为主题的大型宣传活动。活动以政

策咨询、现场传授、讲解相关应急科普知

识的形式开展，现场共设置应急科普知

识展板６０余块，发放各类宣传物品１５００
余份，接受市民群众咨询１８００余人次。

■开展“见证甜蜜爱情、共享宝山文化”
新人颁证活动　５月 ２０日，为登记的
３００余对新人分别开展中式个性颁证及
西式集体颁证服务。整合宝山区域旅游

资源，为“５２０”当天领取结婚证的新人
们发放内含顾村公园、上海玻璃博物馆

等宝山区内１０余家特色景点免费游览
券的爱情大礼包，鼓励新人们探询宝山

爱情地标，与新人们一起“见证甜蜜爱

情、共享宝山文化”。

■开展烈士纪念日活动　９月３０日，宝
山区四套班子领导与驻区部队和社会各

界人士代表，到宝山烈士陵园开展烈士

纪念日活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瞻仰

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和烈士墓区。各街

镇同时组织辖区内的烈属开展丰富多彩

的烈士纪念日活动。 （黄帼英）

残疾人事业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持证残疾人
３０８７５人，其中视力残疾人５６２３名、听力
残疾人３１３４名、言语残疾人 ２６９名、肢
体残疾人 １４３９７名、智力残疾人 ３５２９
名、精神残疾人３４０６名、多重残疾人５１７
名。持证残疾人数比上年新增３６９９人。
区残疾人工作以高标准为目标，推进残

疾人工作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残疾

人公共服务，科学谋划、全面部署，推进

各项工作任务完成。

■开展元旦、春节 “五送”帮困送温暖活
动　元旦、春节期间，开展送帮困金、送

护理用品、送实物帮困卡、送就业岗位、

送年夜饭“五送”帮困送温暖活动，投入

帮困资金 ８３８万元，受益困难残疾人
１１０１０人次，比上年增加３１０７％。做到
周密安排、认真排摸，不遗漏、少重复；明

确资金发放办法，以银行打卡形式，确保

资金发放安全到位；组织机关党员干部

深入残疾人家庭走访慰问，了解残疾人

特殊需求，及时化解矛盾。

■超额完成区实事项目　推进区政府实
事项目，投入资金 ２６５３６万元，超额完
成“为４００残疾人开展居家养护服务”目
标，共有４５１人获益。投入资金１８８２５
万元，超额完成“为５０００名持证残疾人
开展健康体检服务”目标，共有５０３５人
获益。

■落实惠残政策　推进各项惠残政策有
效落实，投入资金 １２３７３８万元，共有
１９６００名残疾人获益交通补贴；投入资
金３６４７６４万元，共有１６０１３３人次获益
两项补贴，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３９５３５人次、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
１２０５９８人次。一季度对３５户农村、１２３
户城镇残疾人家庭进行提高型无障碍改

造调查摸底，投入资金约３７２万元，完成
１４９户残疾人家庭提高型无障碍改造。
投入资金 ６６３６６万元，为 ３７５８户困难
残疾人家庭发放助残实物帮困卡，减轻

困难残疾人家庭经济负担。

■开展康复服务　投入资金１３５万元，
为４２６名残疾人提供住院及大重病医疗
补贴。投入资金 ５０６８７万元，为 ２４９０
名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重残人

员给予补助，有效缓解残疾人因病致贫。

投入资金９０５２万元，为２９１名脊髓损
伤或两便失禁残疾人配发护理用品。投

入资金３５１３６万元，为３５０名重残无业
人员以及８５名贫困重度残疾人提供机
构养护补贴。投入资金 ２４０万元，为
１０００名视障人士提供低视力验配服务。
在“全国助残日”“世界自闭症日”“六

一”儿童节期间，走访慰问培智学校、自

闭症康复训练中心、脑瘫儿童康复中心

的２００余名残障儿童。

■推进残疾人就业　根据市残联相关要
求，推进残疾人就业培训工作。组织开

展西式面点、残疾人创业能力、电脑操作

基本技能等各类培训 １４期，１０２０人参
训。１月，会同区人保局、区就业促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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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开展就业援助月活动，举办３场社区
残疾人就业招聘会，百余名残疾人参加，

６０余名残疾人与企业当场达成就业意
向，实现７名残疾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指导和就业推荐工作，连续１５年实现安
置残疾人大学生就业率达１００％。全年
共推荐１６２名残疾人就业，确保全区残
疾人就业年龄段且有就业愿望的残疾人

失业率保持在２％以内。组织２２名残疾
学员参加开放大学残疾人教育学院宝山

学习中心残疾人本科班学习。选拔１名
残疾人参加中国残疾人技能大赛并获茶

艺项目优秀技能奖。

■举办区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　５月１６
日，为庆祝第二十七次“全国助残日”，

会同区体育局在宝山体育中心举办宝山

区群众体育大会暨第六届残疾人运动

会，６５０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规模、参
赛人数达历届之最。组织２５０余名各类
别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上海市第九届残疾

人运动会和２０余项残疾人群众体育赛
事，５名残疾人获一等奖，并获３项团体
一等奖。

■完成残疾人信息数据动态更新　在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开展残疾人基本服务和
需求调查基础上，对区内２８９５６名残疾
人的需求数据进行动态更新，力求全面

准确掌握残疾人现状和需求，夯实残疾

人工作基础。数据动态更新工作于７月
１日正式启动，３８６名调查员、５７３名陪
调员逐户上门采集信息、细致审核、及时

录入，按时完成动态数据的采集、审核、

录入，并首次采用终端设备进行采集，提

高采集数据质量。

■完成街镇残联换届工作　区残联专门
成立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以确保街

镇残联和区残疾人５个专门协会换届选
举工作。按照市残联换届工作总体要求

和区残联群团改革方案目标，制定街镇

残联换届工作实施意见和区残联换届工

作方案，指导各街镇残联换届，全区１２
个街镇于１２月底前召开残疾人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街镇残联主席团、残

联理事长和出席区残联第七次代表大会

代表。配齐配强基层残疾人工作者队

伍，加强专业化建设，提高服务和管理能

力，各街镇残联６８名专职残疾人工作者
全部配备到位。确定５个专门协会领导
人选，为区残联换届奠定基础。

（李秋洁）

老龄事业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户籍老年人
３２４９万人，比上年增加２１６万人，占户
籍总人口的３３３％，提高１９个百分点。
其中：６０岁 ～６４岁低龄老人 １１５２万
人，占老年人总人口 ３５５％；６５岁 ～７９
岁中龄老人 １６２万人，占 ４９８６％；８０
岁 ～９９岁高龄老人 ４７６万人，占
１４７％；百岁以上老年人９７人。全年新
建２家养老机构、４家长者照护之家、４
个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４个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８家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
１９个睦邻互助点、２０个标准化老年活动
室，改造１８个老年活动室，为９家存量
养老机构开展电气线路专项改造。年

内，庙行镇“老年心理疏导”被评为上海

市老年志愿服务优秀项目；淞南镇“文明

交通志愿者”被评为上海市优秀老年志

愿服务项目；友谊路街道“基层理论宣

讲”被评为上海市十佳老年志愿服务项

目。罗店镇夏前芳获第二届全国“敬老

文明号”称号；大场镇俞三妹、高境镇徐

南英、庙行镇沈彩莲、罗泾镇吴玉云被评

为上海市“老伙伴计划”百名优秀志

愿者。

■养老服务　至年末，全区有养老机构
５４家（包括５家长者照护之家），比上年
增加３家，其中政府办２９家，社会办２５
家，核定床位１２４１５张，增加７４９张。享
受居家养老服务的老人１２５６３名。开展
“居家养老暖人心”项目，为１３８名符合
条件且有照料需求的优抚对象提供居家

养老服务。设有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

２０个、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２７个。
各级老年活动室５６８个，日均活动人数
３０９８６人。实施“老伙伴”计划，组织
１７２０名低龄老人志愿者为８６００名高龄
老人提供家庭互助服务。

■开展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　开展各
类基本养老服务需求评估工作，应对长

护险实施工作。学习统一需求评估系统

新增的各项内容，确保各个部门、街镇、

社会组织各司其职、衔接有序。结合梳

理全区养老服务资源，开展长护险预评

估，做好评估高峰工作预案。为确保

２０１８年长护险的平稳实施，在全区运营
中的４３家养老机构开展长护险预评估
工作，评估２２００名具有宝山区户籍的入
住老人。至１２月２４日，累计受理申请
５９２９人次，完成需求评估３９６８人次，经

评估后享受服务 ３０８８人次。完成 ５００
名评估员的培训工作（其中 Ａ类评估员
１３８名，Ｂ类评估员３６２名）。

■开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大检查　年内
组织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专项整治”

行动。在检查的３７家养老机构 １１５项
指标中，得分在８０分以上的共有２８家，
占被检查总数的７５６７％；得分在６０分
～７９分的有 ８家，占被检查总数的
２１６２％；得分在６０分以下的有１家，占
被检查总数的 ２７％。根据区《养老机
构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方案》，要求各

养老机构结合自身情况，对照“养老机构

服务质量大检查指南”的内容进行自查，

随后根据各养老机构整改情况进行检

查、复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并要求

限时整改，促使区养老机构设施功能、信

用体系、市场监管、服务质量有一个新的

突破和提高。

■实施“银龄居家宝”项目　创新实施
“银龄居家宝”项目，以解决社区居家老

人的安全保障、生活照料、精神关爱等服

务需求。出台梯度化的“补需方”惠老

政策，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依托智能后

台服务，通过智能终端（“一线通”主机、

防走失手环等）的一键呼叫，为老年人提

供生活照料、主动关爱、紧急援助、走失

定位等服务，全方位打造安全宜居的智

能养老服务圈。为服务对象提供 ２０００
余次的紧急救助，为诸多突发疾病的老

年人争取到更多的生存机会，成为老年

人居家安全的守护者。

■加强养老服务资金监管　严抓养老服
务资金使用管理，根据《上海市民政局关

于开展民政资金管理督查工作的通知》

精神，落实督查工作，通过自查自纠、重

点检查、整改落实等措施，加强资金监

管，强化源头控制，完善资金管理制度。

制定《宝山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资金

管理）检查制度（试行）》，明确检查的依

据、频次、内容、形式、材料等。在“细”

字上下功夫，明确各项资金的使用范围、

审批和发放程序。实施标准化建设工

作，全面梳理资金管理流程中的风险点，

开展流程再造。

■开展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新增淞南
镇、罗店镇、大场镇作为老年宜居社区建

设试点单位，统筹设置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老年人助餐点、老年人日间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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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老年文体活动场所等，向老年人提供

“一站式”服务。全区共有９个街镇开展
老年宜居社区建设，惠及 ２４万余名老
年人。

■开展惠老助老活动　实施百岁老人关
爱政策，向区内９７名老人开展生日慰问
和节日慰问活动，向全区６８０２名９０周
岁以上高龄老人每天赠饮一瓶牛奶。年

内，全区各级老龄组织共受理老年人来

信来访来电１７６件，调处１６８件，调处率
９８％。１０月２７日，举行“老年节”庆祝
活动，由区委、区政府主办，区老龄委承

办宝山区“老年节”庆祝大会及文体展

示活动、大型为老服务与咨询等敬老主

题活动。“老年节”前期，区四套班子领

导走访慰问百岁老人、视察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和养老机构，各街镇在社区中开

展各类助困慰问、志愿服务、文艺汇演、

法律援助等活动，营造尊老敬老助老氛

围。１月 ３日，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宝山
区分会与区侨联共同举办“关爱老侨、共

享发展”早期归侨援助项目启动仪式，向

６１名早期老归侨发放援助金３０５００元。
９月２６日～１０月２７日，区旅游局、上海
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街镇联合开

展“爱暖夕阳红，情满母亲河———宝山区

万名老人游览浦江”项目活动，组织

２６００名社区困难老年人乘船游览吴淞
口码头至十六铺外滩之间的滨江发展风

貌。９月２５日～２８日，宝山分会与区机
关党工委、区科委联合举办宝山区“科普

惠生活，辉映夕阳红”活动，组织８００名
老年志愿者分批参观罗泾生态涵氧林旅

游带、宝钢水库、蔬菜大棚、蟹虾养殖场

和罗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生命之

桥———尿毒症患者援助项目”全年向区

２９名低保、低收入尿毒症老年患者发放
援助金共计６万元。 （王　弦）

表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养老机构情况

序号 隶　属 单　位 核定床位数 备注

１ 区民政局 上海市宝山区社会福利院 ２００

２

３

４

友谊街道

上海宝山区康乐敬老院 １５０

上海宝康老年公寓 ２５５

友谊社区馨谊长者照护之家 ２５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吴淞街道

上海宝山区海滨新村街道敬老院 １６０

上海宝山区永清养老院 ９３

上海宝山区吴淞街道敬老院 １７０

上海宝山区逸仙养老院 ４２１

上海同泰敬老院 ２４５

上海吴淞社区幸福苑长者照护之家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张庙街道

上海宝山区通河街道敬老院 ７２

上海宝山区新康安养院 １９０

上海宝山区泗塘承苗养老院 ９７

上海张庙养老院 １５４

上海张庙社区异香长者照护之家 ２０

１６

１７
庙行镇

上海宝山区庙行镇敬老院 １４０

上海宝山区庙行镇悦馨养老院 ４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大场镇

上海宝山区大场镇敬老院 １４０

上海宝山区大场镇祁连敬老院 ９６

上海宝山区大场德照敬老院 １７１

上海宝山区峰华养老院 １５０ 待注销

上海星堡养老年服务有限公司 ４０８

上海宝山区金悦养老院 ２８８

上海大场长乐养老院 ４３０

上海秋晖养老院 １４４

２６ 高境镇 上海宝山区高境镇养老院 ３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淞南镇

上海美庭阳光养老院 ２８４

淞南镇新建养老机构 ３１２

上海淞南社区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 ４８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顾村镇

上海宝山区顾村镇敬老院 ２０３

上海永福养老院 ３３１ 待注销

上海宝山区顾村镇馨佳园养老院 １３１

上海顾村和平养老院 １８８

上海宝山区保龙养老院 ３３４

上海顾村社区慧享福长者照护之家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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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隶　属 单　位 核定床位数 备注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杨行镇

上海宝山杨行镇金秋晨曦老年公寓 １４３０

上海宝山区杨行镇宝山敬老院 ２３０

上海宝山区泰和养老院 １３０ 待注销

上海宝山区海剑敬老院 ２２０

上海宝山区百姓敬老院 ３９６

上海宝山勤丰家乐敬老院 １４２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月浦镇

上海宝山月浦养老院 ４６６

上海宝山区月浦乐业养老院 ６５

上海宝山区月浦镇怡康敬老院 ５８

上海宝山区金色晚年敬老院 ５０３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罗店镇

上海金罗敬老院 １２０

上海宝山罗福养老院 ２１５

上海西埝敬老院 １１０

上海宝山美兰金苑敬老院 ８５０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０３１２－０３地块养老院 ６５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０４０８－０３地块养老院 ６３

５２

５３

５４

罗泾镇

上海宝山区罗泾镇敬老院 １１０

上海罗泾丽康养老院 １２０

上海怡景养老院 ２８１

合计 １２４１５

社会组织管理
■概况　年内，宝山区社会团体管理局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暂行管理条例》及相关法

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对社会团体进行分

类指导，推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高

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能力，规范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加

强宝山区社会组织预警网络建设，完善

区社会组织三级服务管理网络。全年登

记成立社会团体４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５２家；变更登记社会团体３６家，民办非
企业单位 ５０家；注销登记社会团体 １１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２１家；民办非企业
单位核名９６家。至年末，区内有社会团
体１４８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４８４家，共计
６３２家，比上年增加４０家。

■开展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实
施全区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

采用网上年检方式，实现无纸化上报。

依据便民原则，按照市社会团体管理局

要求，利用电子钥匙，简化操作流程。全

年社团应检数１４０家，合格率８２９％，基
本合格率 ８７％；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检
数 ３６７家，合格率 ８６４％，基本合格
率３０９％。

■完善信息平台　年内，市社团局对办
公业务网络进行升级，区社团局依照国

务院行业分类标准，对区内社会组织信

息进行逐一核对，保障社会组织信息的

准确性、完整性。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宣

传力度，全年在上海社会组织网上共发

布信息１０２２条，市局首页采用 ７６８条，
采用率７５％。 （王昕钰）

民族与宗教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常住少数民族
人口总数为３０５１０人，比上年增加２９８７
人，有４８个少数民族成分，其中户籍少
数民族人口１５０４５人，增加１６４１人。少
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全区各镇、街道，呈散

居状态。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三大宗

教，有宗教场所２３处，宗教教职人员１１９
人，信教群众约８３万余人。

■开展民族宗教法规政策宣传　培育爱
国爱教情怀，组织各民族宗教团体班子

成员收看中共十九大开幕式，学习十九

大会议精神。到井冈山开展红色之旅，

重温中共光辉历程。开展专题培训，以

区社会主义学院为教育基地，采取集中

授课、座谈交流、专题研讨、以会代训等

多种形式，进行全覆盖式教育培训，先后

就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新修订《宗教

事务条例》等内容进行专题培训。做好

普法宣传，分别在６月法制宣传月、１２月
宪法宣传周，组织大型普法宣传活动。

通过区级专题宣讲、街镇设摊宣传、堂点

张贴横幅海报等，分层次、分步骤开展法

制教育，增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

国家意识、法治意识和大局意识。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结合市
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委《关于

开展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活动的指导意见》，在完善“管理网格

化，服务网络化，引导社会化，活动品牌

化”基础上，指导各街镇探索社区民族工

作有效方法。开展区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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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区

教育局开展民族教育进校园主题活动，

指导城市工业园区民族工作进企业，将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深入至各领域。

贯彻落实《上海市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加强清真食品网点管理，完成监督员队

伍（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的新老更替。开
展清真食品监督工作业务培训，提高监

督能力和水平，发挥清真食品社会监督

网络组织作用，确保宝山区无“清真不清

和清真概念泛化”问题的发生。至年末，

全区共有清真网点１９２家，其中挂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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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牌的网点９家，区级基本供应点 ４
家。１１月４日，举办“魅力滨江·活力
宝山”———宝山区少数民族第二届运动

联谊会。１２支队伍进行健身操（健身
舞）展演，近２００名少数民族同胞参加滚
铁环、掷飞镖、投篮、踢毽子等运动项目，

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增强民族

凝聚力。做好重点节日期间的帮困送温

暖工作。区、街镇及各级民族联组织全

年走访慰问少数民族７５８人，发放慰问
金（包括慰问品）合计近２５万元。

■加强宗教事务管理　深化文明和谐寺
观教堂创建，开展“规范建设年”主题活

动，以落实宗教系统若干“专项工作”为

抓手，深化思想建设，增强宗教教职人员

“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综合素养。深化

制度建设，提高宗教活动场所自我管理、

民主管理水平。深化法治建设，落实宗

教教职人员认定备案、财务监督管理、教

务公开等常态管理措施。在上一轮成功

创建“一个五星、七个四星、十个三星”

级文明和谐寺观教堂基础上，指导推进

宗教场所的规范化建设。推进宗教场所

活动规范、管理规范和行为规范。开展

宗教场所安全隐患排查，以重点检查与

督促整改相结合，组织对重点场所、在重

要时间节点、围绕重大宗教活动开展巡

访，督促场所即知即改，确保场所春节迎

新活动、佘山朝圣、圣诞期间等节庆时期

的安全稳定。加强同有关职能部门联

系，相互配合，做好抵御渗透和反邪教相

关工作。做好信访接待工作，全年共受

理７件，处理完成７件。妥善处理涉及
宗教领域的突出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

稳定。

■加强民族宗教团体建设　贯彻《关于
加强本市民族宗教团体工作人员管理的

指导意见》，制定实施细则、完善规章制

度。４月１２日，召开宝山区少数民族联
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听取并审议区民

族联第六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通

过修改后的《宝山区少数民族联合会章

程》，选举产生区民族联第七届理事会理

事５３名，常务理事２０名，领导班子成员
７名，白洋任会长。大场镇民族联联络
组升格为民族联分会，增强两级民族联

团体战斗力。明确细化民宗团体的职责

任务和班子成员任务分工，健全各项议

事制度、例会制度、学习制度、宣教制度、

调研指导制度、慈善帮困制度等，用制度

规范和保障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和全面

完成，提高团体履职能力和水平。

（王　洁）

表３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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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绝拉面馆 宝林路２５２号 友谊路街道

耶里夏丽（顾村店） 正大缤纷一楼８号１０３－１０６ 顾村镇

兰洲牛肉拉面店 友谊支路２７１号 友谊路街道

表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

教别 宗教场所 地址 联系电话

佛教

宝山寺 罗店镇罗溪路５１８号 ５６８６２４１１

太平禅寺 顾村镇富联路３２８弄２８号 ５６１８１６５５

永福庵 大场镇南陈路３５１弄２号 ５６１３９１３７

察司庙 杨行镇泰和支路８７弄５０号 ５６４９５６１６

萧泾古寺 罗泾镇沪太路８８７２弄５０号 ５６８７３７７５

金皇讲寺 大场镇丰宝路３５０号 ３６３８６６６９

甘露寺 月浦镇练祁路６８８号 ３３８５２１０２

淞南寺 淞南镇淞南路４５９弄２７号 ６６７８１３３５

宝隆古寺 杨行镇杨宗路５５８号 ３６２１０９８１

天主教
孟家堂 高境镇阳泉路１２９５号 ６６９７２２４９

北姚湾堂 大场镇南大村老宅生产队 ６２５０５５０６

基督教

吴淞堂 宝杨路７４号 ５６１０１７６６

施恩堂 泗塘一村７号 ５６９９３４６２

杨行堂 杨行镇杨泰路５１０弄５号 ５６８０３２６９

月浦堂 月浦镇北安路１０３弄１５号 ５６９３７９８０

罗店堂 罗店镇西界泾村６３号 ５６８６２０５９

大场堂 大场镇沪太支路１２２５号 ５６６８１５９６

谢恩堂 大场镇丰宝路５４号 ６３６３７８３３

葑塘聚会点 大场镇锦秋路２３２０号 ５６１３３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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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别 宗教场所 地址 联系电话

基督教

宝山聚会点 漠河路２８号东门 ５６７８０４６７

刘行聚会点 顾村镇联杨路１８２６号 ５６０２８７８９

盛桥聚会点 月浦镇盛桥路９０号 ５６１５３１２８

罗泾堂 罗泾镇陈川路３５０弄９１临 ５６８７０６９０

（王　洁）

红十字会
■概况　至年末，区和街镇及居（村）三
级红十字会组织共有５４１个，比上年增
加１５个；全区红十字会有团体会员单位
１４７家，成人会员 ６０８４名，青少年会员
３４３７０名，志愿服务者５０００余名。全区
建有街镇红十字服务中心１１所，增加１
所；社区红十字服务站 ４０６个，增加 １０
个；红十字救护培训站（点）１２个，区级
红十字冠名医疗机构２家。１１月，召开
区红十字会五届六次理事会，审议通过

《宝山区红十字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六次

会议工作报告》和《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红十
字会款物募集和使用情况的报告》，选举

刘雁为新一任宝山区红十字会常务副会

长。全年共收到捐款６７６１万元（其中
接受四川九寨沟地震捐款７５６万元，全
额上交市红十字会），其他收入１５２万
元，支出 ８０５３万元，历年余额 １６８２３
万元。

■救助关爱　年内开展“千万人帮万
家”迎春募捐帮困送温暖活动，慰问特困

家庭共８３０户，市、区、街镇（园区）红十
字会资助金额 ４１５万元（其中帮困卡
８３万元）。为符合条件的重度失智老
人每月配送护理用品，全年受益３４９４人
次，总价值７５万元，并对５１２名老人家
属、护理员和志愿者进行介护培训。为

区红十字护理院符合条件的老人配送护

理用品，设立爱心病床。援助全区２１名
居家麻风病人中的致残者，资助金额

１０５万元。会同区教育局、团区委联合
开展“为大病青少年献爱心”主题活动，

帮助大病青少年８４人次，资助金额３１２
万元。受理７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救助申
请，资助１８万元。落实“特殊精神病人
关爱”项目资金１万元，用于无家可归等
特殊精神病人的人道救助。设立“关爱

癌症患者”救助项目，每年向区癌症康复

俱乐部供款１万元，用于因治病开支巨
大致生活拮据患者家庭的定期慰问。

■备灾救灾　组织接收接受来自区内各
单位街镇红十字会及个人的九寨沟地震

捐款７５６万元，全额上交市红十字会转
往灾区，用以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对区内８户火灾家庭进行救助，街镇红
十字会在火灾发生后第一时间上门看望

并慰问，同时根据项目的救助要求向市

红十字会进行该项目的申报，获批救助

款６２万元。市、区、街镇红十字会合计
发放慰问款７３万元。

■开展救护培训　年内，全区培训救护
员１３４９人，完成指标的１１０４％；普及培
训２４０４５人次，完成指标的１１８９％。推
进初级急救知识进家庭项目，向区２０万
余户家庭发放《市民安全救护手册》。

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区信访办、区体育中

心、顾村公园、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等区

内公共场所，分别设置 ＡＥＤ共５台，同
时对这些场所的相关人员１００余人进行
使用操作培训。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年内为１９７４万
名学生、儿童办理参保手续，比上学年增

加２个百分点，参保费 １８５２３６万元。
为７１５８人次住院或大病儿童报销医疗
费，基金支付７７８２６万元。受理少儿医
疗保障基金医疗费报销６９０４人次，少儿
居保支付金额１６６６６５万元。资助１５８１
名低保家庭及残障儿童参加少儿住院互

助基金，由区财政支付参保费 １４５６
万元。

■组织志愿捐献　与团区委、区内高校
红十字会和各街镇党团组织，开展一系

列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宣传和集中采血

活动，全区新加入中华骨髓库造血干细

胞志愿者共９３４名。区和街镇两级红十
字会全年为２０６名市民办理遗体捐献手
续，有３４人实现遗体捐献意愿。全年登
记捐献角膜（器官）共１３例，实现器官捐
献２例。３月２日，组织区红十字会全体
人员、遗体捐献实现者家属及志愿者共

６０余人，参加全市遗体捐献纪念日
活动。

■开展红十字宣传　７月，区红十字会
网站完成改版并上线，新增“急救掌上客

堂”“博爱家园”“红会风采”等栏目，对

部分栏目的结构进行调整。同时通过纳

入区政府网站体系，提升网站安全性。

全年网站报道工作信息７５条，向市红十
字会网站、《上海市红十字报》《宝山报》

和区政府门户网站报送工作信息４９条。
９月１１日，与市红十字会共同组织“博
爱讲坛”一期，社区群众１００余人参加听
讲。３月至 ４月，顾村公园上海樱花节
期间，结合ＡＥＤ设置组织一支志愿服务
队，驻园宣传红十字基础知识和红十字会

工作，演示应急救护（ＡＥＤ使用）等技能。
在“５·８”世界红十字纪念日、“９·９”世
界急救日、“千万人帮万家”等重大活动

期间，各级红十字会采用报刊专版、黑板

报、宣传册页等形式，向广大市民宣传红

十字基本知识和红十字会工作，弘扬红

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

■举办“初级救护知识进家庭”知识竞
赛　９月２２日，与区教育局、区卫计委联
合举办“初级救护知识进家庭”知识竞

赛，全区各街镇（园区）红十字会共１３支
队伍参赛，市民２００余人现场观赛并参
与互动。大场镇红十字代表队获一等

奖，友谊路街道、顾村镇代表队获二等

奖，杨行镇、罗泾镇、月浦镇代表队获三

等奖。 （李　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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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孙　骏

杨行镇
表１ ２０１７年杨行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百岁
老人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７年 １６９６６ ８４１６ ８５５０ ２５％ ８ ２５７６ １７．９％

表２ ２０１７年杨行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天馨学校 ２８ １０９８ ８７ 水产西路２８９弄 ５６４９９６５９

杨行中心校 ４３ １７０５ １２３ 松兰路１８号
杨泰路３２１号 ６６２２５１９８

杨泰实验学校 ６７ ２７６５ １９７ 杨鑫路３８８号 ５６８０１８４３

杨行中心幼儿园 １６ ５２０ ４１ 杨桃路１５１号 ５６８０１３４０

杨泰三村幼儿园 ９ ３０１ ２３ 杨泰三村东区９５号 ３３９１２８４２

四季万科幼儿园 １４ ４４８ ３３ 松兰路８６６号 ３３８５１０６８

四季花城幼儿园 ６ ２１２ １６ 镇泰路１９８号 ３６０４６８０５

友谊家园幼儿园 ９ ２８０ ２４ 铁峰路１９９１号 ３３７９９０９９

康桥水都幼儿园 ２４ ７４７ ５２ 竹韵路８号 ５６７８０６２６

海尚明城幼儿园 ９ ２７８ ２４ 盘古路１８７６号 ５６１２２６２２

和家欣苑幼儿园 １５ ４４０ ３４ 红林路４８９号 ６６７８８５０６

紫辰实验幼儿园 ６ １９３ １０ 湄浦路１６００号 ６６７８６７７６

杨东小学（民办） １９ ８６４ ５９ 宝杨路２０４３号 ３３７９５０２４

杨行小学（民办） ２０ ８４５ ６０ 杨行西街４４１号 ５６４９７０３０

表３ ２０１７年杨行镇村委会

序号 名　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户籍

户数 人口

１ 东街村 杨泰路７２５号 ３３９１２３８８ １１０２ ３１１１

２ 西街村 宝杨路３２５８号 ６６７６３３８５ ９３２ ２６０２

３ 钱湾村 杨泰路１１８号 ５６８０５８１８ ３５９ １０６１

４ 西浜村 泰和路１９６９号 ５６８０３５２９ ３１２ １１４３

５ 大黄村 ?川路１１８８弄４８号 ５６８００２２５ ３２９ ８４０

６ 城西一村 江杨北路１５１９号 ５６８０２８７６ ４７３ １３０３

７ 城西二村 富杨路４６０号 ３３９１１０５１ ５５１ １８９６

８ 湄浦村 ?川路２２５２号 ５６８０１３３９ ５１６ １６４５

９ 杨北村 杨北路１８５弄３６５号 ３３８５３５２７ ３９６ １３３２

１０ 苏家村 共祥路２５５号 ５６３９１８５６ ３２７ １４２４

１１ 桂家木村 富锦路２３７９号 ５６３９１０４５ ３１５ １０２７

１２ 北宗村 杨宗路３６８号 ３３８５２８１５ ２８３ １３０４

１３ 陈巷村 铁力路２８８号 ３３７９２５３５ １３８ ３３４

１４ 泗塘村 铁力路７８５号 ５１２６７１５７ １３５ １３６０

１５ 杨东村 宝杨路２０２６号 ３３７９２３１１ ５２０ １４５０

１６ 三汀沟村 铁山路１２８号 ３３７９４２２１ ９１ ３９８

■概况　杨行镇位于宝山区中部，东以
泗塘河为界与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相

邻，南隔?藻浜与淞南镇、张庙街道相

望，西与顾村镇、罗店镇接壤，北依

Ｇ１５０１与宝钢、月浦镇相邻，总面积３９７
平方公里。辖有１６个行政村、４１个居委
会。至年末，全镇有户籍 ２２５５４户、
６８８５８人，常住人口２３６７５５人。户籍人
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３５％，人口密度 ５２３８
人／平方公里。镇党委下辖３个二级党
委、２３个党总支、２０９个党支部，党员人
数５８９３人，比上年增加４２６人。辖区内
有各类法人单位 １０３３８个，学校 １４所，
其中民办学校２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
６个，居民健身点８９个，农民健身家园
１１个。年内先后获 “上海市文明镇”

“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上海

市平安示范社区”“上海市爱国拥军模

范乡镇”“上海市绿化先进集体”“上海

市卫生计生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镇

政府地址：水产路２６９９号。

■经济建设　按统计部口径，全年完成
财政收入 ８９３亿元，比上年增加 ０４２
亿元，增长１４％，超出年初目标２个百分
点；完成增加值１２７１３亿元，增加９６３
亿元，增长 ８２０％；完成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６４６８亿元，增加 ６６８亿元，增
长１１５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７４４９
万元。发展都市休闲农业，三家村蔬果

专业合作社进社区销售蔬菜，解决居民

买菜难；举办蔬果采摘节，发挥农业科普

和农业教育基地作用。做实镇投促中

心，严格项目核准、产业转型等评估工

作，坚持引入一批优质项目、优化一批招

商平台、打造一支招商队伍。制订“１＋
９”（区内出台的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汇
编）政策镇级配套方案，帮助企业对接

市、区优惠政策７３项，全年招商新增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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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２０００户，增长４８７％，其中注册资金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２５户。

■城乡建设　明确 “２＋３＋Ｘ＋１２０”
（指宝钢物流三冠钢铁、?川路沿线２个
市重点关注的区级整治地块，西浜村

１８００号、西浜村１８８８号、西浜村龚家民
主宅３个区级整治地块，Ｘ个市、区进一
步排摸下达的地块和自我加压地块，力

争完成拆违１２０＋平方米任务）任务清
单，年内完成２０个“五违”（违法用地、
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

住）地块１４２１２公顷（１１３１８亩）整治工
作，全镇共拆除违法建筑２２７万平方米，
完成年初目标任务的１８９％。开展土地
督察整改工作，完成 ３４块 １３８公顷
（２０７亩）历史违法用地整改，完成率
１００％。推进中小河道治理，严格落实
“河长制”管理，按照河道整治“六个一

律”（入河排污口一律封堵、河流沿线一

律截污、所有污水一律入管、企业排放一

律达标、沿河违建一律拆除、河流水质一

律达标）要求，落实“１＋６＋３２＋３０”（１
个市考断面、６条段中小河道轮疏、３２条
中小河道整治项目、３０万平方米沿河道
拆违）任务清单。完成杨盛河宝杨路桥

市考断面核心整治区１９万平方米拆违
任务，同步打造沿河特色景观，考核点位

水质始终保持达标；完成６条段中小河
道轮疏工程和３２条中小河道整治。全
年整治河道２３１公里，疏浚土方９２万
立方米；新建护岸２３４公里、防汛通道
４２公里。全面推动水岸共治，完成镇
域内１０９个点源纳管和６３公里二级管
网纳管工作。抓好源头减排净排工作，

实施湄浦、北宗村１２个自然宅５３０户村
民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置工程，铺设管道

２２１公里。

表４ ２０１７年杨行镇居委会

序号 名　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户籍

户数 人口

常驻

人口

１ 杨泰二村居委一居 杨泰二村２５号 ５６８０３１１６ ９９７ ２３２８ ５１８１

２ 杨泰二村居委二居 杨鑫路３１１号 ５６８０２５８０ ５８８ １３９４ １９０３

３ 富锦苑居委 富锦苑１８１５弄９０号 ３６３００４１８ ５２５ １３６９ ３６５９

４ 城西居委 富锦路１６５９号 ５６９２０１７６ ３７２ １０７０ １３８４

５ 杨泰三村一居 杨泰三村１９５号 ３３８５０３３８ １６１３ ２１０３ ５５８３

６ 宝地绿洲居委 湄浦路２１８弄３４号 ３６２１６５６８ ４０６ ８３９ ３２０２

７ ２０２１弄居委 铁力路５５０号 ３３７９５０２１ ５２１ ８８４ １７０３

８ 杨泰春城居委 镇泰路３８２号 ３６０４５６５８ ８６ １６９ １８７７

９ 天馨一居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６号 ５６８０７８４３ ７１５ １６３７ ４８１０

１０ 天馨二居 ?川路１４９８弄２８９号 ５６４９３５８０ ８５６ １８３５ ６２６５

１１ 宝启公寓居委 ?川路１６２５弄６８号 ５６８０９６５９ ４３２ １５２０ ２７６５

１２ 康桥水都一居 水产路２６００弄８８号２楼 ６６７６９９０５ ６８４ ２１５８ ６４１５

１３ 宝启花园居委 宝杨路３２８８弄９０号 ５６４９２６８５ ３８２ ８１９ ３５４２

１４ 友谊家园一居 铁峰路２０００号会所２楼 ３３７９７０８８ ２０２ ３９８ ４０１０

１５ 友谊家园二居 铁峰路２００１弄１９９９号 ３３７９７３７８ １８８ ３７６ ４２２０

１６ 四季花城一居 松兰路１１６９弄３９号１０１室 ３６０４５５０２ ８２１ １６８９ ５１０８

１７ 四季花城二居 松兰路９６０号２楼 ３６０４７９００ １５４９ ３８７４ ６５３２

１８ 富杨居委 富杨路２２３弄 ５１０５２０６９ ３４４ ９２７ １７２０

１９ 杨泰一村一居 杨桃路１５９号 ５６８０１３５８ ６２２ １２６０ ４７８６

２０ 杨泰一村二居 杨泰路３３８弄５７号 ５６４９２００８ ６８６ １６９９ ３３０３

２１ 梅林居委 杨鑫路４５１弄４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０５６９０ ４４５ １５３５ ２７４０

２２ 禄德嘉苑居委 竹韵路２５８弄２７号２楼 ５６８０７２７７ ３７６ ９０２ １３４４

２３ 柏丽华庭居委 ?川路１６２３弄４号１０３室 ６６７６０５８７ ２６３ ５１０ ２１０３

２４ 大黄馨苑居委 水产西路４８９弄４号 ３６３１７６１３ ８２ １７０ ５０１５

２５ 同盛家园居委 月城路２５０弄１号３０７室 ３６０４５９７７ ４２７ ８３７ １９８０

２６ 丽景翠庭居委 盘古路２６１８弄４２号 ３３９１４２２７ ４３２ １０２９ ２０６１

２７ 杨鑫居委 杨鑫路９５号２楼 ３６５１１９２５ １３０ ３０６ ５３００

２８ 福地苑一居 友谊路１８６９弄１０号 ３３８５０８５６ ４０８ ６１２ ２８０３

２９ 福地苑二居 友谊路１８６９弄５１号 ３３７１７５９８ ２３９ ４７３ ２５２９

３０ 保集绿岛居委 友谊路１９９９弄７号 ３６２１１３８８ ２９５ ６１０ ２４４９

３１ 香逸湾居委 莲花山路５１７弄１２８号 ３６５０６２１１ ５０６ １５８６ ８８１９

３２ 东方丽都居委 友谊路２８５８弄６３号 ３３９１３８０９ ７７９ １１４５ ２８６２

３３ 宝虹水岸居委 梅林路８６５弄４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０６６３２ ８９ ２６５ ２６６７

３４ 飘鹰锦和花园 红林路５８弄１０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０６８８９ ３５０ ７８７ ２２５０

３５ 香颂名邸居委 杨泰路５５弄２３６号１０１室 ３６５１０６３９ ２７３ ６９５ ２８２３

３６ 紫辰苑居委 江杨北路１５６８弄７７号 ５６１７６２９９ ３９６ ９１１ ６０００

３７ 春江美庐居委 松兰路１９８弄１５８号 ５６８０９２３９ １３９ ３９７ ２７００

３８ 友谊苑居委 铁峰路２２６８弄１６－１号 ５６４５００９１ １１ ２３ ３１８２

３９ 和家欣苑居委 顾北东路３９弄２０－１号 ５６８００３１８ ３４ ６５ ４８９２

４０ 海德花园居委 海笛路３３３弄２９３号 ３６３８１２９８ ２３４ ５１１ ２７１２

４１ 远洋悦庭居委 杨泰路２１５８弄１０号 ３６２１１０２９ ３９０ ８２５ ４１６２

（冯　海）

■就业和社会保障　围绕“宜业宝山”
创业型城区建设，举办“海纳百创、巾帼

展风华”“你创业，我助力”等主题活动５
场，成功创建“区级创业场地”（和阳

光广场）１家。帮扶引领创业 ５８人，全
镇登记失业人数１４９０人，始终控制在区
下达指标１６１６人以内。做好社会保障、
劳动争议调解等工作。全年发放各类社

会救助金 ８８８９７万元，救助覆盖人数
１２７万余人次。

■社会事业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加快推进教育基建工作，加紧建设铁山

路九年一贯制学校，开工建设红林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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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紫辰幼儿园投入使用。完成４家养
老机构消防设施改造。深化“１＋４＋９”
［１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４个标准化社
区卫生服务站、９个卫生服务点的三级
基层（社区）卫生网络服务体系］医疗卫

生服务网络，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天

馨一居成功创建 “上海市健康管理市级

示范小组”。

■精神文明建设　围绕杨行文化特色，
参与第五届上海市民文化节活动，举办

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会。坚持体教

结合，举办“曹燕华·杨行杯”乒乓球比

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争创“上海

市文明镇”。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居

民文化生活，全年组织各类展演３６场，
服务群众２８万余人次。做好人防、青
保、保密、信息化、档案管理等工作。

■举办第十三届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
年会暨杨行吹塑版画新作展　１月 １７
日，杨行镇第十三届中国现代民间绘画

杨行年会在宝山区文化馆展示厅闭幕，

同时表彰在２０１６年有杰出文化贡献的
代表２１人，展现２２件年度优秀吹塑版
画作品。一年一度的中国现代民间绘画

杨行年会，其宗旨是展现民间艺术风采，

传播民俗文化精华，推动地方特色文化

的发展与繁荣。此次活动，邀请到上海

美术家协会专家学者，联同宝山杨行本

地的文艺爱好者、学习者，为市民展现一

场民间艺术的饕餮盛宴。

■“杨行杯”乒乓球比赛举行　４月 ２２
日，“杨行杯”乒乓球比赛在宝山体育中

心乒乓馆举行。全区３２支乒乓球队近
２２０名男女运动员参加混合团体比赛，
第一阶段３２支球队分成８个小组进行
小组循环赛，第二阶段每个小组前二名

进入淘汰决赛。杨行镇获团体比赛第一

名，淞南镇、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分别获团

体赛第二、三名。

■开展美好家园创建活动　６月，组织
开展“创宜居宝山，建美好家园”创建活

动。活动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为宗

旨，以解决群众实际需求的问题为切入

点，推进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提高居民幸

福感和满意度。完善综合治理体制机

制，组成以分管领导为召集人、相关职能

部门为成员单位的联席平台；在居民区

层面由居民区牵头，召集小区居委会、业

委会、物业公司、社区民警及相关职能部

门参加联席会议。结合社区实际，推进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至９月１５日，全部
完成１３个改造小区违法建设拆除工作，
共拆除违章搭建１２４处３１９７平方米，封
门２０６处，毁绿占绿面积２７３５平方米。

■杨行镇西街村老镇改造动迁工作启动
　７月１５日～１６日，杨行镇西街村组织
老镇范围内村民小组户代表，召开老集

镇城中村改造动迁工作动员大会。西街

村领导作动员讲话，镇动迁办、征收事务

所负责人向村民代表宣传动迁政策法

规，项目建设公司负责人讲解动迁房房

型设计与建设规划。此次启动动迁的杨

泰路西侧区域是“老镇改造”继宝杨路

南侧地块之后的第二个动迁地块，主要

包括西街村６个生产队３７０户，其中太
安３２户、勤丰７３户、吉门８２户、葛桥６０
户、杨王２０户、新桥１０３户。

■紫辰实验幼儿园投入使用　９月，紫
辰实验幼儿园正式投入使用。幼儿园位

于湄浦路１６００号，由杨行镇政府投资建
设，总建筑面积６１１６５３平方米，总用地
面积为 ７０３１６平方米，总造价为 ２０６９
万元，拟定办园规模１５个班级。园所毗
邻白沙公园，校园环境优美，设施设备齐

全，设有童书室、童真园、童趣馆、童画

室、童乐坊等多个幼儿专用活动室，有空

中运动场满足孩子们的户外活动需求，

有可容纳２００余人的童心剧场，有独立
的保育室以及幼儿专用餐厅和卧室等。

■河道整治　１２月１４日，召开全镇范
围“五违四必”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暨中

小河道综合整治工作会议。１２月１６日，
打响水污染治理攻坚战“第一枪”，在杨

盛河宝杨路水质市考点开展上下游２００
米范围内的沿河违建拆除专项行动，共

计拆除违章建筑近５０００平方米，清离外
来人员３０余名，清除沿河排污口１１处，
消除安全隐患点５个。 （冯　海）

月浦镇
■概况　月浦镇地处宝山区北翼，东临
长江入海口，南接宝山西城区杨行镇，西

连罗店镇，北与宝山工业园区相邻。全

镇总面积４４３７平方公里，其中宝钢等
大中型企业占地约２５平方公里，镇管区
域近２０平方公里。下设１４个行政村、
２７个居委会。至年末，全镇实有人口
２０９１６０人，其中户籍人口６９２１８人，户籍
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７２％，人口出生率

６８２‰，人口自然增长率 －０９６‰ 。共
有３８个少数民族，其中上海户籍少数民
族人口１１０２人。全年新建健身步道１４
条、新增体育健身面积近 ５万平方米。
镇党委下辖 ３个二级党委（含１个非公
党委）、３２个总支部、２１个一级党支部、
２０４个二级党支部、７０８５名党员。年内，
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镇；在上海市容环

境满意度测评中，列全市郊区组第二位；

聚源桥村被评为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

政府地址：月罗路２００号。

■经济建设　全年实现区级地方财政收
入１０９４亿元，按统计新口径比上年增
加１０３亿元，增长 １２％；实现增加值
１０３５６亿元，增加６８８亿元，增长７％；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２６８１亿元，
增加２０４亿元，增长８％；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１３亿元。主要指标实现历史性
突破，增加值首超１００亿元，区级税收首
超１０亿元。普洛斯国际供应链管理示
范园入驻率超过９８％，陆续完成普洛斯
物流生态金融项目各项准备工作。开宝

“未来已来”产业园、宝轻智造产业园基

本完工。推进中电联重型燃气轮机、美

钻海洋智能装备项目。月浦镇与上海股

交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月浦企业孵化

基地，与上海最大办公室短租 Ｏ２Ｏ平台
“马上办公”开展战略合作招商。坚持

招大引强，至年末，新增注册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企业１０９家，增长３３％。

■城乡建设　注重治管并重，全年共拆
除点位５５４个，整理土地面积约１２２７３
公顷（１９４１亩），拆违８３８万平方米，完
成年初区下达任务量的１３９％。完成部
队停偿工作，关停违法经营废品回收站

５１家，全部完成土地督察 ２９个整治点
位。科学规范拆后管理，落实《月浦镇

“五违四必”整治地块后续管理利用实

施方案》，“拆、建、管”同步推进，完成占

地２０公顷（３００亩）的友谊整治地块及
友谊生态廊道建设，完成沈家桥钱陆路

东侧等“五违”地块补绿。全面推行河

长制，成立月浦镇河长制办公室，制订下

发《月浦镇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月浦

镇落实“河长制”工作方案》，落实管、

治、保“三位一体”责任制。河长制微信

群信息共享，即时响应。在区内率先应

用“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ＡＰＰ提供技
术支撑，水质监测数据实时监测，高效、

便捷的信息化措施助力河道监管。沿河

设立１７６块“河长公示牌”，全镇６９名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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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全员上岗，明确任务分工，公示监管机

制，自觉接受监督。督查整改６５２条次
河道，６６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工作全部
验收通过，水体质量稳步提升。启动运

行河道养护市场化管理。士元奶牛场在

区内率先完成退养，清退奶牛 １６３头。
制定《月浦镇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实施意

见》，以“美在生态，根在文化，富在产

业”为主线，分阶段实施“三网八景”［三

网：路（步道）网、林网、水网；八景：平桥

步月、佛耳名泉、土山望海、月映西溪、东

皋晚眺、元夕观灯、西寺竹林、东林梅坞

（东林暮鼓）］，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落

实道路、停车场、绿化等配套项目，聚源

桥和月狮村通过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验收。落实《宝山区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清理整治方案》，完成环保违法违规项

目排查５８６个，其中淘汰类１８６个全部
关停，完善类 ４４个和规范类 ３５６个落
实整改。

表５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７年月浦镇６０周岁以上老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周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老年人口
占总数（％）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２ １４３６４ ２２．６１ －６９４－４．６１

２０１３ １４７３１ ３２．１２ ３６７ ２．５５

２０１４ １７５９７ ２５．５４ ２８６６１９．４６

２０１５ １８６４８ ２７．０８ １０５１ ５．９７

２０１６ １８９８６ ２７．４１ ３３８１．８１

２０１７ ２０４３４ ２９．４１ １４４８ ２３．３４

表６ ２０１７年月浦镇学校

学校名称 单位地址
在职
教工数

学生数（人） 性质 联系电话

月浦实验学校 庆安路５号 １４６
小学９１１

初中８１５
公办 ６６９３０１６０

盛桥中心校 古莲路２７１号 ６１ ７７４ 公办 ５６１５１７３９

月浦中心校 月罗路２２８号 ２８ 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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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６ ５４２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２２０

满天星幼儿园 鹤林路７８弄５１号 ３８ ２５５ 公办 ６６０３０１３１

北岸郡庭幼儿园 塔源路２８８弄９号 １８ １２３ 公办 ６６０３８２１０

惠民小学 川巷路１６０号 ６９ ７７６ 纳民 ５６９３１３１２

博爱幼儿园 绥化路２８８号 ５７ ５１３ 民办 ３６３０１０４７

盛桥幼儿园 石太路３１弄１号 ３０ １８６ 民办三级 ５６１５０２６４

淞浦中学 德都路１６８弄８７号 ７８ ７１６ 公办 ５６９３１４９５

月浦中学 四元路２０弄７８号 ６５ ５４０ 公办 ５６１９８９１５

宝钢新民实验学校 月浦四村１号 １０７ ９０７ 公办 ５６６４６７４６

行中中学 月浦塘南街５２号 ６５ ５６９ 民办 ５６１９２００２

盛桥中学 石太路１０号 ５３ ４５０ 公办 ５６１５４７３２

灵石学校 盛桥一村８０号 ３４ ４３ 公办 ５６１５００５１

月浦二小 月浦七村３４号 ４０ ４２０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６６５

月浦三小 月浦八村１３８号 ４７ ５１９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４５５

乐业小学 春雷路３３１弄８４号 ５９ ５２６ 公办 ５６１９３０８５

石洞口小学 盛桥三村１６号 ４５ ５１５ 公办 ６６６８３４５５

同达小学 德都路１６８弄１号 ５６ ５４０ 公办 ５６１９５６６２

月浦二村幼儿园 月浦二村６号 ２８ １９５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７４５

月浦四村幼儿园 月浦四村２９号 ４０ ２９０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１４８

月浦六村幼儿园 月浦六村４９号 ２８ １９８ 公办 ５６６４６９１４

月浦八村幼儿园 月浦八村７５号 ３５ ３５１ 民办 ５６６４７６７３

宝星幼儿园 宝泉路６３号 ３３ ３２９ 民办 ５６６４６４００

马泾桥幼儿园 月罗路３００弄１８号 ３７ ２５１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５３８

太阳花幼稚园 四元路２０弄７６号 ５８ ３６７ 公办 ５６１９５８１６

盛桥新村幼儿园 盛桥二村４４号 ３０ １８６ 公办 ５６１５７８７６

震旦中等专业学校 富乐路３８号 ８８ １００９ 民办 ５６９３９９９８

贝贝艺术幼稚园 德都路２５１弄１号 ３７ ２５１ 民办 ５６１９９５８８

菲贝儿幼稚园 月浦九村４９号 ２８ ２４１ 民办 ５６９３１６１４

合 计 １５４５ １４８４１

■就业和社会保障　围绕创建充分就业
社区这一主线，重点针对就业困难人员、

零就业家庭、困难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开

展综合就业帮扶。年内认定市、区两级

就业困难人员 １２３人，安置就业率
１００％；帮助长期失业青年“启航”计划
指标６７人，完成７２人，完成率１０７５％；
完成创业扶持５６户（其中３５周岁以下
青年大学生创业３７户），完成率１１２％。
通过政策解释、思想沟通，对确需帮助的

困难群众给予一定的临时补助，有效缓

解群众实际困难。全年共完成城乡居保

缴费７１６人，全镇各类企业共签订集体
合同６７份（其中独立工会签订集体合同
６１份，区域性联合工会集体合同６份），
覆盖企业８２３家，共有１０家企业参与市
级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发放城镇低

保金、农村低保金、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

助、粮油帮困补助、廉租补贴、医疗补助

等各类帮困资金总额为１９０７９万余元。
发放残疾人延伸康复服务医疗补助、粮

油帮困补助、残疾人非正规就业补助、春

节一次性帮困补助等各类补助总金额

２２９２万余元。

■社会管理　探索“互联网 ＋”社区治
理模式，在全区创先引入“社区通”平

台，在全镇３３个居委、１４个村全面推广
运用。至年末，加入该平台居民人数

２８６２４人，２７２８名党员主动亮身份。深
化社区３６０工程（３是指落实三张服务
卡，即社区层面以全体居民为对象的连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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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７年月浦镇各村、居委会

名　称 户籍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　话

长春村 ３６３ ９２５ 园和路８１９号 ５６６４２９９９

茂盛村 ３９３ １３２５ 月新南路８２２号 ５６９３１５８８

沈巷村 ３６７ １１７３ 月罗路３０９号 ５６６４６５１８

段泾村 ３４２ １０７９ 月新北路３８１号 ５６１９１７２３

勤丰村 ３９４ １２７１ 月丰路２５号 ５６９３１５８４

新丰村 ２９４ ８７１ 石太路９８号 ５６１５１５００

海陆村 ５１２ １１２７ 和合路９号 ５６１５３３８６

盛星村 ４４９ １４６７ 石太路６６５号 ５６１５１７９７

沈家桥村 ３４７ １１７２ 石太路４８９号 ５６１５３３６２

聚源桥村 ２７８ ７７５ 聚发路２１４号 ５６１５００３１

月狮村 ２４０ ９５９ ?川路５４７９号 ５６１５２１０７

友谊村 ２８７ ５６２ 月宁路３０１号 ５６１９６００４

钱潘村 ２５８ ８４７ 钱陆路４２５号 ５６６４１３９９

梅园村 ７６ １８６ ?川路３９６５号 ５６９３１８６３

庆安一村 ７９６ ２３８８ 庆安一村２６号一楼 ５６９３７３４１

庆安二村 １３２０ ５１４７ 庆安三村绥化路 ５２弄
６３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４

庆安四村 １８１０ ４４９４ 宝莲湖景园２２号 ３６３０３２２８

庆安五村 １３３４ ２１３１ 春雷路２８８弄７号２楼 ３６３０３２２８

时代富浩 ２２９９ ６１４１ 德都路２８弄２５号 ３６３０２２１７

乐业一村 ２５５２ ４２８０ 春雷路４３１弄４０号 ５６９３４６１４

乐业二村 １２３６ ２２５６ 乐业二村春雷路 ３５４弄
３号 ６６７６０１７９

乐业四村 １１０６ ２７６３ 月泉湾德都路２６９弄３７号 ５６１９８９６１

乐业五村 ２４７９ ４４７６ 德都路２１８弄５号 ６６９３００３８

月浦二、三村 １５３６ ２４７４ 月浦三村４１号２楼 ５６９３０２３０

月浦十村 ９３６ ２５１０ 宝泉路６５号二楼 ５６６４１４７１

月浦四村 ９０４ ２２０６ 惠阳苑
德都路３９９弄６号１０１ ５６９３３３０８

月浦五村 １１３３ １４７７ 月浦五村４４号１０１ ５６９３３０１２

月浦八村 ２２５０ ５６３０ 月浦八村８４号 ５６９３８１８８

月浦七村 ７４９ １７１６ 月浦七村３５号１０３ ５６１９１９７１

月浦九村 ７９０ １９６９ 月浦九村１０号１０１ ５６１９８２３２

马泾桥 １３１６ ２４４１ 马泾桥二村１５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５

鸿锦苑 ５２１ １４３８ 月罗路２５９弄８－３ ６６８６０１８３

宝月尚园 ４９９ １１０３ 申浦路２８８弄１７号二楼 ５６４５０５７１

盛桥新村 ２１０４ ３２９２ 盛桥一村３８号二楼 ５６１５４０１０

盛桥三村 １６８７ ２１０６ 塔源路２５８弄５８号 ６６０３２０７８

盛桥四村 １１４０ １９２６ 月川路３３弄３７号二楼 ６６７９１０７７

星月居委会 ４６７ １４０３ 塔源路５８弄７８号 ５６１５８０８１

新月明珠园 ４１８ １４３５ 塔源路１５０弄９８号二楼 ３６３０８５２６

北岸郡庭 ５１５ １９５１ 塔源路３０２弄５号二楼 ６６０３８８６９

阳光锦园筹建组 １７５６ ５４６ 月富路２１８弄１９号 ６６９３１９２０

昱翠湾筹建组 １２０ ３７７ 月盛路５１号 ６６９３１９３０

（鲍涛婧）

心卡、片区层面以重点青少年为对象的

青春卡、各居民区层面以老人为对象的

助老卡；６是指架构六个服务平台，即一
个楼道门铃、一个２４小时热线电话、一
个重点对象信息资源库、一个信息发布

平台、一个社区援助团队、一套多元共治

制度；０是指打造零距离服务圈，即画好
一张社区资源图、成立一支社区志愿服

务团队、塑造一个志愿服务品牌），落实

“四门四清”［四门是指社工通过上门走

访，做到敲开楼门、走进户门、打开心门、

走出家门，引导居民更好融入社区、参与

社区建设；四清是指一般户（在职职工家

庭）人口清、重点户（社区重点关注户）

动态清、帮扶户（生活困难户）状态清、

关爱户（优抚对象及老年人）情况清］行

动。建立盛桥基本管理单元“两委一中

心”（两委：盛桥基本管理单元社区党

委、盛桥基本管理单元社区委员会；一中

心：盛桥基本管理单元社区中心）组织机

构。实施《月浦镇居民区社区工作者考

核实施办法》，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

化和专业化建设，加大社会组织参与服

务力度，９个公益服务项目通过审批。
投资７０００万余元用于小区综合治理，镇
属公司与居民区共建联建参与小区治

理。２８个小区（９个示范小区、１９个达
标小区）“创宜居宝山，建美好家园”通

过验收。城管执法、网格管理对接社区

实现全覆盖，加大违建、破墙开门等整治

力度。小区“十小”（十小项目：小区小

广场、小座椅、小步道、小花园、小坡道、

小扶手、晾衣架、停车位、充电桩、健身

点）项目建设改造基本到位，方便群众生

活。网格管理响应及时，发现受理、指挥

派遣、任务处理、反馈核实“四位一体”

的网格运行机制运转流畅，“社区通”与

网格平台有序对接，健全联勤联动机制，

“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实际解决率 ４６２％、
群众满意率４８１％，保持全区前列。抓
好党的十九大、厦门金砖会议期间信访

维稳工作，重点对象稳控率始终保持

１００％。完成平安智联网区—镇—村居
三级联通，５５个自然小区纳入“雪亮”工
程 。开展群防群治，在国庆、中秋节及

党的十九大期间，发动６８００余人次平安
志愿者，协助排查各类安全隐患１５０余
处，调解纠纷 ３５起。确保治安形势平
稳，１－１０月全镇１１０报警类万人接警数
比上年下降３７１％，在全区１２个街镇中
排名第二位，其中偷盗类１１０报警万人
接警数下降３８４％，在全区１２个街镇中
排名第一位。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安全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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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书签约率达到１００％。落实安全生
产季度讲评会制度，开展安全生产专项

活动和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排查发

现安全隐患 ８８２４项，整改率达 ９８％以
上，１７家企业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年内完成２３次
四级以上应急响应，成功防御“６１０”等
３次特大暴雨袭击，汛期内安全平稳。

■民生事业　推进科教事业，开展各类
科普培训２２６场，受益７２５１人次。建成
使用春和路、古莲路和月浦八村科普广

场三条科普之光景观带，满天星幼儿园

完成大修。在第３８届世界头脑奥林匹
克中国区决赛中，月浦实验学校 ＯＭ团
队获第一名。宣传贯彻《上海市公共场

所控制吸烟条例》，引导健康生活方式。

１１８７６名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得到免费体检
服务。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履行红十字

会“三救三献”（三救：救灾、救助、救护；

三献：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器官

捐献）工作，增建标准化红十字服务站５
所。加大无证行医打击力度，取缔８家
无证行医场所。创建市民满意的食品安

全城区，试点小餐饮备案制，实现城区无

证食品经营为零。建成月浦养老院，完

成后续运营合作签约，镇域两家养老院

实施电气线路安全改造。３８２名９０岁以
上高龄老人享受免费牛奶赠饮，７００名
８０岁以上独居高龄老人受惠“老伙伴”
志愿服务。开展月浦群文系列活动，组

织月浦迎春纳福送春联、红五月、市民文

化节圆梦想等群文活动，累计开展活动

３１５场次，参加群众８万人次。“月浦竹
编”被列入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名单。加大体育设施投入，全年新建健

身步道１４条、新增体育健身面积近５万
平方米，镇域健身苑点统筹使用，推进委

托管理试点。

■推进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鼓励镇属
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在住宅小区综合治

理工作推进过程中，与各居民区开展结

对共建。针对月浦居民区中冶建单位相

关设施众多情况，借助区域化党建大平

台，解决老旧小区在治理推进中存在的

资金短缺问题。钢月浦资产公司等７家
公司与９个示范小区结对，月浦房产公
司与１３家达标示范小区实施结对改造，
先行投入资金，有效化解项目启动资金

难题。工程启动后，及时与施工方沟通

协调施工方案，监督施工质量和进度，及

时发现问题，反馈施工单位予以解决。

年内共计完成道路改造６６６４平方米，增
设４５度和９０度停车位１６２９个，绿化改
造８１６１平方米，并聚焦“十小工程”和居
民需求，实现小区环境“微更新”。

■举办“美丽乡村”公益骑行暨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主题宣传活动　 ３月４日，
月浦镇在球根花卉种球生产基地举办

“文明修身我先行 共建美丽‘新三

镇’”———月浦镇“美丽乡村”公益骑行

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主题宣传活动。区

文明办、团区委等单位应邀参加。启动

仪式上，镇领导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志

愿巡访服务队授旗，并发放代表证，青年

河长助理郑重宣誓。来自镇企事业单

位、区域化党建联合会成员单位、区域化

青年工作共建委员会成员单位的青年和

社区市民、“月浦发布”微信公众号粉丝

等１５０余人分成１０支队伍，从花卉基地
出发，途经聚一聚农庄、聚源桥中心河、

月川路云林路、顾泾河桥等点位后到达

盛桥中心绿地，全程约５公里。沿途设
置骑行队伍风采展示、美丽乡村风景集

赞、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宣传和河道藏头

诗创作四项任务，让月浦市民了解镇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成

果，树立生态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生活

理念。

■区“居委通”现场推进会在月浦召开
　５月２１日，宝山区“居委通”现场推进
会暨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推

进例会在月浦镇召开，区委副书记周志

军，区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出席，区委区

政府有关部门、各街镇（园区）相关负责

人参加会议。出席会议人员先后到宝月

尚园居委活动室和沈巷片区活动室，现

场察看“居委通”试点成效并与社区居

民交流。会上，区领导听取月浦镇关于

“居委通”实施情况和宝月尚园居委关

于“居委通”试点使用情况的汇报，并对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
建设”优秀基层工作案例进行表彰，其中

月浦镇《探索新途径，唱好重头戏，健全

片区管理模式》获“十佳优秀案例”称

号，《“暖心”连民心》获优胜奖。

■月浦镇、月浦镇聚源桥村分获“全国文
明镇村”称号　１１月１７日，中央文明委
在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上，分别授予月浦镇、月浦镇聚源桥村

“全国文明镇”“全国文明村”称号。

２０１５年，月浦镇提出要争创全国文明

镇。月浦广大干部群众形成“三个更

加”共识，即：文明创建基础要更加扎实，

城乡居民的信念信心要更加坚定，发展

的良好态势要更加充满活力。每月开展

“牵手悦普”军民共建服务，成立“悦蕙”

军嫂联谊会。培树“中国好人”杨锡华、

张海卿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开展“五

彩”志愿服务行动，开设“魅力鼓乡、文

明新镇”修身讲堂，打造“书香月浦”，星

月乡村少年宫升格为全国示范点。２０１７
年，在全区率先开发“河长制”实时监测

系统，推进以花卉小镇为主题的“美丽乡

村”建设。创新推出“社区通”网上平

台，修订村规民约，推动党建引领下的自

治共治德治法治一体化，以实际行动投

身创建活动，提升文明素养。 （鲍涛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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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区相连，北与宝山工业园区、罗泾镇相

接，镇域面积４４１９平方公里。下辖２１
个行政村、１个捕捞大队、４８个居委会
（其中在筹３１个居委会）。至年末，有常
住户数５０４８６户、户籍人口６０２１６人，比
上年增加７１７人；列入管理外来流动人
口８０４７５人，减少９８９７人，下降１０９％。
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５５％，流动人口
计划生育率９８９７％，人口与计划生育事
业经费投入８１０７５万；户籍人口出生率
７２５‰，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 －０６４‰，
户籍人口密度 １５４７５６人／平方公里。
辖区内有学校１７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
４个，居民健身点６０个，农民健身园２１
个。镇党委下辖３个基层党委、１２个党
总支、１９５个党支部，党员总数４８７７名。
年内，先后获全国卫生镇、上海市学习型

组织、上海市重大工程立功竞赛优秀单

位、上海市征兵先进单位、上海市市容环

境社会满意度测评优秀镇等称号；罗店

中心校被评为全国科技发明示范基地，

美兰金苑养老院完成国家级５Ａ民办非
企业单位规范化建设评估工作；获评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１３个，宝
山区平安示范小区 ３个、平安小区 １０
个，宝山区平安示范单位４个、平安单位
２２个。镇政府地址：沪太路６６５５号。

■经济建设　坚持调结构、促转型，推动
罗店经济新发展。按新统计口径，完成

财政收入７４６亿元，增加０９３亿元，比
上年增长１４２％；完成增加值７２４２亿
元，增加６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４％；完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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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２６４亿元；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３１０２亿元，增
加３３亿元，增长１１９％。成立镇投资
促进中心，加强区域统筹，发挥平台优

势，推动全镇招商引资质量稳步提升。

年内共引进企业３１５７家，累计注册资本
１３５亿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
以上项目６６个。委托中新集团进行富
锦工业园区城市空间规划编制，与国家

开发银行初步达成百亩集成电路产业园

合作意向。推进大居旭辉商业项目建

设。中集产城融合项目完成土地收储前

期工作，中集智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入

驻罗店。成功举办 ２０１７中国城市更新
（上海）峰会。朝晖药业、景峰制药、立

峰传动件等企业启动改扩建，扩大生产

规模。飞凯光电、延中等新项目产出效

益逐步提高。南极光、宝太产业结构调

整进展顺利。罗店工业园区集中供热和

节能降耗工作有序开展。景峰（集体）、

汉康（个人）获２０１６年区长质量奖提名。

表８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７年罗店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２ １３９０３ ６５４６ ７３５７ ２７．４８ ３０９ ２．２７

２０１３ １５５２５ ７６７４ ７８５１ ２８．６２ １６２２ １１．６７

２０１４ １６０６０ ７５８５ ８４７５ ２９．８２ ５３５ ３．４５

２０１５ １８０９４ ８６６９ ９４２５ ３１．１２ ２０３４ １２．６７

２０１６ １９１６４ ９４５７ ９７０７ ３２．２０ １０７０ ５．９１

２０１７ ２１０４３ ９９５１ １１０９２ ３３．６７ １８７９ ９．８

表９ ２０１７年罗店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教职员工（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罗南中学 ２１ ７６２ ７３ 富南路１９８号 ６６０１３１８３

陈伯吹中学 １６ ５４８ ５９ 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 ５６８６５８６７

罗店中心校 ３０ １１６３ ８８ 罗新路７６５号 ５６８６０５４４

罗南中心校 ３７ １５１２ １０２ 美诺路４８号 ３６１３３２２７

申花幼儿园 ９ ３１３ ２１ 市一路１６２号 ６６８６７８３３

小天鹅幼儿园 １７ ７６４ ４０ 南东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１１９００

美兰湖幼儿园 １５ ５０２ ３６ 美诺路５１号 ５６５９１２０２

金锣号幼儿园 １２ ３７４ ２６ 集贤路７０１号 ６６７１１８０１

罗店中学 ３４ １３６４ １２９ 罗新路７０７号 ５６８６１１５７

罗店二中 ２ ６５ ８ 美安路５９９号

罗阳小学 ２０ ７６６ ６２ 东西巷街３３号 ５６８６０５６３

美罗一小 １４ ５１０ ３８ 美文路５３５号 ６６７８７３１５

罗店镇幼儿园 １１ ３８５ ２７ 祁南一村３号甲 ３６１３０５７１

小主人幼儿园（美罗园） １２ ４４４ ２９ 美平路７６０号 ６６８６１９７０

美安路幼儿园 ４ １１０ ２３ 美安路４８０号 ５６６９６７７８

罗希小学 ２０ ５０６ ５３ 十年村张家桥 ５６８６１１１０

罗店成人中学 ７ ２９６ ２０ 东西巷街７９弄２５号 ５６８６４４４３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全力推进“五违
四必”（“五违”：违法用地、违法建筑、

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四

必”：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

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

必须取缔）整治，率先在全区完成涉及部

队停偿的罗新路某部队违章建筑，建成

罗新公园。率先在全区完成市级关注的

区级重点“五违”地块整治，联合嘉定区

探索区区、镇镇、村村合作机制，合力拆

除曹新公路１５号违章建筑。全镇共拆
除１１２０个点位、１６３万平方米违章建筑，
清理违法用地８０公顷（１２００亩），取缔
违法经营用户１２９家，清退违法居住人
口２５６０人，整治违法排污企业 ３２８家，
消除安全隐患３７８个，彰显“罗店精度”。
推进中小河道治理，坚持源头控制、水岸

联动，全镇 ２０３条河道落实三级“河长
制”全覆盖，各级河长 １５０人。整治 ３０
条黑臭中小河道６９公里，拆违８８万平
方米，基本消除黑臭。超额完成３个市
考核断面核心整治区腾地工作共３４万
平方米，促进“３＋７”［涉及市３３条黑臭
河道的３条河道（界泾河、杨泾河、罗新
河）、涉及区３３条黑臭河道的７条河道
（团结河、小练祁河、种子场河、东朱河、

南泾、小东张茜泾河、小西张茜泾河）］

核断面及关联断面水质提高。完成河道

疏浚４２条，开展“三清三不”（清河面不
脏、清河坡不乱、清排口不黑）行动，探索

ＡＰＰ河道管理系统，实行市场化养护，公

众满意度从原来的 ２３％提高到 ９９％。
推进综合治理，通过卫片执法、综合整

治、国土督察等，消除违法用地１５７宗，
共约３０７３公顷（４６１亩）土地。完成宝
罗奶牛场等３家奶牛场清退工作，清退
奶牛１４８０头，占全区６１％。加强对未批
先建企业的监管和服务，推进“关停一

批、规范一批、完善一批”，完成环保未批

先建整改 １２３６家，其中淘汰关闭 ４８５
家、整顿规范７２５家。妥善做好欣罗公
司长期环保信访事件，通过中央环保督

察“回头看”。提升城镇环境面貌，围绕

国家卫生区复审、夏令热点问题等工作，

开展“百日攻坚”行动，统筹城管、拆违、

市容、公安、环保、网格管理、物业等力

量，深入一线开展整治，整治２７０家跨门
经营商铺，清理小广告张贴１８０００余处，

处置偷倒垃圾１８３２处。

■城乡建设与管理　推进规划修编，委
托名家大师团队实施镇域总体规划、古

镇核心区策划、美丽乡村设计以及部分

村庄规划，促进规划、策划、计划“三划合

一”，做细体系、做优布局、做强项目、做

实保障。深化重大工程建设，完成Ｓ７道
路红线内企业动迁３１家，腾地５８万平
方米。完成杨南路—沪太路贯通工程。

成功削减６个存量动迁基地，完成六期
至八期污水纳管工作。大居运营平稳有

序，完成９个新开小区入户任务，基本完
成大居内保障类住宅小区建设、入户工

作。推进大居 Ａ５－Ａ８分房，共计分房
３５７６套。完善大居商业开发，新增 ５２
万平方米商业配套。从严城乡建管，完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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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农民动迁政策，出台《罗店镇农民建房

管理办法》，严格建房审批监管。向阳新

村旧房改造项目开工，天平村中申生产

队“兵营式”危房改造动工建设。开展

建筑工地检查，全镇在建工地未发生安

全事故。２１个行政村全部通过“整洁
村”考核复验。

表１０ ２０１７年罗店镇村（居）委会

名　称 常住户数
（户）

户籍人口
（人）

地　址 电　话

东南弄村 ７０１ ２０１０ 永顺路７１号 ５６８６３４６０

金星村 ７８３ ２４０７ 罗溪路３７１弄８８号 ３３８５３３９３

罗溪村 ８３４ ２３９３ 罗太路２６９号 ５６８６０３２４

四方村 ４８９ １５０３ 石太路３６０５号 ５６８６６２６８

天平村 ５２０ １７００ 石太路２０１８号 ６６８６５６３３

光明村 ５５９ １７０３ 罗东路３２５号 ５６８６５９０１

束里桥村 ４７４ １５２４ 罗东路１００号 ５６８６１３２８

毛家弄村 ３３２ １０５５ 毛家路３９８号 ６６８６１４６２

义品村 ２６６ ８４４ 石太路２３９８号 ６６８６２９２７

王家村 ６６７ １９６９ 潘泾路１２０１号 ５６０１４９２０

朱家店村 ５４７ １５９０ 东太东路６３弄５号 ５６８６９７７６

十年村 ４７３ １３８２ 罗店杨南路 ６６８６５５６０

蔡家弄村 ６３６ １９０７ 沪太路６０１８号 ５６０２２３４８

西埝村 ２１３ ６４７ 南长路２３１号 ６６０１０５１５

繁荣村 ５６４ １６３０ 月罗路２１９８号 ５６８６１１６３

北金村 ６０８ １８５７ 沪太路６４８６弄１６号 ６６０１５９１８

南周村 ６９０ ２１６４ 王家湾路２号 ５６０１０９３７

张士村 ６４１ １９６５ 联杨路３６０６弄１１０号 ６６０１９２０８

富强村 ６７９ ２０１２ 沪太路６６６２号 ５６０１１７７３

远景村 ６５３ １９９２ 月罗路３３５９号 ５６０１０３２１

联合村 ５０４ １５７３ 联杨路４５６８号 ５６０１２１７５

捕捞大队 １７２ ４６７ 月罗路２４６８号 ５６８６０２１１

古镇居委 ７９１ １８７１ 塘西街１８１号２楼 ５６８６３８２９

罗南居委 １８００ １６１２ 南东路８９弄２３号 ６６０１５８０６

新桥居委 ７７４ １９１６ 罗升路２５７弄１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２

向阳居委 ６８３ １６２３ 向阳新村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６３８１３

祁南居委 １２８４ ９８３ 市一路１５３弄
祁南二村３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７

富丽居委 １５４６ １３０８ 富南路１９９弄５５号 ５６０１０９９６

富南居委 ９９１ ６６９ 南长路１１１弄１１１号 ６６０１０３４０

金星居委 ８４２ ５３７ 集贤路５００弄３４号２楼 ６６８６６２６９

富辰居委 １２４６ ８９０ 南东路１０８弄１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０１２７５５

罗溪居委 ２８８ ６２５ 罗溪路６７１弄１６号２楼 ６６８６６６５１

罗新居委 ３４５ ５７５ 集贤路８００弄２６号 ６６７１２０８０

金星二居委 ２９７ ５８５ 集贤路５０１弄１３０号 ５６８６６５０８

顺驰美兰湖居委 ９５７ ５３６ 罗迎路５５８弄１００号２楼 ５６５９０５４２

美兰湖颐景园居委 ９９０ ７７３ 美艾路１９８弄１９２号 ３６５０９９１８

美兰湖景瑞欧兰高邸居委 ７９０ ４６１ 罗芬路９８弄３３号２楼 ３６１９０６２６

美兰湖郡园居委 ８２７ ５２０ 美艾路１７７弄１０６－１０７号３楼 ３６５０８９２８

美兰湖朗诗居委 １５００ ９１９ 罗芬路１１９９弄１号１０２室 ３６５１１８９１

罗盛居委会（筹） １０１３ ９４ 塘西街３９８弄４０－１号 ３３７９８２２７

美兰湖香岛居委会（筹） ６９９ ５８８ 美丰路８８弄７１号２楼 ３６５５２９８８

美兰湖中华园居委会（筹） １３４４ ９６１ 抚远路１２８６号２楼 ３６５５２６８８

美兰湖臻园居委会（筹） ４５０ ４７３ 抚远路５３８弄５２６号３楼 ３６５５２３８８

美兰湖中华园第二居委会（筹） ７８１ ６８０ 罗迎路８００弄４７号２楼 ６６８６２３２８

融侨馨苑居委会（筹） ５１０ ５０１ 月罗路２３３３弄１号２楼 ３６５５６３８８

■美丽乡村建设　完成农业生产最低保
有量任务，水稻种植面积１５１６亩，蔬菜
最低保有量 ４８２０亩（其中绿叶菜 ３２００
亩、绿叶菜上市量２２４００吨）。有２３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园艺场，２家（汉康、超
大）农业市级龙头企业，规模经营面积

９２１５亩。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体要求，

着眼“村相邻、景相融、河相接、路相通、

田相连”目标，以组团式为载体，引入社

会资本，打造“１＋８＋７”（１个市级示范
村，８个区级示范村，７个达标村）美丽乡
村＋，重点打造以联合村、远景村为主的
西片区和以天平村、光明村为主的东片

区。实现融合提升，打造“农业 ＋品牌”
工程，发挥超大食用菌、汉康豆制品２家
农业龙头企业以及东方假日田园、闻道

园等景点影响力，注册“花神”“罗升”等

品牌，推动 “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一标：地理标志产

品）发展。推进“农业 ＋科技”建设，加
强与市农科院产学研合作，依托互联网，

促进农业生产与质量追溯、电商融合发

展，培育农业发展新主体、新产业、新业

态。完善“农业 ＋旅游”产业链，把农业
观光游与古镇游、新镇游相融合，实现

“农旅合一”。针对村级经济发展方式

单一、资源配置低下等问题，建立镇级统

筹模式，探索联合增收。对“五违四必”

整治后符合规划的空置集体土地进行梳

理统筹，为引进高效能企业预留空间。

对村级闲置资金进行统筹，由镇牵头以

行政村集体入股的形式，推动全镇大型

项目落地，再通过项目收益反哺村级经

济，形成可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提升

农民收益。

■就业和社会保障　稳步提高社会保障
水平，实现城乡居保参保１１１２人次。深
化“就业爱心加油站”，推出“大居职介

飞信平台”，新增岗位１０３５个，城镇失业
登记控制数 １０６５人，完成指标数 １０６５
人。发挥“初创青年”自律协会作用，推

进青年“启航”计划，着重帮扶以高校毕

业生为代表的重点群体就业，实现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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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常住户数
（户）

户籍人口
（人）

地　址 电　话

美罗家园美平苑居委会
（筹）

９ １８ 美平路３０８号 ３６５５０３００

美罗家园美文苑居委会
（筹）

９１ ０ 罗智路２５８弄９号 ６６８７５５９６

美罗家园罗贤苑居委会
（筹）

５８０ ９０ 美安路２５０号２楼 ３６５５９５００

美罗家园罗秀苑居委会
（筹）

１２３ ０ 美秀路３５８弄１６号 ６６８７５７０７

美罗家园罗智苑居委会
（筹）

６４３ ８１ 美平路３８０号２楼 ３６５５０３１１

美罗家园美安苑居委会
（筹）

７９４ １１７ 美平路４３１号 ３６５５９５１１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一居委
会（筹）

１４６８ １２７ 美平路６９６弄１２号１楼 ３６５５５２８８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二居委
会（筹）

１０２２ ９８ 美平路７４５弄１８－１号３楼 ３６５５０００３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三居委
会（筹）

１１８０ ４１０ 美平路１０６０弄５号一楼 ３６５５９５２２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四居委
会（筹）

１３６０ ５０１ 美平路９９９弄２号１０１－１０４室 ３６５５９５３３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五居委
会（筹）会

１０７２ ２１８ 天家路２００弄３－４号一楼 ３６５５９６００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六居委
会（筹）

３２７ ２３２ 天家路１９９弄３－４号一楼 ３６５５９６１１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七居委
会（筹）

７４ ４４ 天家路１１６弄２号一楼 ３６５５９６２２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八居委
会（筹）

１１５ ６７ 天家路９９弄６号 ３６５５９６３３

美罗家园金丰苑第一居委
会（筹）

１２２１ ２９５ 美康路８１８弄５号 ３６５５０１０８

美罗家园金丰苑第二居委
会（筹）

９７５ ９０ 罗和路９３５弄１３号２楼 ３６５５１８０８

美罗家园佳欣苑居委会
（筹）

４４７ ３７８ 美丹路１０５８弄１２号１楼 ３６５５２２２３

美罗家园金丰苑第三居委
会（筹）

１２９０ １７８ 罗和路８５５弄１５号２楼 ３６５５１８６８

美罗家园佳境苑居委会
（筹）

８２５ ４７４ 美丹路１０３３弄９号２楼 ３６５５２２２５

美罗家园润苑居委会（筹） １４７ ２５３ 年吉路６５０弄１－１号２楼 ３６５５２２２６

美罗家园佳翔苑居委会
（筹）

１３９１ １９４ 陆翔路３４８９弄９号 ３６５５２５８８

美罗家园保翔苑居委会
（筹）

９２８ ０ 陆翔路３５００弄１号 ３６５５９５８８

美罗家园吉翔苑居委会
（筹）

４８２ ０ 年吉路３５８弄５号 ３６５５９６８８

美罗家园罗兰佳苑第一居
委会（筹））

６９３ ３０４ 罗真路１８８弄２０号 ６６７１１１７２

美罗家园罗兰佳苑第二居
委会（筹））

４７６ ５３ 罗真路１８８弄２０号 ６６７１１１７２

（王晓彬）

青年５６人。开展困难群众走访慰问活
动，累计发放各类帮扶及优抚资金１５００
万余元。

■社会事业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镇
全年教育经费统筹预算１４６亿元，比上
年增加０１７亿元，提高１２３％。完成美
兰湖第二幼儿园新园开园、申花幼儿园

搬迁，推进美兰湖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

实施美兰湖中学修缮和二次装潢工程，

完成陈伯吹中学、罗南中心校校园文化

布置等。提升卫生计划生育服务水平，

配合完成国家卫生区复审任务。推进社

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累计完成家庭医

生“１＋１＋１”签约居民 ２１１３５人，完成
６５岁以上老年人体检８０７５人，推进上海

市第一批“家庭医生中医药服务示范

岗”建设。完成电子健康档案（ＥＨＲ）应
用水平四级评审。依法办理计划生育各

类行政事务３３万人次，落实农村奖扶
等政策福利６０８９人次，发放金额７６２万
元。推进“全面两孩”政策和“耆彩人

生”“优生促进”项目，为２０７万人次提
供家庭计划指导服务。强化食品安全检

查，按照“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

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

责）要求加强食品安全检查，对照建设市

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要求，整治无证

经营１３０户，整治无证流通１０３户，取缔
食品地下加工点７个，取缔活禽交易点２
个，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形成严打重罚

的高压态势。

■平安建设　推进网格化管理，开展“网
格达标”创建，对重大事项开展跟踪督

办、责任挂钩，同时加强网格化中心自身

建设和村居工作指导，提高业务水平，做

到“把责任捆绑在一起、把队伍整合在一

起、把行动部署在一起”。“１２３４５”热线
全年工单受理 ４２３１件，实际解决率
３２６％，比上年上升１８３％；群众满意率
３２６％，提高 ２４％。推进社会安全运
行，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工作方针，压实安全责任，落实防范

措施，年内未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未

发生非市政道路交通死亡事故。开展

“三防一保”（防火灾、防盗窃、防诈骗、

保平安百日攻坚行动）百日攻坚专项行

动，共排摸村民规模性自建出租房１０３７
家、规模性租赁场所４８处、企业７５４家、
“三合一”（指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一

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能违章混合设置在

同一空间内的建筑）场所 ２８８家、居民
１４１６９户，坚持即知即改整改隐患 ４０２３
条、清退２８０余人。加强对重大不稳定
因素的排摸和化解，确保党的十九大、市

第十一次党代会等重要节点期间的社会

安定，构建大安全格局。

■精神文明建设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举办第一届花神庙会，重新唤起深埋

罗店人民心底的“乡愁”记忆。举办以

“浴兰端阳、魅力龙船”为主题的第十一

届上海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组织开展

第四届罗店镇运动会，历时３个月，参赛
７０００余人次。在宝山寺举办海峡两岸
“以慈化瓷”陶艺展，聚焦中国传统文化

元素，为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和中国传统

文化创新搭建平台。传扬历史文化，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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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做好宝山寺传统

营造技艺和罗店鱼圆申遗，调动民间社

团积极性，打造地方文化品牌。

■加强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精细“绣
花”，创新“线上＋线下”基层治理模式，
围绕“党建引领，自治共治，睦邻友好，幸

福共享”社区治理工作理念，探索基层治

理新模式，建立睦邻共享中心２个。线
上打造社区“生活圈”，社区通总注册人

数４３万人；线下深入践行“四三五融六
必访”［“四三”，即“三问”：问政于民、问

计于民、问需于民；“三理”：坚持法理、

坚持道理、坚持情理；“三公”：坚持公

开、坚持公平、坚持公正；“三最”：解决

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解决群众最直

接的利益问题、解决群众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五融”：组织融入、思想融通、生

活融合、文化融汇、感情融洽。“六必

访”：群众新入村（居）必访、群众生活

有困难必访、邻里家庭有矛盾必访、村

（居）民家庭动迁必访、群众对党委政府

提出合理化建议必访、对社会作出重大

贡献必访］群众工作法，召开群众座谈

会６３６场，走访群众 ２４万余人次，体
现线上的速度和线下的温度。强化“镇

管社区”，做实大居和古镇基本管理单

元建设，优化“两委一中心”（社区党

委、社区委员会和社区中心）管理架构，

提高居民“开门七件事”（指和居民生

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情）服务水平。推

进住宅小区综合治理，通过小区改造

“五点法”（找起点，跨出一步找差距；

扫盲点，精准排摸明情况；聚焦点，意见

征询通民意；破难点，合力整治出成效；

展亮点，老旧小区绽新颜），对 １９个老
旧小区开展“十小项目”［修整小区道

路、修剪补种绿化、铺设残疾人坡道、增

建小扶手、增设晾衣架、安装电子显示

屏和宣传栏、建设小花园（增设休息长

廊、小座椅、健身步道、健身器材等）、增

设残疾人停车位、改造非机动车车棚、

安装非机动车充电桩等小区实事项目

改造工程，简称“十小工程”］微改造，

使老小区旧貌换新颜。

■政府信息公开　全年产生政府信息
１８４条，其中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１７１条，
依申请公开０条，不予公开１３条。受理
群众依申请公开信息０件，政府信息公
开专栏访问量累计为９３９９６次。更新党
政网信息３６２７条，完成党委政府主要领
导督办事项２０件，做到件件有落实。

■举办第一届罗店花神庙会　３月９日
农历丁酉年二月十二，在中国传统的花

神诞辰日，“２０１７首届上海宝山罗店花
神庙会”在罗店花神堂举行。罗店花神

庙会是由罗店镇人民政府、区文化广播

影视管理局主办，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

承办的一场民俗文化盛典。区委书记

汪泓，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朱礼福，副区

长陈筱洁应邀出席。活动包括祈福仪

式、民俗行街表演、民俗专场演出、花神

文化书画展等四个环节。祈福仪式中花

神·迎、花神·舞、花神·颂、花神·簪、

花神·祈、花神·巡，六个传统环节深深

唤醒乡土记忆，再现古老相传的遗风古

俗，重现花神风采。花团锦簇、故里巡

游，生动形象的百花仙子、花神娘娘形

象，让群众感受到“罗店有花神、花神回

来了”。舞台上百花绽放，演员们用舞

蹈、戏剧、歌舞等不同艺术形式咏花颂

花，展示罗店花神“棉花为尊”。同时，

罗店的本土艺术家们用手中的纸笔展现

“万花主宰”“棉业兴商”“繁花似锦”

“春色满园”这一主题，让花神盛世永驻

民间。

■强制清退宝罗奶牛场　上海宝罗奶牛
场位于罗店镇联杨路３５１８号，２０００年９
月，与张士村签订土地租赁协议，承包土

地４７亩用作经营畜牧业，后经核定，实
际占用土地６８亩，其中约３２亩土地留
作奶牛养殖经营，剩余约３６亩土地分别
转租给７家企业。根据实地检查情况，
区环保局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９日作出行政
处罚书，依法对宝罗奶牛场作出下列行

政决定：１、停止奶牛养殖场的使用；２、停
止具体污染违法行为，并采取有效治理

措施，消除污染；３、罚款人民币１８万元。
宝罗奶牛场不服该行政决定，向宝山区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过二审，均被

驳回诉求请求，维持该行政决定。２０１６
年４月，区环保局以上述行政处罚书为
执行依据，向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但宝

罗奶牛场拒绝配合执行。２０１７年初，区
人民法院再次明确要求被执行人履行行

政处罚书所确定义务，但奶牛场仅在 ３
月１３日履行罚款１８万元，其余两项处
罚内容仍以各种理由拒不履行。为此，

３月１７日～１９日，区人民法院协调有关
职能部门强制停止奶牛场的继续使用，

并实际清退奶牛８４２头。３月２０日～２２
日，张士村委会对场区内的“五违”现象

进行整治，拆除面积共计３０９７２平方米。

■举办第十一届罗店龙船文化节　５月
２７日至２８日，罗店镇在东方假日田园举
办以“浴兰端阳，魅力龙船”为主题的第

十届上海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罗店龙

船文化节由罗店镇人民政府、区文化广

播影视管理局主办，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周志军、陈筱洁出席开幕式。开幕仪

式上，区委书记汪泓与８４岁的罗店龙船
技艺传承人张福成共同为龙船“点睛”，

区长范少军宣布第十一届上海宝山罗店

龙船文化节开幕，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副

区长陈筱洁等领导为“上海书画院罗店

民俗绘画艺术传习创研中心”揭牌。龙

船节通过表演、互动、展示三种形式为游

客献上一场极具宝山非遗特色的端午民

俗盛宴。

■向阳新村旧房改造项目开工　 ６月１
日，向阳新村旧房改造项目开工，对建设

范围内旧房予以拆除，在原地新建３幢３
至５层住宅。向阳新村西块旧住房成套
改造工程位于罗店镇东西巷街以南，新街

以西，唐家弄以东，门牌号为向阳新村西

块２０－２３号，用地面积约２１７９平方米。

■举办２０１７中国城市更新（上海）峰会
　１２月７日，由全联房地产商会城市更
新和既有建筑改造分会主办，罗店镇人

民政府、北京世国建筑工程研究中心、城

市之光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承办

的“２０１７中国城市更新（上海）峰会”在
罗店举行。来自相关领域和行业的２００
多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

出席，以“探讨我国城市更新大格局下新

未来，领航新时代城市建设新征程”为主

题，交流城市发展理念、探索城市更新途

径，寻找项目对接机会。峰会上，全联房

地产商会城市更新和既有建筑改造分会

运营中心揭牌成立。 （王晓彬）

罗泾镇
■概况　罗泾镇位于宝山区西北部，东
临长江，南连月浦、罗店镇，西邻嘉定区

徐行、华亭镇，北接江苏省太仓市浏河

镇，总面积４８平方公里，其中宝山工业
园区规划用地 ２３平方公里，浦钢用地
３３平方公里。辖有 ２１个行政村，１８１
个村民小组，５个居委会，１个居委会筹
建组。至年末，全镇有户籍 １００８４户、
２９８７２人，分别比上年增加８２９户、１７１７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２１９５２人；列入管理
的来沪人员 ３９４９１人（含宝山工业园
区），增加 ９８２人。常住人口出生率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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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７‰，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１００％，来
沪人员计划生育率９５％，人口密度１４４５
人／平方公里。镇党委下辖４个党委，５
个党总支，１３５个党支部（含 ２２个老龄
党支部、６３个“两新”组织党支部），共有
党员 ２４３４人，其中老龄党员 １１０４人。
辖区内有学校６所，建有市民健身中心１
所，居民健身点８１个，农民健身运动场
１３座，游泳池 １座。年内，获“２０１３—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
国“百县千乡万村无邪教创建示范工

程”示范典型、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度上海
市文明镇、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称

号。在全市市容环境公众满意度测评中

始终保持郊区组前列，上半年排名第 ４
名，下半年排名第５名。成功创建成全
国特色小镇、国家卫生镇、中国最美村

镇，长江口大闸蟹连续六年获“王宝和”

杯全国河蟹大赛金蟹奖，塘湾村、海星村

被评为第三批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镇政府地址：飞达路８５号。

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海星村 罗泾镇／提供

表１１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７年罗泾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１ ７９１１ ３７３６ ４１７５ ２７．７３ ３５８ ４．７４

２０１２ ８３２８ ３９４０ ４３８８ ２９．２７ ４１７ ５．２７

２０１３ ８７２３ ３８５５ ４８６８ ３０．５４ ３９５ ４．７４

２０１４ ９３２５ ４４０４ ４９２１ ３２．３８ ６０２ ６．９０

２０１５ ９０４１ ４２２８ ４８１３ ３４．３１ －２８４ －３．０４

２０１６ ９２８０ ４３３４ ４９４６ ３６．２１ ２３９ ２．６４

２０１７ １０９３６ ５１９３ ５７４３ ３６．６０ １６５６ １７．８４

表１２ ２０１７年罗泾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地　址 电　话

罗泾中学 ２３ １０５０ ９５ 东朱路８号 ６６８７０１０５

罗泾中心校 ２５ １０７０ ７０ 陈功路２８号 ５６８７１８６４

罗泾中心幼儿园 １５ ４７５ ４０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号 ５６８７１９８１

罗泾第二幼儿园 ６ １９１ １４ 潘沪路３０１号 ３６５８１９２８

民办肖泾小学 ２３ １１０９ ５８ 沪太路９１０１号 ６６８７８２０８

宝宝乐幼儿园 ９ ３５０ ２９ 塘湾村 ５６８７４０４１

■经济建设　按新统计口径，全年完成
区级地方财政收入４０２亿元，比上年增
加０４８亿元，增长１５１％；完成增加值
３９４５亿元，增加２５８亿元，增长７％；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９亿元，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３８１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中商兴盛项目交付使用，完成宝之云

ＩＤＣ项目三期。东虹商业项目开工建设，
镇域内首家电影院（睦邻小镇唐德影视）

正式营业。开展环保违规违建清理工作，

共淘汰关停企业 ２６７户，整顿规范 １９５
户，完善备案８４户，腾出厂房６２８万平
方米。成立落地企业管理办公室，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落地企业事故及违法

违规行为处理的实施办法》，与６０家低
效产出企业达成调整转型共识，落地企

业财政收入总量比上年提升３０％以上。
推进“村经委托镇管”工作，加强村级经

济合同规范化管理和集体土地、厂房等

资源管控工作，关闭淘汰存在严重安全

隐患和环境重污染企业８９户，拆除村办
企业违章建筑５７２万平方米。全年村
级企业实现区级地方财政收入２７２３万
元，增长１５９６％，确保村级集体资产保
值、增值。

■社会事业　完成罗泾中心幼儿园大修
工程和罗泾二幼绿化改造工程。新建

２９８公里健身步道，完成市民健身中心
下沉式永久性游泳池改造工程及市民文

化广场建设。举办２０１７年端午“宝山民
俗文化节罗泾系列展演”、古韵泾彩民间

文化节、乡村大舞台等文体活动，举办

８·２３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８０周年祭，
罗泾“四喜风糕”成功申报区级非遗项

目。开展“漫画进校园”项目，组建“小

泾灵”漫画队。“罗泾十字挑花”作品随

各类代表团赴多国及港澳台文化交流。

原创沪剧小戏《萧泾寺边朱家人》在区

群文新人新作评选中获一等奖。开展

“一鸣泾人”２０１７宝山区罗泾镇农民篮
球联赛、篮球嘉年华及技巧大赛。

■就业和社会保障　成立“泾业”信息
平台和“泾乐”一站式工作室，对接农村

就业服务，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开

展就业援助月、春风送岗、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月等活动，举办各类招聘会 １６
场，累计参加企业１２１家，提供就业岗位
６９２个，就业困难人员安置率、零就业家
庭安置率均达１００％。开展家庭医生签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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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２０１７年罗泾镇村、居委会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　话

海红村 ４３９ １３０１ 袁家宅８号 ５６８７１０７０

川沙村 ４４８ １２２０ 萧月路１６６号 ６６８７９１２３

宝丰村 ４４６ １２６８ 陈东路８５号 ５６８７１５２５

牌楼村 ２６８ ８７８ 青三路二房宅５８号 ５６８７７５２８

合建村 ４２０ １３７４ 罗宁路１９９６号 ５６８７０２６１

潘桥村 ４９０ １６５３ 潘川路２５８５号 ５６８７１８５６

陈行村 ４３９ １３５０ 陈镇路２８５号 ５６８７００８７

海星村 ５４５ １８２７ 北蕴川路１６８８弄８号 ５６８７００２７

花红村 ３８４ １２４０ 北蕴川路２３９９弄２２１号 ５６８７０６８３

新陆村 ３６０ １０８５ 北蕴川路２５０１弄２６８号 ５６８７００１３

王家楼村 ３００ １０１７ 罗北路１５５８号 ５６８６１４２２

新苗村 ４７９ １５１９ 沪太路９４０５号 ６６５９８７６６

塘湾村 ３８１ １２７６ 张汤路２号 ５６８７８０３１

洋桥村 ３６８ １１２５ 沪太路９８９８号 ６６５９９３６６

合众村 ２５４ ７５３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４４号３楼 ６６８７６８１８

高椿树村 ３８６ １１９４ 潘川路９９９号南首 ５６８７４１２０

三桥村 ４００ １２０５ 金石路１８８号富长路交界 ５６８７１８７３

肖泾村 ４２８ １４５４ 沪太路８８７２弄２５号 ５６８７１６７８

民众村 ２５７ ７７６ 罗东路１２５０号 ６６８７６００７

解放村 ３３０ １０８６ 金勺路１６８８号５号楼５楼 ５６８６３５４５

和平村 ２９１ ８４６ 潘泾路山茶路口 ５６８６２５８９

第一居委会 ２４１ ５６２ 陈东路７９弄１５号 ５６８７８６５１

宝虹家园 ３５６ ７２５ 陈川路５５５弄１１号 ５１２８３０２５

宝通家园 １８８ ３８１ 潘新路１１８弄 ６６８７９１２３

宝悦家苑 １８４ ３５０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４４号 ３６３８００２５

宝祥宝邸 １０８ ２２９ 潘沪路６９弄４０号 ５６１４３２７８

海上御景苑 １７２ ４１１ 长虹路７７９弄 ５６１４３３５６

（陆良超）

约和专家下社区等实事项目，社区卫生

服务综合改革工作列全市第三位、宝山

第一位。组建为老服务志愿者队伍，新

增１０个农村睦邻点，组织全镇６５周岁
以上户籍老人进行健康体检。开展救助

资金专项检查，发放各类救助帮扶资金

约４６７７万元。征地保障、城乡居民医
保、工会互助保障等实现应保尽保。城

镇登记失业人员控制在 ４８３人的目标
内，扶持３０人成功创业，帮助２７名长期
失业的青年实现就业，安置就业困难人

员１１５人，安置率１００％。完善社会救助
体系，兜住人民群众生活底线，制定出台

《罗泾镇关于对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农

村居民就医起付线予以补贴的实施意

见》，共计办理补贴农民３５８７人次，补贴
金额６３１万元，全年为居民群众办理各
类医保服务６０００余人次。

■镇村建设与管理　成功出让潘泾路东
侧商品房地块，完成罗宁欣苑配套商品

房建设，分房５３０余套。上海怡景养老
院建成并投入使用，新增床位 ４０２个。
完成飞跃路（潘泾路—罗东路）、潘沪路

（潘泾路—陈镇路）、长虹路（潘新路—

集宁路）新建工程主体结构建设，陈功路

沪太路道口顺利通车。建立健全河长管

理机制，确保水质环境持续稳定达标。

完成“２＋１３”（２条市级河道、１３条区级
河道）条中小河道前期腾地工作和“１＋
１６”条河道（１条国考河道和１６条市级
考核河道）水质考核断面核心整治区拆

违任务，共计拆违量２７８万平方米。Ｘ
项（７＋３）（墅沟宅沟、南王宅沟等１０条
重污染河道）城乡中小河道整治拆除违

建２９３５平方米，完成３７条段４８４公里
河道整治，消除黑臭河道 １９条。完成
３６１个点污染源纳管和镇级７６公里污
水管网建设，翻建２０座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池，实施宝虹家园、宝通家园、宝悦家

苑雨污混接改造工程。配合开展海洋督

察工作、罗?河拓宽工程和镇村级河道

市场化养护工作。完成减量化 ８８３公
顷土地立项和２０７６公顷复垦任务。健
全市容管理快速反应和养护运作机制，

完成罗泾农贸市场标准化改造工程，通

过国家卫生镇复审。完成全年区级“五

违四必”（“五违”：违法用地、违法建筑、

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四

必”：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

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

必须取缔）整治项目和自我加压项目整

治任务，累计拆除违法建筑１０６２万平

方米。

■新农村建设　８月，被住建部评为全
国第二批特色小镇，并获“２０１７中国最
美村镇”生态奖。组织评选罗泾“十大

名菜”“五大特产”，举办“２０１７年上海宝
山湖长江蟹品鲜节”活动。启动特色小

镇、基金小镇、特色景观概念方案、景观

标识系统等规划编制，统筹推进“三带三

片六区”（三带”即罗?河生态休闲带、

嘉宝生态修复带、沿江生态保护带；“三

片”即产业片、镇区片、生态片；“六区”

即高端制造业区、现代服务业区、新镇文

化区、老镇风貌区、生态农业保护区、水

资源保护区）规划建设。完成全镇设施

农用地布局规划，开展农用地清理和综

合整治工作，共清理整治１９５０亩。推动
６２８亩高标准设施菜地建设，推广优质
虾稻、蟹稻等种养结合项目，共种植虾

稻、蟹稻 ４００亩，亩均产值 ５０００元。拓
宽特色农产品流通销售渠道，完善产加

销体系，实现销售产值７０００万元。长江
口大闸蟹连续六年获“王宝和”杯金蟹

奖。有序引导和规范农民建房，加强农

村生态环境考核，完成新陆村、花红村、

海星村、洋桥村农林水设施改造提升。

新建５８亩生态公益林，启动市级抚育林
和镇级林地示范点建设，打造罗泾片林

新亮点。开展“优美庭院、花园单位、特

色楼道、美亮村宅”创评活动，塘湾村被

评为第五届全国文明村。基本完成千亩

涵养林改造提升工程，提升“四个一千”

（千亩鱼塘、千亩粮田、千户人家及千亩

涵养林）、“四个一百”（百亩果园、百亩

菜园、百亩荷园、百亩油菜花）项目。举

办“２０１７美丽乡村徒步赛”等重大活动，
完善宝山湖生态休闲农业旅游区功能，

扩大罗泾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平安建设与综合治理　完成“雪亮工
程”建设和试运行工作，在各居民区安装

人脸识别探头４４个，安装高清联网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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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个，建成运行车辆进出管理系统 ６
套，安装远程单元门监控智能系统 ６２３
个。推进综治工作中心和城市网格化综

合管理中心融合发展，达标网格创建向

农村延伸，完善农村特色的立体化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坚持高压严打态势，结

合“五违四必”整治等重点工作，加强农

房出租管理清理整顿工作。有效控制来

沪人员总量和无序流动，完成人口调控

下降２％的目标。制订“罗泾镇群防群
治队伍示范点创建活动方案”，申报

２０１７年群防群治守护网示范点创建单
位，成功创建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推

进信访积案以及“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
工单等突出矛盾的解决，化解和缓解北

?川路噪音振动等突出问题，罗泾镇信

访办被评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信
访系统文明信访室。举办村居法律顾问

签约仪式，实现各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

促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调解各类纠纷

１６７起，制作调解协议共５５份，成功率达
１００％。全年上访总量２２９批／６９４人次，
比上年上升２１％，人次上升３６％。全年
累计立各类刑案 ２６４起，上升 ８２１％。
其中：“八类”（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

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

火、爆炸、投毒罪）案件 ３起，下降
５７１％；盗窃案件 １８６起，上升 ６０３％。
偷盗类案件发案 ３７１起，下降 １７２％。
盗“三车”５７起，下降４９６％。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企业法人主体责任、基层属地

管理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推进企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工作。全面开展

各类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共排查安全隐

患７６８８条，整改 ７３０３条，整改率达到
９４％，全镇安全形势平稳、可控。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２日，罗泾镇举办第一届“十大名菜”评选活动 罗泾镇／提供
■社区建设　完成宝虹家园等６个小区
大门智能化改造，实现居民区监控探头

全覆盖。全面完成动迁小区停车规范化

管理工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和农

村社区电子政务，洋桥村成功创建首批

“上海市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示范村”。

完成一居委及宝虹家园活动室改造，各

小区安装休闲长椅２３０张，安装晾衣架
４６８个，粉刷白化楼道６９２个，全年小区
配套设施改造共计投入资金约 ７４０万
元。推广应用“社区通”，线上线下互动

式解决问题，累计上线１５万余人。结
合“创宜居宝山、建美好家园”活动，完

成陈行街１７弄小区老旧设施改造并通
过验收。落实“一块区，一组团”，形成

区块组团式服务团队，全年累计走访居

民１３０００户，收到居民意见与建议２１００
条，协调解决居民在民生类、治安管理

类、环境卫生类等方面的困难１５００处。
开展“一居一特色、一居一品牌”创建工

作，全年共开展特色服务３２０余次，开展
知识讲座类活动２００余场，服务居民上
万人次。

■精神文明建设　围绕全国卫生镇复
审、全国文明镇争创工作，加大美丽乡村

（镇）和全国特色小镇宣传，提升罗泾市

民文明程度，推动美丽生态罗泾建设。

成功宣传举办“十大名菜”评选活动、

“一鸣泾人”罗泾农民篮球联赛、“品鲜

节”“抱走宝山”活动。拓展“优美庭院”

“花园单位”创建评比活动，在各社区开

展“特色楼道”创建评比活动，在各村开

展“美亮村宅”创建评比活动。开展“四

季行动”“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组织

开展宝山区第二届“人人做好人、人人评

好人、人人赞好人”主题活动，马志芳、徐

洪梅入围区“爱岗敬业”好人和“平安建

设”好人提名，张家英评为区“诚实守

信”好人。完成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
文明镇创建工作，实现罗泾“上海市文明

镇”五连冠。

■市领导到罗泾调研工作　３月１５日，
市委农办、市农委主任张国坤，宝山区委

常委、副区长袁罡等一行到罗泾调研农

村工作。实地察看生态涵养林、宝山湖

生态农业园、花红村及海星村美丽乡村

建设情况，并听取相关介绍。１０月 １２
日，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陈寅，市农

委主任张国坤一行到罗泾调研“三农”

建设工作，实地察看罗泾沿江农业生态

园，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花红村、海星

村以及新镇区。区领导范少军、周志军、

陈云彬及镇领导陪同调研。

■获区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团队总分第
一名　 ５月１６日，区第六届残疾人运动
会在宝山体育中心举行。运动会由区残

联主办，残疾人体育协会和志愿者协会

承办，比赛设有定点投篮、仰卧起坐、立

定跳远、乒乓球进洞、飞镖投掷以及轮椅

飞镖等多个项目。罗泾镇获运动团队总

分第一名，并优秀组织奖，其中在个人项

目飞镖投掷中分别获男女组第一名。

■举办宝山民俗文化节罗泾系列展演活
动　５月３０日，２０１７端午“宝山民俗文
化节罗泾系列展演活动”在罗泾镇市民

广场拉开帷幕。副区长陈筱洁出席活

动。整个端午节活动形式多样、独具特

色，坚持“自娱自乐、寓教于乐，继承传

统、融汇时尚，广泛参与、民星闪耀”的原

则，凸现民俗文化的公益性，主要有舞狮

表演、技艺比赛（包粽子、做香袋、十字挑

花）、“非遗展示”、沪剧名家和民间艺术

专场演出。

■举办第一届“十大名菜”评选活动　６
月２２日，“网罗泾华绿野仙踪———罗泾
镇第一届“十大名菜”评选活动”在宝山

湖沪宝合作社举办，区农委、商务委、市

场监管局、人保局、新闻办、罗泾镇党政

班子成员和基层村居代表以及市、区级

新闻媒体近百人出席活动。区餐饮协会

的专家，现场从入围的２０道菜中评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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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道好菜，综合前期“网罗泾华”公众微
信号的大众投票结果，最后农家蒸三鲜、

罗泾走油肉、红烧长江 鱼、地笼黄鳝烧

螺蛳、罗泾汤炒、雪菜鱼圆汤、红烧洋桥

芋艿、老娘舅蟹糊、酱油水河虾、腌笃鲜，

当选首届罗泾镇“十大名菜”。

■获区群众体育大会“罗泾杯”捕鱼比
赛第一名　６月２４日，２０１７宝山区群众
体育大会“罗泾杯”捕鱼比赛在罗泾镇

百姓游泳池举行。比赛由区体育局、罗

泾镇政府主办，区钓鱼协会、罗泾镇市民

体育健身中心承办，全区１１个街镇共３３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罗泾镇代表队获团

体捕鱼比赛第一名。

■罗泾镇被评为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　
７月，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保持和
彰显特色小镇特色若干问题的通知》和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第二

批全国特色小镇推荐工作的通知》，在各

地择优推荐的基础上，经现场答辩、专家

审查，罗泾镇被认定为第二批全国特色

小镇。浦东新区新场镇、闵行区吴泾镇、

崇明区东平镇、嘉定区安亭镇、奉贤区庄

行镇同时上榜。加上第一批的金山区枫

泾镇、松江区车墩镇、青浦区朱家角镇，

上海共有９个“全国特色小镇”。

塘湾村生态公益林 罗泾镇／提供

■举行８·２３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８０
周年祭活动　 ８月２３日，罗泾镇举行侵
华日军小川沙登陆罗泾大烧杀８０周年
纪念活动。活动中，党员和群众代表向

在罗泾大烧杀中的遇难同胞致以默哀，

敬献花篮。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军侵略
上海。８月２３日凌晨，侵华日军在长江
罗泾小川沙河口登陆后，沿途烧杀淫掠，

在不到１００天的时间里，杀害罗泾地区
无辜平民２２４４人，占乡民总数的２０％，
烧毁房屋１０９４８间，奸淫妇女数以百计，
史称“罗泾血案”。

■获评“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度全国群众体
育先进单位”　８月 ２８日，２０１３年 ～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及体育系
统先进表彰大会在天津举行，罗泾镇获

评“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
单位”。全国群众体育先进每４年表彰
一次，连续在６届全运会期间进行表彰。
罗泾镇曾在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２次获“全
国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称号。

■举办“一鸣泾人”农民篮球联赛　９月
１７日，“一鸣泾人”２０１７宝山区罗泾镇农
民篮球联赛在罗泾中心校篮球场拉开序

幕，副区长陈筱洁等领导出席活动。该

农民篮球联赛由区体育局指导，罗泾镇

政府主办，区篮球协会、区社区体育协

会、罗泾中心校协办。活动按照 “全面

创新、全面提升，办出特色、办出精彩，融

入基层群众”的办赛宗旨，在常规赛事层

面之外，借鉴美国ＮＢＡ职业篮球联盟的
全明星挑战和篮球闯关内容，增设“技巧

大赛”及“亲子嘉年华”环节。罗泾派出

所队获联赛冠军，罗泾中学队、陈行村队

分获亚军和季军；罗泾中学队的郑海轶

获最有价值球员奖，罗泾派出所队陈冰

阳获最具潜力新人奖。

■罗泾睦邻小镇·唐德国际影城开业　
９月２８日，隶属于唐德影视公司的罗泾
睦邻小镇·唐德国际影城正式开业。睦

邻小镇位于萧月路１１号，共有３层，总
面积约５６００平方米；影院位于睦邻小镇
三层，总面积１８００平方米，共设有５个
影厅，总计６２５个座位。

■举办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　１０月２１
日，“蟹天蟹地、网罗泾华”２０１７上海宝
山湖长江蟹品鲜节在宝山湖生态农业园

拉开。活动为期一个月，评选出新一届

蟹王和蟹后，分别为 ３９０克和 ３０５克。
“绿色泾品”向游客展示四喜凤糕、洋桥

红梗芋艿、宝农３４金奖大米、精品蟹稻
米等罗泾地方特产。“泾江寻蟹”捕蟹

比赛让参赛者零距离感受罗泾水乡

风情。

■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举行　１１月１８
日，来自全市３０００余名运动达人来到全
国特色小镇罗泾镇，参加２０１７上海·罗
泾美丽乡村徒步赛。区委副书记周志

军、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胜、市总工会副

主席李友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懿，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王丽燕，副区长陈筱洁，区有关部门

和罗泾镇领导出席活动。徒步赛从罗泾

千亩涵养林出发，经过千亩鱼塘、千亩粮

田、宝山湖环湖、花红村、海星村、新川沙

路，再经过涂鸦墙、百亩果园、百亩菜园，

到达主会场。此次参赛队伍中，共有３００
支队伍和家庭以团队赛的形式参与，最后

结合“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

康走活动，领导为获奖者颁奖。

■塘湾村被评为第五届全国文明村　１１
月１７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公布第五届

全国文明村镇名单，罗泾镇塘湾村榜上

有名。塘湾村围绕打造农村新文化、新

生活，建设农村新环境、新家园，培育农

村新农民、新风尚三个方面，提高村民的

生活质量和全村的文明程度，推进文明

创建工作。

■获“２０１７中国最美村镇”生态奖　１２
月１７日，“转型升级 振兴乡村———２０１７
中国最美村镇颁奖典礼暨《中国梦 村镇

梦》县市长论坛”在上海举行。中国最

美村镇评选系列活动由第一财经发起并

联合８０余家广电媒体主办，从２０１３年
起共举办五届。该届活动以“发现村镇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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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再寻中国之强，中国最美村镇再发

现”为主题，经过全国范围内的层层评

选，决出“２０１７中国最美村镇”生态奖
（１３家）、宜居奖（１４家）、传承奖（８
家）、社会责任奖（８家）和“２０１７中国最
美村镇５０强”，罗泾镇获“２０１７中国最
美村镇”生态奖。

■塘湾村、海星村被评为市美丽乡村示
范村　１２月，上海市经过村申报、乡镇
推荐、区审核、市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审议通过，共评定 １７个村为 ２０１７
年度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其中罗泾

镇塘湾村、海星村被评为上海市美丽乡

村示范村。塘湾村位于罗泾镇西北部，

地处上海市基本农田保护区，行政区域

面积１５６平方公里，有村民小组１１个，
村民总户数 ３９３户，户籍人数 １２８３人。
粮食生产以稻麦轮作为主，是金奖大米

“宝农３４”的主产地之一。海星村地处
罗泾镇东部，东临长江，紧靠陈行水库，

行政区域面积约１５平方公里，有７个
村民小组，总户数５５１户，户籍人数１８４６
人。该村坚持“水产养殖、蔬菜粮食种

植”为主的产业结构形式，农产品主要为

水稻、小麦、蔬菜、江蟹等。沪宝水产基

地是市北地区最大的标准水产养殖基

地，主要以养殖中华绒鳌蟹为主，并连续

六年获 “王宝和杯”全国河蟹大赛评比

金蟹奖。

■罗泾镇城管执法中队获评“２０１７年度
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示范中队”　１２
月，全市共产生１９个“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
城管执法系统示范中队”，罗泾镇城管执

法中队获评“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城管执法
系统示范中队”。自４月起，市城管执法
局在全市２３０余个中队中开展 “示范中
队”创建评选工作。罗泾城管中队以城

管现代化为指向，强化队伍教育管理，提

升队伍素质形象，以“五个新”目标开展

自我加压，通过思想认识上有新提高、执

勤执法上有新标准、管理能力上有新进

步、综合效能上有新体现、队伍建设上有

新面貌，实现依法治理水平、依法履职能

力、执法规范水平、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

意度“五个显著提升”。 （陆良超）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０日，顾村镇举办２０１７年诗歌文化节暨第十届诗乡顾村年会诗歌音乐会
顾村镇／提供

顾村镇
■概况　顾村镇位于宝山区中西部，东
临杨行镇，南隔?藻浜与大场镇、宝山城

市工业园区相望，西接嘉定区马陆镇，北

靠罗店镇，总面积４１６６平方公里，耕地

面积６７１３公顷。辖有１６个行政村，６９
个居委会。至年末，全镇有户籍 ４３６１０
户、１０９０２７人，分别比上年增加１２８０户、
３２０１人；列入管理的外来人口 １２９６１４
人，减少６９８３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８２％，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２０％，户
籍人口出生率９９‰。镇党委下辖１１个
党总支、１７７个党支部，在册党员 ８０６１
人。辖区内有学校３８所，建有百姓健身
步道等运动场地２３个，居民健身点１５０
个。年内，顾村镇通过国家卫生镇复评

审；顾村敬老院、顾村镇社区文化中心、

顾村镇建筑实业公司等３０家单位被评
为“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镇志愿服

务中心入选２０１７年“创新、创优”上海市
社区志愿服务十大品牌创新示范中心，

“诗歌文化点亮诗意生活”获上海市公

共文化服务创新项目奖。镇政府地址：

泰和西路３４３１号。

■经济建设　按统计新口径，全年完成
区级财政收入８１５亿元，增加１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４１％；实现工业总产值
１５３３６亿元，减少００４亿元；农业总产
值０１４亿元，减少００７亿元；实现增加
值 ６６１１亿元，增加 ６８１亿元，增长
１１５％；完成合同外资 ３６６５万美元；完
成国家税金 ３６７４亿元，增加 ７５６亿
元，增长 ２５７％；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８０９９亿元，其中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
１４０３亿元；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５６２２３元，增加 ４７８４元，增长 ９３％；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０４９亿元，增
加４２９亿元，增长１１９％。粮食总产量

１５３９吨，减少１３８４４吨。落实“六个统
筹”（统筹招商机制、统筹规划布局、统

筹资源要素、统筹准入评估、统筹政策服

务、统筹投促队伍），建立高效行政服务

体系，在全区率先成立镇级投资促进服

务中心，统筹全镇产业招商工作，高效整

合各村、公司经济资源。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累计完成产业地块调整９个，盘活
土地约２５８７公顷（３８８亩）。推进智造
业项目建设，立足上海机器人产业园转

型升级和能级优化，推进鑫燕隆、发那科

等一批优质品牌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扩

能升级。推动中航飞行仿真模拟器、赛

赫智能设备等一批集研发、制造和服务

于一体的产业项目入驻园区。推进保集

ｅ智谷智能制造研究中心建设，推动创
新创意产业发展，亚太集创厢项目正在

加快前期审批，智慧湾二期、三期项目快

速建设，扩大３Ｄ打印产业影响，建成泰
德科技楼Ｐ２联合创业办公社区，龙湖宝
山天街投入运营。

■城镇建设与管理　加快市、区级重大
工程项目建设，加大大居拓展区、Ｓ７新
建道路、生态专项工程、顾村老镇一二期

等动迁工作力度，年内完成民房动迁

１９４６户、企业２２０户。基本完成Ｓ７公路
顾村段腾地，全面实现顾村公园二期及

生态１６、１７号地块交地。加大动迁安置
力度，累计竣工３４５万平方米，年内交
付１２万平方米，新开工１３６万平方米。
完成３幅商业地块、１幅动迁安置房地
块的土地出让。加快推进顾村老集镇

“城中村”改造、生态绿心单元、陈家行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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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及老安村等规划编制和调整工作。开

展 “五违四必”（“五违”：违法用地、违

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

“四必”：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

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

经营必须取缔）整治工作，市、区两级重

点地块均通过验收，整治完成２处部队
停偿项目，全年共计拆违２５９万平方米。
加强水环境治理工作，落实“河长制”，

完成全镇 １６条中小黑臭河道整治、３５
条段中小河道轮疏工作、镇级４８条段中
小黑臭河道主体疏浚工程，盛宅浜在上

海市“各区河道阶段整治成果评选”中

获“最大整治变化奖”。重视市容环境

工作，成立镇“绿化市容水环境治理”办

公室，推动整治工作从村居延伸到街面，

加大重点区域沿街店招店牌、乱设摊、跨

门经营等整治力度，年内清运绿化带垃

圾、暴露垃圾 ６５００余吨。落实 ２０１７年
中央环保督察，全面完成６０２家违法违
规建设项目分类整治。土地督察与减量

化工作成效明显，按照国家土地督察要

求，完成４１宗１０２４公顷（１５３５８亩）违
法用地整治。推进减量化工作，完成６４
公顷。打造美丽乡村，老安村加快创建

美丽乡村示范村。

■社会事业　推进年度政府实事项目，
完成馨佳园大居（部分）居民区排水沟

项目建设。完成２处标准化菜场改建并
正常营业，在社区、园区建成智能微菜场

站点５２个，占全区总数的２０％以上，总
量列全区第一位。２条百姓健身步道投
入使用，新辟社区巴士线路宝山 ２６路
（大唐花园—顾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通车。加快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世界外

国语学校完成一体化招标，进入方案完

善、报批。顾村实验学校由世外集团正

式托管，民办贝贝佳幼儿园刘行分园正

式开园，加快建设３所幼儿园。组织开
展“美丽家园，幸福顾村”系列主题活

动、诗乡顾村“端午诗会”“喜庆十九大、

诗乡颂中华”２０１７年诗歌文化节暨第十
届诗乡顾村年会等。

表１４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７年顾村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总人口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１ ８８６４０ ２０２２１ ９８３３ １０３８８ ２２．８１ ３１２２ １８．２５

２０１２ ９２９６８ ２１７７４ １０７１３ １１０６１ ２３．４２ １５５３ ７．６８

２０１３ ９９７５７ ２４２９４ １１７３５ １２５５９ ２４．３５ ２５２０ １１．５７

２０１４ １０５８４９ ２６８０６ １２９７９ １３８２７ ２５．３２ ２５１２ １０．３４

２０１５ １１０２１６ ２８６７６ １４０２０ １４６５６ ２６．０１ １８７０ ６．９７

２０１６ １１１１５７ ３３２３１ １６４００ １６８３１ ２９．９ ４５５５ １５．８８

２０１７ １１９４１９ ３５３１０ １７３４６ １７９６４ ３０．０ ２０７９ ６．２６

表１５ ２０１７年顾村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顾村中学 ３８ １４３４ １２８ 电台路９３号 ５６１８３５８０

馨佳园学校 ２０ ６８０ ７０ 黄海路５９９号 ５６８７０２７１

鹿鸣学校 ９ ３７５ ３６ 菊联路２６０号 ３６５５３６１１

宝虹小学 １６ ５３０ ５０ 菊盛路１５０号 ６６０２２８３７

杨波幼儿园 １２ ３９０ ２７ 菊太路４５６号 ６６０２６１８１

小雨点幼儿园 ６ ２１８ １５ 教育路５６７号 ３６３０８８５８

彩虹幼儿园 １２ ３８６ ３２ 宝菊路３７５号 ３３８５１７６１

馨佳园幼儿园 １０ ２８３ ２０ 丹霞山路１９９号 ３６５１３３２１

馨佳园二幼 ９ ２６７ ２０ 沪联路４２５号 ５６４５０２７６

保利幼儿园 ２３ ７０８ ３８ 联杨路１００１号 ６６０３８８３２

刘行新华中学 ２１ ７９５ ７７ 菊太路１０５８号 ３３７９２５７２

共富实验学校 ５４ ２２８６ １７８ 共富路５０１号 ３３７０２０３２

顾村实验学校 ６ ２４２ ２７ 宝安公路１１２３号 ６６０２２０５０

顾村中心校 ３５ １５７５ １０２ 顾北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４２４２８

泰和新城小学 ２５ １０９２ ７６ 泰和西路３４９９弄１８８号 ６６０２２０５９

共富新村小学 １９ ７８３ ５７ 共富路７５号 ３３７０６８７６

菊泉学校 ２４ ９８０ ７４ 菊太路３２１号 ５６０２２２９２

顾村中心幼儿园 １２ ４１８ ３２ 顾北东路９９号 ３３８５５６１５

刘行中心幼儿园 １６ ５３５ ３２ 菊太路１００号 ５６０２２８１４

泰和新城幼儿园 ９ ３１７ ２３ 泰和西路３４３６弄３５号 ６６０４１１２６

依云湾幼儿园 １２ ３８５ ２８ 顾荻路１５０号 ３６０７０８６２

荷露幼儿园 １３ ４２５ ３０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１９号 ６６０４８９２５

荷露幼儿园檀乡
湾分园

７ ２１８ ９ 水产西路７７８号 ５６６７６３３０

沙浦路幼儿园 １２ ３８１ ２１ 沙浦路３７７号 ３６５０９２０６

帕堤欧幼儿园 １３ ４１１ ２７ 顾北路５２９弄１号 ６６０２８３７６

贝贝佳幼儿园 ２４ ８６８ ９３ 共富四村３２１号 ３３７０８９３５

菲贝尔幼儿园 １０ ３９８ ４９ 共富二村３０１号 ３３７０３２５６

海兰小学 １３ ４９７ ３１ 陈广路５５５号 ５６０２０１４８

顾教小学 ３４ １５６４ ９４ 刘行菊泉街５２８号 ５６０２２２４７

顾教（初中） ２３ １０６０ ５４ 宝安公路８５３号 ３６０４１２１５

海蓝幼儿园 ９ ３０８ ３５ 宝安公路２１８９号 ５６０２１１２２

陈行新竹幼儿园 １０ ２０４ ２５ 陈富路１１６８号 １３１６７０５３８２５

喜羊羊幼儿园 １４ ４０８ ２７ 沪太路４３２８号 ５６１８５７１８

学成幼儿园 ９ ２８０ ２４ 佳尤路３６８号 ５６１８７９９２

娜荷芽幼儿园 １２ ３２０ ４１ 宝安公路３３８号 １５８０１７５２３７５

欣欣幼儿园 ８ ４２２ ３６ 潘泾路３６９号 １３７０１８９９８２１

盛宅幼儿园 ８ １４２ ２４ 盛宅村中心宅６２号 ５６１８９０９９

菲尔幼儿园 ４ １６０ １６ 共富路９９号１０１室 ３３７０２５９５

■就业与社会保障　落实就业促进工
作，搭建市场化就业平台，共举办１３场
“月月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３８６４个，
实现意向录用 １１９４人。为 ３７９名就业
困难人员和９名零就业家庭成员落实工
作岗位，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安

置率 １００％。完成征地项目 １９个，为
１０２２名被征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城镇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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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 ２０１７年顾村镇村委会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　话

白杨村 ４８８ １４２８ 顾陈路１５１号 ５６０４３７９２

顾村村 ５５５ １６０６ 顾北路８１号 ６６０４６１８５

朱家弄村 ４５５ １４３５ 佳龙路２００号 ５６０４２６２７

羌家村 ７４９ ２２０２ 宝安公路１１３３号 ６６０４５０５８

谭杨村 ６１０ １８９９ 潘泾路９１５号 ３６０４２８７２

盛宅村 ７６７ ２３０７ 泰和西路３３５８号 ５６１８２５７３

星星村 ５２７ １６３７ 宝安公路６５５弄５５５号 ５６０４３０６７

杨木桥村 ２９２ ９２１ 潘泾路２３８弄６号 ５６０４２５０２

胡庄村 ５２４ １４９１ 联谊路３６０号 ３３７１１１５３

老安村 ６４９ ２４７５ 沪太路潘广路１１１１号 ３６３８６２１３

沈宅村 ４８５ １９４４ 联杨路２２１１弄５号 ５６０２８８４６

归王村 １６３ ６７０ 陆陈路３３８号 ５６０２３２５０

广福村 ５１５ １９８５ 宝安公路２１８５号 ５６０２０７０４

陈行村 ２４５ １０３２ 陈广路５５６号 ５６０２９００３

正义村 ４０４ １３２０ 菊联路８９弄５６号 ３６３１２３２４

沈杨村 ３６７ １７２６ 顾陈路８０５号 ５６１８９０８１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０日，“美丽家园·幸福顾村”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暨“５·２０顾村———寻访城市文明坐标”户外定向赛举行 顾村镇／提供

登记失业人员数控制在１９７８个（指标控
制数 ２００５个）。开展帮困工作，发放各
类救助资金 ４１１３万元，惠及受助对象
１６万余人次。推进养老服务，公办馨
佳园养老院、民办保龙养老院正式投入

运营，慧享福嵌入式长者照护之家建立

运营。完成 ３处老年人睦邻互助点，１
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项目和４处社区
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建设。推进撤制村队

工作，胡庄、盛宅村６个村民小组完成撤
建制。

■基层建设　完善基本管理单元运行机
制，建立健全基本管理单元“两委一中

心”［社区（居民区）党委、社区（居民区）

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区）中心］制度。通

过专题培训、交流沙龙等多种形式，加强

业委会自身建设，全镇业委会组建 ７４９
个，组建率达９３％。强化共治，探索“互
联网＋社区”模式，深化运用“社区通”
平台，制定相关工作章程和实施细则，

４８万余人加入平台，３５００余名党员亮
身份。２９个小区实现居民区党支部、居
委会与业委会成员交叉任职，组建新顾

城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引进５Ａ级社会组
织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提供社区

治理专业服务。加强网格化平台建设，

做优全镇２４个网格，开展“网格达标”创
建和“星级管理网格”创优，完善问题发

现、解决机制，加强对重复问题工单整

治，处置网格工单９万余件。推动居民
自治、驻区共治、社会法治、群众德治一

体发展，发挥社会组织作用，让专业人做

专业事，优选８项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服
务群众。推进城管、房管、网格等进社

区，公共管理、服务资源与群众基本需求

实现有效对接，有效建立多元共治工作

格局。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建设，

实现“一村一居一法律顾问”全覆盖。

深化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推进镇、居民区

两级住宅小区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建

设，强化议事、协同机制，妥善推进、化解

大唐花园１号楼、韶光花园外置楼梯改
造等群众关切问题。开展“创宜居宝山、

建美好家园”活动，立足“一张清单、两

项机制、三措并举”（一张清单；由社区

党组织与党建建单位联合制定“党建共

抓、文化共享、社区共治、困难共帮”菜单

式服务清单；两项机制；共商共议、督导

督查；三措并举；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双

向服务、坚持党员带头）工作模式，通过

“拆、建、管、帮”四管齐下，实施“微实

事”（指小区基础设施、安防设施、生活

设施、养老设施及公共事务设施五大类

实事项目）、“十小工程”（小区道路、广

场、绿化、亭廊、步道、路灯、坡道、健身、

充电、停车）等的建设，完成１８个老旧居
民小区综合改造，创建示范小区６个、达
标小区１２个，修复、拓宽道路３４万平方
米，补种绿化２０万平方米，惠及２２５万
户家庭。

■平安建设　优化拓宽“智联城”功能，
完成“雪亮工程”建设和新顾村大家园、

丰水宝邸小区技防设施改善，全镇新增

高清探头８３０个。镇城管中队成功创建
“上海市城管执法示范中队”。组建群

防群治督查队伍，完善看家守护工作机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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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７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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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７２ ３３９８ 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４７号１０３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６

泰和二居 １８６８ ３７９４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６３号２０２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０

泰和三居 ２４２６ ４１７２ 泰和西路３４９３弄４２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１９

荻泾居委 １０５１ ２２２５ 泰和西路３５２７弄３０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１

大唐居委 １８３６ ３３６３ 沪太路３７１７弄１３３号 ５６０４９５０４

天极居委 １０７７ ２０５５ 富联路２５弄４８号 ５６１８２７７４

顾村居委 １１３７ １３９４ 顾新路３２号 ５６０４３３４９

菊泉居委 １０４４ １９９６ 菊泉街６００弄１０２室 ５６０２０９７９

共富一居 １４９３ ３２８６ 共富路９９弄１８号 ３３７１０９４２

共富二居 １９５０ ３３２６ 共富一村８８９号 ３３７０２２７３

共富三居 １７６５ ３６２０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２室 ３３７１２５５３

共富四居 ２３２０ ４２７３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４室 ３３７１２３０５

共富五居 １２４３ ２６５３ 联谊路５０１弄３７号３楼 ３３７０７３１６

共富六居 ２０２０ ５１４９ 共富二路１２０号 ３３７００３８７

共富七居 ２５０８ ５４５３ 共富路３５１弄８８号 ３３７０８３４２

新顾村大家园一居 １６１０ ４１２１ 顾北东路５０１弄１３１号 ３３７１９２２９

新顾村大家园二居 １４８８ ３１９９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２９号甲 ３６０４１０３５

新顾村大家园三居 ２４００ ４７５８ 顾北东路１５５弄１８３号 ３３７１９０３１

丰水宝邸 ３１８５ ６３４９ 教育路５５５弄５１２号２０２室 ５６１８６７０２

成亿宝盛 １７７８ ２１４２ 水产西路８５８弄３５号 ３６０４４２９６

绿洲花园 １４２２ ２８５０ 沙浦路１２８弄３９号 ３６３１３３６３

铂庭居委 ８８３ １３００ 沙浦路５１８弄１号一楼 ３６３１３４００

盛宅一村 １２２０ ２２５７ 富联路１２８弄１８号１０１室 ３３８５４５８６

菊泉新城一居 １４９３ ２０１２ 菊泉街３９弄１６号 ６６０２９０８５

菊泉新城二居 １６０４ ２６３５ 菊盛路５０弄１０号底楼 ６６０２５０９２

菊泉新城三居 １４２１ ３５２９ 陆翔路３５８弄９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０２９７６８

菊泉新城四居 ２０４５ ２６９８ 陆翔路６９８弄１７号１０４室 ６６０２９０８６

文宝苑 １９４８ ２４６４ 菊联路１５７号５楼 ６６０２８２５６

采菊苑 １７２０ ２５６３ 菊联路６８弄３２号 ３６３１５０８１

古北菊翔苑 ２３０９ ２７９７ 菊联路２３３弄６８号 ３６３１５２８３

好日子大家园一居 １３９２ ２７６２ 菊太路７７７弄１０９号２楼 ５６０２９７３６

好日子大家园二居 ２３５２ ３９９６ 宝菊路６５５号２楼 ６６０２６００２

好日子大家园三居 １６２０ ２７３３ 菊太路１２２１弄８２号 ３６３８３０２９

好日子大家园四居 １８２４ ３０７１ 菊太路１３９９弄１９号 ６６０２８１９５

新天地荻泾居委 １３５６ ２１２０ 顾荻路３０３号 ３６３１４０３８

世纪长江苑 １６７４ ２３５０ 电台路５６８弄１７号 ３６３１０１３２

上投佳苑 １１９２ １７７３ 水产西路７２９弄１１号１０２室 ３３８５５６４７

旭辉依云湾 １１７０ １４５１ 顾北路６６６弄４号２楼 ３６３１０５４９

东方帕堤欧 （筹） １１１７ １１９８ 顾北路７３９号 ３３７１５２２０

保利叶都一居 （筹） ２５１６ ２４４５ 菊太路 １１９８弄 １０－１大会所
２楼 ５６１８０２６５

保利叶都二居 （筹） ２４０６ ２４９５ 联杨路１０７８弄１６０２号４０１室 ５６０４０５１６

保利叶城一居 （筹） １２９０ １８７７ 宝菊路２２弄１号 ６６７８１５９５

保利叶城二居 （筹） １８９５ １６１２ 宝菊路１３３弄２９５号１层 ６６７８８７５０

自然居 （筹） ９２０ １１９０ 水产西路 ９９９弄 ７－１号（３１１
室）

３６３８１５８０

新天地荻泾二 （筹） １０８９ ９２６ 沙浦路３１１弄２９８号 ５６１８３９３２

绿地宝里 （筹） ３９２ ４９８ 富长路１０８０弄２５２号 ５６１８３９０７

宝翔苑 ７９７ ７４６ 菊盛路４６８弄８－１号 ６６０３２３８６

制，完成５个治安薄弱小区整治，重点防
范和依法打击“黄赌毒”和偷盗等违法

犯罪行为，争创上海市平安社区。夯实

“两个实有”（实有房屋，实有人口），深

化“以业调人、以房控人、以证管人”，按

期完成对１５个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场所
整治。加强对信访重点难点问题的排查

梳理，做好重要时间节点的社会稳定工

作。开展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社区帮教

和法制宣传教育等司法行政工作。创建

“食品安全满意城区”，取缔各类食品摊

贩８６７起。加大高层建筑、规模型租赁
住宿场所、老年过渡房等重点领域安全

整治力度，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 ２１０
个，梳理整治较大风险点位３０处、高等
级风险点位５处。推进“互联网 ＋安全
监管”，１６个村和 ６４０家企业纳入镇安
全管理信息平台数据库。全年未发生较

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全镇安全生产形

势平稳可控。

■举办“美丽家园 幸福顾村”主题活动
启动仪式　５月２０日，由中共顾村镇委
员会、顾村镇政府主办，镇文明办、镇团

委和上海益万点社区公益服务中心承办

的“美丽家园 幸福顾村”系列活动启动

仪式暨“５·２０顾村———寻访城市文明
坐标”户外定向赛在顾村公园３号门举
行。在定向赛环节，设置全程６５公里
长的比赛线路，将顾村镇绿地正大缤纷

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菊泉文

化街和龙湖北城天街等颇具特色的城市

地标作为沿线任务点。活动融入“寻找

文明小使者”等创建元素，参赛队员们需

要在沿线充当“环保卫士”，捡拾沿途道

路垃圾，制止垃圾随意乱丢行为；在沿途

寻找“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五违四必”

整治等主题横幅，并将与横幅的合影上

传微信朋友圈，作出“做文明人、创文明

城”倡议。

■诗乡顾村“端午诗会”大型广场活动
举行　５月２７日是上海人民广播成立
６８周年纪念日，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
播中心与顾村镇联合举办“诗韵声声

传———端午诗会”大型广场活动。诗会

在诗乡广场上举行，广播知名主持人、听

众代表、民间诗人分别组成“香粽队”

“龙舟队”“香囊队”三支代表队，展开古

诗大对抗，对抗由诵读、创作、辩论三个

环节组成。活动邀请上海市朗诵协会会

长、诗人陆澄，全国金话筒奖获得者、东

广新闻台首席播音员兰馨，《上海诗人》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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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　话

中怡家园 １３４０ １３７４ 菊泉街５４７弄１２号２０７室 ６６０３８６７７

馨佳园一街坊 （筹） ９６６ １４２３ 韶山路４１９弄２８号 ６６０２７５６８

馨佳园二街坊 （筹） ８６４ １２３４ 韶山路４１８弄３９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８１３６３

馨佳园三街坊 （筹） １１８２ ２３８２ 菊泉街１５９６弄８号西侧 ５６１８３６６８

馨佳园四街坊 （筹） ５１６ １２７０ 菊泉街２８９９弄８号 ３３９１００５６

馨佳园五街坊 （筹） ５１７ １２９ 菊泉街１９６９弄５号２０１室 ５６５６６０６１

馨佳园六街坊 （筹） １７５５ ２３６３ 菊泉街１３４６弄３０号１楼 ５６１８６６９０

馨佳园八街坊 （筹） ２０４４ ４９３４ 丹霞山路２５７弄６１号１楼 ３３７０３７１１

馨佳园九街坊 （筹） ２２７７ ５２７８ 韶山路３４８弄６号－１ ５６１８５９３５

馨佳园十街坊 （筹） １４６８ １８１８ 韶山路２４５弄２０号办公楼１层 ３６５０８３５５

馨佳园十一街坊
（筹）

２１９９ ２５６０ 菊盛路８５１弄３０号１楼 ３６５１１５７９

馨佳园十二街坊
（筹）

１２７７ １１９５ 菊泉街１２８０弄１９号１０５室 ３６０４６２９８

馨佳园十三街坊
（筹）

５９３ ４５１ 菊泉街１２８１弄５号 ５６５６３６２９

新顾村大家园四居
（筹）

１２５８ ２１５２ 顾北东路１８８弄４２号 ５６８７８２０５

中铁建青秀苑一居
（筹）

１２０１ ９０３ 宝荻路５００弄５８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４５１０９

馨佳园七街坊（筹） ６１８ ６１ 潘广路１７６５弄１０号楼１楼 ３６５８１７６９

宝沁苑居委会（筹） １５７６ １８０９ 菊泉街５７７弄１６号２楼 ５６５９０８０５

宝顾佳苑（筹） １００６ ４２８ 苏家浜路４３５弄５６号－１ ５６８０８８０５

上坤公园华庭居委
（筹）

２８２ ３４３ 富联路６４６弄１７号２楼 ６６７８７５５７

融创玉兰园（筹） ９７９ ３２０ 联谊路６４９弄１５号２楼 ５６１１０９６１

金地云锦苑（筹） ４５６ ４０ 苏家浜路４２８弄１－３号 ６６０２０１０９

青秀苑二居（筹） １０６２ ６２０ 宝荻路门面房１弄 ６６０２０２１９

（黄云宏）

杂志社副主编孙思担任评审，来自顾村

镇的３０名民间创作诗人组成大众评审，
一起为每支代表队进行评分，产生出最

后获胜方。整场活动吸引逾千名观众观

赏，营造出“以诗会友”的浓郁诗歌文化

氛围。

■中国首家３Ｄ打印文化博物馆落成开
放　７月１９日，中国３Ｄ打印文化博物
馆落成仪式暨３Ｄ打印助力“中国智造”
３Ｄ打印技术与设计创新研讨会在顾村
智慧湾科创园举行。区委常委、副区长

苏平出席落成仪式。中国３Ｄ打印文化
博物馆是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首家以增

材制造和３Ｄ打印为主题的博物馆，位于
?川路６号宝山智慧湾科创园区内，占
地面积６０００平方米，共六层。馆内有常
设展厅、主题展厅、３Ｄ打印材料图书馆、
３Ｄ打印研究中心、创意廊、互动展厅、映
像展厅、３Ｄ空中花园、３Ｄ儿童活动中心
九大功能区，兼具历史文化教育、文化体

验等多重功能。

■市经信委领导到顾村调研机器人产业
　１０月 １８日，市经信委主任陈鸣波一
行到顾村镇发那科公司走访调研，实地

察看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副区长吕鸣陪同

调研。

■镇诗歌文化节暨第十届诗乡顾村年会
举行　１０月３０日，喜庆十九大·诗乡
颂中华———２０１７年顾村镇诗歌文化节
暨第十届诗乡顾村年会诗歌音乐会，在

顾村公园举行。副区长陈筱洁、及中国

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上海作家协会

副主席、著名散文家、诗人赵丽宏，中国

《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四川省作协副

主席、《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上海作

协诗歌委员会主任、上海大学教授张烨，

以及上海市及外省市著名诗人、诗歌评

论家、上海各诗社代表、“顾村杯”获奖

者、顾村本土诗人、居民等２０００余人参
加活动。从１０月２４日 ～３１日，年会共
举行诗歌交流会、“喜庆十九大·诗乡颂

中华”诗歌音乐会、“喜庆十九大·大爱

润童心”诗乡校园专场演、“相约十月”

顾村镇群文展演、“青松映丹心”诗乡顾

村十九大主题书画展、“我把梦儿画下

来”儿童画配诗展、“诗乡顾村”十年回

顾展等系列活动。

■第二届全国诗歌大赛颁奖典礼在顾村
举行　１２月８日，第二届“顾村杯·全
民健身，诗意生活”全国诗歌大赛颁奖典

礼在宝山顾村镇举行。该项大赛由上海

市体育宣传教育中心、上海市作协诗歌

创作委员会和《上海诗人》杂志社主办，

顾村镇冠名，《诗黎明》微信公众号平

台、顾村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上海楚

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上海大学体

育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体育部、上海特

奥竞赛训练中心和各区体育局协办。上

海市体育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张星林、安

徽省作协副主席沈天鸿、安徽省当代艺

术研究中心祝凤鸣、《诗选刊》主编简明

等出席典礼。大赛选出 １００件入围作
品，编入《诗黎明》年选（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最终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作品

组诗《平衡》获一等奖。

■上海发那科成立２０周年暨新产品新
技术展示会举办　１２月８日，上海发那
科机器人公司成立２０周年暨新产品新
技术展示会，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发那

科公司举行。发那科株式会社稻叶会长

一行、上海市机器人协会会长戴柳，区委

书记汪泓、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区委

常委、副区长苏平等出席活动。展示会

展出新开通上线的ＺＤＴ系统。

■龙湖宝山天街正式开业　１２月１６日，
龙湖宝山天街开业庆典在顾村镇举行，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副区长王益群等出席。龙湖宝山天

街坐落于新顾城核心，位置处于顾村地

区７号线刘行站上盖。龙湖宝山天街是
龙湖集团在上海布局的第二座“天街

式”城市综合体，总面积４万平方米，包
括美食街、儿童教育、娱乐、培训、超市卖

场、影院等多种生活服务。

■《广福乡粹》首发仪式举行　１２月２６
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文化下乡

暨诗乡顾村《广福乡粹》首发仪式、宝山

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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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活动，在顾村

镇保龙养老院举行。《广福乡粹》分为

溯源沿革、古迹遗存、乡贤闻人、农事商

贾、教育医药、古诗文萃、节庆习俗、方言

汇释、歇后俗语等９个章节，共２５万字，
辑录广福村１５００年发展之路，由文汇出
版社出版，其出版信息在新华社微信公

众号一周内点击量达５０多万次。
（黄云宏）

大场镇
■概况　大场镇位于宝山区西南部，东
与静安区彭浦镇和大场机场为邻，南与

普陀区甘泉路街道、万里街道、桃浦镇交

界，西与普陀区桃浦镇及宝山城市工业

园区接壤，北隔?藻浜与顾村镇相望，总

面积２７２２平方公里，辖 １０个行政村、
８２个居委会（包括１３个筹建居委会）。
至年末，有户籍 ６２５０２户、１６６５９７人，分
别比上年增加３２２１户、７７１９人；列入管
理的外来流动人口 １４２１３１人，减少
１３６０７人。辖区内有学校４９所，其中镇
管学校２５所。镇党委下辖２个二级党
委，１个三级党委，１０个党总支，１８２个
党支部，登记党员１２９３２人。年内，大场
镇被命名为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上海

市博爱街镇、上海市民兵工作先进单位。

场中村被市委组织部评为党支部建设示

范点，新华居民委员会被市妇女联合会

评为市三八红旗集体。镇政府地址：大

华路１４６９号。

表１８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７年大场镇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１ ３１００８ １６２１２ １４７９６ ２１．１２ １０６７ １．０４

２０１２ ３３４５８ １７９８５ １５４７３ ２２．０９ ２４５０ １．０８

２０１３ ３４９９８ １８１１９ １６８７９ ２２．４７ １５４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４ ３８４２６ １９５７２ １８８５４ ２４．０８ ３４２８ １．０９

２０１５ ４０１０７ １９８１１ ２０５９６ ２５．８８ １９８１ １．０５

２０１６ ５０５４７ ３０．８３

２０１７ ５４４７９ ３２．４７

表１９ ２０１７年大场镇镇管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地　址 电话

大华中学 １６ ４１６ ４９ 华灵路１３９１号 ６６３４０７０７

上大附校 ３７ １６７１ １１５ 丰宝路１３５号 ５６１３３３６０

大华新城 ２０ ６２５ ５８ 环镇南路３２６号 ６６０５９８２７

行知小学 ２４ ９６２ ７５ 行知路３８９弄１号 ６６３９８９９５

大华小学 ２２ ８７６ ５８ 华灵路６２３号 ６６３７４４２７

大华二小 ２０ ６５６ ５７ 大华路８６３号 ６６３５３３００

大场中心小学 ２１ ６６５ ６６ 南大路１６弄６号 ５６５０４３２６

上海大学附属小学 ２３ １０２９ ６９ 上大路１２６５号 ６６７４００２４

祁连中心校 ２１ ８３７ ６５ 祁连二村１１８号 ５６１３２２１６

嘉华小学 １５ ４４９ ３６ 大华一路１５１号 ５６３５４６９６

中环实验小学 １７ ４６４ ５３ 华和路２５５弄１２号 ３６５２０９０７

行知实验幼儿园 １８ ５７７ ４０ 真金路１０３９弄４１号 ６６３７７１０１

真华幼儿园 １０ ３５４ ２４ 真华路１３９８号 ６６４０７１７８

山海幼儿园 １２ ４０８ ３０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４６号 ６６３５０１７２

大华一幼 ９ ２８７ ２５ 大华路９９号 ５６３５８４５１

乾溪二幼 ９ ３０９ ２１ 环镇北路４００弄１９号 ５６３５１５３８

联建幼儿园 ８ ２３５ １７ 南大路１３８弄５号 ６６５０７４５４

祁连中心幼儿园 １４ ５０１ ２９ 锦秋路１２８２号 ６６１６１３３９

经纬幼儿园 １２ ４１２ ２３ 纬地路８８弄１０５号 ６１０７３０１８

小精灵幼儿园 １２ ４１０ ２１ 瑞丰路８８号 ６６１２１０７０

青苹果幼儿园 ２６ ８４６ ５３ 真大路３３３弄３６号 ６５０８８９８０

慧华幼儿园 １０ ３２５ ２３ 南陈路２８０号 ６６６８０２８８

学府涵青幼儿园 １２ ４３９ ２５ 涵青路３９８弄８０号 ６１４８９３９１

锦秋幼儿园 １１ ３３３ ２３ 锦秋路６９９弄１１２号 ５６６９８１９６

上附实验幼儿园 １３ ４８２ ２０ 祁华路３００号 ５６１６２６００

合计 ４１２ １４５６８ １０７５

■经济建设　按统计口径，全年完成地
方财政收入 ９３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完成增加值 １３０６９亿元，增加
１５９４亿元，增长１４％；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１３０００亿元，增加１５１亿元，增
长１１８％。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２２３７
亿元（其中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６１５亿
元，增长３４％），是上一年的１３倍。加
快转型升级步伐，引进移动互联网、网络

游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孟网信息、开心

网、波导科技等知名企业落地大场。先

后与百安居、中国能源工程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百安居全国首家智慧店落户大

场。建设环上大科技创新圈，上海大学

美术学院入驻大场，通用实验、灵信视觉

等优质上大校友企业落地发展。全年招

商新增税收近 ２亿元。支持部市属企
业、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上海光华印刷机

械有限公司转型为癉 ＰＡＲＫ产业园（创
意产业园区），华生创谷转型为创业产业

园区，被授予“创赢驿站”。毛戈平形象

设计、阿里巴巴投资的土拨鼠网络等一

批新兴产业成功入驻。提升商业商务能

级，发展以商业、商务业为主的现代服务

业，重点推进日月光、经纬汇等总面积为

７５５５万平方米、总投资４９６亿元的新
建项目，促进大华虎城、北中环、上大等

成熟“传统商圈”向“智慧商圈”转型，大

华虎城智慧商圈平台获上海市十大智慧

社区商圈创新应用奖，商务载体单位面

积税收产出增长２０％。培育“四新”（新
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经济，加

快发展潜力大、增速快的“四新”产业集

群，开腾网络、缘娱网络、掌未网络等一

批“四新”企业入驻。引导、支持３７家企
业申报市、区各类专项扶持资金，云砺信

息（票易通）获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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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全国二等奖，其 ＣＥＯ吴云入选年度上
海市青年创业英才。人人游戏、漫界文

化、永乐数码等８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
３家企业在股权托管中心挂牌，孵化高
新技术认定企业１６家。加强全镇资产
资源统筹，成立镇投资促进服务分中心，

完善农村集体“三资”（资源、资产、资

金）监管平台。梳理全镇土地、楼宇、仓

库等集体资产资源信息，分类管理全镇

资产，结合镇产业规划，明确镇行业准入

负面清单，实行租税联动，把好产业准入

与产出关，打造海纳大楼、大华虎城嘉年

华商务楼２座税收亿元楼。

■重点转型区域整治和开发　推进南大
地区综合整治，一期６６８户居农民房屋
征收补偿签约，签约率９４３％；二、三期
８１８户居农民启动协议动迁，签约率
９１１％。一、二、三期 １４８６户居农民总
签约率达 ９２５％。集体企业全部完成
签约腾地，文海路东侧地块安置房通过

验收并于９月交付使用，汇丰路东侧地
块安置房办理竣工交付手续，南大一期

Ｄ２、Ｄ３地块安置房开工建设，南大０６－
０４地块、０９－０４地块完成土地出让手
续。全镇累计建成丰宝苑、南秀雅苑、乾

皓苑等安置房约５７万平方米，实现４３８５
套安置房交付使用，１４００余户动迁居农
民回搬。推进“城中村”改造等项目，联

东村“城中村”改造居农民和集体企业

签约率为９８８％，其中居农民动迁全部
完成。场中村“城中村”改造居农民和

集体企业整体签约率为９６％，老镇核心
区、经济适用房祁连基地基本完成动迁。

市政府督办的上海大学青年教师公寓地

块腾地工作完成。

表２０ ２０１７年大场镇村（居）委会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场南村 ６０５ ２５８５ 汶水路１５８５弄２００号 ５６６８０２５５

东方红村 １００６ ３２２３ 华灵路１９１８号 ６６３６４１６９

场中村 ６１３ ２０４５ 沪太路２００９号５楼 ５６６８１６９４

联东村 ４９４ １６２３ 沪太路２７５１号 ６６５５０１８５

联西村 ６１０ １８８６ 南陈路１２６号 ５６１３０３３４

南大村 １３１５ ４４６９ 南大路３９５号 ６２５０１８３３

红光村 ２５５ ２３６９ 沪太路３６５１弄１８８号 ５６５１７７６４

丰明村 ３０１ ９５９ 祁连山路２０８８弄２号３楼 ６６７４００３３

丰收村 ４０７ １２３６ 锦秋路１６８８号 ６６１６００２３

葑村村 ６４４ １９８１ 丰宝路３８８号 ６６１２９５６７

大华一村一居 １３４６ ２５９６ 沪太路１５００弄２８甲２楼 ６６３４００５３

大华一村二居 ８２６ １３３７ 华灵路５９１弄１６号甲 ６６３４９３１３

大华一村三居 １９７０ ２７７７ 华灵路５１０弄１６号甲 ６６３４７６６５

大华一村四居 １４８８ ２１２６ 华灵路８６０号二楼 ６６３４７７４７

大华一村五居 １２０７ １２５０ 华灵路８２弄６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４８７３

大华一村六居 １４５３ １４１３ 新沪路１９８弄１２号２楼 ６６４０２００２

大华一村七居 １１５１ ３２００ 华灵路１３５１弄５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７９９３

新华居委 １１１７ ３３８６ 华欣苑４１８号 ６６４０８８３２

大华二村一居 ２１１８ ６２５０ 大华路４５５弄３８号旁 ６６３４３４６８

大华二村二居 １２０２ ３０８４ 新沪路５５５号 ６６３４０５２４

大华二村四居 １７６２ ２５６９ 大华路７８１弄６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２０７５

大华二村五居 １７７４ ２１７５ 新沪路１０６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４９５０４

大华二村六居 ９９５ １１６１ 新沪路１０５９弄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９７８６０

大华二村七居 １８６４ ２２０５ 华灵路１１８０弄４５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１９０７

大华二村八居 １７１０ ２１１５ 新沪路１０９９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５５２５

嘉华苑 １２７８ １２６９ 新村路７８９弄４６号２０２室 ５６３５２３７１

滨江雅苑 １５７０ １３７５ 大华路９８８弄１２１号２０１室 ６６３４２５８３

铂金华府 １５９８ １１８０ 真华路１０３０弄４６号１楼 ６６３４５５１２

大华三村一居 ８１６ ８７４ 沪太路１７７１弄４０号１０２室 ５６５１５０５７

大华三村二居 １０５１ １０９２ 大华路１３７２号２楼 ６６３６２２５２

大华三村三居 １０２６ １５６８ 大华路１１９５号２楼 ６６３４２９５０

大华三村四居 １０５０ １３４５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３３号 ６６３５３２３７

大华三村五居 １５７９ ２０２９ 大华路１３７６号２楼 ６６３６２２６２

大华三村六居 １１２８ １３４８ 行知路５７２弄８２号 ６６３４２２３２

大华三村七居 ６４０ １７８８ 行知路６３５弄１号 ６６３４９１３３

大华四村一居 １３９１ ３１８２ 华灵路１８８５弄２５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４９７１

大华四村二居 １９７３ ２４６０ 华灵路１８９５弄４２号２０１室 ６６３９１３４３

大华四村三居 １１７０ １５４１ 真金路１２５０弄３１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６８５９３

大华四村四居 １５１９ ２１６３ 行知路６３８弄１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６０８７０

大华四村五居 ２５０３ ３８９０ 华灵路１７８１弄７２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９５６７

大华四村六居 １２６７ １２５６ 华灵路１７８８弄３７号１０１室 ６６４０８１２２

大华四村七居 １８７５ １６０１ 真华路９９９弄５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５９８０８

大华五村一居 １４３４ １１００ 真华路１９５８弄２号２楼 ５６５０２８２３

大华五村二居 １７９８ １０８０人 真华路１８０１弄５４号１０２室 ６６５０９５５６

大华五村三居 ２９６９ １７３６ 真北路４３３３弄５６号二楼 ３６３２４１０６

大华五村四居 ２００８ ６０２ 真大路３３３弄２７号３楼 ６６５１９８３３

■城镇建设与管理　推进重大公共基础
工程项目建设，完成镇域内１５号线丰翔
路、南大路、锦秋路站点动迁腾地和乾溪

排水系统工程前期腾地工作。南大北排

水泵站工程建设，完成签约７户居农民。
推进陆翔路—祁连山路、祁连山路（锦秋

路—丰翔路）等骨干道路前期动迁腾地

工作。完成祁连经适房等重点版块配套

的塘祁路、祁华路、丰宝路等６条道路施
工，完成华灵路５６０弄老旧危房重建工
程和在外过渡居民回搬。启动２８２万平
方米老旧小区二次供水改造，完成 １５０
万平方米。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完成南

大二期和机场周边两个市级区块的“五

违四必”（五违：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

法经营、违法排污和违法居住；四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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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大华五村五居（筹） ２０９７ １０３２ 真大路４０６号 ５６０５６８１０

乾溪一居 １９２２ ４６９９ 乾溪路１５０弄１３号 ５６６８９９４０

乾溪二居 １５９６ ４００６ 乾溪路２５０弄２６号 ５６６８８９６２

乾溪四居 ２２２３ ４７５６ 环镇北路５００弄３８号 ５６５０４２８５

乾溪五居 １５６４ ２０８２ 环镇北路６００弄６１号 ５６５０１９５５

乾溪六居 １６４５ ３８４１ 环镇北路４１７弄３４号 ５６５０１８５６

乾溪七居 １７３８ １３１０ 环镇北路６９９弄１１７号 ５６５１４８２５

乾溪八居 １３３６ １５４８ 上大路１２８弄１２号２楼 ５６５１０６５４

乾宁苑 ９７２ ８７４ 上大路２１８弄５６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８４５１３

慧华苑 ２１５３ ８２６ 南陈路２７８弄９２号 ３６３８２４７０

乾皓苑（筹） １０３５ ０ 丰皓路１３８弄２４号 ５６５０５９６１

东街居委 １１３２ ２５６９ 场中路３６５８弄２８号２楼 ５６５０００２４

西街居委 １２８５ ３３５３ 南大路１８弄５号底楼 ５６６８０８０４

联建居委 １７５４ ３６８２ 南大路１２６弄８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８１０７１

联合居委 １５３０ ４２６８ 南大路１５８弄２９号 ５６６８１０３７

联乾居委 １２６９ １５３６ 南大路１９０弄６号２楼 ５６５０７２３８

南秀雅苑（筹） １３５０ ０ 鄂尔多斯路９８弄３０号５楼 ６６２７２０１５

祁连一村一居 １２２４ ２３９８ 祁连山路２５００弄５号２楼 ５６１３２３３５

祁连一村二居 １４３９ ２０７７ 聚丰园路３８８弄７５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３１４７７

祁连一村三居 １０８８ １１６５ 聚丰园路５００弄６３号２楼 ６６１６５１２２

祁连二村一居 １３３６ １８８４ 祁连山路２８２８弄２０号２楼 ５６１３３２５３

祁连二村二居 １６５８ １７２１ 锦秋路１４５６弄３２号甲２楼 ５６１３２６３４

祁连二村三居 ６７７ ２１５４ 聚丰园路６６９弄６３号２楼 ６６１２７０２２

聚丰景都 ２７４４ １１１２ 聚丰园路６２８弄１６５号２楼 ６６１６７４６６

祁连三村一居 １１５８ １９４８ 上大路１３２９弄１７０号 ５６１３３７３４

祁连三村二居 １１２８ １２７２ 聚丰园路１８８弄４９号 ６６１２２７７２

祁连三村三居 １５３３ １４５８ 上大路１２８８弄１０２号会所 ６６１２２２１２

聚丰福邸（筹） １６４９ ７１２ 环镇北路１３６６弄３４号１０３室 ５６１４３２０５

丰皓苑（筹） １３８２ ３２０ 丰皓路６７２号５楼 ５６４５１８１６

丰宝苑（筹） ２０００ ０ 锦秋路１５８８弄４８号－２ ５６８７８９１８

祁连四村 １１２６ ２４６９ 祁连山路２７７７弄２０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３２３３４

当代高邸 １５１２ １１８２ 聚丰园路１０５弄１５号２楼 ５６１３８５４６

锦秋一居 ２１８６ ２６３２ 锦秋路６９５弄６８号 ６６１２８２７８

锦秋二居 ３２９７ ２５０６ 锦秋路６９９弄８区２２６号 ６６１２８８５０

城市绿洲一居 １８８７ １３６７ 纬地路８８弄７１号２０１室 ６１０７３３１０

城市绿洲二居 ２３６８ ３８５０ 涵青路３９８弄３６２号２楼 ６１０７７７９８

城市绿洲三居 ２１７０ ４４５５ 纬地路３５８弄２３号１０１室 ３６３９３２１３

学士逸居（筹） １３７０ ０ 纬地路９９弄６１号２楼 ５６５１１００６

学府阳光（筹） １８４１ ０ 涵青路１００弄２１号－１ ５６７７９１２２

和泰苑 ２２７３ １４０４ 沪太路４０９９弄３１号二楼 ６１４７２９６６

葑润华庭 １５５２ ８３５ 华秋路１８６号 ６６１２３０９８

天缘华城（筹） １３５５ ２７６ 华秋路５８弄６５号 ３６２１６６０６

宝祁雅苑一居（筹） １６０１ ５３２ 锦秋路１６０１弄１６号１楼 ３６３８３０５７

宝祁雅苑二居（筹） １５１２ １５１ 祁华路６５５弄２５号 ３６５０８７３５

汇枫景苑（筹） ２３４４ １２９７ 祁华路３００弄２－１号２楼 ５６１２７９３９

保利叶之林（筹） １５７０ １１７９ 华秋路３４９弄１４号２楼 ５６８７８０３３

（许华明）

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建筑必须拆除，脏

乱差现象必须改变，违法经营必须取缔）

综合整治工作，拆除违法建筑面积 ３３１
万平方米，通过市级验收。加强军地沟

通协作，配合推进大场机场周边地块部

队停止有偿服务工作，镇域内７２个项目
基本停止经营活动，场中路沿线舜枫龙

木材市场全部拆平。推进中小河道治

理，建立和落实“河长制”，设立三级河

长负责制，全镇５４条河道均实行“一河
一策”，以“停、拆、疏、绿、养、管”开展水

岸共治，完成５条市、区级河道控制线范
围内腾地工作，共腾地９３８８５平方米，完
成６条黑臭河道治理，完成１２０个点污
染源纳管及２１００米二级河道管网建设
任务。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完成违

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工业企业 ＶＯＣＳ
（挥发性有机物）达标治理、大中型餐饮

服务场所油烟净化设备改造等任务。完

善扬尘治理长效管理，全年镇域降尘均

值为每月每平方公里４４吨，比上年下
降０１吨。全年新建各类绿地 １８９公
顷，推进一号地块朗香公园绿化建设，完

成祁连公园一期建设并于５月１日对外
开放。

■就业和社会保障　以创建“充分就业
社区”、促进“更高质量就业”为目标，创

新就业创业模式，提升“创响大场”创业

品牌，提高就业创业服务水平。全年城

镇失业登记人数控制在３５９５人以内，扶
持成功创业６０家，启航计划重点对象成
功就业１０１人。发挥社会救助综合帮扶
和“红十字”人道救助等“组合拳”作用，

全年共发放各类救助金 ４０９７２２万元，
惠及６２３万人次。优化为老服务，完成
新建秋晖养老院、开放红光村老年睦邻

点等５个为老实事项目，新增２家老年
助餐点。完成镇残联换届工作。

■社会事业　加强上大基础教育集团建
设，推进新优质学校创建，打造“一校一

品、一校多品”特色教育，大场中心校获

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称号，大华

二小获上海市第二批“非遗进校园”十

佳传习基地学校称号，其剪纸项目成为

市艺术教育（剪纸）特色项目。新开办

经纬小学（分校），完成新建瑞丰路幼儿

园项目，开工建设祁华幼儿园，完成总投

资为６４８３万元的大华新城学校等１５家
学校的暑期修缮项目。完成年度招生工

作，共招收符合要求的小学一年级新生

２５２８人（其中沪籍生 １５８６人）、幼儿园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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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３６３６人（其中公办生２１１０人）。高
标准完成国家卫生区创建复审工作，推

进全国健康促进区建设，建成上大路健

康知识一条街。全镇造血干细胞入库登

记人数增至８９２名，获上海市２０１７年造
血干细胞招募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成功

创建上海市首批、宝山区首家“博爱街

镇”。推进文化文明建设，举办第三届

“潜溪风情”文化节，获上海市公共文化

建设创新项目。推进非遗“三进”（进学

校、进社区、进企业）活动，成功申报“上

海市江南丝竹项目保护传承基地”，“大

场白切羊肉”制作技艺成功申报为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完成市级“花格榫卯

制作技艺”拍摄，并申报上海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大场图书馆新增图

书馆藏１９０００册，总馆藏超 １０万册，累
计办证１６５７张，累计借还量４９８５０４册。
推进上海市文明镇创建，开展文明志愿

服务，挖掘典型榜样力量，打造“大场群

贤榜”。做好征兵工作，年度输送３名合
格新兵。

■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坚持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以住宅

小区综合治理为重点，探索符合大场转

型期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保持

社会秩序稳定，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推

进“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建

设，注重社会矛盾源头防范，推进重大工

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全镇信访总量

１４７２件，比上年减少４２％。强化社会面
管控，构建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全

镇报警类“１１０”数量下降２８５％。开展
针对非法办学、群租、非改居等为重点的

专项整治行动，关闭真大路４３９号、华和
路６０１号等４家非法办学点。做强做实
网络化综合治理，推进雪亮工程，全年处

置及时率和结案率均在 ９９％以上。推
进社会自治共治，围绕“创宜居宝山、建

美好家园”目标，完成４９个２０００年前竣
工住宅小区的综合治理，做强做实大华

基本管理单元，新建大场镇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大华分中心，做实做细“城管

进社区”，组建“社区综合治理分队”专

职开展小区环境治理，培育孵化宝山微

三公益发展服务中心，以“社区通”为有

效载体推进自治共治德治法治一体化建

设，实现平台在全镇１２１个住宅小区和
１０个行政村全覆盖，注册人数５９万人。
保持城区运行安全有序，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完成联东石材市场这一区级重大

安全事故隐患单位整治，推进９处消防

高风险点整治，全镇火灾发生２３件，下
降５８％。推进食品安全市民满意城区
建设活动，在行知路、东方国贸设立２个
食品摊贩疏导点。强化建筑工地安全管

理，全年工地巡查率达到１００％，未发生
重大伤亡事故。

■举办第三届“潜溪风情”文化节　 ３
月～１２月，文化节围绕“红色文化”“海
派文化”“江南文化”三大板块，先后举

办庆祝”建党９６周年”文艺演出”、庆祝
“八一”建军９０周年文艺演出，“非遗传
承、筑梦大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宣

传、“乐享徒步，慢游潜溪”健康人文行

等大型活动，同时举办各类文化惠民演

出、公益培训等共计３９７场，参与人数达
到７９４００人次。

■祁连公园一期对外开放　 ５月１日，
祁连公园一期竣工开放。公园位于镇域

北部葑村村境内，北以老?藻浜为界，南

贴塘祁路，东临祁连山路，西接鹅蛋浦。

公园呈带状，规划占地约 １０公顷，于
２０１３年６月启动建设。公园设计充分结
合现状，遵循 “人本”“生态”“经济”原

则，突出自然野趣，局部点缀地方文化，

集游憩、健身于一体，整体布局采用“绿

线串珠”方式，串联不同类型的活动空

间。公园由综合活动区、康体健身区、滨

河活动带、儿童游戏区、主入口区及管理

服务区等功能区域组成，设健身广场、滨

水广场、健康跑道、欢乐草坪等活动场地

以及茶室、观景亭廊等休息服务设施。

公园内有植物约８０种，种植花灌木、色
叶树，形成“春花、秋色”植物季相景观。

■市第六次“补短板”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工作现场会召开　６月２１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韩正，市委副书

记、市长应勇，市委副书记尹弘等带领各

区和市相关委办局负责人，来到南大路

３７５号地块、沪太路３０７９弄、沪太石材市
场进行视察，并召开第六次“补短板”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现场会。嘉定区委、宝

山区委、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嘉定区安

亭镇、宝山区大场镇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成功申报市江南丝竹项目保护传承基
地　８月２２日，由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主
办的２０１７上海是江南丝竹项目保护工
作推进会议暨保护传承基地颁牌仪式在

浦东新区周浦镇举行。会上，大场镇江

南丝竹项目保护传承基地以“优良”成

绩名列其中。该基地位于大场文化中

心，总建筑面积５７２平方米，以“新民民
乐队”为骨干力量，从事传承专兼职人员

有６人，每年参加传承活动的约有１２００
人次。

■大场党群服务基地建成　１１月，位于
汶水路１６８８号的大场党群服务基地建
成并投入试运行。该基地总面积约３３００
平方米，室内面积约１８００平方米，室外
面积约１５００平方米，设为“三区一廊”。
三区分别按 ＡＢＣ“引领、服务、活力”功
能定位进行项目设置；一廊就是室外宣

传展示长廊，作为基地的外延，将整个基

地三区连为一体。Ａ区挂牌单位为社区
党建服务中心和社区党校，承担区域化

党建、党员教育管理、服务群众等职责，

日常提供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费收缴、

政策咨询等服务；Ｂ区挂牌单位为志愿
服务中心、红帆港党群指导站和社会组

织服务中心，主要提供志愿者招募、咨

询、活动等相关服务；Ｃ区挂牌单位为群
团之家和新侨驿站，是镇党委发挥工青

妇群团组织和统战部门作用的活动场

所。１１月２４日，基地举行“党的阳光照
我心 党群基地初体验”主题党日活动。

■成功创建市级“博爱街镇”　１２月１８
日，上海市红十字会正式发文命名首批

“博爱家园（街镇）”，大场镇名列其中。

大场镇红十字会秉承“人道、博爱、奉

献”的红十字精神，开拓进取，开展“博

爱街镇”创建活动，按照组织建设规范、

活动特色鲜明、人道精神彰显、志愿者作

用发挥良好的要求，先后获“全国优秀乡

镇（街道）红十字会”“上海市红十字示

范镇”“上海市红十字志愿服务先进集

体”“上海市红十字会先进集体”“上海

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征募工作先进

集体”等荣誉。

■大场镇侨联获市“示范街镇侨联”称
号　１２月，大场镇归国华侨联合会（简
称“大场镇侨联”）获上海市归国华侨联

合会颁发的“示范街镇侨联”称号。大

场镇侨联成立于２００５年６月，是宝山区
第一家镇级基层侨联组织。镇侨联围绕

“强基础、重服务、搭平台”工作思路，以

“侨之家”建设为抓手，打造结合大场特

点、具有侨界特征、富有大场特色的侨联

工作体系，先后获“市侨联系统先进基层

组织”“市侨联维权先进集体”“市特色

侨之家”“市侨联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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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金成入围全国“四个１００”“最美志
愿者”上海推选名单　１１月，上海大学
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苏金成成

功入围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志愿服务先进“四
个１００”“最美志愿者”上海推选名单。
苏金成的书画作品在日本、意大利等国

家展出并被国内外专业学术机构收藏。

２０１３年，他加入大场镇葑村村志愿者队
伍，开设“葑村小讲堂”，义务教授村民

国学、国画和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深受

村民欢迎。２０１４年，他被确诊为“爆发
性肝衰竭”，该疾病死亡率高达七成，在

他成功进行肝移植，度过移植手术排异

期后，重新投入志愿服务中。２０１６年 ５
月２９日，《解放日报》曾以“荒芜的村里
缘何有间书画室—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

教授苏金成用二次生命回馈社会”报道

他的事迹。他先后获“全国优秀志愿

者”候选人、“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上

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提

名）”“上海市优秀志愿者”等称号。

（许华明）

表２１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７年庙行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１ ７６０８ ３６７４ ３９３４ ２５．１４ ６５７ ９．４

２０１２ ７８４４ ３８２４ ４０２０ ２４．３２ ２３６ ３．１

２０１３ ８６７７ ４２２３ ４４５４ ２５．３０ ８３３ ９．６

２０１４ ９８８２ ４８３４ ５０４８ ２７．３３ １２０５ １３．９

２０１５ １１０７５ ５３９５ ５６８０ ２８．５１ １１９３ １２．１

２０１６ １２０４３ ５９０９ ６１３４ ３０．２６ ９６８ ８．７

２０１７ １４２２６ ６９５１ ７２７５ ３５．５％ ２１８３ １８．１

表２２ ２０１７年庙行镇学校情况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教职员工（人） 地址 联系电话

泗塘二中 ２３ ６３７ ８０ 爱辉路１９８号 ５６７４５９６９

庙行实验学校 １２ ３７３ ４５ 场北路８０３号 ５６７７０８６６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南校） １６ ６１８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北校） ２６ １００３
１３２

长临路１０００号 ５６４０４４５２

南?藻路２５８号 ５６５３１５５２

虎林路第三小学 １５ ５８３ ４９ 泗塘八村１号 ３６０９０４４１

通河第四小学 １５ ５０４ ４６ 通河八村１１３号 ６６２２３８６８

小鸽子幼稚园（南园） １０ ３１８

小鸽子幼稚园（北园） ９ ２８６
８２

共康五村９６号 ５６４１５９１１

大康路８３１号 ５６８８５１２６

陈伯吹幼儿园（南园） １５ ４７５

陈伯吹幼儿园（北园） １５ ４８０
１２３

长临路１２３６号 ３３８７４７３７

长临路１４６５号 ３６３６０７６９

康苑幼儿园 １０ ３０５ ４６ 共康公寓８１号 ５６４０９８８８

泗塘五村幼儿园 ７ ２２６ ３３ 泗塘五村１２９号 ５６７５３３８３

庙行实验幼儿园 １０ ２８４ ４２ 场北路７２７号 ６６２８１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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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
里。辖有康家、场北、野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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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个居委会、１个筹建居委
会。至年末，有户籍１６４１０户、４１０４１人，
分别比上年增加６６２户、１２３１人；列入管
理的来沪人员 ３７９４４人，减少 ２１７８人。
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１％，常住人口
计划 生 育 率 ９９６％，人 口 出 生 率
８３５‰，人口自然增长率１１６‰。辖区
内有法人单位１３６７个，园校１０所，建有
公共运动场所 ４个，居民健身苑点 ３７
个。镇党委下辖 ２个分党委，５个直属
党总支，２２个直属党支部，党员人数
３８０４人。年内，庙行镇获上海市健康促
进工作先进集体、上海市平安社区、上海

市民兵工作先进单位称号。上海庙行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等５家获评２０１５年 ～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九英里小区
等６个小区获评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度上
海市文明小区，场北村获评 ２０１５年 ～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文明村。庙行镇综治
委获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社区治
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称号。镇武装部获

评上海市先进基层武装部。庙行镇社区

志愿服务中心获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社区
志愿服务制度创新示范中心称号。上海

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被全国总工会

授予２０１７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上海发
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被上海市总工会

授予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工人先锋号。镇信
访办顾长寿被授予全国信访系统优秀办

信员称号。镇政府地址：长江西路

２６９９号。

■经济建设　按新统计口径，全年完成
区级地方财政收入３１亿元，增加０１２
亿元，增长１６３％；完成增加值５６７亿
元，增加３７亿元，增长７％；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１２９亿元，增长３３１％；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６８亿元。突出产业
调整，推进“智力庙行”三年行动计划，

整合智力产业园五大板块资源，对外扩

大品牌效应，与宝山工业园区、３６５众创
空间等合作共建“上海科技金融创新创

业示范基地”。全年智力产业园税收总

收入达到１３亿元，其中园区一期单位

面积税收产出达１４８０元，实现全年翻番
目标。围绕打造“基金小镇”，发挥双创

母基金辐射效应，与上海双创投资管理

中心签订投资促进合作协议，一批优质

基金企业落户庙行。加快宝业工业园、

场北、野桥、康家等地块转型调整，逐步

体现去低效产能效果。落实“六个统

筹”（统筹招商机制、统筹规划布局、统

筹资源要素、统筹准入评估、统筹政策服

务、统筹投促队伍）要求，成立庙行镇投

资促进中心，建立“四库两单”（四库：招

商信息数据库、企业数据库、租赁合同数

据库、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数据库，两单：

产业准入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平台，严

把土地监管关和项目准入关。招大引

强，上蔬永辉总部、天易ＧＰＳ总部落户庙
行。用好租税联动政策，先后引进 ３６０
斑马物联网、西域网络、鲜衣网络等多家

规模企业，加快发展楼宇经济。推进重

大项目建设，骏利才智中心建设正式启

动，庙行加油站和“中骋４Ｓ”地块城市更
新开发方案通过区发改委立项审批；推

进土产二期（泰迪小镇）、市政养护中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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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市容管控中心、大众万祥等地块开发

项目前期工作，和欣房产项目开工建设，

中环国际三期住宅开盘销售。

■城乡建设和管理　着力攻顽症补短
板，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宜居品质。年内

共清理违法用地约 ９８９公顷（１４８３
亩），拆除违法建筑１０１万平方米，整治
率分别达到年初目标数的４３倍和４７
倍；整治违法排污８９处，消除违法经营
４７０户，消除安全隐患１５处，清除违法居
住４５６２人。大场机场周边市级整治地
块通过验收，涉镇部队停偿任务基本完

成。开展河道治理，成立“河长制”办公

室和工作督查组，制订并实施“一河一

策”方案，实现镇域内３７公里１５条河道
“河长制”全覆盖。投入３７３５８万元，完
成１４９家点污染源纳管和４１公里污水
二级管网建设。实行手机 ＡＰＰ视频２４
小时实时监控，组建 １５支镇“护河使
者”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实现河道管理

制度化、长效化。完成中央环保督查

“回头看”和５３５个环保违法违规建设
项目清理整治工作。拆除场北混凝土

搅拌站和５家堆场码头，淘汰关闭高污
染企业３６３家。全面完成“环保三年行
动计划”“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等任务，

巩固“扬尘污染控制区”创建成果。加

快推进康家村“城中村”改造，Ｓ－０１地
块动迁安置房顺利开工，成为全市第一

个计划落地、开工建设的“城中村”改造

项目。至年末，完成 ６４１户动迁任务，
完成率达９７４％。

表２３ ２０１７年庙行镇村（居）委会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话

康家村 ６５８ ２１２５ 共康路９９９号 ５６４０７７０８

野桥村 ３１８ ８５９ 长临路９１３号 ５６４０３６８９

场北村 ６６５ ２４２５ 场北路５５８号 ６６３８００１１

共康二村 ３５７ ９５６ 共康路４００弄２３号乙 ５６４１２０６９

共康五村 ２３７６ ５４８３ 共康五村２３５号 ５６４２０５２４

共康六村一居 ７００ １６９５ 三泉路１３３８弄共康六村１０－１临号 ５６４１６２８８

共康六村二居 ７３８ １７９６ 三泉路１６００弄共康六村１１０号 ５６４１８１００

共康七村 ９７２ ２７７７ 长江西路２３２２号共康七村１６３号 ５６４２８９３６

共康八村 １５７２ ３５０３ 长临路８８０弄５３号 ５６４１３１３２

共康公寓 １１２７ １７６６ 三泉路１４９５弄共康公寓５３号 ５６４０９３１１

屹立家园 ５７７ １５０２ 长临路１１１８弄屹立家园５０号 ５６４０７７２７

馨康苑 ３７１ ８９４ 共康路１６９弄２５号－２ ５６４７１５３８

共和家园 ７９５ １９５７ 三泉路１８５８弄共和家园２号 ３３８７３０１２

九英里 ６４１ １７３４ 长临路１３１８弄３０号 ３３８７３０２８

和欣国际 ８６７ ２１６５ 场北路３９弄３号 ３３８７３００６

新梅绿岛苑 ８１３ １１６０ 场北路３９９弄２号 ３３８７３４５４

怡景园 ７４２ ２４６６ 三泉路１８５９弄３１号 ３６３５３００５

共康雅苑一居 ７２３ １８２７ 花园宅路５２弄２４号 ３６０６０５４４

中环国际 １９７ ６１５ 场北路５４７号 ３６３３７６８１

共康雅苑二居 ７９５ １９８４ 大康路８９１弄１０２号 ６５８７５６６９

场北居委 — — 场北路７４０弄１３号 ５６４７３３６２

中环三期 ２７９ ７２９ 大康路１０７９弄１－３号 ６６６１００１８

丽都雅苑（筹建） １２７ ６２３ 长江西路２２３０弄１０号 ５６４１５２２０

（王文宙）

■就业和社会保障　实施就业优先战
略，深化第二轮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

全年开展创业活动１７场，帮扶引领创业
人数５５人，其中帮助４２名青年大学生
成功创业。公共招聘网发布岗位数

２３８３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２２０４个的
１０８１２％；公共招聘网录用人数７２９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５１７人的１４１％。促
进社区充分就业，庙行就业通平台全面

开通，举办“乐创青春———青年创客训练

营”，筹办“中国式求职”大型职业指导

活动，推进“启航计划”，帮助２５名长期
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登记失业人员

７８９人，控制在指标数７８９人以内。深化
救助帮扶举措，全年给付类救助工作覆

盖总人次为 ２０８万人次，共计金额
１３３９９９万元，审批类救助工作数量总
人次为５７２人次。落实“庙行镇扶贫帮
困急难救助实施方案”，实施“四定一

帮”（定人员、定病情、定费用、定标准，

实施资金物质精神三位一体综合帮扶）

大重病特困帮扶项目。完成街镇残联理

事会换届选举、阳光家园搬迁、“牵手同

行”残疾人融入社会服务项目活动等工

作。推进养老设施建设，完成２个老年
睦邻点建设、１家老年活动室改造工作。
实施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完成１０９７
个老年人敬老卡的办理和津贴发放。构

建高龄老人医疗护理保障工作，受理７０
周岁高龄老人医疗护理人数为８３人，拓
展社区养老服务，享受居家养老服务

５０８人，确定养老服务包方案。制定委
托第三方管理庙行镇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方案，设立老年助养和老年助困公益专

项资金，通过“一个门户、一个平台、一个

中心、三类服务、三个系统”，为养老供需

双方建立对接桥梁。推进基层劳动人事

争议处理效能建设示范工作，共受理案

件１６０件，处理群体性纠纷５起，群体性
纠纷共涉及劳动者２８４人。共调解成功
案件１２４件，调解金额１０４５５９７元。

■社会事业　实施“名师 ＋名基地 ＋名
校”教育工程，３所中小学成为“宝山区

教师专业发展示范校”。小鸽子幼稚园

通过市一级园复审验收，庙行实验幼儿

园通过新开园“分等定级”。顾金宝、杨

飞飞、谈莉莉３名教师获２０１７年市园丁
奖；陈伯吹实验幼儿园陈铿学前教育、二

中心学校谭懿小学体育与健康学在市级

教学评比中获一等奖。各园校获市文明

单位、市安全文明校等荣誉１６０余项，师
生获全国、市、区各类奖项１０００余人次。
深化、拓展“魅力庙行”文化品牌内涵外

延，聘请陈燕华为庙行“文化使者”，成

功举办“燕子姐姐”浸入式音乐故事会、

“妙哉·庙行”主题文化盛会。发挥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阵地作用，全年举办文

化活动 ５７８场，参与群众达 １２９万人
次。加强“一（村）居一舞台”和“一地一

品”建设，九英里居委会获评区五星级文

化活动室，庙行秧歌队获评区五星文化

团队。扩大社区科教文卫宣传阵地，新

建北康路科普长廊。围绕“市民满意的

食品安全城区”创建工作，开展食品安全

大检查大整治，共实施监督检查１３４３户
次，处理食品类举报案件３４５起，超额完
成区下达的无证餐饮、无证流通整治目

标任务。开展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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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名家坐诊，家庭医生“１＋１＋１”（１家
社区医院、１家二级医院、１家三级医院）
签约服务累计达３５万余人次。提升公
共卫生服务质量，年内完成“全国卫生城

区”复审相关工作，完成“全国健康促进

区”健康示范场所终期评估，获上海市健

康促进工作先进集体。

■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　完善“镇管社
区”机制，制定并实施社区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完善“民生三本账”（来电来访记

录册、民情走访记录册、派事处置记录

册）、“民情七色板”（以７种颜色代表７
种类型家庭），提升社区自治共治水平。

探索购买社会服务方式，依托品牌社会

组织，开展６项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同
心共治”社区工作者增能培训计划、“通

力合作、共建和谐”庙行住宅小区物业管

理考核项目、“同舟共济”庙行住宅小区

自治管理专业化辅助项目、“日新月异”

庙行镇业主委员会能力建设项目、“智汇

社区动态”居民需求调研项目、小学生爱

心暑托班项目）。推动“社区通”平台应

用，打造宝宸怡景园、共康雅苑二居２个
宝山社区通创新实践基地，引导居民参

与社区管理，共建网上家园，至年末，“社

区通”家庭覆盖率６２％。完成共康五村
等７个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其中４个小
区成功创建“美好家园”区级示范小区。

“美好家园”建设共拆除小区违规天井

开门、开窗３１３户，清理占绿毁绿违法搭
建５６０３平方米。改造居民住宅区二次
供水设施 ２６２７万平方米、燃气内管
９８６７户，拓宽、整修小区道路９６８５平方
米、小区绿化８８４万平方米，增设机动
车停车位１７３０个、小区绿化景观１０处、
健身步道４条，为６个小区更换健身器
材。完善出租房屋“分色管理法”，加大

“群租”整治，全年申报“无群租”小区１０
个。深化“平安庙行”建设，全镇“１１０”
报警类案件接警数４９１９件，比上年下降
２４９％，查封关闭５５家涉黄涉赌重点场
所。推进“平安智联网”运用和“雪亮工

程”建设，开展“群防群治”守护网示范

点创建活动，安装住宅小区人脸识别智

能高清监控２００个、防盗门无线传感装
置１４６１个。成功处置易买得股权整体
转让、上海江天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厂

房整治拆除引发劳资纠纷等群体性问

题，信访总量 ２６１件，下降 １８％。推进
“网格达标”和６个“星级管理网格”创
建活动，建立“三位一体”（城管中队、网

格中心、市容第三方机构）治理新模式。

全年共受理网格案件３７７万起，结案率
和及时率均达到１００％；受理“１２３４５”热
线工单２５２２件，实际解决率４５３％，按
时办结率 ９９９％。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体系，全年共检查企业２６３４家次，排查
隐患７２１项，整改６１４项。

■推动“社区通”平台运用　“社区通”
是基于移动互联网、以居村党组织为核

心、以居村委会为主导、以城乡居民为主

体、相关各方广泛参与的党建引领社会

治理网上平台。６月，在 ４家居委会率
先试点推广“社区通”平台，于８月完成
全镇２３个居、村委全覆盖。至年末，共
有２３８１９名居、村民加入平台，家庭覆盖
率６２％，有 ２３４７名党员在平台上亮身
份。庙行镇率先在宝山区推行社区通与

网格化管理平台无缝对接，将全镇２０个
居民区联点到位，责任到人，对接平台，

用专业力量助力居民区各类问题解决。

同时将“社区通”与镇各类创建任务和

住宅小区综合改造工作紧密结合，加强

运用与实践，发挥“社区通”平台优势，

为创建、小区综合改造助力。打造宝宸

怡景园和共康雅苑二居作为宝山社区通

创新实践基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管理，

共建网上家园。

■试点“雪亮工程”建设　 “雪亮工程”
是以区、镇（街道）、村（居）三级综治中

心为指挥平台、以综治信息化为支撑、以

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公共安全视频监

控联网应用为重点的“群众性治安防控

工程”。庙行镇是全区第一批试点街镇，

至年末，率先完成“平安宝山智联网”镇

级平台和２３个村居平台建设，并接入区
综治信息中心平台。完成对２９个住宅
小区视频监控联网建设，初期联网视频

监控１６０个，并对视频监控联网接入能
力进行扩容。完成４个居住小区门禁系
统联网建设，在２９个居住小区人行通道
进口处安装正反向门岗人脸识别高清监

控２００个，初步构建起“慧眼系统”在全
镇住宅小区的基本框架。引入物联网概

念，为全镇１４６１扇楼道门安装无线传感
装置，运用信息化手段，时刻监控楼道门

开闭状态。

■推进康家村“城中村”改造　１月 １６
日，动迁安置房一期 Ｓ－０１地块签订土
地出让合同。该项目是全市“城中村”

改造项目中首个开工项目，标志着区“城

中村”改造正式进入建设阶段。７月２１

日，启动农户三期协议动迁。至 １２月
底，康家村农民协议动迁签约６４１户，完
成率９７４％；企业协议动迁签约共 ９４
家，完成率 ９７％，综合整体签约率
９６３％。完成商品房一期动迁，完成土
地储备、土壤检测、规划认定等工作。约

６６６７公顷（１０００亩）绿化用地完成方案
设计和专家评审。

■举办２０１７“魅力庙行”文化节　６月
２５日～１２月８日，２０１７“魅力庙行”文化
节举行。文化节以“妙哉·庙行”为主

题，分为“山水之妙”“人文之妙”“建设

之妙”和“愿景之妙”四大篇章感受庙行

之妙。开幕式结合陈燕华音乐故事会宝

山巡演活动，以“经典 ＋创新”形式打造
魅力庙行。文化节期间，围绕“我眼中的

最美庙行”“名家精品走进庙行”“社区

园区校区文化联盟”“群文联谊大舞台”

“小剧场精品汇”“活力庙行 乐享体育”

等６大板块开展各项文体活动和赛事
１１８２场，吸引 ３０万余名市民群众热情
参与。

■陈燕华聘为庙行“文化使者”　６月２５
日，在“魅力庙行”文化节开幕式上，“燕

子姐姐”陈燕华被庙行镇聘为镇首位

“文化使节”。

■北康路科普长廊建成　 １０月，庙行镇
北康路科普之光景观带建成，全长 ４００
米左右，共建设科普宣传栏５０个，设置
公共安全、食品安全、科学常识等宣传主

题，内容每季度更新一次。

■共建“上海科技金融创新创业示范基
地”　１２月２８日，庙行镇与上海叁陆伍
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智园游子

管理有限公司三方达成战略合作，成立

上海科技金融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共同

打造具有金融功能、培育功能的产业集

聚区，引进、孵化、扶持一批“四新”（新

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企业，推

进庙行产业优化提升。 （王文宙）

淞南镇
■概况　淞南镇位于宝山区东南部，东
与杨浦区接壤，西至泗塘河与张庙街道

相邻，南到一二八纪念路与高境镇毗连，

北至?藻浜与杨行镇相望，区域面积

１３６５平方公里，规划面积４２５平方公
里。全镇辖２３个居委会和１个筹备组。
至年末，有户籍２９０５０户、６８６１０人，分别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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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减少４３户、３７８人；列入管理的来
沪人员 ３２３９２人，减少 １４６２人；常住人
口 １２１１２３人，减少 ２０７９人，人口密度
８８７３人／平方公里。户籍人口出生 ４５４
人，流动人口出生３３９人，出生率６６‰，
人口自然增长率－４０８‰。辖区内有法
人企业７９７９家（工商登记），学校１７所
（含区管４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２个，
健身苑点５２个，健身器材５１４件，其中
２０１７年新增５个健身苑点。镇党委下辖
２个党委、２１个党总支、１１９个党支部和
５０５１名党员。年内，获全国文明镇、上
海市平安社区称号。

■经济发展　按新统计口径，全年实现
增加值４５７２亿元，比上年增加２７９亿
元，增长６５％；区级地方财政收入３３５
亿元，增加０４７亿元，增长１６１％；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８５１亿元，增加５８６
亿元，增长 ８１％；固定资产投资达
１５１１亿元，比上年增加２３亿元，增长
１８％。推进上海芳草地、同济创园、恒法
置业项目一期、五矿青创长江园、复旦科

技园、碧桂园桐花寓等重点项目建设，调

整重点地块产业，玛莎拉蒂１６８５国际汽
车服务园项目签署框架协议，上坤商业

广场和全季酒店项目正式营业，华滋奔

腾、中成智谷、复旦软件园等载体建设取

得较大进展，华滋奔腾初步建成“亿元

楼”。全年新增注册企业３０００余户，新
增注册资金１５０亿元。宝武环科、光大
实业、藏格钾肥、１０８度集团等优质企业
落地产出，赞禾英泰、蓥石汽车、唯一视

觉、微盟、同一设计等重点培育企业实现

较大增长，“全国无车承运人联盟”“全

国快运协会上海委员会”落户淞南，推动

物流业转型发展。成立镇“投资促进中

心”，统筹推进镇经济发展、指标推进、项

目落实和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制定落地

企业准入负面行业清单，从根本上杜绝

劣质低效企业和项目引进。启动研发经

济发展和安全管理地理信息管理系统，

建立企业服务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企

业困难、需求，发布最新产业及经济政

策。完善镇属公司考核管理，有效激发

招商引资积极性，镇属公司完成区级税

收较２０１５年实现“两年翻番”，成为经济
持续发展的稳定动力。

表２４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７年淞南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２ １８３２２ ８７９８ ９５８４ ２６．４ －３４２ －１．８

２０１３ １９５０７ ９３５４ １０１５３ ２７．９ １１８５ ６．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４８ ９８２３ １０４２５ ２８．９ ７４１ ３．８

２０１５ ２２４７９ １１０４６ １１４３３ ３２．２ ２２３１ １１．０

２０１６ ２３９３９ １１７７５ １２１６４ ３４．７ １４６０ ６．５

２０１７ ２５５７２ １２６２７ １２９４５ ３７．３ １６３３ ６．８

表２５ ２０１７年淞南镇镇管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员工
（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备注

长江二中 ２３ ８４４ ８６ 通南路８８号 ３６１４０１６９ 镇管

淞南中心校 ２０ ７３９ ６０ 华浜新村１６８号 ５６４５０２５２ 镇管

淞南二小 ２０ ７２７ ５６ 新二路１１９９号 ５６１４９７３３ 镇管

淞南中心幼儿园 １２ ４１７ ４９ 淞南三村６２号 ５６１４４５７４ 镇管

淞南实验幼儿园 １２ ３９６ ４８ 淞塘路１３８号 ６０７１６２７８ 镇管

淞南星星幼儿园 ８ ２５４ ３４ 淞南十村１３１号 ６６１４２９９３ 镇管

大昌幼儿园 ９ ３１８ ４３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６１号 ３６１４００３７ 镇管

三湘海尚幼儿园 ９ ２６７ ３８ 淞肇路４０８号 ５６０２０１１８ 镇管

依乐新天地幼儿园 １５ ４８４ ６２ 华浜新村１４２号 ５６４４８７５６ 民办

东方剑桥幼儿园 １５ ５３６ ６０ 长逸路４１８号 ５６４６１８２０ 民办

好时光小拇指幼儿园 １２ ２６４ ４５ 新二路１０８８弄８３号 ６６１８８８１９ 民办

民办益钢小学 ９ ２４０ ２９ 长江南路淞南新村
３１号 ５６８２１６２８ 民工子弟学校

民办天安幼儿园 １４ ５２０ ３７ 江杨南路１６４８号 １８０１７１６９９０８ 民办
三级幼儿园

■城市建设与管理　推进沪北物流、沪
东汽车地块规划调整，启动土地出让前

期准备工作。签订东亚远洋地块收储协

议，结合上港及其周边地块公建配套、城

中村拔点等问题研究，配合推进逸仙路

东侧地块整体开发。配合区水务部门进

行张华浜东及上港地块排水规划编制研

究并配合完成上报审批工作。推进“五

违”（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

法排污和违法居住）整治工作，拆除违建

２８万余平方米。开展商业办公项目清
理整顿，推进部队“停止有偿服务”工

作，完成云峰钢材市场、通南路建材市场

等４个部队地块停偿工作。完成申宝油
脂厂、忠傲印务公司等３７家违法违规建
设项目清理整顿任务。推进河道综合整

治，探索创新治水工作模式，完成大周浜

等４条镇村级河道黑臭整治工程，配合
完成住建部督导的向阳河整治，且水质

达标。完成河道轮疏及市场化养护、２８
家企业点污染源纳管、镇属１０条道路雨
污水管网混接整改以及徐家湾雨水泵站

旱流截污改造等生态环境整治任务。配

合完成轨道交通１８号线、军工路和长江

路快速路等重大市政工程项目的前期动

迁排摸等工作。协调推进国江路铁路道

口辟通工程建设，配合启动淞肇路公共

绿地项目建设。推进淞行路、吉江路道

路建设及张行市政配套设施建设，配合

完成卫生科路大修。淞南文化中心和淞

南养老院，办理竣工验收，市民活动中心

按照时间节点建设。针对城市管理顽症

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定期开展突击整治

行动。完善违法建筑监管机制，完成“居

改非”整治任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

入第三方力量，推进街面道路管理秩序。

在淞南路、长逸路、长江南路等主要商业

路段，建立“无违”示范道路，落实门前

责任区管理制度。

■社会事业　完成淞南中心校大修等校
园暑期修缮工程，落实教育统筹相关工

作，开展镇管学校资产清查。打造教育

特色品牌，试点开展婴幼儿早期发展实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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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课题项目，办好浦江学堂国学培训班。

加大现代化教学设备硬件投入，优化“一

校一方案”设计，整体提升校园文化品

质。提升终身教育服务能级，开展“百姓

公益课堂”培训和第十三届全民终身学

习活动。推进科普工作转型实践探索，

以“上海科技节”“全国科普日”为契机，

营造浓厚科技创新氛围。开展国家卫生

区复审迎检工作，加强“五小行业”（小

食品经营及加工单位、小理发美容店、小

旅馆、小浴室、小歌舞厅）监管，开展８次
专项整治。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无证食

品经营消除率达８６％，保障老百姓“舌
尖上的安全”。加强健康宣传教育，推进

中医特色社区健康文化建设。推进计生

工作，落实各项奖励扶助政策。推进实

事项目，新建１家养老机构（美庭阳光养
老院）内设医疗机构，完成长者照护之

家、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验收。完成社

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验收、老年宜居社

区建设、养老院项目经营招投标等重点

工作，新建２个老年人助餐点，开展居家
养老服务、惠老助老工作。完成淞南八

村、十村公共运动场翻新工程，引入第三

方力量对社区健身苑点进行专业维护。

实施“一村一居一舞台”政府实事工程，

培育体育“一地一品”项目，承办宝山区

群众体育大会“淞南杯”体育系列赛，成

立社区体育俱乐部。举办“非遗进社区

游园活动”，淞南树根造型技艺、白癜风

和脱发中医药特色疗法成功申报宝山区

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淞南蛋

雕”先后被央视三套、东方卫视等媒体宣

传报道。建设通南路双拥文化广场。

表２６ ２０１７年淞南镇居委会

名　称 地址 邮编 电 话
户籍

户数 人数

常住
人口

淞南一村居委 淞南二村５０号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８２５８９４ １４６１ ３４５５ ５１６９

淞南三村一居委 淞南三村１２８号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８２２２１７ ２４４２ ４０２２ ６０４２

淞南四村一居委 淞南四村７６号甲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８２２２３０ １６８４ ４０１０ ６３６７

淞南五村一居委 淞肇路８８号二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１４３４９０ ３１１２ ４７４８ ８１０６

淞南五村二居委 新兴五村５００号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８２８５０３ ２００８ ４４４５ ５０８９

淞南六村居委 淞南六村８９号１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６６１８５９３９ １３５３ ３０５４ ４２０１

淞南七村一居委 淞南七村８７号二楼 ２００４３９ ３６１４０３６４ ２８６５ ５４９４ ７７６４

淞南八村居委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６６１８６０２５ １８３２ ４４３５ ６０９６

淞南九村一居委 通南路５５弄３号二楼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６８２５８７９ １８８２ １９２５ ２２５０

淞南九村二居委 淞南九村１９２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６６１５６３３８ １０２０ ２７０５ ５０１６

淞南十村居委 淞南十村１９５号西首 ２００４３９ ６６１４８９０９ ２９５２ ５０１０ ８２３４

长江路一居委 长江路８４８弄４号１０３室 ２００９４０ ６６１４３８５５ ２２３３ ４８２０ ６７０３

长江路五居委 长江路４０６弄６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４４８３０２ １２５８ ２５８９ ３７０１

长宏新苑居委
淞南路１１１弄（逸居苑）
Ａ房２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４５０８２３ ８７７ １９９５ ４８０４

华浜居委 华浜新村１９号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４４８３０３ １３２８ ３１２１ ５７３５

张华浜居委 长江路２０弄５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４５１２３３ １２６８ ２０１０ ４１２９

华浜二村居委 逸仙路３４５６弄２２号 ２００４３４ ５６４４５１２８ ２２０３ ４６７１ ６００６

嘉骏花苑居委
新二路 １０８８弄 ２５号
二楼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１０５０００２ ４８２ １１３７ ２９２３

盛达家园居委
一二八纪念路 ５５弄 ４５
号三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６６１５５５６５ ５８２ １５９９ ５２０５

新城尚景居委
淞肇 路 ３３３弄 １５号
１０１室 ２００４４１ ６６１８５８５６ ５５１ １３９１ ４２０１

新梅淞南苑居委 长逸路３０１弄２４号二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４５０３９５ ５９０ ２９２９ ４１５６

嘉骏香山苑居委 通南路３２８弄８２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１６７６５０８ ４５０ ９８０ ２９３０

盛世宝邸居委 淞塘路７２号三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６０７１９６８１ ４６２ ９６８ ５５６２

三湘 海 尚 居 委

（筹）
长江西路２１０号５楼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１４３５３３ ２４６ ５６７ ２７１１

（何新艳）

■就业与社会保障　扶持创业单位 ６９
家，打造“创智淞南”品牌，促进居民就

业创业。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

２５７５人以内，（区目标为２８６５人），帮助
长期失业、无业青年就业６５人，就业困
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安置率为 １００％。
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开展集体协商

单位３３１家，设立调解联络员及调解委
员会２０９家。至年末，全镇享受低保户
数６４５户，覆盖９５９人，发放救助金８７６
万元。住院、大病门诊等医疗救助累计

受益１１５０人次，发放救助金 １１８万元。
享受廉租房户数６６５户，发放廉租房补
贴２６５万元，住房保障实物配租选房５８
户，公租房新增 １０户。保障残疾人权
益，加大残疾人工作力度，提供送康复上

门服务３４０人次，完成无障碍设施改造
９２户，举办淞南镇第七届残运会，实施

阳光之家项目改造。

■社会治理　聚焦地区发展重大事项进
行风险评估，提前做好不稳定因素排摸

和预案制定，确保社会面平稳有序。聚

焦基层矛盾化解，建立社区信访信息员

队伍，完善信访矛盾调处中心工作制度，

强化镇领导、人大代表和第三方参与信

访接待，形成“大信访”工作格局。全年

共接待来信来访 ３９４件，比上年上升
６７６％。聚焦基层纠纷调解，建立“公安
司法联合调解”工作机制，开展“律师进

社区”服务。发挥“魏刚人民调解工作

室”品牌影响力，创新“淞南人民调解员

微信群”工作平台，为居民提供移动法律

服务，全年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１７２份。
围绕“平安宝山智联网”建设，制定管理

规定和考核办法。开展“雪亮工程”建

设，安装监控机柜 ４９个，摄像探头 １７９
个。做好群防群治守护网建设，春节期

间实现烟花爆竹“零燃放”目标。针对

列入２０１７年打击防范入室盗窃４个重
点小区，制定“一点一方案”，推进整改

防范。成立“旭日阳光”社区服务基地，

加强特殊人群服务和管理。加大打击力

度，集中开展涉黄涉赌场所专项整治，全

部关停涉赌游戏机场所，１１０报警类案
件全年６１５５件，下降２７１％。以“九项
工作”（产业结构调整、规范市场经营秩

序、规范用工、拆违控违、“群租”整治、

控制与规范“非改居”、集体企业厂房及

集体土地管理、严格办证和凭证就学、居

（村）社区综合管理）为抓手，加强人口

综合调控，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重点整

治规模性租赁房、无证照经营等突出问

题，清退外来人员１５３５人。推进网格化

６４３

镇·街道



工作全覆盖，开展“网格达标”创建和

“百个星级管理网格”创优活动。开展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重复诉求专项治
理，实行领导派单工作机制，热线工单先

行联系率 １００％，实际解决率和满意率
明显提升。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落地

企业监督管理的实施办法》，严格落实政

府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企业安

全管控，严格监管重点隐患单位，遏制和

减少事故发生。为独居老人安装火灾故

障电弧探测装置２５０个。深化住宅小区
综合治理，共计投入８９００万余元，开展
“创宜居宝山、建美好家园”活动，共封

堵破围墙开门３１９扇，整治公共部位违
法搭建 ８００余处，拆除违法搭建面积
１７６１５平方米，占绿毁绿整治７３２４平方
米，道路拓宽修复５６４９４平方米，绿化改
造补种６３８５０平方米，建设机动车停车
位４２４５１平方米，建设非机动车停车位
２２７５９平方米，安装晾衣架１６２４个，铺设
残疾人坡道 ７９０９平方米，安装休闲椅
５０８个，安装宣传栏 ２１个，新建健身点４
处，新建休闲亭 ２４个，改造小花园 １９
个。加大居委会基础设施建设，对长五、

长宏等居委老年活动室进行修缮。推进

小区实事工程，实施二次供水改造、电动

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等项目，改善居民

生活环境。协同推进住宅小区业委会组

建，全镇共成立业委会 ４５个，组建率
９３８％。深化自治共治，组建社区委员
会，开展“自治家园”星级创建工作，推

进“社区通”平台，有２９７１５人在线，党员
亮身份 ２６１２人。做强志愿者品牌，对
１１４７名星级志愿者进行表彰。扶持地
区内社会组织发展，完成５个社区公益
服务项目。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开展社区工作者能力培训。全镇有 ２３
个志愿服务站、８０余支志愿服务团队、
１２０余个志愿服务项目、１５６４０余名注册
志愿者。全年组织９８０余人次志愿者在
长江南路地铁站开展秩序维护、票务咨

询等志愿服务，获评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地
铁志愿者突出贡献奖”“上海地铁志愿

者先进团队”称号。

■华滋奔腾初步建成“亿元楼”　 华滋
奔腾产业园园区占地面积４４公顷（６６
亩），总建筑面积１１万平方米，是区打造
较为成功的移动互联网基地之一，以移

动互联网创新产业为主导，入驻企业户

数约１８０户，办公人数约 ３０００人，包括
猎上网络、佑译、中国联通宝山分公司、

融贷通、宜动中国、希游等优秀互联网企

业。全年实现总税收１８亿元人民币。

■开展“百姓公益课堂”培训　深化“宝
山人文行走”“宝山市民修身行动”两大

主题，从时事政治、科普、环保、健康保

健、生活小窍门、戏曲赏析等方面丰富课

堂内容。发挥淞南历史人物及文化特

色，依托徐克强烈士纪念碑、上海玻璃博

物馆、陶瓷艺术博物馆等场地，开设定向

越野、摄影、微电影拍摄等实践课程。在

端午、中秋、重阳等中华传统节日，弘扬

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全年共开展培训活动１７３场，参加
培训 ９２７１人次，其中课堂培训 ５６３人
次、专题讲座 １０１４人次、实践体验 ９９９
人次、网上学习４２９６人次、其他主题活
动２３９９人次，实现了２３个居委学习点
全覆盖。

■举办宝山“非遗”游园活动　３月 ２５
日，２０１７年上海市民文化服务日宝山
“非遗”游园活动在淞南公园举办。活

动以游园观赏文艺展演的形式进行，分

文艺汇演、亲子活动、非遗食品展示、丝

竹与茶艺展示、非遗技艺展示五大板块，

展示来自宝山区、奉贤区、静安区、杨浦

区共３０余项传统非遗技艺，吸引数千名
社区群众参加。

■上坤商业广场正式营业　４月，上坤
商业广场正式营业。广场位于淞发路

９３９号，地处淞南小五角场核心区，项目
用地约 ０４１公顷（６２亩），建筑面积
６９００平方米，投资总额０８亿元，相继引
入屈臣氏、麦当劳等知名连锁品牌，丰富

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提升商业氛围、

区域整体形象。

■举办寻找淞南符号·旅游摄影周活动
　在５１８国际博物馆日和５１９中国旅
游日之际，“都市小镇·文创淞南”———

寻找淞南符号·旅游摄影周活动在淞南

镇市民中心广场启动。活动邀请摄影

家、媒体记者共同参与，旨在以“都市小

镇·文创淞南”为主题，吸引广大市民和

社会各界一起“聚焦文创小镇，发现淞南

之美”。摄影家团队先后到上海国际节

能环保园、上海玻璃博物馆、中成智谷创

意园、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上海陶瓷科

技艺术馆、淞南寺、淞南公园等地进行作

品创作，最后评选出５０幅优秀作品和１５
篇精选游记进行展览。同时，摄影周活

动为“都市小镇·文创淞南”——— 寻找

淞南符号系列活动拉开序幕。寻找淞南

符号系列活动计划围绕“都市小镇、文创

淞南主题、摄影和旅游２个载体，历时３
年，分寻找淞南足迹、淞南味道、淞南家

藏、淞南人物４大板块，全面开启对淞南
符号的探寻，并推进完成６项文化项目
（设计一个形象标志、绘制一份手绘地

图、推荐一批旅游线路、出版一本专著文

集、拍摄一部专题影片、打造一条文化之

路），为淞南“文创小镇”的变迁、建设、

发展留下足迹，讲好都市小镇故事。

■举办“文化微旅·乐游小镇”淞南微
旅游周活动　９月２３日 －３０日，都市小
镇·文创淞南———寻找淞南符号系列活

动之“文化微旅·乐游小镇”淞南微旅

游周活动和２０１７上海邮轮旅游节同步
开幕。微旅游周融合“淞南微旅游嘉年

华”“上海飞镖黄金联赛总决赛”“飞镖

时尚音乐会”“文创小镇旅游摄影展”，

打造一场涵盖体育、音乐、摄影、建筑、历

史等多方面立体化的旅游盛宴。活动期

间，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上海陶瓷科技

艺术馆、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国际节能

环保园、中成智谷创意园等各大文创企

业共同参与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

活动。

■上海飞镖黄金联赛总决赛在淞南举行
　９月２３日 ～２４日，微旅游周期间，淞
南镇牵手上海飞镖黄金联赛，由上海中

琥体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在中成智谷

举办上海飞镖黄金联赛总决赛，２００多
名选手参赛，３２强入围决赛圈，决出年
度总冠军。淞南镇将飞镖运动培育成为

“一地一品”项目，举办各类青少年飞镖

培训讲座、承办“淞南杯”飞镖体验赛

等，打造淞南飞镖品牌。 （何新艳）

高境镇
■概况　高境镇位于宝山区南部，南与
虹口、静安区接壤，东与杨浦区相邻，西

与宝山区庙行镇相伴，北与淞南镇、张庙

街道相接，镇域面积７１平方公里。下
辖４个镇级公司、８个村级实业公司、３１
个居委会（其中３个筹建中）。至年末，
镇域实有人口 １４０１２４人，比上年增加
１０４７人。其中，户籍人口６９１３３人，列入
管理的外来流动人口３２２９６人。常住人
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１９％，人口出生率
６７６‰。辖区内有法人单位 １５７５５个。
镇域内学校１８所，其中民办学校４所。
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３个，游泳馆１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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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健身点３１个。镇党委下辖２个二级
党委、１９个党总支、１３５个党支部，党员
人数６２００名。年内，通过“全国文明镇”
复审，首次获评“全国社区教育示范

镇”。镇政府地址：殷高西路１１１号。

■经济建设　全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３９３亿元，按新统计口径增长３％；完成
增加值４０８亿元，增加３２４亿元，增长
８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２亿元，增
加１６５亿元，增长２３％；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４亿元，装饰装修项目投资
额４３亿元。优化产业结构，房地产业
占财政收入比重为 １７％，服务业、新兴
产业等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其中信息服

务业财政收入增长 ７０％。复控华龙参
与完成高精度高可靠定位导航技术与应

用获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关键技术及

其产业化”项目获全市唯一科技进步奖

特等奖。增强产业科创内涵，上海物联

网联合开放实验室、复旦大学生命科学

创新中心、张江科技创新国际人才研究

院陆续入驻科创小镇。围绕打造“四纵

一横”（以殷高路为横轴，从东往西，打

造国权北路“中设广场”，逸仙路“新业

坊
!

源创”“北上海科技金融中心”，江

杨南路“三邻桥”“新杨湾科创产业园”，

共和新路“宝山万达广场”四个高境新

地标）新地标，科创小镇核心区３５万平
方米载体基本成型，核心项目临港新业

坊一期建设初见形态，北上海科技金融

中心、中设上海广场基本完工，三邻桥项

目一期启动建设。提升服务业载体运营

质量，全镇１０个重点服务业载体单位面
积税收产出增长 ３６４％。持续招大引
强，引进积成能源、尤安设计等一批优质

企业，全年累计引进企业４６６２家，全镇
“四新企业”（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

新业态）达１７４１家。优化发展环境，完
善“高境科创小镇”软性服务体系，成立

高境镇投资促进中心。加强人才服务，

推进“十百千”（推荐成功市、区级领军

人才 １０名，引进 １００名博士研究生、
１０００名硕士研究生）工程，以“人才高
地”助推“科创高地”建设。

表２７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高境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２０１３ １８２８４ ８６８６ ９５９８ ２７．８７

２０１４ ２０４７７ １００７９ １０３９８ ２９．７０

２０１５ ２１５００ １０２８９ １１２１１ ３１．６３

２０１６ ２２７９７ １１０６８ １１７２９ ３３．３１

２０１７ ２６２２９ １２８９７ １３３３２ ３７．９４

表２８ ２０１７年高境镇学校情况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江湾中心校 ２５ ９３０ ７１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号 ５５０３５１１３

高境科创实验小学 １９ ６８８ ５４ 高境一村８２号 ３６１４０１８７

高境镇第三小学 １４ ４３２ ４０ 共 和 新 路 ４７１９ 弄
１６９号 ５６８１７３４４

高境镇第三中学 １７ ４７９ ５３ 国权北路４６８号 ３５０５３５０８

高境镇第四中学 １０ ２０１ ３６ 岭南路１２４９弄２８８号 ６６９８６６２６

同洲模范学校
公办 ５ １８１ ４７

民办 ３７ １３４３ １１９
岭南路１０５０弄１号 ３６１２０４５９

高境镇第二幼儿园 ９ ２９０ ２５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３支弄
５０号 ５５０３８６２８

高境镇第三幼儿园 ９ ２７８ ２４ 高境二村９８号 ５６１４１５８３

高境镇第六幼儿园 ６ １８８ １６ 国 权 北 路 ８２８ 弄
１４３号 ３３６２２０２５

高境镇第七幼儿园 ９ ２７２ ２２ 岭南路１１２７号 ５６８１４９９５

高境镇三花幼儿园

９ ２７２ ２２ 高跃路６６号 ３６３３７８００

１１ ３４６ ２５ 新二路９９９弄２３号
（四季绿城部）

绿森林幼儿园 ７ ２１６ １９ 高境路４７７弄３－１号 ５６８８１０５２

徐悲鸿艺术幼儿园
（民办）

１４ ４２２ ６３ 高境一村１１２号 ６６１５６１２８

高境贝贝马艺术幼儿
园（民办）

１２ ３８４ ５２ 国权北路２９０弄３７号 ５５０３８３４９

七色花第二艺术幼儿
园（民办）

１２ ３７２ ３４ 阳曲路１３８８弄９９号 ５６８１６３９７

合　计 ２２５ ７２９４ ７２２ —

■城镇建设与管理　超额完成“五违四
必”（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

法排污、违法居住，安全隐患必须消除、

违法无证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

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整治任务，共

拆除违法建筑 ２５２万平方米，完成全

年目标２５倍，整治违法排污３６处，取
缔违法经营户１８３家，清退违法居住人
口４７２１人，消除安全隐患 ２３２处。坚
持军地协同、综合施策，配合驻镇部队

停止有偿服务工作，完成 ３２个项目关
停、整治。落实“河长制”，拆除河道周

边违法建筑 １６万平方米，实施 １９家
企业截污纳管工程，封堵河道排水口

２００个，清理河道两岸垃圾 ２００余吨。
推进“治堵”工程，市重点工程轨道交通

１８号线殷高路站、长江南路站点周边腾
地工作全部完成，区区对接道路国权北

路拓宽工程开工，打通南泗塘河通道断

头路，初步形成高境地区交通专项规

划。改善生态环境，区域降尘均值为４
吨／平方公里·月，大幅低于区下达目
标值４８吨／平方公里·月。配合实施
“三点一线”（殷高路的三个节点、江杨

南路东侧一线）绿化改造，新增绿化面

积４万平方米，完成逸仙路高架沿线景
观灯光工程。完善城市排水系统，实施

何家湾路雨水泵站、斜东泵站建设。推

进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新建２个全市示
范分类菜场、３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累计投入４５００万元用于各类小区工程，
完成７４８万平方米小区综合改造、２２３
万平方米二次供水改造、高境一村２７００
户燃气改造工程，推进 １８６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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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改黑”工程前期手续办理，对１９个居
委会办公室、活动室进行改造维修。做

好“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高境民声”等平台
反映的问题处置，全年共处理“１２３４５市
民热线”工单４０１３张，满意率、基本满意
率６１０３％；通过“高境民生”平台处置、
回应群众诉求３２０件。

■就业和社会保障　实施积极创业就业
政策，完善“小境”系列就业创业公共服

务平台（“小境创课”“小境创游”“小境

创吧”“小境创享”四大服务平台）。全

年帮扶引领创业人数６７人，完成全年目
标１３４％；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２２５８人，控
制在２３８３人指标以内，“就业困难人员”
按时安置率达１００％；帮助５２名长期失
业青年实现就业，完成全年目标的

１００％。新增２个宝山区达标创业孵化
基地，实施“三个一”举措（提供一整套

“宣传、指导、协调”服务项目，实施一揽

子“服务进企业”项目，完善一系列“联

动”维稳机制），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建

设。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实行“窗

口午休轮班制”，实现工作时间“全天

候、无间断”办事，被市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标准化建设联系会议办公室评为

４Ａ级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落实各
项民生保障政策，累计救助各类对象

３８万人次，支出救助金 ３３２８３万元。
落实廉租住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政

策，全年受理廉租房租金补贴３６５人次，
共计发放 １５６０３万元；审核 ２０１６年度
受理３２１户共有产权经适房申请材料，
完成２７４户初审公示。推进居家养老服
务，为１００３名困难老人提供家庭照料、
助残等多形式居家养老服务，为１７８名
９０岁以上老人、困难老人、独居老人和
孤老提供“居家养老一线通———银龄居

家宝”服务，为２３０３名纯老家庭老人落
实志愿者结对关爱。开放标准化老年学

校，为１３个老年活动室添置设备。加强
残疾人服务工作，完成镇残联换届选举。

表２９ ２０１７年高境镇居委会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居委地址 电　话

逸仙一村第一居委会 １００２ ２３６９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９３号 ５５０３０２３４

逸仙一村第二居委会 １６１２ ３４９０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３支弄２号 ５５０３１１２０

逸仙一村第三居委会 １０００ １３７４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支弄４１号 ５５０４４２２８

逸仙一村第五居委会 １１３９ ２３５８ 逸仙路１５１１弄２２号 ６５４４５１７５

逸仙二村第一居委会 １５１２ ２５３７ 三门路４８９弄４号甲 ５５０３４４２９

逸仙二村第二居委会 １８７６ ４６９２ 国权北路２９０弄３９号 ５５０３２５７１

逸仙二村第三居委会 ２９５２ ３７６０ 吉浦路６１５弄８９号甲 ５５０３５４８２

逸仙二村第五居委会 ７９５ １８８７ 三门路４８５弄８３号 ５５０４１７６４

逸仙三村第一居委会 ８８７ ２２８８ 殷高路２１弄５号 ５１０５７１６７

逸仙四村居委会 １１３４ ２４３１ 国权北路８２８弄１３９号 ３３６２２１９３

高境一村第一居委会 ２１５２ ４４８６ 高境一村１４２号 ５６８２６５８１

高境一村第二居委会 １９６８ ２７２１ 高境一村１６０号 ５６１４０６００

高境二村第一居委会 ３１８０ ４７９９ 高境二村２０４号 ５６８２６５７９

高境三村居委会 ９８１ ２２６６ 新二路９９９弄１５６号 ６６１８６６５７

高境四村居委会 ３９３ ８５１ 逸仙路１２３８弄１７号 ６５６０１６４２

高境五村居委会 ３２５ １０８７ 新二路１８３弄５７号二楼 ３６３８５２２１

三花现代城第二居委会 ８１２ ２５３８ 云西路２１９弄１７号１０２室 ３６３５２４７３

三花现代城第三居委会 ３８６ ５１４ 高跃路１３３弄９号１０３室 ６３０７８９１５

高杨佳苑居委会 ６１ ８０ 恒高路１２７弄高杨佳苑 ５６６３６８５２

逸景佳苑居委会 ０ ０ 逸仙路１５８８弄５０号 ５６０４３１９０

共和一二村居委会 １２７８ ３０７９ 共和一村３５号 ６６９８５７０４

共和三村居委会 ６５３ ２０５１ 共和三村４４号１０１室 ６６８３７３９５

共和五村居委会 １６９８ ２９０５ 共和五村１４号 ６６９８６３３０

共和六村居委会 ８２９ ２０７６ 岭南路１２８８弄１０号 ５６９１７６１０

共和八村居委会 １０７８ ２６４８ 共和八村７４号 ６６８３８０３５

共和九村居委会 ３１２ ９２０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２０２号 ５６８３６５４１

共和十村居委会 ５８７ １１６８ 共和新路４７０３弄９９号 ６６８３３４７２

共和十一村居委会 ２１１５ ３５９７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１６１号 ６６８３５７３２

逸仙一村第四居委会（筹） ６６０ １４５９ 三门路５５５弄１６幢２号 ５５０３３６９０

高境七村居委会（筹） ４６０ １５００ 高境路４７７弄恒高家园 ５６４０２８６３

高境十一村居委会（筹） １２５ ３６０ 晨帆路１５８号 ５６７６２５９６

（周淑贤）

■社会事业　推进名师培养工程，深化
“两馆一节”（图书馆、特色馆、校园文化

节）、“两树一做”（树人、树木，做学生喜

欢的老师）项目，提升镇管学校教学质

量。高境三中获评“上海市科技教育特

色示范学校”，５所中小幼获评“宝山区
科技教育特色学校”，高境科创实验小学

获“全国跳绳运动突出贡献单位”并在

２０１７全国跳绳锦标赛中获１４金。承办
２０１７年全国车辆模型公开赛（上海站）。

举办第一届“高境科创小镇”艺术创作

大赛，新建１个科技工作者之家、１家科
技创新屋、２条科普画廊和１个３Ｄ打印
工作室。推进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

“１＋１＋１”（居民在自愿选择社区卫生
中心家庭医生签约基础上，再选择一家

区级医疗机构、一家市级医疗机构）签约

２０２４０人，新成立２个家庭医生工作室。
以中医为特色第七社区卫生服务站正式

运行。开展“全面两孩”政策宣传活动，

深化上海高境小叮当家庭计划发展服务

中心“５＋１”（“好孕俱乐部”“依水缘”
“宝贝小叮当”“午后阳光”“小燕子青春

健康俱乐部”五大品牌和“程利南家庭

幸福工作室”）服务。丰富社区文体活

动，承办上海市青少年社区运动会、上海

市民诵读节（宝山区专场）等重要赛事

活动。完善文体场馆建设，启用新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建成宝山唯一一个镇级

美术馆，完成图书馆、小剧场标准化建

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

蔡氏剪纸被评为第六批宝山非遗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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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文艺团队精品化发展，“境美”艺术

团获区五星级团队，共和十一居创区四

星级活动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镇社区志愿服

务中心通过市级社区志愿服务中心优质

达标验收。通过“全国文明镇”复审。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５日，国家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中）到高境调研基层人民调解工作 高境镇／提供

■平安建设　以创建上海市“平安示范
社区”为抓手，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整治，

年内社会治安形势良好，“１１０”案件接
警数２５２７３件，比上年下降１６１５％，偷
盗类“１１０”案件１７４６件，下降２９９６％。
加强治安防控智能化建设，推进“平安宝

山智联网”“雪亮工程”建设，为６个小
区安装门窗限位器５０００余个，为４００户
居民家庭升级更新防盗门锁芯。推进

基层法治工作，建成全区首家标准化司

法所，成立全镇首家居委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室，成功举办第四届社区法治文化

节，人民调解工作获国家司法部肯定。

建立健全领导接访、走访约谈、信访分

析例会等信访工作机制，坚持案清事

明，一批信访积案得到有效化解。按照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从严从细

抓好安全责任落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检

查，全年共检查企业１２９７家，督促整改
隐患１０１２处。开展规模性违法租赁场
所专项整治，取缔规模性违法租赁场所

１７处，整治公寓 １２０８间，清退人员
２６００余人。发挥联勤联动机制，对 ９３
户无证无照户开展整治，取缔７家无证
行医点。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

售伪劣商品专项整治。围绕建设市民

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按照“四个最严”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

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要求，确保全镇

人民“舌尖上的安全”。

■社区管理　以党建为引领，健全“四
治一体”（自治、共治、德治、法治）社区

治理体系，总结“绣花１２针法”（组针、
新针、益针、法针、才针、学针、群针、助

针、融针、网针、创针）创新经验，提高社

区治理水平。“社区通”实现全覆盖，

４２０９３名居民实名加入，发布各类社区
信息７３２４条，通过平台解决居民求助
等各类问题３１４件。彰显自治特色，新
增“银龄俱乐部”“外来女性之家”“筑

梦湾”等一批特色新颖的社区自治品

牌，举办“返老还童”趣味运动会、科幻

嘉年华等社区活动。扶持公益性组织

发展，推进６个社区公益性项目和２个
社区公益创投项目开展。开展“美好家

园”创建，实施 ３３个小区“十小工程”
（绿地、座椅、亭廊、步道、扶手、坡道、停

车、充电、监控、亮灯等十项工程），完成

老旧电梯改造项目。开展小区违法整

治，严厉打击破坏承重结构违法行为，

拆除违法搭建７５处，封门３２０户，整治
占绿毁绿 １８４９平方米。推进“无群租
小区”创建，２６个小区创建成为区“无
群租小区”，“代理经租”（由有资质专

业机构对房屋进行合法合理分割后进

行出租）规范化管理模式得到中央、市、

区有关部门肯定。加强居民自我管理，

新成立居委会４个，选拔社区后备干部
２９人。推进小区业委会建设，新组建
１０家，换届６家，在９个小区开展居委
会成员兼任业委会成员试点工作。引

进第三方社会组织开展业委会规范化

建设和物业服务指导，开展商品房小区

物业管理满意度调查。

■举办第一届“高境科创小镇”艺术创
作大赛　围绕“科创，让梦飞翔”主题，
举办第一届“高境科创小镇”艺术创作

大赛。大赛于１月启动，历时８个月，分
为艺术创作和征文两个类别。共收到绘

画作品２７５件、模型组件作品６３件、征
文作品２１２篇，评选出艺术创作类获奖
作品３４件、征文类获奖作品１８篇。赛
后举办获奖作品巡展、印发优秀征文

集锦。

■上海市物联网联合开放实验室揭牌
　５月１７日，上海市物联网联合开放实
验室揭牌仪式在高境镇临港“新业坊

!

源创”项目现场举行。上海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副主任傅新华，宝山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副区长吕鸣，上海市物联网

行业协会会长蔡小庆，临港集团总裁袁

国华、副总裁翁恺宁、临港集团资管公司

总经理顾伦等出席仪式。上海市物联网

联合开放实验室由产业链相关企业组

成，整合其优势项目和实验设备，让成员

企业公平享有资源，降低成本快速发展，

主要功能包括提供物联网产品基础检验

检测服务、推动产业链对接和标准制定、

提供物联网人才培训和咨询服务，提供

产业集聚、招商和融资等服务。

■高境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开馆　５月
１８日，高境镇举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开
馆仪式。副区长陈筱洁，区政协副主席、

体育局局长蒋碧艳等领导出席仪式。高

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位于高境路 ３７１
号，建筑面积９１６８平方米，内设乒乓馆、
健身活动室、舞蹈房、合唱室、美术馆、展

览厅、图书馆、东方信息苑、社区创新屋、

社区学校、科创中心、小剧场及会议中心

等场馆和活动室，是集社区文化展示展

览、图书阅览、网络信息服务、体育健身、

教育培训、文化科普、影视放映、团队活

动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的公益性文

化服务场所。

■国家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调研基层人
民调解工作　５月２５日，国家司法部副
部长刘振宇一行到高境司法所调研基层

人民调解工作。上海市司法局党委书

记、局长陆卫东，副局长陈春兰，宝山区

副区长陈云彬等领导参加调研。刘振宇

一行先后查看高境司法所司法接待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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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室、法治宣传

工作室、资料陈列室和人民调解庭，并对

基层人民调解工作情况、存在问题以及

人民调解员队伍现状进行现场调研。

■宝山唯一一个镇级美术馆建成　５
月，高境镇美术馆对外开放。该馆位于

高境路３７１号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展
厅面积１０００余平方米，展出中国画、油
画、摄像、陶艺作品等，全年举办《寿带嬉

春》《走进非洲———纳米比亚人文摄影

展》《方格子———朱志刚抽象艺术作品

展》等７场主题展览，同时结合社区活
动，举办各类短期展览。

■举办第四届社区法治文化节　５月，
高境镇举办“同心共筑科创小镇，携手点

亮法治梦想”第四届社区法治文化节，共

开展１０大主题、２０余场法治实践活动，
为期４０天，参与群众万余人次。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４日，上海中设广场竣工暨中设科技园揭牌仪式举行 高境镇／提供

■上海中设广场竣工　７月２４日，上海
中设广场竣工典礼暨中设科技园揭牌仪

式在高境镇举行。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柏，党委

副书记、总裁张淳，监事会主席全华强，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周亚民，上海建工

一建集团总裁徐飚，区委书记汪泓，区委

常委、副区长苏平等领导出席竣工仪式。

上海中设广场由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３９６亿元建设，总建筑面
积６８０６１平方米，一号楼建筑高度为
９６２米，是高境地区所建最高建筑物，
也是宝山区与驻地大企业联动推进、互

利共赢的示范项目。

■举办全国车辆模型公开赛（上海站）
　８月１９日～２０日，由国家体育总局航
管中心、上海市军事体育俱乐部、区教育

局和高境镇政府共同主办的“２０１７年全
国车辆模型公开赛（上海站）”在高境三

中举办，来自全国各地 ４８支参赛队近
４００名运动员共参加１０个项目的角逐，
宝山区获金牌１５枚、银牌１３枚、铜牌１４
枚。现场同时举行“２０１７创客家庭嘉年
华”活动，设置汽车文化墙、汽车模型展、

四驱车竞速互动、漂移车体验等参观互

动项目，供市民免费体验。

■高境二小更名为高境科创实验小学　
８月３１日，高境科创实验小学举行“科
创开启新篇章”新校名揭牌仪式。中科

院院士王恩多，副区长陈筱洁，市科学技

术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朱鄖，中科院上

海生命科学院生化与细胞所综合主管、

妇委主任秦正葳等出席揭牌仪式。高境

科创实验小学原名为上海市宝山区高境

镇第二小学，为打造更优质教学品牌而

正式更名。

■召开社会治理创新成果展示会　１２
月２１日，高境镇召开“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

理创新”成果展示会，市委组织部、有关

高校、媒体等专家学者、镇党政班子领导

等出席。会议通过一部宣传片《“１２针
法”绣出和谐高境新画卷———宝山区高

境镇党建引领下社会治理创新“绣花

针”》、一部书稿《和谐画卷———宝山区

高境镇创新社会治理优秀案例》及一个

主题汇报《创新社会治理“绣花针”绣出

和谐高境新画卷》将高境镇几年来在社

会治理方面的工作成果进行展示。与会

专家对高境的社会治理工作进行点评。

■首次获评“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　
１２月，高境镇被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社区
教育专业委员会评为２０１７年全国社区
教育示范镇。近几年，高境镇推进社区

教育内涵发展，针对亲子早教、青春健

康、老年生活、失业培训、残障人士、外来

人员等不同人群，开设各类培训活动，建

立覆盖“社区、校区、园区”三大学习圈，

形成“学习型机关、家庭、企业、团队”的

良好氛围，构建面向全镇的社区教育培

训服务体系。 （周淑贤）

友谊路街道
■概况　友谊路街道位于宝山区东北
部，东临长江，西至泗塘河与杨行镇相

望，南至双城路与吴淞街道为邻，北至宝

钢护厂河，面积１０４５平方公里，下辖３７
个居委会、１个村委会。至年末，有户籍
３６８４６户、９４０３０人，比上年减少 ５３５３
户、增加 １２７人。列入管理来沪人员
２７１３８人，减少６７１人。户籍人口出生率
７４９‰，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外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人口密度
８９９８人／平方公里。辖区内有法人单位
２８０４家，有小学４所，初中３所，高中２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４所，幼儿园１６所，
医院３所（社区卫生服务站８个），体育
场２个，图书馆２个，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１个，市民分中心１个，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１个。建有社区公共运动场所３
个，居民健身点（苑）８２个，有文艺团队
１６３个。街道党工委下辖党委１个，党总
支３４个，党支部 １９１个，党员 ８５０３名。
年内，街道先后获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

上海市老年志愿者服务十佳项目、上海

市全民读书周先进街道、上海科技节先

进集体、上海市社区志愿者服务创优示

范中心、上海市侨务工作先进集体等称

号。街道办事处地址：牡丹江路１２９９弄
１号。

■街道经济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目标
管理，细化任务考核，夯实发展根基。以

街道“十三五规划”“一带两轴三区”

（“一带”指滨江发展带；“两轴”指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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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路金融商务轴和宝杨路邮轮商务轴；

“三区”指吴淞口国际邮轮产业区、上海

钢铁金融产业区和同济路综合转型创新

区）产业布局为目标，推进地区产业结构

调整，提升邮轮滨江带服务能级，围绕

“港城联动”，培育邮轮要素市场，促进

邮轮总部基地集聚。推进上海长滩、双

庆路城市综合体、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金富
门酒店改造等重大项目建设协调服务工

作，推动区域经济提速发展。上海长滩

项目建设进展顺利，自 ２０１４年前期报
建，２０１５年动工建设，年内建设一、三、
四、五号地块，完成六号地块部分房屋预

售。建设越江隧道（Ｇ１５０１）项目，完成
地下隧道掘进工程，进行中部隧道掘进

施工。双庆路城市综合体项目完成基础

施工，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宝山时

代国际广场（夏园项目）完成补缴地价、

项目公示等事项，开始项目施工准备工

作。推进零点广场项目招商工作，９户
企业完成进驻，项目转入运营阶段。临

江商业商务中心（圈围地块）、金富门酒

店改造项目、盘古路地块土地收储等项

目前期工作有序进行。友谊都市产业服

务中心项目于上半年项目竣工，验收工

作完成，进入日常使用及招租状态。

表３０ ２０１７年友谊地区幼儿园情况

名　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上海市宝山区柏敏琴幼儿园 宝钢二村１８号 ５６６９３８８３２０６

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幼儿园 宝钢八村４５号 ５６６９４９８５８０２

上海市宝山区临江幼儿园 宝城二村５５号 ５６６９１３５６７１０２

上海市宝山区密山幼儿园 宝钢十村１６号 ５６６９１９７２８００１

上海市宝山区盘古幼儿园 宝钢十一村４７号 ５６６９１８９０６２０１

宝山区宝钢九村幼儿园 宝钢九村１１号 ５６６９６０８５

上海市宝山区区直机关幼儿园 密山路４号 ６６７９７９１０

上海市宝山区小海螺幼儿园 宝山十村４９号 ３６０１１６４３

上海市宝山区星辰科技幼儿园 永乐路１１５弄２３号 ５６１０１９９３

上海市宝山区七色花艺术幼儿园 宝林路３３６号 ５６１１６４９８

七色花总部 宝山八村７８号 ５６１１３８７７

上海市宝山区小蝌蚪幼儿园 宝山三村 ５６５６５０７６

上海宝山区实验幼稚园 宝钢三村７６号 ３６０７１９７６

上海市宝山博士娃幼儿园 宝林八村９９号 ５６１０９３８３

上海红黄蓝双语幼儿园 宝林路５５１号 ５６１０３７２８

上海宝山区行知幼稚园 宝林三村４６号 ５６１０８７３５８００８

上海宝山区新苗幼稚园 宝钢十一村９号 ５６６９３２４１

表３１ ２０１７年友谊地区中小学情况

名　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宝山实验学校（小学部） 友谊支路２０号（东校区） ５６１２９５３５

宝山实验学校（初中部） 友谊路１２０号（总部校区） ５６６９４４３１

宝教院实验学校（小学部） 东林路１２５号 ５６１０８９２７

宝教院实验学校（初中部） 东林路１２５号 ５６１０８９２７

宝钢新世纪（小学部） 盘古路５２８号 ５６６９３１９１

宝钢新世纪（初中部） 盘古路５２８号 ５６６９３１９１

第一中心小学
宝山八村１１号（西校区） ３６０１１０８７

宝东路５８０号 ５６１２６８８０

实验小学
东林路５００号（东校区） ５６６９２４４６

团结路１８１号（西校区） ５６６９１７１９

广育小学 密山路３０号 ５６６９６２３９

宝林三小 宝林五村４５号 ５６１２５３６８

淞谊中学 密山路１００号 ５６６９１７３０

宝山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中学 宝杨路４８０号 ５６１１５２１７

行知二中 海江一路１６号 ５６１０２２２７

行知中学 子青路９９号 ５６１０４５０４

宝山中学 盘古路２４７弄２０号 ５６６９２１４４

培智学校 子青路２８号 ５６６９２７４４

■社会事业　坚持抓牢“三个公共”（公
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完善公共

服务布局。强化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建设，提升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开展岗

位建功、文明城区创建等各项工作，完成

梳理当场办结业务、优化梳理公共服务

事项、证明事项、《居委一本通》政策咨

询业务等一系列业务梳理工作。推进社

会组织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加强重点

培育孵化，提升社会力量参与水平。全

年辖区落地实施的社区公益服务项目

２２个，其中市级２个、区级１６个、创投项
目４个，项目总量３６８万元。街道辖区
登记注册社会组织１５７家，其中社团７８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７９家。入驻中心社
会组织达３９家，其中成功孵化１７家。

■民生服务　推行就业帮扶项目化，与
德国巴伐利亚职业培训机构合作，推进

“创业梦工厂”及就业工厂项目。开展

“启航”青年就业计划，全年实现帮扶引

领创业人数７６人，帮扶引领３５岁以下
青年大学生创业 ４２人，创业带动就业
３７７人，享受街道创业补贴政策５１人，补
贴金额１７１万余元。根据上海新版社会
保障卡试点试验工作要求，对社保卡网

点硬件设备进行购置升级，并加强各项

业务学习，共受理补换卡３４６６张、社保
卡采集２８８张、敬老卡受理１５７２张。推
进老年宜居社区建设，深化“养老服务

包”试点和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试点工作，

街道重点项目友谊养老院改扩建项目完

成前期准备工作，进入项目申报立项程

序。在宝林四村１２号建设上海·友谊
社区馨谊长者照护之家，设计床位 ２５

张。推进日间照料等服务设施建设，在

密山路建有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老年

人综合型示范助餐点等，年内新增宝山

八村居委会日间照料站。优化政府购买

服务，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举办群众

喜闻乐见各类活动，组织“夸夸我的传家

宝”“美丽友谊纳凉晚会”“幸福谊家”书

画展、“友谊市民大咖秀”等活动。依托

“１＋６＋３７”（社区文化个中心、６个社区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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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广场、３７个居委会综合文化活动室）
文化阵地将文化服务覆盖到整个社区。

宝林二村完成“一村一居一舞台”政府

实事工程申报并通过区文广局验收，配

发一套音箱设备；社区３７个居委会全部
参加综合文化活动室、群众文化示范团

队星级创建，其中有１９家获区村（居）委
综合文化活动室星级称号，２７家获区群
众文化示范团队星级称号。

■城市网格化管理　健全城市网格化综
合管理体系，做实中心平台，构建“１＋５
＋１＋３７”管理模式，即１个中心联勤执
法办公室、５个综合网格、１支综合执法
队和３７个居委会工作站，提升综合管理
效能。在保证完成每季度网格案件考核

数量基础上，重点抓网格案件质量，提高

案件实际解决率和及时结案率。网格中

心平台全年共立案 ５２６９４件，结案率
１００％，及时率９９２％。通过数据分析，
研判城市管理过程中主要存在问题，在

重点处置违章搭建、门责管理、暴露垃圾

等问题基础上，按照网格案件分类，扩大

其他案件上报数量，全面做到社会综合

管理。

表３２ ２０１７年友谊路街道居委会

名　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宝林一村 宝林一村１２４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４

宝林二村 宝林二村９３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７

宝林三村 宝林三村２６号 ３６１００３５５

宝林四村 宝林四村６６号１楼 ３６１００２０５

宝林五村 宝林五村４４号２楼 ３６１００２９５

宝林六村 宝林六村８４号１０４室 ３６１００２４９

宝林七村 宝林七村５６号１０４室 ３６１００３０９

宝林八村 宝林八村５３号１０３室 ５６１００８４８

宝林九村 宝林九村２７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２４８

宝钢一村 宝钢一村１１４号 ５６１００４７３

宝钢二村 宝钢二村３２号乙１０２室 ５６１００４７６

宝钢三村 宝钢三村１０号甲１０１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３

宝钢四村 宝钢四村１３号１０１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４

宝钢五村 宝钢五村１号１０５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５

宝钢六村 宝钢六村１号１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６

宝钢七村 宝钢七村４２号－１临 ３６０７１５２３

宝钢八村 宝钢八村６３号１０４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７

宝钢九村 宝钢九村１２号１０３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８

宝钢十村 宝钢十村６号１０７室 ５６１００５２１

宝钢十一村 宝钢十一村２５号２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６４

宝山一村 塘后路３００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２

宝山二村 宝山二村３３号 ５６１００４１２

宝山三村 宝山三村１２３号 ５６１００１６３

宝山五村 双庆路８５弄３２号 ５６６０８１０３

宝山六村 宝山六村６９号１０１－１０２室 ５６１２００５７

宝山七村 宝山七村３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００４３５

宝山八村 宝山八村８２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５

宝山九村 宝山九村５５号 ３６０１０８３１

宝山十村 宝山十村９４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２

密山二村 密山二村５２号１０３室 ３６０７１５９９

临江新村 临江三村２１号 ３６０７１４６８

临江公园 宝城三村１号乙 ５６６０２２５０

宝城新村 宝城一村４５号 ３６０７１４６９

白玉兰花园 海江路６６７弄４５号２楼 ３６０１１２４２

华能城市花园 华能城市花园５５号２０８室 ５６１１０５２５

同济公寓 同济公寓２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６０１７８３

住友宝莲 住友宝莲小区１０号东 ５６１００９７３

（浦雅琼）

■市容环境　围绕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改善市容市貌，

确保健康教育、市容环境、环境保护、公

共卫生、除害防病等各项指标，完成创卫

复审工作任务。成立１０个工作小组，明
确１４项复审重点任务，完成并推进１３２
项创卫复审重点整治点位的梳理和整治

工作。完成全国健康促进区创建任务，

完成２家健康机关建设（街道办事处、社
区事物受理服务中心）、１家健康企业建
设（幸福摩托车厂）、１５家健康社区创建
工作。其中，街道办事处作为全区唯一

一家健康机关接受全国爱卫会专家组检

查和考评。以推动“创宜居宝山，建美好

家园”为契机，推进街道６项市容环境整
治项目，邀请专业设计团队参与方案制

定，实施东林路、盘古路等道路改造工

程。做好无证经营餐饮单位排摸和整治

工作，根据辖区违法违规经营现状，全面

查处无序设摊、夜排档、蔬菜瓜果卡车设

摊等，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固化整治成

果。重点保障“两节、两会”“十九大”等

重要时间节点，加强对大中型饭店、学校

食堂、超市卖场等风险较高的经营单位

监督检查。全年先后监管日常巡查

２８７３次、监督检查８１次、专项检查２５１
次，基本做到辖区餐饮单位信息全公示，

菜场经营户亮证经营率１００％。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落实第四级综合
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推进物业党建联建，

推行居委会、业委会交叉任职和符合条

件业委会成立党的工作小组，发挥党组

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四驾马

车”作用。年内共完成到期业委会换届

改选１８个，推行居委会、业委会交叉任
职的小区２３个，住宅小区业委会组建率
达９５％。将住宅小区综合管理纳入街
道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平台，落实网格

化管理员巡查小区制度。落实城管执法

人员联系社区制度，明确执法事项清单

和处置标准流程，做到一人一居委、一人

一小区，落实居委会与城管执法每周联

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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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制度。根据街道“我爱我家，幸福谊

家”小区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治六

乱、建六小、创六优”（“治六乱”：治乱搭

建、乱停放、乱堆物、乱张贴、乱晾晒、乱

养植；“建六小”；建小广场、小客堂、小

楼道、小景观、小苗圃、小步道；、“创六

优”；创党建优、环境优、自治优、服务优、

平安优、文明优），落实小区综合整治和

小区实事项目，完成宝钢一村等６个小
区２９个非机动车充电设施建设和宝钢
五村等３４台小区老旧电梯改造。开展
“星级保安”评比，提高保安服务社区积

极性，共计７４名物业保安获“星级保安”
称号、１４个物业保安岗亭获“星级物业
岗亭”称号。开展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推

进绿色账户激励机制，发放垃圾分类以

奖代补奖励４２１８万元。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５日，友谊区域青年“青春公益文明行”活动举行 友谊路街道／提供

■平安建设　推进平安实事项目，推进
“平安智联网”建设，完成三级联网机

制，实现技防物防设施基本联网全覆盖。

结合“我爱我家，幸福谊家”小区综合治

理计划，完成警务室规范化建设，加大对

小区车门禁、视频监控等技防物防设施

升级改造工作，完成１０个小区车禁、门
禁改造工作，６个小区防盗门改造工作。
结合国庆、党的十九大期间安全生产工

作要求，开展“两个排查工作”（涉黑涉

恶排查、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对治

安重点地区及突出问题进行排查，共计

排查出２２家涉黄“三小”（小发廊、小足
浴、小按摩）场所，４个涉黄重点路段以
及２６家“晃晃麻将”场所，全部予以关
停。共组织各类群防群治力量３０５９０人
次，完成重要节点的安保任务。落实信

访工作每月矛盾纠纷排查制度、领导接

待日制度等，秉承“事要解决”工作理

念，强化信访矛盾化解工作制度，落实领

导包案、“一岗双责”等举措，有效化解、

缓解一批疑难信访矛盾。坚持滚动排

查、集中排查相结合，开展重要节点专项

排查，落实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及重大信访
信息随时报告和零报告制度，确保信息

畅通。加强群租整治，共计排摸疑似群

租户４１家，确认群租３０家，通过上门约
谈告知，自行整改３０家，集中整治６家，
整治率 １００％。结合“五违四必”（“五
违”：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

法排污、违法居住；“四必”：安全隐患必

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

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开展

“非改居”整治，对辖区７家规模租赁房
经营业主和负责人进行“清退”约谈，要

求业主与房客协商解除租赁合同。对友

谊路１７３弄１号、９号及友谊支路７１号
三家规模租赁房进行集中整治，共清退

人员９９名，查封房间６７间。拆除同济
路９３８号存在“非改居”现象违章建筑
４５间，清退人员２５名。

■开展“五违”整治　作为“五违四必”
攻坚战关键一年，街道坚持“节点刚性、

以法促治、长效管理”，超额完成全年区

级整治任务目标，全年累计拆除违法建

筑面积６５０４５３１平方米，“五违”整治工
作完成率１０８４１％。历时半年完成宝杨
路２号上海隆得歧实业公司、宝杨路 ５
号温岭荣超装饰工艺品厂和上海岭龙家

具厂、上海山名工贸有限公司以及宝莲

城等五个区块“部队停偿”整治，在全区

范围内率先完成部队停偿工作目标任

务。在完成区级拆违量目标基础上，加

大违法建筑巡查力度，结合街道“幸福谊

家”住宅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开展小区违

法建筑和破墙开门开窗整治工作，重点

整治破墙开店、天井开门开窗，完成辖区

内天井破坏房屋外貌拟封窗封门恢复原

样户数共计２３０７户。

■创建区“交通文明示范区”　协助创
建区“交通文明示范区”，坚持以问题为

导向，补足辖区交通短板。街道交通类

１１０警情大幅下降，居民小区停车位数
量新增 １３２％，新增 ２２８８个至 １９５８６
个，道路停车位较原来数量翻７５倍，增
至１９４７个，其中新设专供夜间停车位
２３６个。启动错时共享停车措施，部分
居民区联合宝莲城、安信广场、友谊地段

医院等周边企事业单位共享停车泊位共

计３５６个。安装违章抓拍系统，在友谊
路、牡丹江路等主要路段完成２２套违章
抓拍系统和 ５套货车违章抓拍系统建
设。成功创建牡丹江路、宝杨路两条区

级交通行为样板路段。对“交通文明示

范区”内重点单位、重点区域（医院、学

校等）推进“门前清”自治责任制，制定

“一点一方案”，量身制定各项措施。组

织平安志愿者参与非机动车管理，共计

发动平安志愿者３１７２人次。解决执法
盲点，完成２个小区通道乱停车整治，开
展宝杨路菜场周边非机动车专项整治工

作。发挥企业主自我管理平台作用，提

出“自治、共治加法治”治理思路，通过

组建区域业主自治管理联席会议，形成

巡防联动、经费联筹、人员联派、隐患联

查、安全联享的“五联”机制。借鉴该区

域群体自治、协商共治、规范法治的成功

经验向南延伸，启动宝杨路同济路西侧

拆违后自治管理工作。

■党建工作　制定街道加强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四方面１５条实施意见和６０条工
作任务清单，压紧压实党建责任并做到

落实落地。深入推进区域化党建工作，

全面打造“谊家党建五福同心”品牌，在

原五大党建项目品牌基础上深化拓展，

幸福苗（正能量工作坊）开展活动２４期，
受益学员 ８５７人次；幸福林（服务大篷
车）进社区开展“四季之约”服务活动６４
次；幸福树（服务连连看）累计３２６次，运
用“互联网＋”思维，启动“幸福红包”党
建公益项目；幸福花（亮点银行）为审核

通过的２７个党建特色项目提供经费支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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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幸福果（积分兑兑换）等子项目惠及

群众数百人。全面推进“身边好党员、我

的好支部”活动，开展“六个一”活动，即

举办一次“身边好党员”故事会、一次

“我的好支部”工作案例征集活动、一次

“我是党员”主题党日活动、一次“身边

好党员 我的好支部”表彰仪式、一次微

广告微电影展播活动、一次工作推进会

议。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线上”开

设十九大答题专栏，吸引１０００余名社区
党员参与；“线下”结合干部队伍建设，

设立“十九大”精神专题学习内容，建立

学时制度、培训结业考核制度等，同时向

各基层党组织发放１０００余套《十九大报
告单行本》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推进

党建带群建，指导居民区做好党建服务

站点建设，２家完成示范型、１０家完成
标准型党建服务站建设。发挥社区党校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利用 １
个教学基地、４９个远程教育点、３７个党
建服务站，使社区党校成为“家门口”的

课堂，推动党员学习教育基层化、全面

化、常态化。社区党校老师彭宗安、王立

芳的课件分别获宝山区社区党校优秀课

件一等奖与三等奖。

■友谊都市产业服务中心竣工　 ３月，
友谊都市产业服务中心大楼建成投入使

用。大楼位于宝杨路 １３６９号，占地约
０７３公顷（１１亩），总建筑面积约２５万
平方米，建筑主体由一栋地上十三层部

分三层地下一层组成，建筑总高度 ６０
米，由上海友邑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建造并管理运营。项目于 ２０１６年
开工建设，其中１层至５层为区房地产
交易中心和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浦雅琼）

表３３ ２０１７年吴淞街道居委会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西朱新村 ７７６ １８８６ 西朱新村６４号 ５６６７８１４８

海滨新村⑴ ２０２０ ３６３４ 海滨新村６７号乙一楼 ５６５６２１８３

海滨新村⑵ １６３８ ２７４７ 海滨新村１２１号西侧 ５６５６０１２７

海滨二村⑴ １６０９ ３２９９ 同泰北路２２７弄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５６００５３

海滨二村⑵ １４２０ ２６６２ 海滨二村９５号西侧 ６６６５０７２２

海滨三村 １９３６ ３３７０ 海滨三村４５号１０１室 ５６５６０６４８

海滨四村 １３５２ ３００５ 海滨四村３５号 ５６５６０９５０

牡丹江路 ２６２２ ４６３６ 海滨六村１３号２楼 ５６５６９８７２

海滨八村⑴ １３９９ ２３７１ 海滨八村５０号 ５６１７２５６６

海滨八村⑵ １０４６ １２３０ 海滨八村５号１０１－１０３室 ５６１７２５６６

三 营 房 ２３６８ ３７４６ 前三营房８８号 ５６１７２３２８

永清新村 ２７０３ ４６２６ 永清新村１１８号 ５６５６７０１０

永清二村 １９９３ ３３７１ 永清二村１１６号 ５６５６５２４９

海江二村⑴ １３５８ ２９７３ 海江二村３６号 ５６５７８０３３

海江二村⑵ １５７２ ２４４４ 海江二村１５３号 ５６１６３０７７

海江新村 １２５７ ２２３９ 塘后路２０３弄２２号 ５６５６３９４８

吴淞新城 ８３２ １０５４ 班溪路５５弄８２号 ５６８４０２６５

吴淞三村 ８１０ ９９０ 吴淞三村３３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４４８０１

淞新 ８２５ ２０４４ 淞滨路１６５弄１号 ５６８４９７２４

和丰 １４０２ ３４２０ 淞滨路７０弄８号 ５６６７００５６

桃园新村 １７３４ ３１０４ 桃园新村２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４７０２３

长征新村 ７０２ １６４８ 长征新村８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４３２７０

一纺 ３８８ １３９５ 淞滨西路８１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５６１７

二纺 １０５３ ２４１１ 宝林雅园５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８４５１

李金 １２１０ ３１９８ 淞滨支路４０弄２号１０３室 ５６８４９３５８

泗东 ９３７ １７４９ 泗东新村２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７９２５６

淞西 ６５６ １２４５ 同济路６０弄４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３７１６

集体户 ６７ １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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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起长江路延伸至东海船厂南围墙

与淞南镇接壤，北到双城路与友谊路街

道相邻，面积７５２平方公里，下辖２７个
居民委员会。至年末，有户籍２８８７２户、
７２２３２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２６０５０
人。计划生育率 ９９９％，人口出生率
６４３‰，人口密度 １３２１１人／平方公里。
辖区内共有各类法人单位１０００余家、学
校２６所、驻地部队２２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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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

网＋”企业服务中心１个，图书馆１座，
室外公益性居民健身苑点５５个、健身步
道１条、社区公共运动场１个、百姓健身
房１个。街道党工委下辖行政党组、社
区党委、２６个党总支、１６７个党支部，在
册党员５５１５人。年内获评上海市食品
安全示范街镇、上海市文明社区、上海市

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上海市双拥模

范街道等称号。街道办事处地址：淞滨

路３８５号。

■旧区改造　吴淞西块９０号地块旧改
签约进入收尾阶段，９１号地块签约率
８５％，完成１２０户外出过渡居民安置任
务。落实旧住房成套改造任务，海滨新

村竣工１幢，在建１幢；桃园新村竣工１
幢，在建２幢。

■开展“五违四必”整治　完成新民村
等６个区级地块５万平方米违法建筑拆
除任务。结合中小河道治理，清理?藻

浜、北泗塘河沿岸 ６米线内违法建筑
９０００平方米。结合部队“停偿”（全面停
止军队有偿服务）工作，拆除部队“停

偿”区域违法建筑７０００平方米。整治逸
仙路、同济路、泰和路、水产路等道路两

侧违法建筑３０００平方米，累计拆除违法
建筑１０８５３１９６平方米。

■就业与社会保障　完成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系统优化升级，推进乐业吴淞创业

就业计划，扶持成功创业５６人（目标数
５０人），其中３５岁以下青年３０人，带动
就业２６４人；推荐就业共计６４８人（计划
完成 ３５０人），其中：长期失业青年 １３０

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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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龄就业困难１１７人，刑释解教人员
３３人。控制失业人数 ２７３０人（目标数
３０５０人），完成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２８１
人，发放社会保险费补贴卡８３张。做好
民政救助工作，累积发放低保金 １１３３４
人、８４３５３万元；重残无业补助２７９３人、
３４３８３万元；传统对象救助６１人、１１９１
万元；落政对象补贴６０人、１２０３万元；
临时补贴 １０７人、６３３万元；粮油卡
５６０６人、４３６５万元；医疗救助 ２７４人、
８３１０万元；发放大学补助 ３９人、１５６
万元；残疾人“两项补贴”（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

１７３７９人、３９８万余元。开展“浓浓关爱
情”公益项目，走访慰问大重病家庭

１４００户，费用共计１９３８万元。

表３４ ２０１７年吴淞街道辖区学校

学校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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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滨小学 泰和路２９１号 ５６１７８０８５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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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山成人进修学校 淞桥西路１８号 ６６６３０２１９

■推进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依据“全面
铺开、分步实施”总体原则，编制小区综

合治理任务清单和“一小区一方案”，专

题召开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推进大会，乐

居物业指导中心正式运作。年内实现所

有居民小区全覆盖，出动执法整治人员

１万人次，拆除违法搭建８２９处，封闭破
墙开门１０２７处，清除垃圾９０００余吨，修
复道路 ４８１万平方米，改造绿化 ２１３
万平方米，新增停车位４６２个，外立面防
水粉刷２６８９万平方米，新增无障碍坡
道８２２个，底层围墙遮挡 ６４５０平方米，
引入第三方助力小区管理。

■推进社区自治共治　加大社会组织
扶持培育力度，推行公益项目闭环式管

理实施办法和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完成

１２个社区公益项目评审立项和“情暖
夕阳、爱满吴淞”等项目政府采购招投

标。开展 ２０１６年度公益项目终期评
估，新引进社会组织 ３家，新注册社会
组织２家。开展“社区示自治家园”创
建评选活动，永清新村居民区、海滨四

村居民区申报的“共担人人出彩 共享

梦想成真”、社区自治“小组织”、美丽

家园“大奉献”案例获示范奖。全力打

造吴淞特色“社区通”平台，平台使用率

和居民活跃度名列全区前茅。至年末，

“社区通”平台上线人数２９７４５人，占常
住人口的６７％，党员亮身份３５８５人，并
成功创建吴淞新城及和丰两个区级“社

区通”示范点。

■社区文化建设　实施“老来乐”公益
文化项目，举办活动 ７０场，参与居民
９９５０人次。全面开展上海市民文化节
系列活动，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主要

活动阵地，精心策划社区文艺团队展示、

市民沪剧展演、十字绣作品展和社区文

化活动图片展、声乐培训、舞蹈培训、排

舞培训、时装表演培训、沪剧沙龙、体育

健身共十项专题活动，举办活动４９场，
参与居民１５４３０人次。街道金波浪合唱
团参加２０１７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合唱
大赛暨第六届“金秋闵行”上海合唱节

展演，舞蹈队“水乡笠影”参与 ２０１７年
“宝山星舞台”展演并入围决赛。联合

主办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武术
比赛，举办群众体育大会吴淞街道休闲

棋牌、趣味网球、乒乓球、健康走、城市定

向、飞镖等６场基层比赛，参与群众１２００
人；组队参加３对３篮球、健身气功、广
播操等比赛。“吴淞面塑”成功申报宝

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平安建设　建成社区综治中心并正式
运行，完成６个居民小区“安居卡”工程
建设招投标，新增４３处公共部位安防视
频监控设备。落实党的十九大期间社会

面防控任务，开展涉赌场所专项整治和

电信、网络、金融领域违法犯罪专项整治

行动，推进４个治安薄弱小区整治，做好
元旦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管控工作。推进

人口综合调控，重点抓好人口信息质量

管理，明确人口调控重点点位并开展联

合整治。加强安全监管工作，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四级五覆盖”［“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三个必须”（管行

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

产经营必须管安全）、政府主要负责人担

任安委会主任、各级安监部门向同级组

织部门通报安全生产情况五项工作要求

在市、县、乡、村四级全面覆盖］工作要

求，检查单位累计２８８５家次，加强５处
消防高风险点重点监管。在９个居民区
开展消防应急综合演练，完成５０００户老
旧小区居民家庭燃气设备安全检查。开

展迎接党的十九大安全生产大检查，完

成区级督办的顺凯物流消防隐患整治。

抓好司法行政工作，实现２７个居委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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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顾问全覆盖，探索设立“法律日（夜）

门诊”，组织结对律师参加便民服务日法

律咨询活动。成立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驻派出所调解工作室，引入律师事务所

与派出所结对机制。做好信访维稳工

作，抓好党的十九大、全国“两会”、市十

一次党代会、“一带一路”峰会及金砖会

议等重要节点期间的信访稳控工作。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在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举行“追寻红色记忆，共创吴淞辉煌”庆祝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暨纪念长征胜利８１周年区域化党建定向挑战赛活动 吴淞街道／提供

■党建工作　开展“喜迎十九大、相聚在
党旗下———培育选树宝山好党员、好支

部”主题教育活动，街道党工委获区最佳

组织奖。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开展“十星”小区创建活

动，深化区域化党建成果，组建成立吴淞

街道社区党校校务委员会，完善“党建服

务超市”特色项目活动机制，发挥老书记

工作室督导作用。组织开展“做一天社

区工作者”主题党日活动，自导、自演共

同编排的微剧《３６５分之一》，举办“重走
红军路———城市定向挑战赛”。建成开

放新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和工会服务中

心，成立智慧七立方园区联合党支部和

园区党群服务站。

■开展部队“停偿”项目清理整治工作
　全面开展部队“停偿”项目清理整治
工作，年内完成“停偿”项目６６个，其中
法律援助项目 ４４个，终止收回项目 ４
个，“五违”（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

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整治项目２
个，委托管理项目１３个，列入部队房产
置换给地方政府项目３个。自“停偿”工
作启动后，军地联手发放“停偿”告知书

８９０余份，约谈经营户２６３人次，关停经
营用房２３４间，清理违法居住的外地来
沪人员５７０余人，拆除违法建筑２６００平
方米，其中被列为市法律援助试点项目

的同济支路１号项目于３月底前完成。

■设立“法律日（夜）门诊”　为建设“法
治吴淞”工作目标，街道以“居委法律顾

问”政府购买服务为契机，探索在有条件

的居民区开设特色法律日（夜）门诊，创

设“吴淞模式”法律服务品牌。其中特色

法律日门诊为：海滨新村居委住宅小区综

合治理、物业纠纷，桃园新村居委家庭矛

盾纠纷；特色法律夜门诊为：泗东居委妇

女儿童维权，三营房居委军人军属维权及

吴淞新城居委白领驿站心理咨询等。

■开展“做一天社区工作者”主题党日
活动　３月３日，由两新组织上海蓝云

保洁有限公司、共建单位上海阳光麦穗

公益发展服务中心和西朱居民区党总

支共同编排的微剧《３６５分之一》在社
区党建服务中心首演，６０多名党员代表
观看演出。该剧由区域化党建成员单

位、“两新”党组织及居民区部分党员群

众利用空余时间自编、自导、自演，从调

解邻里矛盾、宣传宠物不扰民和小区夜

间巡逻这三个故事进行展开，一桩桩看

似平常事件串联成社区工作者 ３６５天
中平凡的一天。该剧演员来自于社区

普通居民和驻区单位一线职工，这种将

发生在生活中的身边事、身边人通过微

剧表现形式让观众们认识到社区工作

的繁琐，从而更加理解配合社区开展日

常工作。

■主办区群众体育大会武术比赛　５月
２８日，由区体育局、区教育局、吴淞街道
主办，宝山区武术运动协会承办的２０１７
年宝山区群众体育大会“吴淞杯”武术

大联赛在行知中学体育馆举行，来自全

区８００多名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武
会友，展开各路角逐。比赛分团体组与

个人组，设有２４式太极拳、４２式太极拳、
４２式太极剑等多个项目，经过一天的激
烈比拼，吴淞街道太乙游龙拳队获团体

一等奖。

■举行庆祝建军９０周年“双拥小苑”揭
牌仪式暨文艺演出　７月２８日，街道在
三营房居委会广场举行庆祝建军九十周

年“双拥小苑”揭牌仪式暨文艺演出活

动。上海市双拥基金会宝山分会会长倪

诗杰、某部队副政委范玉定出席活动，并

为“双拥小苑”揭牌。文艺演出活动共

分为《共建新曲》《军地和韵》《双拥情

深》三个篇章，以吴淞街道与部队开展双

拥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为主线，用歌

曲、舞蹈、戏曲、杂技等多种表现形式，热

情讴歌新时期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

一家亲的鱼水情深。街道将利用“双拥

小苑”所具有的各类配套功能，开展贴近

军地双方需求的特色活动。

■举办“重走红军路———城市定向挑战
赛”　１０月２７日，为庆祝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１周年，街
道组织区域化党建联合会成员单位代

表、两新党组织代表、网格党建工作站代

表等１７家单位，在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
公园举行“追寻红色记忆，共创吴淞辉

煌”区域化党建定向挑战赛，以重走“长

征路”方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

神。１６支参赛队伍完成“强渡大渡河”
“巧渡金沙江”等以红军长征路为元素

串起的任务环节。 （赵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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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庙街道
■概况　张庙街道地处宝山区南部，东
起泗塘河与淞南镇为邻，西至共和新路

与庙行镇毗连，南迄一二八纪念路与高

境镇接壤，北临?藻浜与杨行镇相望，辖

区面积５１９平方公里。街道下设３３个
居民区，４０个居委会。至年末，有户籍
６９９９０户、户籍人口１１８５１１人，常住人口
１６３１５２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２２５１２
人，户籍与上年持平，户籍人口减少８８９
人，常住人口减少２０５８人，列入管理的
来沪人员减少４９１人；户籍人口自然增
长率－５５‰，计划生育率９９７６％，人口
出生率５２６‰，户籍人口密度２２８３４人／
平方公里。辖区内有法人单位１０１５个，
中小学校及幼儿园 ３３所，二甲医院 １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２个，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１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１
个，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１个，社区
党建服务中心１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１
个，社区综治中心１个，物业服务指导中
心１个，图书馆２个、分馆１０个。建有
公共运动场 ３个，居民健身苑（点）６５
个。街道党工委下辖３２个党总支、１６３
个党支部，登记党员 ８４４４人。年内，街
道获国际安全社区、中国人居环境奖（范

例奖）、上海市平安社区、上海市信访系

统先进集体、第四届上海市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呼玛

二村居民区党总支被命名为“上海市党

支部建设示范点”。街道办事处地址：呼

玛路８００号。

表３５ ２０１７年张庙街道学校情况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电话 备注

红星小学 泗塘三村３９号 ３６０９０３１８

泗塘新村小学 泗塘一村１００号甲 ５６７５１３８５

虎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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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２１９５０１

通河新村第二小学 通河二村２７号 ５６７４９５８７

通河新村第三小学 通河路３４５号 ６６２０７７２３

通河新村第四小学 通河八村１１３号 ５６７６９６４０

呼玛路小学 呼玛二村１７９号 ６６２２３６１１

民办日日学校 通河六村１６６号 ５６７３６８６８

宝山第三中心小学 呼玛路７９２号 ５６７４７６３５

新闻出版教育中心 呼兰路７２１号 ５６７５５４１４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呼兰路７６３号 ５６９９６２６９

成人培校 泗塘一村１４－１号 ５６９９２００２

通河中学 呼玛路７８８号 ５６７４１５１９

求真中学 通河一村５号 ５６９９５１２２

泗塘中学 长江西路７６８号 ３６０９０３１１

泗塘二中 共江路６６８号 ５６７４５９６９

虎林中学 虎林路５６５号 ３６１１０４４９

呼玛中学 爱辉路５８５号 ５６７３４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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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河二村幼稚园 通河二村７６号 ５６９９３６８５

呼玛二村幼儿园 呼玛二村２５１号 ６６２０６２３２

小百花幼儿园 通河八村１１８号 ３６１１１１０１

星河幼儿园 通河一村１２号 ３６１１０５４０

博爱双语

艺术幼儿园 通河三村６０号 ５６７５０４１３

虎林路幼儿园 泗塘二村２９号 ３６１１０８９７

育苗幼儿园 通河八村８８号 ５６９９５３８２ 原在泗塘三村，现在
建，暂借通八地区

革新幼儿园 泗塘一村４４号 ５６９９５３８２

博士娃幼儿园 泗塘四村４８号 ５６９９１３７３

苗苗幼稚园 呼玛一村７３号 ３６１１０５７９

泗塘五村幼儿园 泗塘五村１２９号 ５６７５３３８３

■民生与社会事业　深化老年宜居社区
建设，张庙养老院、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与长者照护之家等近 ２０个“异香康
乐”实事项目陆续投入使用，老年医疗护

理申请人数４４６人次，实际享受上门护
理服务３２０人次。新增３个“日托站”为
社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看护，新建成“长

者照护之家”为１０名老人提供短期住养
服务，逐步完善“１５分钟社区为老服务
生活圈”。完成创业就业指标，失业数控

制在５３１２人（指标数５３２２人），安置就
业困难人员５２３人、零就业家庭９户、启
航就业７３人（指标７３人），成功创业５８
人（指标５５人）、带动就业２６７人，其中
３５周岁以下大学生创业３３人（指标３３
人）。加强社会救助和助残、扶残工作，

做好节日帮困、低保救助、粮油帮困、医

保补助、医疗救助、实物救助、支内回沪

等社会救助，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

（护理补贴、生活补贴）及交通补贴等，

共发放各类救助及补贴款６７００万余元，
近１０万人次受益。指导帮助１０名残疾
人就业，落实贫困残疾人家庭实物帮困，

完成辖区内４５３５名残疾人入户动态更
新调查，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４７４７
万元，发放残疾人交通补贴１５７６万元。
拓展社区事务办理延伸服务，建成综合

服务分中心、一站式服务站和受理点三

大服务网络，３５项业务下沉至居民区办
理。在１０个居民区增设社区综合服务
信息平台，推进社区综合服务信息平台

建设。做好廉租房、公租房、共有产权保

障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相关工作，１４８户
廉租房、３户公租房及８６０户共有产权房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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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　深化区域化党建，依托街
道“社区党建理事会”，８０余家驻区单位
与３３家居民区党组织实现１００％结对。
推出新一轮“十大社区公益服务项目”，

累计６万余人次受益。打造社区居民
“公共客厅”，构建居民区规范化、共享

型、开放式自治共治的公共空间，完成首

批１８个居民区“公共客厅”打造。推进
“社区通”建设，打造党建引领社会治理

的网上新平台。通过“社区通”发布公

告５９００条、办事指南 ４６６条、居民议事
主题５４６条，解决问题约１７００个。街道
３３个居民区上线人数及活跃度持续攀
升，上线人数 ３４万人，党员亮明身份
３０８６人。深化楼组党建，开展楼组党建
“双百”创建，即创建１００个特色楼组，评
选１００个“六微”（收集“微建议”、上好
“微党课”、开展“微活动”、立好“微项

目”、推行“微公益”、做实“微服务”）项

目。深化互联网党建，发挥互联网科技

优势，开展“互联网 ＋党建”，“张庙社区
党建 Ｅ线联”ＡＰＰ全面上线，打造指尖
上的党建“微”平台。深化“好党员好支

部”培树活动，呼玛二村居民区党总支被

命名为“上海市党支部建设示范点”。

强化“文斌工作室”“月明工作室”建设，

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一批优秀书记和

党员社工脱颖而出。

表３６ ２０１７年张庙街道居委会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虎林 ２４５３ ４２３５ 泗塘一村１号１０６室 ６６２０１９２３

泗塘 ２１３８ ３１２９ 泗塘一村６７号 ６６２０９１０１

新桥 １９１４ ４０６３ 革新路２５号 ６６２０１５４０

虎二 １７５３ ３８９９ 泗塘二村２８号－１ ５６９９８１５１

振兴 １６９４ ４３０９ 泗塘二村１０２号１０２室 ５６７４３６１２

泗塘三村 ２３９８ ２６８４ 泗塘三村５号 ６６２２７１０３

泗塘四村一 １６４３ ３３０３ 泗塘四村１０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９３０３６

泗塘四村三 １９４２ ２２５５ 长江西路１１６０弄２０／１０４ ６６２０５８１８

泗塘五村一 １３５１ ２３１６ 泗塘五村３４号 ６６２０１９６０

泗塘五村二 １８９４ ２０８４ 泗塘五村１７１号 ６６２０５６１３

泗塘六村 １５０１ ３４０１ 泗塘六村５２号乙 ５６７４４４４１

泗塘七村 ２０５５ ３７１０ 泗塘七村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４７９４

泗塘七村三 １１２８ ３６９９ 虎林路９９弄７５号２楼 ６６２１５７２６

泗塘八村 ２０６８ ３４９８ 泗塘八村１３－１号 ６６２２００２４

呼玛一村二 １７０４ １５５２ 呼玛一村５６号１０１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１

呼玛一村三 ２０６１ １３０１ 呼玛一村１０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０

富 浩 １０３８ ４２０７ 虎林路８００弄１９号３楼 ３６１１０３４９

通河一村 ４１７２ ６９７３ 通河一村１０９号 ３６１１１１３２

通河二村 ４０５２ ５６９８ 通河二村６０号 ６６２０９９０８

通河三村一 ２０５３ ３５０１ 通河三村１５号甲 ５６７６５４３５

通河三村二 １３８９ ２４３２ 通河三村１０９号 ５６７６２８１３

通河四村一 １２０７ ２１７３ 通河四村３０号 ５６７６２８９９

通河四村二 １５０４ ３５４５ 通河四村５５号 ５６７４２４５４

通河六村一 １７９３ ２６１３ 通河六村１３９号 ５６７４３６８４

通河六村二 １５９３ ３０２６ 通河六村２４５号 ５６７６２４７０

通河七村一 １２４８ ２１５４ 共江路７５８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５

通河七村二 １３８０ １９３７ 爱辉路２８弄２２号 ５６７３２８０４

通河八村一 １０６２ １７６１ 通河八村７１号 ５６７６２７３７

通河八村二 １０８３ １８４４ 通河八村１５０号 ５６７６２９００

通河八村三 １０９８ ４３２９ 通河八村１９０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３

通河九村 ２４１８ ３１２２ 通河九村５８号 ５６７３０９７０

呼玛二村一 ２０２７ ３２１２ 呼玛二村１２５号 ６６２０１７９１

呼玛二村二 １９２６ ２４３２ 呼玛二村２１２号 ６６２１００１８

呼玛三村一 １９１１ ２０８９ 呼玛三村３７７号 ５６７５９７０６

呼玛三村二 １３５１ １３９１ 呼玛三村１９６号甲 ５６７５４８４９

呼玛三村三 １０４７ ３１２５ 呼玛三村４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３１９１

呼玛三村四 ５８２ ３５１２ 呼玛三村１１０号 ５６７６９６７８

呼玛四村 ２００７ １６４２ 呼玛四村７４号 ６６２１０３３６

呼玛五村 １５３９ ２６３０ 呼玛五村４号 ５６７４２４４５

三湘盛世家园 ８１３ ６１４ 一二八纪念路６８８弄１８号 ６６９８５０３９

■开展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在３３个居
民区、７２个小区全面推进住宅小区综合
治理，全年共拆除违法搭建 ３４４２处、
３６３６平方米，封闭老旧小区各类天井破
墙开门３６２０户，整治占绿毁绿７１８４４平
方米。增设停车位３４６８个、残疾人坡道
１７１８个、非机动车停车点２２２０个、非机
动车充电桩２６１组、监控探头７３０个，实
现总建筑面积４１７７平方米住宅小区综
合治理全覆盖，其中３１８万平方米５１个
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通过实施住宅小

区综合治理从１０到２０再到３０的逐
步升级，使环境“脏乱差”小区变成达标

小区，达标小区跃升为示范样板小区，街

道近７万户居民家庭居住生活环境显著
改善。探索形成“三亮四联五化六先”

（“三亮”，即引导党员“亮身份、亮特长、

亮责任”，影响、带动群众参与住宅小区

综合治理；“四联”，即加强“体制联动、议

题联商、队伍联建、资源联合”，深化自治

共治；“五化”，即全面落实“项目范围统

一化、项目生成规范化、建设清单标准化、

资金筹集多元化、组织实施流程化”，推

进“十小工程”实事项目建设；“六先”，即

全面推行宣传发动、调查排摸、制定方案、

责任落实、攻克难点及机制保障“六个先

行”，打赢小区拆违攻坚战）工作法，“拆、

建、管、帮”并举的张庙模式在全区推广。

完成２４个小区１４０万余平方米区域二次
供水改造以及４个小区、８８１４户“光明工
程”电表改造。１０月，获国家住建部颁发

的中国人居环境奖。 （范例奖）。

■老旧公房成套改造　加快泗塘地区公
房成套改造，完成泗塘二村１６号、１７号
旧改，泗塘一村革新路北侧地块旧改开

工建设，３幢、４个门洞的老旧公房进入
成套改造施工阶段。年内累计完成泗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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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３日，张庙社区“老街·新居”市民文化节开幕 张庙街道／提供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新建张庙文化活动中心工程开工仪式举行 张庙街道／提供

地区约 ５万平方米旧房成套改造，近
１０００户居民家庭直接获益。

■社区文化体育建设　举办第七届“老
街·新居”市民文化节，通过“街道自办

＋社区认领＋社会参与”方式，举办“异
香大舞台、体育嘉年华、艺动新张庙”系

列活动近１００场。新增４个居民区“异
香大舞台”，实现舞台月月演，完成各类

演出１８场，举办市民艺术修身导赏 ３０
余场。举办第二届“张庙·异香”杯青

年足球锦标赛和羽毛球比赛、第三届广

场舞宝山张庙赛区展演、第一届“张庙心

声音”唱歌比赛等，举办５０余场社区九
子、跳绳、拔河等项目社区赛事。街道广

场舞、排舞、健身气功、秧歌等项目在

市、区级比赛中多次获奖。张庙合唱队

成功加入上海音乐家协会合唱专业委

员会。完成泗塘七村“科普之光”城市

景观带建设。加强文化阵地建设，１２月
２８日，新建张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工程
开工。

■城市管理　推进创建国家卫生区复审
工作，出动街道各级干部和社区工作人

员５万余人次，清理卫生死角８００余处，
清运垃圾约２０００吨，实现创卫复审工作
达标。超额完成“五违四必”（违法用

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

居住“五违”必治；安全隐患必须消除、

违法无证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

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四必”先行）

整治任务，完成拆违２９４３８平方米，为目
标任务的１４７％。按节点完成中小河道

整治。严格监管食品安全，辖区未发生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社会影响较大食品

安全事件。城市综合管理中心投入运

行，街道绿化和市容管理、房屋管理、安

全管理等多项职能纳入一体化布局。提

升城市网格化管理效能，３３个居民区网
格化管理工作站实现全覆盖，８个网格
创建星级网格达标。改善市容环境面

貌，推进环境综合整治从小区向街面延

伸，完成呼玛路、通河路等街道示范道路

创建，推进店招店牌、亭棚、阵地广告等

整治。分发上门收集垃圾桶１７４０余只，
清除暴露垃圾３００余吨。推进业委会组
建和规范化建设，小区业委会增至 ６７
个。推进５个小区、４８台老旧电梯改造
工作。

■公共安全　完成市、区政府安全、消防
实事项目，组织开展微型消防站业务培

训和居民区消防疏散演练，安装２００套
老旧小区电弧式火灾探测报警器，落实

泗塘一村增添消防器材安全项目、小区

非机动车车棚电瓶车安全充电改造促进

项目和“九小场所”（小商场、小学校及

幼儿园、小医院、小餐馆场所、小旅馆、小

歌舞娱乐场、小网吧、小美容洗浴场所、

小生产加工场所）通河路消防安全分级

分类管理项目。开展安全工作大检查、

大整治，拆除违章租赁房３０７５平方米，
清退违规住宿人员１５８人。开展“三合
一”（生产、经营、住宿违章混合设置）、

规模型租赁房等为重点专项行动，签发

隐患排查整改责任告知书 ４０００余份。
开展电动车违规充电“清零”攻坚行动，

清理违规充电３９９处。

■平安社区建设　拓展社区智能化管
理，推进老旧小区“慧眼系统”安装工

程。实现３３个居民区小区门禁管理系
统全覆盖，完成老旧住宅门窗简易防盗

装置３５００余户，修缮升级完成１４００余
扇电控防盗门，３３个居民区综治工作平
台全面运行。开展非法客运整治１０次、
大型群租整治２次，辖区“报警类１１０案
件接警率”下降３０７％，和“偷盗类１１０
案件接警率”下降２９５％，实现双下降。
新建通河二村、泗塘七村、泗塘八村、呼

玛二村法治庭院，将法治文化阵地延伸

至居民家门口，更新升级呼玛路“法治文

化一条街”“法治跑道”，完成泗塘新村

派出所人民调解工作室建设，辖区２个
派出所实现人民调解工作室建设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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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深化法律服务进社区，在居民区常

态推进“律师面对面，法律进社区”项

目，提供法律服务４００余次，调解各类民
间纠纷１０４８件，社区矛盾及时有效化解
率达 ９９７１％。落实信访维稳责任制，
做好金砖国家厦门峰会、党的十九大等

重大节点维稳工作，信访形势总体平稳，

突出矛盾整体受控，辖区未发生重大群

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区委书记汪泓（左二）走访张庙街道敬老院 张庙街道／提供

■精神文明建设　做好国家卫生区复
评、文明城区复评迎检工作，召开工作推

进会和市民巡访会议，建立微信群，整合

资源及时整改，提高点位临检水平。深

化文明社区、文明小区、文明单位创建工

作，８个小区被命名为上海市文明小区，
５０个小区命名为宝山区文明小区，４家
单位命名为宝山区文明单位。辖区居民

陈雅琴、任雪、庄招娣分获宝山区“爱岗

敬业好人、诚实守信好人、孝老爱亲好

人”称号。开展“张庙好人”评选表彰活

动，设立“爱岗敬业、家园卫士、平安建

设、诚实守信、孝老爱亲、助人为乐、幸福

传播者”等单项，表彰 ２６位 ２０１７年度
“张庙好人”。深化与１４个共建部队以
及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华山医院宝

山分院等驻区单位的军民共建，开展“企

区联建”“企居共建”等活动，开展“蓝天

下的至爱”慈善募捐志愿服务活动。常

态开展交通文明专项活动，组织“文明交

通”志愿者在辖区主要路口开展“文明交

通”宣传志愿服务活动，每月开展“文明

交通”主题宣传与宣讲活动，每季度推荐

“文明交通”好市民。街道老年骑游队荣

获上海市“文明交通好市民”称号。坚持

把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法制教

育贯穿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全过程。

街道获第四届上海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开展志愿服务先进

典型推选宣传活动，推荐最美志愿者、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最

美志愿服务站等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活动。

街道“雅琴工作室”被命名为上海市第三

批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示范点。

■创建“国际安全社区”　深化“安全社
区”创建，充分显示“五性”（先进理念的

导向性、资源整合的有效性、公众参与的

积极性、持续改进的先进性、政府推动的

重要性），加强伤害监测和风险评估，推

进１８个安全创建重点项目。开展安全
宣传教育培训约３０００人次，建设小微安
全实事项目近 ６０个，专项检查 １３０余
次，排查整治安全隐患３８０余个。１２月，
通过外国专家组现场验收，成为全区街

镇中唯一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安全社区

促进中心命名为“国际安全社区”的基

层单位。

■呼玛路“法治文化一条街”升级改造
　年内，张庙街道对呼玛路“法治文化一
条街”进行更新改造，投入资金２８６９６元，
一年更换四期法治内容。在内容上涵盖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禁烟条例”“２０１７年上海
新交规”“新婚姻法新增内容”等新出台

的各项法律法规，同时包含人民调解、妇

女儿童及老年人权益保护、反家暴、禁毒、

防电信诈骗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

律知识；在形式上采用古风国画风格，两

者搭配新颖别致，增添文化底蕴。

■举办第七届“老街·新居”市民文化
节　４月２８日至１１月上旬，２０１７年张
庙社区第七届“老街·新居”市民文化

节举行，历时半年。“老街·新居”市民

文化节结合居民需求，在保留“异香大舞

台”基础上，新设“体育嘉年华”“艺动新

张庙”两大板块，共举办系列活动１００余
场，惠民约５００００人次。

■泗塘七村“科普之光”城市景观带建
成　１０月２９日，张庙街道“科普之光”
城市景观带开工建设，１２月９日正式竣
工。项目投资约２０万元，选址在泗塘七
村内部一条主干道上，长１６０米左右，设
置１０组科普展板，５５个科普宣传画面，
由“科普之光”主题墙、科普景观角、创

意展板等部分组成。创意展板以不同形

状呈现，普及不同主题的科普知识。科

普景观角镶嵌在外墙立柱上，主要展示

科普活动风采。

■张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开工
１２月２８日，张庙文化活动中心新建工程
奠正式开工建设。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须华威、副区长陈筱洁应邀出席开工仪

式。该中心项目占地面积 １２３１３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１９７５３平方米，总投资
１５１１６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剧场、
图书馆、多功能厅、群众文化活动室、体

育健身房、文化艺术培训室、心理辅导及

慈善互助功能用房、停车库及设备用房

等。根据建设规划，张庙文化活动中心

工程将于２０２０年５月建成投入使用。
（陈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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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名录·荣誉榜
■编辑　吴嫣妮

人物
■林庆凡　 男，１９６５年出生，黑龙江省讷河市人。２００６年起，

林庆凡从部队转业，担任庙行镇九英里小区物业经理，先后考

取上海市小区经理证、全国物业经理证、全国注册物业师证等

专业证书，成为物业管理专家。１０年来，用勤走、勤看、勤查、

勤思、勤沟通的“五勤工作法”，努力提升自己的物业管理知

识和服务技能。加强小区建设，为居民服务，安装小区应急按

钮，并制定应急预案。面对近１００个小区停车位缺口，动脑

筋、想办法，一次性增加小区车位１２５个。改良窗户插销，二

楼及以下住户全部免费上门安装，替小区又上了一把“安全

栓”。１０年累计创造经营性公共收益３００万元，完成多个大

项改造工程和维修项目，每年向维修资金账户转入公共收益

余额。小区物业费收缴率１００％，２０１６年小区上调物业费一

次性高比率通过。１０年来，九英里小区先后创成上海市文明

小区、平安小区、无群租小区。林庆凡及他的物业团队的默默

付出赢得小区“好管家”“业主贴心人”的好口碑。２０１７年１０

月，被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评为

“中国好人”。“１０年耕耘，是一份坚守，更是一份责任与担

当。你越平凡，越发不凡，越简单，越彰显简单的伟大。你在

平凡的岗位上铸就了不凡，在平凡的生活中彰显了不凡匠

心！”这是有关部门对林庆凡的致敬词。

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负责人名录

中共宝山区委

■中共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书　记　汪　泓（女）
副书记　范少军　周志军
常　委　汪　泓（女）　范少军　周志军　杜松全

王晓诚（２０１７１２免）　朱礼福（２０１７９免）
沈伟民　苏　平　李　峻　袁　罡
赵　懿（２０１７９任）　高　飞（２０１７１２任）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大恒　丁炯炯　王丽燕（女）　王国新
王晓诚（２０１７１２免）　王益群　吕　鸣
朱礼福（２０１７９免）　孙　兰（女）　贡凤梅（女）
苏　平　杜松全　李　峻　李　萍（女）　李远锋
杨立红（女）　杨金娣（女）　汪　泓（女）　沈伟民
张惠彬　陆春萍（女）　陆继纲　陈云彬
邵　琦（女）　邵雷明　范少军　周志军　赵　平
赵　懿（２０１７９任）　赵荣根　赵婧含（女）
胡　广　修　燕（女）　贺　卫　袁　罡　顾　军
徐佳麟　高　飞（２０１７１２任）　蒋伟民　瞿新昌

■区委工作机构
办公室（归口管理信访办公室，区委政策研究室、区委督查室

与之合署，２０１７９归口管理区国家保密局）
　　　　　　主　任　王丽燕（女，２０１７１免）

修　燕（女，２０１７１任，２０１７１２免）
陈　巍（２０１７１２任）

区委政策研究室

主　任　
区委督查室 主　任　陈　巍（２０１７１２免）
区国家保密局（２０１７９由区委办公室归口管理）

局　长　刘正田
信访办公室 主　任　张学智
组织部（归口管理老干部局，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与之合

署） 部　长　李　峻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沈天柱（２０１７１免）
副主任　张海宾（２０１７２主持工作）

老干部局 局　长　朱显武
社会工作党委（与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合署）

书　记　姜玮枫（女）
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

主　任　张丽英（女）
宣传部（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新闻办公室牌子）

部　长　朱礼福（２０１７１１免）
赵　懿（２０１７１１任）

文明办 主　任　李一红（女）
新闻办 主　任　孙　晋
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台湾工作办公室、台湾事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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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侨务办公室与之合署）

部　长　沈伟民
副部长　刘发林（常务）

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

主　任　陈继渭
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　任　吴华朗
侨务办公室 主　任　吴华朗
政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与之合署）

书　记　杜松全
副书记　赵荣根（２０１７４免）

袁　罡（２０１７４免）　
陈云彬（２０１７４任）
黄　辉（２０１７４任）
沈轶群　陈锡林

６１０办公室 主　任　施　刚
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　刘志荣
档案局 局　长　奚　玲（女）
档案局党组 书　记　奚　玲（女）
党史研究室 主　任　陈　亮
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　陈　亮
党校（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牌子）　

校　长　李　峻
副校长　朱少雯（女，常务）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所　长　朱少雯（女，兼）
社会主义学院

院　长　沈伟民
副院长　陈晓峰（常务）

保密委员会

主　任　周志军（２０１７３任）
人武部 政　委　郭孝喜（２０１７５退休）

部　长　卢建兵
区委接待办公室

主　任　范建军

■中共宝山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王晓诚（２０１７１２免）

高　飞（２０１７１２任）
副书记　商志高　潘惠芳（女）
常　委　王晓诚（２０１７１２免）　高　飞（２０１７１２任）

商志高　潘惠芳（女）　曹继洪　金明虎
范娟红（女）　林　青（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　珊（女）　王秀忠（女）　王炳东
王美丽（女）　王晓诚（２０１７１２免）　朱锦忠
刘　萍（女）　刘一平　刘志荣　苏继文（女）
李一红（女）　邱大德　沈玉春（女）　沈艳兴
张学智　范娟红（女）　林　青（女）　金明虎
姜　炜　姜玮枫（女）　莫荣明　徐　磊　徐文忠
高　飞（２０１７１２任）　曹继洪　崔海龙　商志高

葛玉华　董　果　窦恺芳　潘惠芳（女）　鞠　焰

■纪委、监察局工作机构
办公室主任　曹继洪
党风政风监督室（区政府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主　任　金明虎
宣传教育室 主　任　杨　燕（女）
信访室 主　任　林　青（女）
第一纪检监察室

主　任　范娟红（女）
第二纪检监察室

主　任　刘一平
第三纪检监察室

主　任　顾伟刚
案件审理室 主　任　翁癑（女）

■区级机关、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区属事业单位党组织
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　记　李　萍（女）
人民政府党组

书　记　范少军
人民政协党组

书　记　丁大恒
人武部党委

　　　第一书记　汪　泓
书　记　郭孝喜（２０１７５退休）
副书记　卢建兵

人民法院党组

书　记　王国新
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　记　贺　卫
总工会党组

书　记　王丽燕（女）
共青团区委党组

书　记　孙　兰（女，２０１７７免）
郁梦娴（女，２０１７７任）

妇女联合会党组

书　记　陆春萍（女，２０１７８免）
虞春红（女，２０１７９任）

工商联合会党组

书　记　潘卫国
归国华侨联合会党组

书　记　樊　锦（女，２０１７３免）
曲国莉（女，２０１７４任）

残疾人联合会党组

书　记　朱顺彪
红十字会党组（２０１７９建）

书　记　宋发清（２０１７９任）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书　记　陆继纲
经济委员会党委

书　记　叶　英（２０１７２免）
胡　广（２０１７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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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委员会党委

书　记　叶　强
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党委

书　记　袁惠明
科委（科协）党组

书　记　胡　勇（２０１７２免）
王正平（２０１７９任）

农业委员会党委

书　记　常积林（２０１７８免）
梅　勇（２０１７９任）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

书　记　蒋伟民
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党委

书　记　黄　辉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党委

书　记　恽剑锋
民政局党委　书　记　贡凤梅（女）
司法局党委　书　记　沈海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

书　记　黄雅萍（女）
财政局党组 书　记　宋国安
审计局党组 书　记　张晓宁（女）
统计局党组 书　记　俞　晟
教育局党委 书　记　王　岚（女）
卫生计生委党委

书　记　杨立红（女，２０１７１免）
胡　勇（２０１７２任）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党委

书　记　王一川（女）
体育局党组 书　记　丁连俊
环境保护局党组

书　记　石　纯（女）
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党委

书　记　王　静（女）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党委

书　记　黄任睴（２０１７８免）
徐　秡（女，２０１７１０任）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党委

书　记　徐荣森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

书　记　陈　江（２０１７２免）
陈　健（２０１７２任）

水务局党委 书　记　李　强
民防办公室党组

书　记　赵志敏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

书　记　赵　刚（２０１７８免）
苏伟亮（２０１７１２任）

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

书　记　王　成（２０１７８免）
顾　瑾（女，２０１７１０任）

人大常委会

■宝山区第七届人大常委会
主　任　张　静（女）
副主任　倪诗杰　秦　冰（女）王丽燕（女）　周竹平

蔡永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菁（女）　方玉明　华建国　许龙岱
孙　兰（女）　李　娟（女）　 沈天柱　陆　军
陆春萍（女）陈亚萍（女）　陈向峰　邵　琦（女）
邵东明　周远航　须华威　黄　雷　曹兆麟（女）
喻碧波　程六一

■宝山区第八届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７１１２—２０１７１１３选举产
生）

主　任　李　萍（女）
副主任　秦　冰（女）　王丽燕（女）　陈士达　须华威

蔡永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新民　牛长海　邓士萍（女）　白　洋（女）
朱永其　华建国　许金勇　孙　兰（女）（２０１７１２辞）
李　娟（女）　李小年（女）（２０１７４辞）　陆　军
陆进生　陆春萍（女）（２０１７１２辞）　陈亚萍（女）
邵　琦（女）　周远航　郑静德　徐　滨　郭有浩
诸骏生　黄　雷　黄忠华　黄雁芳（女）
曹文洁（女）　曹阳春　傅文荣

■区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２０１７１设）
法制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与之合署）

　　　主任委员　郭有浩
内务司法委员会

　　　主任委员　郭有浩
财政经济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与之合署）

　　　主任委员　华建国
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主任委员　华建国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　倪诗杰（兼，２０１７２免）
王丽燕（女，兼，２０１７２任）

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２０１７２撤）
主　任　郭有浩（２０１７２免）

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２０１７２撤）
主　任　华建国（２０１７２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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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２０１７２撤）

主　任　华建国（２０１７２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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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工作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与之合署）

主　任　沈天柱（２０１７２免）
代表工作委员会

主　任　牛长海
预算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黄雁芳（女）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　任　邓士萍（女）
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主　任　邓士萍（女）

审判、检察机关

■区人民法院
院　长　汪　彤（２０１７１辞）

王国新（２０１７１当选）
副院长　蒋　浩（女）　唐春雷（２０１７６免）

羊焕发（２０１７６任）　徐子良（２０１７８任）
董　果

■区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　贺　卫
副检察长　江静良　王　强　方正杰

人民政府

■宝山区人民政府
区　长　范少军
副区长　夏　雨　周德勋（女）　苏　平　袁　罡

赵荣根　陈筱洁（女）　王益群　吕　鸣

■宝山区人民政府（２０１７１１２第八届人大选举产生）
区　长　范少军
副区长　苏　平　袁　罡　陈筱洁（女）　陈云彬

王益群　黄　辉　吕　鸣

■区政府工作机构
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外事办、区政府政策研究室与之合署）

主　任　李远锋
法制办 主　任　曹　骏（２０１７５任）

副主任　曹　骏（主持工作，２０１７５免）
外事办公室 主　任　李远锋
区政府政策研究室

主　任　阳　晖（女）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　任　陆继纲
经济委员会（挂信息委员会牌子）

主　任　叶　英（２０１７３免）
夏永军（２０１７３任）

信息化委员会

主　任　叶　英（２０１７３免）
夏永军（２０１７３任）

商务委员会（挂粮食局、旅游事业管理局牌子）

主　任　叶　强
粮食局 局　长　叶　强
旅游事业管理局

局　长　 叶　强
建设与交通委员会

主　任　袁惠明
科学技术委员会（挂知识产权局、地震办公室牌子）

主　任　康　锐（女）
农业委员会 主　任　常积林（２０１７１１免）

梅　勇（２０１７１１任）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挂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牌子）

主　任　蒋伟民
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　任　蒋伟民
监察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与之合署）

局　长　商志高
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局　长　赵荣根（２０１７３免）
黄　辉（２０１７３任）

政　委　鞠　焰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

局　长　恽剑锋
民政局（挂社会团体管理局牌子）

局　长　贡凤梅（女）
司法局 局　长　沈海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挂公务员局、医保办牌子）

局　长　黄雅萍（女）
公务员局 局　长　吕所良
财政局 局　长　李　岚（女）
审计局 局　长　张晓宁（女）
统计局 局　长　俞　晟
教育局 局　长　张晓静（女，２０１７３免）

杨立红（女，２０１７３任）
卫生计生委 主　任　李晓惠（女）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局　长　王一川（女）
体育局 局　长　蒋碧艳（女，２０１７１１免）

孙　兰（女，２０１７１２任）
环境保护局 局　长　石　纯（女）
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局　长　王　静（女）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局　长　徐　秡（女，２０１７３任）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局　长　徐荣森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局　长　陈　健
水务局（挂海洋局牌子）

局　长　李　强
海洋局 局　长　李　强
民防办公室（挂人民防空办公室牌子）

主　任　刘建宏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　长　仲　军
市场监督管理局（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质量发展局牌

子）

６６３

人物·名录·荣誉榜



局　长　顾　瑾（女）
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顾　瑾（女）
质量发展局 局　长　顾　瑾（女）

■区政府其他工作机构
信访办公室 主　任　张学智
合作交流办公室（与区政府办公室合署，挂区委、区政府接待

办公室牌子）

主　任　范建军
区政府接待办公室

主　任　范建军
机关事务管理局（与区政府办公室合署）

局　长　张　萍
行政学院 院　长　周德勋（女，兼，２０１７７免）

袁　罡（兼，２０１７７任）
副院长　朱少雯（女，常务）

宝山区国家保密局（２０１７９由区委办公室归口管理）
局　长　刘正田（兼）

滨江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主　任　夏永军（２０１７３免）
朱众伟（２０１７５任）

行政服务中心

主　任　陈百勤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主　任　马家伟

政　协

■政协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主　　席　丁大恒
副 主 席　沈伟民　王兆钢　蒋碧艳（女）　罗文杰

李小年（女）

秘 书 长　李　明（代秘书长）
常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思文　马菁雯（女）　 王开泰　王坚捍
王普祥　仇忠亮　方斐均　世　良　龙　婷（女）
白　洋（女）　朱军红　华　宜　华　雯（女）
全先国　刘发林　刘祖辰　李　俊　李建才
吴永旭　吴华朗　汪文德　张　蕾（女）　陆进生
陈志军　邵金如　郁永清　郁梦娴（女）　郑晓远
赵学勇　侯　艳（女）　施利毅　姜玮枫（女）
夏育仁　徐文忠　唐佩英（女）　陶华强　黄传军
彭铁禄

副秘书长　丁顺强　孙　升　陈雪明　奚雪明　李　强
张　蕾（女）　卢　畋　王开泰　徐黎黎（女）
华　宜　王普祥　汪智勇　郭朝晖

■政协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２０１７１１３选举产生）
主　　席　丁大恒
副 主 席　张晓静（女）　沈天柱　罗文杰　蒋碧艳（女）

李　岚（女）
秘 书 长　李　明
常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菁雯（女）　王坚捍　王普祥　方玉明
方斐均　方麒林　世　良　朱军红　朱录松
华　宜　华　雯（女）　全先国　刘发林
刘祖辰　许宏伟　李　强　李中政　李道琪
杨兴华　吴永旭　吴蓓琪（女）　沈伟民
张　蕾（女）　张明华　陈　青（女）
邵东明　邵金如　林鹏耀　郁梦娴（女）
周汉康　郑晓远　侯　艳（女）　徐文忠
唐佩英（女）　陶华强　黄传军
康　锐（女）　彭铁禄　蒋　浩（女）
蒋勤芳（女）　虞春红（女）　廖敏蕾（女）

副秘书长　丁顺强　孙　升　陈雪明　王　薇（女）　汪智勇
宋田斌　陆伟群（女）　陈文莉（女）　陈志洪
俞　俊　顾险峰　倪　袁　崔　晋（女）

■区政协工作机构
办公室 主　任　李　明
专门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丁顺强
政协委员联络办公室

主　任　孙　升
提案委员会 主　任　王兆钢（２０１７３免）

谭柏杉（２０１７３任）
第一经济委员会

主　任　侯　艳（女）
第二经济委员会　

主　任　居根宝（２０１７３免）
潘卫国（２０１７３任）

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　任　季宝红（２０１７３任）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主　任　魏廉虢
法制委员会

主　任　施　刚
社会事务委员会

主　任　赵学勇（２０１７３免）
郁梦娴（女，２０１７３任）

教育委员会 主　任　薛顺兴（２０１７３免）
喻碧波（２０１７３任）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主　任　张建国（２０１７３任）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主　任　刘发林

民主党派

■民革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陆　军

■民盟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蔡永平

■民建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　岚（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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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蒋碧艳（女，２０１７１２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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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年（女，２０１７１０辞）

方玉明（２０１７１１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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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
主　席　王丽燕（女）
副主席　李中政（常务，２０１７３任）

■区总工会第七届委员会（２０１７９２６选举产生）
主　席　王丽燕（女）
副主席　李中政（常务）

■共青团宝山区第九届委员会
书　记　孙　兰（女）

■共青团宝山区第十届委员会（２０１７８３０选举产生）
书　记　郁梦娴（女）

■区妇联第六届执委会
主　席　陆春萍（女２０１７１０辞）

虞春红（女２０１７１０当选）

■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八届执委会
主　席　曹文洁

■区科协第六届委员会
主　席　罗宏杰
副主席　蔡永平（常务）

■区侨联第六届委员会
主　席　樊　锦（女，２０１７６辞）

曲国莉（女，２０１７６当选）

■区青年联合会第九届委员会
主　席　孙　兰（女，２０１７１１辞）

郁梦娴（女，２０１７１１当选）

■区残疾人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
主　席　周德勋（女）
理事长　朱顺彪

■区红十字会第五届理事会

名 誉 会 长　汪　泓（女）
名誉副会长　倪诗杰　罗文杰
会　　　长　陶夏芳（女）
副　会　长　朱　琴（女，常务，２０１７１１辞）

刘　雁（女，常务，２０１７１１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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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燕（女，２０１７１免）
张未稢（２０１７１任）

张庙街道党工委

书　记　胡　广（２０１７２免）
修　燕（女，２０１７１２任）

友谊路街道党工委

书　记　邵　琦（女）
杨行镇党委 书　记　邵雷明
罗店镇党委 书　记　瞿新昌
月浦镇党委 书　记　丁炯炯
顾村镇党委 书　记　赵　平
大场镇党委 书　记　杨金娣（女）
罗泾镇党委 书　记　顾　军
高境镇党委 书　记　张惠彬
庙行镇党委 书　记　徐佳麟
淞南镇党委 书　记　赵婧含（女）
城市工业园区党工委

书　记　周健德
宝山工业园区党工委

书　记　周坤明
航运经济发展区党工委

书　记　黄　琼（女）

■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园区管委会
吴淞街道办事处

主　任　陆洪兴
张庙街道办事处

主　任　汤志浩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主　任　杨遇霖
杨行镇 镇　长　陈　江
罗店镇 镇　长　申向军
月浦镇 镇　长　王　建
顾村镇 镇　长　沈　强
大场镇 镇　长　刘建中
罗泾镇 镇　长　杨　辛
高境镇 镇　长　高虹军
庙行镇 镇　长　阎丽伦（女）
淞南镇 镇　长　徐洪发
城市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施永根
宝山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雷曙光
航运经济发展区管委会

８６３

人物·名录·荣誉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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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燕（女，２０１７２免）
张未稢（２０１７２任）

张庙街道人大工委

主　任　胡　广（２０１７２免）
修　燕（女，２０１７１２任）

友谊路街道人大工委

主　任　邵　琦（女）
杨行镇　　人大主席　魏银发
罗店镇　　人大主席　曹阳春
月浦镇　　人大主席　顾　英（女）
顾村镇　　人大主席　李　娟（女）
大场镇　　人大主席　朱永其
罗泾镇　　人大主席　陈　忠
高境镇　　人大主席　顾云飞
庙行镇　　人大主席　朱　琴（女）
淞南镇　　人大主席　周剑平

■上海市政府工作部门在宝山分支机构
宝山区国家税务局、税务局宝山分局党组

书　记　茅　禾（２０１７９任）
宝山区国家税务局、税务局宝山分局

局　长　茅　禾（２０１７９任）
副局长　茅　禾（主持工作，２０１７１０免）

区域内部分单位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马国强
　　　　　 总经理　陈德荣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　王建跃
　　　　　 总经理　汪平刚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刘长威

总　裁　蔡伟飞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　白小虎
　　　　　 总经理　陈　刚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党委书记　程并强

总经理　田　舜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长　祁建良

　党委书记　总经理　熊鹏光

■吴淞口国际邮轮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友农
总经理　顾绘权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华浜分公司
总经理　董志刚（２０１７１２免）

顾云耀（２０１７１２任）
　　　　　党委书记　刘　刚（２０１６年１２免）

顾云耀（２０１６年１２任，２０１７１２免）
杨海丰（２０１７１２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泾分公司
总经理　任胜华

　　　党委书记　董明德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总经理　阎　强

　　　　　党委书记　李孝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宝山）海关
　关长 党委书记　曹　鸣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站　长　黄耀国
政　委　王秀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局长 党组书记　周国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局　长　黄建伟
政　委　胡晓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局　长　党委书记　寿建伟

政　委　李林杰

■长航公安分局上海分局　
局　长　彭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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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集体

全国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２０１７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全国总工会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 宝山区税务局第十二税务所 共青团中央

中国人居环境奖（范例奖）

国际安全社区

张庙街道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安全社区促进中心

中国致公党社会服务工作先进集体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 致公党中央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工作 先进集体 宝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２０１７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宝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厅

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国社区卫生协会

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宝山区蔬菜站科技推广组 中华妇女全国联合会

全国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先进单位 上海市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全国文明单位

全国文明镇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淞南镇

高境镇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主题微电影征集展示活动５分钟类
一等优秀作品

上海市宝山区委宣传部微电影《天职》
中央宣传教育局、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

传播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第九届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 区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大学生象棋锦标赛团体铜奖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中国象棋协会

上海市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电信局

上海市第六批“劳模创新工作室”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钱叶长肺病学创新工作室

上海市第七批“劳模创新工作室”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张连东急救医学创新工作室

上海市模范职工小家 上海仲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浦东分公司工会小组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上海发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总工会

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

上海市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

上海宝房（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轻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宝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企业联合
会、上海市企业家协会、上海市
工商业联合会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用户满意服务明星班组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班组
上海市质量协会、上海市总工
会、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
市妇女联合会

０７３

人物·名录·荣誉榜



（续表）

荣誉称号 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妇女之家”特色示范点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妇女之家”示范点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妇联妇女儿童理论研究成果评比优
胜奖

新华居民委员会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华能城市花园居民委员会

宝山区杨行镇天馨花园第二居民区委员会

宝山区月浦镇第一居民区委员会

宝山区罗泾镇罗泾第一居民委员会

宝山区罗店镇罗南居民委员会

宝山区顾村镇绿洲花园居民委员会

宝山区大场镇大华二村第五居民委员会

宝山区庙行镇共康雅苑居民委员会

宝山区淞南镇嘉骏花苑居民委员会

宝山区高境镇逸仙一村第一居民区委员会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宝钢四村居民委员会

宝山区吴淞街道三营房居民委员会

宝山区张庙街道通河七村第一居民委员会

上海宝山区罗店医院

宝山区教育局妇女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区直机关幼儿园

顾村镇《性别视野下的女性家族权益继承权———顾村镇妇联关于
农村女性继承权问题的研究》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上海市巾帼文明岗

区纪委监察局党风政风监督室

宝山区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宝山区林业站植物检疫木材运输证受理点

上海市宝山区房屋综合服务受理中心（信访受理中心）

上海市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学校共青团工作２０１７年度优秀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２０１７年度优秀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五四红旗团支部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青年突击队

２０１７年度市阳光中心优秀工作站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优秀志愿者服务品牌项目

２０１７年度春天的蒲公英———小法官网上行活动优秀组织奖

宝山团区委

宝山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机关青年突击队

张庙街道“清洁家园”志愿者服务队

友谊路街道汇智创新小组

宝山区检察院刑检团支部

吴淞中学高二（４）班团支部

宝山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青年突击队

顾村镇菊泉基本管理单元青年突击队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工作站

宝山区“关爱青春 同沐阳光”来沪青少年青春期技能培训项目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工作站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少先队工作先进区 宝山团区委 少先队上海市工作委员会

党支部建设示范点

上海市党支部建设示范点

大场镇场中村

张庙街道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上海法院青年文明号 宝山区人民法院民三庭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司法行政工作标兵集体 上海市宝山区司法局高境司法所
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先进检察院 区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卫生计生系统文明单位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７“创新创优”上海市社区志愿服务示范中心———品
牌创新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顾村镇

宝山区规划土地青年人才协会

庙行镇九英里“远亲不如近邻”志愿服务队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青年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
公室、上海市志愿者协会

１７３

先进集体



（续表）

荣誉称号 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上海市中小河道整治先进集体 顾村镇河长制办公室 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节约用水示范学校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度先进单位 宝山区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上海市旅游局

上海市信访先进集体 宝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室 上海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警备区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平安社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淞南镇

张庙街道

友谊路街道

庙行镇综治委

上海市综治委

第四届上海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张庙街道 上海市文明办

先进个人

全国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授予单位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 吴广芬 宝山区人民法院 全国妇女联合会

嘉奖 潘惠芳 宝山区纪委副书记 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

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 陈备娟 宝山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国致公党社会服务工作优秀组织工作者 陈　姝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 致公党中央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统计同工种
竞赛先进个人

韩微微 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国土资源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中成绩突
出的个人

沈　健

全国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先进个人 柴林崇

从事信访工作二十五年以上 陈建国

全国信访系统优秀办信员人 顾长寿

宝山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庙行镇信访办

国土资源部

国家信访局

全国海事调查工作先进个人 马国强 宝山海事局

上海市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授予单位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上海市优秀工会工作者

曹俊华

金淑萍

周春艳

翟亚玲

孙晓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电信局

宝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宝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高境镇政府

高境镇政府

上海市总工会

２７３

人物·名录·荣誉榜



（续表）

荣誉称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授予单位

“打好河道整治攻坚战，全面提升上海城乡水环境”劳
动竞赛优秀个人

陈敏玉 宝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水务局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妇女之家”优秀负责人 刘凤妹 宝山区高境镇逸仙三村第一居委会党总支书记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喻昌远 上海复控华龙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资深ＩＣ设计工程师

顾宝忠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电信局

张　凌 高境镇政府

夏寒冰 上海宝山跃科蔬菜原种场场长

曹　波 宝山区水务局水资源管理科副科长

王海健 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消毒科主任

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员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优秀青少年事务社工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爱岗敬业青少年事务社工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阳光中心优秀管理员

王雯雯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企宣主管

张亦芸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高境派出所社区民警

朱余烨 上海市吴淞中学学生

罗沁怡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朱嘉敏 宝山区庙行镇团委书记

戴　波 宝山区宝山工业园区团工委书记

陈　超 宝山区淞南镇团委书记

徐　珏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工作站

王萃华 区青联委员

李欣悦 宝山区文化馆团支部书记

顾　雯

陆　静

孟秀玲

张　瑾

王涵东

左可红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工作站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上海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第七届精品课 鲁月棉 宝山区委党校 上海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

上海市中小河道整治先进个人 王珏瞡 宝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上海市水务局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健康城市建设优秀个人 全梦园 高境镇政府
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土地交易青年受理能手 尤 婷 宝山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优秀志愿者

屠鸿生

徐金德

王　芬

曹晓莉

庙行镇社区志愿服务中心

震旦学院团委书记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上海市志愿者协会

３７３

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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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编辑　孙　骏

２０１７年区委、区委办、区政府、区府办主要文件目录

■区委
宝委［２０１７］６号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６年工作报告
宝委［２０１７］７号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
宝委［２０１７］８号 关于召开宝山区领导班子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方案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７］１１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宝山区区长、副区长，宝山区人民法

院院长，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政协第八届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的

选举结果报告

宝委［２０１７］１３号 关于同意成立中共上海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及干部任免职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７］１４号 关于区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分工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５号 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区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７］１８号 关于对２０１６年度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绩效考核中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实施表彰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７］２３号 关于调整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４０号 关于两委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７］４６号 关于印发《关于宝山区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４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２０１７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４９号 关于宝山区出席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５２号 关于调整区委保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５３号 关于调整区委党校校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５４号 关于区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更名等事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５５号 关于调整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等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５６号 关于宝山区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行动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５７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５８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关于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建设的改革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５９号 关于调整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６０号 关于调整区政府效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６１号 关于调整区机构编制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６２号 关于调整区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６４号 关于调整区涉台综合协调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６５号 关于调整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及下属各办公室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６６号 关于确定宝山区出席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７］６７号 关于调整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７４号 关于调整区海防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８４号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代表会议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８５号 关于调整区国防教育联席会议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８６号 关于调整区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８７号 关于调整区文化建设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８８号 关于调整区执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５７３



宝委［２０１７］８９号 关于选举产生宝山区出席市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７］９０号 关于对宝山区出席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考核对象考察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７］９１号 关于调整区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９２号 关于调整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９３号 关于调整区委督促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９４号 关于调整区反腐败协调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９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９８号 关于调整区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９９号 关于调整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０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邮轮滨江带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０８号 关于调整区环境保护和建设协调推进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０９号 关于调整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１４号 关于调整区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１５号 关于命名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文明单位、文明小区、文明村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７］１１７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规划委员会工作机制》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１８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土地管理领导小组工作机制》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１９号 关于调整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２０号 关于调整区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２１号 关于调整区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２２号 关于调整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２４号 关于调整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２５号 关于调整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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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１２８号 关于调整区委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２９号 关于调整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３６号 关于命名授牌宝山区“党支部建设示范点”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７］１４１号 关于转批《关于召开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请示》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４２号 关于调整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４３号 关于调整区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５６号 关于调整区社会主义学院院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５７号 关于区总工会《关于召开宝山区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请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７］１５８号 关于印发《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６７号 关于调整区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６８号 关于调整区老龄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７０号 关于共青团宝山区第十届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候选人提名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７］１７１号 关于调整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７２号 关于调整区重大工程建设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７３号 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党建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汇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７４号 关于宝山区推进驻区部队“停偿”工作的情况汇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７８号 关于同意建立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会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７］１８１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宝山区年轻干部培养工作规划》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８６号 关于全面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７］１８９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第七届委员会常委、主席、副主席、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候选人提名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７］１９１号 关于调整区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９２号 关于印发《关于宝山区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９３号 关于建立中共宝山区红十字会党组及干部任职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１９９号 关于调整区委政法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２１０号 关于调整中共宝山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事项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２１１号 关于调整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２１３号 关于调整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２１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区域统筹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２１６号 关于调整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２１７号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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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２０１７］２２１号 关于调整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２２９号 关于落实市信访工作专项督查反馈意见的整改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７］２３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请示

宝委［２０１７］２３８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度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绩效考核工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２４０号 关于印发《关于在全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全面建设现代化滨江

新城区”学习调研实践活动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２４１号 关于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召开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请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７］２４２号 关于调整区厂务公开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２４３号 关于区政协党组《关于召开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的请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７］２４８号 关于宝山区监察委员会领导班子组成人员的请示

宝委［２０１７］２４９号 关于本区进一步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７］２５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７］２６０号 关于在全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排头兵大调研实施方案

宝委［２０１７］２６１号 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度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报告

■区委办公室
宝委办［２０１７］２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宝山区信息发布和政务舆情回应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３号 关于切实加强冬季火灾防控、开展消防隐患专项检查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４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节假日期间值班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５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区委重点调研课题、重点推进和督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６号 印发《关于严格执行＜宝山区关于深化区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 ＞要求的通知》的

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人才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８号 关于调整区领导联系基层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９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责任分工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１０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街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１１号 关于调整区督查人民内部矛盾化解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１２号 关于调整区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协调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１３号 关于调整区撤制村队集体资产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１４号 关于调整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１５号 关于调整区青少年工作联席会议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１６号 关于调整区委密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７］１７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电子政务内网建设和管理领导小组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７］１８号 关于调整区委督促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７］１９号 关于成立区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联席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２０号 七届区委三次全会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２１号 关于认真做好２０１６年度中央、市委文件清退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２２号 关于调整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２３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２０１７年督查检查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２４号 关于调整区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２５号 关于调整区电子政务内网建设和管理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２６号 关于转发《关于委托各民主党派区委（总支）对区五违环境综合整治和中小河道整治工作开展专项监督

的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２７号 关于调整区委密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２８号 关于调整区治安辅助力量建设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２９号 关于调整人口综合服务和管理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３０号 关于转发《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信访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３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机要密码工作自查自评办法》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３２号 关于印发《关于全力服务保障党的十九大、市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召开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３３号 关于调整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３４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６年度区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措施》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３５号 关于印发《中共宝山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３６号 关于调整区违法建筑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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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办［２０１７］３７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社区三级视频监控联网应用及综治智能化信息系统项目工作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３８号 关于调整区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４０号 关于调整区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４１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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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４２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度土地例行督察整改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４３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各级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４４号 关于调整区全面加强人口调控和管理服务推进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４５号 关于调整区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４６号 关于印发《关于宝山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４７号 关于调整区老镇及旧房改造领导小组工作机制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４８号 关于调整区“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机制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４９号 关于建立区住宅小区综合治理（“群租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机制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５０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５１号 关于调整区教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５２号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精神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５３号 关于调整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推进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５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５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功能区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５６号 关于成立区投资促进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５７号 关于印发《关于全面深入开展“创宜居宝山、建美好家园”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５８号 关于转发区公安分局《关于组建宝山区特保队伍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５９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６０号 关于印发《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反恐怖主义工作的实施意
见＞重要举措分工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６１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反恐怖主义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６３号 关于调整区禁毒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６４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宝山区（罗店镇）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６５号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市委网信办转发《关于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意

见》精神要求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６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服务保障党的十九大网络安全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６７号 关于宝山区经济责任审计整改工作方案的报告

宝委办［２０１７］６８号 关于印发《关于本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６９号 关于印发《关于本区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７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全面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任务责任清单》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７２号 关于切实做好２０１７年国庆节前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７３号 关于转发《关于宝山区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档案依法移交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７４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社区通”平台建设深化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７５号 关于切实加强十九大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７６号 关于确定国家秘密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７７号 关于申请《中办通讯》、《秘书工作》及新华社《内参选编》等内部刊物订阅专项经费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７］７８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社区通”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７９号 关于印发《关于开展“上海市宝山区公务网入网”安全保密风险评估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８０号 关于申请购买应急密码通信系统设备专项经费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７］８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８２号 关于报批《上海市宝山区国家保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７］８３号 关于印发《关于全力做好宝山区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８４号 关于印发《关于当前宝山区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的情况通报》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８５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８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８６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７］８８号 关于报请备案《上海市宝山区国家保密局内设机构具体职责和人员编制配备方案》的请示

■区政府
宝府［２０１７］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全民健身实施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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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１７］５号 关于宝山区锦秋路（丰宝路—规划二路）道路新建工程《征地房屋补偿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６号 关于商请海军东海舰队后勤部配合推进大场机场周边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７号 关于商请海军９２９１９配合推进大场机场周边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８号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７］９号 关于报送宝山区２０１７年违法用地综合整治行动计划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１１号 关于举办２０１７年黑池舞蹈节（中国）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１２号 关于报送审批《宝山区河道蓝线专项规划》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１３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罗南社区Ａ—２地块拆分规划实施方案（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１６号 关于商请９２９１９部队配合推进解决场中路沿线出租店铺等有关问题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１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区政府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７］１９号 关于商请协助开展“何家湾排水泵站工程”用地工作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２０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毛家弄村村庄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２１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天平村村庄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２２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洋桥村村庄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２３号 关于批准收回何家湾排水系统工程—何家湾雨水泵站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２４号 关于庙行镇配套商品房一期《征地房屋补偿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２５号 关于支持相关企业落户宝山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２６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７］２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贯彻落实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７］２８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节能减排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及成员单位工作职责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７］２９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７］３０号 关于区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积极探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途径 推进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案》办

理情况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３１号 关于请求配合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企业）进行整治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３２号 关于市大型居住社区顾村新选址１号基地商业配套用房（街坊级商业）收购意向的复函
宝府［２０１７］３３号 关于上海联东石材陶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动迁整治事宜的复函

宝府［２０１７］３４号 关于恳请支持光大德明、光大基强等相关企业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３５号 关于对本区国家卫生区复审工作进行市级考核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３６号 关于恳请帮助协调解决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３８号 关于撤销顾村镇胡庄村杨树园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３９号 关于撤销顾村镇胡庄村杨宅村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４０号 关于撤销顾村镇胡庄村胡庄西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４１号 关于撤销顾村镇胡庄村江宅东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４２号 关于对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０３３８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宝府［２０１７］４３号 关于对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０６６３号提案的答复
宝府［２０１７］４４号 关于对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０３６２号代表意见的答复
宝府［２０１７］４６号 关于同意建立杨行镇绿地香颂名邸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４７号 关于对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０３６２号代表意见的答复
宝府［２０１７］４８号 关于对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０１６８号提案的答复
宝府［２０１７］４９号 关于恳请支持我区Ｅ２地块保障房安全交付入住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５１号 印发《宝山区关于加强“调结构、促转型”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７］５２号 关于商请保留上海淳宏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高级认证企业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５４号 关于《宝山区月杨工业园区（ＢＳＰ０—２５０１、２５０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设计任务书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５５号 关于请予批准《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郊野单元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５６号 关于商请支持滨江大道腾地工作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５７号 关于撤销南大综合整治改造二期Ａ块等６幅地块征地房屋补偿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５８号 关于公布第六批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７］５９号 关于恳请支持相关企业落户宝山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６０号 关于商请做好上海长滩音乐厅功能定位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６１号 关于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宝山园空间调整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６２号 关于恳请支持何杨线淞军路平交道口移位至国江路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６４号 关于南大综合整治一期汇丰路西侧地块等３幅地块增补安置房源请示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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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１７］６５号 关于２０１７年宝山区２幅闲置土地处置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６６号 关于商借泰和路２０８号闲置房产事宜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６７号 关于支持相关企业工商变更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６８号 关于邀请中船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７２号 关于准予我区罗店、大场镇区属动迁安置房配套商业用房销售方案备案受理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７３号 关于《宝山区杨行?川社区（杨行Ｄ社区）４７、４８街坊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计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７４号 关于宝山区司法局下属部门租用部队房屋“停偿”后有关无偿过渡使用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７６号 关于申请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市级验收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７７号 关于对上海广联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中有关国有股权变更事项予以审核确认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７８号 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党建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汇报
宝府［２０１７］７９号 关于宝山区推进驻区部队“停偿”工作情况汇报

宝府［２０１７］８０号 关于同意建立庙行镇中环国际第三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８１号 关于申请举办“２０１７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洲太平洋邮轮大会”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８２号 关于延期举办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８３号 关于宝山新城友谊社区ＢＳＰ０－１００１、ＢＳＰ０－１００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金富门地块）评估报告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８５号 关于《区级政府“十三五”节能消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

宝府［２０１７］８６号 关于开展宝山区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减量化市级资金清算工作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８９号 关于邀请市领导出席２０１７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暨花车宝山巡游活动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９０号 关于上海农场劳动医院和上海川东农场医院整体移交宝山区有关事项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９１号 关于准予我区大场镇“绿地科技大楼”、顾村镇“中铁青秀苑”、高境镇“泰禾红悦苑”销售方案备案受理

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９２号 关于同意《宝山区ＢＳＰＯ－０５０１单元和ＢＳＰＯ－０５０２单元（杨行中心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
意见

宝府［２０１７］９３号 关于将宝山区２６７套廉租住房调整为征收安置住房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９４号 关于恳请支持上海吴淞口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９５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联东村马北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９６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联东村季项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９７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联东村葑村村西塘北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９８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联东村马南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９９号 关于商借９１１５０部队闲置地块用于炮台湾公园临时停车场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１００号 关于撤销盛宅村西须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１０１号 关于撤销盛宅村东须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１０２号 关于宝山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排查情况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７］１０３号 关于同意向阳新村西块２０—２３号进行拆除重建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１０４号 关于同意调整２３０套配建保障性住房用途及房地产权利人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１０５号 关于调整２３０套配建保障性住房用途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１０６号 关于准予我区受理罗泾镇“信达北苑”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１０７号 关于同意建立高境镇高杨佳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１０８号 关于同意建立高境镇三花现代城第二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１０９号 关于同意建立高境镇三花现代城第三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１１０号 关于同意建立高境镇逸景佳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１１１号 关于泰和水厂扩建工程项目《征地房屋补偿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１１６号 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国家土地例行督察发现问题整改方案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７］１１７号 关于商请支持邮轮产业发展并提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关注邮轮商标被抢注事项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１１８号 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６年节能降碳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措施落实情况的自查报告
宝府［２０１７］１１９号 关于同意建立宝山区城市工业园区金地艺境城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１２０号 关于宝山区罗店镇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０２单元０２１８－０２地块租赁住房项目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１２１号 关于提请审议《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
宝府［２０１７］１２２号 关于准予我区受理大场镇“天缘华城Ｂ１地块”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１２３号 关于准予我区受理大场镇“天缘华城Ｃ２地块”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１２４号 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的公告

宝府［２０１７］１２５号 关于推进长江软件园“停偿”项目有关事宜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１２６号 关于恳请支持相关企业落户宝山的函

０８３

附　录



书书书

宝府［２０１７］１２７号 关于综合交通补短板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７］１３０号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顾村生态绿心特定区ＢＳＰＯ－０２０１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意见
宝府［２０１７］１３２号 关于文景华庭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１３３号 关于撤销月浦镇乐业五村第一居民委员会、乐业五村第二居民委员会建制，建立乐业五村居民委员会的

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１３４号 关于撤销月浦镇乐业一村第一居民委员会、乐业一村第二居民委员会建制，建立乐业一村居民委员会的

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１３５号 关于撤销月浦镇盛桥一村居民委员会、盛桥二村居民委员会建制，建立盛桥新村居民委员会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１３６号 关于撤销月浦镇月浦二村居民委员会、月浦三村居民委员会建制，建立月浦二三村居民委员会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１３７号 关于撤销月浦镇时代家园居民委员会、富浩河滨居民委员会建制，建立时代富浩居民委员会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１３８号 关于撤销月浦镇新月明星园居民委员会、新月明月园居民委员会建制，建立星月居民委员会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１３９号 关于申请认定宝山区为上海幸福产业集聚区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１４０号 关于反馈２０１８年用地需求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１４１号 关于２０１７年国家土地例行督察整改工作情况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７］１４４号 关于准予我区受理大场镇“经纬城市绿洲Ｅ地块”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１４５号 关于准予我区受理大场镇“经纬城市绿洲Ｇ地块”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１４６号 关于准予我区受理大场镇“乾皓苑”项目销售方案备案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１４８号 关于恳请支持相关企业落户宝山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１５０号 关于商请支持轨道交通１８号线长江南路站征地建设出入口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１５１号 关于开展民间投资项目报建审批情况清理核查工作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７］１５２号 关于商请核准相关企业名称的函

宝府［２０１７］１５３号 关于同意撤销吴淞街道牡丹江路居民委员会建制，成立牡丹江路第一居民委员会和牡丹江路第二居民

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１５４号 关于同意建立宝山工业园区旭辉澜悦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１５５号 关于申报综合保税区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７］１５６号 关于２０１７年城乡规划制定和实施情况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７］１５７号 关于宝山区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及２０１７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７］１５８号 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整改情况报告
宝府［２０１７］１６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７］１６１号 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供销合作社系统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７］１６３号 关于同意建立庙行镇丽都雅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７］１６４号 关于同意调整庙行镇共康六村第二居民区委员会管辖范围的批复

■区政府办公室
宝府办［２０１７］１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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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２号 关于印发区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３号 关于表彰２０１６年度优秀科室（部门）、先进个人的决定
宝府办［２０１７］５号 关于印发区政府办公室负责人分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６号 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区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７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险制度调整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８号 关于转发区农委等三部门制定的《２０１６—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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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１０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全民健身联席会议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１１号 关于转发区水务局制订的《宝山区控源截污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１２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宝山区２０１７金融服务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１３号 关于转发区水务局制订的《关于加快本区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１４号 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全区诚信和政务公开工作评估考核结果的通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１５号 关于转发区爱卫会制订的《宝山区国家卫生区复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１６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土地储备成本认定工作机制》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１７号 关于转发《关于切实加强２０１７年防汛防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１８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１９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及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２０号 关于做好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治工作总结和评估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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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办［２０１７］２１号 关于转发区城管执法局制订的《宝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联席会议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２２号 转发区卫生计生委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本区无偿献血工作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２３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政府电子政务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２４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２５号 关于转发区市场监管局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违法违规经营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２６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２７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２８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质量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２９号 关于转发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宝山调查队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统计工作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３０号 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关于完善宝山区重大工程建设前期工作责任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３１号 关于印发区防汛指挥部修订的宝山区防汛防台专项应急预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３２号 关于转发区绿化市容局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宝山区建筑垃圾综合治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３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行政审批目录（２０１７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３５号 关于转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制订的《宝山区关于创建劳动关系和谐单位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３６号 关于开展本区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３７号 关于转发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制订的《宝山区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考评奖励办法》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３９号 关于转发区民政局制订的《加强宝山区基层民政工作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４０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组成成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４１号 关于更新宝山区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领导小组组织成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４２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公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２０１１６—２０２０）》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４３号 关于市、区人大代表联系社区反映情况汇总办理情况的复函

宝府办［２０１７］４４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４５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网上政务大厅建设与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４６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４７号 关于宝山区城市规划展示馆建设情况的报告

宝府办［２０１７］４８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４９号 关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０１号代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落实情况的复函
宝府办［２０１７］５０号 关于加强本区政府法制工作力量建设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５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管理规定》《宝山区兼职政府法律顾问库管理规定》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５２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５３号 关于转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制订的《宝山区新引进优秀人才安居资助办法》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５５号 关于转发区建设交通委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燃气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５６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５８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６２号 关于《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５次会议关于２０１７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专题询问的意见》办理情况的复函
宝府办［２０１７］６３号 关于转发区海洋局制订的《上海市宝山区迎接２０１７年国家海洋督察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６４号 关于成立上海市宝山区海洋管理工作联席会议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６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突发事件人员疏散撤离和避难场所启用应急预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６６号 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关于开展宝山区２０１８年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和年度计划研究工作的意见》的
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６８号 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７年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８年专项预算听证会结果报告》相关意见办
理情况的函

宝府办［２０１７］６９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结构２和人员编制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７０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住房租赁工作推进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７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重点任务清单》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７４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７］７５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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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

表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增长％ 指标 单位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增长％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２９３．７１ ２９３．７１ 平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３．１６ ４．０７ －２２．４

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２０３．０８ ２０３．０５ ０．０ 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４２５．９２ １２９３．６８ １０．２

　＃外来常住人口 万人 ８３．４７ ８４．４６ －１．２ 工业销售产值 亿元 １４２４．３６ １２９４．９４ １０．０

年末户籍人口 万人 ９７．６４ ９６．４６ １．２ 建筑业总产值 亿元 ６９２．５９ ６１６．５５ １２．３

出生人口 人 ７４０８ ８２４４ －１０．１ 商品销售总额 亿元 ４３９０．７０ ３６４３．６３ ２０．５

死亡人口 人 ８１４６ ７８８８ ３．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６６６．６６ ６４２．５４ ３．８

自然增长率 ‰ －０．７６ ０．３７ 下降１．１３个千分点 电子商务交易额 亿元 ２５６４．５０ １６０５．８０ ６１．１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１３１１．９６ １１５３．１４ ６．６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２８７．９０ １９６．８０ ４６．３

　第一产业 亿元 １．１７ １．４５ －１９．１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４９３．７５ ４３８．４８ １２．６

　第二产业 亿元 ５４２．９７ ４２４．７７ ３．９ 邮轮靠泊次数 艘次 ４６６ ４７１ －１．１

　　＃工业 亿元 ４３７．５８ ３３８．４６ ２．６ 邮轮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２９１．５７ ２８４．７７ ２．３

　第三产业 亿元 ７６７．８２ ７２６．９２ ８．５ 进出口总额 亿元 ７２２．５９ ５２３．４７ ３７．８

区级增加值 亿元 １１４７．３６ １０４８．７９ ６．５ 　进口额 亿元 ４５８．０８ ３０２．７３ ５０．７

　第一产业 亿元 １．１８ １．３９ －１３．１ 　出口额 亿元 ２６４．５０ ２２０．７４ ２０．０

　第二产业 亿元 ３５８．８７ ３２２．２９ ８．０ 银行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３２８４．０３ ３００７．７５ ９．２

　　＃工业 亿元 ２８７．３２ ２５８．６８ ８．３ 银行年末贷款余额 万元 １９４３．０２ １６５９．１７ １７．１

　第三产业 亿元 ７８７．３０ ７２５．１１ ５．８ 专利申请量 件 ７０７８ ６１９１ １４．３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３７９．０３ ３４１．６１ １１．０ 专利授权量 件 ３８５１ ３０８０ ２５．０

　第一产业 亿元 ０．１１ 高新技术企业数 个 ３２０ ２５１ ２７．５

　第二产业 亿元 ２５．１３ １８．３６ ３６．８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５８２４９ ５３３７１ ９．１

　　＃工业 亿元 ２５．１３ １８．３６ ３６．８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６８０．８９ １６１３．９７ ４．１

　第三产业 亿元 ３５３．９０ ３２３．１４ ９．５ 各类学校数 所 ３２２ ３１８ １．３

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
增长率

％ －６．５ －６．３ ３．２ 在校学生数 人 １７０５９３ １６９８２９ ０．４

全区财政总收入 亿元 ４２７．０２ ３５７．１６ １９．６ 医疗机构数 个 ４０ ４０ ０．０

　＃区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１５１．１１ １４１．６２ １０．８ 卫生技术人员 人 ８７５２ ８５０２ ２．９

区地方财政支出 亿元 ２７１．８３ ２５０．６３ ８．５ 医院核定床位数 张 ６１０３ ６１０４ －０．０２

期末工商登记注册
户数

户 １３７５５６ １１２１８０ ２２．６ 道路长度 公里 ８３８ ８２２ １．９

期末工商登记注册
资金

亿元 １００２７．７０ ７６１６．０２ ３１．７ 公共绿地面积 公顷 ２４０４ ２３５２ ２．２

利用外资合同金额 万美元 １２８８４１ ４３１２１ ２．０倍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１１．７ １１．５ １．７

耕地面积 公顷 ４００３ ４１１３ －２．７ 绿化覆盖率 ％ ４３．０ ４３．０ 平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ＡＱＩ） ％ ７３．４ ７６．５ 下降３．１个

百分点

　注：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增幅按可比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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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区级增加值
单位：亿元

行　业 ２０１７年 可比增长（％） 行　业 ２０１７年 可比增长（％）

总　计 １１４７．３６ ６．５ 　　建筑业 ７３．５２ ７．１

按产业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５３．６７ ６．４

　第一产业 １．１８ －１３．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４８．５７ －２．１

　第二产业 ３５８．８７ ８．０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５１．４０ ５．１

　第三产业 ７８７．３０ ５．８ 　　金融业 １１２．６１ ７．５

按行业分 　　房地产业 １９１．０９ ２０．９

　＃工业 ２８７．３２ ８．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６４．００ －２．０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新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将原第一产业中的农林牧渔服务业和原第二产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及金
属制品机械设备修理业调整到第三产业。２０１５年起，按新分类标准核算。

表３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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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０７３７２ １３２００８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２５６５１ ４４５４４

一、税收总收入 ４６０６３３３ １３２００８３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３６２３ ４３３６

　 第一产业 １４２４ ５３１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６２６２９ ２２８０４

　 第二产业 ２２３２３２１ ３９４２１９ 　　 房地产业 １０３９１２８ ４８７２８２

　　 工业 ２００１４５２ ３２１８２２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１２１１０ ９６３２９

　　 建筑业 ２３０８１８ ７２３５７ 　　 其他行业 ３１９４６７ １０００９９

　 第三产业 ２３７２５８９ ９２５３３３ 二、其他税费收入 １０１０３９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９９９８０ １６９９３９

表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财政收入
单位：亿元

指　标 ２０１７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７年 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４２７．０２ １９．６ 　　 房产税 ８．４９ ５３．１

　中央级收入 １５０．９７ ２２．４ 　　 印花税 ４．７９ ６４．３

　市级收入 １２４．９４ ３５．５ 　　 土地增值税 １７．０７ －９．６

　区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１５１．１１ １０．８ 　　 契税 １５．４８ －３０．４

　　税收收入 １３４．５２ １０．１ 　　非税收入 １６．５９ １７．１

　　＃增值税 ５７．０１ ２２．６ 　　　专项收入 ７．１５ －１６．２

　　 企业所得税 １６．３１ ２６．７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３．９２ ６５．８

　　 个人所得税 ７．１５ １６．２ 　　　其他收入 ５．５２ ６９．０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５．２２ ２．９

表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财政支出
单位：亿元

指　标 ２０１７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７年 增长（％）

区地方财政支出 ２７１．８３ ８．５ 　　 文化体育与传媒 ４．２６ ２５．２

　＃区本级财政支出 １８９．１９ ４．１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３０．７３ ５０．６

　 镇级支出 ８２．６４ １９．９ 　　 医疗卫生 １７．０１ －８．４

　＃一般公共服务 １１．２６ ４．０ 　　 节能环保 ９．５１ ５．０倍

　 公共安全 １３．１４ ８．４ 　　 城乡社区事务 ４０．９５ －２５．９

　　 教育 ４６．２３ －３．１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２２．８９ ５．０

　　 科学技术 ８．３８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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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单位：万元

类　　别 ２０１７年 现价增长（％） 可比价增长（％） 类　　别 ２０１７年 现价增长（％） 可比价增长（％）

合计 ３１５５６ －２２．４ －１８．０

一、种植业 ２４１３６ －９．５ －２．６

　＃稻谷 １８１４ －１７．０ －１４．７

　 小麦 １２８ －６７．９ －６７．９

　 蔬菜 １４２３７ －１０．１ ４．５

　 水果 ５５０１ －１１．７ －１６．６

二、林业 １３２９ －１０．０ －１１．２

三、畜牧业 １５３９ －７８．６ －７７．４

　 猪

　 禽 １０ －７０．１ －６８．８

　 奶 １５１１ －７５．５ －７４．１

四、渔业 １３８１ １９．０ ９．８

五、农业服务业 ３１７０ －２４．３ －２４．３

表７ 各时期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
单位：％

指　标
平均每年增长

“八五”
时期

“九五”
时期

“十五”
时期

“十一五”
时期

“十二五”
时期

“十三五”
时期

指　标
平均每年增长

“八五”
时期

“九五”
时期

“十五”
时期

“十一五”
时期

“十二五”
时期

“十三五”
时期

一、年末常住人口 — — ３．６ ６．５ １．２ ０．２ 　 商品销售额 — — — — ９．８

　 ＃外来常住人口 — — ５．５ １２．７ ２．０ －０．７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１．５ １１．６ １５．３ １７．０ １２．５

年末户籍人口 ２．５ ３．８ １．８ １．８ １．４ １．５ 八、房地产业

二、增加值（可比增
长）

— １３．８ １８．７ １３．８ ８．１ ５．０ 　 商品房投资额 — — ３３．６ １１．１ ６．０

　 第一产业 — ３．０ －７．６ －２．９ －２．０ －１７．９ 　 商品房竣工面积 — — ２０．０ －７．１ ５．２

　 第二产业 — １３．４ ２０．７ １３．８ ５．３ １．６ 　 商品房销售面积 －１６．３ １２１．４ ７．０ －６．７ ４．９

　　 ＃工业 — １４．３ ２０．９ １３．９ ５．４ １．３ 　 商品房销售额 １．３ １０９．９ ３１．４ １５．８ ８．３

　 第三产业 — １５．１ １７．５ １３．９ １０．０ ６．９ 九、金融

三、财政 　 １、银行存款余额 — １６．４ １８．７ １６．３ ７．８

　 区地方财政收入 １３．０ １４．８ ３１．５ ２．０ １２．６ ９．０ 　 ２、银行贷款余额 － １５．３ １５．２ １２．４ １０．４

　 区地方财政支出 ２９．１ １７．５ ３２．２ １０．３ １３．９ １１．４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４２．２ １７．４ ２０．０ １５．３ １０．５

四、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

７３．９ ２．２ ３２．３ ７．６ １．０ １１．２ 十、外经

　 第一产业 ２１．６ －２３．８ 　 三资企业批准数 — －１０．５ １６．６ －５．０ １４．５

　 第二产业 ５９．７ ２．８ ２３．４ －３．３ －１６．４ ２２．４ 　 合同外资额 — －２７．４ ４１．９ －９．６ ６．０

　 ＃工业 ５３．２ ７．０ ２３．６ －３．４ －１６．４ ２２．４ 　 实际到位外资 — — — — ５．８

　 第三产业 ９０．６ ２．２ ３６．３ １０．３ ２．９ １０．５ 　 外贸出口 — — １９．３ ３．１ —

五、农业 十一、私营、个体经济

　 耕地面积 －４．７ －２．８ －５．４ －８．４ －３．０ －１．７ １、户数 ２０．７ １３．３ １３．７ ５．５ １４．６

　 总产值 ２０．３ ０．１ －５．５ １．３ －４．０ －１９．６ 　 ＃私营 — ３６．９ ２０．２ ６．５ ２０．４

六、工业 ２、注册资金 １．４倍　　３９．６ ３９．３ １７．１ ３３．３

　 总产值 ３５．９ １３．１ ２２．５ １３．７ ３．９ ０．４ 　 ＃私营 — ４０．４ ３９．７ １７．１ ３３．５

　 销售产值 ３５．４ １３．５ ２２．７ １３．４ ４．０ ０．０

七、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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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耕地面积
单位：公顷

镇 上年末耕地面积 当年增加耕地
当年减少耕地

小计 １国家征用 ２乡（镇）村基建
年末耕地

合计 ４１１３．１ ８９．９ ２００．３ １９８．８ １．５ ４００２．７

罗店镇 １２３１．２ ２６．１ １４．８ １４．３ ０．５ １２４２．６

大场镇 －１０．５ ０．０ １２．９ １２．９ ０．０－２３．４

杨行镇 ４１８．５ ０．０ １．５ １．５ ０．０ ４１７．０

月浦镇 ７４０．８ ８．１ ４．７ ４．０ ０．７ ７４４．２

罗泾镇 １２００．４ １２．６ ５．８ ５．５ ０．３ １２０７．２

顾村镇 ４７６．９ ４３．０ １５８．５ １５８．５ ０．０ ３６１．４

高境镇 ２１．９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１．９

庙行镇 ２５．８ ２．０ ２．０ ２３．９

淞南镇 １．５ ０．０ １．５

城市工业园区

其他 ６．６ ０．１ ０．１ ６．５

表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邮政、电信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增长（％）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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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８２７ ３０８３１ １６．２

函件 万件 １０７７ １７４９ －３８．４

报刊累计订销数 万份 ６８１４ ７６０３ －１０．４

固定电话用户 万户 ４５．９ ４５．２ １．５

宽带接入 万户 ５６．４ ４２．８ ３１．８

平均带宽 兆 ７５ ４５ ６６．７

公共场所开通 ｉ－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免费上网服务 个 １０４ ９０ １５．６

表１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公共文化设施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合计 个 ７０７ ６９１

区县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１ １

区县级公共文化馆 个 ２ ２

街镇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２１ １９

街镇级公共文化站（中心） 个 １６ １５

文化活动广场 个 ２６ ２６

名人故居、纪念馆 个 ７ ７

博物馆、美术馆 个 ３６ ２３

居（村）委文化活动室数 个 ４４６ ４４６

社区信息苑 个 ２９ ２９

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 个 １１３ １１３

其他公共文化设施 个 １０ １０

表１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广播电视业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全区广播电视机构 个 １

广播电视工作者 人 ８８

区电视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５８８２

　＃自办节目 小时 ２１２７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８７８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１０６９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１１

　 影视剧类节目 小时 ２８９０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９３８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９６

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３２０

区广播电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５９０４

　＃自办节目 小时 ８９１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４５４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８１８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４０７７

　 广播剧类节目 小时 ９９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４２６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３０

区广播电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２６９

有线电视分中心 个 ４

有线电视总用户数 万户 ４１．９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干线总长 公里 ５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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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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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７年 增长（％）

商品销售额 ４３９０７００１ ２０．５

　＃金属及金属矿批发 ３０６２６６３７ ３０．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６６６６６５８ ３．８

一、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国有 ２１７４２６ ２１．７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３５２１０３ ０．６

　 私营及个体 ４８０３２６５ ３．５

二、按行业分

１、批发和零售业 ６１６６７９２ ３．１

　＃汽车零售 １４５９２６６ －０．１

　 互联网零售 ３９２７６４ １．１倍

２、住宿餐饮业 ４９９８６５ １１．９

三、按限额分

　限额以上 ３７６４３７３ －３．４

表１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公共图书馆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机构数 个 ２２

从业人员 人 １８０

总藏量 万册、件 １４７．２７

　＃图书 万册 １４１．９７

　 报刊 万册 ３．３９

本年新购藏量 册、件 １０．４８

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８．５３

　 书库 万平方米 ６．１７

　 阅览室 万平方米 ６．０８

阅览室座席数 个 ４２２２

总流通人次 万人次 ３１７．１７

　＃外借 万人次 ５２．８７

计算机 台 ７０９

　＃电子阅览室终端数 个 ５０６

书刊文献外借册次 万册次 ２１６．３５

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

　 次数 次 １２７６

　 参加人次 万人次 １５．５７

表１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体育事业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举办运动会和比赛次数 次 ２１ 国际级（健将） 人 ０

　综合运动会 次 ０ 　 国家级（运动健将） 人 １

单项比赛 次 ２１ 一级（高级） 人 ２２

举办全民健身活动次数 次 ５１０ 二级（中级） 人 ７８

参加体育赛事 三级（初级） 人 ６

　国家级赛事 项 ６９ 　专职教练员 人 ４２

　市级赛事 项 １８８ 　裁判员 人 ３４

参赛运动成绩 公共体育场馆

　参加国家比赛 　体育场 个 １

　　冠军 项 ２２ 　体育馆 个 ３

　　亚军 项 ２２ 　游泳馆 个 ３９

　　季军 项 ２５ 　运动场 个 ４３０

　参加市级比赛 　训练房 个 ４

　　冠军 项 ６３ 社区健身设施

　　亚军 项 ７１ 　健身苑 个 ５

　　季军 项 ５４ 　健身点 个 ５６３

发展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社区公共运动场 处 ４０

　运动员 人 １０７ 农民健身家园 个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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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火灾事故与消防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一、火灾事故

　 发生次数 起 ２６９

　 死亡人数 人 ４

　 受伤人数 人 １

　 损失折款 万元 ２４３

二、消防情况

　 消防队 队 ９

　 消防车辆 辆 ４５

　 消防人员 人 ４０８

　 出动起数 起 ６０７７

　 出动人次 人次 ７６７３０

　 出车辆次 辆次 ９６９４

　 抢救人员 人 ２４２

　 抢救财产价值 万元 １１６５０

表１６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社会治安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一、刑事案件 二、治安案件

　 立案数 起 ２２６０７ 　 受理数 起 ４２０５２

　 破案数 起 ２９２４ 　 查处数 起 ４２００３

　 刑事案件作案人员中青少年比重 ％ １７．０ 　 查处违法人员数 人 ４６５３

表１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作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律师工作

　律师事务所 个 ４８

　律师人数 人 ３５７

　　 专职律师 人 ３５４

　　兼职律师 人 ３

　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担任法律顾问 家 １１８

　　　刑事诉讼辩护及代理 件 ５５２

　　　民事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４０５８

　　　　行政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１３８

　　　非诉讼法律事务 件 １６０

　　　解答法律询问 人次 ４３６１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件 ３０７

法律服务 　 　

　基层法律服务所 个 １

　基层法律工作人员 人 １３

调解工作 　 　

　街镇建司法所 个 １２

　司法所工作人员 人 ４６

　人民调解委员会 个 ４９３

　调解人员 人 ２４６１

　调解民间纠纷 件 １２１４５

　　＃调解成功 件 １２０１４

法律援助工作 　 　

　受理援助案件 件 １０７８

　接听１２３４８咨询电话 个 ８６７３

　接待来访当事人 批 ５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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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８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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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平均工资（元）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合计 １８８２ ２９９６５１ ２６３１０３ ２５１７０５ ２９６５０７ ２６３１１０ ２５１９３８ ２７５３５３２２５５０５６８．４２４９０３５０．４ ９２８６６ ９６９３９ ９８８４８

一、按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１７１２ ２６４８９３ ２３１２６２ ２１９９０１ ２６１５８７ ２３１２２２ ２２００８９２３６６７５０２１９９５７７２１３９４１２ ９０４７７ ９５１２８ ９７２０７

　　 国有企业 ２０ ６６５６ ５０７０ ５０３６ ６１９８ ４５１９ ４４７９ ４２０５７ ３１９４０ ３１８５２ ６７８５５ ７０６７９ ７１１１５

　　 集体企业 ４０ ３１２１ ２０２５ ２０１８ ３１０８ ２００５ １９９６ １８８５２ １３９０２ １３８８５ ６０６５６ ６９３３６ ６９５６６

　　 股份合作企业 ６ ７３２ １６４ １６２ ７１２ １５９ １５７ ４４４８ ９６６ ９６１ ６２４６９ ６０７３０ ６１２１０

　　 联营企业 １１ ５１８ ４８５ ４７３ ５２４ ４８８ ４７６ ３０２２ ２６５５ ２６１０ ５７６７９ ５４４１０ ５４８２１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４ ９６４９２ ８９７６９ ８０６４２ ９６９２５ ９２７４４ ８３１５０ ９９９７３８ ９６８４３５ ９１６９０５ １０３１４６ １０４４２０１１０２７１

　　 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 ３３６０５ ３２１７７ ３０１９１ ３２８８４ ３１８１８ ３０５０６ ５３１０６９ ５２６３２５ ５１８０９３ １６１４９８ １６５４１７１６９８３３

　　 私营企业 １０９３ １２２７２５ １００８１５ １００６２３ １２０１５７ ９８６８０ ９８５１８ ７５４６８７ ６４４８０８ ６４４５６４ ６２８０８ ６５３４３ ６５４２６

　　 其他企业 ４ １０４４ ７５７ ７５６ １０７９ ８０９ ８０７ １２８７７ １０５４６ １０５４１ １１９３４２ １３０３５７１３０６２３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５０ ９４２４ ８９４０ ８９２２ ９２０６ ８７４４ ８７２９ ８３２２５ ７８７２８ ７８６７８ ９０４０３ ９００３７ ９０１３４

　　 外商投资企业 １２０ ２５３３４ ２２９０１ ２２８８２ ２５７１４ ２３１４４ ２３１２０ ３０３５５７ ２７２２６３ ２７２２６１ １１８０５１ １１７６３９１１７７６０

二、按隶属关系分

　 中央 ９１ ５４０７４ ５４３６１ ４９８８７ ５４６７７ ５４９３７ ５０５８６ ９２６５９８ ９１２６７５ ８９２５４０ １６９４６８ １６６１３１１７６４４０

　 省（自治区、直辖市） ７４ ３０２３６ ３１８４４ ２６６２８ ３１５３４ ３３６７３ ２７８９４ ３１９７７８ ３３４５３２ ２９６５２２ １０１４０７ ９９３４７１０６３０３

　 市（地、州、盟） ８２ １５５１１ １２６６１ １２２２７ １５４７７ １２３８３ １２１５３ １０７９２７ ８７９８９ ８７３２１ ６９７３４ ７１０５６ ７１８５２

　 县级及以下 ７４ ９２００ ８０７３ ７８５８ ９３０８ ８１９０ ７９５５ ６７７６０ ６２０２７ ６１４０２ ７２７９８ ７５７３５ ７７１８７

　 其他 １５６１ １９０６３０ １５６１６４ １５５１０５ １８５５１１ １５３９２７ １５３３５０１３３１４６９１１５３３４７１１５２５６５ ７１７７３ ７４９２８ ７５１５９

　按行业门类分

　　 制造业 ４３３ ９４８９３ ９００４７ ８７３１３ ９５２８５ ９０３６５ ８７８７６１１５８２８９１１０７１１１１０９３３４０ １２１５６１ １２２５１５１２４４１８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７ １６４８ １６６９ １６３８ １６６０ １６７９ １６４８ ２８２６１ ２８２０５ ２８０９０ １７０２４９ １６７９８９１７０４４７

　　 建筑业 ２４７ ６７７２６ ５３２６９ ５１２０１ ６５０５７ ５２６９４ ５０４５１ ４６８１２４ ４０６０２３ ３９８８５３ ７１９５６ ７７０５３ ７９０５７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５０ ２１９１８ ２００１８ １９９５０ ２２２６９ ２０３４８ ２０２６５ １７８６３６ １６６４３９ １６６３０２ ８０２１７ ８１７９６ ８２０６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９５ ３２２３６ ２９２５３ ２７９３９ ３２７２２ ３００５４ ２８５６１ ２１９９４６ １９９０３９ １９４０９８ ６７２１６ ６６２２７ ６７９５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１５ ８４１３ ７０４８ ７０４５ ８２６７ ７０５０ ７０４７ ４３１２６ ３７８６１ ３７８５７ ５２１６７ ５３７０４ ５３７２１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９ ７７２４ ８１２３ ７５４０ ７１９８ ７１０７ ７０１６ ８５０２４ ８３９０４ ８３８９４ １１８１２２ １１８０５９１１９５７６

　　 房地产业 ２１０ １３４１１ ９８６２ ９４０９ １３４４４ ９８０３ ９４０１ １１７０９６ ９９５７５ ９８０９０ ８７０９９ １０１５７６１０４３４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２７ ２６２８５ ２１０２２ １７３９０ ２５１４１ ２１２６３ １７２３４ １８７２９４ １７５４６５ １４４４８６ ７４４９８ ８２５２１ ８３８３８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６１ １１４５２ １０５１０ １０３２１ １１９８５ １１０４８ １０８３３ １７２２９５ １６３５１２ １６２２６５ １４３７５９ １４８００２１４９７８８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９ １８７９ １５３６ １４８８ １８４６ １５１６ １４６４ ２０１１３ １８２０８ １７９０５ １０８９５４ １２０１０８１２２３０３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４６ ８９２５ ８０６８ ７８１５ ８５１９ ７５３５ ７５０１ ４７１９８ ４１６３０ ４１５８２ ５５４０４ ５５２４９ ５５４３５

　　 教育 ８ ８３９ ８１４ ８１０ ８３９ ８１０ ８０６ ４４９６ ４３６５ ４３６４ ５３５８５ ５３８８４ ５４１３９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４ １４３１ １１４８ １１３０ １４１７ １１４０ １１３７ １６５０８ １３９４７ １３９４３ １１６４９８ １２２３４５１２２６２７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１ ８７１ ７１６ ７１６ ８５８ ６９８ ６９８ ７１２５ ５２８２ ５２８２ ８３０４１ ７５６７９ ７５６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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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资料

■宝山区中小河道黑臭的原因分析及对
策建议（节选）

一、宝山水系特点和治理历程

宝山区是上海的“水路门户”，依水

而生、因水而兴。但是，由于区域面积

大、人口稠密，又处于全市排水体系的下

游，截污治污设施建设滞后于城市开发

建设，众多河道过量纳污，部分河道甚至

充当城市排污沟和垃圾场，河道黑臭现

象时有发生。全区现有 ２２１条黑臭河
道，占比高达２８％。这些黑臭河道数量
多、分布散，河道的氨氮、溶解氧、透明度

等水质指标严重超标，环境差、有异味，

群众感观差、投诉多，既破坏区域生态环

境和城市整体形象，又影响居民的生活

居住和身心健康。近年来，宝山区河道

经过数轮治理行动，取得一定成效，但黑

臭现象始终没有得到根除。２００５年开
展的河道整治中，主要措施是河道疏浚、

生态净化和沟通水系，这些水利工程措

施有效改善了水动力，但只治河道，却没

有根治岸上，导致水质很快恢复黑臭。

２００８年开展的河道治理中，治理思路由
“就河治河”的线状治理延伸为“水岸同

治”的带状治理，加强沿岸的截污纳管工

作，水质呈现阶段性好转，但是由于没有

彻底拆违，岸线空间不足，“人水争地”，

导致源头治理不彻底，加之长效管理不

力，数年后水质再次恶化。总结两轮河

道治理经验教训，一是缺乏科学系统的

治理路线，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误区；二是治理技术单一，忽视采用集

成技术进行综合治理；三是污染源治理

与生态治理不同步，过多的强干预的非

生态化措施，事倍功半。

二、中小河道黑臭的原因分析

河道黑臭是水体有机物污染的一种

极端表现，视觉上“黑”、嗅觉上“臭”。

有机污染物、腐殖质吸附螯合致黑物质

以及底泥中放线菌的大量繁殖是水体产

生黑臭现象的三大机理。宝山区河道黑

臭污染来源可以分为内源和外源两个方

面，其中外源污染尤为严重。

（一）外源污染

１污水直排。由于宝山城乡地区
雨污管网和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污水

纳管不完全，污水处理能力不足，导致大

量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农

业回流水直接排入河道，使河水溶解氧

几乎为零，从而引起河水发臭变质。

２垃圾堆填。河道垃圾数量和种
类很多，污染河道的途径多种多样，有些

是附近居民投扔的生活垃圾，有些是沿

河偷倒的建筑垃圾，有些是垃圾场的垃

圾经过雨淋和雪溶化后溶于水，或经过

化学作用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最后漏出

场外，流入城市低水点，污染水质。

３沿河违建。部分群众侵占河道，
违法搭建建筑物，一方面致使河道弯曲

且狭窄，影响水动力条件；另一方面生活

污水和生活垃圾直排河道，严重污染

水质。

４船舶污染。船舶污水分为油污
水、黑水、厨房灰水、洗涤灰水等，直排入

水会造成水质污染。其中“三无”居家

船舶问题尤为严重，其违章搭建、阻塞河

道、污水直排、垃圾直扔现象都会污染

河水。

（二）内源污染

１底泥淤积。宝山区部分河道土坡
坍塌和水土流失严重，加上河岸垃圾随意

入河，长时间没有有效疏浚，造成底泥淤

积。底泥是河道中污染物的“汇”与

“源”，底泥本身具有自净功能，但大量受

污染的底泥会不断上浮，向上释放有机物

和无机盐，加剧河道耗氧率，引起水体富

营养化，是造成河道黑臭的重要原因。

２水系不畅。宝山区断头河、小河
浜多，部分河道因市政建设等原因被填

堵，造成水系不连通，水体流动和置换缓

慢，水动力不足，使得水体复氧能力和自

净能力大为减弱。

３河道渠道化。中心城区“人绿争
地”“人水争地”，导致河道渠道化、硬质

化严重。宝山区河道护岸以前多采用混

凝土、浆砌石等硬质结构，有利于岸坡稳

定、巩固水土和防汛排涝等。但是这种

硬质护岸因刚性固化且封闭，切断土壤、

植物与生物之间的有机联系，使滨岸带

的污染截留和控制等重要功能消失

殆尽。

三、中小河道黑臭治理的主要思路

黑臭河道治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

统工程，不可能短期内一蹴而就，也没有

“百试不爽”的单一措施，要把握好正确

的路线和方法。

（一）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的

治理路线

１时间上实施分期治理，将黑臭河
道治理时间划分为应急治理阶段、水质

改善阶段和长效保持阶段三个阶段，在

不同阶段采取针对性的技术措施。

２空间上实施面状治理，将截污纳

管与改善水动力相结合，将污染源治理

与生态修复相结合，将工程建设与长效

管理相结合。

３行动上实施科学治理，首先要制
定黑臭河道排查计划，明确治理清单；其

次要制定黑臭水体达标治理方案，有序

开展治理；要成立河道治理组织管理机

构，加强统筹协调。

４强化管理制度建设，严防黑臭反弹。
５落实黑臭水体治理责任，建立奖

惩机制。

（二）采取“综合施策、因地制宜”的

治理方法

一方面要综合利用采取截污治污、

底泥疏浚、沟通水系、引清调水、水土保

持和生态修复等多项措施；另一方面要

根据水体污染状况及污染物的种类，按

照“适用性、全面性、经济性、安全性”原

则，选择最优治理技术。黑臭河道治理

技术包括物理方法、化学方法和生物—

生态方法等，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利弊

适用。一般而言，近期以物理、化学方法

为主，截污、净化等取得效果后，远期生

态生物技术将占主导地位，长期有效地

改善河道水质。

四、中小河道黑臭治理的主要路径

针对宝山区黑臭河道实际情况，比

较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包括外源减排、

内源控制、水质净化、补水活水和生态修

复等。

（一）外源减排。在应急治理阶段，

减少污染物排放，关键是要截污纳管。

１．污水截流。要根据河道的污染源
分布、区域内城镇化程度、外围二级管网

分布等客观条件，采用沿河截污、新铺污

水管道接外围管网、设置污水处理装置

和设置集水井等多种截污方式，尽可能

切断直排入河的污染通道。

２污染源控制。及时清理沿河垃
圾，拆除沿河违建，加强船舶管理，严格

控制进入河道的各种污染源，确保水面

无大面积漂浮物和岸边无垃圾。

３面源污染治理。利用海绵城市
的“渗、滞、蓄、用”等功能减少雨水径流

排放和面源污染，把雨水初期径流量所

达到的大量生活污染、面源污染控制在

最低程度，减少初期雨水污染对河道水

体的冲击，强化氮、磷等营养物质去除。

（二）内源控制。１底泥疏浚。扩
大河道的蓄水面积，疏浚黑臭河道污染

底泥的上层部分，能够较大程度地减弱

底泥对上覆水体的污染，也为后续种植

水生植物创造生态条件。但是疏浚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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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深，要尽量减少对底层原生态河底干

扰，还要根据淤泥的性质开展底泥无害

化处理处置和资源化利用，避免二次

污染。

２生态护岸。因地制宜地采用梯
形断面、多孔生态混凝土、木桩等截留与

净化能力较强的生态驳岸或近自然的驳

岸，构建水体与土体间的水生物交换通

道，解决河道硬质化、渠道化问题，提高

水体的生物多样性，修复水体生态系统。

（三）水质净化。经过应急处理措

施缓解黑臭之后，需采取工程措施净化

水质，进一步减轻水体污染负荷，恢复水

体景观功能。

１人工增氧。对于大多数黑臭河
道，都可以通过人工曝气充氧（通入空

气、纯氧或臭氧等），提高水体溶解氧浓

度和氧化还原电位，防止厌氧分解和促

进黑臭物质的氧化。

２微生物强化净化。对于小型封
闭河道，可以直接向河道投加微生物菌

剂、酶制剂或促生剂等，强化微生物的降

解作用，加速有机污染物的分解和转化，

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

（四）补水活水。沟通水系不仅可

以借助大量清洁水源稀释黑臭水体中污

染物的浓度，而且可以加强污染物的扩

散、净化和输出，对于纳污负荷高、水动

力不足、环境容量低的黑臭河道治理效

果明显。

１再生水补给。城市污水经过处
理并达到再生水水质要求后，将其排入

治理后的城市水体中，以增加水体流量

和减少水力停留时间。再生水作为城镇

稳定的非常规水源，是经济可行、潜力巨

大的补给水源，应优先考虑利用。

２清水补给。通过引流清洁的地
表水对治理对象水体进行补水，促进污

染物输移、扩散实现水质改善。及时将

再生水和雨洪等补充到河道，保证河道

生态流量，维持河道水体流动性。

３水动力保持。构建城市水循环
系统，加强城市供配水系统建设，特别是

要打通断头河，增加水体流动性。采用

引清调水、水力造流、筑坝造流等水力调

控技术，改善水动力条件，解决河道流速

慢、水动力不足的问题，提高水体的自净

能力。

（五）生态恢复。黑臭水体治理后，

可能会面临污染负荷再度升高、藻华爆

发等问题，使得水体水质恶化和黑臭反

复，因此需要采取生物—生态技术，确保

水质改善效果的长效性。河道水环境综

合治理的实质就是自然水生态恢复和优

化过程。

１种植水生植物。水生植物对黑
臭河道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净化作用，既

能吸收利用水中氮、磷和重金属等物质

供其生长发育，又能为微生物提供栖息

地、有效吸附浮泥浮藻等悬浮物并分泌

出对藻类有抑制作用的化感物质。

２采用生物浮床技术。生物浮床
是现代农艺和生态工程措施综合集成的

水面无土种植植物技术，适用于宝山区

流速慢、坡面缓、非通航的中小河道。浮

床上种植的植物吸收水中的氮和磷当做

自身的营养物质，并通过收获植物体的

方式将其带离，达到净化水质和改善景

观的目的。

３水生动物修复。在底泥疏浚、种
植水生植物修复的基础上，可引进一定

量的水生动物进行水体修复，包括浮游

动物、游泳动物和底栖动物，它们以水体

中的游离细菌、浮游藻类、有机碎屑等为

食，可以有效减少水体中的悬浮物，提高

水体的透明度。

（六）长效管理。要杜绝黑臭河道

“反复治、治反复”的乱象，就必须加强

统筹管理，建立长效机制，支撑并巩固治

理成果，确保河道长治久清。

１统筹规划城市建设。黑臭水体
的形成与城市的无序开发和建设密切

相关，黑臭河道治理必须同城市规划和

建设协同推进，与生态城市、海绵城市、

地下综合管廊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等

相融和。

２全面落实“河长制”。建立区—
镇—村三级河长制组织体系，确保“一

河一长”，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量化标准、规范程序，强化监督、严格考

核”的原则，完善“河长制”各项配套制

度，明确河长工作职责，规范河长工作内

容，加强河长考核力度，充分发挥“河长

制”的追责效应、协同效应和执行效应，

落实河道综合治理措施和长效监管

机制。

３落实河道市场化养护机制。通
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落实河道养护单位，

建立河道保洁的长效运行管理机制，对

河道的水域保洁、陆域保洁、绿化、护岸、

栏杆等设施实行一体化养护，并加强日

常巡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同时，还要

建立治理工程的运行管理机制，加强水

生植物的养护管理、水处理专有材料和

设备的调试与维护管理、工程区范围内

的安全管理和环境管理等。

４发挥“互联网 ＋公众”作用。借
助移动互联网平台的便捷性，搭建黑臭

河道信息平台，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加

强科普宣传，增强公众环保意识，鼓励公

众监督、举报和参与黑臭水体治理。

（区政府政研室）

■宝山区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的情况调
查（节选）

一、区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一）基本情况。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宝
山区共有社会组织６１５家。其中按照登
记类型来划分，直接登记４６０家，占登记
总数的７４８０％。双重管理１５５家，占登
记总数的２５２０％。直接登记类中行业
协会商会类０家；科技类１２家；公益慈
善类３３３家；城乡社区服务类１１３家，其
它直接登记２家。双重管理类中政治法
律类１２家；宗教类４家；涉外类０家；其
它双重管理１３９家。社区社会组织共有
１６５家，占登记总数的２６８３％。其中社
区生活服务类７７家，社区公益慈善类６５
家，社区文体活动类１８家，社区专业调
处类５家。共有社会团体１５７个。按照
单位类型划分：行业性 ０个，专业性 ４７
个，学术性２５个，联合性８５个。按照服
务的主要领域划分：工商服务业２７个，
农业及农村发展３个，科学研究２５个，
教育３个，卫生５个，文化７个，体育２４
个，生态环境４个，社会服务２２个，法律
４个，宗教４个，职业及从业者组织７个，
国际及涉外组织０个，其他２２个。共有
民办非企业单位４５８个。按照单位类型
划分：教育 １７０个，卫生 １１个，文化 １８
个，科技４个，体育２９个，劳动１１个，民
政７８个，社会中介０个，法律１个，其他
１３６个。按照服务的主要领域划分：工
商服务业５个，农业及农村发展０个，科
学研究７个，教育１８１个，卫生１１个，文
化１８个，体育３０个，生态环境１个，社
会服务１７１个，法律１个，宗教０个，职
业及从业者组织０个，国际及涉外组织０
个，其他３３个。

（二）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推进

情况

１健全组织机构，优化社会组织管
理体系。加强组织领导。２０１４年４月，
区成立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协调小

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全区社会组织

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为分管副区长，办公

室设在区民政局，成员单位由业务主管

单位、行业主管部门、相关职能部门等单

位组成。本级社会组织管理的主体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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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局。理顺“育管”并重的关系。针对

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培育、发展仅靠

社团局一家，难免存在“既当裁判员又当

运动员”的局面，区委、区政府及时理顺

社建办体制，归口区委管理。区社建办

扭住“推进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体化运

行、搭建政府购买社区公益服务平台、加

大对创新特色社会组织的资金扶持”等

三个重要环节，开展有效的管理服务，对

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实施全程跟踪和

服务指导。

２完善服务平台，推动社会组织蓬
勃发展。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

体化运作。“１＋１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即１个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１２个街
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均已完成登记，启

动实体化运作，为辖区内社会组织搭建

融专业化的服务管理、全方位的培育孵

化为一体的服务平台。在１２个街镇服
务中心内均设置１０００平方米左右的“社
会组织拓展支持区域”，提供培育发展空

间，便于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如杨行镇

社会组织中心按照“１＋４＋１”模式进行
点网辐射（“１”是一个枢纽平台；“４”以
和家欣苑、远洋香奈、友谊一居、杨鑫 ４
个片区为网状辐射；加“１”是以杨行特
色吹塑版画为主导拓宽社区文化服务，

打造杨行区域化社会组织培育新格局），

促进社会组织规范有序发展。鼓励社会

组织参与规范化评估，依照以评促建的

原则，对通过评估、符合条件的社会组

织，按照相应的评估等级给予 １万至 ８
万元不等的一次性资金奖励。近年来登

记成立一批参与社区治理的四类社区社

会组织，如区、街镇的１３家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帮帮侬”人民调解工作室、达

美青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益万点”社

区益服务中心、时代文化创意服务中心

等，提升社会组织的质量。特别是大场

镇大力扶持的司法调解类社会组织“沪

港法律援助与调解服务中心”，积极开设

分站，服务全区各街镇，着力打造“宝山

柏万青”服务品牌。同时加大引入力度，

各街镇加速引入品牌社会组织及社会力

量参与社区治理。如顾村镇引入品牌社

会组织“华爱”来管理运营大居馨佳园

文化活动中心。罗店镇、大场镇引入专

业机构“青客”引导居民规范租房，有效

遏制群租现象。杨行镇引进上海青籽、

新途、复惠等多家社会组织开展“温馨

坊”关爱边缘人群、“情暖夕阳”关爱空

巢老人、“斯迪克”精神残障人士综合服

务、社区工作者增能计划等４项公益性

项目。吴淞街道引入“绿蜻蜓”公益组

织承接针对失业青年广泛就业的“金钥

匙”项目。

３加强监督管理，促进社会组织规
范化发展。清理“僵尸型”社会组织。

针对连续两年以上不参加年检、且已无

法取得联系的名存实亡社会组织，陆续

开展执法清理工作，历年来对２３家名存
实亡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进行注销催

办，２０１６年陆续对４２家名存实亡民办教
育培训机构进行责令整改。目前名存实

亡“僵尸型”社会组织达到７２家，占总数
的１１７％。完善三级预警网络。通过
“一套机制、一个平台、一支队伍”，及时

发现和处置非法社会组织活动信息以及

社会组织的违法活动信息，依托区、街

（镇）、居（村）委会三级预警网络。“一

套机制”，即包括工作职责、例会制度、应

急预案等制度；“一个平台”，即“上海市

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在报送预

警信息、备案群众活动团队等方面实现

信息化运作模式，提升预警工作的效率；

“一支队伍”，即一支相对稳定的、有责

任心的预警信息员、联络员队伍。区社

会组织预警网络建设工作连续多年荣获

一等奖。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结合四类

社会组织实施直接登记后准入门槛降低

的现状，以事中事后监管为重点，向年检

结论为“基本合格”“不合格”的社会组

织发放整改通知书，并将信用平台上信

用等级较低的社会组织列入“异常名

录”和“黑名单”，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

服务项目、规范化建设评估等方面对其

进行一定限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实

行年报公示制度，并将各类年度评优、

“异常名录”等结果向社会公布，引导社

会公众共同参与监督。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区社会组织在改善民生和参与

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显现，但

在实践过程中仍然面临众多难点。

（一）数量规模偏小。在数量上，宝

山的社会组织仅６１５家，占全市（１４３６１
家）的４３％。与户籍宝山人口在全市
占比（２０１６年底数据为 ６７％）差距较
大，人均社会组织拥有量较全市平均水

平低３６２％。在构成上，宝山民办非企
业有 ４５８家，占总量的 ７４５％，较全市
６９５％的比例高出许多。但是，没有一
家基金会注册在宝山，导致宝山的社会

组织运营财力只能依托政府或向公众收

费，对其推广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种类结构单一。宝山共有社

区社会组织 １６５家，占登记总数的
２６８３％。其中社区生活服务类 ７７家，
社区公益慈善类６５家，社区文体活动类
１８家，社区专业调处类５家。服务型、社
区型还少，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转移与参

与公共事务类的有限。

（三）社区治理结构设置不尽合理。

１社会团体和中介性社会组织发
育不足。在社区，除社区党组织和居委

会等自治组织外，其他各种社会组织，尤

其是志愿者组织，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缺

乏独立性。

２社会组织发展动力不足。相关
政府部门、街道、社区习惯居民区治理的

传统思维，对发展社区社会组织认识不

足，动力不大。社区其他组织的职能错

位和扭曲，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相对独立

的实体丧失独立意识和自主活动能力。

３社区人才的引进和成长机制尚
不明确。随着“１＋６”文件的发布实施，
社区工作者的准入机制进一步规范、薪

酬待遇进一步提升，但社区工作者尚未

形成自我净化和提升的机制，如何与社

区社会组织对接并提供配套服务还有待

挖掘研究。

（四）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应

有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从社区治理

实践来看，一是社会组织定位不清。由

于长期以来一些社会组织自身都是由隶

属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性组织转变而来

的，或者是由政府机构直接建立起来的，

这样它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政府，基本上依然是作为政府的

附属机构在发挥作用；二是政府部门指

导缺位。在党政部门引导社区社会组织

孵化过程中，由于政府对相关社会组织

的角色、作用定位不明，街居与社会组

织、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沟通、协调机

制还没有完善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着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

效能发挥；三是居民参与度较低。社区

居民对社区社会组织关注度不高，参与

度低，尤其是很难物色到合适的社会组

织带头人；四是总体发展尚处于起步阶

段。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总体上数量不

少，但上规模的不多，品牌化不够，可持

续性较差。

三、关于促进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相

关建议

（一）进一步厘清管理职责。建议

登记管理机关依法进行社会组织的登记

审批和管理，要厘清登记管理机关、行业

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建议参

２９３

附　录



照工商与企业管理模式，落实行业管理

职责，确保社会组织的业务活动“有部门

管，有人负责”。

（二）全方位加强保障。目前，市级

层面，根据上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

厅出台的《关于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

治理的实施意见》，市民政局已经会同相

关部门，对似类社区社会组织简化登记

手续，优化登记流程，加快审核办理程

序，推出包括降低开办资金数额，允许

专题作价捐赠出资、放宽办公场所要

求、试行先照后证制、探索下延审批权

限等具体举措。下一步，建议推动区级

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全覆盖，制定专

项资金使用办法，确保资金使用规范有

效。在信息化和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目

前社会组织信息化建设、社会组织信息

公开和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起

步较早，已具备一定的工作基础，下一

步要继续加大推动力度，继续完善相关

制度框架，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机制做法。

（三）进一步开展探索研究。建议

加强与科研院校、专业机构、民间智库等

合作，建立社会组织研究基地，形成宝山

特点的社会组织发展评价体系，加强对

网络社团等新型态社会组织调查研究。

（区政府政研室）

■宝山区汽车零部件产业现状分析报告
（节选）

一、宝山区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

现状

目前，宝山区共有汽车零部件企业

１９５家。２０１６年，汽车零部件产业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１０１亿元，比上
年增长５２％，占智能装备产业总产值
的 ３４％，占全区规上工业销售产值的
９２％；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实现产值５４１亿
元，同比增长 ２０２％，占智能装备产业
总产值的３３５％，占全区规上工业销售
产值的９５％。

　　（一）产业链分类情况
表１　 宝山区汽车零部件企业类别

类别 企业数（家） 主营范围

生产性服务业类 １０ 研发设计、定位导航、专业配套、物流配送等

原材料类 ２ 汽车板、汽车皮革等

工装类 ４ 汽车生产流水线及系统、汽车模具等

零部件生产加工类 １２２ 汽车覆盖件、座椅、线束、锁具、车轮、电子系统等

汽车销售服务类 ５７ 整车销售、零配件供应、售后服务等

　　（二）生产企业产值情况
表２　 宝山区汽车零部件产值情况

产值（亿元） 增幅 规上企业数（家）

２０１４年 ９８ １１．４％ ２９

２０１５年 ９６ －２％ ３２

２０１６年 １０１ ５．２％ ３６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５４．１ ２０．２％ ３６

表３　 宝山区汽车零部件产值亿元企业名单

单位：亿元

序号 镇与园区 企业名称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产值 增幅 产值 增幅

１ 城工园 西德科东昌汽车座椅技术有限公司 ２１．１ －２０．７％ １２．１ ２７．０％

２ 顾村镇 上海航空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３ ２４％ ６．５ ３３．２％

３ 宝工园 上海屹丰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８．０ －２３．８％ ３．１ ５６．３％

４ 顾村镇 上海宝山大陆汽车配件厂 ７．１ ９．２％ ４．４ ２９．４％

５ 城工园 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 ７．０ ２０．７％ ３．９ ２５．７％

６ 城工园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５．８ ５．５％ ３．５ ３７．１％

７ 顾村镇 上海法维莱交通车辆设备有限公司 ５．４ －１．８％ ２．６ －１．１％

８ 罗店镇 上海宝钢高新技术零部件有限公司 ５．２ ５２．６％ ２．１ －１７％

９ 航运—友谊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４．６ ４８．４％ ２．０ －１０．９％

１０ 顾村镇 旭东压铸（上海）有限公司 ３．８ ２．７％ ２．１ １８．２％

１１ 月浦镇 上海宝钢车轮有限公司 ３．０ －３．２％ １．２ －２４．１％

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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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镇与园区 企业名称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产值 增幅 产值 增幅

１２ 城工园 上海均胜奔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８ －２２．４％

１３ 顾村镇 上海骊晨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１．８ ０％ ０．９ １９．４％

１４ 城工园 法中轨道交通运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１．６ ４５．５％ ０．７ ２０％

１５ 宝工园 上海爱德航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１．４ －１２．５％ ０．９ ２０．６％

１６ 顾村镇 上海航空特种车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７．１％ ０．７ １３．５％

１７ 月浦镇 华域皮尔博格泵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７ ５８．４％

表４　 宝山区增长较快的汽车零部件企业

年份 企业名称 产值增速 投产年份

２０１６年

上海宝钢高新技术零部件有限公司 ５２．６％ ２０１０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４８．４％ １９８４

法中轨道交通运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４５．５％ ２００５

上海航空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 ２００４

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 ２０．７％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上海新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６４３％ ２０１６

上海立峰汽车传动件有限公司 ８９．１％ ２０１５

上海星海天冲压件有限公司 ６１．１％ ２００４

华域皮尔博格泵技术有限公司 ５８．４％ ２０１６

上海屹丰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５６．３％ ２００７

上海家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４９．１％ ２０１２

上海兴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４３．５％ ２００７

上海坤亿精密金属成形制品有限公司 ４１．９％ ２００９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３７．１％ ２０００

（三）生产企业税收情况

表５　 宝山区汽车零部件企业税收情况

单位：亿元

总税 区税 增长较快的企业

收入 增速
超千万税
收企业数

收入 增速 名称 增速
ＳＳ〗

２０１６年 ３．９ ２．６％ １１ １．１ ２２．２％

上海宝山大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２６０％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６６．７％

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 ２９％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２．９ ４５％ ８ ０．９３ ７９％

上海宝山大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７２８％

旭东压铸（上海）有限公司 ７８．７％

西德科东昌汽车座椅有限公司 ５２．５％

表６　 宝山区汽车零部件税收前１０名企业名单
单位：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总税收 增幅 总税收 增幅

１ 西德科东昌汽车座椅技术有限公司 ７８６６．９６ －２．３％ ８９７７．９１ ５２．２％

２ 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 ４３７９．０８ ２９％ ３３８４．３５ １５．７％

３ 上海宝山大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２５１７．３８ ２６０％ ３５７９．０１ ７２８％

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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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企业名称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总税收 增幅 总税收 增幅

４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２３９３．４８ １７．６％ １２３０．９１ ８０％

５ 上海宝钢车轮有限公司 ２３６３．８５ －２０．２％ １５６２．６０ ４５．７％

６ 上海法维莱交通车辆设备有限公司 １９３８．６４ ２２．１％ １２３３．１８ ３．７％

７ 上海航空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９７．１７ －２０．８％ ５５９．３３ １．３％

８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１７６３．０１ ６６．７％ １０１０．１７ －２６％

９ 上海沪公交通标志厂 １５６５．７９ ３．２％ ２７３．６２ －３．２％

１０ 旭东压铸（上海）有限公司 １２４６．１５ －５７．４％ １４５５．１５ ７８．７％

表７　 宝山区汽车零部件规上企业分布情况表

街镇园区 数量 街镇园区 数量 街镇园区 数量 街镇园区 数量

城工园 ８ 顾村镇 ７ 宝工园 ４ 罗店 ４

月浦镇 ３ 大场镇 ３ 杨行镇 ２ 淞南镇 ２

航运—友谊 １ 罗泾镇 １ 庙行镇 １

　　（四）生产企业分布情况
３６家规上企业主要分布在区城市

工业园、顾村镇、宝山工业园、罗店镇。

其中，城工园有８家规上企业，销售产值
达３９３亿元，占汽车零部件总产值的
３８９％。顾村镇有７家规上企业，产值
达 ３０亿元，占汽车零部件总产值
的２９７％。
　　 二、特点和问题

近年来，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势头

良好，为宝山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

撑。该产业发展主要存在以下特点：

（一）汽车零部件产业已具有一定

规模。２０１６年汽车零部件产业规上工
业产值为１０１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销
售产值的 ９２％，占全区工业销售产值
的７８％，是宝山占比较大的五大产业
之一（其他较大的有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占 ２１８％，通用设备制造占
１０６％，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占
９３％，新材料占８８％）。

（二）汽车零部件产业具有区域性

的相对集聚度。城工园、顾村镇产值占

比分别为３８９％、２９７％，加起来接近全
区７成。罗泾镇虽然只有 １家规上企
业，但有汽车零部件企业近２０家，且已
提出打造罗泾镇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区

的规划设想。

（三）部分企业发展态势很好。相

当一部分企业的产值和税收以超过

５０％的增速在快速发展。目前，区共有

产值规模达亿元以上的汽车零部件企业

１７家。其中，产值在２０亿元以上的企业
１家（西德科东昌汽车座椅技术有限公
司），１０亿－２０亿元的企业１家（上海航
空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５亿 －１０
亿元企业６家（上海屹丰汽车模具制造
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大陆汽车配件厂、上

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上海金亭汽

车线束有限公司、上海法维莱交通车辆

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宝钢高新技术零部

件有限公司），这 ８家企业销售产值达
７０亿元，占全区汽车零部件产业销售产
值比重为６９３％。

（四）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税收贡献

度还有待提高。２０１６年，汽车零部件企
业共实现总税收入３９亿元，仅占全区
的１１％；区级税收１１亿元，仅占全区
的０８％。其中，总税收达１０００万元及
以上的企业只有１１家，区级税收达１０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企业只有２家。２０１７年上
半年，汽车零部件企业共实现总税收入

２９亿元，仅占全区的 １１％，总税收达
１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企业只有８家。

三、主要建议

（一）建议把汽车零部件产业作为

宝山区重点发展产业之一。预计 ２０２５
年，我国汽车后市场各细分领域的年均

增长将达 ２０％以上。由于区汽车零部
件产业已有相当的发展基础和规模，建

议抓住全球汽车零部件研产销东移和国

家政策红利，把汽车零部件产业作为宝

山区先进制造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予

以重点培育。要积极引进一批掌握关键

零部件核心技术、可以参与全球竞争的

生产企业。特别是要抢抓供给侧改革机

遇，积极引进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优质企

业，在电动化、智能网联、移动共享、自动

驾驶方面给予更多关注。

（二）建议打造宝山区汽车零部件

产业集聚区。按照“综合规划、存量调

整、增量培育、逐步发展”的发展思路，在

城工园、顾村、罗泾、宝工园等区域重点

集聚以生产性为主的汽车零部件企业，

形成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的高地；在淞

南、庙行等南部区域重点聚焦汽车后市

场供应链管理、汽车常规维保、互联网 ＋
Ｏ２Ｏ模式等方面，形成汽车服务产业的
集聚区。通过区域性汽车零部件产业的

小集聚，形成全区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大

集聚。

（三）建议给予汽车零部件产业更

多的政策扶持。对汽车零部件产业可以

加大四方面的支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

扶持，结合“１＋９”产业发展专项政策，
制定汽车零部件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二

是加大厂房租赁、购置扶持；三是加大人

才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人才享受宝山

区有关人才经费资助、支持奖励、住房保

障等方面的政策；四是加大审批服务，包

括立项审批、注册登记、规划建设等手续

办理。 （区政府政研室）

５９３

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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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索引采取主题分析索引方法，索引名称（标引词）按主题词首字汉语拼音音

序排列。

二、表格、图片在页码后注有（表）、（图）字样。

三、索引名称后的数字标示页码，数字后的字母（ａ、ｂ、ｃ）表示该页码片面从左至右
的栏别。

四、为便于检索，部分名称以简称、全称方式在本索引中重复出现。

五、索引名称一般采用主题词、中心词或简称。党政机关名称不冠以“宝山区”或

“区”，如“人大”“政府”“税务分局”等，请在检索时注意。

六、表格索引、随文图片索引按页码顺序排列。

条 目 索 引

Ａ

ＡＩＤＳ疫情　２６０ａ

爱国卫生　２７２ａ

爱国卫生劳动　２７２ａ

“爱心认购、支持脱贫攻坚”活动　９４ｃ

爱眼日主题宣传活动　２６８ｂ

安全教育培训　２０２ｃ

安全生产　２０１ｂ

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汇报会　４７ａ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４２ａ

安全生产管理　１４７ｃ

安全生产基层基础　２０２ｃ

安全生产监管　１４７ｂ

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２０１ｃ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１４７ｂ

“安全生产月”活动　２０２ｃ

安全生产责任书　２０１ｃ

安全生产执法效能　２０１ｃ

安全生产重点监管　２０２ｂ

安全执法检查　２０２ａ

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　４２ａ

安置帮教　２９７ａ

案件　２９４ｃ

案件破案率　２８９ｂ

Ｂ

Ｂ２Ｂ交易额　１４３ｂ

ＢＩＭ技术发展　２１２ａ

八届人大三次会议　７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 ８０周年活动　

２７７ａ

巴基斯坦血管畸形患者诊治　２６８ａ

巴士五公司　２２６ｃ

白中琪　９３ａ

百花风车节　１６６ｃ

百家乐赌场案　２９２ｂ

“百姓公益课堂”培训　３４７ｂ

半导体大硅片量产项目　２３７ｃ

帮困粮油　１５５ｂ

帮困送温暖　３１３ｂ，３１３ｃ，３１８ａ

帮困助学活动　１２０ａ

帮困资金　３１２ｃ

绑架案　２９２ｂ

宝钢发展　１２７ａ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７ａ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机构　１３０（图）

宝钢工程　１２６ａ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６ａ

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　１２７（表）

宝钢股份厂区环境绿化管理　１３０ａ

宝钢股份复牌　１２５ｃ

宝钢股份生活后勤领域试点改革　１２９ｃ

宝钢股份　１２５（图）

《宝钢日报》　２４７ａ

宝钢设计院　１２６ａ

宝交钢贸纠纷案　１６３ｃ

宝罗奶牛场　３２８ｂ

宝山报　２４６ａ

宝山报好新闻送评作品　２４６（表）

《宝山报》微信号 　２４７ａ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４７ａ

宝山春季旅游宣传日活动　１６５ｃ

“宝山大剧荟”开幕演出　４６ａ

宝山地震科普馆　２３８ａ

宝山电信局　２４８ａ

宝山东方有线　２４６ａ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４６ｂ

巴士队长与文明同行宝山工业园区发车

启动仪式　１４６（图）

宝山海事局　１３７ａ

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１４７ｃ

“宝山好人”主题活动　３９ｃ，５６ｃ

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　３３２ｃ

宝山花车　１６６（图）

宝山检验检疫局　１３５ｂ

“宝山金融”微信公众号　１８５ｂ

宝山民俗文化节罗泾系列展演活动　

３３１ｃ

《宝山年鉴（２０１７）》　２８６ａ

《宝山年鉴》　２８５ｃ

７９３



《宝山年鉴（２０１５）》全国编校质量检查

评比　２８５ｃ

宝山气象科普馆　２４１ａ

宝山区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　３１０ａ

宝山区促进和谐劳动关系协会　３１１ｃ

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１１４ａ

宝山区“平安英雄”评选宣传活动　

３０８ａ

宝山区外贸企业招商会　１５４ａ

宝山区学校素质教育展示活动　４９ａ

宝山区友好地区　９７（表）

宝山区志愿服务联盟　３９ｃ

宝山区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专题讲

座　１４３ｂ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建院８０周年纪

念　２６９ｃ，２７０（图）

“宝山区肿瘤专科医联体”建设签订深

化合作意向书　２６１（图）

《宝山史志》　２８５ｃ

宝山曙光中医联合体论坛　４８ｃ，２６９ｃ，

２７０（图）

宝山寺　９３ａ

宝山体育中心　２８６ｂ，２８６ｃ

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　

９４ｃ，１１８ｃ

宝山邮轮滨江带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

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作安排　４１ｂ

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建院８０周年纪念

活动　４８ｃ

宝山众创孵化载体　２３５ｂ

宝山众创联盟成立大会　２３８ｂ

“宝税之窗”微信平台　１８３ａ

宝武集团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揭牌仪

式举行　１２４（图）

宝武视频新闻　２４７ｃ

“３·１５”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宣传

服务活动　２４３ａ

保集ｅ智谷院士服务中心　２３７ａ

保密　６７ｂ

保密宣传教育　６７ｃ

保密自查自评工作　６８ｂ

保险　１９４ｃ

保障房资金　１８０ｃ

保障性住房　１７４ａ

保障性住房配套建设　１７６ａ

暴雨　２７ｂ

北郊未来产业园　１４６ｃ

北康路科普长廊　３４４ｃ

备灾救灾　３１８ｂ

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１７９ｃ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１７９ｂ

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１７９ｂ

便利店　１５４ｂ

标准化菜场　１５４ｂ

表演团体　２７９（表）

滨江带建设　８４ａ

滨江地区规划　２０３ａ

“滨江新时代·红色谱华章”微电影大

赛　５６ｃ

滨江邮轮版块建设　１９９ｂ

殡仪馆　３１３ａ

殡葬单位　３１３（表）

殡葬管理　３１３ａ

病虫预测预报　１６９ｃ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１７０ｂ

博爱街镇　３４１ｃ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８９ｃ，８９（表）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　８９（表）

博物馆联盟　２８０ａ

“补短板”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现场

会　３４１ｂ

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１５（图）

不可移动文物　２８０（表）

部队停止有偿服务　４５ｃ，３０２ｂ

部门决算调研　７３ａ

Ｃ

财产行为税管理　１８２ｃ

财税　１７９

财政　１７９ａ

财政监督检查　１８０ｂ

财政收入　１７９ａ，３８４（表）

财政收支（预算执行）审计　１８４ｃ

财政卫生事业费　２６０ｂ

财政支出　３８４（表）

菜田　１６９ｂ

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２７３ｂ

残疾人教育条例培训班　２５９ｃ

残疾人就业　３１３ｃ

残疾人康复服务　３１３ｃ

残疾人事业　３１３ｂ

残疾人信息数据　３１４ａ

残疾人运动会　３１４ａ，３３１ｃ

仓储　３２ｂ

“８·２９测绘法宣传日”宣传活动　２０６ｃ

查补税款　１８３ｃ

产品质量抽查　２０１ｂ

产品质量监管　２０１ｂ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２００ｂ

产学研合作办学协议签署　２３（图）

产业扶持机制　１９８ｂ

产业扶持专项资金信息管理系统　２４３ｃ

产业援滇　９５ａ

产业援疆　９４ｂ

产业转型　７７ａ

产业转型升级　１４７ａ

长航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所奖状　

１３８（图）

长航公安吴淞派出所为民服务活动　

１３７（图）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所　

１３８ａ

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开幕式

（２０１７）　４８ｂ

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　１６３ａ

长江蟹　３３２ｃ

长江原水厂　２３２ｂ

长江原水厂２２万吨规模翻水泵房　２３２

（图）

长者照护之家　３１２ｂ

常住人口　２８ｃ，２８９ａ

“畅谈、建言”主题活动　６３ｃ

超市　１５４ｂ

超限运输查处　２１６ｃ

车辆稽查　２２６ｂ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　４８ｂ，

２７９ａ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　

２７８ｃ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经典作品诵读展演

　４７ａ，２７７ｂ

陈伯吹童书屋　２７７ｂ

陈霖道路保洁创新工作室　２２１ａ

陈筱洁　２０（图）

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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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华　３４４ｃ

成人教育　２５７ｃ

“城丰星苑”小区动工　１４７ｃ

城管行政执法　２２２ａ

城管执法信息化　２２２ｃ

城建档案　２０６ｂ

城市定向挑战赛　３５７ｃ

城市更新项目建设　２０４ｂ

城市功能建设　７８ａ

城市管理　３４５ａ，３６０ａ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２２２ａ

城市基层党建　５４ｃ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　

４３ｂ

城市基础设施　３３ａ

城市建设　３４５ａ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２２３ａ，３５３ａ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３５３ｃ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体系　３５３ａ

城市运行安全　３６ｃ

城市综合管理中心　３６０ｂ

城乡发展一体化　１９８ａ

城乡管理　２０３，２０８ａ，３２５ｃ，３４３ａ

城乡规划　２０３ａ

城乡环境　３８ｃ，２０３，２０８ａ，３２０ｂ，３２１ｃ，

３２５ｃ，３４３ａ

城乡居保　３１０ｃ

城乡社区支出　１８１ｂ

城乡一体化发展　２０３ｂ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３９ｂ，７７ａ

城镇管理　３３３ｃ，３３９ａ，３４８ａ

城镇建设　３３３ｃ，３３９ａ，３４８ａ，

城中村　１７６ｃ，３３９ａ，３４４ｂ

城中村改造　１７６ｃ

“城中村”规划调整　２０３ｂ

持证残疾人　３１３ｂ

臭氧　２１７ｂ

出访团组　９１ａ

出国（境）材料申报　２９０ａ

出国（境）管理　９１ａ

出口报关　１３４ｂ

出口　１５２（表）

出口国家　１５３（表）

出口商品　１５３（表）

出口总额　１５２ｂ

出入境边防检查　１３５ａ

出生率　２８ｃ，２６０ａ

出生人口　２８ｃ

出租汽车企业　２２５ａ

初次信访　８６ｃ

初级急救知识　３１８ｂ

“初级救护知识进家庭”知识竞赛　

３１８ｃ

初霜　２７ｂ

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　４６ａ

处级干部“１＋７”专题培训班　４６ａ

传媒支出　１８１ａ

船舶安全检查　１３６ｃ

船舶防污染登轮检查　１３７ａ

船舶进出港签证　１３６ｃ

创全迎检保障专项活动　２２０ｃ

《创世神话漫游记》　２８０ｂ

创卫复审活动　２２０ｃ

创响大场　３４０ｃ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大会　

４２ｂ

创业板上市　１８６（表）

创业嘉年华活动　３１０ａ

创业型城区创建　３０９ａ

“创业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仪式　２３６ｃ

春季大型招聘会　１１５ｃ

春节团拜会　４６ａ

“春之樱”主题系列活动　１６５ｃ

慈善基金　３１２ｃ

慈善助学款　１２０ａ

村　２８ｃ

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　８３ａ

村经分账管理　１６７ａ

村（居）委会　３２３（表），３２６（表），３３０

（表），３３９（表），３４３（表）

村民小组　２８ｃ，１６７ａ

村委会　３１９（表），３３５（表）

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分账管理　

８３ｃ

存款　３２ｃ，１８５ａ

Ｄ

打击非法客运宣传进高校活动　２２６

（图）

３Ｄ打印文化博物馆　３３７ａ

大场党群服务基地　３４１ｃ

大场老镇　１７６ｃ

大场镇　３３８ａ

大场镇侨联　３４１ｃ

大连市甘井子区考察团　９６ｃ

大卖场　１５４ｂ

大企业税收管理　１８３ｃ

大事记　１３

大型货运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２９０ｃ

大中修工程　２１６ａ

贷款　３２ｃ，１８５ａ

逮捕　２９３ａ

担保公司　１８６（表）

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活动　４３ｃ

党的组织和工作“两个覆盖”专项工作

　６６ｂ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５０ｃ

党管武装　３０１ｃ

党建带群建促社建　６７ａ

党建服务中心建设　５４ｃ

党建工作　３５４ｃ，３５７ａ

党建工作资源保障　６７ｂ

党建社建群建　５５ａ

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　１００ｂ

党史宣传　２８５ｂ

党史研究　２８５ａ

党校　６０ａ

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１１９ａ

党员　５２ａ，６５ａ

党员干部警示教育　５１ｃ

党员教育培训　６５ｃ

党政机关名录　３６３

档案　２８３ａ

档案安全　２８４ｃ

档案馆　２８３ａ

档案利用服务　２８４ｃ

档案史志工作会议　２８３ｂ

档案信息化　２８４ｂ

档案移交进馆　２８４ａ

档案征集　２８４ｃ

道路　２０８ｂ

道路改建　２１４ｂ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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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规划储备　２１１ａ

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２２５ａ

道路交通信息化设施管理　２１５ｃ

道路交通信息化设施养护　２１５ｃ

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２１８（表）

道路设施管理养护　２１６ｂ

道路运输管理　２２５ａ

道路运输经营行政许可　２２５ａ

道路总里程　２０８ｂ

登革热疫情　２７３ａ

地方财政收入　３７ａ，７７ａ

地方史志　２８５ｂ

地方志办公室　２８５ｂ

地籍变更测量项目　２０６ｂ

地理位置　２７ａ

地名管理　２０６ｃ

地名命名登记　２０７（表）

地名普查　２０６ｂ

地下工程　３０３ａ

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管　３０４ｂ

地形地貌　２７ａ

第二经济委员会　１０２ｂ

第二轮技能人才培养“双百计划”　

２３６ｂ

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　７８ｂ，３３０ｂ，３３２ａ

第三十三个教师节主题活动　２１（图）

第三十八届头脑奥林匹克中国区决赛　

２０（图）

第九人民医院　２６７ａ

第六届宝山焊接技术论坛　２３８ｃ

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１８ａ

第七届“上海樱花节”　２２１ｃ

第七期优秀女青年干部培训班　１２０ｂ

第三产业外资项目　１５１ｃ

第三届全球重大挑战论坛“学生日”活

动（竞赛）　２５２ｃ

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　７８ｂ

第十届诗乡顾村年会　３３３（图），３３７ｂ

第十九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２４０（表）

第十一届上海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端午

大傩礼展演　２７６（图）

第四轮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２６０ｂ

第五届全国数学科普论坛　２５２ｂ

第五届全国文明村　３３２ｃ

第一经济委员会　１０２ｂ

第一期宝山区中学生骨干训练营　１２２

（图）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　２１９ａ

电力　２３１，２３１ａ

电视台　２４４ｃ

电台　２４４ｃ

电台安全播出　２４４ｃ

电台栏目设置　２４４ｃ

电台设备改造　２４４ｃ

电台舆论宣传 　２４４ｃ

电信　２４８ａ，３８６（表）

电信局营业厅　２４８（表）

电影放映单位　２７９（表）

电子商务　１４３ｂ

电子商务产业　１４４ａ

电子商务交易　３２ａ

电子商务交易额　１４３ｂ

电子商务平台　１４３ｃ

电子商务企业　１４３ｂ，１４４ａ

电子政务云　３４ａ

“电子政务云”平台　２４２ａ

调查资料　３９０

调解　３８８（表）

丁大恒　９１ａ

定点医药机构　３１１ａ

定密管理　６８ｂ

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９４ａ

动拆迁　１７５ａ

动物免疫　１７０ａ

动物疫病监测　１７０ａ

动植物疫情截获　１３５ｂ

督查追责　８５ａ

毒品犯罪　３０８ｂ

渎职案　２９３ａ

端午诗会　３３６ａ

对口帮扶　９６（图）

对口合作协议　９６ａ

对口医疗支援　２６９ｂ，２７０ｂ

对口支援　９３ｃ，９４ａ，９５ａ

对台工作专题培训班　９２ｃ

对外经济　３２ｃ

对外经贸　１５４ａ

对外贸易　１５２ｂ

对外投资　１５４ａ

对外投资国别　１５４ａ

吨钢综合能耗　１２４ｂ

Ｅ

Ｅｖｃａｒｄ网点　２１１ｃ

恶性肿瘤死亡原因及构成　２６３（表）

儿科医联体首家试点医院启动仪式　

２６２（图）

二次供水改造　２１３ａ

二孩率　２６０ａ

Ｆ

发电量　２３１ａ，２３１ｂ，２３１ｃ

发改委　１９９ｂ

法规管一体化工作模式　１５６ｂ

法律服务　２９６ｃ，３８８（表）

法律服务所　２９８（表）

法律监督　２９３ｃ

法律日（夜）门诊　３５７ａ

法律援助　２９６ｃ

法人单位　２００ｂ

法院　２９４ｃ

法制委员会　１０２ｃ

法治　２８９

法治文化长廊　２９７（图）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８５ｂ

法治专题讲座　２９８ｂ

反恐怖综合纺控体系　３０７ａ

饭店经营指标排名　１６５（表）

范少军 　７，６９ｂ，９１ａ，９１ｂ，１２２ｃ，２２３

（图），２５０ｂ，２７８ａ，２７９ａ，３３１ｃ，

防范和处置非法金融宣传活动　１８５ｃ

防空实兵演练　３０３ａ

防汛防台　２１２ｂ

防汛防台工作检查　７３ｂ

防汛基础设施建设　２１２ｂ

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３１２ｃ，３１３ａ

房产测绘　１７５ｂ

房产管理　１７５ａ

房产交易　１７６ｃ

房地产　３３ａ

房地产档案　１７５ｂ

房地产交易登记　１７７ａ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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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交易中心　１５（图），１７７ａ

房地产开发企业　１７８（表）

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档案检查　１７５ｃ

房地产市场　１７７（表）

房地产业　１７１

房地产预售许可证　１７８（表）

房屋应急维修　１７７ｂ

“放管服”改革　２１２ａ

“３·１５放心农资下乡宣传周”活动　

１６９ｂ

“放心消费”创建活动　２０１ｂ

非法客运违法行为　２２６ａ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２９１ｃ

“非改居”规模租赁房整治　２９１ａ

“非改居”项目专项整治　２０６ａ

非钢产业　１２４ｃ

非公企业工会改革　１１５ｃ

非公企业工会改革启动大会　４２ｂ

非物质文化遗产　２８２（表）

“非遗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　１７（图），

２５０ａ，２７７（图）

“非遗”游园活动　３４７ｂ

非遗展示周　２７６ｃ

服务业　１５１ａ

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１４４ａ

服务业载体　１５１ａ

妇联　１１９ｂ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１１９ｃ

妇女儿童“十三五”规划　１２０ｃ

妇女工作委员会　１１９ｂ

附录　３７５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２７０ａ

复合型案　２９１ｃ

“复客北翼共享经济总部基地”签约　

１６１ｃ，１６１（图）

副食品价格补贴　１５５ｂ

Ｇ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口述采访　２８５ｂ

改扩建标准化菜市场　１５０（表）

概貌　２７

干部保健病房　２７１ｃ

干部队伍建设　５２ｂ

“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活动　１８４ｂ

钢铁工业　２９ａ

钢铁业　１２３

港口　２９ｂ，１３１

港务　１３１ａ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３０５ｃ

高等教育　２５８ｂ

高境二小　３５１ａ

高境科创实验小学　３５１ａ

“高境科创小镇”艺术创作大赛　３５０ｃ

高境司法所　２９８ａ

高境镇　３４７ｃ

高境镇美术馆　３５１ａ

高境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３５０ｃ

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　３１１ａ

高速船“飞翼１６”首航仪式　２２８（图）

高温天数　２７ｂ

高新技术企业　２３５ｂ，２３９（表）

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２７８（表）

“更高水平城乡一体化”政协论坛　

１００ｃ

耕地　２７ｂ

耕地保护　２０５ａ

耕地面积　３８６（表）

工博会　２３８ｂ

工会　１１４ｃ

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　１１６ｂ

工伤保险　３１１ａ

工伤保险集中宣传日　３１１（图）

工伤保险宣传活动　３１１ｂ

工商联　１０５ａ，１１４ａ

工商银行宝山支行　１８８ｂ

工商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９（表）

工商注册企业　７８ａ

工业　３１ｃ，１３９ａ

工业税收　１３９ａ

工业销售产值　１３９ａ

工业园区转型　１３９ｃ

工业增加值　３１ｃ，１３９ａ

工资总额　３８９（表）

工作调研　４９ｂ

公安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　２９２（表）

公安行政管理　２８９ｃ

公安专项训练活动　２９１ｂ

公共安全　３６０ｃ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共享平台建设　２４２ａ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　２７３ａ

公共充电桩　２１１ｃ，２１９ａ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２９６ｃ

公共服务　７８ｃ

公共基础工程　３３９ａ

公共交通　２１１ｂ

公共停车场　２２５ａ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２２５ｂ

公共图书馆　３８７（表）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６０ｂ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２７５ａ

公共文化设施　３８６（表）

公共预算收入　１７９ａ，１７９ｂ

公共预算支出　１７９ｂ

公共自行车服务网点　２１９ｂ

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　２１９ｂ

公共租赁住房　１７４ｂ，１７６ａ

公交车辆　２２５ａ

公交港湾式车站　２１６ａ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２２５ｂ

公交线路　２０８ｃ，２１１ｂ，２２５ａ，２２６ｃ

公交线路行政许可　２２５ｂ

公交线网长度　２２５ａ

公交线网密度　２１１ｂ

公立医院　２６３（表）

公立医院改革　２６１ｃ

公立医院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调研组　

２７１ａ

公路　２１６ａ，２１６（表）

公路管理　２１１ｃ，２１６ａ

公墓　３１３ａ

公诉　２９３ａ

公务接待联席会议第一次联组活动　

９６ｂ

公务卡制度　１８０ａ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９３ｂ

公务员管理　８７ｃ

公务员考核　８７ｃ

公务员培训　８７ｃ

公务员招录　８７ｂ

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的情况调查　３９１ｃ

公证律师　２９８ａ

供给侧改革　２０３ｃ

供销合作总社　１６１ａ

供销合作总社全资、控参股公司　１６２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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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供销社　１６１ａ

共江路　２２２ａ

共青团　１１７ａ

共青团宝山区第十次代表大会　１１９ａ

共青团与区政协“面对面”活动　１１８ｃ

共享单车　２１１ｃ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　１７６ａ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施意见　４１ｂ

骨干河道疏浚　２１３ａ

骨灰堂　３１３ａ

固定电话　２４１ｃ

固定电话用户　３３ｃ，２４８ａ

固定资产投资　３７ａ，７７ａ，１３９ａ，１９８ａ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１８４ｃ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１７６ｂ

顾村公园　２２１ｃ

顾村老镇　１７６ｃ

“５·２０顾村———寻访城市文明坐标”户

外定向赛　３３５（图），３３６ａ

顾村镇　３３３ａ

顾村镇非公企业工会改革试点经验推广

大会　４２ｂ

关于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若干意

见　４１ｃ

关于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建设改革方

案　４１ｂ

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

时代排头兵、先行者”大调研实施方

案　４１ｃ

关于区预算决算的审议和决定　７１ａ

关于区域统筹的实施意见（试行）　４１ｃ

广播电视　２４４ｂ

广播电视台　２４４ｂ

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２４５（表）

广播电视台演播厅　１６（图）

广播电视业　３８６（表）

《广福乡粹》首发仪式　３３７ｃ

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２０３ａ

规划批复　２０６（表）

规模化畜牧场退养　１７０ｃ

国防教育　３０１ｂ

国际安全社区　２０２ｃ，２０２（图），３６１ａ

“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　２８４（图），

２８５ａ

国际儿童文学阅读季　２７９ａ

国际国内体育大赛　２８６ｃ

国际货柜供船业务　７９ｃ

国际货柜过境直供邮轮作业　８４ｂ

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与邮轮船供高峰论坛

开幕式　４７ｂ

国际税收管理　１８３ｃ

国际网络案件　１５６ａ

“‘１２·５’国际志愿者日集中行动”主题

活动　４８ｃ

国家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　２４１（表）

国家工信部调研石墨烯平台　２４２ｃ

国家公祭日系列祭悼活动　２８０ａ

国家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　１６４ｃ

国家Ａ级旅游景区　１６４ｃ

国家技术发明奖　２５２ａ

国家土地例行督察　２０４ｃ

国家土地例行督察进驻会　４６ｂ

国家卫生区　３６１ａ

国家卫生区复审　２７２ｂ，３６０ａ

国家智能汽车创新发展平台２３８ｃ

国民党参访团　９２ｂ

国民经济　３１ａ

国务院安全生产巡查督查　２０１ｃ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１９９ｂ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１９９ｂ

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４３ｂ

国有土地出让金　１７９ｃ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１７９ｃ

国资国企战略版块功能定位　１９９ｂ

国资监管体系　１９９ｃ

国资投融资平台　１９９ｂ

果树　１６９ｂ

Ｈ

海塘　２１２ｂ

海星村　３２９（图），３３３ａ

海洋督察　２１３ｂ

海洋管理　２１３ａ

海洋活动宣传　２１３ｂ

“海洋极端钢铁材料制备与蚀损控制”

联合实验室　２３６ｂ

海洋经济调查工作推进小组　２１３ａ

海洋行政审批　２１３ｂ

韩正　２２２ｂ

《捍卫者》　２８０ｂ

合同利用外资　７８ａ

合同外资　１５２ａ

合作交流　９５ｃ

河长制　３９ａ，７８ｂ，２１２ｃ，３２１ｃ，３２４ｃ，

３３４ａ，３４３ａ

河道　２７ａ，２１２ｂ

河道整治　２１２ｃ，３２１ｂ

“黑车”整治　２２６ａ

黑池舞蹈节（中国）２０１７　９１ｃ，２８７ａ

黑臭河道整治　２１６ａ

弘扬国粹为主题的文化活动　６２ｃ

红帆港　３８ｂ，６６ｃ

“红色故事伴成长”演讲比赛　６４（图）

《红色足迹 不朽丰碑（１９２１—１９４９）》首

发式　２８４（图），２８５ａ

红十字服务中心　３１８ａ

红十字会　３１８ａ

红十字会组织　３１８ａ

红十字五届六次理事会　３１８ａ

红十字宣传　３１８ｃ

后工业景观示范园项目　３７ａ，２１９ｃ，

２２１ａ，２２１（图）

呼玛路“法治文化一条街”改造　３６１ｂ

互联网零售　１５０ａ

互联网平台　１５０（表）

“互联网 ＋”信息化建设合作协议　

２４８ｂ

户籍　２８ｃ，２８９ａ

户籍老年人　３１４ｂ

户籍人才引进　８９ａ

户籍人口　２６０ａ，２８９ａ

户口登记管理专项清理　２８９ｃ

户外广告综合整治　２２０ｃ

“护航青春”禁毒法制宣传巡展月活动

　２９４ｂ

“沪航２２”轮新船首航仪式　２２（图）

沪剧《挑山女人》创作演出五周年研讨

会　４８ｃ

沪太路沿线城镇圈规划　２０３ａ

沪通铁路　２１１ａ

花车宝山巡游活动　４７ｂ

花车巡游　２２（图），２７８ａ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５９ｃ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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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全国培智学校课程标准解

读现场会　２５９ｂ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２３１ｃ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２３１ｂ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２３１ａ

华山医院北院建院纪念仪式　２７１ｃ　

２７１（图）

华山医院北院科研获奖　２７１（表）

华滋奔腾产业园区　３４７ａ

化救队伍　３０４（表）

化救器材　３０４（表）

化救专家队伍　３０４（表）

化妆品监督检查　２０１ａ

“欢乐元旦·喜迎新年”宝山区优秀群

文节目展评展演　４９ｂ

环保产业专业化平台　１２９ｂ

环保三年行动计划项目　２１７ａ

环保税开征调研辅导　１８３（图）

环保投入资金　２１７ａ

环境　２１７

环境保护　３６ｂ，２１７ａ

环境保护局　２１７ａ

环境建设　３０ａ

环境空气质量　２１７ａ

环邮轮港健康跑活动　１４８ｂ

“黄、赌、毒”案件　２８９ｃ

黄埔江防汛墙　２１２ｂ

会员卡专享保障计划　１１５ａ

惠残政策　３１３ｃ

惠老助老活动　３１５ａ

“慧眼系统”工程　３６０ｃ

婚宴礼盒营销　１５５ｃ

婚姻登记　３１３ａ

“活力楼组”建设　９０ｂ

火灾事故　３０５ａ，３０６ａ，３０６ｂ，３０７ｂ，３８８

（表）

火灾隐患　３０５ａ，３０５ｃ，３０７ｂ

货物吞吐量　１３２ａ，１３３ａ

Ｉ

ＩＰＴＶ用户　２４１ｃ

ＩＰＴＶ用户数　３３ｃ

Ｊ

机动车维修经营行政许可　２２５ａ

机关办公用房管理　９３ｃ

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６５ｃ

机关党建工作会议　４３ｂ

机关党委　６５ａ

机关党组织建设　６５ｂ

“机关好党员、好支部”培育选树活动　

６５ａ

机关“凝聚力工程”建设　６６ａ

机关群团优势　６６ａ

机关事务管理　９３ｂ

机关事务管理局　９３ｂ

基本单位名录库　１９７ｂ

基本管理单元　９０ｂ

基本农田保护　２０５ａ

基层分院第一届书画展　６２ｂ

基层工会　１１４ｃ

基层建设　３３５ａ

基层人民调解　３５０ｃ　３５０（图）

基层税务所　１８１ｃ

基层团组织　１１７ａ

基层依法行政　８６ｂ

基础教育　２４９ａ

缉私立案　１３４ｃ

激光美容科（北部）　２６８ｂ

急诊急救服务体系　２６９ｃ

疾病死亡原因及构成　２６２（表）

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１６７ａ

集体土地征地补偿　２０５ａ

集团改革　１６３ａ

“集邮，让校园更多彩”展示活动　２２９ａ

集装箱吞吐量　１３１ａ

计划生育　２６１ａ

计划生育服务　２６１ａ

计划生育奖励费　２６１ａ

计划生育支出　１８１ａ

纪检　５０ｂ

纪检监察干部学习培训　５２ａ

纪律审查　５１ａ

纪律审查工作机制　５１ａ

纪念爱国卫生运动６５周年“五十佳志愿

者”表彰会　２７２（图）

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１０７周

年表彰大会　４６ａ

纪念五四运动９８周年主题集会　１１８ｂ

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８５周年系列

活动　２７５ｂ

纪委七届二次全会　５０ｃ，５０（图）

技能人才培养总结表彰大会　４６ｂ

家庭创客嘉年华活动　２７８ａ

家庭马拉松系列活动　２６０（图）

家庭文明建设　１２０ｃ

驾考科目三智能系统　２４８ｂ

监察　８５ａ

监察体制改革　５２ａ

监督责任　５１ｂ

兼职救灾队伍　３０３ｂ

检察　２９３ａ

检察官宣誓仪式　２９３（图）

检察机关　３６６ａ

检察院　２９３ａ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３０６ｂ

“见证甜蜜爱情、共享宝山文化”新人颁

证活动　３１３ｂ

建党９６周年系列活动　５５ａ

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２０８ａ

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交通执法大队　２２５ｃ

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动员（视

频）大会　４２ａ

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行动方案

　４１ａ

“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区”专项

监督　１０１ａ

建设银行宝钢宝山支行　１９０ａ

建设银行宝钢宝山支行网点　１９０（表）

建设用地计划执行率　２０４ｂ

建设用地勘测定界项目　２０６ｂ

建团９５周年主题集会　１６（图），１１８ｂ，

２７０ｃ

建行上海宝钢迎春表彰晚会　１９０（图）

建置　２８ｂ

建筑风貌管理　２０５ｂ

建筑垃圾处置　２２０ａ

建筑垃圾临时堆放场地　２２０ａ

建筑业　３１ｃ，１７１，１７１ａ

建筑业增加值　３２ａ，１７１ａ

健康促进　２７２ａ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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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家庭 乐享宝山”国际家庭日　２６０

（图）

健康自我管理小组　２７２ａ

健身指导培训　２８６ｂ

江南丝竹项目保护传承基地　３４１ｂ

江苏省宿迁市考察团　９７ａ

姜斯宪　１９（图）

降本增效　１２８ｂ

降尘量　２１７ｂ

降水　２７ｂ

交面积前十名楼盘　１７７（表）

交通　２２５

交通安全管理　２９０ａ

交通缓拥堵工程　２１６ｃ

交通死亡事故　３０７ｂ

交通“四类设施”　２１５ｃ

交通体系　２９ｃ

交通违法违章案件　２２６ａ

交通违法行为　３０７ａ

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　３８ｃ

交通文明示范区　３５４ｃ

交通行业执法　２１２ａ，２２５ｃ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９０ｃ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９１（表）

交通运输　３２ｂ

交通运输管理　２２５ａ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　２２５ｃ

教师　２４９ａ

教师节活动　４７ａ

教育　３４ｂ，２４９

教育督导委员会　２５０ｂ

教育委员会　１０３ｂ

教育系统骨干教师、骨干团队命名会　

４７ｂ

教育系统人才推进大会　２５０ｂ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调研　７３ｃ

教育支出　１８１ａ

街道　２８ｃ，３１９，３６８ｂ

街道出口　１５２（表）

街道经济　３５１ｃ

街面环境整治　２２２ｃ

街镇残联换届　３１４ａ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７０ｃ

街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１４９（表）

街镇园区、部分委办局党委书记工作例

会　４３ａ，４３ｂ

街镇园区、委办局党委书记二季度工作

例会　４２ｃ

节粮减损宣传　１５５ａ

节能环保支出　１８１ａ

节能降碳工作　１９９ａ

节庆营销活动　１５０ａ

节水型社会建设　２１３ｃ

节约型机关建设　９３ｃ

结对帮扶（新疆叶城县）　９４（表）

结对帮扶（云南维西县）　９４（表）

结婚　２８ｃ，３１３ａ

“姐妹情”关爱互助保险　１２０ａ

界别协商活动　１００ｃ

金东寒　２５０ａ

金融　１８５

金融服务活动　１８５ｃ

金融业　３２ｃ

金融业增加值　３２ｃ，１８５ａ

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１８５ｂ

进出口货物查验　１３４ｂ

进出口商品结构　１５２ｂ

进口国家　１５３（表）

进口商品　１５３（表）

“进一步提高宝山区众创空间发展质

量”课题调研　１００ａ

禁毒预防宣传　３０８ｃ

经济发展　３４５ａ

经济工作会议　４２ａ

经济规模　３７ａ

经济建设 　 ３１９ａ，３２１ｃ，３２４ｃ，３２９ａ，

３３３ｂ，３３８ａ，３４２ｂ，３４８ａ

经济形势研究　１９７ａ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８４ｃ

经济增加值走势　３１（图）

经济转型升级提案　１０１ｃ

经济转型专题发布会　２３６ｂ

经适房　１７４ａ，３３９ａ

精神文明　３２７ｃ，３３１ｂ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２１ａ，３６１ａ

景观灯光建设　２２０ａ

警务　２８９ａ

警务基层基础建设　２９０ｂ

敬老院　３６１（图）

静安侨商会　９２ａ

静态交通管理　２１１ｂ

纠风　８５ａ

纠风监督网上平台　８５ａ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１１０ｃ

九三学社开展社会服务　１１１（图）

酒业诚信通手机应用程序和网格化平台

对接　２２３（图）

“酒业诚信通”系统　２４２ｂ

旧区改造　３５５ｂ

救护培训　３１８ｂ

救灾　３０３ａ

救助关爱　３１８ａ

就业 　３０９ａ，３２０ｂ，３２２ａ，３２６ａ，３２９ｃ，

３３４ａ，３４０ｃ，３４３ａ，３４６ａ，３４９ａ，３５５ｃ

就业安置率　３０９ａ

就业岗位　３９ｂ，７８ｃ

就业援滇　９５ｂ

就业援疆　９４ｂ

就业招聘会　３０９ｂ

就业支出　１８１ａ

居村妇女之家　１１９ｂ

居家养老服务　３１４ｂ

居民成套住房改造　１７６ｂ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７７ａ

居民社会保险覆盖率　３１０ｂ

居民医保　３１０ｂ

居委会　２８ｃ，３１２ｃ，３２０（表），３３６（表），

３４６（表），３４９（表），３５３（表），３５５

（表），３５９（表）

居委通　３２４ｂ

居转户　８７ｂ

菊盛公园　２２２ａ

捐款　３１８ａ，３１８ｂ

捐款（云南维西县）　９４（表）

军粮供应　１５５ｂ

军民融合发展　１９８ｂ

军事　３０１

军休干部　３１２ｃ

军转干部安置　８７ｃ

军转干部管理　８７ｃ

竣工主要商业项目　１４９（表）

Ｋ

开工主要商业项目　１４９（表）

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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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丽乡村—罗泾”公益活动　１６６ｃ

科创中心建设　１９８ｃ

科技　２３５，２３５ａ

科技创新中心重要功能区　７９ｃ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２３９（表）

科普嘉年华　２３８ｂ

科普教育　２３８ａ

科普教育场馆（市级）　２４０（表）

科普教育基地（市级）　２４０（表）

“科普之光”城市景观带　３６１ｃ

科委　２３５ａ

科协　２３５ｃ

科学技术　３４ｂ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１０２ｃ

科学技术支出　１８１ａ

科研教学　２６９ａ

可吸入颗粒物　２１７ａ

客运航线　２２８ａ

口岸管理　１３１，１３４ｂ

宽带用户　３３ｃ，２４８ａ

昆明市代表团　９７ｂ

困难职工档案　１１５ａ

Ｌ

来沪人员　２８９ｃ

“蓝天下的至爱”系列活动　４９ａ

劳动保障监察　３１２ａ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３１１ｃ

劳动关系　３１１ｃ

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中心　３１２ａ

劳务派遣企业　３１１ｃ

劳资矛盾　３１１ｃ

老干部工作　６３ａ

“老街·新居”市民文化节　３６０ａ　３６０

（图），３６１ｂ

老旧公房成套改造　３５９ｃ

老龄事业　３１４ｂ

老年活动室　３１４ｂ

老年教育　２５８ｃ

“老年节”庆祝大会　４７ｃ

老年人　３１９（表），３２５（表），３２９（表），

３３４（表），３３８（表），３４２（表），３４５

（表），３４８（表）

老年人肺炎疫苗接种　２６０ｂ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３１２ｂ，３１４ｂ

老年人文体展示活动　４７ｃ

老年人助餐服务点　３１４ｂ

老年医学学术研讨会　２６７ｂ

老年宜居社区　３１４ｃ

老年照护　３１４ｂ

老人　３２２（表）

老镇改造　１７６ｃ

老镇旧区改造　７８ｂ，１７６ｂ，２０３ａ，

乐创青春·上海市促进青年就业创业集

中服务行动　４６ｂ，２５２ｂ

“乐享邮轮乐游宝山”旅行分享会　

１６６ａ

“雷霆”打非专项行动　２６２ｃ

类住宅清理整顿　２０６ａ

离婚　２８ｃ，３１３ａ

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　６３ａ

离休干部　６３ａ

李峻　６３（图），９１ａ，９５（图），３０７（图）

李友梅　２５２ｃ

李占才工作室　２５４（图）

历史建筑普查　２０３ｂ

历史文化　３０ｂ

历史沿革　２８ｂ

廉租房　１７６ａ

粮仓设施建设　１５４ｃ

粮食　１５４ｂ，１６９ｂ

粮食调控监管　１５４ｂ

粮食管理　１５４ｂ

粮食库存　１５５ａ

粮食流通督查　１５５ａ

粮食流通市场　１５４ｂ

粮食收购政策　１５４ｂ

粮食应急保障　１５４ｃ

粮食质量　１５４ｃ

粮油收购　１５４ｂ

两岸青年短片交流大赛　９２ｃ

两岸陶艺文化交流展　９３ａ

“两城一区两合作”　１３９ｂ

“两纲”教育第十二次展示活动　２５０ｃ

“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动员会

　４３ａ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４０ａ，５３ｃ，６５ｃ，

６６ｂ，３５７ａ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主

题党课　４６ｃ

“亮剑”集中整治行动　２１６ｃ

疗休养及健康体检　８８ａ

烈士纪念日宝山区各界人士向人民英雄

敬献花篮仪式　４７ｃ

烈士纪念日活动　３１３ｂ

林庆凡　３６３ａ

林业执法　１６８ａ

林政稽查案件　１６８ａ

零售　３２ａ

零售股权转让　１６３ｃ

零售新业态　１５０ａ

领导调研　４３ｃ，４４ａ，８４ａ，１４０（图），２２３

（图），３３１ｂ，３３７ｂ

领导调研异地结算　３１０（图）

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　６８ａ

领导考察援疆企业　９６（图）

领导慰问医务工作者　２７１ａ

领导走访慰问贫困户　９５（图），９６（图）

刘振宇　２９８ａ，３５０ｃ，３５０（图）

流转税管理　１８２ｃ

“六一”欢乐周　１７（图）

龙湖宝山天街　３３７ｃ

路政许可　２１６ｃ

路政应急保障　２１５ｃ

吕鸣　９６（图）

旅客离境退税政策宣传　１３６（图）

旅客滞留　１３８ｃ

旅行社　１６４ａ，１６４（表）

旅行社经营指标排名　１６５（表）

旅游　１４９，１６３ｃ

旅游安全管理　１６４ａ

旅游厕所标准化建设　１６５ａ

旅游饭店　３２ｂ

旅游教育培训　１６４ｃ

旅游景区等级评定　１６４ｃ

旅游局　１６３ｃ

旅游企业经营情况　１６４（表）

旅游设施　３２（表）

旅游相关企业等级评定　１６４ｃ

旅游行业餐饮服务技能竞赛　１６６ｂ

旅游行业房务技能竞赛　１６６ａ

旅游行业现场急救普及培训　１６４（图）

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１６５ａ

旅游业　３２ａ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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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住宿企业等级评定　１６４ａ

旅游专业展会　１６５ａ

旅游总收入　１６３ｃ

律师　３８８（表）

律师事务所　２９９（表）

绿地　３９ａ，２１９ｃ

绿化搬迁　２１６ａ

绿化管养　２１９ｃ

绿化市容　２１９ｃ

绿化特色道路　２１９

绿化宣传活动　２２１ｂ

“绿汇罗店”造林护河公益集中行动　

１１８ａ

罗店大居　９０ｃ，１７６ａ

罗店风貌保护区　２０５ｂ

罗店花神庙会　３２７ｃ，３２８ｂ

罗店老镇　１７６ｃ

罗店龙船文化节　３２７ｃ，３２８ｃ

罗店镇　７８ｂ，３２４ｃ

“罗泾杯”捕鱼比赛　３３２ａ

罗泾分公司　１３１ｃ

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位　１３３

（表）

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备装卸　

１３３（表）

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　３３２ｃ

罗泾睦邻小镇·唐德国际影城开业　

３３２ｃ

罗泾睦邻小镇唐德国际影城罗泾店　

１６１（图）

罗泾镇　７８ｂ，３２８ｃ，３３２ａ

罗泾镇城管执法中队　３３３ａ

罗泾镇“十大名菜”评选活动　３３０ａ，

３３１ｂ，３３１ｃ

落地基金公司　８０（表）

Ｍ

马国强　１３７ａ

“满意 １００”人才集聚工程　４７ｂ，８８ａ，

３１０ａ

梅雨　２７ｃ

美好家园创建　３２１ａ

“美丽家园·幸福顾村”主题活动启动

仪式　３３５（图），３３６ａ

美丽乡村　３２６ａ

“美丽乡村”公益骑行活动　３２４ｂ

美丽乡村建设　３９ｂ，７８ｂ，８３ｂ，３３１ｂ

美丽乡村建设调研　７３ｂ

美丽乡村示范村　３２９（图），３３３ａ

“魅力庙行”文化节（２０１７）　３４４ｃ

门急诊　２６０ａ，２６７ａ，２６８ｃ，２７０ａ

密集型场所消防安全整治　２９１ａ

免费妇科检查　２６１ａ

庙行“文化使者”　３４４ｃ

庙行镇　３４２ａ

民办非企业单位　３１６ａ

民兵思想政治教育　３０１ａ

民兵训练　３０１ａ

民兵整组　３０２ａ

《民法总则》专题学习会　７０ｃ

民防　３０３ａ

民防工程　３０３ａ，３０４ａ

民防应急救援　３０３ｂ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　３０４ａ

民革宝山区委　１０５ａ

民工工资信访　２０９ａ

民建区委　１０６ｂ

民建区委提交区政协七届六次全会提案

　１０７（表）

民进区委　１０８ｃ

民进区委骨干培训班　１０８（图）

民进区委学习十九大精神报告会　１０９

（图）

民盟区委　１０５ｃ

民生　３５８ａ

民生保障　３９ｂ，３１２ｂ

民生服务　３５２ａ

民生福祉提案　１０２ａ

民生计量检查　２０１ｂ

民生事业　３２４ａ

民生银行宝山支行　１９２ａ

民生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９２（表）

民事案件　２９５ａ

民事审判　２９５ａ

民营门诊部　２６４（表）

民营医疗机构　２６１ｃ，２６６（表）

民营医院　２６４（表）

民政　３１２ｂ

民主党派　１０５，１０５ａ，３６７ｂ

民主党派名录　３６３

民族　３１６ｂ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３１６ｃ

“民族一家亲”慰问活动　９４ａ

民族宗教法规政策　３１６ｂ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１０３ｃ

民族宗教团体　３１７ｃ

名录　３６３

名牌战略　２００ｃ

摩拜单车停放点　１６５ｃ

魔都１００１位ＣＥＯ峰会　２４３ｂ

Ｎ

纳米涂层技术产业化生产线２３８ｃ

纳税服务　１８３ａ

南大地区规划　２０３ａ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　３３９ａ

脑卒中急救培训会　２６８ａ

内港散货码头堆场扬尘　２１９ｂ

内河航道　２１１ｃ

能源　３１ａ

拟任命区政府组成人员法律知识考试　

７４ａ

年轻干部工作会议　４３ａ

年轻干部培养　５４ｂ

农村地籍更新调查　２０４ｃ

农村公路管理　２１６ｂ

农村公路建设　２１６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　８３ｂ

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　１６７ａ

农村生活污水处置　２１３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１６７ｂ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８３ｃ

农副产品产量　３１（表）

农工党区委　１０９ｂ

农户　１６７ａ

农民工工资　３１２ａ

农民工工资专项检查　３１２ａ

农民篮球联赛　３３２ｂ

农民人均收入　１６７ａ

农民专业合作社　３２６ａ

农业　３１ｂ，１６７

农业发展银行宝山区支行　１９２ａ

农业发展银行宝山区支行网点　１９２

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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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农业科技入场指导　１６９ａ

农业科技示范　１６９ｂ

农业科技推广　１６９ｂ

农业信息化建设　１６８ｃ

农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８９ａ

农业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９（表）

农业总产值　３１ｂ

农业总产值及构成　３８５（表）

农用地总面积　１６７ａ

农资违法经营案件　１６９ａ

Ｏ

欧美同学会友谊路街道分会　９２ａ

欧冶云商股权开放　１２５ｃ

Ｐ

排堵保畅工程　２１５ａ

排水改造工程　１４７ｂ

排水井盖实时监控系统　２４３ａ

“培育选树宝山好党员、好支部”主题活

动　４０ａ，４７ｃ，５４（图）

培智学校　２５９ａ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施与特

殊教育质量提升”专场活动　２５９ｃ

彭景国　２２１ｂ

批发　３２ａ

平安宝山建设　３０７ｂ

平安宝山智联网　３８ｃ，３５４ａ

平安建设　３２７ｃ，３３０ｃ，３３５ｃ，３４４ａ，３５０ａ，

３５４ａ，３５６ｃ

平安建设大会　４２ａ

平安社区　３６０ｃ

平安示范城区　３０６ｂ

平安示范单位　３０６ｂ

平安示范小区　３０６ｂ

平安铁路示范区　３０８ｂ

“平安英雄”揭晓仪式　４８ｂ

平均工资　３８９（表）

平均期望寿命　２６０ａ

平均气温　２７ｂ

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１９１ａ

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９１（表）

浦江游览业务　２２７ｂ

普法宣传　２９７ｂ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会议　２９８ｂ

Ｑ

“七一”党员大会　２７０ｃ

祁连公园　２２２ａ，３４１ｂ

其他团体　１２０ｃ

其他政府性基金　１７９ｃ

气候　２４１ａ，２７ｂ

气象局　２４１ａ

气象科技水平　２４１ａ

气象科普教育活动　２４１ａ

企业　２００ｂ

企业挂牌孵化基地　２３７ｂ

企业技术中心　１４１（表）

企业上市　１８６ａ

企业主板上市　１６８（表）

企业资产划转　１９９ｃ

汽车零部件产业现状分析报告　３９３ｃ

汽车零部件产值情况　３９３（表）

汽车零部件产值亿元企业　３９３（表）

汽车零部件规上企业分布情况　３９５

（表）

汽车零部件企业类别　３９３（表）

汽车零部件企业税收　３９４（表）

汽车零部件税收前 １０名企业　３９４

（表）

汽车维修管理　２２５ａ

汽车销售　１５０ａ

“启航”青年就业计划　３５２ａ

器官捐献　３１８ｃ

“千名社区护士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

训”项目　２７０ａ

钱信忠　２８３ｃ

钱信忠珍档陈列展　２８３ｃ，２８４（图）

“潜溪风情”文化节　３４１ｂ

侨办　９１ｃ

侨法宣传落实情况调研　７１ｃ

“侨法宣传月”活动　９２ａ

侨法专题培训班　９２ａ

侨界人士座谈会　９２ａ

侨务　９１ｃ

桥孔管理整治　２１５ｂ，２１６ｃ

桥梁管理整治　２１５ｂ，２１６ｃ

侵华日军暴行实物展　２８０ｂ

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８０周年祭活动　

３３２ａ

秦冰　３０７（图）

“青春公益文明行”活动　３５４（图）

“青春喜迎十九大　不忘初心跟党走”

宝山区纪念五四运动 ９８周年　１６

（图）

“青春喜迎十九大，传承文化塑美德”青

年文化大赛　１８４ｂ

“青春运动力”青年职工体育服务项目

启动仪式　１１７（图）

青联　１２１ｃ

“青年创客训练营”　２３７ｃ

“青年护河”行动　１１８ａ

青年联合会　１２１ｃ

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班　１１８ｃ

青年体育服务项目　２８７ａ

青年信息服务平台　２４４ａ

青少年法治宣传活动　２９８ｃ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２１７ａ，２１８ｃ

清真食品供应网点　３１７（表）

清真食品网点调研　７３ｂ

清真网点　３１７ａ

“情暖侨心”医疗服务队义诊服务　１１２

（图）

“庆国庆、迎中秋”联谊会　１０１ａ

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集会　１１８

（图）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　１１６

（图），１１６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６周年座谈会　

４３ａ

“区长质量奖”评选　２００ｃ

区划　２８ｂ

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５７（表）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２７６ｂ

区级机关大院安保　９３ｂ

区级机关党工委　６５ａ

区级网格专职监督员　２２３ａ

区级增加值　３８４（表）

区级重大工程项目计划　２１０（表）

区年轻干部培养工作规划　４１ｂ

区委　３７

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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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办公室文件目录　３７７（表）

区委党史研究室　２８５ａ

区委党校　６０ａ

区委党校办班　６０（表）

区委调研　７４ａ

区委工作报告　１

区委七届三次全会　４１ａ

区委七届四次全会　４１ａ

区委七届五次全会　１，１（图），２（图）

区委全会　４１ａ

区委文件目录　３７５（表）

区委学习讨论会　４３ｂ

区委与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　５９ｃ

区委重大决策　４１ａ

区委重要会议　４２ａ

区委重要活动　４３ｃ

区文物保护单位　２７５ａ

区文物保护点　２７５ａ

区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１４９（表）

区域产业布局　１３９ｃ

区域化党建定向挑战赛活动　３５７（图）

区域化党建工作　３５４ｃ

区域化青年志愿服务联盟　１１７ｃ

区域环境噪声　２１７ｃ

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２１８（表）

区域降尘量月变化　２１７（图）

区域联动投资　１３９ａ

区域实体经济发展能级　１４０ｃ

区域特点　２９ａ

区域重点项目　２００ａ

区域总体规划编制　２０４ａ

区政府　７７

区政府办公室文件目录　３８１（表）

区政府文件目录　３７８（表）

区属动迁安置用房供应　１７６ａ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５７（表）

全国车辆模型公开赛（上海站）　２５０ａ，

３５１ａ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终审

决赛　２５３ａ

全国大学生象棋锦标赛团体铜奖　２５５

（图）

全国工会推广上海顾村经验观摩交流会

　１１６ａ，１１６（图）

全国海事调查工作先进个人　１３７ａ

全国健康促进区　２７２ｃ，３５３ａ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２４１ａ

全国科普日活动　２３８ｂ

全国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示范工

作总结会　３１２ａ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３３２ｂ

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　３５１ｂ

全国诗歌大赛颁奖典礼　３３７ｃ

全国数学科普论坛　２５０ａ

全国随班就读教师专业发展高级研修班

活动　２５９ｃ

全国文明村　３２４ｂ

全国文明镇　３２４ｂ

全国先进个人　３７２

全国先进集体　３７０

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　２７１ａ

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

　２５０ｃ

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　４１ａ

全民义务植树　２２１ｂ

“全民阅享·书香社区”系列讲座进社

区活动　２７６ｂ

群体性劳资纠纷　３１２ｂ

群众来访　６９ａ

群众来信　６９ａ

群众体育大会　２８６ｃ

群众体育大会武术比赛　３５７ｂ

群众团体　１０５，３６８ａ

群众团体负责人名录　３６３

“群租”整治　１７７ｃ

Ｒ

燃气　２３１，２３２ａ

人才发展平台　８９ａ

人才服务　８９ａ

人才工作推进会　４７ｂ

人才环境　３０９ｃ

人才引进　８７ｂ

人大　６９

人大八届一次会议　６９ｂ

人大八届二次会议　６９ｃ

人大常委会　３６５ｂ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二次会议　６９ｃ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六次（扩大）会议　

７０ａ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八次会议　７０ｂ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九次会议　７０ｂ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七次会议　７０ａ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一次会议　６９ｃ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三次会议　６９ｃ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四次会议　７０ａ

人大常委会八届第五次会议　７０ａ

人大常委会会议　６９ｂ

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　７５（表）

人大常委会学习研讨会　７０ｃ

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联席会议　

７０ｃ

人大代表补选　７４ｂ

人大代表工作　７４ｂ

人大代表工作调研　７１ｃ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　７４ｂ

人大代表联系社区活动　７４ｃ

人大代表培训　７４ｃ

人大代表座谈　７４ｃ

人大调研　９３ａ，３０７（图）

人大工作研究会第三次会员大会　７４ａ

人大０１号代表议案办理　７１ａ

人大集中视察　７１（图），７２（图）

人大监督　６９ａ

人大年末集中视察　７１ｂ

人大年中集中视察　７１ａ

人大网改版上线仪式　７４ａ

人大学习考察　７４ｂ

人大重大决定　７１ａ

人大重要会议　７０ｃ

人大重要活动　７４ａ

人大走访　１９（图）

人房信息动态采集系统　２４３ｃ

人均公共绿地　２１９ｃ

人均公园绿地　３９ａ

人口　２８ｃ，３５ｂ

人口调控　３０８ａ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１０２ｃ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２８ｃ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８８（表），８９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３０９ａ

人力资源培训项目　９５ｂ

人民代表大会　６９ａ

人民调解　２９７ａ

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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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建议征集　８７ｂ

人民生活　３５ｂ

人民团体　３６８ａ

人民武装　３０１ａ

人民武装部　３０１ａ

人民政府　３６６ａ

人事人才　８７ｂ

人事人才公共服务　８９ａ

人物　３６３，３６３ａ

日照　２７ｃ

荣誉榜　３６３

融资担保公司　１８５ａ

乳腺健康进社区公益项目　２７１ａ

乳腺科　２６９ｃ

入境船舶检疫　１３５ｂ

入境货物检疫　１３５ｂ

入境人员检疫　１３５ｂ

入民宅盗窃案　２９２ｃ

Ｓ

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２０１７）　８４ｃ

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开幕式（２０１７）　

４８ａ

“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１１９ｃ

“三亮、三比、三评”活动　１４６ｂ

“三无”船舶　２１３ｃ

“三线五园”　７７ａ

“三支一扶”工作　９０ａ

扫墓专线　２２７ａ

森林覆盖率　３９ａ

杀人抛尸案　２９１ｃ

沙海林　１９（图）

善合宝山国际商业创新园　１４８ｃ

商标广告　２００ｃ

商贸　１４９

商品房　１７４ａ

商品房维修基金　１７５ｃ

商品房销售面积　１７６ｃ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１７５ａ

商品交易市场　１５６ｃ，１５６（表）

商品销售额　７７ａ，１４９ａ，３８７（表）

商事制度改革　２００ｃ

商务诚信体系建设　１５０ｂ

商务载体监测指标体系　１５１ｂ

商业　１４９ａ

商业综合体项目　１４９（表）

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项目　８４ａ

上海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吴淞站　

２２７ｂ

上海阿尔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吴淞站发

车时刻　２２７（表）

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２２６ｃ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５３ｂ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９４ａ

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球俱乐部　２８７ｂ

上海宝山大华女子篮球俱乐部合作签约

仪式　４７ｃ

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２４６ａ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９４ａ

上海宝山官方微博　２４４ｂ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１４８ｃ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４ｂ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２４４ａ

上海宝冶　１７１ａ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１ａ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获奖工程　１７２

（表）

上海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企业　１６３（表）

上海超碳石墨烯产业技术有限公司　

２３７ａ

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２０１７）　２０６ｃ

上海大学　２５０ｃ

上海大学“彩虹计划”启动仪式　４６ｂ，

２５２ｂ

上海大学树兰医工研究院　２５３ｂ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

　２５３ａ

上海大学校友会　２５２ｃ

上海大学战略研究院　２５３ｂ

上海大学—中船系统工程研究院合作协

议　２５２ｂ

上海大学紫荆谷创新创业辅导中心　

２３７ｂ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　５９ｂ

上海迪士尼乐园及配套设施（一期）项

目　１７１（图）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７３ａ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获奖工程　

１７３（表）

上海发那科新产品新技术展示会　３３７ｃ

上海飞镖黄金联赛总决赛　３４７ｃ

上海飞镖音乐节　１６６ｃ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　２２７ｂ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

　２２７（表）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吴淞口创业园

企业挂牌孵化基地　２３７ｂ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１３１ｃ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１３１ａ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５４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２６７ａ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５６ａ

上海九院胸痛中心　２６８ｂ

上海科技金融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３４４ｃ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２５７ｃ

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宝山站　２２７ｂ

上海旅游节花车巡游　１６６（图）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３３ａ

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赛（２０１７）　

２８７ｃ

上海木文化博览园　１６６ｃ

上海木文化节　１６６ｃ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９２ｂ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９２

（表）

上海睿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

作站　２３７ａ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２３７ｃ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３２ａ

上海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　２３７

（图）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１２１ａ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６９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７７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院结合医院　２６８ｃ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５７ｂ

上海市大学生就业服务奖　８７ｂ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执法检查

　７２ａ

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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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正

案贯彻实施集中宣传活动　２７３（图）

上海市公众诚信服务平台　１５０ｃ

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　９３ａ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贯彻情况调研

　７３ｂ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员

会　１２０ｃ

上海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５７（表）

上海市３Ａ级旅行社　１６４ｃ

上海市４Ａ级旅行社　１６４ｃ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教学协作联盟第九届

年会　１０８（图）

《上海市居住证》　２８９ｃ

上海市居住证积分　８７ｂ，８９ａ

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工程企业　

２３５ｂ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２３５ｂ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企业　２３６（表）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２７ｃ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计划船期　

２２８（表）

上海市劳模创新工作室　２２１ａ

上海市林荫道　２２２ａ

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３９ｂ

上海市民文化节　３２１ａ

上海市民文化节艺术创客大赛　２７８ａ

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　３３１ａ

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　

２３６ａ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少儿体育开放

日　２８７ａ

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抗日战争与

上海主题活动　２８５（图），２８６ａ

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服务达标单位　

１６４ａ

上海市社会旅馆优质服务达标单位　

１６４ａ

上海市“十佳城市美容师”　２２１ｂ

《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执法检查　７２ｂ

上海市四星体育旅游休闲基地　１６４ｃ

《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规定》

执行情况调研　７３ｃ

上海市外资研发中心　１５２ａ

上海市物联网联合开放实验室　３５０ｃ

上海市先进个人　３７２

上海市先进集体　３７０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贯彻实

施情况调研　７１ｃ

上海市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现场展示会　

２５０ａ

《上海市养犬许可证》　２９０ａ

上海市“园林杯优质工程金奖”　２２１ａ

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　２６９ｂ

上海市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考核小组

　１７５（图）

上海首届专业化众创空间发展论坛　

２３８ｂ

上海书展　２７７ｂ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９３ａ

上海“文化云”宝山子平台　２４３ｃ

上海吴淞国际艺术城发展研究院　２５２ｃ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３ｂ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弱电工程　

２４８ｂ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２２７ｂ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３２ａ

上海五冶　１７２ａ

上海行知学院　２５８ａ

上海移动互联网创新产业园　１８（图）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１９３ｂ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９４（表）

上海樱花节　２２１ｃ

上海樱花节首届女子 １０公里路跑

（２０１７）　２８６ｃ，２８７（图）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６ｃ

上海邮轮旅游节　２２（图），４７ｂ，９１ｃ，

１６６ｂ

上海邮轮中心　２２７ｂ

上海赞禾英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６ｂ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２５５ｂ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志愿者　２５６（图），

２７６（图）

上海职工书画展　１１６ｃ

上海智力产业园人才服务工作站　２３８ａ

上海中设广场竣工　３５１ａ，３５１（图）

上坤商业广场　３４７ｂ

上市挂牌企业　７８ａ

少儿医疗保障基金　３１８ｂ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３１８ｂ

少年审判　２９６ａ

少数民族　２８ｃ

少数民族人口　３１６ｂ

“社工联校”项目启动仪式　１１８ａ

社会安全　３０１

社会保险覆盖率　３１０ｃ

社会保障　３５ｂ，８０ａ，３１０ｂ，３２０ｂ，３２２ａ，

３２６ａ，３２９ｃ，３３４ａ，３４０ｃ，３４３ａ，３４６ａ，

３４９ａ，３５５ｃ

社会保障待遇　３１０ｃ

社会保障支出　１８１ａ

社会发展　３１ａ

社会抚养费　２６１ａ

社会工作党委　６６ｂ

社会管理　３２２ａ

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　９０ａ

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３８３（表）

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　３８５

（表）

社会救助　３１２ｃ

社会救助金　３２０ｂ

社会生活　３０９

社会事务委员会　１０３ａ

社会事业 　３２０ｂ，３２７ａ，３２９ｃ，３３４ａ，

３４０ｃ，３４３ｂ，３４５ｃ，３４９ａ，３５２ａ，３５８ａ

社会团体　３１６ａ

社会团体管理局　３１６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２ａ，３７ａ，７７ａ，

１４９ｂ，３８７（表）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１４０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广场宣传活动　２４４ａ

社会治安　３８８（表）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３８ｃ，３４１ａ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８９ｂ，３０６ｂ，３５０ａ

社会治理　３８ｂ，３２８ａ，３４４ａ，３４６ｂ，３５９ａ

社会治理创新成果展示会　３５１ｂ

社会治理提案　１０２ａ

社会治理体系　３４１ａ

社会主义学院　６１ａ

社会主义学院办班　６２（表）

社会综合管理　１４７ｂ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９０ｃ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６６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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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管理　３１６ａ

社区党建设理事会　３５９ａ

社区法治文化节　３５１ａ

社区工作者薪酬　８８ａ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专题调研　７３ｃ

社区公益服务项目　３５２ａ，３５９ａ

社区公益服务友邻市集　２７１ｂ

社区管理　９０ａ，３５０ｂ

社区建设　９０ａ，３３１ａ

社区矫正　２９７ａ

社区教育　２５８ｃ

社区警务制度改革　３０７ｃ

社区睦邻点　３１２ｂ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３５２ａ

社区事务受理系统　２４３ａ

社区视频监控　３０６ｃ

社区通　３８ｂ，９０ａ，２４２ｂ，２９０ｂ，３２２ａ，

３２８ａ，３３１ａ，３３５ａ，３４１ａ，３４４ａ，３４４ｂ，

３４７ａ，３５０ｂ，３５９ａ

社区通平台立案　２２３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６０ｃ

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　２６０ｃ，３２７ｂ，

３４９ｂ

社区文化　３５６ｃ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２７５ａ，３５６ｃ

社区文化体育　３６０ａ

社区自治共治　３５６ｂ

社区综治中心　３５６ｃ

社院联合体　６１ｃ

涉案财产价格鉴定　１９９ｂ

涉密人员管理　６８ｃ

涉农财会人员业务培训　１６７ｂ

涉外活动　９１ｃ

身份证办理“一站式”服务　２９１ａ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意见　４１ｂ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　４１ｃ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工会系列宣讲报告会　１１７ａ

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４ｂ

审查起诉　２９３ａ

审计　１７９，１８４ｂ

审计局　１８４ｂ

审判　２９４ｃ

审判机关　３６６ａ

生产安全　３６ｃ

生产安全死亡人数　２０１ｂ

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２０１ｂ

生产性服务业　１４３ａ

生活待遇　６４ｃ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宝山模式”　２２０ａ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化调研　７３ｃ

生活垃圾回收设施　２１１ｃ

生命科学创新中心项目　２３７ｃ

生态发展提案　１０２ａ

生态公益林　３３２（图）

生态环境　７８ｂ

生态环境治理　３３９ａ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３２５ａ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专题询问　７３ａ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主题宣传活动　３２４ｂ

失业人数　３０９ａ

诗歌文化节　３３３（图），３３７ｂ

湿度　２７ｃ

“十大名菜”评选活动　３３０ａ

“十二五”纲要实施工作全国先进集体

　２３５ｃ

十九大精神宣讲团　５５ｃ

十九大主题宣讲　６０ｃ

石墨烯产品　２３８ｂ

实事项目　３３４ａ

食品安全监管　２０１ａ

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　４２ａ

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　２０１ｂ

示范街镇侨联　３４１ｃ

示范小区　３２４ａ

世界神经康复联盟高峰会　２７０ｂ

世界肾脏日宣传活动　２６７ｃ

世界头脑奥林匹克中国区决赛　２４９ｃ

市标网络案件　１５６ａ

市“补短板”综合治理现场会　２２０ｃ

市场　１４４ａ，１５６ｃ，２００ｂ

市场价格管理　１９９ａ

市场价格监测　１９９ｂ

市场监督管理　２００ｂ

市级财政扶持政策　１８１ｂ

市级公园　２２２ａ

市级林荫道　２１９，２２２ａ

市级重大工程项目计划　２０９（表）

“市民绿化节”系列活动　２２１ｃ

市民文化节启动仪式　４６ａ

市民文化节文化服务日　２７６ａ

“市民艺术修身导赏计划”启动　２７５ｃ

市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７５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　７４ａ

市人大代表　６９ｂ

市容环境　３５３ａ

市容环境公众满意度　２２０ｂ

市容环境综合治理　２２０ｂ

市双创周“优秀基金团队走进宝山”活

动　４７ｂ

市台协宝山区工委会　９２ｃ

市文物保护单位　２７５ａ

市新优质学校集群现场展示会　２５０ｃ

市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宝山区现场展示活

动　２５０ｂ

市意识形态责任制专项督查第五组　

４７ａ

市优秀历史建筑　２７５ａ

市政大中修工程　２１５ａ

市政道路　２１１ｃ，２１４ａ

市政道路技术状况　２１４ｂ

市政道路日常养护　２１５ａ

市政道路设施量　２１５（表）

市政道路综合完好率　２１４ｂ

市政工程管理　２１４ａ

市政桥梁　２１４ａ

市政桥梁普查　２１４ｃ

市属经适房基地　１７６ｂ

市属配套商品房　１７４ａ

事业单位管理　８７ｃ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８８ａ

事业单位人员考核　８７ｃ

事业单位招聘　８７ｃ

守信超市　２０１ａ

首届“崇尚法治 建设美好宝山”法治主

题论坛　２９８ｃ

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补贴资金　１７７ｂ

书画摄影作品展　６２ｃ

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２６８ｃ

数字电视用户　３４ａ，２４１ｃ

数字视频监控点　２４２ａ

双拥工作　３１２ｃ

“双拥小苑”揭牌仪式　３５７ｃ

“双在双争”活动　６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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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场　１７０ａ

水产养殖单位　１７０（表）

水环境质量　２１７ｂ

水环境综合治理　２１３ａ

水陆客运　２２６ｃ

水情分中心　２１３（表）

水上交通安全监管　１３７ｂ

水事违法案件　２１３ｃ

水文测报　２１３ｃ

水文测站　２１３ｃ，２１３（表）

水务（海洋）管理　２１２ｂ

水务（海洋）建设　２１２ｂ

水务局（海洋局）　２１２ｂ

水务执法　２１３ｃ

水务综合保障能力　２１３ｂ

水闸　２１２ｂ

水质指标　２３３ｂ

水资源　３１ａ

税法宣传　１８２（图）

税收法治建设　１８２ｂ

税收风险监控　１８３ｂ

税收及构成　３８４（表）

税收收入　１８２ａ

税收特点　１８２ａ

税收征管　１８３ｂ

税务　１８１ｃ

税务稽查　１８４ａ

税务局　１８１ｃ

税务信息化建设　１８４ａ

税种管理　１８２ｃ

司法服务　２９６ａ

司法服务窗口　２９８（表）

司法局　２９６ｃ

司法体制改革　２９４ａ，２９６ｂ，３０７ｂ

司法为民　２９６ａ

司法行政　２９６ｃ

司法行政业务培训　２９８ｂ

私房落实政策　１７５ｃ

《斯大林格勒的“热雪”》专题展览　

２７８ｃ

死亡率　２８ｃ

死亡人口　２８ｃ

淞南微旅游周活动　３４７ｃ

淞南镇　３４４ｃ

淞南镇淞南九村干湿垃圾分类　２２０

（图）

所得税管理　１８２ｃ

Ｔ

台联会七届理事会二次会议　９２ｂ

台联会友好共建结对签约仪式　９３ａ

台湾高雄市新住民社会发展协会参访团

　９２ｃ

台湾事务　９２ｂ

台资企业环保专题讲座　９２ｃ

泰和水厂　２３３ｃ

泰和水厂厂区　２３４（图）

泰和水厂沉淀池　２３３（图）

泰和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３４（表）

泰和污水处理厂项目　２１３ａ

探测技术研讨会　２４１ｂ

探望住院老干部　６３（图）

塘湾村　３３２ｃ，３３２（图），３３３ａ

陶瓷工艺与宝山寺榫卯建造工艺互动交

流研讨会　４７ｃ

陶艺文化交流展　２７８ａ

“套路贷”恶势力团伙案　２９１ｂ

特殊教育　２５９ａ

特殊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研讨会　２５９ｃ

特载　１

特种设备监察　２００ｃ

提案委员会　１０２ａ

提升文化软实力提案　１０２ａ

体育　３５ａ，２７５ｂ，２８６ｂ

体育彩票　２８６ｂ

体育场地　２８６ｂ

体育传统学校　２８８（表）

体育事业　３８７（表）

体育资源配置上海峰会（２０１７）　４８ａ，

２８７ｂ

《挑山女人》创作演出五周年系列活动

　２７９ａ

《挑山女人》开机　２７７ａ

铁矿砂　１５２ｃ

“停偿”项目清理整治　３５７ａ

停车泊位　２２５ａ，２２５ｂ

停车费　２２５ｂ

通信管线　３３ｃ，２４１ｂ

“同根同源中华情”书画摄影展　５９

（图）

统计　１９７ａ

统计法治建设　１９７ｂ

统计局　１９７ａ

统计年定报　１９７ｃ

统计体系　１９７ａ

“统计新动能，服务新常态”统计开放日

活动　３６（图）

统计信息服务　１９７ａ

统计信息化　１９７ｂ

统计信息咨询　１９８ａ

统计预警监测　１９７ａ

统计专项调查　１９８ａ

统计资料　３８３（表）

统一战线迎新联欢会　５８（图）

统战　５７ｂ

统战工作会议　４２ｃ

统战智库中心揭牌　６２ａ

偷越国（边）境案件　２９０ａ

图书馆（站）　２７５ａ

土地测绘调查服务　２０６ｂ

土地出让　１７４（表），１７４ｂ，２０３ｃ，２０４ｃ

土地储备　１７４ａ

土地储备中心　１７４ａ

土地督察整改　２０３ｂ

土地供应　１７４ａ

土地管理　２０３ａ

土地减量化复　２０５ａ

土地减量化立项　２０５（表）

土地减量化确认　２０５（表）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３ａ

土地使用费征收　２０５ｂ

土地收储　２０３ｃ，２０４ｃ

土地卫片地籍变更阶段图斑　２０６ａ

土地执法监察　２０６ａ

团干部　１１７ａ

团区委“社工联校”项目　２７０ｃ

团员　１１７ａ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专

题调研　７３ｃ

退休人员管理　８８ａ

退役士兵　３１２ｃ

吞吐量　２３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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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外贸出口主要商品　３３（表）

外贸出口主要市场　３３（表）

外贸进出口总额　７８ａ

外事　９０ｃ

外事办　９０ｃ

外资　１５１ｃ

外资项目　１５１ｂ

万尚生活广场罗南店　１６３ｂ

汪泓　９１ａ，９１ｂ，１２２ｃ，２５０ｂ，２７７ａ，２７８ａ，

２７９ａ，２８０ｃ，２８３ｃ，３１１ｂ

汪泓　１，１（图），１９（图），９５（图），９６

（图），２８４（图），３６１（图）

王乐平　２００ｂ

王晓诚　９５（图）

“网格达标”创建活动　２２３ａ

网格化管理　２１５ａ

网格化管理手段　２２３ｃ

网格化巡视　２１６ｂ

网格化综合管理实效　２２３ａ

“网格化＋”综合平台　２２３ｃ

网格化综合治理　３４１ａ

网络保密管理　６８ｂ

网络购物消费平台　１４４ｃ

网络宣传月　５７ａ

网上办税　１８３ｂ

网上信访　８６ｃ

网上政务大厅建设　２４４ｂ

网上政务大厅（一期）项目　２４２ｃ

网信办理　８６ｃ

网站　２４４ａ

微电影作品《天职》　９２ｃ

微循环道路建设　２１１ｂ，２１５ａ

违法户外广告设施拆除　２２２ｂ

违法建筑拆除　１７７ｃ，２２２ａ

违法建筑强制拆除申请审查　８６ａ

违法卷烟　１５６ａ

违法违规经营整治　２０１ａ，２２２ｃ

违法用地案件　２０６ａ

违法用地综合整治行动　２０６ａ

违法运输处置建筑垃圾查处　２２２ｂ

违禁药物检测　１７０ｂ

卫生　３５ａ，２４９

卫生计生　２５９ｃ

卫生计生机构　２５９ｃ

卫生技术人员　２６０ａ

卫生监督　２６０ｃ

卫生信息化工程　２６２ａ

卫生应急保障　２６０ｃ

卫生与健康大会　４２ｂ

未成年人检察　２９４ｂ

未成年人民事案件　２９６ａ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２９６ａ

文化　３５ａ，２７５

文化馆　２７５ａ

文化惠民实事工程　２７５ａ

文化体育支出　１８１ａ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１０３ｂ

文化艺术　２７５ａ

文教结合共建上海美术学院签约　２５２ｃ

文联成立大会　４７ａ

文联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４７ａ

文物大展　２７６ｃ

“问题地图”专项检查　２０６ｂ

“我的成长观”演讲大赛决赛　１１９ａ

“我心中的白衣天使———宝山区五‘十

佳’”评选颁奖典礼　４９ａ

污染源环境监测　２１７ａ

污水管网建设　２１３ａ

无线覆盖热点　３３ｃ，２４１ｂ

无证码头　２１９ｂ

无证网约车联合整治　２２６（图）

吴淞边检站　１３５ａ

吴淞创业园企业挂牌孵化基地　２４３ｂ

吴淞工业区规划　２０３ａ

吴淞海关　１３４ｂ

吴淞海关快速通关服务　１３５（图）

吴淞海事局　１３６ｂ

吴淞街道　３５５ａ

吴淞街道双拥小院　３０３（图）

吴淞旧里改造　１７６ｂ

吴淞口国际邮轮　８４ａ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３７ｃ，７９ｃ，８４ａ，１３３ｂ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后续工程　８４ａ

吴淞水厂　２３２ｂ

吴淞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３３（表）

吴振祥劳模带教工作坊　１１５ｃ

“五个一百”绿色生态建设　２１９ｃ

“五违四必”整治　５４ａ，５５ｃ，８５ａ，１４７ａ，

１４８ｃ，１６３ａ，２０６ａ，２１２ｃ，２１９ａ，２２２ａ，

２２３ａ，３０５ｂ，３０７ａ，３２５ａ，３３０ａ，３３１ａ，

３２１ｂ，３２１ｃ，３３４ａ，３３９ａ，３４８ａ，３５４ｂ，

３５５ｃ，３６０ａ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１７２ａ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获奖工程　１７３

（表）

“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　４２ｃ

武钢股份　１２５ｂ

武汉市青山区考察团　９６ｃ

物流　２９ｂ

物业管理　１７７ｂ

“９６２１２１”物业呼叫中心　１７７ｂ

物业小区　１７７ｂ

Ｘ

吸收外资　１５１ｂ，１５１（表）

吸收外资产业分布　１５１（表）

吸收外资来源地　１５１（表）

“戏曲进校园”活动　２５０ｂ，２７８ｂ

先进个人　３７２

先进集体　３７０

鲜奶　１７０ａ

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　２９８ｃ

乡土文化　３０ｂ

“相约宝山党辉闪耀”系列支部主题党

日活动　５５（图）

香港、台湾、内地书画摄影展　５９（图）

“翔茂杯”高尔夫球联谊赛　９２ｃ

向阳新村旧房改造项目　３２８ｃ

消防　３０５ａ

消防安保　３０５ｂ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２９０ｂ

消防安全网格　３０５ｃ

消防安全责任　３０５ａ

消防　３８８（表）

消防车　３０５ａ

消防风险整治　３０５ｂ

消防培训　３０６ａ

消防宣传　３０６ａ

消防业务经费　３０６ａ

消防站　３０５ａ

消费者合法权益宣传　２４３ａ

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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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争议委托人民调解纠纷　２９８ｂ

小额贷款　１９４ａ

小额贷款公司　１８５ａ，１８６（表）

小区“十小工程”　３５０ｂ

小区综合治理计划　３５４ａ

小微企业财务会计培训　１８１ｂ

小学生“爱心暑托班”　１１９ｂ

新党大陆参访团　９３ｂ

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　２６８ａ

新疆宝隆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９６

（图）

新疆喀什全域游　９７ａ

新开工住宅　１７４ｂ

新开工住宅面积　１７４ａ

新农村建设　８３ａ，３３０ｂ

新农村建设调研　９２ａ

新农村建设专题视察　７２ｃ

新闻报道　２４６ｂ

新闻获奖作品　２４７ｃ

新闻宣传　２４４ｃ，２４７ｂ

新兴产业　１３９

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　３２（表）

新型城镇化建设　８０ａ

新型农民专业化技术培训　１６８ｃ

信访　８６ｃ

信访办　８６ｃ

信访督查　８６（图），８７ａ

信访工作联席会　７０ｃ

信访工作宣传　８７ｂ

信访积案　８６ｃ

信访基础业务　８７ａ

信访联合接待大厅　８７ａ

信访矛盾　８６ｃ

信访事项复查复核　８７ａ

信息　２３５

信息化　３３ｃ，１８４ａ，２４１ｂ

信息化建设　２２２ｃ

信用惩戒　２４２ｂ

信用核查　２４２ｂ

星级旅游饭店　１６４ａ

星舞台优秀节目展评展演活动　２８０ｃ

“星舞台”总决赛（２０１７）　４９ｂ

刑事案件　２８９ｂ，２９４ｃ

刑事检察　２９３ｂ

刑事审判　２９４ｃ

行政案件　２９５ｂ

行政村　１６７ａ

行政服务中心　１４４ｂ

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１４５（图）

行政服务中心“建行杯”团建活动　１４４

（图）

行政服务中心业务知识竞赛　１４５（图）

行政复议案件　８５ｃ

行政管理　１９７

行政拘留　２８９ｃ

行政路政窗口审批　２１５ｂ

行政区划　２８ｃ

行政审判　２９５ｂ

行政审批　２００ａ

行政诉讼案件　８６ａ

行政执法记录仪全面启动仪式　２００

（图）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入职宣誓仪式　８７ｃ

行政（治安）案件　２８９ｃ

行知中学剧场　２１（图）

“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活动　

１１６ｃ，２８６ａ

休闲康养项目　１２９ｂ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２９２ａ

畜牧执法　１６８ａ

宣传　５５ｂ

学科人才　２６１ｂ

学联　１２２ａ

学联第九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１２２（图）

学生　３４（表），２４９ａ

学生军训　３０１ｃ

学生联合会　１２２ａ

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系列活动　

５９ｃ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主题党课　５３

（图）

学校　３４（表），２４９ａ，３１９（表），３２２

（表），３２５（表），３２９（表），３３４（表），

３３８（表），３４２（表），３４５（表），３４８

（表），３５６（表），３５８（表）

雪亮工程　３８ｃ，２４３ｂ，３０６ｃ，３３０ｃ，３３５ａ，

３４１ａ，３４４ｂ

寻找淞南符号·旅游摄影周活动　３４７ｂ

巡察监督　５１ｃ

汛期　２７ｂ

Ｙ

“１２３４５”热线　３３ｂ，１６８ａ，２１２ｂ，２１４ｂ，

２２３ｂ，３１２ｂ，３２７ｃ

“１２３６６”热线　１８３ａ

亚太邮轮大会　９１ｂ，９１ｃ

烟草专卖　１５５ｂ

烟草专卖局　１５５ｂ

烟花爆竹　３０５ｂ

“烟”污染违法行为治理　２２２ｃ

“严扫净保”专项行动　２９０ｃ

扬尘码头　２１９ｂ

扬尘污染防治　２１２ａ，２１９ｂ

杨杰　２００ｃ

“杨行杯”乒乓球比赛　３２１ａ

杨行吹塑版画新作展　３２１ａ

杨行老镇　１７６ｃ

杨行镇　３１９ａ

杨行镇敬老院　９２ｃ

杨行镇西街村老镇改造动迁　３２１ｂ

养老床位　３１２ｂ

养老服务　３１４ｂ，３１４ｃ

养老服务包　３５２ｂ

养老机构　３１２ｂ，３１４ｂ，３１５（表）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３１４ｃ

养殖业　１７０ａ

药品监督检查　２０１ａ

业主大会　１７７ｂ

一般公共预算　１７９ａ

“一带三线五园”　１３９ｃ

“一带一路”市场　１５２ｃ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　６２ｂ

“一带一路”与邮轮经济发展专题座谈

会　８４ｂ

“一带一路”主要出口国家　１５３（表）

“一带一路”主要进口国家　１５３（表）

一孩率　２６０ａ

“一门式”服务　１４５ａ

“一书两证”　２０５ｃ

医保监管　３１１ａ

医保制度新政　３１１ａ

医联体　２６１ｃ

医疗保险事务中心　３１０ｂ

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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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对外援助　２６２ｃ

医疗服务进社区公益义诊　２６８ａ

医疗机构床位　２６０ａ

医疗救治演练　２６８ｃ

医疗器械检查　２０１ａ

医疗卫生支出　１８１ａ

医疗新职工红十字知识培训　２６８ｂ

医疗质量　２６０ｃ

医药批发　１６３ｃ

医院　２５９ｃ

医院管理绩效论坛（２０１７）　２７１ｂ

依法监督　７１ａ

依法治档　２８４ａ

移动电话　２４１ｃ

移动电话用户　３３ｃ，２４８ａ

移动通信基站　３３ｃ，２４１ｂ

遗体捐献　３１８ｃ

“以慈化瓷”两岸陶艺文化交流展

（２０１７）　４７ｃ，５８（图）

异地就医结算工作实地督查　３１１ｂ

因公赴台考察　９２ｂ

银龄居家宝　３１４ｃ

银企对接投融资环境　１８５ｂ

银行　３２ｃ，１８５ａ，１８６（表），１８８ａ

银行存贷款余额　３３（表）

尹弘　４４ａ，２５３ａ

应急避难场所　３０４ａ

婴儿死亡率　２６０ａ

迎复审国家卫生城区专项监督　１０１ａ

拥军优属活动　３０２ｂ

拥政爱民活动　３０２ｃ

优抚安置　３１２ｃ

优秀基金团队走进宝山活动　１８５ｃ

优秀人才节前慰问走访　１４８ｂ

“邮居一家”服务品牌项目首发仪式　

２２９（图）

“邮居一家”服务项目　２２９ａ

邮轮　３２ｃ，７９ｃ，８４ａ

邮轮滨江公益汇活动　１６５ａ

邮轮滨江尊巴大型艺术公益活动　４６ｃ，

２７６ｃ

邮轮产业发展　８４ａ

邮轮船舶供应代理　１３３ｃ

邮轮船票制度　８４ｃ

邮轮港公司　１３３ｂ

邮轮港区交通保障　１３８ａ

邮轮经济　９１ａ

邮轮经济发展专题座谈会　９１ｃ

邮轮靠泊　１３３ｂ，２２７ｃ

邮轮口岸通关　８４ｂ

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论坛　８４ｃ

邮轮旅游节开幕式　２７８ａ

邮轮旅游跨境购物平台　８４ｂ

邮轮贸易　１５４ａ

邮轮入境旅客　１３３ｂ

邮政　２２５，２２８ｂ，３８６（表）

邮政储蓄银行宝山区支行　１９２ｃ

邮政储蓄银行宝山区支行营业网点　

１９３（表）

邮政所　３２ｃ，２２８ｂ

邮政投递线路　２２８ｂ

邮政业　３２ｂ

邮政支局　３２ｃ，２２８ｂ

邮资机纪念戳记主题封　２２８ｃ

游客　３２ｂ，１６３ｃ

“友爱的宝武”官方微信　２４８ａ

友好来访团组　９１ｂ

友好往来　９５ｃ

友谊都市产业服务中心　３５５ａ

友谊路街道　３５１ｃ

有线电视　２４６ａ

有线电视用户　２４６ａ

有线网络建设　２４６ａ

幼儿园　３５２（表）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１７０ｂ

渔政执法　１６８ｂ

雨水泵站　２１３ａ

语文教学展示活动　１０８（图）

预备党员　６５ａ

园区　１３９，３６８ｂ

园区企业出口　１５２（表）

园艺场　３２６ａ

“园艺进家庭、绿化美生活”活动　２２１ｃ

援疆　２６２ｃ

援疆干部人才　９４ａ

院士专家工作站　２３５ｂ

月浦水厂　２３３ａ

月浦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３４（表）

月浦养老院　３２４ａ

月浦镇　３２１ｂ，３２４ｂ

月浦镇聚源桥村　３２４ｂ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建州６０周年庆祝

活动　９６ａ

云南维西县　９５ａ

运输车辆　２２５ａ

Ｚ

灾害事故　３０３ｂ

灾害性天气　２８ａ

再生育子女　２６１ａ

在建工地安全检查　２１５ｂ

造血干细胞　３１８ａ

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宣传　３１８ｂ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入库活动　２６８ｂ

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３１８ｃ

增长较快的汽车零部件企业　３９４（表）

增加值　３１ａ，７７ａ，１９８ａ

增值税　１８３ｂ

渣土车辆　２２２ｃ

渣土车违法综合治理　２９１ａ

湛江钢铁在建工程　１２６ａ

张华浜分公司　１３１ａ

张庙街道　２０２ｃ，３５８ａ

张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３６０（图），３６１ｃ

招商服务　１４４ａ

浙江省安吉县考察团　９６ｃ

镇　２８ｃ，３１９，３６８ｂ

镇出口　１５２（表）

镇村管理　３３０ａ

镇村规划编制　２０３ｂ，２０４ｂ

镇村建设　３３０ａ

镇管市政桥梁　２１４ｃ

镇级人大预算审查监督调研　７２ｃ

镇转移支付　１８０ａ

征兵　３０２ａ

征兵工作　３０１ｂ

征地房屋补偿　２０５ｂ

征地人员社会保障政策　３１０ｃ

征地养老生活费　３１０ｃ

征收补偿　２００ｂ

证券　１９５ｃ

证券分支机构　１９５ｃ

证券经营机构　１９５（表）

证券营业网点　１９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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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系统服务转型　３０７ａ

政法综治、信访稳定大会　４２ａ

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８１（表）

政府窗口作风建设　８５ａ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８５ｃ

政府法制　８５ｂ

政府改革　７９ｂ

政府工作报告　７

政府购买服务　１８０ａ

政府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８５ｃ

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　８５ｃ

政府门户网站　２４４ａ

政府十大实事项目　８０ｂ

政府实事项目　１２０ａ，１５０ｂ，３１３ｃ

政府投资项目　１８０ｂ，１９９ａ

政府投资项目调研　７３ｂ

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项目　２４３ｂ

政府网站普查　２４４ｂ

政府消防实事项目　３０５ｃ

政府信息　３２８ａ

政府性基金收入　１７９ｂ

政府性基金预算　１７９ｂ

政府性基金支出　１７９ｂ

政府性债务　１８０ｃ

政府与政协召开工作协商会　１００ａ

政府重要决策　７９ｃ

政府重要政事　７９ｃ

政务新媒体矩阵和自媒体联盟成立　１８

（图），５６ｃ

政务信息发布　２４４ｂ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２４１ｃ

政协　９９，３６７ａ

政协八届常委会会议　９９ｃ

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１０４

（表）

政协八届一次会议　９９ｂ

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　１００ｃ

政协论坛主题发言题目　１０４（表）

政协年末视察　１００（图），１０１ｂ，１０１（图）

政协年中视察　１００ｂ

政协特约监督员工作会议　１００ｃ

政协提案　９９ａ，１０１ｃ

政协提案办理　１０１ｃ

政协委员联系社区工作协调指导小组　

９９ｂ

政协庆国庆迎中秋联欢会　１０１（图）

政协优秀提案　１０４（表）

政协职能　９９ａ

政协重要活动　１００ａ

政协主席会议　１０３（表）

政协主要会议　９９ｂ

政协专委会工作　１０２ａ

政银合作　１８５ｂ

政治待遇　６３ａ

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题调研　７２ｃ

知识产权　２３５ｂ

“知心妈妈”志愿者团队　１１９ｃ

执法人员培训考核　８６ｂ

执行案件　２９５ｃ

直属工会　１１４ｃ

直属机关党支部　６５ａ

直属机关党总支　６５ａ

职工健身十大赛事　１１６ａ

职工劳动竞赛活动　１１５ｂ

职工人数　３８９（表）

职务犯罪　２９３ａ

职业化工会工作者　１１４ｃ

职业技能竞赛　３１０ａ

职业技能培训　３０９ｂ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５３ｂ

“植物检疫宣传月”活动　１６９ａ

植物检疫执法　１６９ｃ

指挥通信器材　３０３（表）

指挥通信设备　３０３（表）

指挥通信系统　３０３ｃ

志愿服务联盟成立　５６ｃ，５６（图）

志愿服务者　３１８ａ

志愿供需对接活动　５６ｃ，５６（图）

志愿捐献　３１８ｂ

志愿者　３３０ａ

致公党上海市委爱心义卖活动　１１３

（图）

致良知（上海）学习会———企业家见面

会　４６ｃ

智慧城市　３８ｃ

智慧城市建设　１４０ａ

《智慧城市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２３５ｃ

智慧城市重点项目建设　１４０ｂ

智慧公安专项行动　２９０ｃ

中成智谷　１６４ｃ

中度污染　２１７ａ

《中共宝山历史实录（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２８５ａ

中共宝山区委　３６３ａ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３７

中国宝武ＡＰＰ　２４７ｃ，２４８ａ

中国宝武　１２３ａ

中国宝武报　２４７ａ

《中国宝武报》数字报　２４７ｃ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３ａ

中国宝武战略规划　１２６ａ

中国宝武主要经济指标　１２３（表）

中国宝武资讯平台　２４８ａ

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　１３９ｂ

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２０１７）　４８ｃ，

１４３ｂ

中国城市更新（上海）峰会　３２８ｃ

中国３Ｄ打印文化博物馆　１６４ｃ，１６６ａ

中国电建重工装备　２３７ａ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２４８ａ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代表会议　

４２ｃ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２０１７）　１４３ａ

中国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

　１３０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委

员会　１０５ａ

中国好人榜　３７ａ，３９ｃ，５６ａ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８ｃ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６ｂ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５ｃ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９ｂ

中国人保上海市宝山支公司　１９４ｃ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２２１ａ，２２１（图）

中国人寿上海市宝山支公司　１９４ｃ

中国（上海）国际发明创新博览会　

２３６ｃ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２５２ｃ

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会　３２１ａ

中国胸痛中心　２６８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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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宝山支行　１８８ａ

中国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８（表）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

　２２８ｂ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

各支局、所　２２９（表）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会

　１１２ｂ

“２０１７中国最美村镇”生态奖　３３２ｃ

“中华创世神话”互联网艺术大展　

２８０ｂ

中华骨髓库　２５６（图）

中华梨园经典“赏戏团”　２７８ｂ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综合改革试点工

作先进单位　１６１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１３５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１３７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关

　１３４ｂ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１３５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１３６ｂ

中剧协第１１期专题研讨班　２７５ｃ

中设科技园揭牌仪式　３５１（图），３５１ａ

中西医结合医院　２５９ｃ

中西医结合医院“冬病夏治”主题义诊

　２６９（图）

中小板上市　１６８（表）

中小河道黑臭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３９０ａ

中小河道整治　２１２ｂ

中小河道治理　１４７ａ，２２２ｂ，３２０ｂ

中小河道综合整治　３２１ｂ，３２２ａ，３２５ａ，

３３０ａ

中小黑臭河道整治　３３４ａ

中小企业在上股交Ｅ板挂牌　１８７（表）

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和科创板挂牌　１８７

（表）

中小微融资服务平台　１８５ａ

中小学　３５２（表）

中央供液系统（ＣＤＤＳ）示范中心　２７１ｃ

中医药综合服务　２６１ａ

终霜　２７ｂ

种植业　１６９ｂ

种植业执法　１６７ｂ

众创载体　２３９（表）

重大产业项目　７７（表），１９８ｃ

重大工程建设　２０９ａ，２１３ａ，３２５ｃ

重大项目建设　２１６ｂ

重大项目推进　４４ｃ

重点板块转型　３７ｃ

重点地区功能提升提案　１０２ａ

重点地区规划编制　２０４ａ

重点地区建设　１９８ｃ

重点改革领域　１９８ｃ

重点工业尘污染源专项执法行动　２１９ａ

重点工作建档指导　２８３ｃ

重点人群就业帮扶　３０９ｂ

重点市政工程项目　２１５ａ

重度污染　２１７ａ

“重温入党誓词 坚定理想信念”主题党

日活动　４６ｃ

“重型燃气轮机”项目２３８ｃ

《朱福星将军生平史料展》开幕　２７７ｃ

“逐梦新时代·上海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大

型主题展览　４６ｃ

主题党日活动　２７７ａ

主题健康走活动　１１６ｃ

住房保障　１７６ａ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１７４ａ

住房改革　１７５ｂ

住宅建设管理　１７４ａ

住宅全装修　１７５ａ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１７４ｂ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３８ｂ，９０ｂ，２２２ｂ，

３２４ａ，３４７ａ，３５３ｂ，３５６ａ，３５９ａ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专题调研　７３ａ

住宅修缮　１７６ｂ

注册运动员　２８６ｂ

驻军　３０２ｃ

“筑梦·启航”———２０１７青春艺华活动　

４９ａ

专利　２３５ｂ

专题协商会暨专项监督工作推进会　

１００ｂ

专项行动　２９０ｃ

专项预算听证　７１ｂ

专项整治专题调研　７２ｃ

专项资金拨付　１８１ｃ

专项资金审计（调查）　１８４ｃ

专职教练　２８６ｂ

转基因生产性试验基地　２３８ａ

装配式建筑　２１２ａ

装配式住宅建设　１７５ａ

装配式住宅商品房住宅用地　１７５ａ

“追寻红色记忆，共创吴淞辉煌”挑战赛

活动　３５７（图）

紫辰实验幼儿园　３２１ｂ

自调式检查井盖　２１５ｃ

自管桥梁　２１４ｃ

自来水　２３１，２３２ｂ

自贸试验区建设　７９ｃ

自然环境　２７ａ

自治家园　３４７ａ

宗教　３１６ｂ

宗教活动场所　３１７（表）

宗教事务　３１７ａ

总工会　１１４ｃ

综合管理　１６７ａ

综合交通补短板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

调研　７３ｃ

综合经济管理　１９８ａ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３１２ｂ

综合执法特保队首批岗前培训班结业汇

报演练　４６ｃ

走访调研　１９７（图）

走访慰问侨眷侨属　９２ａ

走访慰问　１９（图）

走马塘绿地Ａ块工程　２２１ａ

走私烟打击　１５５ｃ

组织　５２ａ

组织工作会议　４２ｂ

最美志愿者　３４２ａ

作风建设　５１ｂ

“做一天社区工作者”主题党日活动　

３５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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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格 索 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３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　３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旅游设施情况　３２

２０１７年年末宝山区银行存贷款余额　３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和主要市场　３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各类学校学生情况　３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５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上海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５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５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委党校办班情况　６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办班情况　６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情况　７５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重大产业项目　７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落地基金公司情况　８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８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８８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情况　８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情况　８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街镇、园区与新疆叶城县乡镇、园区结对帮扶情

况　９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镇、园区、企业与云南维西县乡镇、园区结对帮

扶情况　９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各界向云南维西县捐赠情况　９４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友好地区　９７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　１０３

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１０４

宝山区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１０４

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政协论坛主题发言题目　１０４

２０１６年民建区委提交区政协七届六次全会提案情况　１０７

２０１７年中国宝武主要经济指标　１２３

２０１７年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含托管单位）　１２７

２０１７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位情况　１３３

２０１７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备装卸情况　１３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企业技术中心情况（１＋３４＋３９）　１４１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各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情况　１４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各街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情况　１４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已建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　１４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开工、竣工主要商业项目　１４９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改扩建标准化菜市场名单　１５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部分重点互联网平台名单　１５０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吸收外资情况　１５１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出口综合情况　１５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各镇、街道、园区企业出口情况　１５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　１５３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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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月５日，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五次全

体会议召开　１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宝山区委举办“重温入党誓词 坚定理想信

念”主题党日活动　２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宝山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不动产登记事务

中心新址启用　１５

２０１７年５月３日，“青春喜迎十九大 不忘初心跟党走”宝山区

纪念五四运动９８周年暨建团９５周年主题集会在宝山区广

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　１６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４日，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少年儿童“六一”欢乐周开

幕暨宝山区非遗进校园启动仪式举行 　１７

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宝山区政务新媒体矩阵和自媒体联盟成立

大会在上海移动互联网创新产业园召开 　１８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９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斯宪（左三）、沙海

林（左二）走访吴淞中学 　１９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区委书记汪泓（左一）走访慰问老干部 　１９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４日，第三十八届头脑奥林匹克中国区决赛开

幕，副区长陈筱洁致辞　２０

２０１７年９月６日，宝山区第三十三个教师节主题活动在行知

中学剧场举行 　２１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３日，２０１７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暨花车宝山

巡游活动在零点广场举行　２２

２０１７年９月３０日，“沪航２２”轮新船首航仪式在吴淞码头举

行 　２２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日，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与宝山区签署产学

研合作办学战略框架协议，助力上海邮轮经济发展 　２３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经济增加值走势图　３１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０日，区统计局组织开展第八届“统计新动能，服

务新常态”统计开放日活动　３６

２０１７年２月４日，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５０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７日，开展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主题党课 　

５３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２日，喜迎十九大、相聚在党旗下———培育选树

“宝山好党员、好支部”主题活动总结展示会举行　５４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４日，开展“相约宝山党辉闪耀”系列支部主题

党日活动 　５５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日，宝山区志愿服务联盟成立暨供需对接活动

在中成智谷创意产业园举行 　５６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３日，举办２０１７年宝山统一战线迎新联欢会 　

５８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举办“以慈化瓷”２０１７两岸陶艺文化交流

展 　５８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３日，举办第三届香港、台湾、内地“同根同源中

华情书画摄影展”　５９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５日，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长李峻（中）探望住

院老干部 　６３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５日，“红色故事伴成长”演讲比赛举行 　６４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４日，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情况年中集中视察活动 　７１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区人大常委会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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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集中视察活动 　７２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７日，区信访办会同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

新闻媒体等第三方力量开展信访工作实地督查　８６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３日，区委书记汪泓（右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萍（右二），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王晓诚（右一）在云南维西

县走访慰问攀天阁乡美洛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李云灿家庭 　

９５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１日，区委书记汪泓（中）、副区长吕鸣（左）在新

疆叶城县考察区援疆企业———新疆宝隆化工新材料有限公

司　９６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２日，区委书记汪泓（左）率领宝山区代表团赴新

疆叶城开展对口帮扶工作，走访慰问依提木孔乡１４村一家

建档立卡贫困户 　９６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１６日，区政协开展政协委员年末视察活动

　１００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８日，区政协举办庆国庆迎中秋联欢会　１０１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１６日，区政协开展政协委员年末视察活动

　１０１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７日，上海市教委教研室教学协作联盟第九届年

会暨语文教学展示活动在宝山举行　１０８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２日，举办民进宝山区委２０１７年度暑期骨干培训

班　１０８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民进区委举办“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正道上

行”学习十九大精神报告会 　１０９

２０１７年３月７日，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在淞南镇开展社会服务　

１１１

２０１７年３月６日，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情暖侨心”医疗服务队

为社区居民提供义诊服务 　１１２

２０１７年５月６日，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参与致公党上海市委爱

心义卖活动 　１１３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８日，宝山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举

行 　１１６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６日，全国工会推广上海顾村经验观摩交流会在

宝山召开 　１１６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４日，宝山区“青春运动力”青年职工体育服务项

目启动仪式举行 　１１７

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１日，“领巾喜迎十九大，童心追梦共成长”———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少先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集会在宝

山区少年宫举行 　１１８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１日～１３日，“当下骨干 未来中坚”———第一期宝

山区中学生骨干训练营在宝山区少年宫举行 　１２２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９日，上海市宝山区学生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开幕式举行 　１２２

２０１７年３月７日，宝武集团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揭牌仪式举

行　１２４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宝钢股份厂区夜景 　１２５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１３０

２０１７年２月９日，吴淞海关加强查验，确保极寒天气下企业快

速通关 　１３５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吴淞海关开展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政策宣传

　１３６

长航公安吴淞派出所开展服务群众活动　１３７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９日，长航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所荣立集体

二等功　１３８

２０１７年，区经信委领导调研宝山区产业发展情况　１４０

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２日，区行政服务中心举行“建行杯”团建活动 　

１４４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区行政服务中心举行业务知识竞赛　１４５

区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１４５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８日，“我爱上海，文明出行”———巴士队长与文

明同行宝山工业园区发车启动仪式举行 　１４６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８日，区供销合作总社社镇合作项目———罗泾睦

邻小镇唐德国际影城罗泾店开业　１６１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６日，上海北翼（集团）有限公司与复客中国举行

“复客北翼共享经济总部基地”签约发布会 　１６１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９日，宝山区组织开展旅游行业现场急救普及培

训　１６４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１日，“乐享宝山·樱游宝山”宝山春季旅游宣传

日活动在中山公园举行 　１６５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０日，“魅力宝山·邮轮之城”主题宝山花车亮相

上海旅游节花车巡游 　１６６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及配套设施（一

期）项目　１７１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８日，上海市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考核小组参

观月浦八村小区　１７５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４日，宝山税务分局在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向船

供企业进行税法宣传 　１８２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９日，宝山税务分局到宝钢股份公司开展环保税

开征调研辅导 　１８３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建行上海宝钢宝山支行２０１７年迎春表彰晚

会举行 　１９０

２０１７年６月上旬，区统计局到街镇开展调研　１９７

２０１７年７月３１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行政执法记录仪全

面启动仪式　２００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张庙街道国际安全社区命名授牌仪式举行　２０２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域降尘量月变化图　２１７

２０１７年，淞南镇淞南九村推广干湿垃圾分类　２２０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宝山区后工业景观示范园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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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奖”　２２１

２０１７年３月７日，酒业诚信通手机应用程序和网格化平台正式

对接 　２２３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３日，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前中）到区网格化

中心开展调研 　２２３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６日，区交通执法大队开展打击非法客运宣传进

高校活动 　２２６

２０１７年４月７日，区交通执法大队开展无证网约车联合整治　

２２６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９日，高速船“飞翼１６”首航仪式在吴淞码头举行

　２２８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４日，宝山邮政“邮居一家”服务品牌项目首发仪

式启动　２２９

长江原水厂新建２２万吨规模翻水泵房 　２３２

泰和水厂沉淀池　２３３

泰和水厂厂区　２３４

上海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　２３７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同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李占才教授

在济光学院成立工作室　２５４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０日，济光学院选手获２０１７全国大学生象棋锦

标赛团体铜奖　２５５

２０１７年５月，上海震旦职业学院青年师生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

库活动举行　２５６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４日，“健康家庭 乐享宝山”———“５·１５”国际家

庭日暨第二届上海市家庭马拉松系列活动在顾村公园举行

　２６０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５日，宝山区卫生计生委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就“宝山区肿瘤专科医联体”建设签订深化合作意向书　

２６１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６日，宝山－新华儿科医联体首家试点医院启动

仪式在市一宝山分院举行　２６２

２０１７年７月８日，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举办“冬病夏治”主题

义诊　２６９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宝山曙光中医联合体论坛暨宝山区中西医

结合医院建院８０周年纪念在宝山区文化馆举行　２７０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９日，华山医院北院举行建院五周年纪念仪式　

２７１

２０１７年９月８日，在上海市纪念爱国卫生运动６５周年“五十佳

志愿者”表彰会上，宝山区５人获奖。　２７２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日，宝山区开展《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修正案贯彻实施集中宣传活动　２７３

２０１７年５月，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志愿者参加第十一届上海宝山

罗店龙船文化节端午大傩礼展演　２７６

２０１７年５月，宝山区举行非遗进校园活动　２７７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３日，区委书记汪泓（右）、市档案局（馆）副局

（馆）长方城（左）共同为钱信忠珍档陈列展揭幕　２８４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６日，区档案局举办纪念“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

之《红色足迹 不朽丰碑（１９２１—１９４９）》首发式　２８４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３日，第十六届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抗日

战争与上海主题活动在宝山举办　２８５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２日，宝约“樱你而来”２０１７上海樱花节首届女子

１０公里路跑开赛　２８７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日，区检察院新入额检察官及优秀检察官代表举

行宣誓仪式　２９３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东林路宝山区法治文化长廊　２９７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８日，吴淞街道双拥小院揭牌演出　３０３

２０１７年５月８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萍（左一）、副主任秦冰

（左二）到区委政法委机关调研政法综治维稳工作　３０７

２０１７年８月３１日，人社部领导到宝山调研异地结算工作　３１０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５日，宝山区工伤保险集中宣传日活动举行　３１１

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海星村　３２９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２日，罗泾镇举办第一届“十大名菜”评选活动　

３３１

塘湾村生态公益林　３３２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０日，顾村镇举办２０１７年诗歌文化节暨第十届

诗乡顾村年会诗歌音乐会　３３３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０日，“美丽家园·幸福顾村”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暨“５·２０顾村———寻访城市文明坐标”户外定向赛举行　

３３５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５日，国家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中）到高境调研

基层人民调解工作　３５０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４日，上海中设广场竣工暨中设科技园揭牌仪式

举行　３５１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５日，友谊区域青年“青春公益文明行”活动举行

　３５４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在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举行“追寻红

色记忆、共创吴淞辉煌”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暨纪念长

征胜利８１周年区域化党建定向挑战赛活动　３５７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３日，张庙社区“老街·新居”市民文化节开幕　

３６０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新建张庙文化活动中心工程开工仪式举行

　３６０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７日，区委书记汪泓（左二）走访张庙街道敬老院

　３６１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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