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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９６）

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召

开　（９６）

爱心救灾大行动　（９６）

青年志愿者行动　（９６）

主题实践活动　（９７）

团代表大会常任制获“首创奖”　（９７）

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９７）

青少年事务管理　（９７）

少先队工作　（９７）

妇联　（９７）

概况　（９７）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９７）

开展帮困和助学　（９８）

举行“三八”节系列活动　（９８）

开展学习和调研　（９８）

政府实事项目实施　（９８）

和谐家庭建设　（９８）

开展 “十一五”妇女儿童发展中期监测

评估　（９８）

抗震救灾活动　（９８）

其他团体　（９８）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委会　

（９８）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９９）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９９）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９９）

钢铁企业与冶金延伸业

宝钢股份公司　（１０１）

概况　（１０１）

两大特种材料用于“神七”飞船　（１０１）

建成全球最薄最快连退镀锡机组　

（１０１）

宝钢第一卷合格取向硅钢下线　（１０１）

大口径直缝焊管工程热负荷试车　

（１０１）

国内首条热轧高强钢平整机组投运　

（１０１）

加紧研制大型飞机用钢　（１０１）

核电钢通过美国西屋公司审核　（１０１）

优质钻杆打下７５２０米深井　（１０１）

４项成果获全国ＱＣ发布一等奖　（１０１）

成功试制２２毫米厚Ｘ８０厚板管线产品

　（１０２）

成功研发“一键式”炼钢　（１０２）

宝钢卖出减排“第一单”　（１０２）

宝钢承接国际７座大高炉冷却壁制造任

务　（１０２）

特钢淘汰全部落后产能 　（１０２）

厚壁管线管填补国内空白　（１０２）

炼钢熔渣粒化新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　（１０２）

两工程获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１０２）

两厚板新品填补国内空白　（１０２）

特高强度热轧机械用钢填补国内空白　

（１０２）

喷射成形中试机组热试成功　（１０２）

超大钛合金精密锻件研制成功　（１０３）

３项产品定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１０３）

特钢轧出２５毫米双相不锈钢　（１０３）

采用新工艺生产金属功能材料　（１０３）

研制国内最重钛合金等温精密锻件　

（１０３）

罗泾工程　（１０３）

罗泾宽厚板轧机轧出第一板　（１０３）

试制成功ＣＯＲＥＸ喷煤技术　（１０３）

编制完成ＣＯＲＥＸ操作规程　（１０３）

共建 ＣＯＲＥＸ技术消化创新体系 　

（１０３）

攻克燃气轮联合发电机组难题　（１０３）

罗泾项目制造管理系统切换成功　

（１０３）

罗泾工程信息化建设　（１０４）

２号ＣＯＲＥＸ炉开工建设　（１０４）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４）

概况　（１０４）

整合重组体制改革　（１０４）

包装公司体制改革试点　（１０４）

宝钢建设总公司改制　（１０４）

提供系统集成服务　（１０４）

加强不动产租赁管理　（１０５）

清理子公司　（１０５）

科技项目实施　（１０５）

技能培训　（１０５）

节能降耗和降本　（１０５）

内部审计　（１０５）

加强现场基础管理　（１０５）

安全管理　（１０５）

冶金延伸业　（１０６）

宝钢整合钢铁延伸加工产业　（１０６）

深加工产业在西部地区布点　（１０６）

为奥运场馆供精品钢材 ７万余吨　

（１０６）

宝钢援建灾区３个彩板房小区　（１０６）

为灾区加紧生产医用不锈钢冷带　

（１０６）

宝钢钢结构示范工程在武汉奠基　

（１０６）

世博中心钢结构制作全面启动　（１０６）

央视新台址钢构件圆满完成　（１０６）

为闵浦大桥桥梁缆索供镀锌钢丝　

（１０６）

陆家嘴双子塔万余吨钢构制作　（１０６）

为首钢搬迁独家供应彩板　（１０６）

港口与口岸管理

港务　（１１１）

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１１１）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１１１）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宝

山分公司　（１１１）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１１２）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１２）

上海吴淞国际物流园区　（１１３）

概况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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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三大基地，一个中心”　（１１３）

招商引资成果显著　（１１３）

江杨农产品市场运转良好　（１１３）

参与航天事业建设　（１１３）

口岸管理　（１１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关

　（１１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１１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１１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事处　

（１１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宝山海事处　

（１１５）

工业与建筑业

工业　（１１７）

概况　（１１７）

产业结构调整加快　（１１７）

工业园区集聚效应增强　（１１７）

５２个项目集中开工　（１１７）

推进节能减排　（１１７）

推进自主创新　（１１７）

加强政府引导服务　（１１８）

参加第五届中博会　（１１８）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１８）

概况　（１１８）

完善市政配套建设　（１１８）

加快企业建设投产　（１１８）

支持工业向园区集中　（１１８）

２００８年宝山工业园区新投产项目情况

表　（１１８）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１９）

概况　（１１９）

宝山区校区联动技术咨询暨校企合作签

约　（１１９）

承担奥运场馆网络建设　（１１９）

推进平安园区建设　（１１９）

推进非公企业支部工作　（１１９）

建筑业　（１１９）

上海宝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１９）

中冶成工上海五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１９）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２０）

中国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２０）

外经贸·招商与国内合作交流

吸收外资　（１２３）

概况　（１２３）

制造业吸收外资占总量６４％　（１２３）

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总量３６％　（１２３）

外企增资占引资较大比例　（１２３）

独资为投资主要方式　（１２３）

外资主要来源地　（１２３）

外商投资企业实到外资１６８亿美元　

（１２３）

宝山区历年批准外资情况表　（１２３）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各街镇、园区吸收外资情

况表　（１２４）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情

况表　（１２４）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吸引外资方式情况表　

（１２４）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外商投资行业（或产业）

分布情况表　（１２４）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各镇、园区实到外资情况

表　（１２５）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新批合同外资在３００万美

元以上外资项目情况表　（１２５）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增资合同外资在３００万美

元以上外资企业情况表　（１２５）

１９８９年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外贸出口情况

表　（１２６）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各镇、街道、园区外贸出

口情况表　（１２６）

外贸进出口　（１２６）

概况　（１２６）

６个镇出口额在 ５０００万美元以上　

（１２６）

六大商品出口额占全区出口总额的

６６２％　（１２６）

集装箱出口量下降明显　（１２６）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小幅下降　（１２６）

内资企业出口额呈增长态势　（１２６）

产品主要销往六大传统市场　（１２６）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情况表　

（１２７）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出口商品主要输往地情

况表　（１２７）

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　（１２７）

５家企业赴境外投资　（１２７）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外贸出口额１０００万美元

以上企业情况表　（１２７）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规模

分布情况表　（１２８）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类别分布

开业投产进度情况表　（１２８）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外资企业分税种一览表

　（１２８）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外资企业营业收入前五

位行业情况表　（１２８）

２００８年营业收入前十位外商投资企业

情况表　（１２８）

２００８年纳税前十位外商投资企业情况

表　（１２８）

外资企业生产经营　（１２８）

概况　（１２８）

外商投资企业基本现状　（１２８）

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　（１２８）

外资企业纳税增长２３８％　（１２８）

２００８年利润总额前十位外商投资企业

情况表　（１２９）

外资企业利润下降８３％　（１２９）

外资企业从业人员减少４％　（１２９）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行业结构

分布情况表　（１２９）

外经贸推进　（１２９）

概况　（１２９）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

资金拨付情况表　（１３０）

国际知名企业官员考察访问宝山　

（１３０）

与安赛乐米塔尔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　

（１３０）

应对雪灾　（１３０）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成立　（１３０）

开展“外贸政策进企业”活动　（１３０）

外商投资企业年检　（１３０）

“两类企业”考核　（１３１）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拨付　

（１３１）

２家企业产品获上海市重点培育出口品

牌称号　（１３１）

印刷品进出口企业专项检查　（１３１）

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工作　（１３１）

出证认证工作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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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服务　（１３１）

概况　（１３１）

２００８上海宝山投资推介会签约１０５亿元

　（１３１）

“宝山钢铁服务全国行”系列活动　（１３２）

５２个新建项目集中开工建设　（１３２）

３１个产业项目通过评估　（１３２）

梳理审批事项　（１３２）

推动现代服务业招商发展　（１３２）

园区招商　（１３２）

航运经济区累计引进企业 ９９０户　

（１３２）

投资入股宝钢船板项目　（１３３）

航运经济区服务重点税源户　（１３３）

航运经济区招商办事处作用明显　

（１３３）

航运经济区支持经济薄弱村　（１３３）

建立企业工会组织　（１３３）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区　（１３３）

上海民营科技实业发展公司　（１３３）

各地在区企业　（１３３）

概况　（１３３）

宝山１３家企业入选上海钢贸 ５０强　

（１３３）

宝山６家企业入选全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

　（１３３）

宝山７家企业入选上海“品牌中小企业”

　（１３４）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各地驻沪机构情况表　

（１３４）

对口支援　（１３４）

概况　（１３４）

区合作交流办获“全国东西扶贫协作先

进单位”称号　（１３４）

向地震重灾区江油市定向捐款２００万元

　（１３４）

对口支援都江堰市向峨乡灾后重建　

（１３４）

对口援建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　（１３５）

对口援建西藏日喀则江孜县　（１３５）

与万州区签署友好关系协议书　（１３５）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结为友好区、县、市一览

表　（１３５）

商业与旅游

商业　（１３７）

概况　（１３７）

限额以上商业零售额　（１３７）

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　（１３７）

住宿餐饮业消费　（１３７）

一带三线功能逐步显现　（１３７）

迎世博 ６００天窗口服务行动计划　

（１３７）

加强民生保障　（１３７）

节日消费增长　（１３７）

粮食管理　（１３７）

概况　（１３７）

稳定粮食收购　（１３８）

完善区级储备粮管理　（１３８）

加强粮食市场信息监测　（１３８）

严格粮食行政执法　（１３８）

发放帮困粮油和副食品价格补贴　

（１３８）

加强军粮供应管理　（１３８）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　（１３８）

烟草专卖　（１３８）

概况　（１３８）

烟草经营　（１３８）

烟草专卖管理　（１３９）

烟草销售网络建设　（１３９）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１３９）

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　（１３９）

上海国际钢铁服务业中心　（１３９）

宝莲城中央商务区　（１３９）

上海智力产业园　（１３９）

创邑·幸福湾　（１４０）

半岛１９１９　（１４０）

上海动漫衍生品产业园　（１４０）

上海宝山科技园　（１４０）

上海吴淞国际物流园　（１４０）

上海共康境外创意设计园　（１４０）

长三角服务外包基地上海共富园

　（１４０）

长三角服务外包基地上海共康园

　（１４１）

长三角中小企业上海总部基地　（１４１）

市场　（１４１）

概况　（１４１）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农副产品综合市场一览

表　（１４１）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花鸟市场一览表　（１４３）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钢材市场一览表　（１４３）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建材市场一览表　（１４３）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其他生产资料市场一览

表　（１４４）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消费品市场一览表　

（１４４）

旅游　（１４５）

概况　（１４５）

行业管理与建设　（１４５）

长三角旅游庙会　（１４５）

“凝聚爱心，传递希望”爱心之旅　

（１４５）

田园农夫节　（１４５）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旅行社增减一览表　

（１４５）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主要经营指标前五位旅

行社排名表　（１４５）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饭店经营指标排名表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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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建设项目审计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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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宝山区上海名牌产品（服务）一

览表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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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老镇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　

（１９２）

轨道交通７号线站点命名方案编制与研

究　（１９３）

淞南镇标志性住宅小区建设　（１９３）

张庙街道社区“邻里共享单元”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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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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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规费征稽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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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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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治理与保护　（２０４）

固体废物处置利用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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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宝山区域降尘量月变化图

　（２０５）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骨干河流水质

变化图　（２０５）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河流黑臭断面示意图　

（２０５）

吴淞工业区环境质量状况　（２０５）

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２０５）

环境噪声质量状况　（２０５）

宝山区通过绿色小区验收名单　（２０５）

宝山区绿色机关名单　（２０８）

宝山区环境友好型企业名单　（２０９）

宝山区通过绿色学校验收名单　（２０９）

宝山区绿色宾馆名单　（２０９）

宝山环保局获“中华宝钢环境优秀奖”

　（２０９）

第二届钢城环保局长联席会议召开　

（２０９）

环境保护网格化环境管理　（２０９）

污染企业分类管理　（２０９）

特大型企业契约化管理　（２１０）

区环境保护监测监控中心落成　（２１０）

环境监测监控能力建设　（２１０）

市容管理　（２１０）

概况　（２１０）

启动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　（２１０）

推进“三类区域”和“整洁村”创建　

（２１０）

启动冰雪应急预案抗击雪灾　（２１０）

完成１０座老城区压缩站建设　（２１０）

宝山神工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开工　

（２１０）

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　（２１１）

加强政风行风建设　（２１１）

城管监察执法　（２１１）

概况　（２１１）

城管日常监察　（２１１）

城管执法责任制体系建设　（２１１）

城管专项整治　（２１１）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２１１）

绿化　（２１１）

概况　（２１１）

绿化建设和养护管理　（２１１）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新建３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大

型公共绿地一览表　（２１２）

道路绿化建设　（２１２）

罗泾水源涵养林建设竣工　（２１２）

共和公园建成　（２１２）

月浦公园改建　（２１２）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建设　（２１２）

后工业景观示范园建设　（２１３）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各绿地建设周期表　（２１３）

宝山区３０００平方米以上街道绿地一览

表　（２１３）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公园一览表　（２１４）

交通与邮政

交通运输管理　（２１７）

概况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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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管理　（２１７）

汽车维修管理　（２１７）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２１７）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２１７）

宝山交通集团　（２１８）

交通执法　（２１８）

概况　（２１８）

打击非法营运　（２１８）

奥运安保工作　（２１８）

出租汽车管理　（２１８）

公交车管理　（２１８）

汽车维修管理　（２１８）

维护春运客运市场稳定　（２１８）

集装箱挂车锁扣未锁专项整治　（２１８）

危险品运输管理　（２１８）

２００８年宝山巴士公司公交线路调整情

况表　（２１９）

２００８年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

运行时刻表　（２１９）

上海—“三岛”（崇明、长兴、横沙）客轮

班期运行时刻表　（２１９）

水陆客运　（２１９）

上海宝山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２１９）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２１９）

２００８年上海吴淞口长途汽车运行时间

表　（２２０）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２０）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０）

邮政　（２２１）

概况　（２２１）

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宝山支行成立　

（２２１）

邮政服务中小企业劳动竞赛活动　

（２２１）

开办“商易通”业务　（２２１）

开办两岸各类邮政业务及邮政汇兑业务

　（２２１）

加强奥运邮政安全　（２２１）

电力·燃气·自来水

电力　（２２３）

概况　（２２３）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２２３）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２２３）

宝山供电分公司　（２２３）

２００８年宝山地区电网供电能力和用电

量一览表　（２２４）

燃气　（２２４）

概况　（２２４）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２４）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２４）

自来水　（２２４）

概况　（２２４）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２２４）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吴淞水　

（２２５）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月浦水厂　

（２２５）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泰和水厂　

（２２５）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自来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一览表　（２２５）

科技与文化

科技　（２２７）

概况　（２２７）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２２７）

专利申请　（２２７）

知识产权保护　（２２７）

产学研合作　（２２７）

科普设施建设　（２２７）

宝山区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２２８）

上海宝山科技园命名　（２２８）

宝山区第一家民营企业科协成立　

（２２８）

２００８宝山科技活动周活动　（２２８）

科普实事项目建设　（２２８）

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列入国家、市科技计划

项目及资金资助项目表　（２２８）

２００８年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宝山区）

一览表　（２３０）

气象服务　（２３１）

全国首个“社区气象灯”在友谊路街道

启用　（２３１）

文化艺术　（２３１）

概况　（２３１）

宝山区摄影家协会举行２０周年庆祝活

动　（２３１）

’２００８宝山读书月活动　（２３２）

率先实现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　

（２３２）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节徽、吉祥物揭晓

　（２３２）

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２３２）

纪念宝山沪剧团建团６０周年暨杨飞飞

从艺７０周年系列活动　（２３２）

文化市场监管　（２３２）

区文物普查工作启动　（２３３）

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文化馆艺术获奖情况

一览表（表演艺术类）　（２３３）

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文化馆艺术获奖情况

一览表（造型艺术类）　（２３３）

２００７年度宝山区文艺作品获奖情况一

览表（表演艺术类）　（２３３）

罗店文物普查点情况一览表　（２３４）

电影放映　（２３５）

档案　（２３５）

概况　（２３５）

档案信息化建设　（２３６）

档案服务　（２３６）

档案行政执法　（２３６）

档案管理升级达标　（２３６）

宝山区档案工作升级达标情况一览表

（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２３６）

地方史志　（２３７）

概况　（２３７）

上海解放纪念馆相关文物史料征集　

（２３８）

《上海市宝山区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

启动　（２３８）

《沈同衡与漫画工学团》出版发行　

（２３８）

《上海改革开放３０年图志》文献图集出

版发行　（２３８）

《宝山区志》编修工作座谈会召开　

（２３８）

《月浦镇志》出版发行　（２３８）

《罗南镇志》出版　（２３８）

《宝山年鉴—２００８》出版发行　（２３８）

《海家宅———殷姓子孙血脉地》一书问

世　（２３８）

教　育

基础教育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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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４３）

师资队伍培训　（２４４）

王歆宇作品音乐会举行　（２４４）

召开推进师德建设大会　（２４４）

重点中学公开招聘副校长　（２４４）

召开学校体育资源向社区开放工作推进

会　（２４４）

共建创新教育联合体　（２４４）

淞南镇社区学校聘请外教　（２４４）

欧罗巴卡纳尔中学代表团访问行知中学

　（２４４）

宝山区学生获市“明日科技之星”称号

　（２４４）

学前教育阶段家庭困难学生纳入助学范

围　（２４４）

陈伯吹实验幼儿园开园　（２４４）

上大附中建校五周年　（２４４）

上大附中学生高考作文获满分　（２４５）

《师爱》获“走近陶行知”第六届全国教

师征文一等奖　（２４５）

双胞胎学生获科技创作金奖　（２４５）

宝山中学女子篮球队获冠军　（２４５）

为农民工同住子女学校的师生免费体检

　（２４５）

行知中学学生在世界学运会上获一银一

铜　（２４５）

优质教育资源拓展　（２４５）

参加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学生运动会　（２４５）

行知中学获奥林匹克教育工作突出贡献

奖　（２４５）

６所农民工同住子女学校纳入民办管理

　（２４５）

宝山学生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９６

个奖项　（２４５）

区教育局第二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２４５）

吴淞中学学生参加欧盟青年科学家竞赛

交流活动　（２４５）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学年宝山区学校统计表

（一）　（２４６）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学年宝山区学校统计表

（二）　（２４６）

上海大学　（２４８）

概况　（２４８）

教育科研　（２４８）

教学质量　（２４８）

就业创业扶持　（２４９）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４９）

国际交流合作　（２４９）

常务副校长周哲玮应邀为宝山区委中心

组作专题报告　（２４９）

上海大学《社会》杂志进入国际著名权

威数据库ＣＳＡ　（２４９）

陈伯时教授八十华诞暨学术研讨会举行

　（２４９）

与爱尔兰科克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２４９）

钱伟长教育思想研讨　（２４９）

学生邵晓敏随团出访日本　（２４９）

《少年血》获迪拜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

短片奖　（２４９）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４９）

概况　（２４９）

宝山职业技术学校与上海飞机制造厂合

作办班　（２４９）

上海行知学院　（２５０）

２００８年上海行知学院学历教育专业设

置一览表　（２５０）

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２５０）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５０）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５１）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２５１）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５１）

上海鸿文国际职业高级中学　（２５１）

成人教育　（２５１）

概况　（２５１）

“全民终身学习周”表彰会召开　（２５１）

宝山老年大学　（２５１）

卫　生

医疗保健　（２５３）

概况　（２５３）

医疗服务　（２５３）

医疗资源整合　（２５３）

医学科研　（２５３）

卫生实事项目　（２５３）

重大卫生工程建设　（２５３）

民营医疗机构　（２５３）

对口支援　（２５３）

医疗保险 　（２５４）

合作医疗 　（２５４）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５４）

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　（２５４）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主要医院一览表　（２５４）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民营医院、门诊部机构一

览表　（２５５）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个体诊所一览表　（２５６）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主要死因顺位百分比情

况表　（２５７）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主要疾病死亡率与上年

比较表　（２５８）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恶性肿瘤前十位死因情

况表　（２５８）

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科技发展基金项目和

经费安排表（医学卫生）　（２５８）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卫生局抗震救灾人员情

况表　（２５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２６０）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２６０）

概况　（２６０）

食品药品行政许可　（２６０）

食品药品监督抽检　（２６０）

保健食品监管　（２６０）

药品、医疗器械监管　（２６０）

药品不良反应（ＡＤＲ）监测　（２６０）

问题奶粉专项检查　（２６１）

食品安全示范街创建活动　（２６１）

肉制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　（２６１）

兴奋剂专项治理　（２６１）

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　（２６１）

爱国卫生　（２６１）

概况　（２６１）

“百日行”主题活动　（２６１）

居民健康自我管理　（２６１）

开展第二轮建设健康城区终期评估　

（２６１）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２６１）

体　育

综述　（２６３）

竞技体育　（２６３）

概况　（２６３）

宝山引进的游泳运动员刘子歌奥运夺金

　（２６３）

中克男篮对抗赛　（２６３）

参加上海市第一届学生运动会　（２６４）

群众体育　（２６４）

１１

目　录



概况　（２６４）

宝山区“百村篮球赛”　（２６４）

举办第一届区职工运动会　（２６４）

参加上海市第八届老年运动会　（２６４）

体育设施　（２６４）

概况　（２６４）

新建农民健身家园２９处　（２６４）

２００８年宝山籍运动员参加市级及以上

比赛取得金牌一览表　（２６４）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农民体育健身家园一览

表　（２６５）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社区公共运动场一览表

　（２６６）

信息与传媒

信息化建设　（２６９）

概况　（２６９）

政府信息公开　（２６９）

宝山区公务员门户网和新版协同办公系

统启用　（２６９）

公务员电子政务培训　（２６９）

无纸化办公　（２６９）

社会保障卡服务　（２６９）

“为民地图———实有人口”系统建设实

现全覆盖　（２６９）

实有人口信息更新维护机制　（２６９）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　（２７０）

软件业统计报表制度实施　（２７０）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２７０）

“无线城市”建设签约　（２７０）

宝山区信息化项目绩效评估研究　

（２７０）

政府资源开发利用课题研究　（２７０）

启动“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

工程　（２７０）

举办“诚信活动周”现场咨询活动　

（２７０）

举办青少年“诚信”主题演讲赛　（２７１）

举办“我眼中的诚信”网上讨论活动　

（２７１）

企业信用等级评定　（２７１）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２７１）

概况　（２７１）

第六次改版凸显投资与消费服务　

（２７１）

获全国地方政府网站创新品牌奖　

（２７１）

获第四届上海市优秀网站　（２７１）

英文版被评为优秀外文网站　（２７１）

网上信访系统上线　（２７１）

开通免费短信服务平台　（２７１）

专题网（页）建设　（２７１）

广播电视　（２７１）

概况　（２７１）

电台、电视台栏目设置　（２７２）

重点宣传报道和重大报道活动　（２７２）

安全播出及设备改造　（２７２）

２００８年度宝山电视台新闻获奖作品一

览表　（２７２）

有线电视中心　（２７２）

概况　（２７２）

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完工　

（２７２）

有线机房设备技术改造　（２７３）

宝山报　（２７３）

概况　（２７３）

重点工作宣传报道　（２７３）

专题报道　（２７３）

宝钢新闻中心　（２７３）

概况　（２７３）

《宝钢日报》　（２７３）

宝钢新闻中心专题室（宝钢电视台）　

（２７３）

宝钢日报电子版　（２７３）

电信　（２７３）

上海市电信有限公司宝山电信局　（２７３）

司　法

审判　（２７５）

概况　（２７５）

刑事审判　（２７５）

民事审判　（２７６）

行政审判　（２７６）

执行工作　（２７６）

审判监督　（２７６）

信访工作　（２７６）

检察　（２７７）

概况　（２７７）

查办职务犯罪　（２７７）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２７７）

法律监督　（２７７）

信访接待和巡访　（２７７）

检察调研　（２７８）

司法行政　（２７８）

概况　（２７８）

律师代理诉讼　（２７８）

办理公证件　（２７８）

承办法律援助案件　（２７８）

法制宣传教育　（２７８）

人民调解　（２７８）

社区矫正、安置帮教　（２７９）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街镇司法服务窗口一览

表　（２７９）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法律服务所一览表　

（２７９）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公证处、律师事务所一览

表　（２７９）

军事与社会安全

人民武装　（２８１）

概况　（２８１）

双２５高炮实弹射击总评成绩获第一　

（２８１）

民兵组织对接点验　（２８１）

应急预案和奥运安保备勤　（２８１）

基层人武部建设　（２８２）

新民兵训练基地开工建设　（２８２）

《宝山区军事志》编印出版　（２８２）

驻军　（２８２）

概况　（２８２）

拥政爱民　（２８２）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８２）

概况　（２８２）

社会矛盾化解　（２８３）

来沪人员管理　（２８３）

完成平安建设１０项实事　（２８３）

治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２８３）

新一轮拆违工作　（２８３）

平安社区表彰　（２８３）

警务　（２８３）

概况　（２８３）

刑事案件侦破　（２８３）

社会治安管理　（２８４）

出入境管理　（２８４）

“三基”工程决战年建设　（２８４）

公安队伍建设　（２８４）

交通安全管理　（２８４）

召开苏、浙、沪１６市（区、县）第５１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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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合作会议　（２８４）

支援四川汶川“５·１２”抗震救灾　

（２８４）

完成宝江分局整体撤并　（２８５）

推进“三大防控”体系建设　（２８５）

完成奥运安保工作　（２８５）

举办“迎世博６００天”第四届文艺汇演　

（２８５）

侦破“２·２７”制贩毒品案　（２８５）

侦破“８·２３”系列抢劫杀人案　（２８５）

侦破“３·１９”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案　（２８５）

侦破“６·０２”出售假币案　（２８５）

侦破“４·１５”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及

事业印章系列案　（２８５）

“５·６”集装箱坠落交通事故　（２８５）

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及部分

所属机构名录一览表　（２８６）

消防　（２８６）

概况　（２８６）

开展公众娱乐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行

动　（２８６）

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２８６）

开展春季消防安全检查整治行动　

（２８７）

开展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专项整治行动　

（２８７）

开展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行

动　（２８７）

开展挂牌督办单位整改情况检查　

（２８７）

开展门面出租房集中整治行动　（２８７）

开展部队企业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２８７）

开展消防宣传　（２８７）

开展“奥运会”消防保卫工作　（２８７）

民防与救灾　（２８７）

概况　（２８７）

修订人民防空应急行动方案　（２８８）

指挥场所建设　（２８８）

防灾防事故预案修订　（２８８）

区人防（民防）专业队伍整组　（２８８）

“检验—２００８”演习　（２８８）

“４·２２”人防演习　（２８８）

化救演练　（２８９）

应急救援　（２８９）

警报音响发放实现有线无线双控制　

（２８９）

民防通信实现零投诉　（２８９）

“２１５”人防指挥系统升级　（２８９）

减灾应急指挥中心改造　（２８９）

人防救灾移动指挥系统建立　（２８９）

民防宣传教育　（２８９）

“八一三”抗战日民防知识宣传　（２８９）

举办民防知识竞赛　（２８９）

中学防空袭演练　（２８９）

地下空间管理　（２８９）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

统计表　（２９０）

民防工程安全管理“网格化”　（２９０）

民防工程“三化”管理　（２９０）

重点民防工程建设　（２９０）

地下空间专项整治　（２９０）

实施受理与审批分离　（２９１）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化救专家队伍组成列表

　（２９１）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材统计表

　（２９１）

社会生活

居民生活　（２９３）

概况　（２９３）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百户城乡居民耐用消费

品拥有情况表　（２９３）

就业　（２９３）

概况　（２９３）

创业扶持　（２９３）

就业援助　（２９３）

就业服务　（２９４）

职业技能培训　（２９４）

社会保障　（２９４）

概况　（２９４）

新征用地人员及历年遗留问题人员落实

社会保障　（２９４）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２９４）

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　（２９４）

工伤保险　（２９４）

城镇高龄无保障老人纳入社会保障　

（２９４）

医疗保险　（２９４）

合作医疗　（２９４）

劳动关系协调　（２９４）

概况　（２９４）

《劳动合同法》宣传　（２９５）

劳动保障监察　（２９５）

劳动争议仲裁　（２９５）

农民工服务　（２９５）

人口与计划生育　（２９５）

概况　（２９５）

计划生育奖励补助　（２９５）

０～３岁社区婴幼儿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２９５）

温馨空巢家庭生育关怀行动　（２９６）

关爱女孩行动　（２９６）

现居住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　

（２９６）

人口与计划生育数据　（２９６）

纪念“７·１１”世界人口日暨“幸福泉计

划”主题活动　（２９６）

为贫困母亲慈善募捐　（２９７）

区计生协会换届　（２９７）

民政　（２９７）

概况　（２９７）

最低生活保障　（２９７）

社会救助　（２９７）

双拥优抚　（２９７）

基层民主和社区建设　（２９７）

婚姻登记管理　（２９７）

市民综合帮扶　（２９７）

殡葬事业　（２９７）

救助管理　（２９７）

抗震救灾　（２９７）

残疾人事业　（２９７）

概况　（２９７）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持证残疾人情况表　

（２９７）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智障人士“阳光工场”一

览表　（２９７）

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２９８）

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创建　（２９８）

政府实事项目　（２９８）

残疾人救助　（２９８）

残疾人康复　（２９８）

残疾人就业　（２９８）

残疾人文体活动　（２９８）

老龄事业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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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９８）

老年维权　（２９８）

老年活动室　（２９９）

涉老政府实事项目　（２９９）

养老机构　（２９９）

社会组织管理　（２９９）

概况　（２９９）

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２９９）

宝山区社会团体一览表　（２９９）

宝山区民办非企业单位一览表　（３００）

民族与宗教　（３０２）

概况　（３０２）

民族宗教法制宣传　（３０２）

社区民族创建工作　（３０２）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清真供应网点一览表　

（３０３）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一览表　

（３０３）

少数民族古尔邦节活动　（３０３）

市文明宗教场所创建　（３０３）

清真食品供应　（３０３）

宗教场所管理　（３０３）

红十字会　（３０３）

概况　（３０３）

“５·１２”抗震救灾活动　（３０３）

救护培训　（３０４）

人道关爱　（３０４）

社区红十字服务　（３０４）

少儿基金　（３０４）

造血干细胞捐献　（３０４）

红十字宣传　（３０４）

街道与镇

杨行镇　（３０９）

概况　（３０９）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３０９）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０９）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８年杨行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情况表　（３０９）

２００８年杨行镇学校一览表　（３０９）

２００８年杨行镇各村（居）委会一览表　

（３１０）

发展教育卫生事业　（３１０）

平安建设　（３１０）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１０）

宝山钢铁物流商务区一期工程启用　

（３１０）

上海江阳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启用　

（３１１）

颐景园对外开放　（３１１）

月浦镇　（３１１）

概况　（３１１）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月浦镇６０周岁以上老

人情况表　（３１１）

２００８年月浦镇学校一览表　（３１１）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１１）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３１１）

开展专项整治　（３１１）

安全生产推进　（３１１）

建成２个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３１１）

２００８年月浦镇各村（居）民区一览表　

（３１２）

月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启用　（３１２）

月浦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启用　

（３１２）

举办首届青年体育节　（３１２）

第十届月浦锣鼓年会举行　（３１２）

锣鼓艺术团出访新西兰　（３１２）

月浦镇农村会计服务中心成立　（３１２）

市委书记俞正声视察新农村建设　

（３１２）

月浦电镀厂停产歇业　（３１３）

罗泾镇　（３１３）

概况　（３１３）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８年罗泾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情况表　（３１３）

２００８年罗泾镇学校一览表　（３１３）

民营经济发展　（３１３）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３１３）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１３）

社会综合治理　（３１３）

２００８年罗泾镇村（居）委会一览表　

（３１４）

社会事业发展　（３１４）

迎奥运百村篮球赛　（３１４）

有线电视户户通　（３１４）

为４名百岁老人过生日　（３１４）

联村“双创”共建新农村活动　（３１４）

新农村形态建设　（３１４）

农业发展多元化　（３１４）

农机投入１６５５万元　（３１４）

创建市一级卫生镇　（３１４）

罗店镇　（３１５）

概况　（３１５）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８年罗店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情况表　（３１５）

２００８年罗店镇学校一览表　（３１５）

推进新农村建设　（３１５）

改善城镇环境建设　（３１５）

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　（３１５）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１５）

２００８年罗店镇村（居）委会一览表　

（３１６）

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３１６）

土地二次开发　（３１６）

招商引资　（３１６）

罗店新镇开发　（３１６）

罗店老镇改造　（３１６）

举办第六届上海罗店龙船文化节　

（３１６）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１６）

教育设施建设　（３１７）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３１７）

平安建设　（３１７）

政府信息公开　（３１７）

抗震救灾募捐活动　（３１７）

陈伯吹中学新校舍启用　（３１７）

基层组织建设　（３１７）

罗店旅游　（３１７）

顾村镇　（３１７）

概况　（３１７）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８年顾村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情况表　（３１８）

２００８年顾村镇学校一览表　（３１８）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落户顾村　

（３１８）

活网国际集团入驻共富园　（３１８）

推进农业产业化　（３１８）

盛宅村异地种植江西脐橙获丰收　

（３１８）

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　

（３１８）

第二届“诗乡顾村”年会文艺演出　

（３１８）

顾村公园一期建设框架形成　（３１８）

大批喜鹊落户顾村生态林　（３１８）

菊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竣工　（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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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顾村镇居、村委会一览表　

（３１９）

七牧小区成套改造项目签约启动　

（３１９）

镇少数民族联合分会成立　（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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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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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覃　哲

区委工作报告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五届七次全会上
宝山区委书记　吕民元

区委书记吕民元代表区委常委会作工作报告

①　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②　到２０２０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
③　经济实力更强，城乡环境更美，人民生活更好，社会更加和谐。
④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１日举行集中开工仪式，包括：产业项目３９个，社会事业和民生项目１０个，市政设施、环境建设项目３个。

一、２００８年工作回顾

２００８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
中很不平凡的一年。一年来，区委常委

会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

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加快推进“四个率

先”①、加快建设“四个中心”②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要求，根据市委

九届四次、五次全会的部署，围绕“四个

更”③的目标，团结和带领全区党员干部

群众，积极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重

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坚定信心，迎难

而上，奋力拼搏，完成了全年工作任务。

其中，预计实现增加值５０７亿元，可比增
长１４％；实现区地方财政收入 ５７．４亿
元，同比增长 １０％；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２３６．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５％；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１６７亿元，同比增长
５％；城镇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
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幅均超过１０％。

一年来，区委常委会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始终与中央和市委保持高度

一致，坚持把好方向、出好思路、管好大

事、带好队伍，聚精会神谋发展、一心一

意搞建设，全力以赴保障民生、促进和

谐，充分发挥了区委领导核心作用；班子

成员倾心履职、各负其责、齐心协力、扎

实工作，进一步塑造了“为民、务实、清

廉”新形象。在这一年中：应对国内外经

济形势变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市委

各项决策部署，坚定发展信心，采取有效

措施，全力以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紧密结合宝山发展实际，扎实研究解决

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集中开

工建设５２个重大项目④，努力为全市经

济发展作贡献，努力为今后可持续发展

奠定扎实基础。大力弘扬伟大的抗震救

灾精神。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全面落

实市委部署，紧紧依靠全区各级组织和

干部群众，扎实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等

工作。认真完成支援抗震救灾、对口支

援等任务，以实际行动弘扬和实践伟大

的抗震救灾精神。切实维护奥运期间社

会安定。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主动服务于

奥运会各项工作，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纠

纷，全面落实奥运安保任务，有力推进了

和谐社会建设。隆重纪念改革开放 ３０
周年、建区２０周年。认真总结改革开放

１



１２月３１日，中共宝山区委五届七次全会举行 摄影／浦志根

⑤　轨道交通１号线、３号线、７号线。
⑥　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２日正式启动，突出服务全国的主题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已在武汉、天津、厦门、广州、青岛、杭州、上海等地成功举办，２００９年将继续开展活动。
⑦　按照中央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２０字方针，扎实推进我区新农村建设。总体发展思路为：不断

理顺农业发展秩序，推动农业生产集体规模化经营；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农业生产抗御自然灾害和产业化发展水平；推进新农村环境建设，完善公共基

础设施，形成农村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提高基层管理水平，增强农村“两委”班子素质和能力，推动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持续稳定。

⑧　功能定位：宝山区行政、经济、文化、商务综合中心；范围：南至Ａ２０，北至Ａ３０，东至长江、黄浦江，西至区界，面积８１３５平方公里，人口规模６５万人。
⑨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日举行开工仪式，将于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基本建成，确保能够满足大型邮轮停靠服务等要求。
⑩　市容环境示范区域、规范区域和达标区域创建。

特别是建区以来宝山建设和发展的光辉

历程，深入研究分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期国内外发展大势，认真汲取宝贵的实

践经验。加强舆论宣传和思想引导，组

织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进一步坚定全

区上下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建设美好宝

山的信心和决心。

回顾２００８年工作，主要取得了以下
五方面成效：

（一）应对复杂形势、驾驭经济发展

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区委常委会认真研

判形势、及时统一认识、超前谋划决策，

集全区之智、举全区之力，大力倡导并形

成同心促发展、奋力渡难关的工作氛围。

全面落实中央、市委政策措施，连续召开

各类企业代表座谈会，分析形势、解读政

策，增强企业发展信心；扎实推进事关国

计民生、事关可持续发展的功能性和基

础性项目建设，最大限度地克服经济运

行中面临的困难，形成产业加快转型升

级的态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不

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淘汰低效劣势企

业，盘活存量土地。加强节能减排，完成

市政府下达的年度节能减排任务。大力

发展先进制造业，工业园区建设取得明

显进展，功能配套进一步完善，服务力度

进一步加大，上海海隆石油设备、西艾爱

电子等投产企业发展成效明显，拉法基

石膏建材、华润雪花啤酒等一批工业项

目开工建设。继续深化与部市属大企业

合作，与宝钢、上海电气等大企业合作项

目扎实推进。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加快推进三条轨道交通⑤站点服务业项

目集聚，上海国际钢铁业服务中心、宝莲

城商务区等一批项目功能不断完善，创

邑·幸福湾、半岛 １９１９等项目基本建
成，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上海智力产业

园等项目加快建设。扎实开展招商服务

工作，成功举办了２００８年宝山投资推介
会、“宝山钢铁服务全国行”⑥和第五届

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积极搭建中

小企业融资担保平台，在全市率先成立

两家小额贷款公司。深化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制定实施《宝山区投资项目行政审

批改革试行方案》，减少审批环节，缩短

审批时间；顺利完成镇级机构改革。全

面推进新农村建设，认真学习贯彻十七

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理清我区新农

村建设的总体发展思路⑦，基本完成规

模化农业发展的阶段性任务，继续保持

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工作局

面。提高农业规模化水平，建立健全支

农惠农政策，进一步组建集体合作农场；

加强村级财务规范化管理，启动实施村

级会计委托代理工作；加快农田基础设

施建设，全面实行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

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建成９个农业综
合服务社。加强农村环境整治，推进拆

违控违工作，强化督查和考评，５０多个
行政村通过达标验收。推进自然村宅改

造，村容村貌明显改观。推进经济相对

困难村结对帮扶工作，全面落实扶持

项目。

（二）城乡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建设

的成效进一步显现。区委常委会紧紧

围绕世博会筹办工作要求，切实增强生

态文明观念，着眼于提升城市功能，进

一步健全城乡公共基础设施体系，扎实

推进环境治理、生态建设，城乡面貌明

显改观。启动实施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
计划，组织开展“迎奥运、办世博，创文

明新宝山”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圆满完

成第一个百天行动计划。发挥规划引

领作用，重大规划项目编制和建设取得

突破，《宝山新城总体规划（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⑧获得市政府批准。着力打造
滨江景观带，完成宝杨路码头圈围工

程，开工建设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⑨、

吴淞客运中心大楼等项目，湿地森林公

园二期建设步伐加快。大力推进重大

工程建设，轨道交通７号线北延伸高架
段结构贯通，同济路高架增设匝道等工

程竣工，“西干线”改造等重大市政工程

建设加快。加大绿化建设力度，顾村公

园一期初具规模，共和公园等一批绿化

项目建成开放。加强市容管理，推进城

市网格化信息系统建设，城管综合执法

继续加强，乱设摊、渣土污染、违章搭建

等得到遏制。开展“上海市整洁镇、示

范村”创建活动，建成 １０个市容环境
“三类区域”⑩。庙行成功创建为“全国

环境优美乡镇”。实施公交三年行动计

划，加强公交基础设施建设，新建一批

公交枢纽站点和候车亭，新辟、延伸一

批公交线路，开通“乡村巴士”，进一步

方便群众出行。完成第三轮环保三年

行动计划和污染源普查任务，深化环境

综合整治，关停一批重污染企业，实现

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不断完善环

保“网格色标”管理办法，荣获“中华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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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环境（管理）优秀奖”瑏瑡，区环保监测

监控中心竣工。加强河道综合整治，中

小河道治理基本全覆盖；加快雨污水基

础设施建设，污水纳管工作取得实效。

完善预案，落实措施，确保安全渡汛。

瑏瑡　中华环境奖组委会由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国家环保部、中华环保基金会、宝钢股份等１３家单位组成，本次
评选已经是第四届，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有影响的社会性奖励。

瑏瑢　助困、助学、助医、助老、助残。
瑏瑣　杨行镇、月浦镇、顾村镇、庙行镇、淞南镇、高境镇等荣获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上海市文明镇称号；友谊路社区（街道）、张庙社区（街道）等荣获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度上海市文明社区称号。

瑏瑤　目前，全区累计有杨行镇、月浦镇、罗店镇、顾村镇获得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其中：杨行１９９６年首次获评，２００６年通过复评；月浦２００３年首次获
评，２００８年通过复评。

瑏瑥　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即：免收困难农民家庭有线电视安装费，免收困难农民家庭月租费，向１０００多户困难家庭赠送电视机。
瑏瑦　农村基层服务点、农村信息苑、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点“三位一体”。
瑏瑧　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排查整治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
瑏瑨　无重大刑事案件和新滋生吸毒人员，无越级集访事件和民转刑案件，无房屋租赁“群租”现象，无无证照食品生产加工窝点，无新的流动人员无序增量，无

新的违法建筑。

瑏瑩　村（居）委会建立综治、警务、治保、信访和人民调解、社区保安和治安防范志愿者、来沪人员服务管理“六位一体”综治警务室。
瑐瑠　由社区综合协管员在采集信息过程中，及时发现各类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并实行抄告，由人口部门落实分流，相关职能部门依法查处，条块结合，以块为

主，条包块管的工作责任制度。

（三）关注民生、社会事业发展的措

施进一步完善。区委常委会进一步增

强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不断提高经济

发展与关注民生的关联度，建立健全职

业技能培训、医疗卫生救助等一系列普

惠性政策措施，有效提高人民群众的生

活水平和质量。完善促进就业政策措

施，完成了年度就业目标，“零就业家

庭”就业安置率保持了 １００％；积极开
展就业援助工作，大力开发公益性岗

位，全面落实“万千百人”就业项目；不

断优化创业环境，全面落实创业优惠、

贷款担保等政策措施，近２万人接受了
职业技能培训；扎实做好征用地人员和

历史遗留问题人员社会保障工作，不断

扩大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覆盖面。

加大对困难群众帮扶力度，完善“五

助”瑏瑢帮困体系，社区市民综合帮扶工作

实现全覆盖；加快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建设，和谐社区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

示范单位创建取得新成效。落实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大力促进产学研

结合，扎实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着

力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组织开展“全国科

普日”等活动。推进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建设，启动“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培训

宣传普及工程，有序推进农业信息化试

点项目。发展教育事业，加大农村教育

扶持力度，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

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开展农民工子女学

校纳入民办教育管理工作，提高教育服

务社会能力，推进学校场地设施向社区

有序开放。加强公共卫生工作，探索优

医组团发展模式，组建全市首个“社区卫

生服务集团”；实施“药品零差率”改革，

完善合作医疗大病减负、风险救助办法，

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继

续开展“巡回医疗进农家”、“人口计生

服务车进流动人口集聚地”等活动；加快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建设宝山

中心医院改造工程等一批项目；全面落

实医疗卫生实事项目，各类传染病预防

控制水平进一步提高，低生育水平继续

保持稳定。体育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奥运选手刘子歌荣获女子２００米蝶泳金
牌并打破世界纪录，章旭飞荣获残奥会

坐式女排冠军；成功承办篮球、乒乓球等

一系列国际国内大型体育赛事，组织举

办“十万农民迎奥运，百村体育大联动”

等全民健身活动。

（四）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建设的力

度进一步加大。区委常委会坚持把维护

社会稳定作为第一责任，更加注重精神

文明、和谐社会建设，进一步营造“安居

乐业好”的社会环境。强化舆论引导和

思想教育，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深入宣

传贯彻十七大精神，推动落实科学发展

观，扎实开展辅导报告、理论宣讲等活

动，及时有效地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

思想统一到中央、市委精神上来。纪念

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和建区２０周年，开展
了成果展示、文艺调演等一系列纪念活

动，不断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爱党、爱国、

爱宝山的热情；热忱邀请历届老领导、社

会各界人士共忆发展成果、共叙发展经

验、共谋发展大计，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

群众深入推动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同时，不断创新新闻宣传工作制度，内宣

和外宣工作取得新成效。加强精神文明

建设，市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城乡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明显提高。

月浦成功创建为全国文明镇，８个街镇瑏瑣

荣获市文明镇、文明社区称号。构建和

谐文化，成功举办第六届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节，吴淞文化研究与建设取得重要

进展，罗店、顾村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瑏瑤；加快推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在全市率先实现农村有线电视“户户

通”瑏瑥，完善文化下乡长效机制，网络图

书馆和农村文化服务“三位一体”瑏瑦工程

实现全覆盖；档案工作作用进一步得到

发挥，方志编纂工作取得新进展。巩固

完善社会治安大防控网络，围绕“平安奥

运”目标，深入开展“两个排查”瑏瑧活动，

认真解决社会稳控中的漏洞和难点问

题，完善应急工作机制，全面梳理可能引

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和事端，明确责任、

落实措施，圆满完成奥运安保任务。深

化基层“六无”瑏瑨、“禁毒示范社区”等平

安创建活动，“六位一体”综治警务室瑏瑩

实现全覆盖。加强来沪人员服务管理，

拓展服务内容，试行抄告制度瑐瑠。充分

发挥各类治安队伍作用，加大严打整治

和反邪教斗争力度，有效遏止刑案高发

态势，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综合治理

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做好信访工

作，组织开展“领导干部集中接访下访”

活动，落实领导包案制，加强信访督查督

办，初信初访工作成效显著，重信重访专

项治理有效推进，得到市委充分肯定；成

功化解一批信访突出矛盾和群体性事

件，奥运期间未发生进京非正常上访事

件，得到中央信访工作督导组充分肯定。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开展“隐患治理年”

活动，重点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交通、

消防、食药品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及时消

除隐患，全区未发生较大的安全生产

事故。

（五）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

设的基础进一步夯实。区委常委会坚持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着力以改革创新的

精神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

步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和发扬了党的先

进性。加强思想建设，强化对党的创新

理论体系的宣传教育，巩固并不断提升

处级单位党委中心组学习成效，组织开

展十七大精神辅导讲座，坚持举办处科

级干部专题报告会，进一步塑造良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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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党员干部队伍的理论水平进一步提

高。加强组织建设，不断完善干部工作

体系，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校条

例》，着力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多岗

位挂职锻炼的有效性，继续规范考核、选

拔、任用程序和领导干部转任非领导职

务办法，选调中青年干部担任镇长助理，

充实了基层工作力量。落实基层党建工

作领导责任制，调整充实区委党建工作

领导小组职能，定期研究、解决党建工作

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化“为民地图”、

“红帆工程”等特色活动，开展“走进基

层、服务群众”等活动，推进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队伍建设；开展基层党组织领导

班子“公推直选”试点，推进镇党代会常

任制工作和“亮底工程”瑐瑡，加强党内民

主建设。深化作风建设，巩固“作风建设

年”活动成果，扎实开展“讲党性、重品

行、作表率”主题活动，继续开展政风行

瑐瑡　村党组织向党员亮工作底，村委会向村民亮家底。
瑐瑢　为进一步畅通群众反映诉求渠道，本节目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８日在ＦＭ９６．２兆赫宝山人民广播电台开通，截至今年１０月底，累计直播６２期节目，２８家政府职能

部门和公共服务行业的负责人接听处理了来电３７０多个，及时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瑐瑣　２００７年制定实施“一岗双责”工作规范，“一岗双责”即：领导干部履行工作岗位的职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
瑐瑤　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大额度资金使用。
瑐瑥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２日至１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长李源潮同志在黑龙江省调研考察时强调指出：要振奋精神、真抓实干，旗帜

鲜明地支持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让想干事、干好事、会干事、不出事的人受到重用，让说空话、大话、风凉话、泄气话的人没有市场。

风测评等工作，办好“百姓连线”直播节

目瑐瑢；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主题，组

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进一步增强学

习实践的主动性。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

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工作规划》和《上海市贯彻落实〈建立健

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工作规划〉实施办法》，结合实际制定形

成我区工作任务分工；加强党员干部廉

洁自律工作，加大办信查案工作力度，推

进派驻纪检组工作，加强审计工作，完善

巡察制度，配合市委巡视组开展工作；制

定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处级领导班

子党政主要负责人监督的实施办法》，全

面落实“一岗双责”工作规范瑐瑣，有效加

强源头治腐和行政监察工作，我区党风

廉政建设得到市委专项检查组肯定。加

强调查研究，围绕影响科学发展的瓶颈

问题，年初组织开展八个专题的集中调

研，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不断深化基层

联系点制度，继续开展联系帮扶工作，帮

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高形势研

判、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第四季度组织

开展集中调研，全面总结今年工作，认真

查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为谋划明年工

作奠定基础。

在扎实推进上述工作的过程中，大

力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坚持把学习贯

彻十七大精神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紧

密联系实际，扎实开展中心组联组学习、

外出学习等活动，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

十七大精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决贯

彻民主集中制，认真实施《中共上海市宝

山区第五届委员会工作规则》，严格落实

“三重一大”瑐瑤集体决策制度，探索试行

区委全委会监督常委会的有效办法，试

行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列席常委会，区

委常委定期向区委全委会报告工作，党

代表列席全委会等制度；全面贯彻《中国

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

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积极探索区党

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实施办法，制定形

成相关制度。扎实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

主的有机统一，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党组、

政府党组、政协党组的领导，扎实推进依

法履职、依法行政、政治协商工作，有效

发挥各级人大代表、政府组成人员和政

协委员的职能作用。坚持不断巩固和壮

大爱国统一战线，建立了“上海党外代表

人士挂职锻炼基地”，扎实推进民族、宗

教、侨务和港澳台工作以及新的社会阶

层统战工作，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建设宝

山、发展宝山的积极性。坚持加强和改

进对法院党组、检察院党组的领导，支持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

权，积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尊重

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支持群团组织依

照法律和章程开展工作，圆满完成区团

委、妇联、残联、青联、科协换届工作，继

续推进工会组织建设，进一步营造以党

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不断

加强党管武装和老干部、保密等工作，完

成各项任务。

同志们，过去的一年，我们接连经历

了一些历史罕见的重大挑战和考验。面

对严峻形势，我们在党中央和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紧密团结和带领全区党员干

部群众，同心同德、顽强拼搏，把中央的

决策部署和市委的政策措施全面落到实

处，把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重大自然灾

害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促进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这

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归功于中央的

科学判断和英明决策，归功于市委的坚

强领导和有效应对，归功于全区上下的

齐心协力和扎实工作。在此，我代表区

委向全区各级党组织、社会各界和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为宝山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的辛勤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

崇高的敬意！

通过实践，我们深深感到：只有坚持

深入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和市委部署，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中央和市

委保持高度一致，才能根据形势的发展

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各项决策措施，确

保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只有坚持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转变发展方式、产

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落到实处，才能不断

巩固和提升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确保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只有坚持体察民情、

尊重民意、关注民生，不断完善、全面落

实各项普惠性政策措施，才能真正解决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确保民生持续得到改善；只有坚持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全面加强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

和反腐倡廉建设，才能培养造就一支“想

干事、干好事、会干事、不出事”瑐瑥的干部

队伍，确保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充分

发挥；只有坚持紧密联系宝山实际，围绕

“四个更”的奋斗目标，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及时采取强有力措施，才能有效突破

当前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

确保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不断深入。

在肯定２００８年工作的同时，我们也
清醒地意识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困难

和问题，主要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复杂

多变，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采取有效措

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任务还很

重；面对历史形成的区域产业特点和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进一步调

整产业结构、加强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

的压力还比较大；面对城市化进程中一

些历史遗留问题和建设发展中的新矛

盾、新要求，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

创业就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各级

党员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和机关效能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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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还比较重。对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

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二、２００９年主要工作

２００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是全
面推进世博筹办各项工作、全面实施“十

一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落实

“四个更”奋斗目标的重要一年。当前，

国际金融危机仍在继续蔓延，国内经济

保增长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上海作为改

革开放的排头兵，同时面临着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和加快发展转型的“两大考

验”，宝山也同样面临着这些困难和

挑战。

面对当前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高瞻

远瞩、审时度势，先后出台了进一步扩大

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系列

决策部署，制定了金融、房地产等行业促

瑐瑦　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民生持续得到改善，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世博会筹办有序推进。

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召开了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及其发展趋势

进行了科学分析，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

了总体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市委、市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先

后制定形成了一系列确保上海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坚持深入基层指

导、推动工作，增强了我们做好明年工作

的信心。

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和

市委部署，正确认识形势的复杂性和严

峻性，正确认识造成这种形势的长期性

和短期性原因，正确认识我们既有牢固

的经济基础、又有体制机制上的优势，不

断增强应对挑战、抢抓机遇的信心和决

心，坚决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

求上来，坚决把认识统一到中央对当前

经济形势的科学分析上来，坚决把行动

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牢牢扭住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一步解放思想、鼓

足信心、科学谋划，扎实解决前进中的困

难和问题，真正做到科学发展上水平。

区委对明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保增长、扩内

需、调结构”和市委九届六次全会精神，

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

中心”，始终围绕“四个更”的奋斗目标，

解放思想抓机遇，坚定信心保增长，科学

发展上水平，关注民生促和谐，为又好又

快建设现代化滨江新区而努力奋斗。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为：增

加值增长 １２％，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３％，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１５％，万元生产总
值综合能耗下降 ５％左右；城镇居民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

入分别增长 １０％；新增就业岗位 ３００００
个以上。

做好明年的工作，解放思想是动力

源泉，坚定信心是关键所在，科学发展是

根本要求，关注民生是宗旨体现。我们

一定要勇敢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

解放思想抓机遇，坚定信心保增长，科学

发展上水平，关注民生促和谐，勇于攻坚

克难开拓进取，敢于解决突出问题，善于

促进社会和谐，努力形成推动科学发展

的新局面。

解放思想抓机遇，就是要坚决做到

不背过去成绩包袱、不受习惯做法束缚、

不为任何风险所惧，自觉学习新知识、掌

握新本领，沉着应对新挑战，主动抢抓新

机遇，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继

续又好又快地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区

建设。

坚定信心保增长，就是要充分看到

宝山已经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体制机

制优势和改革发展经验；全区上下已经

形成心齐、气顺、劲足的工作态势，干部

队伍历经实践锻炼，能力素质稳步提高，

一定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

任，继续巩固和提升改革发展成果，圆满

完成保增长的目标任务。

科学发展上水平，就是要扎实开展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

解决与科学发展观不适应、不符合的问

题，着力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束缚；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方式转

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优势产能、稳定

均势产能、淘汰劣势产能，努力推动科学

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

关注民生促和谐，就是要进一步强

化宗旨意识，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的社会事业发展；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

与关注民生的关联度，继续完善普惠性

政策措施，聚焦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问

题，确保社会稳定、管理有序，进一步提

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

根据上述目标任务和要求，重点抓

好以下六方面工作：

（一）坚持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为契机，全面推进各项工作。

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

部署。要按照中央、市委的部署要求，集

中精力、扎实推进，确保学习实践活动扎

实有效开展，确保中央、市委精神全面落

实。要紧扣活动主题。按照“党员干部

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

惠”的要求，围绕“坚持科学发展，推进

‘四个率先’”的主题和“四个确保”瑐瑦的

工作要求，扎实开展各阶段活动。要抓

好学习环节。通过全面系统学习，进一

步加深广大党员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理

解，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和坚定性。各级党委中心组和党政领导

干部要带头学习，学深一步，切实起到引

领示范作用。要突出实践特色。坚持以

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研判面临的新

形势、新任务，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制

定工作措施。要全面落实年度各项工作

任务。紧紧围绕“四个更”的奋斗目标，

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深

入开展调查研究，不断加强和改进作风

建设，继续保持勤政廉政、务实高效的工

作作风，系统思考、精心谋划、周密部署，

确保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全面完成。

（二）切实增强必胜信心，确保经济

平稳较快发展。坚持把推进发展方式转

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应对国内外经济

环境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注重运用扩大投资、增加消费等多种途

径和手段，不断加大对保障民生、扩大内

需等工作的支持力度，确保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努力促进经济实力更强。要加

快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不断

完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建配套，加

快提升园区产业能级，促进已建成企业

早产出、多产出；继续深化土地二次开

发，淘汰一批劣势企业，调整一批仓储企

业。深化产学研合作，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分解落实

年度节能减排任务，强化节能降耗措施，

加大节能技改力度，大力推进节能重点

工程。要扎实推进产业项目落地、开工、

竣工、投产。在扎实推进５２个已开工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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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同时，再梳理确定一批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的重大项目，明确时间节

点、落实责任分工；建立产业项目储备

库，储备一批优质项目；把好项目准入

关，调整优化投资结构，不断扩大投资规

模。完善“绿色通道”机制，进一步提高

行政审批效率；严格政府投资项目监管，

确保各类项目按时间节点扎实推进。要

不断扩大内需，繁荣市场。保持房地产

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加快发展生产性和

生活性服务业，扎实推进钢铁服务业、港

口船舶服务业、现代物流业、商贸服务

业、科技研发服务业和服务外包产业等

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要继续深化改革开

放。推进区属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发

展转型一批，改制重组一批。继续鼓励、

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进一步发展

壮大民营经济。不断改进招商引资和企

业服务工作，研究制定相应的扶持措施，

瑐瑧　标准为：以行政村为中心，一公里为半径，建有一个公交站点。

瑐瑨　生活困难、就业困难人员。

进一步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不断完善

融资担保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小额贷款

公司作用，积极做好企业上市服务工作。

强化税收服务管理，健全公共财政框架

体系，规范转移支付，确保财政收入稳定

增长。要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

落实市委工作部署，按照到２０２０年上海
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目标要

求，扎实推进我区新农村建设下一阶段

的各项任务，进一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体系，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区管理，不断提

高农业综合效益。调整优化种植结构，

加强合作农场管理，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继续培育特色农产品，提高农场效益；完

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快发展农业旅游业；

发挥农业专业人才的作用，加强实用技

术培训和农民就业岗前培训，深化经济

相对困难村结对帮扶工作，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制定实施农村自然村宅改

造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改善生产、生活

环境，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三）全面实施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
划，确保城乡环境面貌明显改观。坚持

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全面落实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计划，扎实推进城乡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继续加大生态

文明建设力度，努力促进城乡环境更美。

要深入开展“迎世博”有关工作。按照

“脱胎换骨，眼前一亮”的目标要求，扎

实开展每一个百天行动的检查和推进工

作，基本完成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的主要任
务。要继续加强规划管理和实施。全面

实施区域总体规划，深化滨江带等重点

区域市政基础设施规划，进一步提升区

域整体功能。要继续完善城乡公共基础

设施体系。加快推进 Ａ１３、Ａ１７、Ａ３０越
江隧道、长江路越江隧道等道路重大工

程，加快推进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为重点的滨江带建设；继续加强绿化建

设，推进道路绿化、公共绿地建设，加快

顾村公园建设，不断提高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继续落实公交三年行动计划，新

辟、调整和延伸一批公交线路，新建一批

公交候车亭，推广“乡村巴士”试点工

作，深化公交“村村通”工程瑐瑧。要大力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全面启动和

实施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扎实推

进吴淞工业区、罗店、大场等化工皮革企

业集中区域污染整治；全面启用区环境

监测监控中心并不断完善功能，加强环

保“网格色标”管理，推进区域降尘污染

综合防治工作；严格实施“批项目，核总

量”审批制度，有效控制污染增量，确保

区域污染排放总量持续下降。加快雨污

水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河道治理、监控力

度，加快农村污水处置、城镇污水管道改

造、北部地区二级管网建设，加快截污、

治污项目建设。要进一步提高市容管理

水平。深化道路组团式保洁法，提高中

心城区环境质量；推行以压缩站为主的

清运作业方式，有效控制和减少垃圾源

头。加强综合执法，推进建筑垃圾全过

程管理，坚决遏止建筑垃圾偷倒、乱倒现

象。巩固拆违成果，全面落实行政村、居

民小区拆违达标任务，坚决遏止新的违

法建筑。

（四）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确

保民生持续得到改善。继续完善和推广

实施普惠性政策措施，进一步提高经济

发展与关注民生的关联度，努力促进人

民生活更好。要扎实推进社会事业发

展。加快科技化、信息化建设进程，不断

提高成果转化和应用水平。完善城乡教

育经费统筹机制，注重教育内涵发展，努

力提高优质资源均衡水平；加强对农民

工子女学校的服务和管理，推进各类教

育全面发展。完成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

划，深化优医组团工作，拓展“社区卫生

服务集团”功能，加快推进华山医院北

院、宝山中心医院改扩建工程等项目建

设，不断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抓住全

国实施医改的有利契机，继续推进“药品

零差率”改革，不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进一步减轻广大群众看病负担。继

续加强人口综合管理，促进优生优育。

继续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

宝山体育中心改造工程，积极开展群众

性体育活动。要着力深化就业创业工

作。全面推进创业带动就业，落实扶持

政策，健全服务体系，优化创业环境；大

力加强平台建设，动态掌握企业用工情

况，提高岗位供需匹配率；积极开展青年

职业见习活动，促进大学生就业；不断完

善就业援助机制，全面落实公益性劳动

岗位政策，重点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确保

“零就业家庭”、“双困”瑐瑨人员就业安置

率达１００％；不断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和劳动保障监察，积极构建和谐的劳

动关系。要不断完善住房保障、社会保

障和社会救助体系。深入推进旧区、老

镇改造等工作，有序建设保障性住房，不

断扩大廉租房受益面。认真落实“镇

保”工作要求，积极推动“农保”区级统

筹，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提

高保障水平。不断完善政府救助和社区

市民综合帮扶体系，发展社会慈善事业，

充分利用各类帮扶资金，提高帮困救助

实效；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要切实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发展文明城区创

建成果，推进学习型城区创建工作；深入

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全民培训”、世
博宣传进社区等活动，着力营造“精彩世

博，文明先行”的社会氛围。加快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推进河口水文科技馆、国际

民间艺术博览馆等项目建设，实现“农家

书屋”全覆盖，开展“百千万文化下乡”

活动，积极创建全国文化先进区；完成

《宝山区志》编纂工作；举办庆祝建党８８
周年、建军８２周年、建国６０周年等重大
纪念活动，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五）不断健全管理和服务机制，确

保社会和谐稳定。坚持“发展是政绩，稳

定也是政绩”的工作理念，加强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努力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要大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紧紧围

绕“四个不发生，三个下降，两个提升”瑐瑩

的工作要求，细化工作目标，深化工作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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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立完善工作制度，加强队伍建设，

进一步推进政法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

继续加强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突出解决

重点区域的社会治安问题，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继续采取有力措施，

严厉打击各类暴力犯罪、涉黑犯罪和经

济犯罪，坚决遏止刑案高发的势头；继续

加强源头治理，有效遏止社会丑恶现象。

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开展“综治进企

业”工作，推进“六位一体”综治警务室

建设，提高治安防范、预警和处置能力。

深化来沪人员服务和管理办法，全面推

行抄告制度，努力实现“三个转变”瑑瑠，进

瑐瑩　“四个不发生”：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不发生重大恶性案件、不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不发生新的违法建筑增量；“三个下降”：群体性社会矛盾总量有所
下降、刑事案件发案总量有所下降、生产安全事故总量有所下降；“两个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有所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有所提升。

瑑瑠　“三个转变”：由“以证管人”向“以房管人”转变、由“突击整治”向“日常化有序管理”转变、由“控制管理型”向“服务管理型”转变。

瑑瑡　“一把手”、“一班人”、“一支队伍”。

瑑瑢　夯实基础、加强基层、抓牢基本。

瑑瑣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启动实施，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争创“五好”社区（街道）党工委、“五好居民区”党组织活动。
瑑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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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提高实有人口服务管理水平。继续

加强隐蔽战线工作，深入开展与“法轮

功”等邪教组织斗争，维护国家安全。要

认真做好信访工作。坚持经常性排查和

重点排查相结合，加强排查预警，确保矛

盾纠纷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按照

“初信初访不放过，重信重访下功夫，缠

信缠访专门攻”的要求，全面落实信访工

作责任制，不断深化领导干部接访、下

访、包案等制度，化解、缓解一批突出的

社会矛盾。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加大督

查督办力度，严格执行信访事项办结程

序，认真做好稳控劝返工作，着力加强矛

盾纠纷疏导工作，确保社会稳定。要高

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细化分解防范

措施，坚决遏止各类事故多发势头；继续

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严

厉打击地下食品、食盐加工等违法行为，

杜绝进入流通领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基层政权组

织建设。有序推进村委会和居委会换届

工作，完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功能，

深化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工作，不断提高

服务和管理水平，着力满足人民群众生

活需要。

（六）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的方针，确保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

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

设，进一步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

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要大力加

强思想政治建设。结合开展学习实践活

动，坚持和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改进领

导干部理论学习形式，进一步提高学习

实效；针对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

现实问题，进一步丰富理论武装工作的

内容；继续推进学习型机关创建工作，大

力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

健全覆盖广泛的理论宣传体系。围绕区

委中心工作，突出重要任务和重大活动，

组织开展“争当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

者”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报道经济建

设、滨江开发、服务群众等方面的先进事

迹，努力使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

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不断解

决影响和制约宝山科学发展的突出问

题。要扎实推进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公

务员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

“三个一”瑑瑡干部工作体系，定期对处级

领导班子开展调研分析，完善干部职数

设置方案，认真做好区级机构改革工作，

探索建立干部选任提名推荐制度，完善

任职回访制度，健全非领导职务管理办

法，进一步激发干部队伍整体活力。规

范领导班子运作机制和议事规则，不断

完善实绩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干部监督

工作，提高领导班子的决策执行力。充

分发挥党校“主阵地”作用，全面落实大

规模培训干部的要求，制定实施《处级干

部培训学分制管理办法》，继续办好处级

党政正职、副职培训班等主体班次，探索

小班化、项目化专题培训模式。完善后

备干部管理机制，拓展挂职锻炼基地及

其功能。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深化“岗

位大练兵”等活动，不断提高综合素质、

服务本领和业务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进一步完善人才工作机制，努力为各

类人才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要切实

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进一

步完善“三个基”瑑瑢党建工作机制，加大

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力度。以

深化“为民地图”等特色活动为抓手，全

面推进农村、社区、“两新”组织、机关和

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夯实基

层基础。深入开展“三级联创”活动，扎

实推进结对帮扶工作，加强农村后备干

部队伍和基层骨干队伍建设；深化社区

“楼组党建”和“双创”活动瑑瑣，推广党建

联建共建工作；推进“红帆工程”，开展

“两新”组织“五好”瑑瑤党组织创评活动，

推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覆盖；加强机

关党建工作，强化机关干部服务意识和

能力；推进企事业单位党建工作，进一步

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

斗力，积极发挥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领

导作用。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深入开

展主题教育活动；加强党内服务体系建

设，着力增强党员队伍的生机与活力。

要着力加强制度建设。坚持贯彻民主集

中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

方式，继续探索完善区委全委会有效监

督常委会的办法，不断提高常委会议事

决策的能力水平；落实区党代会代表任

期制，探索建立区委委员联系党代表、党

代表联系党员群众等制度，组织区党代

表列席区委全委会、考察重大项目、参

加信访接待和党员服务等工作，积极调

动和发挥好党代表的作用。增强制度

的约束力和严肃性，加强责任追究，确

保各项制度管用、有效。要深入开展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严肃党的

政治纪律，加大对贯彻落实中央、市委

和区委决策部署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

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究；坚决压缩行

政开支，严格控制会议经费、公务接待

费以及党政机关出国经费等一般性公

共经费支出，全面实行“零增长”，严禁

铺张浪费。坚持以抓好我区贯彻落实

《上海市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
实施办法》工作任务分工为重点，深化

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推进“滨江清风”廉

政文化建设；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

门、重点环节的监督检查，强化行政效能

建设，继续推进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

务公开、居务公开；加强派驻纪检组和巡

察工作，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注重运用审计结果，深化源头治腐和行

政监察，着力提高预防监督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认真做好办信查案工作，严肃查

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继续保持严惩腐

败的高压态势。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

深入开展政风行风测评、民主评议等工

７

特　载



作，继续组织开展“百姓连线”直播节目

和政风行风恳谈会，建立健全行政效能

投诉受理和查处机制，切实以良好的党

风带政风、促民风。要切实加强民主政

治建设。进一步加强对人大党组、政府

党组、政协党组的领导，保障人大、政府、

政协依法履行职能，支持法院、检察院等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开展工作，推

动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完善情况通报制

度，加大党外干部培养力度，调动新社会

阶层积极性，拓展工商联职能，提高服务

水平，强化民族、宗教、侨务和港澳台等

工作，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

织依照章程开展工作，进一步凝聚方方

面面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加强党对人

民武装的领导，深化“双拥”工作；继续

关心老干部和老龄工作，认真做好保密、

档案等工作。

同志们，２００８年，我们经受住了严
峻考验，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２００９年，
我们将迎来更加严峻的考验，在党中央

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有信心、也有

能力做好 ２００９年各项工作。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

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

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

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按照市委九届六次全会的部署，

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

中心”，围绕“四个更”的奋斗目标，解放

思想抓机遇，坚定信心保增长，科学发展

上水平，关注民生促和谐，为又好又快建

设现代化滨江新区而努力奋斗，以优异

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

区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０９年１月６日在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宝山区区长　斯福民

一、２００８年工作回顾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面对国

内严重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面对宝山

转型发展的繁重任务，全区人民在中共

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共宝山

区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积极

应对发展中的风险和挑战，努力解决前

进中的矛盾和困难，扎实做好经济社会

发展各项工作，全力支援灾区抗震救灾

和重建家园，成功举办纪念改革开放３０
周年和宝山建区２０周年系列活动，完成
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

全区增加值突破５００亿元，区可用财力
突破９０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幅比上
年提高２．７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人
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

入增幅连续５年双双超过１０％；各项社
会事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农村地区率

先在全市实现有线电视“户户通”；南部

地区雨污水三期工程按期完成，５０１个
点污染源全部纳管，城镇污水纳管率提

高至６０％，“色标网格”环境管理机制荣
获“中华宝钢环境优秀奖”，吴淞炮台湾

湿地森林公园荣获“改革开放３０年上海
城市建设发展成果银奖”；全区刑案总量

总体下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迈上

新台阶，在建设“经济实力更强、城乡环

境更美、人民生活更好、社会更加和谐”

的现代化滨江新区进程中又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

（一）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２００８年是近年来宏观经济环境变
化最大、困难明显加大的一年。我们围

绕形势变化抓应对，围绕难题攻克抓突

破，围绕重大课题抓调研，围绕重点工作

抓推进，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全

区增加值完成５０７亿元，可比增长１４％；
区地方财政收入完成５７．４亿元，同比增
长１０％；区可用财力达到９１．６亿元；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２３６．２亿元，同
比增长１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１６７亿元，同比增长５％。特别是去年下
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经济环

境，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和市政

府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

改善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抓住有利

时机，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集中梳理了

一批事关长远发展的功能型、带动性项

目，关系民生持续改善的公共设施项目，

符合产业导向的重大产业项目，改善环

境质量的生态环保项目，以及推动城乡

建设和管理的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项目，
首批集中开工项目达５２个，为促进可持
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以滨江发展带、轨道交通沿线区域

和工业园区为重点，加快实施产业结构

调整三年行动计划，调整仓储企业 １０
户，淘汰劣势企业 ２７户，腾出土地 ９３５
亩；盘活工业园区低效土地２１２亩；支持

部、市属企业结构转型，盘活存量土地

１０００余亩，推动产业能级进一步提升。
推进服务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建

立服务业发展引导专项资金，加快现代

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宝山国际钢铁物流

商务区一期、宝莲城中央商务区一期、上

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一期等投入使用，上

海智力产业园等加快建设，世华商务广

场、星月国际商务广场等顺利开工。景

瑞生活广场等一批商业项目相继建成开

业，商业布局和业态进一步优化。房地

产业总体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大力发展

先进制造业，欧际柯特、健和容器等企业

竣工投产，发那科、拉法基等一批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投资项目顺利推进。加快发
展现代农业，建成 ６１８６亩设施粮田和
２０５８亩设施菜田，建立集体合作农场４４
个，规模经营农业用地３．３万亩，率先在
全市实现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和粮食规

模化生产。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带动企业投入

技改资金３亿元。列入国家火炬计划、
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市重点新产品计

划和市创新资金的项目达５３个，完成市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３１个，专利申请
总量达２９７６件。依托宝山科技创新服务
中心，启动１４个产学研项目。上海动漫
衍生产业园等创新平台集聚效应逐步显

现，水晶石数字科技等一批业界领先企业

相继落户。实施节能技改奖励政策，带动

企业投入资金４２００万元，节约标煤１．２
万吨。本区首创的“节能五色管理法”被

作为节能管理创新在全市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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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与宝钢、上海电气等大企业的

互动合作，成功举办“２００８上海宝山投
资推介会”、“宝山钢铁服务全国行”、

“中国国际节能环保论坛”等系列招商

推介活动。评选表彰“宝山区优秀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成功举办第

五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宝山宝

莲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市率先开业。加强

国有（集体）资产资源整合与监管，国有

（集体）资本结构不断优化。

（三）城乡建设和管理有力推进

坚持以规划引导建设，有序推进重

点地区控详规划编制。抓住上海世博会

的重大契机，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建设为重点，滨江带开发取得重大突破。

宝杨路码头圈围控详规划获市政府批

准，圈围工程顺利完成，核心项目邮轮靠

泊码头和引桥工程开工建设。宝杨路水

陆交通枢纽、滨江景观大道等配套工程

完成前期准备。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

园二期、吴淞客运中心客运综合楼建设

加快推进，游客服务中心主体竣工。

区长斯福民作政府工作报告 摄影／浦志根

加快网络化、功能性、枢纽型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富长路—康宁路拓宽改建、

罗北路新建等一批工程全面启动，轨道

交通７号线北延伸段建设按节点推进，
沪太路拓宽主体工程竣工，石太路改建

工程按期完成，同济路高架新增上下匝

道结构贯通。出台《公共交通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和配套支持政策，新辟、调整

８条公交线路，江杨北路、集宁路等公交
枢纽站顺利竣工。新建农村公路 ４５．６
公里，农村公交通达率达８７．６％。

加快推进区域排水系统建设，污水

治理三期确定的１８条道路、２３．５公里雨
污水管道建设圆满完成，月罗路、罗北路

污水干管工程有序推进，北部地区建成

二级污水管网１１２公里。２０５条中小河
道完成整改，河道保洁实现全覆盖。顾

村公园等生态绿地加快建设，共和公园

建成开放。全年新建绿地２００公顷，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４１％，人均公共绿
地达到２０平方米。建立健全吴淞工业
区环境保护与建设长效管理机制，区环

境监测中心竣工启用，全面实施１５０个
网格环境质量与重点污染源的动态监

控，７０个网格共１００平方公里的区域环
境等级得到改善。顺利完成第三轮环保

三年行动计划。编制完成第四轮环保三

年行动计划。

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一期投入

运行，处置及时率和结案率均达到９５％
以上，二期建设顺利完成。加强城管监

察执法，加大拆违控违力度，拆除违法建

筑５５８万平方米，５１个行政村和５２个小
区通过达标验收。深入开展公共客运市

场专项整治。成功创建１０块市容环境示
范、规范、达标区域，建成１０座老城区垃
圾压缩站，道路组团式保洁法覆盖２８万
平方米。加强民防设施隐患整改，圆满完

成上海市警报试鸣、网上演练等工作。

全面实施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
编制《宝山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纲
要》，细化六个“百日行动”的具体任务

和节点要求，着力破解城市建设与管理

中的疑难顽症，努力解决市民反映的热

点问题。组织实施首个“百日行动”，扎

实推进“五个一”专项整治，开展沪太

路、石太路等道路沿线整治，修复段浦河

生态环境，整修吴淞大桥，清理户外广

告、规范店招店牌１３７１处，粉刷建筑立
面９１万平方米，补种绿化 １５１公顷，
完成二次供水设施改造５０万平方米。

（四）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

落实积极的就业政策，财政投入促

进就业资金１８亿元，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近２万人，新增就业岗位约３６万个，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３万人以内。
加强就业与救助政策的联动，延长低保

家庭就业后享受配套政策的时限。加强

政策扶持，实现农民非农就业６１８２人，
确保低收入农户家庭中至少有１名劳动
力从事非农就业。对 ２５２０名征地劳动
力跨区就业实施补贴。加大就业援助力

度，安置４０５９名“双困”人员、５８６名“零
就业”家庭成员就业，组织１３１２名青年
进行职业见习、实现就业５６１名。加强

劳动保障监察，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

企业活动。

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财政投入

资金３９亿元，同比增长６２５％。１１３１６
名农村户籍人员纳入社会保障。农保人

均养老金水平提高至每月３７３元，老年
农民最低养老金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

１８０元。新征用地人员社会保障落实率
达１００％，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提高至每
月６２０元。４３０名“农来农去”人员社会
保障待遇得到改善。２４１万名来沪从业
人员参加综合保险。设立区、街镇两级综

合帮扶基金，帮困体系进一步完善，全年

共帮扶困难群众２２１０人次。新增养老床
位８７２张，补贴居家养老对象１９３３人，建
成５４个标准化老年活动室，新建１２个社
区老年助餐点。创建全国残疾人工作示

范城市等实事项目顺利推进，完成４０５户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建设，２０６４名重
残无业人员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创建全

国白内障无障碍区顺利达标。

放宽廉租住房对象准入标准，扩大

廉租住房制度受益面，财政投入补贴资金

５７６万元，新增廉租住房受益家庭４６７户。
推进海滨新村不成套公房改造、张庙街道

旧小区改造、西朱和七牧场等旧里改造，

完成改造７２７户。大场老镇改造完成核
心区动迁量的７４％，７９０户居民顺利入住
动迁安置房。罗店老镇向阳新村改造稳

步实施，核心风貌区建设加快推进。

连续三年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投入力度，区本级财政去年在农业生

产、农村社会事业、农民保障等方面投入

６９亿元，同比增长 ２８％。对经济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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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村实行财政扶持，积极推行村级会

计委托代理。建成７个村级公共服务中
心。完成４个村、１０个自然宅、４８３户农
户村宅改造。为近 ６０００户农民家庭免
费安装有线电视，向１０００余户贫困农民
家庭捐赠电视机。建成１１个新农村社
区文化活动分中心，全区百户以上行政

村实现农村文化服务“三位一体”工程

全覆盖。完成文化下乡１００场、电影下
乡４１００余场，２万多册图书送到农村、社
区。建成 ２２处新农村健身家园，举办
“十万农民迎奥运、百村体育大联动”等

一系列群众性体育活动。深入开展“巡

回医疗进农家”活动，受益群众３５万人
次。全区１７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９８个
村卫生室全面推行基本药品“零差率”，

降低群众用药费用１９４５万元。农村合
作医疗覆盖率达 １００％，合作医疗保险
基金中政府补贴与个人缴费比例从１∶１
提高至１２５∶１。

（五）社会事业建设进一步加强

加大对教育事业特别是农村教育的

财政投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区级

统筹机制。减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

费和书簿费３０２４万元，受益学生７３万
余名。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两免一

补”、减免困难家庭学生非义务教育阶段

学费共 ６４９万元，受益学生 ６４００余人
次。加强与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等高校

的合作，整体办学质量进一步提高。选

派２５名区优秀教师到农村支教，完成６
所学校优化重组，６所农民工子女学校
纳入民办教育管理。１０４所公办中小学
体育设施场地向社会有序开放。培智学

校迁建和特教实训基地启动建设，宝山

职校实训中心主体结构封顶。本区获得

上海市民族文化培训项目一等奖，本区

学生在上海市“明日之星”评选、上海市

英特尔创新大赛、第２０届欧盟青年科学
家竞赛中获得佳绩。

加快实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加大财政对社区公共卫生经费的

投入力度，每万人户籍人口公共卫生经费

达６０万元，位居全市各区县首位。完善
双向转诊等利民措施，引进本市优质医疗

资源，率先在全市组建四个优质社区卫生

服务集团。规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算

审核标准，完善收支两条线制度。宝山中

心医院改扩建工程启动建设，吴淞和杨行

急救分站、１５所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站、
２０所标准化村卫生室建成使用，菊泉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投入试运行。乡村医生

纳入社会保障工作稳步实施。创建“中

国人口早期教育暨独生子女培养示范

区”通过验收，创建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

卫生服务示范区、全国“关爱女孩行动”

试点区等工作顺利推进。

创建上海市文明城区取得成效，城

乡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明显提高。

圆满完成迎奥运等重大任务，成功举办

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２００８
上海国际钢雕艺术节等重大活动。月浦

镇成功创建“全国文明镇”。争创全国

文化先进区工作扎实推进，３个社区文
化中心建成使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

览馆启动建设，罗店端午龙船习俗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

目名录，罗店镇、顾村镇被命名为“中国

民间艺术之乡”。“千村万户”农村信息

化培训完成率达 １００％。淞南镇、友谊
路街道获市科普示范街镇称号，吴淞炮

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东方泵业公司被确

定为市科普教育示范基地，友谊科普长

廊被评为全国科普建设示范项目。全民

健身运动深入开展，新建３个社区公共
运动场，成功举办中国—克罗地亚国家

男篮对抗赛等一系列重大体育赛事。竞

技体育实现历史性突破，本区输送的运

动员刘子歌和章旭飞分别在北京奥运会

游泳比赛、北京残奥会坐式女排比赛中

摘得金牌。积极开展军民共建活动，荣

获市双拥模范区县“六连冠”。切实加

强国防教育，区民兵训练基地建设顺利

推进。档案、民族、宗教、侨务、对台等工

作进一步加强。

（六）社会保持安定有序

深入开展社会治安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和禁毒工作。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

犯罪，全区刑案总量同比下降２％。深入
开展“五五”普法宣传教育。扎实开展社

会帮教工作，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工作

体系进一步完善。深化基层村（居）委会

“六无”平安创建，“六位一体”综治警务

室实现全覆盖。整体实施居民住宅小区

技防设施建设。推行来沪人员抄告制度，

来沪人员服务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

增强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

力，新建大场镇、罗店镇、月浦镇、淞南镇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各街镇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统一设置服务项目，落实

“四个一”服务机制，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居务公开、村务公开工作进一步加强。健

全多层次的信访网络平台，建立“网上信

访（投诉）中心”，信访渠道进一步拓宽。

开展集中下访、基层接访和重信重访专项

治理，１６５件突出信访矛盾得到化解。加
快形成“大调解”工作格局，调解各类纠

纷７１７１件，调解成功率达９９８％。
强化安全生产和安全监管，组织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生产百日

大检查、大整治”等专项行动，原步云橡

胶厂等 ８家重点单位整治工作扎实推
进。加强重点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隐

患排查整治工作，开展娱乐场所消防安

全集中整治、集装箱卡车车锁扣集中整

治、渣土车联合执法等专项行动。安全

生产形势总体平稳，生产安全事故总量

下降１０％，火灾事故和交通事故明显下
降。对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的重点行业加强整顿和规范，稳妥开

展奶制品质量市场检查，食品药品、产品

质量市场监管工作不断加强。

（七）政府自身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

认真落实政府工作各项制度，坚持

重大决策、重要事项、重大项目安排和大

额度资金使用集体讨论决定。完善行政

执法责任制，严格规范行使权力、履行职

责的权限和程序。健全政府投资项目运

行监管制度，进一步加强重大工程建设项

目、政府投资项目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

督，保障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运行。加强

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强化预算管理，优化

支出结构，建立健全转移支付制度。完善

政府采购制度，推进“采管分离”。深化

政府信息公开，积极推进政府网站、电子

政务建设和运用，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

工作效率。顺利完成镇级机构改革任务。

取消１４８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企
业负担近６０００万元。制订实施本区行政
审批改革试行方案，进一步规范、精简审

批程序，大力推进部门内部流程的优化提

速。健全完善区、街镇（园区）、部门分层

分类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的跨部门、大协作

机制，确保重大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深化

政务公开，进一步巩固“作风建设年”活

动成果，注重“万人百企评机关”活动测

评成果运用，办好“百姓连线”直播节目，

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机关作风建设和廉

政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

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及社会各界的

监督，坚持并完善向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报

告工作和向区政协通报工作制度。加强

与代表和委员的沟通，注重提高人大代表

议案、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的办理工作实

效。去年“两会”期间，区政府收到的３３９
件人大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中，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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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意见和提案已采纳和解决，２１件意见
和提案留作参考。其中有７９件意见和提
案提出的建议，被直接吸纳进区政府全年

七个方面、８０项工作安排中。
加强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积极

应对年初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有力保障

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四川汶川

大地震发生后，在第一时间有序开展救

灾赈灾，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奉献爱心，切

实加强对募集款物的规范管理，及时向

灾区派出公安、消防、医疗等救援队伍，

妥善做好接收灾区伤员来区治疗、灾区

来沪投亲子女入学、灾区学生来区度假

等工作。节约经常性行政经费支出

２７００万元，派出１４批５７名医务人员和
教育工作者，对口支援都江堰市向峨乡

灾后重建。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

认识到，发展进程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

挑战，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

外部经济环境复杂严峻，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难度加

大；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与人民群众

的现实需求还有差距，综合管理效益还

需增强；部分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就

业、社会保障、住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民生工作还需加强；妥善处理不同利

益诉求，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面临不少新

情况和新问题；少数机关工作人员的精

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与当前发展的形势

要求尚不适应。对此，我们要结合深入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着力在今后

工作中认真予以克服和改进。

二、２００９年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２００９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６０
周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

神，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加快建

设现代化滨江新区的关键一年。当前，世

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我们一定要进

一步认清形势，把握大局，增强危机意识、

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和紧迫意识，善于在

危机之中抓机遇，在困难之中挖潜力，细

化落实各项措施，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凝

聚发展信心，奋力度过难关，保持和发展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

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

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第九次党代会和

市委九届六次全会、区第五次党代会和区

委五届七次全会的统一部署，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抓机遇，坚定信心

保增长，科学发展上水平，关注民生促和

谐，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城乡建

设和管理协调推进，确保民生持续得到改

善，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又好又快地建设

“四个更”的现代化滨江新区。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是：增加值可比增长 １２％，区地方财政
收入同比增长 ８％，万元生产总值综合
能耗下降５％左右。新增就业岗位３万
个以上。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

１０％。城镇污水纳管率达到７０％。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达到４１５％。

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

务，必须更加自觉深入地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全面落实区委五届七次全会的

总体部署，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

结合，坚持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确

保民生持续得到改善相结合，推动经济

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作为当前工作的首要任务，抓住有利因

素，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更好地结

合起来，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投

产见效，在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

整中，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必须把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把民生项目作为当前扩

内需、保增长的重要内容，合理安排公共

财力，切实加大投入力度，着力解决涉及

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进一步提高

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水平。

———必须把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作

为协调推进建设和管理的目标，把握迎

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的契机，统筹城乡发展，
加强综合管理，进一步协调推进基础性、

功能性、枢纽型项目建设，加快建设生态

和谐、环境宜居的滨江新区。

———必须把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能力作为基层基础建设的重点，进一

步健全完善社会矛盾预警和调处机制，

夯实安全监管基础，不断提高基层为民

服务、为企业办事的能力和水平，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一）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

经济实力更强

坚持在发展中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产业项目协调

推进，促进信息化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融合发展，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加强

节能减排和自主创新，着力保持经济发

展势头。

第一、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坚持加

大投资与优化结构相统一，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１５％。严格准入标
准，产业项目必须符合产业导向和环保

要求。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加快完善工业园区功能配套，积极

发展新能源设备、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

业项目，促进产业能级提升。发挥三条

轨道交通线带动功能，加快结构调整转

型，盘活存量土地资源，促进现代服务业

多元化发展，与城市形态相协调。提高

商务楼宇企业入驻率、入驻企业属地注

册率、属地企业产出率，逐步形成各具特

色、互动发展的服务业功能区。加强协

调，完善服务，简化环节，提高效率，有序

推进产业项目投资落地、投产见效，积极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宝山钢铁物

流商务区二期、海隆石油二期等一批去

年集中开工项目的建设进度；加快上海

国际研发总部基地、顾村商业商务中心、

中钢钢材加工等一批产业项目开工准

备；加快长江商贸中心、创邑·幸福湾等

一批竣工项目的功能完善和效益产出。

深化与大企业、大集团的战略合作，进一

步加强土地管理和土地储备，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加强储备项目跟踪服务。加

快完善交通出行等配套设施，积极培育

房地产市场，保持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

展。加快完善商业布局，大力发展社区

商业，进一步促进消费市场活跃，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１３％。
第二、增强企业发展活力。把服务

支持企业发展作为“保发展、保就业、保

稳定、保后劲”的重要举措，加强与企业

的沟通联系，积极帮助企业克服暂时困

难。切实发挥区金融办等服务平台作用，

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规范引导和后续

服务，深化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的战略

合作，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强人才服务

机制建设，进一步为企业引进紧缺人才提

供高效便捷服务。加强对拟改制上市的

中小企业的服务，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壮

大。进一步深化国有（集体）企业改革，

推进国有（集体）资产开放性、市场化重

组联合，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区域交流

和合作，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活力。

第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完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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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科技园、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上海智

力产业园等创新平台的引聚孵化功能，促

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培育新兴产业企业集

群。加大区科技发展基金引导力度，扶持

企业组建研发中心、设立地区总部。鼓励

企业自主创新，力争列入国家、市创新基

金（资金）、重点新产品和火炬计划项目

２５项，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１５项。
充分发挥宝山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平台作

用，推进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１０项。深
入开展知识产权宣传与保护，提高专利申

请量，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

第四、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发挥节

能奖励政策引导作用，推进节能技术运

用。加强重点企业污染治理，强化节能

目标控制及后续监管。实施《宝山区域

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推进新能源开发利

用。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严格控制

新增污染量。加强噪声污染控制和固体

废弃物的利用与处置，强化污染减排目

标管理责任制。加强吴淞工业区环境综

合管理，切实提高大气环境质量。

（二）协调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

进城乡环境更美

〗加强规划引导，优化城乡规划布
局，发挥世博带动效应，加快推进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统筹规划、建设与管

理，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加大向北部农村

地区的支持倾斜力度，努力率先破除城

乡二元结构，整体提升区域环境面貌。

第一、加快推进滨江带开发建设。

切实抓住世博机遇，推进功能开发，初步

形成以国际邮轮港和国内客运码头的综

合服务配套为主导，融生态景观与旅游

服务、现代商务于一体的城市滨江风貌，

为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提供大型邮轮靠
泊游览等服务。加快推进上海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建设，年内实现邮轮靠泊码头、

引桥工程和“一关三检”服务管理设施

主体竣工，完善邮轮码头与三岛集约化

码头、吴淞客运中心码头的整体功能布

局。启动宝杨路水陆综合交通枢纽、滨

江景观大道建设，推进吴淞炮台湾湿地

森林公园二期建设，加快长江河口科技

馆建设。开展专题招商活动，加快推进

旅游服务、现代商务等项目建设，完善一

批配套特色旅游景点，进一步发挥滨江

带开发的整体带动效应。

第二、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把

握全市加大市政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的有

利时机，加快项目技术储备，推进功能

性、枢纽型项目建设。进一步优化区域

交通组织体系，配合推进长江路越江隧

道工程和长江西路、江杨南路道路综合

改建工程，积极配合做好 Ａ１３、Ａ１７、Ａ３０
隧道等市重大工程相关工作，全力争取

尽早开工建设，为有效疏导外省市及周

边地区过境车辆、加快客货分流奠定基

础。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积极配

合轨道交通７号线北延伸段各站点及辅
助设施建设，确保年底通车启用。加快

富长路—康宁路拓宽改建工程建设，推

进罗北路、潘泾路三期和镜泊湖路等道

路建设。积极争取宝安公路改建等工程

启动。加快实施《公共交通三年行动计

划》，加强客运市场整顿，加快推进场中

路、富锦路等公交枢纽站建设，完善一批

公交线路，提高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小

区接驳覆盖率，改善市民出行条件。进

一步加强地下空间综合管理和防汛防

台、防灾减灾工作。

第三、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坚

持标本兼治、城乡一体，认真落实第四轮

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坚持排水系统与道

路建设相协调，配合推进西干线工程建

设，加快建设雨污水二、三级管网和点污

染源纳管。完成月罗路、宝山工业园区

雨污水配套项目和罗北路污水干管建

设，完成石太路、集贤路、罗溪路污水管

网敷设。健全北部地区污水收集体系，

完善南部地区截污纳管。完成区域内

２４１０个点污染源纳管，改造９１４万平方
米住宅小区内部雨污水管道。完成

１６８公里黑臭河道整治和１２７条中小河
道整改提高，实施１９条黑臭河道生态修
复工程。启动４７个积水点和虎林路、湄
浦路、月浦城区雨污水综合改造工程。

完成顾村公园一期工程、启动二期建设，

推进西城区绿龙、临江公园扩建等一批

生态绿化工程建设，全年新增各类绿地

１９０公顷。
第四、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进一步完善落实惠农政策，加强农

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

促进农村和谐。加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体系。改造建设 ３０００亩设施粮田和
２５９２亩设施菜田。新建４８公里农村公
路，农村公交通达率达９５％。实施练祁
河、顾泾河二期、马路河三期整治等工

程，推进 ２３００户农户村宅改造，完成
３０００户农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设施建
设，健全农村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

优化农村公共资源规划配置，大力推进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集约建设、统筹

共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坚持工业反哺

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农业服务体系

建设。加强农业龙头企业与集体合作农

场的对接，培育农业经纪人、销售合作社

等新型中介组织，发展市场营销专柜、农

产品定向配送等营销模式，实现农产品

产加销衔接。积极探索农业多元化、规

模化经营模式，不断提高管理集约化程

度，落实农产品最低保有量指标。完善

经济相对困难村和纯农业村财政扶持工

作，健全村级会计委托代理的运行保障

机制。稳步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和村

级股份制改革。

第五、扎实推进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
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动员全区各界共同

参与迎世博６００天各项活动。进一步加
强市容环境整治与建设，以沪太路、石太

路等骨干道路沿线，吴淞炮台湾湿地森

林公园、城市生活展示区、旅游景点、窗

口单位、轨道交通站点为整治重点，细化

节点控制，定期督查推进，确保年内完成

主要任务。进一步加强窗口服务建设，

提高行业服务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加快

健康城区创建，提高市民健康水平。进

一步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实现城市网格

化管理系统全覆盖，完善城乡管理机制，

增强及时反应、快速处置能力。加强市

政基础设施运行管理，提高城市公共管

理服务和保障水平。加大拆违控违力

度，坚决遏制新建违法建筑产生。发挥

区环境监测中心作用，加强区域环境动

态监控，提升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辅助决

策水平。推广道路组团式保洁法，整体

提升城市市容形象。

（三）不断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建设，促进人民生活

更好

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努

力办成一批群众期盼的实事，切实让科

学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到提高人民群

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上。

第一、大力促进扩大就业。积极应

对就业压力明显加大的新情况，对现有

促进就业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和评估，及

时出台后续政策，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

确保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加强促进就业

平台建设，提高岗位信息和需求信息匹

配率。全面推进创业带动就业，强化资

金、场地支持，重点扶持城镇失业人员、

农村富余劳动力、社区青年和大学生群

体创业。完善各类就业援助机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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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就业岗位和非正规就业组织的管

理服务，确保“零就业家庭”成员中至少

１人就业，确保“双困”人员就业安置率
达１００％。推进“创建充分就业社区”活
动，进一步拓展街镇社区就业服务渠道。

加大劳动争议调处和劳动保障监察力

度，健全预警和快速处理机制，切实维护

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积极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

第二、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积

极推进小城镇社会保险工作，确保新征

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率达１００％。扩大
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推进农村户籍未

参保人员的纳保扩覆工作。逐步提高农

保统筹层次，稳妥提高农村养老水平。

加强工伤保险管理，扩大来沪从业人员

综合保险覆盖率。进一步落实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障覆盖率。加大市民综合帮扶力

度，形成“多元筹资、协同运作、分层帮

扶、社会评价”的运作机制，探索物质帮

扶与文化精神帮扶的协同机制，增强帮

扶实效。分类适度提高助学标准。扩大

医疗帮困覆盖面。推进为老实事项目建

设，启动建设区为老服务中心，新建养老

机构１个，新增养老床位５００张，新增居
家养老服务对象２５００名，新建社区老年
助餐点６个。推进重残无业人员居家养
护，完成３００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
建设，创建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

第三、稳妥推进老镇旧区改造和保

障性住房建设。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积极探索解困动迁、就地拆除重建、综合

改造增量用于廉租房归集等多种改造模

式，拓宽资金筹措渠道，积极稳妥地推进

海滨新村、泗塘一村等不成套旧公房改

造，扎实推进七牧场等旧里改造和吴淞

老镇旧区改造。完成旧小区综合整治

３０万平方米，改造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
施２００万平方米。继续推进大场老镇和
罗店老镇改造。结合住房保障体系建

设，努力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扩大廉租

住房制度受益面。

第四、全面提高教育均衡发展质量。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化发展，全面提高教

育公共服务能力与水平。深化与华东师

大、上海师大的合作，充分利用高校资

源，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办学质量。

完善城乡教育经费统筹机制，健全城乡

教师交流机制。加大职业学校、成人学

校服务“三农”力度，继续推进学校资源

向社会开放。全面完成学前教育三年行

动计划。完善宝山职校公共实训中心管

理运行机制，加强校企合作，提高学生毕

业就业率。继续推进培智学校和特教实

训基地建设，完成行知教育研究服务中

心等设施建设，启动１５个学校基础建设
项目。完成６至８所农民工子女学校纳
入民办学校管理工作。

第五、不断提升公共医疗卫生保障

能力。进一步完善公立医院收支平衡管

理试点、医疗资源纵向整合、农村卫生服

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坚持公共医疗卫

生服务的公共性、公益性和公平性，增强

公共医疗卫生保障功能。优化区域公共

卫生资源，加快推进宝山中心医院改扩

建工程，启动建设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

第三人民医院综合楼改扩建工程，确保

华山医院北院一季度开工建设。提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药品“零差率”改

革实效，完善优质社区卫生服务集团运

行机制，新建４所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
站，整体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

级。继续争创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

服务示范区。推行合作医疗费用报销即

时结算制度，加强约定医院住院后付制

管理，减轻群众住院治疗自负压力。加

强各类传染病的监测与防治，提高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扩

大健康信息“一卡通”覆盖率。切实做

好妇幼保健工作，积极推进国家卫生镇

创建。

第六、积极促进文化体育事业繁荣

发展。加快形成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网

络健全、服务优良、覆盖全区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推进和谐文化繁荣发展，争创

全国文化先进区。启动建设区中心图书

馆、吴淞文化景观等公共文化设施，加快

推进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等场馆建

设，力争在年内率先实现“农家书屋”全

覆盖。深入开展文化下乡工程，确保百

场文艺演出、千场公益电影、万册图书送

进农村和社区。认真开展全国文物普查

工作，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力

度。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增强群众

体质。加快体育设施建设，启动宝山体

育中心改造，推进大场文体科技中心等

项目建设，新建１处社区公共运动场、３
处新农村健身家园，基本形成区、街镇、

居住区三级体育设施网络。积极筹办宝

山国际篮球挑战赛、区运动会，进一步活

跃群众体育生活。

第七、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

进一步巩固扩大文明城区创建成果，培

育形成各具特色的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

品牌。围绕“精彩世博、文明先行”主

题，积极开展爱护公共环境文明行动、窗

口行业服务创优文明行动、优化公共秩

序文明行动等文明实践活动。扎实推进

学习型城区创建，充分利用东方讲坛、社

区学校等载体，积极开展市民终身教育。

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进

一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开展全国科普日和科技周活动，推

进科普示范点和科普基地建设。继续开

展“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培训工程，建

设企业诚信档案数据库和共享平台。加

强全民国防教育，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深化军

民共建。编纂出版《宝山区志》。进一

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四）确保社会安定有序，促进社会

更加和谐

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基层基础，加强

社会管理，深化平安建设，保持社会和谐

稳定。

第一、健全基层管理服务机制。进

一步完善社区服务“三个中心”建设，规

范服务和运行机制，加快资源整合，提高

服务水平，让群众得更多实惠、管理出更

多实效、基层有更多活力。加强调研，细

化方案，精心组织，分类指导，确保村

（居）委会换届工作平稳顺利完成。继

续加强村（居）委会建设，加大居务公

开、村务公开力度，扩大基层民主。

第二、提高社会矛盾化解能力。以

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为抓手，促进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进

一步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深入开展

“五五”普法工作，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构建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体系，加大法律

援助服务力度，引导群众依法维权。加强

初信初访工作，坚持各项信访工作制度，

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预防和妥善处置群

体性事件。推进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

注重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

求、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

第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围

绕“四个不发生、三个下降、两个提升”的

目标，完善社会预警、应急联动、快速处置

的工作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

罪活动，进一步降低刑案总量，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预防和减

少犯罪工作体系建设，完善工作平台，提

高帮教实效。加强社会治安综合防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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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设，深化基层村（居）委会“六位一

体”综治警务室建设，推进“综治进企业”

工作。大力推进物防、技防设施建设，推

行售后公房小区封闭式管理改造。

第四、切实加强社会管理。把确保

城市公共安全作为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

进一步提升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健全

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加快推

进应急平台建设。把人口管理作为社会

管理的核心任务，完善实有人口服务和管

理机制。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协调、服

务、管理作用，健全管理工作网络，强化房

屋租赁管理，落实来沪人员抄告制度，提

高服务工作水平，保护来沪人员的合法权

益。继续做好民族、宗教、侨务、对台等工

作。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

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作用。

第五、强化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建设。

扩大群众参与度，畅通社会监督渠道。

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

各类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安全

生产始终处于受控状态。加强对重点行

业、重点领域的监管，深化安全隐患排查

和治理。切实做好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

工作。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工作，完成

４５万名农民工安全知识培训。进一步
加强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监管，

严格药品和医疗器械动态监管，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三、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扎实开展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

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水平和行政效

能，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

政府和廉洁政府。

（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提

高政府管理服务水平

坚持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与

解决发展中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相结

合，既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困难，充分

估计可能遇到的挑战，又要善于在困难

中抓机遇，在困境中挖潜力，在打破常规

中促进科学发展。进一步加强对综合经

济运行的分析监控，努力做到在第一时

间发现问题、在第一时间研究对策、在第

一时间落实措施，切实增强政府调节经

济和监管市场的能力，确保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进一步加强对重大功能性项目

和民生项目的建设管理，加强行政监察

和审计监督，加强全程监管，加大督查力

度，强化综合管理，切实发挥政府投资综

合效应，增强公共服务能力，促进民生持

续改善。进一步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

制，严格执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讨论

决定制度，完善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

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体系，不断提高政

府决策水平。进一步增强节俭意识，发

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降低

行政成本，严控一般性支出，坚决落实上

级关于公务购车用车、会议经费、公务接

待和党政机关出国（境）经费等支出实行

“零增长”的要求，落实好对口支援灾后

重建的专项财政资金。进一步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重点加大对基础设施、公用设

施、民生保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

面的公共性投入。扩大政府采购规模，采

购范围逐步延伸到各街镇。进一步规范

转移支付程序与方法，增强基层财政保障

能力，探索完善街道财力保障机制，加快

搭建区级融资平台，帮助解决街镇、园区

在推进发展中遇到的资金困难。

（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提高

行政效能

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

的关系，着力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

施纲要》和《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

政的决定》，强化行政执法责任制。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简规范工作流程。

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和备案。深化

电子政务建设和应用，加快推进政务信

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增强政府网上服务

功能和跨部门协同服务能力。积极推行

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切实提

高行政效能。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

完善信息公开渠道，推动信息公开向基

层延伸。按照全市统一部署，稳妥实施

政府机构改革工作，加快形成权责一致、

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

力的政府组织结构和执行机制，进一步

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全面开展第

二次经济普查工作。

自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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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无

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的意见，进一步

做好人大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办理

工作。重视发挥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

督的作用。

（三）加强廉政建设和公务员队伍

建设，不断提高公务员推动科学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的能力

按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的要求，切实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

工作力度。加强廉政教育，强化廉洁从

政制度的执行监督。扎实推进政风行风

建设，深入开展专项治理，加大对促发

展、保民生的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力度，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

之风。

进一步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切实

提高广大公务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在复杂局面下迎接挑战、战胜困难、推进

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努力成为依法办事

的模范、规范服务的模范、创新制度的模

范、廉洁从政的模范和促进发展的模范，

确保重大决策部署得到及时有效落实。

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气打破习

惯和思维定势，创新工作方法和举措，做

到敢于负重任、挑担子、担责任，勇于解

难题、办难事、克难关。进一步坚定发展

信心，咬住目标不动摇，对既定的工作任

务一层一层抓分解，对明确的重大项目

一个一个抓推进，对确定的工作措施一

条一条抓落实，做到见事早、行动快、措

施实。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不回避困

难、不上交矛盾，跨前一步、形成合力，在

服务基层中落实政策，在服务企业中推

动发展，在服务群众中改善民生。进一

步转变工作作风，沉到一线调查研究，深

入基层听民意、查问题、找办法，积极问

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努力办好

人民群众所想的实事、所盼的急事、所忧

的难事，进一步使科学发展的成果惠及

全区百姓！

各位代表，机遇稍纵即逝，发展不容

懈怠。我们坚信，有中共上海市委、上海

市人民政府和中共宝山区委的坚强领

导，有宝山建区２０年来发展奠定的坚实
基础，有全区人民齐心协力的团结奋进，

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动摇我们必胜的信

念，没有什么挑战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

步伐！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在中共宝山区委的领导下，坚定信

心，振奋精神，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为建

设经济实力更强、城乡环境更美、人民生

活更好、社会更加和谐的现代化滨江新

区而努力奋斗！

（据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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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宝山解放六十年大事记

１９４９年

４月　中共宝山县委在南通组成，
首任县委书记盛德君。５月２６日，宝山
全县解放。５月２８日，中共宝山县委和
县人民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在县委书记兼

县长盛德君率领下，进入宝山县城，进行

接管工作。５月２９日，上海市军管会分
别接管新市区、江湾区、吴淞区、大场区。

上图：１９５０年江湾区地主在群众面前纷纷交
出剥削农民的地契

下图：１９５１年，新市区（现五角场一带）农民热
烈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

区档案馆／提供

７月下旬　宝山组织抢修海塘工
程，并得到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及苏

南行署、松江专署和嘉定县的大力支持，

历时３１天，修复海塘１７公里。

１９４９年台汛中被全线冲毁的宝山海塘
区档案馆／提供

　　９月初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宝
山县工作委员会成立。

１０月１日　各界群众集会，热烈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１０月１２日 ～１５日，宝山县第一届
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１０月　上海市新市、江湾、吴淞、大
场４个区创办农村供销合作社。当年入
社ｌ００７３股，股金１９３５元。
１０月～１２月　各区、乡普遍召开农

民代表会议，建立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

和乡政权，废除保甲制度，重划基层行政

区。宝山县共建３７个乡人民政府、３４６
个行政村。

１９５０年

２月２７日　开始全面大修海塘，至
６月 ４日完工，大修后塘高 ７米，顶宽
５７米，投入劳力２６３１万工，完成土方

１７５１万立方米、石方１１２万立方米。
３月　组成土改工作队，结合生产

救灾准备土改。８月初，分批进行土地
改革，第一批县区试点６个乡开始土改，
１０月底结束分田。１２月１２日，宝山县
土地改革工作基本结束，共划定地主

１２３５户，没收和征收土地 ５８０８６亩，
１４９４８户无地少地农民、６６０１８人分得
土地。

春　杨东乡同心村张建成等８户农
民组织互助组，是宝山县最早建立的农

业互助组。该组有劳力 １１人，土地
５８６亩。

１０月 １７日　县农民协会正式
成立。

１０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
人民的抗美战争。宝山发动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运动，至年末共有２６５名青年
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至 １９５１年 １１
月，宝山人民共捐献人民币 ３４４６７１万
元。１９５１年，共有 ６８３名青年参军。
１９５３年２月，又有３１４名青年参军。抗
美援朝期间，宝山共进行了四次大规模

的动员参军工作，被批准参军的约有

２５００人，其中参加志愿军的近２０００人，
并有２１６人牺牲。

△　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至
１９５３年底，宝山县在运动中逮捕反革命
分子７８１人。

１９５１年

１月　宝山县第一支工人纠察
队———罗店镇工人纠察大队成立，成员

大部分为店员，配合公安部门维持集镇

社会治安。

７月２４日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代表到宝山作传达报告，受到宝山人民

热烈欢迎。

１０月１日　县总工会成立。
年内　私营工商业进行普查登记。

当年宝山共有 １１６５户，从业人员 ３１１０
人，企业资金１０５１９万元。

１９５２年

１月中旬　县召开劳动模范代表会
议，历时５天，出席代表１１０名，同时在
罗店举办农业展览会。

１月　县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遍

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

反”运动，结合“三反”运动开展整党。

３月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

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

反”斗争，至６月中旬结束。
７月２４日 ～２６日　在罗店镇举行

首次城乡物资交流大会，有７万余人参
加，成交金额１０４７万元。后在月浦、刘
行等地也先后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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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　紫藤村农民蒋老三所种７亩
小麦，经过实地丈量核产，平均亩产

２５３４公斤，丰产田亩产达３０６５公斤，
获苏南区小麦丰产模范称号。之后，全

县推广蒋老三丰产经验。

９月　大场区塘南乡西尹村试办初
级农业合作社，为上海市郊最早的３个
初级社之一。

１０月１日　江苏省苏南区在无锡
市举行第一届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宝山

舞狮、龙灯两项获奖。

　　 宝山县工商界召开“自我改造大跃进誓师大会” 区档案馆／提供

１９５３年

３月　罗店镇赵巷中街建立金星农
业生产合作社，为宝山县第一个初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共１４户，劳力
２３人，耕地６８３亩。

６月１１日　开始首次人民代表普
选，次年３月结束。
７月１日　零时止，第一次全国人

口普查。宝山县总户数为 ３２８２８户，总
人口为 １３５７３６人，其中男性 ６２２５８人，
女性７３４７８人。
９月　解放后市郊最早建成的大跨

度钢筋混凝土桥梁吴淞?藻浜大桥建成

通车。

△　上海市江湾医院落成。这是解
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为郊区人民新建的

第一所综合性医院。

１１月中旬　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
书记谭震林视察罗南乡，了解农作物病

虫害情况。

１９５４年

６月２７日～７月１日　宝山县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８月　宝山县第一次妇女代表会召
开，成立宝山县民主妇女联合会。

秋　塘南乡白遗桥等４个初级蔬菜
生产合作社合并试办白遗桥蔬菜生产合

作社，于次年１月２３日成立，是上海市
郊最早建立的高级社之一。

１０月 １５日　塘南、新华两乡交界
处建成大场人工降雨灌溉站，是上海市

郊第一座喷灌工程。

１１月　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长罗
瑞卿视察杨东乡、罗南乡，了解农业生产

互助合作和农村经济发展情况。

１９５５年

５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
炎培视察罗南乡。

９月　宝山县建立第一个 １６毫米

电影放映队（即江苏省第３９小队）。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吴淞区上钢乡２０００多名农民
上冬学，开展扫盲活动 区档案馆／提供

１９５６年

１月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５月，宝山县２８
户工业户全部批准公私合营，１０５７名手
工业者组成统一经营的生产合作社组

３４个、分散经营的社组 ６个，９２６户商
业户中批准公私合营的占总户数

的７１％。
△　江湾、吴淞、大场３个区合并，

建立北郊区。

２月　宝山私立中、小学全部转为
公办。

３月　宝山烈士公墓建成，占地２０
亩。陈毅元帅为纪念碑题词：“革命烈士

永垂不朽”。

４月２７日 ～３０日　中共宝山县第
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４月　宝山城文庙旧址建共青公
园，建成后定名友谊公园。１９６２年更名
临江公园，占地６４１７亩。
５月１４日　宝山县拖拉机站在罗

南乡富强社举行代耕作业典礼，为宝山

机耕的开始，该站拥有拖拉机８台。
７月１日　中共宝山县委机关报《宝

山报》创刊。至

１９５８年３月停刊，
并入《沪郊农民

报》。１９８８年 ９
月，中共宝山区委

机关报《宝山报》

创刊。

１９５７年

２月　上海市
牛奶公司在顾村

镇西南处兴建上

海市第七牧场，是

上海市规模最大

的牧场。

春　刘行乡毅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老周家浜电力灌溉站建立，为宝山县

第一个站。

６月　吴淞市河水闸建成，是解放
后境内兴建的第一座水闸。

１０月　开展整风反右斗争。运动
中错划右派分子２３６人。１９７８年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部予以改正，重新安

排工作。

１９５８年

１月　宝山县从江苏省划归上
海市。

△　市公交公司５３路公共汽车开
始通达宝山城厢镇。

春　北郊区在庙行乡、宝山县在杨
东乡开办农业中学，实行半耕半读，是市

郊最早的农业中学。

６月１５日　北郊区彭浦乡农民庄
红妹参加上海市跑道自行车测验，获

５０００米５′２１″８的成绩，达到国家健将级
标准，成为全国第一个农民自行车运动

健将。

６月　建立３个联合工厂（宝山县
联合加工厂、宝山县机械联合二厂和宝

山县电讯电器联合工厂），为宝山县办工

业在技术力量、生产设备方面起到了一

定的奠基作用。

８月１５日　宝山在江湾体育场召
开农业生产跃进誓师大会，有县乡四级

干部５４３０人参加。提出“２年内实现水
利道路系统化、农田格子化、农村城市

化、生产机械化。３年内实现亩产棉花１
万斤、晚稻５万斤、蔬菜百万斤”等不切
实际的奋斗目标。

８月　国务院批准北郊区撤销，其
大部分地区并入宝山县。

９月２６日，宝山成立第一个人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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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由横沙乡改建的东海人民公社。

　
　　１９６４年，上海宝山县吴淞公社城中大队民兵

连女民兵班副班长何金英看书时，也时常不

忘锻炼手劲 区档案馆／提供

１０月 １４日　全民炼钢进入高潮，
宝山办起８个炼钢厂和一批小高炉，动
员群众将窗户铁栅、家用铁锅等所谓废

钢铁捐献出来炼钢，劳民伤财，收效甚

微，至１１月停止。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宝山县先锋人民公社社
员用土法柑埚炼钢 摄影／朱文良

　　１０月２０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刘少奇到东风公社（罗南乡）视察农

业生产。

１２月　宝山在“大跃进”中成立“创
作组”３１５个，创作人员３７５０人，创作作
品３０多万篇，大多是打油诗或口号诗。

冬　宝山兴修水利时发现一批出土
文物。月浦地区有南宋宝庆二年（１２２６
年）承务郎谭思通夫妇合葬墓内的金银

饰品，以及素色漆器。顾村地区有明万

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０年）朱守城墓内的
竹刻、香熏、印盒等物品。

１９５９年

２月　政协宝山县第一届委员会
建立。

４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委员长朱德视察长江口和吴淞、宝山

等地区海塘。

５月２５日　宝山运动队代表市郊
１０县参加上海市第一届运动会，获团体
总分第３名。
９月２３日　彭浦公社副主任、上海

市农业先进工作者顾兆生应邀赴北京参

加国庆十周年观礼。

１０月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
至罗店等地区视察“一·二八”抗日旧

战场，凭吊阵亡将士。

１２月　彭浦公社谈桥生产队（相当
大队建制）党支部书记周小妹，作为中

国农民代表赴印度新德里，在“世界农

业展览会”上介绍中国农村人民公社。

１９６０年

１月　吴淞镇及新桥公社部分地区
划归新建的吴淞区。

５月　横沙公社人民武装部部长包
振华出席全国第一次民兵工作代表会

议，中央军委授予荣誉枪１支。
６月１日～１１日　罗店人民公社作

为文教先进集体派代表出席“全国文教

战线先进代表大会”。

１２月　江湾中学无线电收发报队
代表上海市中学生队，赴太原市参加全

国中学生收发报比赛，获第４名。

１９６１年

５月　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到宝山
视察张庙一条街和彭浦先锋电机

厂等。

６月　县委对全县在“反右倾”运动
中受批判、处分的 １９７５人进行甄别复
查，至１９６２年结束，确定批判、处分完全
错的或基本错的１３８８人，部分错的２５９
人，都给予平反纠正。

１９６２年

８月２日　强台风袭击，冲垮堤塘
３４１处，冲塌房屋１２３６间，死亡１７人。

９月　精简职工支农，共精减在职
职工６３５０人，并接收外省和其他郊县回
乡职工８１９４人。

１９６３年

３月　宝山青年积极响应毛泽东主
席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团县

委表彰９５名“争做雷锋式青年”。
５月　江湾公社开始农村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试点，四季度在全县逐步开展，

进行“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

（小四清）。

１９６４年

５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
瑞卿视察横沙岛，对军民联防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

１０月　吴淞公社民兵李金祥、何金
英、顾蔚玉参加南京军区举行的军队、民

兵军事大比武，均获得特等射手称号。

年内　宝山粮食常年亩产５４７５公
斤，棉花亩产皮棉５５５公斤，首次实现
“千斤粮，百斤棉”。

１９６５年

２月２６日　宝山县贫下中农代表
大会召开。

４月　团县委在杨行公社西街大队
试点，按自然村建立校外少先队组织，受

到团市委的肯定，在郊县示范推广。

５月　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成立（简
称“社教”工作团），全县分批开展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进行“清政治、清思想、清经

济、清组织”（大四清）。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宝山县刘行中心小学团支
部培养少先队员热爱劳动的习惯，这是少先

队员拾麦穗归来 区档案馆／提供

１９６６年

６月１３日　县委成立“文化革命”
小组，“文化大革命”运动逐步开展。８
月中、下旬，各中学学生红卫兵以“破四

旧”为名开始搞抄家等非法行动，５５４８
户干部、知识分子和居民家庭的财物被

查抄，一批文物、书画被焚毁或盗窃，一

些古建筑亦被毁。１１月，“上海工人造
反总司令部宝山地区革命造反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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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简称“工司宝指”）等共７３个县级
“造反”组织纷纷建立，工厂生产出现

混乱。

１０月　宝山推行殡葬改革，改土葬
为火葬，在杨行镇西建立火化场。

１９６７年

１月１６日　宝山出现历史最低气
温，为零下９４℃。
１月２５日　成立“宝山县革命生产

委员会”，下设“生产办公室”，主持全县

工农业生产。

夏　宝山大旱，连续８３天无雨，年
降雨量仅８１２８毫米，为百年罕见。
８月　棉花红叶茎枯病暴发，全县

有８０００余亩棉花枯死。

１９６８年

２月２４日　在丁家桥机场召开７万
余人大会，宣布成立宝山县革命委员会

（简称“县革会”），县革会由 ４１名委员
组成，其中常委１３人。
９月　开始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到１９７６年共有１７６０２人插队落户，
后陆续上调安置，至１９８０年安置完毕。

秋　全县棉花产量、质量均创历史
最高纪录。总产皮棉 １１５７１３吨，平均
亩产皮棉８０７５公斤。全县平均品级：
长度为２９５３毫米，衣份为３８７１％。

１９６９年

３月１０日　在长兴岛举办县级机
关“五·七干校”，首批有６５０人下放劳
动和搞“清队”。１９７１年６月迁至宝山
果园，是年冬撤销。

１１月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继续
发展，解放前曾在宝山县坚持地下斗争

的共产党员，有８７人被诬陷为“叛徒、特
务、自首变节分子”，受到残酷迫害。

年内　全县各公社大队先后实行合
作医疗制度。至 １９７０年末，宝山 １８个
公社２０９个大队参加合作医疗的社员共
３０万人。

１９７０年

３月 １３日　大风大雪，历史上罕
见。电话线杆损坏１０３４根，电线１０吨；
广播线杆损坏６０００余根，宝山中断广播
３天；输电线损坏１０公里。

１９７１年

１２月３０日　长江口发生４８级地
震，宝山受震烈度为４度。

１９７２年

６月１６日　上海市组织畅游长江
活动。宝山组织１２０人代表郊县贫下中
农参加。由丁家桥下水，游至吴淞海滨，

全程５０００米。

１９７３年

５月６日～８日　召开千人大会，推
行农业“学大寨”。

８月　罗泾公社在小川沙日本侵略
军于民国２６年（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登陆
处建立《永志不忘》碑。１９８３年 ９月 ３
日，县政府树立新碑，刻石纪事。

１９７４年

１月３０日～２月１日　根据中央和
市委部署，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县委举办“批林批孔”学习班，并召开千

人大会进行发动。

１９７５年

１２月　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

年内　杨行公社社办企业利润达
１３３万元，成为宝山第一个创利百万的
公社。

１９７６年

１月８日　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县
人民沉痛哀悼，各单位纷设灵堂，举行悼

念吊唁活动。

９月９日　毛泽东主席逝世。接连
数日，县人民大会堂设灵堂，进行吊唁活

动。此后在临江公园召开万人大会，悼

念毛泽东主席。

１０月６日　党中央粉碎江青反党集
团（“四人帮”）。自１４日起，全县各级传
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并举行集会

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１９７６年向阳院。文革后期，以居委会所辖的
街巷为单位，成立了“向阳院”，以这种形式开

展群众性文化、娱乐、教育活动

摄影／经瑞坤

１９７７年

８月２１日～２２日　特大暴雨，２４小
时内降雨 ３９４５毫米。宝山 ４２万亩耕
地中有 ３１万亩受淹，４０００万斤粮食受
潮，３８２间房屋倒塌。

冬　根据市对嘉定、宝山两县北部
统一水系规划，开挖练祁河，按通航２００
吨级船只标准要求，本年开挖杨盛河到

狮子林段２９公里，至１９８５年完成至界
泾的全部疏浚。这是解放后宝山规模最

大的一项开河工程，该河全长 １５９
公里。

１９７８年

１月　宝山行知中学被列为市、县
重点中学之一。

１２月　宝山农机机电公司被评为
１９７７年度“全国物资工作先进企业”和
“全国农机管理工作先进企业”。

年内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宝山钢铁
总厂择定月浦地区兴建，除利用丁家桥

机场３０００亩土地外，第一期工程征用月
浦、吴淞、盛桥３个公社７７个生产队土
地２９０１６亩，动迁农户２４００户。

１９７９年

年初　在县三级干部会议后，层层
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４月２日　宝山第一个工农联营企
业———宝山童装厂破土动工。翌年３月
主厂房竣工，交付使用。

１０月　宝山建立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是全国２９个试点单位之一，也是市
郊县第一个试建单位。

１２月　?川路?藻浜桥建成。全
桥２４孔，总长４２７５０米，是跨越?藻浜
的最大的现代化预应力钢筋混凝土

桥梁。

△　宝山育成上海白猪“宝山系”
蝆肉型新品种，胴体蝆肉率为５５２５％，
获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

年内，宝山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１９８０年

２月　五角场公社凤城大队培育早
中熟花椰菜留种成功，不再进口价格昂

贵的花椰菜籽，获上海市农业科学大会

技术改进二等奖。

７月 ｌ日　郊县最大的社办旅馆江
湾公社江湾旅馆开张营业。该馆建筑面

积２１５００平方米。
９月　宝山气象站编纂的《天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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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出版。该项目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度分
别获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国家气象

局重大科技成果奖，受到国内外重视。

年内　位于淞南乡的张华浜码头扩
建成国际集装箱装卸专用码头，有７个
万吨级泊位，３４９０米铁路专用线，年吞
吐量４００多万吨，是上海最大的海运港
区之一。

１９８１年

６月　废除县革命委员会，恢复宝
山县人民政府。

△　?藻浜的?东水闸建成，建有
１０米孔径３孔节制闸和１２米孔径２００
吨级船闸，是县境内规模最大的水闸。

８月３１日 ～９月３日　本年１４号
强台风袭击宝山。潮位５７４米，超过民
国２２年（１９３３年）的 ５７２米历史最高
纪录。决堤３７处，重灾田１５万亩。
１０月　彭浦公社输送的自行车运

动员吕玉娥（全国自行车女运动健将）

去日本参加自行车６个项目的对抗赛，
一人夺得５枚金牌。
１２月　宝山县人民医院眼科自行

设计制成眼电图检查仪。中央卫生部授

予部乙级科技成果荣誉证书。

１９８２年

年内　宝山计划免疫工作被评为全
国先进单位。

年内　宝山各乡镇普及饮用自
来水。

１９８３年

２月　宝山钢铁总厂在罗泾乡小川
沙北长江岸边建宝钢长江筑库引水工

程，总容量１０８７万立方米，１９８５年９月
建成。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

云题名为“宝山湖”。

４月　港胞刘浩清捐资为家乡的顾
村中学建造图书馆，此后又陆续捐资为

该校建造电脑房，购置电脑设备，以及建

造教学大楼。上海市政府向刘浩清颁发

荣誉奖状。

△　宝钢投资４３９５６万元，按５０～
１００年一遇潮位１１～１２级台风的设计标
准，全面加固宝山海塘工程，至１９８５年９
月竣工。

７月１５日　彭浦公社农民业余摄
影社应中国摄影家协会邀请，赴北京举

办影展，展出作品８４幅。作品《辛亥老
人》、《渔归》被选送到日本大阪和香港

展出。

年内　宝山普及小学教育，普及率
达９９６％，上海市政府授予“普及小学
教育合格证书”。

年内　宝山卫生防疫站被评为全国
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１９８４年

３月　实行政、社分设，宝山 １８个
公社先后改为乡。

５月中旬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起
的国际成人教育讨论会在上海召开。罗

店乡代表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介绍该乡

开展农民教育的情况。会议期间，有部

分外国专家和兄弟省、市代表到罗店乡

考察农民教育。

５月　宝山冷冻设备厂生产的雪球
牌活动冷库，获全国建筑科技成果优秀

项目奖，是国内首家生产。

１９８４年，宝山冷冻设备厂生产的雪球牌活动
冷库获全国建筑科技成果优秀项目

区档案馆／提供

７月　宝山选送的自行车运动员吕玉娥
（彭浦乡）、射箭运动员张政（五角场乡）

代表国家参加第２３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９月　杨行液压工具厂生产的

ＱＹｌ２５吨油压千斤顶，获国家农机工业
部“优秀产品”称号，这在郊县乡镇工业

产品中是首次。

９月中旬　彭浦乡《农民摄影作品
选》出版，是全国第一本农民摄影集，被

誉为“一支初绽的花朵”。

年底　宝山县科技进修班被国家科
协评为农村科普工作先进集体。

年内　吴淞乡人口出生率降到
８１２‰，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年内　大场乡场中综合厂生产的肝
素油制成的片剂和针剂，被国家评为优

质产品。

年内　罗南乡１１２个村宅、２３个企
业全部安装电话，是市郊第一个全乡各

村宅通电话的乡。

年内　罗店乡全乡农户都用上深井
自来水，为郊县首创。

１９８５年

５月　军工路集装箱装卸公司成
立，有９个万吨级泊位、６３４０米铁路专用
线，年吞吐量４８０万吨，是全国最大的集
装箱码头。

５月下旬　亚太地区农业机械现场
会在罗店乡举行。

１２月　宝山农民足球队赴广东省
英德县参加全国第一届农民“储蓄杯”

足球赛，获第５名。
年内　罗店乡农、副、工业总产值达

１００７５７万元，跨入郊县１０个“亿元乡”
行列。

１９８６年

４月２１日　宝山投资建造的宝隆
宾馆（２ｌ层楼建筑）举行奠基开工典礼。
１０月１８日　陶行知纪念馆举行开

馆典礼，国务委员张劲夫为纪念馆揭幕。

１１月１７日　宝山县委、县政府、县
人大、县政协、县纪委的领导班子成员在

宝山宾馆与宝钢总厂处长级以上干部一

起受到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接见。

１２月３日　宝山沪剧团赴北京演
出现代剧《东方女性》获得成功。彭冲、

陈丕显等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同年，

主要演员华雯获全国戏曲梅花奖。

１２月　罗泾乡培育的水稻良种“铁
桂丰”被国家评为优质米，获农业部“金

杯奖”。

１９８７年

１月２１日　日本大阪府泉佐野市
友好访华团一行７人来宝山访问。双方
签订互助合作意向书和开展农业技术交

流协议书。

５月１７日　法国伊萨公司与宝山
洽谈合资兴建宝山良种鸡繁殖场项目。

７月 ～１０月，宝山良种鸡繁殖场在庙行
乡野桥村施工建成，首期投资１００万元，
１１月１９日第一批鸡苗运抵鸡场。

１０月　“宝羽牌”羽绒服装在全国
名优羽绒服装展评中获第３名，是本次
展评中全国乡、镇企业产品中唯一的获

奖产品。

１２月３０日　港胞赵鸿文、王秀珍夫
妇捐资建造的鸿文小学和赵母龚秀英女

士捐资建造的幼托中心在罗店乡落成。

９１

特　载



１９８８年

１月２１日　宝山外贸仓储公司总
投资６８８万美元的合资企业，从列项
到签约盖了 １２６个图章，仍然关卡重
重，《解放日报》专文披露，引起很大

反响。

１月　国务院批准撤销宝山县、吴
淞区，建 立 宝 山 区 （简 称 “撤 二 建

一”）。６月 ４日，上海市九届一次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撤销宝山县、

吴淞区，设立宝山区若干问题》的决

定。１０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成立
中共宝山区委常委会，包信宝任区委

书记。１６日，市委、市政府在宝山影
剧院召开宝山区干部大会，宣布中共

宝山区委常委会已组成，市委副书记

吴邦国就“撤二建一”的指导思想和有

关问题作了讲话。

　

在吴淞大桥桥畔钢雕上的江泽民题词

摄影／经瑞坤

３月　江湾乡佳佳日用化学品厂向
东南亚和欧美市场出口香精产品，是郊

县第一家出口化妆品的乡村企业。

６月２９日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
电厂在盛桥开工兴建。这是我国第一座

超临界大容量火力发电厂，第一期工程

建设２座超临界６０万千瓦机组。
７月１日　宝山电视台开播。
１１月１３日　中国上海国际摄影艺

术展览会授予彭浦乡《中华青铜龙镜

奖》证书、奖品。

１２月１０日　曾协助公安部门侦破
多起刑事案件的吴淞镇街道泗东居委

会主任张学琴在上海首届人民卫士、人

民勇士评选中，被授予“人民勇士”

称号。

１９８９年

５月２２日　宝山区委、区政府举行
纪念宝山解放４０周年座谈会，区领导与
当年参加解放宝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２９军原军长胡炳云、第３３军９８师原师
长曾旭清、第２９军２６０团原政委萧卡等
参加了座谈会。

７月１７日 ～２１日　中共宝山区第
一次代表大会举行，区委书记包信宝作

《齐心协力，开拓前进，为建设城乡一体

的新宝山而奋斗》的工作报告。

９月　在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上，
上海电池厂顾村分厂生产的 Ｒ２０ｐ天鹅
牌外销电池获金质奖。

１０月２８日　宝山区政府在长兴岛
举办首届柑桔节，各国驻沪领事、商务人

员、外国在沪独资或合资企业的部分专

家及家属９０余人应邀上岛参加活动。

１９９０年

１月４日　由江湾乡集资４０００余万
元建造的春江宾馆对外营业，有床位

８６８张，为市郊规模最大的乡办宾馆
之一。

５月 １０日 ～１９日　“’９０宝山之
春”艺术周举行，全区１５个乡镇街道参
加展演，人数逾万人。

６月３日　上海各界人士纪念鸦片
战争１５０周年座谈会在宝山区召开。
９月１３日　宝山区第一个养猪生

产专业性实体罗店镇养猪生产合作社

成立。

１１月７日～８日　中共上海市委书
记、市长朱基考察长兴、横沙两岛，指

出要把两岛建成“鱼米之乡，花果胜地，

旅游景点”。

１２月２２日　国家文化部授予宝山
区文化馆“全国先进文化馆”称号。国

家民委授予宝山区宗教民族事务办公室

“全国民族团结民族进步先进集体”

称号。

１９９１年

２月２２日　宝山区率先成为上海
市郊自来水化区（县）。

６月１日　在武汉市举办的第四届
“双龙杯”全国少儿书画大赛上，吴淞乡

选送的 ２５幅少儿吹塑版画有 １４幅获
奖，并获优秀集体奖。泗塘小学学生谢

大勇获“钻石杯”奖。

１０月１８日　宝山区召开陶行知先
生诞生１００周年纪念大会，坐落在行知
中学的陶行知先生塑像揭幕。

１１月１５日　彭浦制冷器厂研制的
温差电制冷器件低温测试仪和江湾仪

器厂试制的智能型多功能信号测试仪

在全国“七五“星火计划博览会上获

金奖。

１１月 ２７日　宝山千斤顶厂开发
的 ＣＬ１５２（ＱＴ２５０）汽车提升机在首届
上海科技节博览会上获金奖，江湾仪

器厂ＤＺＸ—１０型自动调试信号源获优
秀奖。

１９９２年

１月１８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
民视察驻宝山区的“南京路上好八连”。

４月　长兴岛前卫农场柑桔被国家
农业部授予“全国绿化食品”称号。

５月１２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苏步
青视察吴淞中学，并题词：今日满园桃

李，他年遍地英豪。

５月１８日　宝山千斤顶总厂实行
股份合作制，成为全区首家股份合作制

企业。

７月３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到海军吴淞军港视察，并为海军博览馆

题写馆名。

１０月１０日　党的十四大代表、区委
书记包信宝赴京参加中共第十四次全国

代表大会。

１１月　在首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
上，宝山饮食公司的菜肴点心展品“葫芦

鸭”、“嫦娥下凡”获金牌，代表上海队参

赛的小绍兴（东号）厨师郑树新的果蔬

雕“百鸟朝凤”获金牌。

１９９３年

４月１３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华能上海石洞口第

二电厂并为投产剪彩。

９月１６日　市公安局、中共宝山区
委、宝山区人民政府举行沙兴康烈士追

悼大会。沙兴康生前系长兴派出所副所

长，８月２４日在与歹徒搏斗中牺牲。１２
月７日，公安部追授沙兴康为全国公安
战线二级英雄模范，上海市人民政府追

认沙兴康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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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８日　全国民间绘画艺术展
在宝山区举行。

１０月１０日　区少儿游泳队在１９９３
年“润达杯”全国少年儿童游泳赛上夺

得２枚金牌、２枚银牌和１枚铜牌。

１９９４年

３月１６日　区水产路小学六年级
学生朱麒被中日儿童美术书法摄影大

赛组委会授予“千名小小画画摄影家”

称号。

３月３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到宝山，考察牡丹

江路商业街、黄金广场、长江口商场、宝

成钢结构公司等单位。

５月３１日　由曹金兴、盛华芳共同
承担的市级星火计划项目“宝农二号良

种繁育基地”通过有关专家验收。“宝

农二号”中熟晚梗被市农作物审定委员

会审定为市郊水稻推广品种，并获市第

二届科技博览会优秀奖。

７月２３日　宝山区被国家民政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命名为“全国

双拥模范城”。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６年连续五次获此称号。
８月２８日　罗泾镇川沙综合厂正

式出让，成交额为４６２万元，是上海城乡
产权交易所成立以来，宝山第一家交易

成功的上市企业。

９月　宝山区被林业部授予“全国
经济林建设先进县（区）”称号。

１０月２４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张思卿视察长兴乡，并题词“严格执

法，以严治检”。

１０月２７日　宝山区获“全国计划
生育先进集体”称号。

１２月　经全国地方年鉴评奖工作
委员会审定，《宝山年鉴》获中国地方年

鉴综合奖县（市）级特等奖以及框架设

计特等奖、条目编写特等奖、美术装帧一

等奖。

１９９５年

２月１４日　宝山公交２０３路车队售
票员王国华 １０年献血 １２０００毫升，获
“全国红十字金杯”奖。

４月１５日　宝山区首批赴摩洛哥
的１０名医务人员出发，进行为期２年的
援外医疗工作。

５月９日　区委、区政府举行援藏
干部欢送会，２名机关干部赴藏工作。
６月１２日　宝山区首家村级企业

集团———上海骏利集团成立，拥有资产

１５亿元。
８月１３日　上海凇沪抗战纪念馆

奠基仪式和“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纪

念碑揭碑仪式分别在宝山友谊公园和临

江公园举行。

１０月　国家文化部授予宝山区
“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成绩显著”

奖牌。

１９９６年

３月 １８日　宝山区级民营科技
园———宝山民营科技园投入运行。

４月１５日 ～１８日　第四届全国地
市县年鉴研讨会在宝山举行，来自全国

１７个省市自治区的地市县年鉴界代表
１４０人参加了会议。

５月２３日　宝山区农村电气化工
作通过市农委、电力部华东电管局及市

电力局等单位的正式验收。７月，获电
力局和市政府联合颁发的“农村电气

化”达标奖牌。

７月１０日　区工纠队员王步荣在
治安执勤中因公献身。２９日，市总工
会、市公安局追授王步荣为“优秀工纠队

员“称号。翌年２月２４日市政府批准为
革命烈士。

９月　宝山区第一家受区国有资产
管理委员会授权经营的法人实体———新

宝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成立。

１０月１２日～１９日　全国农运会民
兵军事三项和乒乓球比赛项目在宝山

举行。

１０月１７日　宝山区蔬菜现代化园
艺场从以色列引进的现代化智能型大棚

蔬菜温室建成投入试生产。

１９９７年

４月１６日　经警方一个月的日夜
奋战，连续发生在宝山、杨浦地区的１３
起暴力伤害妇女抢劫大案（敲头案）告

破。犯罪嫌疑人魏广秀被擒获。

５月１５日　在上海市共产党员敬
业创业先锋表彰会上，宝山区申港服务

公司清洁工潘银仁被评为敬业创业

先锋。

６月６日　原中顾委委员、卫生部
原部长钱信忠回家乡视察盛桥镇。

１１月６日　宝山罗店镇人士、著名
儿童文学家陈伯吹逝世。

１１月　在第 ２届上海市科技博览
会上，宝山区参展的“ＧＳ－ＮＢ折叠式高
效过滤器”、“华丽丝面漆”、“ＤＭ———
低频脉冲穴位治疗仪”三项产品获

金奖。

１９９８年

２月２４日　宝山区最大的中外合
资企业———年产１２万吨新闻纸的韩松
潜力纸业有限公司进入试生产阶段。５
月２２日举行竣工典礼。
３月　青年微雕家、上海钢运公司

工人曹惠忠（月浦镇人）在市总工会组

织的评选中，被评为“上海市十大工人艺

术家”。

５月１日　全国职工大众体育创编
项目推广赛在宝山区宝辰体育馆举行，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倪豪梅等出席开

幕式。

９月４日～６日　“宝隆杯”９８世界
女排大奖赛（上海站）比赛在宝辰体育

馆举行。

１０月７日　外环线二期工程（宝山
段）前期工作启动，征地３１２０９公顷，动
迁居（农）民３３６９户，宝山区承担前期费
用逾１６亿元。

１９９９年

３月２２日　上海凇沪抗战纪念馆
（塔）在临江公园内动工兴建。２０００年１
月竣工，３月１日对外开放。
４月１４日　宝山区肢残运动员季

建国在第七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上获标

枪、铁饼２枚金牌。
４月　宝山区质量技术监督局获

“全国技术监督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５月１０日　由宝山区政府与东方
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历史永远铭记———

迎接上海解放５０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在
宝辰体育馆举行。

６月１日　宝山实验学校民乐团登
上上海大剧院舞台，参加奔向新世纪少

儿民乐专场音乐会演出。

１１月２１日　宝山区首次公开招考
选拔处级领导干部，来自全国各地报名

者１８４人次，８４人参加笔试，３７人参加
面试，正式录用６人。

２０００年

３月９日　宝山宾馆黄健等３名一
级厨师代表上海饮食行业参加日本东京

第三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集体作品“江

南风味宴展台”获特等奖。

５月　宝山区残疾人运动员在全国
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上获５金、１铜，打
破２项残疾人运动会世界记录。
１０月　经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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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宝山区交接仪式 区档案馆／提供

部批准，上海东圣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为区首家被授予可专门从事收购

出口的企业。

２００１年

２月　宝山区被国家林业部评为
“全国平原绿化达标先进单位”。

１０月２８日　上海市纳米技术产业
化基地在上海大学科技园区挂牌成立，

并与四通纳米港同时奠基。上海大学科

技园四通纳米港由宝山区政府、上海大

学上海四通纳米港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

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共同投资组建。

１２月 ２０日，上海 Ａ２０（城市外环
线）公路西北段工程建成通车。该工程

段自沪嘉高速公路至吴淞越江隧道，全

长１８５公里，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开工，工
程总投资３５８８亿元。

２００２年

１月２８日　上海市“一·二八”淞
沪抗战７０周年纪念大会在宝山举行。
２月７日　宝山、宝钢签订《宝山、

宝钢全面加强合作备忘录》。

４月　临江公园大成殿经市政府批
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６月１６日　纪念民族英雄陈化成
殉国１６０周年活动暨陈化成纪念馆重修
开馆仪式在宝山临江公园举行。

９月２８日　上海市“一城九镇”试
点城镇———罗店中心镇建设启动。

１１月３０日　列为市环城绿化带生
态园林试点工程的外环线４００米绿带率
先在宝山启动，宝山段占地５００公顷，市
领导与近万名市民参加绿带的植树活

动，２００３年６月完成。
１２月９日　共和新路混合高架道

路全线贯通，总投资４５亿元，自上海火
车站至?川路立交，全长１２４３公里。
１２月 ２０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环境、人口与可持续发展”（ＥＰＤ）教育
项目第六次国家讲习班现场会在宝山吴

淞中学召开。

１２月　上海轨道交通 ３号线（Ｍ３
线）北延伸工程启动，自安汾路至江杨北

路全长１３４公里，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建
成通车。

２００３年

２月 １３日　区委、区政府为侦破
“１·２３”抢劫、绑架案的参战干警举行庆
功大会，并宣读了区政府的嘉奖令。该案

在２００３年上海刑侦系统综合评比中获
金奖。

４月９日　区内第一所社区学校在
通河新村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成立。

５月３０日　在区防治“非典”指挥部
统一指挥下，全区１６个乡镇、街道与有关
部门配合，出动２２５人，分成１４个无证行
医专项整治小组，取缔６４个无证行医点，
收缴医疗器械３５０件，销毁药品１３０箱。
８月２１日　宝山区举行“百连百区”

军民共建签约仪式，１００个驻区部队营、
连建制单位与 １００个居（村）委会签约
共建。

９月２８日　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
首任会长沈同衡陈列馆在区档案馆向观

众开放。

１０月６日　市政府在宝山区顾村
镇举行全市中低价“四高”（高起点规

划、高水平设计、高质量施工、高标准管

理）示范居住区建设启动仪式。顾村基

地占地１３０万平方米，规划住宅建筑面
积１０２６８万平方米。
１０月２３日，由宝山区世博网淞南通

讯站创意制作的“最大申博签名笔”获

大世界吉尼斯总部颁发的证书。

１１月２０日　宝山烈士陵园等８个
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获命名。

２００４年

３月１９日　宝山区与上海大学精神
文明建设共建签约仪式在上海大学举行。

５月１８日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
公司第十万只冷藏箱顺利下线，自２０００
年起，该公司产品在全球市场连续４年
保持第一的地位。

７月２１日　宝山区罗店中学管乐
队参加奥地利维也纳国立音乐大学举办

的第一届世界吹奏乐队比赛，获银奖。

１０月２日　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国
建筑学会和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组委会共

同主办、宝山区吴淞中学承办的“２００４年
全国青少年奥林匹克建筑模型竞赛”举

行。全国１０个省市２００余名运动员参赛。
１０月２１日　由上海市工商联和宝

山区政府联合举办的首届“长江口民营

经济发展论坛”在宝山罗店中心镇美兰

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１０月　宝山区淞南镇被国家农业
部、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农民体协评为全

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

１１月１１日　瑞典西格图纳市与宝
山区罗店中心镇结为友好城镇签字仪式

在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１２月　在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表
彰大会上，宝山区被授予“全国文物工作

先进区”称号。

△　国家农业部命名宝山区为“生
态示范区”。

２００５年

１月６日　宝山区被国家教育部等
部门命名为“全国科学教育实验区”。

１月９日　宝山区疾控中心医师袁
国平参加首支中国卫生救助队赴印度洋

海啸受灾国泰国，援助受灾人民。

１月１７日　宝山职业技术学校被国
家教育部命名为全国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１月　在第二届中国经济人物颁奖大
会上，宝山区民营企业家、上海申江燃气有

限公司董事长施凤德被授予“中国经济百

名杰出人物”和“中国改革人物”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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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７日　宝山区月浦镇在上海
市群众先进文化表彰奖励大会上获“全

国先进文化社区”称号。

４月　宝山区环境监察支队获国家
环保总局“全国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先进

集体”称号。

５月２３日　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

宝山区获“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度全国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优秀地市”称号，驻区某部综

合仓库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

集体”称号。

５月２５日　在国务院举行的第四
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表彰大会上，

宝山区海滨新村街道获“全国民族工作

模范集体”称号。

淞沪铁路吴淞镇站旧址 摄影／顾鹤忠

６月１３日　宝山区政府决定，追授
通河中学高三数学教师徐宏杰“宝山区

人民的好教师”称号。７月４日，团市委
追授徐宏杰“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

称号。

７月１３日 ～１５日　由国家体育总
局、上海市体育局、宝山区政府共同举办

的’２００５上海宝山国际女子篮球挑战赛
在宝宸体育中心举行。中国、澳大利亚、

俄罗斯、古巴４国女篮参赛。
８月７日～１９日　２００５年“同洲剑

校杯”全国少年击剑锦标赛在宝宸体育

馆举行。

８月２５日　在全国公安保卫战绩
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上，公安宝山分局局

长姚志荣获“任长霞式公安局长”、“全

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公安宝山分局信

访办主任郁羚获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度“全国
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９月９日　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
赵公元被评为“全国征兵工作先进个人”。

９月２７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到宝山区视察。

９月２８日　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
会、中国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关爱员工、

实现双赢”表彰大会上，宝山区上海东鼎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邵东明被授予

“全国关爱员工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

１０月２１日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等一行到宝山区参观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馆，并向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敬献鲜

花。中共中央台办负责人王富卿等陪同。

１０月２６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表彰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

进单位，宝山区大场镇新华村获“全国文

明村镇”称号，月浦镇、顾村镇盛宅村获

“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称号。

１０月　中华纺织服装会馆在大场镇
落成，会馆集服装展览展示、品牌推荐竞

赛、发布信息、论坛沙龙等多项功能。全

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出席开馆仪式。

１１月５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李铁映率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到宝

山区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贯

彻实施情况，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

长田成平和市有关领导出席座谈会。

２００６年

３月１日　上海市四套班子主要领
导到宝山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植树。

３月２８日　儿童文学家陈伯吹之
子、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院士等到宝

山，向宝山区政府捐赠陈伯吹的部分珍

贵手稿，以及他在各个时期的珍贵照片

和实物１５９件。８月１０日，宝山区举行
陈伯吹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大会。同日，
陈伯吹生平陈列展开展。

６月　在第三次全国残疾人工作会
议上，宝山区获“十五”期间全国残疾人

工作先进区称号。

１０月１７日　特奥会上海邀请赛羽
毛球赛在宝宸体育馆开赛。

１０月　始建于１８７５年６月的淞沪
铁路景观重现吴淞社区。由一个老式火

车头以及吴淞铁路、淞沪铁路历史图文

陈列室组成景观点。

１２月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千
强镇信息，宝山区的高境镇、杨行镇、大场

镇、淞南镇、庙行镇、顾村镇、罗店镇、罗泾

镇及月浦镇全部入围全国“千强镇”。

２００７年

１月８日　宝山区在中国红十字第
八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暨全国社区红十

字服务示范市（区）命名表彰大会上获

“全国社区红十字服务示范区”称号。

１月３１日　台湾桃园县教育代表
团访问宝山，作客宝山实验小学、宝山第

一中心小学和行知中学。２月 ３日，台
湾桃园县平镇国民中学管乐交流参访团

到宝山，与高境一中管乐团进行了名为

“同奏友谊旋律，共创美好明天”的管乐

交流演出。

１月　宝山区被国家教育部列为全
国“中小学生课外文体活动工程”示

范区。

３月　宝山区被中央文明办和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评为全国关心下

一代先进集体。

５月　公安局宝山分局政治处信访
办主任郁羚获“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

察”称号。

６月８日　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第一批上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罗店彩灯、吹塑纸版画、罗泾十字挑

花技艺、罗店龙船、月浦锣鼓名列其中。

６月１６日　全国首家省级钢铁服
务业协会———上海钢铁服务业协会成

立，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发来贺信，市

政协主席蒋以任、宝钢集团公司总经理

艾宝俊、区长斯福民等出席，首批１６０家
会员单位包括钢贸、物流配送、结构安装

等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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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宝山区由５８名机关干部、
教师等组成的党的十七大精神宣讲队伍，分四

路下到农村、社区、企事业机关等开展宣讲活

动 摄影／刘定传

第２９届奥运会女子２００米蝶泳金牌获得者———刘子歌 摄影／凡　军

　　６月　宝山中学参赛作品“半屏蔽
天线原理及无线击剑记分装置”获陈嘉

庚青少年发明金奖。

　　９月１９日　受中国科协委托，上海
市科协对宝山科普工作进行全面的检

查，宣布宝山区成功创建“全国科普示范

城区”。

９月３０日　第十二届世界夏季特
殊奥运会圣火抵达宝山，在宝山体育中

心举行“迎圣火”仪式和火炬跑活动。

１０月２日～１２日，２００７世界夏季特殊奥
运会羽毛球比赛在宝山举行。

１１月８日　大场中心小学举行“全
国书法特色学校”挂牌仪式。

１２月１日　在首届中国中小企业
节上，宝山区人民政府被中国中小企业

协会评为“扶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成绩

显著地方政府”，全国有２５个地方政府
获此荣誉。

１２月１日～２日　由国家体育总局
群体司、篮管中心和教育部体卫艺司联

合举办，各参加省、市、自治区体育、教育

部门协办的２００７年阳光体育进校园全
国篮球总决赛在区宝宸体育馆举行。

２００８年

２月　国家建设部公布２００７年中国
人居环境奖获奖城市（项目）名单，宝山

区炮台湾生态环境建设项目榜上有名。

３月１１日　上海市著名商标评选
活动揭晓，宝山区有２家企业的商标入
选。加上２００７年前已获得此称号的 ７
家企业的商标，宝山区至今已有９家企
业的商标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

３月１７日　淞南镇获全国特奥活
动示范社区，吴淞街道、大场镇获上海市

特奥活动示范社区称号。宝山区特奥羽

毛球运动员梅佳、袁敏、刘菁和孙燕华及

重症机能运动员曹波被评为第１２届世
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代表团

优秀运动员。

３月２７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
部发布表彰决定，宝山区人民检察院获

“文明接待室”称号。

４月１１日　在第２３届英特尔上海
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和第６届百万青
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中，

宝山中学高二（１）班俞佳侃同学的作品
《临界角改变原理水位控制仪》，夺得创

新大赛的一等奖和市长提名奖，同时获

得“明日科技之星”称号，并代表上海参

加全国大赛。

５月１２日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
生，牵动了宝山市民的心，区级机关干部

开展现场捐款活动，现场捐款共计

４９７８９７０元，并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的热潮。至６月２４日，
宝山区共募集到抗震救灾捐款达 ８０００
余万元。

６月 ２６日　宝山区罗店镇“罗
店———端午节划龙船习俗”入选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７月８日　上海市首家“社区卫生
服务集团”正式签约成立，一个“４＋８＋
１７”医疗联合体诞生。市一人民医院、华
山医院、市三人民医院、曙光医院４家三
级医院分别牵手区内市一宝山分院、宝

山中心医院、宝山中医院等８家二级医
院，对口负责全区 １７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７月１７日　宝山区农村有线电视
户户通开通暨捐赠仪式在罗泾镇合建村

陶家宅举行，从而在全市郊区（县）中率

先实现农村有线电视的户户通目标。

７月２６日　由宝山区培养输送的
两位游泳运动员———石峰和刘子歌，在

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公布的北京奥运会中

国运动员大名单中榜上有名，实现宝山区

游泳项目入围奥运会零的突破。８月１４
日，在女子２００米蝶泳决赛中，刘子歌以２
分０４秒１８的成绩创造新的世界纪录并
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第２９届奥运会首
枚游泳项目金牌。刘子歌是实现“宝山

为国家培养输送优秀运动员，在奥运赛场

上争金夺银，为国争光”目标的第一人。

７月　罗店天平村被国家司法部、民
政部授予“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

８月６日　全国首个社区气象灯在
宝山友谊社区正式启用。区长斯福民和

市气象局局长汤绪共同为气象灯启用点

击按钮，位于宝山八村高层居民楼楼顶的

一排蓝、红、橙、黄、白、紫六色灯正式

启用。

８月２７日　宝山区吴淞街道养鸽
爱好者刘金华驯养的信鸽“黑桃皇后”

被权威杂志《中华信鸽》确认，打破吉尼

斯三年四飞超远程纪录。

９月１４日　宝山区残疾人选手章
旭飞和队友勇夺残奥会坐式女排冠军。

１０月２４日　宝山获全国“站、栏、
员”科普宣传栏建设示范项目，这也是上

海市唯一入选的项目。

１１月１５日　上海市首家小额贷款
公司之一的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开业，上海宝农联合经营体、上海枫

泉通信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分别与宝莲小

额贷款公司签约，分别贷款３０万元和５０
万元。

１２月３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一行到宝山

区视察，并与宝山民建会员座谈。

１２月２６日　作为国内第一家专业
动漫衍生产业主体园区———上海动漫衍

生产业园正式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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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２００８）
ＤａＳｈｉＪｉ（２００８）

■编辑　吴思敏

１月１０日，区举行产学研合作推进暨科技进步表彰会 摄影／顾莉莉

!

月
１日　宝山区图书馆远程服务系统

试运行，市民足不出户即可远程访问和

免费使用图书馆的所有数字资源。

２日　由区红十字会、区团委以及
上海大学团委联合发起的“２００７年上海
大学志愿者捐献造血干细胞活动”在上

海大学启动。１００余名上大学生采集血
样，加入上海市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

４日　在全国双拥模范城命名表彰
大会上，宝山区连续第五次获“全国双拥

模范城”称号。

８日　罗店彩灯启运新西兰，参加
当地华人举办的新春元宵盛典。罗店彩

灯的历史稍早于罗店龙船，迄今已有约

四百年历史。

△石洞口码头举行石洞口客运站改
扩建工程开工典礼。宝山区委书记吕民

元出席，崇明县委书记孙雷宣布工程

开工。

９日　区首家农业高科技蔬菜专业
合作社成立。全国品牌蔬菜生产商景

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顾村镇谭

杨村星泰杨蔬菜专业合作社签约。

△区长斯福民会见宜家（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亚太地区总裁 ＩａｎＤｕｆｆｙ（杜
福延）一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合作事宜

进行了友好会晤。

１０日　宝山区召开产学研合作推
进暨科技进步表彰会，区科委与上海理

工大学签署《科技合作协议书》，区内多

家企业分别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

同济大学等签订科研合作协议。东方泵

业、秋之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５家公
司被认定为宝山首批产学研合作示范

企业。

１月１５日 ～１８日　宝山区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区委党校召

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

云耕出席开幕式。

１６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
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市委常委、市委秘

书长丁薛祥到宝山调研，重点调研农

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增收等面的

情况。

１７日　市委常委、副市长杨雄到
宝山走访慰问友谊路街道社区事务受

理中心，了解社会救助、劳动就业等工

作，参观智障人士阳光之家；走访退休

老教师庄明英和困难家庭苗民耀

家庭。

△经市有关方面评定，潘泾路拓宽
改建工程二期工程被评为２００７年度上
海市市政工程质量金奖。

１８日　国家建设部公布２００７年中
国人居环境奖获奖城市（项目）名单，宝

山区炮台湾生态环境建设项目榜上

有名。

２３日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与月浦
镇聚源桥村、罗店镇光明村和罗泾镇新

陆村正式签订帮扶项目协议书，宝钢分

别投入１５０万元（分三年）用于光明村
蔬菜储藏保鲜项目建设，投入 ５０万元
用于新陆村村宅道路建设，投入 ４０万

元用于聚源桥村老年活动中心建设。

△宝山区与市属大企业座谈会召
开。区领导斯福民、夏雨及上海电气集

团董事长徐建国、百联集团董事长马新

生、仪电控股集团董事长张林俭、华谊

集团董事长金明达、长江发展集团董事

长王亚奇、蔬菜集团总经理安培以及交

运集团、上汽集团、光明食品集团、上港

集团、纺织控股集团企业负责人参加

座谈。

３１日　经上海打捞局２０余名潜水
员和近８０名施工人员 ２８天的艰苦打
捞，位于长江宝山航道附近水域最大吨

位的沉船“中昌 １１８”整体打捞起浮。
该轮长 １８５８４米、宽 ３０米、型深 １６２
米、载重４３４７３吨，于上年１２月２０日与
一艘万吨轮相撞，坐沉在宝山十四装卸

区码头附近水域。

１月 宝山区遭遇灾害性雨雪天气，
道路积雪面积６９８万平方米，厚度０１５
米，体量超过１００万平方米。区领导分
赴各街镇察看雪情、了解情况，各级全

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正常

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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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２１日，在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举行“迎上海世搏会倒计时８００天‘宝山迎世博纪念林’奠基
仪式” 摄影／黄永庆

"

月
２日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

韩正打电话到区应急办，询问宝山区积

雪清除和副食品保障等情况。

△上海第六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举行节徽、吉祥物征集活动及官方网站

启动仪式。艺术节的主题是“文化，让生

活更和谐”。艺术节节徽、吉祥物征集活

动截稿日期为４月１５日。
１３日　春节后首个工作日，区委、

区政府召开机关作风建设推进大会，要

求公务员切实做到“法律规定依法办，职

责范围快速办，急难任务马上办，特殊情

况灵活办，敏感问题透明办，群众困难协

调办，有利发展大胆办。”

２１日　上海市世博局、区政府在炮
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举行“为世博奉献一

片林———２０１０上海世博会倒计时８００天
‘宝山迎世博纪念林’奠基仪式暨元宵

游园活动”，上海世博会执委会专职副主

任、世博局党委书记钟燕群，市政府副秘

书长、上海世博局局长洪浩，宝山区领导

斯福民、袁鹰等出席。

２１日　区残联召开第五次代表大
会。区领导及市残联副理事长龚伯荣等

出席会议。大会选举副区长张浩亮担任

区残联第五届主席团主席。聘请区委副

书记陆学明为区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

主席；区委统战部长周德勋，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周明珠为区残联第五届主席团

名誉副主席。

２１日　宝山区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对区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的年度经济发展的目标

任务进行细化分解和具体部署。

２５日　区妇联、区公安分局、区司
法局、区综治办联合召开区创建“平安家

庭”表彰推进会暨反家庭暴力工作联席

会议，表彰１３个创建“零家庭暴力”小区
先进集体和２４名创建“零家庭暴力”小
区先进个人。

２６日　大场老镇改造上大动迁房
基地举行进户仪式。

２８日　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副主
任吴景春一行到宝山考察，副区长李原、

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孙常敏等陪同参观

区幸福工程项目点之一的通河一村编织

服务社。

#

月
５日　由区妇儿委牵头，区卫生局、

财政局等部门联合举行的“为退休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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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启动。交通

大学第三人民医院、市一医院宝山分

院、宝山中心医院、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等８家医院被确定为宝山区退休妇女
和生活困难妇女妇科病、乳腺病免费筛

查点。

６日　由副市长徐南凯带领的江西
省上饶市党政代表团来宝山参观考察。

区委书记吕民元、副区长张浩亮接待代

表团一行。

△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会
见印度安赛乐米塔尔集团中国首席执行

官德克·马太（ＭｒＤｉｒｋＭａｔｔｈｙｓ）一行，
双方进行友好会谈。

△由市客轮公司投资建造的“飞翼
１号”新型高速客轮在吴淞码头首航。

１１日　上海市著名商标评选活动
揭晓，宝山区有 ２家企业的商标入选。
加上２００７年前已获得此称号的７家企
业的商标，宝山区有９家企业的商标被
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

１７日　在上海市残疾人群众体育工
作会议上，淞南镇获全国特奥活动示范社

区称号，吴淞街道、大场镇获上海市特奥

活动示范社区称号。特奥羽毛球运动员

梅佳、袁敏、刘菁和孙燕华及重症机能运

动员曹波被评为第１２届世界夏季特殊奥
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代表团优秀运动员。

１８日　宝山区石太路 ＷＴ１３标现
场挖土机开工，标志着在地下铺设近４０
年的西区污水输送干线———“西干线”

全面改造升级工程启动。

２０日　区召开企业污染指数（ＥＰＩ）
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首度表彰宝山区

环境友好型企业，宝钢股份有限公司特

殊钢分公司、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

司、上海复星医药朝辉药业有限公司等

３家企业入选；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等９家企业被评为２００７年度宝山区环
境保护先进企业。

２１日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秋余、
区委组织部长朱勤皓等领导会见由地委

委员、组织部长董向军率领的新疆阿克

苏代表团一行。

２６日　大场雨水泵站结构主体完
工，标志着区污水治理三期工程雨污水

泵站主体工程建设完工。该项目是市政

府第三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重大项目

之一，于２００５年９月开工。
２７日　２００７年上海市优美景点和

景观道路评选揭晓，宝山区半步园绿地、

上大路（沪太路—南陈路）当选。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发布表彰
决定，区人民检察院获“文明接待室”

称号。

２９日　区退役士兵双向选择招聘
洽谈会在区职介所举行，招聘会提供近

１４０个用工岗位。
３月 宝山区与世界最大的钢铁企业

印度安赛乐米塔尔集团签署《关于发展

钢铁服务外包产业合作备忘录》。双方

将在钢铁综合服务外包、物流服务外包、

研发服务外包、ＩＴ服务外包等领域加强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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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日　作为全区首个市安全社区创

建试点单位，吴淞街道安全社区创建正

式启动。

△在第２３届英特尔上海市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和第６届百万青少年争创
“明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中，宝山中学

高二（１）班俞佳侃《临界角改变原理水
位控制仪》，获创新大赛的一等奖和市长

提名奖，同时获得“明日科技之星”称

号，并代表上海参加全国大赛。

４月１３日，奥运火炬手金晶凯旋 摄影／徐莺音

３日　以罗泾港区为依托的上海港
散货交易配送中心项目通过专家组

评审。

８日　全国政协常委、市工经联会
长蒋以任一行赴宝山视察上海钢铁服务

业协会。

△坐在轮椅上的中国宝山姑娘金晶
在参加奥运火炬巴黎站传递活动中，用

身体捍卫奥运火炬。

△区政府联合上海市期货交易所、
东航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市钢

铁服务业协会共同主办以“沟通信息、交

流探讨、共谋发展”为主题的钢材期货与

宝山钢铁贸易发展研讨会。会上，东航

与钢协就合作意向进行签约，副区长夏

雨为“钢铁期货培训中心”揭牌。

１１日　上海餐饮行业协会组织奉
贤区部分学校食堂负责人到罗店中学参

观。该校食堂获上海市“餐饮业‘六 Ｔ
实务’现场管理示范点”称号，是全市中

学唯一获得这一称号的单位。

１７日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代表
团一行到宝山学习考察，副区长朱永泉

陪同参观。副区长朱永泉和赤坎区常务

副区长彭海签订缔结友好城区协议。

２１日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
中将到宝山烈士陵园缅怀先烈，瞻仰

参观。

２５日　由上海钢铁服务业协会、
“钢领”、“我的钢铁”网站主办的“宝山

钢铁服务全国行”首站活动在湖北武汉

举办。该活动作为第三届中国中部投资

贸易博览会系列活动之一，以“真诚沟

通、诚信合作、成就共赢”为主题，集中宣

传区钢铁服务业综合优势，系统推介本

区钢铁服务业载体，展示宝山投资发展

环境。来自钢铁链企业、新闻媒体等行

业的２８０余人与会。
２８日　致公党宝山区支部委员会

召开成立大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

德勋，致公党市委专职副主委张立军等

出席会议。

３０日　区政府和中国移动上海公
司举行关于持续推进宝山信息化建设及

“无线城市”建设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双方在基础通信设施建设、政务信息化、

钢铁物流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等多个领

域达成合作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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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６日　同济路外环线高架环岛发生

集装箱高空坠落导致伤亡事故，事故中

死亡３人，伤５人，其中重伤２人，经济
损失达数百万元。针对同济路高架环岛

集装箱卡车、重载车辆超速失控交通事

故，市区交管部门增设限速标志和电子

监视装置。

１０日　江西省上饶市委副书记、市
长董?生率领上饶市党政代表团访问宝

山。区委书记吕民元，区委常委、副区长

夏雨接待代表团一行。

１２日　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牵
动宝山市民的心，全区范围内掀起支援

灾区的热潮。至６月２４日，宝山区共募
集抗震救灾捐款８０００余万元。
１４日　区卫生局２００８年第一批次

抗震救灾医疗人员出发。宝山区全年共

派遣１１批３２人次赴灾区抗震救灾。
２２日　区首家民营企业科协海隆

石油工业集团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大会在

区科协科技工作者之家举行。

２３日　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一
行到宝山工业园区考察。宝山、宝钢领

导就双方有关合作项目进行磋商。

２７日　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评定和确认，

通过“国家 ＡＡＡＡ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
业”认证，成为宝山区首家获得４Ａ级的
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

２８日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
会和宝山留学人员联合会举行成立大

会，市委常委、市统战部长杨晓渡对联合

会成立表示祝贺。

５月 宝山区全面完成２００８年度合
作医疗投保工作任务，全区５２３６５名应
参合人口全部参合，镇保参合人数１３８９４
人。全区筹集合作医疗基金 ３８４２７万
元，人均筹资７２７元，比上年增加７３％。

&

月
２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到

宝山走访、座谈，了解区人大常委会工作

情况。

△在市经委、市财政局、市知识产权
局公布的《２００７年度上海市专利新产品
（第二批）认定目录》中，宝山区有 ７项
产品榜上有名，占全市总量的２１２％。
３日　经专家评审推荐并报上海市

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审核批准，吴淞炮台

湾湿地森林公园被正式命名为“上海市

科普教育基地”。

４日　在上海市双拥模范（先进）命
名表彰大会上，命名宝山区等１９个区县
为“上海市双拥模范区县”。宝山区实

现上海市双拥模范区县“六连冠”。

１３日　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宝山区
分会成立。上海市政协原主席、市老年

基金会名誉理事长蒋以任，市人大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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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市老年基金会理事长胡炜以及区领

导吕民元、斯福民等出席揭牌仪式。蒋

以任、吕民元共同为市老年基金会宝山

分会揭牌。

１９日　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
全景视察宝山。

△副市长艾宝俊带领市政府副秘书
长肖贵玉、市经委主任王坚等部门负责

人到宝山调研。

２６日　区举行“千村万户”农村信
息化培训普及工程及工程启动仪式。副

区长李原宣布培训普及工程正式启动。

市信息委副主任刘健、中国电信上海公

司副总经理张林德出席并为区“千村万

户”信息培训点授牌。

△罗店镇“罗店———端午节划龙船
习俗”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扩展项目名录。

２７日　国家统计局宝山调查队正
式成立。

２９日　区卫生系统组成首批医疗
卫生防疫队赴都江堰市对口支援。

６月 市发改委、市经委和市环保局
联合发文，正式明确本区为全市两个循

环经济试点区之一。

'

月
１日　区举行庆祝建党 ８７周年大

会，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区抗震救灾先进

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

５日　为配合吴淞公交客运中心站
新站启用，淞安专线、淞马线和永罗线３
条公交线路终点站搬迁至新建成的化成

路终点站。

８日　上海市首家“社区卫生服务
集团”正式签约成立，一个“４＋８＋１７”
医疗联合体诞生。市一人民医院、华山

医院、市三人民医院、曙光医院 ４家三
级医院分别联合区内市一宝山分院、宝

山中心医院、宝山中医院等８家二级医
院，对口负责全区 １７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由美国参数技术公司高级副总裁
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先生为团长的美国科技教育
代表团一行８人，在中央教科所、全国科
学教育师训计划项目主持人、博士生导

师毕诚陪同下访问宝山。

９日　由市委统战部、宝山区委共
建的“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

地”揭牌成立。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

晓渡为挂职基地揭牌。

１４日　上海港迄今投资建设的最
大散杂货综合性港区———上海港罗泾港

区二期工程通过专家验收，由试运营转

入生产运营期。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祖

远和上海市副市长沈骏出席竣工验收

会议。

１６日　文化部下发《关于命名一、
二、三级文化馆的决定》，宝山区文化馆

等１９个文化馆被命名为一级馆。
△副市长胡延照率市农委有关负责

人到宝山实地察看蔬菜生产情况，并慰

问农业园区员工。区委副书记、区长斯

福民等陪同视察。

１７日　区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开
通暨捐赠仪式在罗泾镇合建村陶家宅举

行，标志着宝山在全市郊区（县）中率先

实现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目标。

２１日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五届
六次全会在区委党校举行。会议审议通

过了《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

工作规则〈修订稿〉》、关于实施《宝山区

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纲要》的决议。
２５日　宝山区举行选聘生及“三支

一扶”大学生欢迎会暨“宝山人事人才

网”开通仪式。

２６日　由宝山区培养输送的两位
游泳运动员———石峰和刘子歌，在国家

体育总局正式公布的北京奥运会中国运

动员大名单中榜上有名，实现了宝山区

游泳项目入围奥运会零的突破。

２８日　为填补罗泾镇潘泾路及宝
山工业园区北块地区公交空白，区首条

乡村巴士“宝村１路”正式开通，线路总
长１２５公里，配备２辆空调车，设１７个
停靠站点。

３０日　“轮椅天使”金晶、抗震英雄
周庆阳等当选第十五届“上海十大杰出

青年”。

７月 罗店天平村被国家司法部、民
政部授予“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

(

月
５日　望源企业推出上海最大的素

混凝土建筑群———印象钢谷·罗森宝

（ＬＳＢ）商务中心。该项目总投资 １０亿
元，坐落于宝山工业园区的核心地块。

△副市长胡延照到江杨农产品批发
市场，慰问在一线工作的食品药品监管

人员。

△在东方社区信息苑月浦镇沈巷
点，宝山区举行“万名外来务工人员绿色

网上行”启动仪式。

６日　全国首个社区气象灯在宝山
友谊社区正式启用。区长斯福民和市气

象局局长汤绪共同为气象灯启用点击按

钮，社区气象灯位于宝山八村高层居民

楼楼顶，呈蓝、红、橙、黄、白、紫六色。

８日　由区信息委承建的“宝山区
统一身份认证和授权管理系统二期———

公务员门户”及新版协同办公系统正式

启用。

１３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率领
市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到宝山，调研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情况。

△宝山驻区官兵、中小学生、黄埔同
学会老战士及市民代表参加“八一三”

淞沪抗战７１周年撞钟仪式。《口述淞沪
抗战》第二辑的首发仪式同日举行。

１４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
到宝山参加人大顾村代表组座谈交流活

动，听取有关社情民意。

△宝山培养输送的泳将刘子歌以２
分０４秒１８的成绩创造了女子２００米蝶
泳新的世界纪录并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

得第２９届奥运会首枚游泳项目金牌。
刘子歌是宝山在奥运赛场上夺得金牌第

一人。

１８日　历时三年、征集了国内外数
百设计方案的“吴淞口滨江景观规划”

确定，八大主题尽显“水上门户”魅力。

２７日　吴淞街道养鸽爱好者刘金
华驯养的信鸽“黑桃皇后”被权威杂志

《中华信鸽》确认，打破吉尼斯三年四飞

超远程纪录。

△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董君舒
率领市纪监委有关领导，来宝山检查指

导工作。

△中纪委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纪检
组组长郭允冲率中央信访督导组来宝山

检查信访稳定工作。

)

月
４日　根据国家科技部技术创新基

金立项公告，由宝山区推荐的４个项目
被科技部列为２００８年度第一批国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共获得资

助资金２１５万元。项目涉及电子信息、
新材料等领域。

１０日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沈红光
到宝山调研。

１１日　由市委宣传部主导的一年
一度的上海民族民俗民间文化博览会暨

中秋民俗嘉年华活动，在上海东亚展览

馆拉开帷幕，“罗店龙船”作为宝山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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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化品牌参加展出。

１４日　宝山区残疾人选手章旭飞
和队友勇夺残奥会坐式女排冠军。

１５日　云南迪庆州委副书记、州长
陈建国率迪庆州党政代表团到宝山参观

访问。

１６日　区委、区政府在美兰湖国际
会议中心举行宝山区奥运功臣庆功表彰

大会，向打破女子２００米蝶泳世界纪录，
获得奥运会金牌的刘子歌，教练金炜和

获得奥运会男子１００米蝶泳第九名并打
破全国纪录的石峰授予荣誉称号并给予

奖励。

１８日　宝山区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
年暨建区２０周年摄影展在区文化馆开
展，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袁鹰等出席首展

仪式。

２２日　由宝山区旅游局主办的长
三角旅游庙会在宝山文化广场举行。

庙会以“迎世博盛会，展旅游风采”为主

题，分为苏浙沪旅游资源展示、土特产

展销、民间手工艺表演、旅游法律法规

咨询四大板块近百个展位，万余市民

参与。

２５日　区政府、宝钢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花园

饭店联合主办“滨江宝山、乘风扬帆”

２００８上海宝山投资推介会。
２６日　北京银行宝山支行落户宝

莲城中央商务区，成为该行在上海地区

的第一家支行。

２６日　世博动迁项目浦钢罗泾基
地配套市政工程罗北路道工程开工

建设。

９月 区经普办完成经普小区划分和
地名采集，共划分了５０２个普查小区，采
集２６００余项地名、道路信息记录，其中
有１１００余条（地标）信息和３９９条道路
信息。

１０月１４日，网上信访系统开通 摄影／顾莉莉

!*

月
１４日　宝山政府门户网站“网上信

访”系统改版开通，副区长钟杰点击开通

“网上信访”系统。

１５日　经上海市教育评估院评审，
市教委确定２４家单位为市社区教育示
范街道（乡镇），淞南镇名列其中。

△由重庆渝北区副区长韦竟成、政
协副主席王广荣率区政府考察团访问宝

山，就城区新镇的规划、建设等事项与区

相关部门和企业作交流和探讨。

１６日　由包头市市委常委、昆都仑

区区委书记刘德君带领的昆都仑区考察

团一行到宝山，考察区域内的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等发展情况。

１７日　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暨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开

幕式在宝山体育场举行。１６个国家和
地区的４０余支团队的近两千名中外演
员参加了演出活动。艺术节于１０月２２
日闭幕。

１８日　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间暨第十届月浦锣鼓年会在月浦

公园举行。来自比利时、韩国、日本、士

耳其等国内外的十多支艺术队参加

演出。

１９日　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间暨第五届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

年会闭幕式举行。“中国现代艺术之

乡”杨行的吹塑版画以其独特的艺术形

式享誉美术界，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创作

基地和队伍，人数达３５万余人，每年创
作作品４００余幅。
２３日　农工党中央常委、组织部长

肖燕军，农工党市委领导一行来宝山调

研民主党派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自身建

设情况工作。

２４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
雄，副市长艾宝俊率市发改委、市经委等

有关部门到宝山调研，并召开推进产业

项目建设现场办公会。

△宝山获全国“站、栏、员”科普宣
传栏建设示范项目，这也是上海市唯一

入选的项目。

１０月２５日　ＷＣＢＡ中国女子篮球

甲级联赛部分场次在宝宸体育馆举行，

这是宝山区连续第四次承办该项比赛，

此次比赛于１２月２７日闭幕。
２８日　区服务外包发展中心成立，

这是全市首家区级服务外包发展中心。

△在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举行
“２００８上海国际钢雕艺术节开幕式”。
市政府副秘书长王伟出席并致词，区委

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宣布开幕。

△位于庙行镇的陈伯吹实验幼儿园
举行开园揭牌暨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

先生塑像落成揭幕仪式。

１０月 上海戏剧学院继续教育实验
基地落户“半岛１９１９”滨江创意产业园
的１０号楼，该楼曾是上棉八厂的发电机
厂房。

!!

月
３日　甘肃省庆阳市委书记张智

全，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强率庆阳市党政

代表团考察访问宝山区。

４日　区召开第十届家庭文化节暨
五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３８８户家庭分
获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区五好文明家庭、区
学习型家庭称号。会上“宝山区妇联人

民调解委员会”揭牌。

５日　作为 ２００８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国际节能环

保论坛在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原上

海铁合金厂基建仓库）举行。论坛的

主题是“节能环保制度创新及新技术

应用”。

６日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沈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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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宝山就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

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进行调研。

１０日　区民兵训练基地正式开工
建设，民兵训练基地建筑面积１９９８６平
方米，预计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竣工。
１１日　宝山又一现代服务业商务

楼“世华商务广场”开工建设，项目位于

水产路北侧、杨盛河东岸，总建筑面积

６７８８５平方米。该项目由金工集团投
资，计划于２０１０年竣工，建成后将形成
集现代化办公和商务、文化生活、信息服

务为一体的商务休闲广场。

１２日　由宝山区援藏干部、西藏江
孜县委书记陈云彬，县委副书记、县长达

娃卓玛带领的江孜县党政代表团来访

宝山。

１４日　市交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陈辰康带领集团有关负责人来访宝

山，就宝山邮轮码头项目的配套问题，与

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等进行座谈

交流。

１２月１６日，区环保局获第五届中华宝钢环境奖环境管理类优秀奖 区环保局／提供

１５日　上海市首家小额贷款公司
之一的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开业，上海宝农联合经营体、上海枫泉通

信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分别与宝莲小额贷

款公司签约，分别贷款３０万元和５０万
元。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出席开业

仪式。

△位于月浦镇上的上海中冶医院医
疗大楼正式开工建设。

１８日　作为一家率先实行股份制
改造的全国性商业银行，选址牡丹江路

上的华夏银行在上海的第２０家分支机
构———宝山支行开业。

２１日　宝山区新建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在宝山工业园区拉法基项目工地举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宣布开工。本次集

中开工项目５２个，总投资１２３亿元。
２４日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德洙

来宝山调研党外代表人士挂职基地。

２５日　区召开镇级机构改革动员大
会，部署全区镇级机构改革工作。区领导

斯福民、朱勤皓、张浩亮等出席会议。

２６日　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带队到宝
山区进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听取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汇报。

!"

月
３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一行到宝山视察，

并与宝山民建会员座谈。

　　△宝山第二家小额贷款公司———宝
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

业，这是全市第四家正式营业的小额贷

款公司。开业仪式上，神农小额贷款公

司与上海新净蔬菜园艺场签订了首批

３０万元的贷款协议。
△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上海戏

剧家协会、上海电视台 ＳＭＧ综艺部、上
海人民广播电台戏剧曲艺频道联合主办

的“宝山沪剧团建团６０周年暨杨飞飞从
艺７０周年系列活动”在区委党校举行。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明珠向杨飞飞颁

发“德艺双馨”奖杯。上海戏剧家协会

秘书长陈达明致贺词。

４日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区长谢
宗孝率政府代表团一行到宝山考察

访问。

５日　区委召开会议欢迎新任区委
常委、组织部长盛亚平到宝山工作。

１６日　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中华
宝钢环境奖颁奖大会上，宝山区环境保

护局获中华宝钢环境奖环境管理类优秀

奖。中华环境奖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

高的社会性奖励。

１８日　总投资６５亿元的华润雪花
啤酒上海生产基地开工奠基仪式在宝山

工业园区举行。

△区卫生局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曙光医院举行“曙光医院宝山分院”合

作签约仪式。这个以宝山中心医院改建

为主体的工程总投资２亿元，被列入国
家重点中医建设项目，计划于２００９年底

建成并交付使用，宝山届时将拥有一所

现代化的中西医结合医院。

　　２０日　总投资１２６亿元的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工程建设项目正式开工。该

项目总建筑面积５５万平方米，每年的
综合通行能力设计为 ８０万人次，将于
２０１０年４月形成基本接待能力。

２３日　宝山区举行纪念改革开放
３０周年暨建区２０周年大会。区委书记
吕民元讲话，区长斯福民主持会议。宝

山区历任老领导包信宝、夏德润等出席

会议。

２６日　作为国内第一家专业动漫
衍生产业主体园区———上海动漫衍生产

业园正式开园。

△上海长江西路越江隧道开建，该
隧道连接宝山和浦东两区，计划２０１１年
底实现主线通车。

２８日　国内首家以“水岸经济”为
主题的企业总部基地———上海国际水岸

工程企业总部基地开工建设。该基地总

投资５亿元，建筑面积１１７万平方米，
计划将Ｍ３线附近三航公司老厂房改造
成海内外水岸工程企业总部办公、研发

和服务示范区。

３１日　宝山区环境保护监测监控
中心投入使用。

１２月 经过３年创建，全区接受白内
障复明手术的人数占有康复需要白内障

患者的１００％。宝山区通过全国白内障
无障碍区创建工作检查验收，并获专家

高度评价。

２３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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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陆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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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北、普陀４区毗连，西与嘉定区交
界，西北隅与江苏省太仓市为邻，横贯中

部的?藻浜将全区分成南北两部，吴淞

大桥、?川路大桥、江杨北路桥、沪太路

塘桥横跨其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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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９年前后全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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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横沙２乡划归崇
明县管辖后，有长江岸线２９２２公里，黄
浦江岸线６８２公里。有干河 ２４条，总
长２１３４３公里；支河４１９条，总长４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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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２００８年末，全区有耕地５３２１公顷，同口
径比较，比上年减少２３％（２００６年耕地
面积按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调整）。平

均每一农业人口占有００８２公顷。土壤
母质主要是长江带来的泥沙沉积物，经

长期耕作熟化而成，大部分为轻壤土和

中壤土，东半部沿江地区砂性较重，西半

部粘性增加。均适宜粮、棉、油、蔬菜、瓜

果等多种作物栽培。 （顾伯民）

■气候　２００８年气候特点：气温偏高，
降水正常，日照偏少。

冬季：前期（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月）气
温偏低，降水正常，日照明显偏少。平均

气温４１℃，比常年偏低１３℃，各月平
均温度分别为 ４２℃、４０℃，和常年
（４２℃）持平、（５１℃）偏低 １１℃。极
端最低气温零下４２℃（２月１４日）。降
水量１２３２毫米，比常年（１０４１毫米）
偏多１９１毫米。雨日 １６天，少于常年
２８天；日照时数仅２１４８小时，比常年
（２５７３小时）偏少１７％；平均相对湿度
６８％，比常年（７５５％）低７５个百分点。
多冰冻雨雪天气。后期（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平均气温７５℃，比常年偏低０７℃。极
端最低气温零下 ４８℃（１２月 ２３日）。
降水量２６３毫米，比常年偏少２成余。
雨日５天，少于常年 １５天；日照时数
１５４８小时，比常年偏少０３小时；平均
相对湿度６５％，比常年低１３个百分点。
多雾天和结冰天气。

春季：气温总体特高、中期偏低，降

水偏少，日照基本正常。３月至 ５月平
均气温１６３℃，比常年偏高２２℃，各月
平均温度分别为 １１４℃、１５９℃ 和
２１６℃，分别比常年偏高 ２９℃、偏低
１７℃和偏高２１℃。稳定入春日为３月
１０日，比常年提前２２天。终霜日３月５
日，比常年提前 １３天；降水量 １７０１毫
米，比常年（２７３９米）偏少近四成；雨日
２８天，比常年少９２天；日照时数４９３６
小时，比常年略多１０２小时；平均相对
湿度６５％，比常年低１４个百分点，天气
干燥，大气状况差。

夏季：气温中期异常偏高、前后期偏

低，降水基本正常，日照特少。６月至８
月平均气温２７６℃，比常年偏高１３℃，

各月平均气温分别为２４０℃、３０３℃和
２８４℃，分别比常年偏低 ０４℃、偏高
２６℃和偏低 ０８℃。最高气温达 ３５℃
或以上的天数１３天，比常年（６２天）明
显偏多。极端最高气温 ３８８℃（７月 ５
日）。入夏日５月１７日，比常年提早３０
天；雨量 ５１９３毫米，和常年（４９５３毫
米）基本持平，其中 ６月雨量比常年偏
多，出现一次大暴雨天气，而７月和８月
雨量比常年明显偏少，梅雨量３００７毫
米，比常年（１８３５毫米）明显偏多，入梅
日和出梅日明显比常年偏早，但梅雨期

多不连续性降水、多强对流天气，有局部

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出现；降水日数 ４５
天，比常年多７６天；日照时数１９１１小
时，比常年少 ４１１４小时（约 ６８％多）；
平均相对湿度 ７５％，比常年低 ８个百
分点。

秋季：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多，日

照明显偏少。９月至 １１月平均气温
１９９℃，比常年偏高１４℃，各月平均气
温分别为 ２５７℃、２０７℃和 １３２℃，分
别比常年偏高 １９℃、１９℃和 ０４℃。
入秋日１０月５日，比常年晚１３天；入冬
日１１月 ２６日，比常年晚 ３天；雨量
２４７６毫米，比常年多 １２％余；雨日 ３０
天，比常年多３８天；日照时数３５５２小
时，比常年（５０６５小时）明显偏少近
３０％；平均相对湿度７３％，比常年低４个
百分点。

２００８年总降水量１０８６５毫米，比常
年（１１２７３毫米）偏少 ４０８毫米，雨日
１２４天，比常年（１２６１天）偏少２１天。
２４小时降水量达５０毫米或以上天数１
天，比常年（２９天）少 １９天。汛期（６
月至９月）：总降水量６２８６毫米，比常
年偏多１７４毫米，雨日５６天，比常年多
７８天。入梅６月７日，比常年（６月１７
日）偏早１０天；出梅７月４日，比常年（７
月９日）偏早５天。梅雨量３００７毫米，
比常年（１８４２毫米）偏多 １１６５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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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日２１天，比常年少２天。７月至８
月多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有９级至１０
级，伴有短时暴雨降水。９月受０８１５号
台风外围影响，沿江沿海有８级至９级。

年平均气温 １７２℃，比常年高
１２℃，为连续 １５年气温偏高。３５℃或
以上高温天数１３天，比常年（６２天）明
显偏多，比上年少３天。年极端最高气
温３８８℃（与上年持平，为宝山有气象
记录以来的历年最高值）。极端最低气

温零下４８℃。２００８年终霜日为３月５
日（常年 ３月 １８日），终冰日为 ３月 １
日；２００８年初霜日１１月２０日（常年１１
月２０日），初冰日１１月２０日。全年无
霜期２５９天。年日照总数１６３５７小时，
比常年偏少１８％。年相对湿度７０％，比
常年低８个百分点。

年度气候主要特点：（１）年初出现
罕见的低温雨雪天气。１月１１日至１３
日、２月 ２２日至 ２４日分别出现寒潮天
气。１月中旬至２月上旬出现１５天雨雪
天气，降雪量达暴雪程度，积雪最深达

１２厘米。连续阴冷和降雪天气造成蔬
菜生产损失较大、电力供给紧张；低温还

造成道路结冰，对道路交通运输有很大

影响。（２）夏季多高温和强对流天气。
６月至８月高温天气特多，日最高气温
３５℃或以上的天数比常年多，高温造成
较长时期的用电紧张。汛期出现多次强

对流天气，其中 ８月 １７日出现飚风天
气，造成４００平方米工棚倒塌，因灾死亡
１人、受伤１６人（其中重伤１人）。（３）
年内主要受台风外围影响。夏季分别受

到台风 ０８０８号“凤凰”、０８１３号“森拉
克”、０８１５号“蔷薇”外围影响，局部出现
暴雨和７级至９级大风，总体损失不大。

（区气象局）

建制与区划
■历史沿革　宝山因山而得名。１４１２
年（明永乐十年），境内海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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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至今闸北区天目路，西至与嘉定

区交界的界泾、杨泾，东南至黄浦江以东

高桥一带，西南至真如地区，东西长３８
公里，南北宽 ４１５公里，面积 ４１９平方
公里。１９２８年（民国 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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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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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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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
后因宝钢建设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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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农

村划归虹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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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末，全区辖吴
淞、张庙、友谊路３个街道，月浦、罗店、
大场、杨行、罗泾、顾村、高境、庙行、淞南

９个镇。有居民委员会 ２７８个（包括乡
镇散居数），村民委员会１１１个。

■人口　２００８年末，有常住人口１３３２１
万，其中户籍人口８４６９４５人（含劳改局４
个农场 ９７５０人）。户籍人口总户数
３２７２５５户（含劳改局 ４个农场 ４２９７
户）。户籍人口中非农业人口 ７８２０５６
人。年内出生人口 ６０７０人，出生率
７２４‰。年内死亡人口６１９４人，死亡率
７３８‰。自然增长率 －０１４‰。人口密
度２８８４人／平方公里。年内结婚人数
７７８９对，离婚人数２７０３对。全区人口以
汉族为主，３７个少数民族共有７８２５人，
其中回族占少数民族人数的８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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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各个街道

和月浦镇、高境镇、大场镇。 （陆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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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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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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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有张华浜、军工路、

宝山、罗泾四大港区，岸线总长５４０５米。
其中罗泾一期码头于１９９７年正式投入
使用，罗泾二期散货码头工程投资近４６
亿元，码头岸线长 ７７０米，拥有 ２个 ２０
万吨级的泊位，设计年吞吐能力１６００万
吨，成为上港集团与宝钢集团联手构筑

的现代物流基地。码头还为马钢、武钢

等长江流域的工矿企业输送原料、运送

成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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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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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成以主干道为

骨架，次干道、支路为基础，农村公路为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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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的道路网络。主干道主要有逸仙路

高架道路、Ａ２０公路（外环线）和外环线
越江隧道、Ａ３０公路（郊环线）宝山段、共
和新路混合高架道路、轨道交通３号线
北延伸 （宝山段）、江杨路、沪太路、?川

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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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建设　宝山是传统工业基地，长
期以来形成以冶金、化工、建材和有色金

属加工等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上海市

重要工业基地———吴淞工业区内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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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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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内同类工业区

先进水平。２００３年被授予“上海市园林
城区”称号。近年来建成的大项绿化项

目有外环线绿带、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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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全
区绿地覆盖率４１％，人均公共绿地２０平
方米。

■历史文化和乡土文化　宝山区自
１９９５年以来共举办 ６届国际民间艺术
节。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于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２日举行，共有来
自１６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６个艺术团队参
加。群众文化形成 “一地一品”特色。

宝山已建立较完善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第一批有罗店龙船、罗店彩

灯、月浦锣鼓、罗泾十字挑花技艺、吹塑

纸版画，第二批有大场江南丝竹、庙行丝

竹、刘行白切羊肉制作工艺、顾村民歌民

谣。其中，第一批的五个项目及第二批

的大场江南丝竹列入上海市首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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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因此也成为全国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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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上海博览馆、“南京路上好八

连”事迹展览馆、陶行知纪念馆、陈化成

纪念馆等、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纪念碑、

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

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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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宝山供电分公

司。石洞口发电厂是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旗下的主要发电企业之一，也

是上海三大电力基地之一。华能石洞口

二厂是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属

电厂，是我国第一座大容量超临界火力

发电厂，一期工程安装２台６０万千瓦超
临界压力火力发电机组，全套设备由瑞

士和美国联合提供。石洞口二厂因在我

国首次成功引进超临界发电技术而获得

美国《动力》杂志颁发的 １９９２年“国际
电厂奖”。隶属于上海市电力公司市区

供电公司的宝山供电分公司，电网覆盖

宝山区大部分地块，拥有高低压供电线

路 ２７５５２７公里，供电用户数 ８０７万
户，历史上首次突破 ２００万千瓦大关。
２００８年完成总发电量１４３亿千瓦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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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生产管道燃气 ４２４亿立方
米。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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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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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供水总量 ９９４
亿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综合经济　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
快增长。全年实现增加值５０７０３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１４０％。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２４亿元，比上年
下降０５％；第二产业增加值２４７５９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４％；第三产业增加
值２５７２０亿元，增长１４７％。三次产业
结构比为０４：４８９：５０７。非公经济实
现增加值２５３９１亿元，占全区增加值的
比重由上年的 ４９２％上升到 ５０１％。

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全年财政总收入

１４０１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９％。区地
方财政收入 ５７４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２％。其中，增值税 ７２９亿元，增长
１８５％；营业税１７６１亿元，增长１４％；
企业所得税１０１７亿元，增长１０３％；个
人所得税２８８亿元，增长１３２％；房产
税２６５亿元，增长２８３％。区地方财政
支出 ８９６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５％。
其中区级财政支出 ５３３６亿元，增长
２６７％；街道财政支出 ４６５亿元，下降
０５％；镇 级 支 出 ３１６７亿 元，增 长
２８％。区地方财政支出中，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６４８亿元，增长６４％；公共安全
支出 ５２７亿元，下降 ２２％；教育支出
１３１３亿元，增长 ８９％；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８６１亿元，增长２８９％；城乡社
区事务支出１９６８亿元，增长６９９％；工
业商业金融等事务支出１９３４亿元，增
长５２％。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增长。全
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１６４０６亿元，
比上年增长３２％。其中，建设和改造投
资７５５１亿元，增长１５５％；房地产开发
投资８８５５亿元，下降５４％。从产业投
向看，第二产业投资４００１亿元，比上年
下降５０％，其中工业投资４００１亿元，
下降４０％；第三产业投资１２３８８亿元，
增长６０％。二、三产业的投资比例为
２４４：７５５。从投资主体看，国有经济投
资１５３１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９３％；集体经济投资 ２０３９亿元，占
１２４％；外商及港澳台经济投资 １５３３
亿元，占９４％；私营经济投资５３８０亿
元，占 ３２８％；其他经济投资 ５９２３亿
元，占３６１％。

■农业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全年实现
农业总产值 ６３８亿元，比上年下降
４８％。其中，种植业产值２９８亿元，下
降 １１８％；林业产值 ０４２亿元，增长
２６３％；畜牧业产值 ２１５亿元，增长
２１４％；渔 业 产 值 ０３５亿 元，下 降
５０８％。大力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
生产水平和经营效益。至年末，全区已

建立集体合作农场４４个，规模经营面积
３３２万亩，吸纳本地农民就业１７２０人，
粮食生产全部实现集体规模经营。提升

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提高农业抗灾能

力和生产效率。全年投入５０７７万元对
６１８６亩粮田和２９５８亩设施菜田实施综
合改造和建设，投入１１３０万元购置农业
机械４７３台（套），投资 ６６７万元建立 ９
个为农综合服务社。加大监管力度，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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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农副产品产量一览表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 吨 １３９８５ ９８

蔬菜 吨 ９６４５８ －３１２

生猪出栏 头 ７２０８０ １７７

牛奶 吨 ３５１４２ １３６

年末奶牛存栏 头 ８７７５ －４０

水产品 吨 ８７２ －３８５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销售产值一览表

行业名称 工业销售产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４５．６５ ４４．９

金属制品业 １３５．１２ －３．３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１２５．０８ ８１．２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６７．５４ －８．９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５７．６０ ５５．０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５４．０８ ８．１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４１．１６ １０．９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３６．４１ ２６．３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３３．３９ －６．０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２．２３ －１．６

保食用农产品安全。全年对“瘦肉精”

等违禁药物抽样监测 ５１６６份，合格率
１００％；蔬菜农残检测５０３万只，合格率
９９９９％；各类畜禽防疫检疫５９２６万头
（羽）次，全年未发生食用农产品安全

事故。

■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２０７６５亿元，比上
年增长１４０％，工业总产值１０３７６５亿
元，增长１８３％，工业销售产值１０２０１５
亿元，增长 １７７％，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销售产值 ８６７６６亿元，增长
１７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
９８０％。规模以上工业中，通用设备制
造业实现销售产值 １４５６５亿元，增长
４４９％，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１６８％；金
属制品业销售产值１３５１２亿元，比上年
下降３３％，占 １５６％。工业园区建设
取得新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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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８户，比上年增加３０户，实
现工业销售产值２８４９７亿元，比上年增
长２８５％，增速比全区快 １０８个百分
点，占全区比重２７９％，比上年提高２３
个百分点，投产企业单位土地实现工业

销售产值 ３０１３万元／亩，比上年增长
１１１％。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出现下滑。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３４８８亿元，比
上年下降６５％；实现税金总额２１６０亿
元，下降 ６０％。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
数为１６９１２，比上年提高９２５点。建筑
业较快发展。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３９９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３％。区域
内三级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全年完成建

筑业总产值 ４１７５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１２％，其中在外省市完成产值２４３１４
亿元，增长 ６６６％；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１７１１万平方米，增长 １０３％；房屋建筑
竣工面积４９７万平方米，下降４１９％。

■批发、零售和旅游业　消费品市场持
续保持活跃。全年实现批发和零售业增

加值 ５９４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７２％。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３６１３亿元，
比上年增长１５０％。其中，吃的商品零
售额７５９８亿元，穿的商品零售额１８３９
亿元，用的商品零售额 １１５４７亿元，烧
的商品零售额 ２６２９亿元，分别增长
８９％、０９％、１９２％和２８３％。集贸市
场全年成交额６６９７亿元，增长４２６％。
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年内成功举办

“传承红色圣火，做世博小主人”万名游

客游宝山活动、“迎世博盛会，展旅游风

采—长三角旅游庙会”、“凝聚希望，传

递希望”爱心之旅、田园农夫节、宏伟钢

城动感之旅以及２００８上海国际钢雕艺

术节。各旅游景点全年接待游客３５１９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６６２９万元。至
年末，全区有星级饭店１０家，其中四星
级１家。主要饭店（宾馆）实现营业收入
４８６亿元；接待４９９５万人次，比上年增
长１４％，其中接待海外游客７４９万人
次。全区有旅行社２６家，实现营业收入
４０４亿元，增长１８０％；组团出游１６６１
万人次，增长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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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５０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７％。加大公交线
路“辟、延、调”工作力度，市民出行条件

不断改善。新辟公交线路３条，调整公
交线路１３条，更新公交车辆１０５辆，新
建公交候车亭６０处，新建公交终点站４
处。年末区域性出租汽车“宝山巴士”

运行车辆６７０辆，从业人员１５１０人。至
年末，区域内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３４３２
户，拥有运输车辆 １８８１０辆，总吨位
１５５２万吨。其中，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企业２５户，运输车辆７８０辆；集装箱运
输企业 ２６０户，集装箱运输车辆 ５５５８
辆。邮政业务快速增长。全区拥有邮政

支局２３个，邮政所 ４７个，邮路总长度
３４２公里，全年邮政业务总量５２０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３３３％，发送函件 ９５１０万
件，国内特快专递１３３万件，国际特快专
递３５万件，报刊累计订销数１３７亿份。

■金融业　金融业较快发展。全年金融
业增加值 ２９７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２１％。至年末全区共有银行１９家，当
年新增 ５家；本外币存款余额 １３６２２６
亿元，比年初新增 ３２１１１亿元，增长
２７１％；贷款余额 ６０７７５亿元，比年初
减少５１８亿元，下降０８％。

■对外经济　进出口贸易增速放缓。全
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３５３１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２８％，增速回落７０个百分
点。其中，进口总额１１２７亿美元，增长
８０％；出口总额 ２４０４亿美元，增长
０５％。按企业性质分，外商投资企业出
口１９７３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８２１％；
外贸流通企业出口 １０３亿美元，占
４３％；自营进出口企业出口 ３２８亿美
元，占１３６％。按贸易方式分，加工贸易
出口占较高比重，全年加工贸易出口

１５５４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８４％，占
６４７％；一般贸易出口 ７８５亿美元，增
长 １３６％，占 ３２６％。主要出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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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装箱出口９７４亿美元，比上年下
降１６０％；未锻造铝及铝材出口３６４亿
美元，增长１１０％。出口市场更加多元，
对东盟出口大幅增长。利用外资稳步增

长。全年批准外资项目９９个，其中：新
批 ５７个，增资 ４２个，合同外资总额
３５１４２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８％。引资
项目中，第二产业项目数６３个，合同外
资２１７８３万美元，占外资总额的６２０％；
第三产业项目数 ３５个，合同外资额
１２７２２万美元，占３６２％。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一览表

指　标 余　额（亿 元） 比年初增长 （％）

各项存款 １３６２．２６ ２７．１

　＃企业存款 ６６７．５４ ２６．０

　 居民储蓄存款 ６８５．９１ ２８．４

各项贷款 ６０７．７５ －０．８

　＃短期贷款 ２５２．５８ ８．２

　 中长期贷款 ３５１．２２ －６．２

　＃企业贷款 ４３３．４３ －１．７

　个人贷款 １７３．００ １．３

　＃住房按揭贷款 １５４．３１ －１．４

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和主要市场一览表

类　别 绝对值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外贸出口商品总额 ２４．０４ ０．５

　按主要商品分

　　集装箱 ９．７４ －１６．０

　　未锻造铝及铝材 ３．６４ １１．０

　　钢铁或铝制结构体及其部件 ０．７７ １．８倍

　　钢材 ０．７４ －１２．８

　　制冷设备用压缩机 ０．６２ －９．７

　按主要市场分

　　美国 ６．４４ ７．５

　　欧盟 ４．８２ －３１．１

　　日本 ３．９４ ５．８

　　东盟 ２．３５ ３８．３

　　香港 １．０６ －２．０

　　印度 ０．９４ ４７．４

■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取得新进展。至年末，沪太路拓

宽主体工程竣工；轨道交通７号线北延
伸高架段和同济路高架东侧下匝道、石

太路竣工；罗北路路基主体结构贯通；江

杨南路、逸仙路、真金路等１４项大中修
工程竣工。区环保检测中心１１月竣工；
宝山中心医院改扩建工程和区人武部民

兵训练基地开工建设。道路整治取得成

效。积极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完成
公路整治 ３２１公里，市政道路整治 １８
条５５万平方米，吴淞大桥整修，整治路
名牌７６０块，补种绿化１４５公顷。拆除
违法建筑４５２４万平方米。为民办实事
项目全面完成。年内完成宝钢地区

１０９万户煤气内管改造；完成农村公路
建设２８条４５６公里，改造５座危桥；完
成６２１万户居民天然气置换，为１９８１
万户居民开展燃气安检服务，确保用气

安全。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变化影响，商

品房销售量下降。全年实现房地产业增

加值３７９６亿元，比上年下降５１％。据
房地产企业统计，全年完成房地产投资

额８８５５亿元，比上年下降５４％；施工
面积９３８３万平方米，增长１１３％；竣工
面积３０８８万平方米，增长２２６％；商品
房（现房＋期房）销售面积１８４９万平方
米，比 上 年 下 降 ４５５％；销 售 金 额
１５５６７亿元，下降３１２％。存量房成交
面积１２０２万平方米，下降２２８％；存量
房成交金额８０６亿元，下降１７１％。

■信息化　信息化项目继续推进，信息
基础设施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全年信

息化项目 ３４项，建设资金 ３０８６万元。
全年完成社保卡信息采集４８３万人，发
放社保卡４１６万张；完成７０周岁以上
老年人信息采集７４７万人，发放敬老卡
８０７万张；完成中小学生信息采集２０５
万人，发放学籍卡４４６万张；完成０到６
岁儿童信息采集２０１万人，发放儿童卡

２１６万张。发放长期居住证１３４万人，
办理临时居住证２４７０万人次。有线电
视网接入总数达到４２０万户，社区覆盖
率１００％，率先在全市实现“村村通”。
信息技术应用更加广泛。全年“上海宝

山”政府门户网站主页访问量１６９８５万
人次，比上年增长９８４％。全年主动公
开政府信息 ７４００条，比上年增长 ２５
倍；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７２７条；网上咨
询８０５５人次；咨询电话２０５３人次；现场
接待６６２８人次。

■教育和科学技术　各级各类教育迅速
发展。年内选派２５名城区优秀教师支
教农村，完成一中心小学、宝山实验小

学、广育小学等 ６所学校的资源重组。
至年末，全区有各类学校２３８所，其中中
学５３所，小学 ６１所，幼儿园 １０５所，在
校学生１１８９万人；有农民工简易学校
２４所，在校学生１９７万人。稳定有序地
完成了和衷高级中学由公办转制转为公

办学校以及６所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

办教育管理等改革工作，至年末，全区有

民办学校 ５２所，其中中学 ８所，小学 ６
所，幼儿园３７所，中等职业学校１所，在
校学生２１９万人。积极推动科技创新，
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年内列入市

科技小巨人企业２个，市科技小巨人培
育企业 ５个，获得国家、市创新基（资）
金、重点新产品和火炬计划等 ５３个项
目，获国家、市各类科技经费１６６０万元。
完成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３１项，启
动产学研合作项目１４个。全年专利申
请量３３４４件，其中发明专利１３１５件，实
用新型专利１７５５件。普及科学知识，提
高市民科学素养。年内成功举办以“科

普，与你同行”为主题的２００８宝山科技
活动周；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东方

泵业（有限）集团公司的“泵”展示厅成

功申报为市级科普教育示范基地；区级

科普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放；“农业科普

馆”互动数字平台开通；建成新农村科普

示范点２家；万人科普培训３１７期，培训
２５４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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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学校学生情况一览表

类　别
全部学校 其中：民办学校

学校数（所） 在校学生数（人） 学校数（所） 在校学生（人）

合计 ２３８ １１８９２２ ５２ ２１８７９

　中学 ５３ ３８８５８ ８ ５０８２

　　＃高中 ８ ７６８６ １ ７５２

　　 初中 ２８ １９１１７ ３ ２２７５

　　 完全中学 ５ ５５４７ １ ８０６

　　 九年制初中部 １１ ５８０２ ２ ６１７

　小学 ６１ ４６７８５ ６ ６１９０

　幼儿园 １０５ ２９４０５ ３７ ９７２８

　特殊教育学校 １ １３１ — —

　成人教育 １ ４７ — —

　职业学校 ２ ３４２３ １ ８７９

　其他 １５ ２７３ — —

■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广播电视事
业不断拓展新领域。在全市率先完成农

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全年共完成

１１４场文化下乡，４１８０场电影下乡进社
区放映。年内成功举办了第十届上海国

际艺术节群文活动开幕式暨第六届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节、“２０１０年中国上海世
博会倒计时８００天活动暨世博希望宝山
林奠基仪式”闹元宵活动等大型文艺演

出。年内拍摄大型电视专题片《２００８，我
们开拓奋进》，完成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节、人代会开幕式现场直播。

开设《百姓连线》、《市民话宝山》等广播

电视专栏。特色文化品牌建设取得新成

果。罗店镇（龙船）、顾村镇（诗歌）被命

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罗店划龙

船习俗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扩展项名录和上海市首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传承基地。区文化馆通过了国

家一级馆评估。至年未，全区有区级文

化馆２个，街镇公共文化站（中心）１２
个，区级图书馆１个，街镇图书馆１２个，
娱乐经营场所３４８家，影剧院８家。全
年区广播电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５１０３
小时，其中自办节目４２２７小时；区电视
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６４３９小时，其中自
办节目３２０８小时。宝山报全年出版５３
期。加大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

群众就医条件。年内新建３５个标准化
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新建５个
标准化社区中医康复理疗站；菊泉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年底试营业。至年末，全

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４０家，有卫生技术
人员５２２５人，医院床位 ４４９５张。年内
门急诊８０２１５万人次，增长１９１％；入

院 ８３４万人，增长 ７３％；健康检查
３８２７万人次，增长５５％。群众体育蓬
勃发展。以“精彩奥运，健康宝山”为主

题的２００８年系列群众体育活动—“十万
农民迎奥运，百万体育大联动”奥运倒计

时１００天活动、第三届“英港杯”体育舞
蹈公开赛等成功举行。竞技体育结出硕

果。我区培养并输送的运动员在第 ２９
届夏季奥运会上取得骄人战绩，刘子歌

打破世界纪录获得女子 ２００米蝶泳金
牌，石峰在男子１００米蝶泳比赛中获得
第九名并创造新的全国记录。年内参加

羽毛球、击剑、手球等项目市级锦标赛，

共获得２０枚金牌，其中我区输送的杨泉
获首个室外田径积分赛冠军。体育健身

设施不断完善。至年末，全区拥有社区

公共运动场２４处，健身苑１１个，健身点
４２１个，农民健身家园４７个。

■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至年末，
全区户籍人口 ８４６９４５人。全年出生人
口 ６０７０人，出生率 ７２４‰；死亡人口
６１９４人，死亡率 ７３８‰；人口自然增长
率－０１４‰。年末户籍人口中非农业人
口７８２０５６人。不断加强创业扶持和就
业援助。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３２７３９个，
其中企事业单位招工１８６０３个，自由职
业者６６４１个，非正规就业 ７４９５个。鼓
励自主创业，大力推进创业带动就业。

开业贷款担保累计放贷 ２３５笔，金额
８６２６万元；开业贷款贴息 ９８笔，贴息
７４５万元；自主创业登记３６８人。加大
对困难群体就业的扶持力度。全年新开

发就业岗位１４４６个；安置“零就业家庭”
成员就业６１６户，安置“双困”人员就业

４２２０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跨区就业实
施补贴，全年实现非农就业６０４４人。加
强技能培训和职业指导，提升劳动者技

能和就业竞争力。全年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２１３万人次。至年末有青年职业见
习基地８８家，全年组织１６３９名青年参
加职业见习。全年公共招聘网提供劳动

力市场招聘岗位７８８万个，应聘１３８４
万人次，组织职业指导１２３万人次。至
年末，全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２９０２８人。
城乡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据抽样调

查，全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２１５０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７％；农村居民
家庭人均纯收入１４５９２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４％。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１６３５１元，比上年增长 ８８％；农村居民
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９８３２元，增长
４９％。至年末居民家庭储蓄存款余额
６８５９１亿元，比年初增加 １５１７７亿元，
比上年多增１５１５３亿元，增长２８４％。
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继续增

加。居住条件不断改善。至年末，城镇

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２６４平方米，比
上年增加０４平方米。旧区改造稳步推
进。全年拆除旧房建筑面积２１０８万平
方米，动迁居民１２０９户；年内完成旧住
房综合整治１６５幢，５０８万平方米。廉
租住房受益家庭累计１４６７户。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至年末，全区

有２５８１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离退休人员１５９３
万人；有２５２２万人参加城镇失业保险；
有２５７６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
全年农民纳入社会保障１１７０７人，新征
用地人员、历史遗留问题人员０４２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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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镇保；至年末有５３８万人参加农村
养老保险，全年发放农村养老保险金

３２００万元；外来从业人员参加综合保险
２３６１万人；年内１３４位城镇高龄无保障
老人纳入社会保障。老年农民最低养老

金标准由 １４０元／月提高到 １８０元／月，
征地养老人员月生活费标准由５２０元提
高到６２０元。至年末，有５２８万人参加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全年筹集医疗基金

４８６９万元。社会福利事业蓬勃发展。至
年末，全区有收养类机构３８家，其中社
会福利院 １家，养老机构 ３７家，床位
５７７０张，收养人数３４９５人；有２１家社区
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１４家社区助
老服务社，为６４３３名老人提供居家养老
服务。扶贫帮困工程不断推进。全年投

入社会救助资金 １４１亿元。有 ２６９０９
人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额

７９８２万元；有１３２５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救济金额 ２１４万元；有 １５９０人次
获得医疗救助，救助支出 ６１０万元；有
４９３３人次享受春秋季特困学生补助，补
助金额４１９万元。年内安置残疾人就业
２９４名；整改盲道５２０米，整改无障碍坡
道２１２处。至年末，有福利企业１３３个，

从业人员７３１４人，其中残疾人２７１３人。

■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第三轮环保三
年行动计划继续推进，着力改善环境质

量。三年来全区已启动项目２５１项，启动
率９３０％，全面完成２２８项，完成率８４４％。
全年区级环境保护总投入１５３６亿元。
华能石洞口第一电厂（４台３０ＭＷ）和华
能石洞口二电厂（２台６０ＭＷ）完成烟气
脱硫和高效除尘，宝钢电厂完成１、２号
机组脱硫。庙行镇建成国家优美乡镇，

大场镇建成市级“扬尘控制区”，杨行镇

建成市级“烟尘控制区”。东城区空气质

量优良率达到 ９２３％。环境监管力度
不断加强。全年出动４２３５人次，对１９４３
户单位实施现场环境监察；完成各类污

染源监测４８７户，对９户严重超标企业
实施限期治理。雨污水基础设施建设稳

步推进。年内完成南部地区污水治理三

期１８条道路２３公里雨污水管道建设，
启动月罗路污水干管和工业园区雨污水

配套项目建设，启动５４３６万平方米住
宅小区和５０６家企事业单位的内部三级
管网改造。河道综合整治取得新成效。

完成沙浦二期、杨盛河四期综合整治和

小吉浦、西泗塘、南泗塘等疏浚工程，新

建护岸２１３公里，绿化 ８３万平方米，
疏浚河道土方 ８５３万方。绿化建设取
得新进展。新建各类绿地面积 ２００公
顷，其中公共绿地１３０公顷，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由上年的４０５％提高到４１％，人
均公共绿地面积由上年的１９平方米提
高到２０平方米。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
公园二期建设有序推进；共和公园竣工

开园；后工业景观示范园（钢雕公园）竣

工。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荣获中国人居

环境范例奖。安全生产事故不断下降。

全年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２８起，死亡 ２９
人，与上年相比分别下降 ３４％ 和
９４％；道路交通事故 １４１起，下降
５３３％，造成１２７人死亡、６３人受伤，直
接财产损失４９万元；火灾事故２６３起，
下降２９９％，造成 ６人死亡、４人受伤，
直接财产损失２８万元。

注：摘自《２０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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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淞口 摄影／陈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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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谭雪明

综述
２００８年是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和宝山

建区２０周年。区委根据市委九届四次、
五次全会的部署，围绕“四个更”的目

标，积极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重大

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坚定信心，迎难而

上，完成全年工作任务。（１）应对复杂
形势、推动经济发展。全面落实中央、市

委政策措施，召开各类企业代表座谈会，

分析形势、解读政策，增强企业发展信

心；扎实推进事关国计民生、事关可持续

发展的功能性和基础性项目建设，最大

限度地克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困难，形

成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态势，保持经济

平稳较快增长。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淘汰低效劣势企业，盘活存量土地。

加强节能减排，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年度

节能减排任务。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工业园区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功能配套

进一步完善，服务力度进一步加大。继

续深化与部市属大企业合作，与宝钢、上

海电气等大企业合作项目扎实推进。积

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推进三条轨

道交通站点服务业项目集聚。扎实开展

招商服务工作，成功举办２００８年宝山投
资推介会、“宝山钢铁服务全国行”和第

五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积极搭

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平台，在全市率先

成立两家小额贷款公司。深化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制定实施《宝山区投资项目行

政审批改革试行方案》，减少审批环节，

缩短审批时间。顺利完成镇级机构改

革。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进一步理清

全区新农村建设的总体发展思路，基本

完成规模化农业发展的阶段性任务，继

续保持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

工作局面。提高农业规模化水平，建立

健全支农惠农政策，进一步组建集体合

作农场；加强村级财务规范化管理，启动

实施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工作；加快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实行粮食生产全程

机械化；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建成９个
农业综合服务社。加强农村环境整治，

推进拆违控违工作，５０多个行政村通过
达标验收。推进自然村宅改造，村容村

貌明显改观。推进经济相对困难村结对

帮扶工作，全面落实扶持项目。（２）城
乡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启动实施

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组织开展“迎奥
运、办世博，创文明新宝山”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完成迎世博第一个百天行动计

划。发挥规划引领作用，重大规划项目

编制和建设取得突破，《宝山新城总体规

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获得市政府批准。着
力打造滨江景观带，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加大绿化建设力度，顾村公园一期初具

规模，共和公园等一批绿化项目建成开

放。加强市容管理，推进城市网格化信

息系统建设，城管综合执法继续加强，乱

设摊、渣土污染、违章搭建等得到遏制。

开展“上海市整洁镇、示范村”创建活

动，建成１０个市容环境“三类区域”（市
容环境示范区域、规范区域和达标区

域）。庙行镇成功创建为“全国环境优

美乡镇”。实施公交三年行动计划，加强

公交基础设施建设，新建一批公交枢纽

站点和候车亭，新辟、延伸一批公交线

路，开通“乡村巴士”。完成第三轮环保

三年行动计划和污染源普查任务，深化

环境综合整治，关停一批重污染企业，实

现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不断完善

环保“网格色标”管理办法，荣获“中华

宝钢环境（管理）优秀奖”。加强河道综

合整治，中小河道治理基本全覆盖；加快

雨污水基础设施建设，污水纳管工作取

得实效。完善预案，落实措施，确保安全

渡汛。（３）民生、社会事业发展。完善
促进就业政策措施，完成年度就业目标，

“零就业家庭”就业安置率保持 １００％；
积极开展就业援助工作，大力开发公益

性岗位，全面落实“万千百人”就业项

目；不断优化创业环境，全面落实创业优

惠、贷款担保等政策措施，近２万人接受
职业技能培训；扎实做好征用地人员和

历史遗留问题人员社会保障工作，不断

扩大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覆盖面。加

大对困难群众帮扶力度，完善“五助”

（助困、助学、助医、助老、助残）帮困体

系，社区市民综合帮扶工作实现全覆盖；

加快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建设，和谐

社区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位创建

取得新成效。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大力促进产学研结合，扎实推动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着力加强科普宣

传工作，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日”等活

动。推进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启动

“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培训宣传普及

工程，有序推进农业信息化试点项目。

发展教育事业，加大农村教育扶持力度，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开展农民工子

女学校纳入民办教育管理工作，提高教

育服务社会能力，推进学校场地设施向

社区有序开放。加强公共卫生工作，探

索优医组团发展模式，组建全市首个“社

区卫生服务集团”；实施“药品零差率”

改革，完善合作医疗大病减负、风险救助

办法，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进一步提

高，继续开展“巡回医疗进农家”、“人口

计生服务车进流动人口集聚地”等活动；

加快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建设

宝山中心医院改造工程等一批项目；全

面落实医疗卫生实事项目，各类传染病

预防控制水平进一步提高，低生育水平

继续保持稳定。体育工作取得突破性进

展，刘子歌荣获奥运女子２００米蝶泳金
牌并打破世界纪录，章旭飞荣获残奥会

坐式女排冠军；成功承办篮球、乒乓球等

一系列国际国内大型体育赛事，组织举

办“十万农民迎奥运，百村体育大联动”

等全民健身活动。（４）精神文明、和谐
社会建设。强化舆论引导和思想教育，

宣传贯彻十七大精神，开展辅导报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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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宣讲等活动。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
和建区２０周年，开展成果展示、文艺调
演等一系列纪念活动。创新新闻宣传工

作制度，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月浦镇成

功创建为全国文明镇，８个街镇荣获市
文明镇、文明社区称号。大力弘扬和实

践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扎实开展防灾、

减灾、救灾等工作，认真完成支援抗震救

灾、对口支援等任务。构建和谐文化，成

功举办第六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吴

淞文化研究与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罗店

镇、顾村镇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加快推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市

率先实现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完善

文化下乡长效机制，网络图书馆和农村

文化服务“三位一体”工程（农村基层服

务点、农村信息苑、农村数字电影放映

点）实现全覆盖；档案工作作用进一步得

到发挥，方志编纂工作取得新进展。完

善社会治安大防控网络，围绕“平安奥

运”目标，深入开展“两个排查”活动（排

查调处矛盾纠纷，排查整治治安混乱地

区和突出治安问题），认真解决社会稳控

中的漏洞和难点问题，完善应急工作机

制，全面梳理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

头和事端，明确责任、落实措施，圆满完

成奥运安保任务。深化基层“六无”、

“禁毒示范社区”等平安创建活动，“六

位一体”综治警务室实现全覆盖。加强

来沪人员服务管理，拓展服务内容，试行

抄告制度。发挥各类治安队伍作用，加

大严打整治和反邪教斗争力度，有效遏

止刑案高发态势，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

转。做好信访工作，组织开展“领导干部

集中接访下访”活动，落实领导包案制，

加强信访督查督办，初信初访工作成效

显著，重信重访专项治理有效推进；成功

化解一批信访突出矛盾和群体性事件，

奥运期间未发生进京非正常上访事件。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开展“隐患治理年”

活动，重点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交通、

消防、食药品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及时消

除隐患，全区未发生较大的安全生产事

故。（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
设。加强思想建设，强化对党的创新理

论体系的宣传教育，巩固并不断提升处

级单位党委中心组学习成效，组织开展

十七大精神辅导讲座，坚持举办处科级

干部专题报告会。加强组织建设，不断

完善干部工作体系，着力提高干部教育

培训的针对性和多岗位挂职锻炼的有效

性，继续规范考核、选拔、任用程序和领

导干部转任非领导职务办法，选调中青

年干部担任镇长助理，充实基层工作力

量。落实基层党建工作领导责任制，调

整充实区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职能，定

期研究、解决党建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

题；深化“为民地图”、“红帆工程”等特

色活动，开展“走进基层、服务群众”等

活动，推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

开展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公推直选”

试点，推进镇党代会常任制工作和“亮底

工程”（村党组织向党员亮工作底，村委

会向村民亮家底），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深化作风建设，巩固“作风建设年”活动

成果，扎实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

率”主题活动，继续开展政风行风测评等

工作，办好“百姓连线”直播节目；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主题，组织召开专

题民主生活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
作规划》和《上海市贯彻落实〈建立健全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
作规划〉实施办法》；加强党员干部廉洁

自律工作，加大办信查案工作力度，推进

派驻纪检组工作，加强审计工作，完善巡

察制度，配合市委巡视组开展工作；制定

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处级领导班子

党政主要负责人监督的实施办法》，全面

落实“一岗双责”工作规范，有效加强源

头治腐和行政监察工作。加强调查研

究，围绕影响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组织

开展８个专题的集中调研，进一步理清
发展思路；深化基层联系点制度，继续开

展联系帮扶工作，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

题。加强区委常委会自身建设，坚持把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扎实开展中心组联组学习、外出学习

等活动。贯彻民主集中制，认真实施《中

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工作规

则》，严格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

度，探索试行区委全委会监督常委会的

有效办法，试行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列

席常委会、区委常委定期向区委全委会

报告工作、党代表列席全委会等制度；全

面贯彻《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

积极探索区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实施

办法，制定形成相关制度。扎实推进民

主政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

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加强和改进

对人大党组、政府党组、政协党组的领

导，扎实推进依法履职、依法行政、政治

协商工作。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

建立“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

地”，扎实推进民族、宗教、侨务和港澳台

工作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加强

和改进对法院党组、检察院党组的领导，

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

察权。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支持

群团组织依照法律和章程开展工作，完

成区团委、妇联、残联、青联、科协换届工

作，继续推进工会组织建设，营造以党内

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

（魏　明）

主要会议
■区委五届六次全会　７月２１日，在区
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全会主题

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深

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按照市委九届四次全会

工作部署和区委确定的又好又快地建设

“经济实力更强、城乡环境更美、人民生

活更好、社会更加和谐的现代化滨江新

区”目标任务的要求，以“迎奥运、办世

博”为契机，正确研判形势，弘扬抗震救

灾伟大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攻坚克

难，全面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上午，

举行区委五届六次全会第一次会议。区

委书记吕民元主持会议并传达市委九届

四次全会精神，代表区委常委会报告工

作。区长斯福民作关于上半年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安

排的讲话。区委副书记陆学明作《中共

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工作规则

（修订讨论稿）》的说明。副区长张浩

亮、区委宣传部部长袁鹰作分管工作报

告。下午，区委五届六次全会举行第二

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

五届委员会工作规则（修订稿）》，通过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第六

次全体会议关于实施〈宝山区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纲要〉的决议》。会上，
大场镇、罗泾镇、建交委、政法委、卫生

局、杨行镇、友谊路街道等７家单位作交
流发言。

■区委五届七次全会　１２月３１日，在区
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全会主题

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

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

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按

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保增长、扩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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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调结构”和市委九届六次全会精

神，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

个中心”，始终围绕“四个更”的奋斗目

标，解放思想抓机遇，坚定信心保增长，

科学发展上水平，关注民生促和谐，为又

好又快建设现代化滨江新区而努力奋

斗。上午，举行区委五届七次全会第一

次会议，区委书记吕民元主持会议，并传

达市委九届六次全会精神，代表区委常委

会报告工作。区长斯福民就宝山区２００９
年经济社会发展初步安排讲话。区委副

书记陆学明作《中共上海市宝山区代表

大会代表任期制实施办法（试行）》以及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代表大会代表提议

制度》、《中共上海市宝山区代表大会代

表接待日制度》的说明。副区长夏雨、区

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向大会报告分管工

作。下午，举行区委五届七次全会第二次

会议，区委书记吕民元主持。全会审议通

过《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第

七次全体会议关于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

表任期制，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决

议》。区委书记吕民元作全会小结，就贯

彻落实市委全会和区委全会精神提出具

体要求。 （魏　明）

１２月２５日，宝山区举行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建区２０周年大会 摄影／浦志根

重要会议
■街镇、园区专题座谈会　１月１１日上
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二楼第一会议室

召开。主要研究各街镇、工业园区又好

又快发展问题，明确发展的对策措施。

区委书记吕民元、区长斯福民就做好

２００８年和当前工作提出要求。区四套
班子有关领导，以及区法院、检察院主要

领导出席。会上，各街镇、工业园区党

（工）委书记作交流发言。

■拆违控违工作现场推进会　２月 ２９
日上午，吕民元、沈秋余、陆学明、钟杰、

顾佳德等区领导前往大场镇，实地察看

东方红村、丰收村和葑村村拆违情况。

随后，在大场镇政府召开区拆违控违工

作现场推进会。区委书记吕民元讲话，

区人大主任沈秋余主持会议，各街镇相

关领导出席。会上，各街镇、园区签订

《２００８年拆违控违工作目标承诺书》。
与会人员观看《大场镇拆违工作情况》

录像。大场镇拆违试点村作交流发言。

■党政负责干部会议　３月 ３日下午，
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二楼第一会议室召

开。区委书记吕民元主持会议并传达胡

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

神，区长斯福民传达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

区四套班子领导沈秋余、康大华、李贵

庆、杜玉英、徐木泉、朱勤皓、张浩亮、袁

鹰、夏雨、吴德渊、周明珠、李原、朱永泉、

钟杰、顾佳德、张培正及区法院院长姚荣

民、区检察院检察长张志平及各单位主

要负责人出席会议。

■党委书记会议　４月１０日下午，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区

委书记吕民元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陆学明通报一季度政法、综治工作，

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区委组织部部长

朱勤皓传达市组织工作会议精神，通报

区组织工作会议筹备情况。区委宣传部

部长袁鹰、区委统战部部长周德勋分别

通报一季度分管工作，并部署下阶段重

点工作。各单位党委负责人出席会议。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５月 ７日下午，
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二楼第一会议室召

开。区委书记吕民元、区长斯福民出席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陆学明主持会议，区

公安分局局长姚志荣通报近期社会治安

情况，副区长朱永泉、钟杰通报分管工

作，副区长冯健理委托朱永泉通报其分

管工作。各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

■纪念建党 ８７周年大会　７月 １日下
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宝

山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７周年大会。
区委书记吕民元讲话，区长斯福民主持

会议，区委副书记陆学明宣读《关于命名

表彰宝山区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

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决定》，区委组织部

部长朱勤皓宣读《关于命名表彰宝山区

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

员的决定》。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区法

院主要领导出席。会上，区税务分局等

４家单位作交流发言。各单位负责人及
各方代表９００余人参加会议。

■信访工作会　７月２２日上午，在区机
关办公大楼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区委

书记吕民元、市信访办副主任李余涛出

席并讲话，区长斯福民主持会议，区委副

书记陆学明宣读表彰决定，副区长钟杰

作主题报告。区领导吴德渊、顾佳德及

各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会上，区委、区

政府与各街镇、工业园区、相关委办局签

订信访工作目标责任书。

■市委巡视宝山工作动员会　１１月１１
日上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

开２００８年市委巡视组进驻宝山区巡视
动员会。市委巡视联席会议成员、市纪

委副书记程志强、市委第四巡视组组长

吴明分别讲话，区委书记吕民元主持会

议并作表态性讲话，市委第四巡视组副

组长莘建础作填表说明。大会结束后，

在区委党校１号楼六楼多功能厅，召开
宝山区委向市委巡视组专题汇报工作会

议，会议由市委第四巡视组组长吴明主

持，区委书记吕民元代表区委向市委巡

视组汇报工作。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

出席。

■镇级机构改革工作动员会　１１月２５
日上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二楼第一会

议室召开。区长斯福民讲话，区委组织

部部长朱勤皓作工作部署，副区长张浩

亮主持会议，区纪委书记章俊荪出席。

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建区２０周年
大会　１２月２３日下午，在区委党校会议
中心大礼堂，举行宝山区纪念改革开放

３０周年暨建区２０周年大会。区委书记
吕民元、宝山区第一任区委书记包信宝、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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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第一任区长夏德润出席并讲话。

区长斯福民主持大会。沈秋余、康大华

以及区历届四套班子老领导姜燮富、于

根生、徐建国、李景琳、梁武杰、刘兵、李

贵庆、杜玉英、郝恩等在主席台就座，区

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出席。会上，集体观

看建区２０周年电视专题片《我们走在改
革开放大路上》。各届代表９００余人参
加会议。

８月２７日，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董君舒到宝山调研 摄影／蔡　康

■纪念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３０周年
座谈会　１２月３０日下午，在区机关办
公大楼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

吕民元、市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胡敏

出席会议并讲话，原区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胡廷福，虹口区委副书记、原宝山区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朱达等发言。区纪委

书记章俊荪主持会议，区领导周明珠、钟

杰、顾佳德及各单位负责人和纪检干部

出席。 （魏　明）

重大决策
■区委工作规则（修订稿）正式实施　
为进一步完善中共宝山区委的领导体制

和工作机制，加强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

和制度化建设，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

率，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

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和中

央、市委的有关精神，区委制定五届区委

工作规则（修订稿）（“五届区委工作规

则”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召开的区委五
届五次全会通过），于７月２１日召开的
区委五届六次全会上审议通过，７月２４
日正式印发各单位。区委工作规则（修

订稿）共８章３７条，内容分“总则、组织
原则、主要职责、会议制度、公文处理和

公务活动制度、作风建设、监督落实和责

任追究、附则”，由区委常委会负责解释，

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制订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纲要　为
贯彻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世博会筹办

这一重要契机，推动各方面工作上台阶”

的要求和《关于制定实施迎世博６００天
行动计划的指导意见》精神，进一步改善

区域城乡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加快

建设现代化滨江新区，推动科学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区委、区政府制订“关于实

施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的纲要”，于７
月２１日召开的区委五届六次全会上审
议并原则通过，并形成区委五届六次全

会关于实施《宝山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
计划纲要》的决议，８月８日正式印发各

单位。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的纲要明
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要求和主要

任务，分三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从

２００８年４月到８月底，主要是制定方案，
宣传发动，先行先试；第二阶段从 ２００８
年９月到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底，主要是实施
推进，狠抓落实，重点实施五个“百日行

动”，基本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第三阶段

从２０１０年１月到４月底，主要是落实整
改，巩固提高，全力保障上海世博会举

办。同时，成立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
领导小组，分设社会动员和城乡文明提

升行动、商业和窗口服务优化行动、市容

市貌综合整治行动、城市健康水平提升

行动等４个指挥部，指挥协调重要工作、
重大事项。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办公

室，负责工作推进中有关事项的协调、督

查事宜。 （魏　明）

重要活动
■中央、市委领导调研宝山工作　１月
１６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
市委书记俞正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丁薛祥到宝山区视察工作。区委书记吕

民元、区长斯福民等陪同视察月浦镇沈

家桥村村容村貌、聚源桥村蔬菜园艺场、

罗店镇天平村超大农业食用菌有限公

司、张墅村自然村宅改造、村卫生站以及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随后，在炮

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举行座谈。

１月 １７日上午，市委常委、副市长
杨雄到宝山区走访慰问。区领导吕民

元、斯福民、张浩亮陪同参观友谊路街道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智障人士阳光之家，

并走访慰问退休教师庄明英及困难家庭

苗民耀。

８月１３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韩
正到宝山区作工作调研。区领导吕民

元、斯福民陪同视察宝莲城商务区、上海

国际钢铁服务业中心。随后，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座谈会。

韩正讲话，区委书记吕民元汇报工作，市

政府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姜平等

市有关部门领导和斯福民、沈秋余、康大

华、陆学明、姚志荣、朱勤皓、张浩亮、袁

鹰、顾亦兵、夏雨、周德勋、章俊荪、李原、

钟杰、冯健理、崔卫中等区领导出席。

８月２７日下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董君舒到宝山区视察调研，区领导吕

民元、斯福民、陆学明、章俊荪陪同视察

宝莲城商务区、上海国际钢铁服务业中

心、创邑·幸福湾项目以及吴淞炮台湾

湿地森林公园。在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

公园举行座谈会，董君舒讲话，区委书记

吕民元简要汇报宝山工作，斯福民、张浩

亮、袁鹰、章俊荪等区领导出席。

８月２７日～２８日，中纪委驻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纪检组组长郭允冲率中央信

访督导组到宝山区检查信访稳定工作。

２７日下午，区委副书记陆学明、副区长
钟杰陪同参观上海国际钢铁服务业中心

和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区委书记

吕民元、区长斯福民、区公安分局局长姚

志荣与中央信访督导组见面。２８日上
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二楼第一会议室

召开汇报会。中央信访督导组组长郭允

冲、市信访办主任、联席办主任张示明分

别讲话，区委书记吕民元简要介绍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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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情，区委副书记陆学明汇报宝山区信

访稳定工作，区领导姚志荣、钟杰出席。

与会人员共同观看《宝山印象》专题片。

下午，区领导陆学明、姚志荣、钟杰陪同

中央信访督导组前往月浦镇，实地检查

月浦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及领导大接

访工作。随后，在月浦镇政府召开会议，

听取基层信访工作情况汇报。

９月 １０日上午，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沈红光一行到宝山区调研。区领导

吕民元、斯福民、陆学明、姚志荣、朱勤

皓、袁鹰、夏雨、章俊荪、李原、朱永泉、冯

健理等陪同视察宝莲城商务区、吴淞炮

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上海国际钢铁服务

业中心以及罗店卫斯嘉生态园。沈红光

一行还专程到罗店中学慰问学校教师。

■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心组学习
　１０月 ３１日上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二楼第三会议室，举行区委中心组学习。

主要学习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俞正声在

市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

会暨第一批参加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以及《上海市贯彻

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实施办法》的
通知。

■举办上海宝山投资推介会　９月 ２５
日下午，在上海花园饭店举行“滨江宝

山、乘风扬帆”２００８上海宝山投资推介
会。副市长胡延照出席并讲话，宝钢集

团董事长徐乐江、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

会议，区长斯福民出席并讲话，区领导沈

秋余、康大华、张浩亮出席，副区长夏雨

介绍宝山产业特色，宝钢集团副总经理

戴志浩代表宝钢集团致辞，副区长朱永

泉主持会议。现场签约１５个内外资项
目，投资总额１０５亿元。

■宝山区新建项目集中开工　１１月２１
日上午，在宝山工业园区拉法基项目工

地，举行“上海宝山区新建项目集中开工

仪式”。市长韩正宣布开工，副市长艾宝

俊、区委书记吕民元分别讲话，区长斯福

民主持仪式，副区长朱永泉介绍项目情

况，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拉法基集团驻中国
代表邓伟乐致辞。本次集中开工项目

５２个，包括产业项目３９个，社会事业和
民生项目１０个，市政设施、环境建设项
目３个，总投资１２３亿元。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项目开工　１２
月２０日上午，在宝杨路新圈围大堤长航
栈桥北侧，举行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项目开工典礼。副市长沈骏宣布工程开

工，市建交委副主任、交通运输和港口管

理局局长孙建平出席并讲话，区领导吕

民元、沈秋余、康大华、袁鹰出席，区长斯

福民主持仪式，副区长冯健理介绍项目

情况。

■抗震救灾活动　５月１４日上午，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一楼大厅，举行区级机关

为四川地震灾区献爱心捐款仪式。区四

套班子领导吕民元、沈秋余、康大华、陆

学明、朱勤皓、袁鹰、夏雨、周德勋、章俊

荪、吴德渊、周明珠、杨卫国、李原、朱永

泉、顾佳德等带头向四川灾区捐款。区

长斯福民主持仪式并作动员讲话。５月
１５日上午，在区文化馆广场，举行“宝山
区人民与灾区人民心连心”赈灾捐款仪

式。区四套班子领导吕民元、斯福民、沈

秋余、康大华、陆学明、姚志荣、袁鹰、顾

亦兵、夏雨、周德勋、章俊荪、吴德渊、周

明珠、李原、朱永泉、钟杰、朱芸芳等出席

并捐款，区长斯福民讲话，副区长李原主

持仪式。

６月２３日下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
心大礼堂，举行“宝山人民与灾区人民心

连心”———抗震救灾先进事迹报告会。

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并讲话，区委宣传

部部长袁鹰主持会议，区四套班子有关

领导和区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及各届

代表９００余人出席。会前，吕民元、斯福
民、沈秋余、康大华、袁鹰等区领导会见

报告团成员。

８月１５日上午，在区级机关办公大
楼三楼第六会议室，举行宝山区与都江

堰市向峨乡对口支援座谈会。区委书记

吕民元出席。区长斯福民、都江堰市向

峨乡党委书记罗鸿亮出席并讲话。区领

导沈秋余、康大华、崔卫中出席。副区长

朱永泉主持会议，并与向峨乡乡长付岷

涛签订灾区重建工作协议书。下午，在

区级机关办公大楼二楼第一会议室，举

行抗震救灾先进事迹报告会。向峨乡党

委书记罗鸿亮作《震不垮的战斗堡垒》

的主题报告。区委中心组成员出席，区

委宣传部部长袁鹰主持会议。

■奥运表彰　９月１６日下午，在美兰湖
国际会议中心四楼国际会议厅，召开区

奥运功臣庆功表彰大会。副市长赵雯出

席并讲话，区委书记吕民元、区长斯福民

分别向教练金炜、奥运会女子２００米蝶
泳冠军刘子歌、男子１００米蝶泳第九名
石峰，颁发荣誉证书、奖品和奖金。区长

斯福民代表区委、区政府致辞，副区长李

原宣读区委、区政府表彰决定，奥运冠军

刘子歌在大会上发言。区四套班子有关

领导、市体育局副局长韩秀芳以及刘子

歌父母、石峰母亲等出席。

■迎世博活动　２月２１日上午，在吴淞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举行“宝山迎世博

纪念林”奠基仪式暨元宵游园活动。上

海世博会执委会专职副主任、世博局党

委书记钟燕群、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

海世博局局长洪浩、区长斯福民共同为

“宝山迎世博纪念林”揭牌。上海世博

局副局长胡劲军与区长斯福民分别致

辞，区委宣传部部长袁鹰主持仪式，上海

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副主任陈振民、市文

广局党委副书记刘建、副区长李原共同

为“宝山迎世博纪念林”护林志愿者代

表颁发证书。

９月１９日上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宝山区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计划推进暨经济工作部署
会。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并讲话，区长

斯福民主持会议并传达“市迎世博 ６００
天行动计划动员会议”精神。

１０月３０日下午，在庙行镇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四楼会议室，举行宝山区

“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现场签约仪式。区
长斯福民主持并讲话，区委宣传部部长

袁鹰、副区长夏雨出席，副区长冯健理部

署下阶段工作。

■党政领导干部学习研讨班　２月 ２７
日上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举

行区处级党政“一把手”学习研讨班开

班动员会。区委书记吕民元作动员讲

话，区长斯福民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陆

学明宣读《区委区政府关于对２００７年度
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实绩考核中先

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实施表彰的决定》。

区四套班子领导和全区各单位处级干部

出席会议。会上，对２００７年度实绩考核
中的先进集体进行颁奖。与会人员观看

电视专题片《２００８年我们开拓奋进》。
下午，在区委党校１号楼六楼报告厅，召
开区委、区政府２００８年工作解读专题会
议。研讨班学员分组研讨《关于２００８年
特定目标考核奖惩的实施意见（征求意

见稿）》。２月２８日，在区委党校１号楼
六楼报告厅，举行区处级党政“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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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研讨班专题讲座两场。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作《从城

市规划看宝山城市发展》专题讲座，华东

师大世博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林拓

教授作《从吴淞文化发展看宝山城市文

化发展》专题讲座。区委书记吕民元主

持区处级党政“一把手”学习研讨班结

业式，区长斯福民讲话。区领导沈秋余、

康大华、陆学明、张浩亮、袁鹰、顾亦兵、

夏雨、周德勋、章俊荪出席。学习研讨班

学员代表作交流发言，各镇、街道、城市

工业园区、宝山工业园区和宝山航运开

发区党政主要领导与区委、区政府签订

《２００８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书》。３
月７日至８日，区领导吕民元、沈秋余、
康大华、陆学明率区四套班子领导及全

体学员，赴浙江省绍兴市学习考察。

３月２５日～２８日，在区委党校举行
区处级党政副职领导干部培训班，共分

党的建设、经济建设、社会事业及社会

保障、城市建设管理、社会稳定等 ５个
专题。区领导陆学明、姚志荣、朱勤皓、

张浩亮、袁鹰、夏雨、李原、朱永泉、钟

杰、冯健理等分别参加专题研讨班有关

活动。

■集中调研活动　３月６日 ～１９日，区
委围绕破解影响宝山科学发展的瓶颈

问题，在区有关委办局中组织开展“加

快推进城乡建设”、“提高行政审批效

率，促进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加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加快推进新

农村建设”、“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和先

进制造业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建设”、

“推进民生工作”、“加快推进社会事业

发展”等８个课题的集中调研，共同查
找存在问题的症结，研究对策措施，进

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增强条块之间的工

作合力，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提高

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区委书记吕民

元主持调研汇报会并讲话，区四套班子

有关领导出席。会上，各委办局作专题

汇报，相关单位作补充汇报，各镇、街

道、园区围绕调研专题发言。年底，区

委决定集中一个月左右时间组织开展

集中调研活动，明确要求在调研活动

时，要紧密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

神，紧密结合将要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要求，紧密结合迎世

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紧密结合完成全年
各项目标任务，重点在“党员干部受教

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

上找差距、明目标、抓落实，做到调研谋

划与推动工作“两促进、两不误”，为谋

划２００９年工作奠定基础。

■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１０
月１５日 ～２２日，宝山区举办第六届上
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系列活动。１０
月１７日晚，在宝宸体育中心举行第六届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开幕式。副市

长屠光绍宣布开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胡炜、区委书记吕民元分别向宝山市

民代表授上海国际艺术节节旗和宝山国

际民间艺术节节旗。市政协副主席吴幼

英出席，第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

委会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翁铁慧主

持开幕式。区长斯福民、联合国国际民

间艺术组织副主席伊廷分别致辞，区四

套班子有关领导出席。２２日晚，在金富
门举行艺术节闭幕式。区委书记吕民元

宣布闭幕，并向联合国国际民间艺术组

织副主席伊廷先生颁发“杰出成就奖”，

区长斯福民致闭幕词，联合国国际民间

艺术组织亚洲区秘书长文亨硕致词，区

领导沈秋余、康大华、姚志荣、袁鹰、李原

等出席。

■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　７月 １６日上
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一楼大厅，举行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共建宝山新农

村”———区级机关干部为农村困难家庭

购买电视机捐款仪式。吕民元、斯福民、

沈秋余、康大华、陆学明、朱勤皓、张浩

亮、周德勋、章俊荪、吴德渊、周明珠、杨

卫国、李原、顾佳德、崔卫中等区四套班

子领导和区级机关干部参加捐款。７月
１７日上午，在罗泾镇合建村陶家宅，举
行“有线大家看，有情一线牵”宝山区农

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开通暨捐赠仪式。区

委书记吕民元宣布区农村有线电视户户

通开通并开启现场电视荧屏，市文广局

局长朱咏雷、区长斯福民分别讲话，副区

长李原主持仪式。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

出席。

■“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主题教育
报告会　５月２９日下午，在区级机关办
公大楼第一会议室举行。区委书记吕民

元讲话，区纪委书记章俊荪主持会议，区

委组织部部长朱勤皓、区委宣传部部长

袁鹰及机关干部２００余人出席。会上，
集中观看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厉

华作的《红岩魂》专题报告录像。

■区委民主生活会　１１月１８日下午，

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Ａ５０１会议室，召开
２００８年五届区委民主生活会，主题是
“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区委常委

会全体成员出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

秋余、区政协主席康大华列席，市委巡视

组副组长莘建础等市有关部门领导受邀

列席。本次民主生活会重点围绕“增强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结合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全力推进
宝山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进一步弘

扬抗震救灾的伟大精神”、“进一步加强

党员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

加强节约型机关建设，反对奢侈浪费”等

五个方面进行重点讨论，共分组织学习、

征求意见、开展谈心活动、撰写发言提

纲、召开民主生活会、制定和落实整改措

施、情况通报和材料上报、整改落实情况

上报等８个步骤开展。 （魏　明）

纪检
■概况　２００８年，坚持“标本兼治、综合
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把握

和体现改革创新、惩防并举、统筹推进、

重在建设的基本要求，扎实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作，为又好又快

地建设现代化滨江新区提供有力保证。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研究制定

２００８年区委、区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的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分工，

协助区委召开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

导小组会议，将八个方面４９项工作任务
以告知单的形式分别明确到１４名区分
管领导、２０家责任部门。组织协调开展
对１８家单位责任制落实情况的专项检
查，共访谈党政主要领导３２名、班子成
员３８名，发放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
测评表７３６份，回收 ７３３份。加强反腐
倡廉宣传干部教育管理，组织党员干部

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大关于反腐倡廉建设

的新观点、新论点、新举措，下发学习材

料３０００余本。组织开展“讲党性、重品
行、作表率”主题教育活动，举办专场演

出，组织观看《红岩魂》专题教育片，举

办“扬正气、促和谐”廉政公益广告巡

展，编发７期主题教育专报、《警示与启
示———宝山区开展警示教育体会文章精

选》、《勤政与廉政———宝山区百位书记

反腐倡廉教育党课精选》，进一步深化主

题教育活动。开展“两节期间”廉洁从

政专题教育、“滨江清风”廉政文化系列

活动、正面典型教育和反面警示教育等，

强化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执行廉洁从政各

项规定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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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　组织学
习贯彻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和市《实
施办法》。通过举办知识竞赛、学习培训

等多种形式，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

等媒体的作用，营造贯彻落实的良好氛

围，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了解和掌握《工作

规划》和《实施办法》的精神实质、基本

要求和主要内容。牵头协调各职能部

门，协助区委、区政府制定和实施宝山区

贯彻落实市《实施办法》工作任务分工，

将１１０项工作任务明确到３１家牵头单
位、４４家协办单位，明确工作目标和要
求，指导今后５年建立健全宝山区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工作。

１月２３日，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五届三次全会 摄影／徐莺音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落实“四大纪律、
八项要求”和中央、市委、区委关于领导

干部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加强对元旦、

春节期间执行廉洁自律情况的监督检

查。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廉洁

从业行为，在区属国有（集体）企业中集

中开展“七个不准”专项工作。坚持廉

政谈话制度，以日常廉政谈话和集体廉

政谈话的形式，对１６批５０名新任处级
领导干部进行廉政谈话。建立每月与区

委组织部相互通报相关干部信访情况、

每季度向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专报信

访分析情况、每半年向区有关领导专报

（通报）该领导分管（协管）的处级单位

领导干部信访情况等制度。建立处级干

部电子廉政档案系统，落实个人重大事

项报告制度和礼品礼金的上缴、统计制

度，全区各单位全年共上缴各类卡、券

１４６１万元，上缴现金３９３７万元。根据
市纪委要求，落实用公款为个人购买补

充养老保险的清退工作，共８家单位８７０
人清退投保资金和利息１１５４９６万元。

■依纪依法办信查案　全区各级纪检监
察组织全年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５３４件
（次），按照“分级负责、归口管理”的原

则，先后对２名处级领导干部进行函询，
对１２名处级干部和２名科级干部进行
信访谈话，责成１个单位的党政领导班
子就群众反映并经查实的问题召开专题

民主生活会。初核５２件，立案３６件，其
中，涉及处级干部３件。结案３３件，党
纪处分３１人，政纪处分２人，受到司法
机关处理 ２５人。加强案件审理工作，对
全区２００７年度审结的案件开展质量及
处分决定执行情况检查。

■加强对权力行使的监督和制约　加强
对全区各单位“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

策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制定出台《关

于进一步加强对处级领导班子党政主要

负责人监督的实施办法（试行）》，明确

八个方面的监督内容和五种监督方式，

进一步强化对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的监督制约。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对民主

生活会、述职述廉、个人重大事项报告、

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重点加强对党政领导班子和主要

负责人廉政勤政情况的监督。加强和改

进巡察工作，完善巡察工作制度，对区信

息委等８家单位开展集中巡察，对张庙
街道等６家单位进行巡察“回头看”。拓
宽巡察范围，首次开展对区属国有企业

的巡察，探索积累企业巡察的基本方法

和基本经验。扩大巡察结果反馈范围，

改向班子成员反馈为大会公开反馈，强

化巡察工作成效。制定《关于对区纪

（监）委派驻纪检组实行统一管理的实

施办法（试行）》，加强对派驻纪检组的

统一管理和工作指导，组织对派驻纪检

组的考核评定，强化派驻纪检组的监督

职能。各派驻纪检组在加强对驻在单位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加强对权力

行使前和行使中的监督的同时，进一步

加强驻在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 （翁癑）

组织
■概况　２００８年，按照以改革创新精神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体部

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实基础、做亮

特色，加强和改进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

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以

及实用人才集聚地建设，开展“讲党性、

重品行、作表率，树组工干部新形象”学

习实践活动，提高干部群众对组织工作

的满意度，为又好又快地把宝山建设成

为经济实力更强、城乡环境更美、人民生

活更好、社会更加和谐的现代化滨江新

区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智力支持。

（１）优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结构。全
年共出台干部调整方案 １９批，涉及 ５３
个处级单位的干部１４７人次，其中提拔
４３人、交流 ３１人。在提拔的处级干部
中，正处级干部平均年龄为４７３岁，副
处级干部平均年龄为４０２岁，具有大学
以上文化程度占 ８５７％，女干部占
２８６％。指导团区委、残联、妇联、科协、
青联等群团组织完成换届选举工作。对

新提拔任用或异地交流的处级党政领导

班子成员开展任职回访，年内共回访４４
个单位的５６名干部，访谈干部群众５０４
名，形成专项报告３份。全年举办处级
党政“一把手”班和副职班、镇长助理培

训班、青年干部理论学习班等４０个主体
班次，培训干部５７７８人次，并选调局级
干部３０人次、处级干部 ８４０人次 Ｖ、优
秀青年干部 ９１人次参加市、区各类培
训，组织１６０２名干部参加在线学习。加
大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和锻炼干部的力

度，完成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四川

都江堰市的干部选派任务，组织５３名青
年干部到巡察办、信访办等重点工作基

地进行挂职锻炼。健全“先告之、后考

之，先考事、后考人，先考核、后奖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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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考核模式，完善干部日常工作记实考

核网络平台，组织实施年度实绩考核，发

挥考核的导向作用。配合市委巡视组检

查工作，会同区纪委对４批８家单位进
行巡察，组织开展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收入申报、企业兼职清理、经济责任审计

等工作。（２）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
制。对１４个街镇、园区和１３个委办局
开展组织工作目标考核。组织村“两

委”负责人参加专题培训，集中培训

８６００人次；选调６批１２人次农村年轻干
部到组织部挂职锻炼。推进地铁、物业

管理和城管执法等社区党建联建工作，

评选命名５１个社区“五好”党组织；开展
“楼组党建”工作，举办５期社区基层干
部“双月培训”，近１２５０人次参加培训。
推进“红帆工程”和“达标创优”活动，建

立“两新”组织党组织定点联系制度，探

索商务楼宇、商业街城和专业市场党建

工作以及党的工作进社团的途径。落实

机关党的组织生活固定时间制，组织开

展“学习十七大、争创新业绩、展示新形

象”主题实践活动和创新机关党的组织

生活交流评选活动。做好发展党员工

作，规范发展党员工作程序，举办非公企

业主入党积极分子专题学习班。召开党

员教育联系会议，结合抗御雨雪冰冻灾

害、支援抗震救灾、反邪教和奥运会保障

宣传等工作，推进党员教育。加强来沪

流动党员身份认证管理，实行流动党员

活动证接收回复制度和反向发证制度，

协助市委组织部完成来沪流动党员核查

工作。做好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

制的前期准备工作，研究制定相关配套

制度措施，仔细核对上海市第九次党代

会宝山代表及宝山区第五次党代会代表

信息。推进镇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

作，指导各镇召开党代表大会年会，探索

完善镇党代表列席党委会、信访接待、联

系党员群众以及培训、视察调研等工作

制度，组织开展镇党代表述职和党员群

众对党代表评议工作。深化“亮底工

程”建设，指导基层党组织建立健全相关

工作制度，开设“亮底工程”网上公开

栏，进一步丰富“亮底工程”内涵。（３）
完善人才工作机制。召开人才工作协调

小组会议，制定《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宝山区
人才工作行动计划》，落实人才工作目标

责任制。总结环保、规划、都市农业三个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工作室的工作经

验，开展上海市高校优秀大学生赴宝山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举办以学习贯彻科

学发展观为主题的高级专家和企业经营

管理者理论培训班，年内资助１名高级
专家出版专著。以区青年人才协会为载

体，开展宝山讲坛、建言献策、素质提升

小组等活动。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开展职业技术能手评比和表彰。会

同区民政局、社团局对区域内２００余家
社会组织专（兼）职管理人员进行专业

培训，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４）加强组织部门自身建设。贯彻 ＩＳ０
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规定，区党员服务中
心、区委组织部先后通过上海市质量体

系审核中心的认证复审。严格执行出入

境政审审批、档案管理、信访工作等制

度，考核验收区农委、区卫生局等３３家
单位的干部人事档案。加强组工信息交

流工作，全年共编辑出版《上海宝山组织

工作》７期、《上海宝山人才工作》６期。

■建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分析机制　年
内建立领导班子配备情况定期分析制

度，通过年度实绩考核、日常走访调研、

任职回访等工作，全面了解处级领导班

子自身建设情况，形成阶段性班子运作

情况分析报告，为配优配强班子打下基

础。建立干部岗位调整预测制度，根据

区委对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总体要求，

在年初对年度班子配备的结构要求、岗

位数量、调整计划安排等进行预测和分

析，提出相应措施，形成年度干部调整需

求和调整计划，以增强干部调整工作的

计划性。建立干部调整工作评估制度，

在年底对年度干部调整工作进行回顾，

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建

议，及时积累更加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

和方法。

■举办处级干部专题培训班　探索小班
化、项目化、精品化的培训模式，运用浦

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华东师范

大学、区财政局、区委党校等院校部门的

教育培训资源，引入案例教学、情景模

拟、现场教学等培训方式，组织举办党性

修养、财政财务管理实务、金融知识、领

导艺术、心理调适等８个班次的处级干
部专题培训班，有４３７名干部参加培训。

■新一轮处级党政副职后备干部集中选
拔　按照《宝山区处级党政副职后备干
部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在年初完成新一

轮的后备干部集中选拔工作。通过个人

报名、群众推荐、组织选拔，建立包括

２６６名处级党政副职后备干部和２７名备
案人选的后备干部库，其中来自农村、社

区一线的干部１２名，党外干部３４名。

■首批镇长助理差额选拔、挂职锻炼工
作　设立镇长助理岗位，以锻炼提高年
轻干部的综合工作能力和加强各镇党政

领导班子的工作力量。组成考察组，对

１８名镇长助理差额考察人选进行考察，
从中确定８名人选派到各镇担任镇长助
理。其中，男性５人、女性３人，平均年
龄为３０７５岁，均为大学以上文化程度，
博士、硕士研究生各１名。制定实施《镇
长助理挂职锻炼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挂

职期间的工作职责、考核管理等。

■开展组织史编撰工作　区委组织部与
区委党史研究室共同牵头，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上海市宝山区组织史资料

（１９９８０７～２００８０６）》编纂工作，记录
１０年间宝山区各级党政组织机构沿革、
干部调整变化情况。年内完成全区工作

布置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和全区各单位

组织史资料中干部调整情况部分的修订

工作。

■开展“走进基层、服务群众”活动　起
草并报区委下发《关于开展“相聚在党

旗下———走进基层、服务群众”活动的实

施意见》和具体实施方案，分别从区级机

关、委办局和街镇三个层面进行动员部

署，在“宝山党建”网开设学习专栏，编

写《工作动态》８期。

■推进慰问帮扶工作　元旦春节期间，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累计走

访慰问困难党员４５５９人，使用帮扶资金
３０５２４８２４４元。深化委办局与经济薄弱
村结对帮扶工作，对年可支配收入低于

１２０万元的１５个经济薄弱村，联系确定
２５个委办局党组织进行结对帮扶。

■深化“为民地图”活动　研究“为民地
图”系统在建立健全协同协调解决问题

工作机制方面的作用，召开“为民地

图———实有人口”系统建设现场会，开展

“为民地图”系统（二期）使用培训，完成

对８个镇２９０余名居（村）委负责人和电
脑操作人员的培训。

■缴纳特殊党费支援抗震救灾　“５·１２”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动员组织广大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支援抗震救灾工

作。完成“特殊党费”的收缴、统计、汇

总、上缴工作，全区有３７４２９名党员交纳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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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４日，区委召开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区委组织部／提供

“特殊党费”９１８６６６６２９元。在抗震救
灾第一线发展党员１１人，在“宝山党建”
网开辟“抗震救灾”专栏，编写《抗震救

灾情况通报》６期。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７周年系列活
动　以“相聚在党旗下”为主题，开展纪
念建党８７周年的各项活动。７月１日，
召开宝山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７周
年大会，表彰５５个先进基层党组织、１０５
名优秀共产党员、５４名优秀党务工作
者、５个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２３
名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开展“学习贯

彻十七大精神———我为宝山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建言献策”活动和“走进基层、

服务群众”党的组织生活网上摄影大赛

活动；制作《相聚在党旗下“七一”特辑》

党员电教专栏特别节目，组织“迎‘七

一’党员志愿者服务日”活动，举办“相

聚在党旗下———企业党建论坛”、红色电

影周等活动。

■基层党建信息化建设　开展党员电子
身份认证工作，完成认证５８７６２名党员。
构建基层党组织信息联系系统，开通手

机———邮箱捆绑功能的党组织数 １９４２
个。依托“上海基层党建网”和“宝山党

建”网提供的教育管理平台，推进党员网

上学习，全区网上学习党员已注册３６６２１
人。

■强化党员电化教育　推进党员干部现
代远程教育基层终端站点建设，年内在

各街、镇、村、居民区和总支以上单位党

组织建成终端站点５９０个。“宝山党建”
网完成第三次改版，并在上海市第二届

党建网站评比活动中获一等奖，在区党

政网站评比展示活动中获“优秀党政网

站”称号。

■“公推直选”试点工作　调查摸底全
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所属党组织２００８
年换届情况，制定《开展基层党组织领导

班子成员“公推直选”试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和实施细则，在全区范围内推进

“公推直选”试点工作。年内有８２个基
层党组织参加“公推直选”试点，其中村

党组织３３个、居民区党组织２２个、机关
工委所属党组织１２个、直属委办局所属
党组织８个、“两新”组织党组织３个、镇
属企业党组织４个。

■发挥党内服务体系作用　坚持开展困
难老党员体检、特困党员慰问、党员志愿

服务和党内互助等活动，年内共组织

１０００名困难老党员免费体检，走访慰问
困难党员６５６４人，发放慰问金、实物计
１４１万元。完善党员志愿者星级管理，
推进党员服务中心（点）菜单式服务，开

设服务场次 ４２８５０场，服务群众 １５１万
人次。开展居民区（行政村）党员服务

点“规范达标、服务创优”创建活动，举

办由党员家庭、“两新”组织党员班组参

加的红色歌曲演唱赛。

■开展全区人力资源状况调研　区人才
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牵头，依托上海市

公共行政和人力资源研究所开展全区人

力资源状况调研。４月，签订合作协议，
组建课题组。５月 ～１０月，开展调研和
问卷调查。１１月，形成《宝山人力资源
需求紧缺指数体系研究调研报告》，并

举行“宝山人力资源需求紧缺指数体

系”课题研究发布会。该调研报告计２０
余万字，明确宝山近阶段 １９个行业、
６４７个专业岗位的人力资源需求紧缺
程度。

■青年人才协会换届　５月 ５日，召开
青年人才协会会员大会对协会进行换

届。会议选举产生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

事长和第一任秘书长，审议通过第二届

理事会第一任秘书处人员。

■完成区校人才培养合作三年计划　４
月２日，召开第三批市科教党委和第二
批民主党派市委选派干部赴宝山挂职工

作总结会。区委于２００４年与市教育党
委、市科技党委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人才

合作协议》，每年从各高校和科研机构选

派一批中青年干部赴宝山区挂职锻炼，

三年共选派４５名挂职干部。挂职结束
后，经双向选择，宝山区录用１２名市科
教党委和２名民主党派选派干部，其中
副处级干部１０名、科级干部２名。

■推进农村基层人才队伍建设　根据
中央和上海市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

层就业的精神，做好 ２００８年高校大学
生“支教、支农、支医、扶贫”选拔面试工

作，有１９名大学生到９个街道、镇和农
委蔬菜站参加“三支一扶”工作。制定

《关于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管理

办法（试行）》，选聘８名大学生到３个
镇７个村任职，落实带教老师和各项保
障措施。

■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树组工
干部新形象”活动　年初，根据中央组
织部和市委组织部的总体要求，研究制

定实施意见，并在区组织工作会议上进

行动员部署。组织召开组织系统纪念

改革开放 ３０周年座谈交流会，开展组
工干部参观学习活动，选派区委组织部

内１１名没有农村、社区工作经历的组
工干部到村、居委会挂职锻炼３周。全
区近５００名组工干部完成动员学习、查
摆分析和集中整改三个阶段的工作。

全区有５０家单位的组织部门召开座谈
会、３９家单位开展问卷调查、３４家单位
进行民主测评，共向干部群众征求意见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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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９３人次，走访基层群众 ３７５０人次，
开展谈心 １５６６人次，征求各类意见建
议８８０条，均已落实整改或制定整改措
施。 （赖拥军）

■老干部工作　至年末，供给关系在宝
山区的离休干部３７６人（其中安置到外
省市７人）；外省市安置在宝山区的离休
干部３４人；市属系统委托代管１人；年
内去世１６人（其中外省市安置宝山区的
离休干部１人）。落实政治待遇：在全区
老干部中开展“高举旗帜，支持改革，老

有所为，共创和谐”主题学习教育活动；

由区长斯福民向老同志通报区情；组织

召开宝山区离休干部迎“七·一”座谈

会，回顾党的光辉历程，纪念改革开放

３０周年和宝山建区 ２０周年；举办以深
入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

主题的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学习班；积

极参加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组织老同志

参加市、区举办的各类报告会；为老同志

订阅有关报刊杂志；开展老同志“看改革

成果、看经济发展、看社会进步”的“三

看”活动；加强活动室建设，对泗塘、吴

淞、罗店老干部活动点进行装修，区老干

部中心活动室被评为市级“达标活动

室”；倡导老同志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

教育、社区文明建设和关心教育下一代

等工作中继续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落

实生活待遇：做好２００８年调整上海市离
休干部补贴费工作；完成“扶手工程”，

为区域内的５００余户老同志家庭安装安
全扶手；在区属５家二级医院增设１８张
老干部病床；组织好老同志的年度体检

工作；坚持“三个一点”的原则，妥善解

决老同志特殊医疗费问题，区财政提供

１４１５万元；坚持“三个必访”制度，走访
慰问老同志２００余人次，探望生病住院
老同志１００余人次；对高龄、独居和特困
老同志给予关心、照顾；以新一轮“社区

老干部工作示范点”创建评比工作为抓

手，推进老同志在社区的“四个就近”工

作；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离休干部

的“一门式”、“一条龙”服务工作；配合

区民政部门，做好离休干部居家养老工

作；在区司法局的支持下，成立法律顾问

团，为老同志提供法律服务；做好企业老

干部的管理服务工作。 （张　震）

宣传
■概况　２００８年宣传思想工作，按照
“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

新”的总要求，加强统筹策划，发挥特色

优势，坚持真抓实干，力求创新发展。

（１）党的十七大精神宣传。在社区和农
村组织巡回宣讲活动４４场，听众达９６００
多人。配合组织处级党政“一把手”和

副职领导集中培训，特邀专家作１３个专
题辅导讲座。拍摄制作电视专题片

《２００８，我们开拓奋进》。市委宣传部向
全市转发《宝山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

精神，着力在贯彻、结合、转化上下功夫》

的经验和做法，《解放日报》以《审批文

件不过夜 协调问题不推诿》为题在头版

头条作重点报道。组织开展争当“五大

使命者”主题实践活动。策划组织学习

与实践电视研讨会，编写下发有关宣传

教育材料。（２）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抓
好以区委中心组为龙头、处（科）级干部

为重点、党支部抓落实的理论学习机制，

加强以处以上领导干部报告会为平台的

理论宣传机制，开展群众性的理论宣讲

活动。组织３０多次以把握党的十七大
关于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以推动科学

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主要内容的创新

理论学习。统一设计印发“党的创新理

论学习笔记本”，做好对处级单位党委

（党组）中心组的指导和督查。《突破瓶

颈 搭好平台 凸显特色 宝山区大力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撤二建一”

建立宝山区：上海发展史上的辉煌一

笔》、《群众语言群众方式宣传十七大保

障民生改善民生促社会和谐》分别在市

委宣传部的《党委中心组学习》和《新视

界》发表。《顾村镇党委开展“双在四

最”活动》和《推进宝山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经验材料，被全国和谐社会建

设思想政治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列为大

会交流材料。举办１４场处、科级干部专
题报告会；组织３１场巡回宣讲活动，听
众达８０００余人次；举办４２０余场东方讲
坛系列讲座，受众达９万人次，区东方讲
坛工作连续４年在全市各区县中名列前
茅；组织思研会开展４４个课题调研，收
集整理论文 １３３篇，共评选出一等奖 ３
篇、二等奖７篇、三等奖９篇、提名奖１３
篇。召开区思研会第九届年会，５家单
位获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工作奖，１１
名个人获区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奖。组

织完成政工职称评审工作，共审定８个
初级政工师和３个中级政工师，上报 ３
个高级政工师。（３）营造良好舆论氛
围。建立健全新闻线索收集分析、新闻

报道季度要点、新闻典型联合采访、新闻

专题调研务虚、新闻效果阅评通报，以及

新闻监督快速反应等一系列新闻宣传工

作制度。突出宣传全区的中心工作、重

点工作和重要活动，组织召开６０余个各
类新闻务虚会、新闻联席会、新闻工作推

进会，制定落实１４个专题宣传方案。在
中央和市媒体上刊播、发布新闻８５０余
条（篇），平面头版、电视主打新闻时段

刊播４２篇（条）；平面媒体专版报道１６
个，电视专题片６部。市主要和主流媒
体以１１个专版对第六届国际民间艺术
节进行宣传。应对１１起突发事件，第一
时间回应媒体舆论监督２８次，组织刊播
跟踪报道１５篇。组织上报４件外宣作
品，有２件获得上海市外宣办组织的”银
鸽奖”二等奖，实现在全市外宣作品获奖

零的突破。（４）精神文明创建。开展市
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并接受市文明办的

测评考核。全区有 ８个镇、街道获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市文明镇、文明社区称
号，占街镇总数的 ６６％，比上一届 ３６％
有明显提升。申报６家单位为第二批全
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全国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先进村镇、先进单位，并已通过公

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文明小区、文明村、文
明单位评选工作扎实推进，全区共申报

文明小区３３２家、文明村７８家、文明单
位２７３家，在数量和质量上比上年都有
明显增长和提高。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行
动社会动员各项活动。推进学习型城区

创建工作，加强社区市民培训工作。将

“百万家庭学礼仪”活动延伸到职工、青

少年和外来建设者中，全年有１万多名
市民接受文明礼仪知识培训并通过测

试。举办“２００８和谐宝山，书香家园”读
书月等活动。组织各镇、街道社区学校

做好第三轮“万人重点培训项目”，完成

以“走近奥运”为主题的万人培训项目。

策划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展“我与宝

山”故事、小品、演讲比赛优秀作品展演、

“百所教学点同开放”、“千人共享读书

乐”读书征文活动、“每天阅读一小时 精

彩生活伴终身”市民读书倡议活动和

“万册好书进社区”活动。组织部分学

校参加市社区教育教学资源申报，获得

优秀组织奖，“我的宝山，我的家园”和

“走近奥运”两个主题项目分别获一等

奖和二等奖。参加“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
年”第二届上海家庭讲故事比赛、诗歌创

作活动，荣获优秀组织奖；一则故事获得

表演金奖，诗歌创作分别荣获１个一等
奖、１个二等奖、３个三等奖。开展社区
教育课程资源应用试点工作，组织有关

街镇参加市社区教育示范街镇评选申报

和初评推荐工作，淞南镇获“上海市社区

４５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教育示范街镇”称号。组织社区学校落

实市民培训工作，全区全年有５１万多人
次参加各类培训，占户籍人口的 ６２％，
超出计划数１７个百分点。（５）打造公共
文化新亮点。推进公共文化活动中心建

设，建成开放月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启动建设庙行镇、杨行镇、大场镇、高境

镇、淞南镇、吴淞街道、罗泾镇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和顾村镇菊泉地区分中心，以

资源共享方式改建张庙街道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新建１１个新农村社区文化活动
分中心。建成开放吴淞街道、大场镇网

络图书馆，全区１２个街镇实现网络图书
馆全覆盖。在全市率先完成农村有线电

视“户户通”工程，确保全区广大农民群

众收看奥运会。举办读书月，参与市民

超过５万人。在有百户的村建成８１个
“三位一体文化共享工程”基层点。完

成吴淞文化预定研究成果报告和“吴淞

文化景点”的“吴淞口标志碑”、“吴淞炮

台纪念广场”、“吴淞文化雕塑群”３个主
要项目创意设计，启动设计筹建长江河

口科技馆等文化项目。罗店镇（龙船）、

顾村镇（诗歌）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

之乡”，文化品牌建设取得新成果。

■创建“上海市文明城区”　年内，全面
开展创建“上海市文明城区”工作。３月
５日，组建综合协调组、宣传报道组、环
境监察组和档案资料组等 ４个工作小
组。印发《关于建立宝山区创建上海市

文明城区迎检工作机构的通知》、《上海

市文明城区测评体系》（操作手册）、《宝

山区创建上海市文明城区指标任务分解

手册》等。将文明城区创建工作列入区

委办督查内容，由区委办对全区７８家单
位进行文明城区创建督查。采用推进

会、跟踪督查等方式抓好工作进度。邀

请上海市２５个职能部门领导到宝山区
进行文明城区创建指导。建立档案工作

联络员队伍，举办创建上海市文明城区

档案材料收集员培训班，组织资料收集

员到兄弟区学习，进行理论与业务培训。

在城区主要区域、道路设立公益广告、宣

传橱窗和宣传栏，扩大市民对创建工作

的知晓率，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率和支

持率。区文明办在全区各镇、街道居民

家中下发７万份上海市文明城区测评调
查问卷。开展区校共建活动，举办宝山

区、上海大学区校共建工作会议暨新一

轮共建签约仪式，区文明办等２０家单位
与上海大学签署精神文明合作协议。推

进军民共建工作，交流经验。推进企业

和社区开展共建活动，举行由宝山供电

分局、宝房集团物业公司、宝山区各街镇

承办的“心系社区 、共建和谐”共建签约

仪式。加强环境保护与治理，对重点污

染地区进行整治。开展“千河整治”工

程，推进拆违工作，完成“百路整治”，开

展绿化建设，夯实城区形态文明基础；推

进城镇组图建设，推进老镇和旧区改造，

加快市政道路建设，提升城区功能文明

水平；丰富文明创建内涵，加强公民道德

建设，推进群众文化建设，推进学习型城

区创建，开展志愿者服务；解决热点难点

问题，推进教育卫生事业发展，完善政府

促进就业工作体系，扩大农村社会保障

覆盖面，加大社会救助力度，加强平安建

设工作。整合创建资源，推动诚信体系

建设，开展健康城区创建、卫生村镇创

建、村容整洁达标工作，推进双拥模范城

区创建，整体推进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开展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建区２０
周年系列活动　１０月１３日，拟定下发
《关于全力做好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和
建区２０周年主题宣传报道的意见》，协
调制作纪念建区２０周年电视专题片《我
们走在改革开放大路上》。改编大型沪

剧《宝华春秋》在各街镇演出１０场。组
织“聚焦改革发展、展示宝山风采”摄影

图片展首展仪式，并以宣传展板的形式

走进机关、校园、部队、企事业单位、社区

进行巡展。与ＳＭＧ电视新闻中心联手，
组织开展“我这３０年”纪念改革开放３０
周年暨建区２０周年征文活动，与市政府
新闻办合作组织“我们的故事”———改

革开放 ３０周年海内外图文征集活动。
本着“媒体倡导，群众投票，客观公正”

的原则，开展“市民评选宝山建区２０年
惠民亮点工程”。开展“感动宝山亮点

工程惠民故事”宣讲活动。协调制作外

宣片《印象宝山》，对外发放４０００多盘。
组织拍摄制作《不文明环境大曝光》、

《作风建设年》、《宝山节能环保园区》、

《中华环境奖迎评片》等专题片。

■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社会动员活动
　８月８日，区委下发《关于实施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的纲要》，决定成立宝山
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社会动员和城乡文
明提升行动指挥部，由区委宣传部、区文

明办牵头，联合区各街、镇、相关部门和

区新闻媒体参加。制定下发《宝山区迎

世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宣传动员

６００天行动实施计划》，指挥部与 ４３个

街道、镇、委、办、局签订责任书。开展社

会宣传动员，在区内主要景观道路、交通

路口、广场、高架道路沿线设置“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　创文明滨江新区”宣传广
告，发动各镇、街道在商业中心路段、社

区和居民小区开展迎世博社会宣传，通

过４７个高炮广告、５７４个广告牌、３８０组
对旗、１３４２个画廊、３３９个灯箱、９０个电
子屏、５４０条横幅标语、４１０期黑板报等
宣传阵地，发布标语口号和活动信息。

向各机关、学校、社区等单位下发 ８０００
张“迎世博６００天”招贴画、宣传折页等
宣传产品。组织中小学生、社区市民、企

事业单位职工观看上海教育电视台宣传

片《中国的机遇，全球的盛会》并进行座

谈讨论。通过讲座、调查问卷等形式开

展市民迎世博知识培训工作，共有１１２０３
人次接受培训。在区内媒体推出“迎世

博６００天行动　创文明滨江新区”报道
专栏，《宝山报》刊登相关报道 １０余篇
（幅），宝山电视台、宝山人民广播电台

采制新闻１６条，确保每天报道量不少于
５分钟；制播《市民话宝山》、《百姓连
线》、《新闻扫描》等专题节目８档，时长
５小时；区政府网站推出视频和图片专
栏。加强对外宣传报道，在市级以上媒

体组织刊播报道２０余篇（条）。把第一
个１００天行动与文明城区创建紧密结合
起来，在全区文明社区、文明小区、文明

镇、文明村组织开展环境整治文明行动，

在市民中倡导“八少八多”小区道德倡

议，开展公民道德示范基地评选活动。

■抗震救灾精神宣传报道　《宝山报》
以２５个专版、７３幅图片和特写、通讯、长
篇文章约１４万文字，展开“抗震救灾”系
列报道。广播电视台从震后第二天每天

推出抗震救灾特别新闻报道，共播发

３００余条，连续推出５档专题报道，采制
播出７部专题片，被市电视台采用新闻
１３条，广播《百姓连线》策划播出２个小
时特别节目。区政府网站开辟专题网

页，发布３００余条信息、１８０余幅照片和
８０余个视频，被市级主要媒体转载录用
量列居全市门户网站首位。编发１０期
《宝山区全力支援抗震救灾宣传工作简

报》，总结宣传１３０余个典型事例。组织
“全区抗震救灾先进事迹报告会”，推出

“汶川，我们与你同在———宝山各界全力

支援抗震救灾摄影图片展”等活动。

■开展“迎奥运、办世博、创文明新宝
山”主题系列活动　制定下发《“迎奥

５５

宣　传



运、办世博、创文明新宝山”主题系列活

动方案》，推出９项区级层面主题系列活
动。区文明办联合区爱卫办、区市容局等

单位开展“文明在我手中———宝山区文

明公共场所创建活动”，纠正在影剧院、

赛场、展馆等公共场所乱抛杂物等现象。

开展“文明在我脚下”宣传整治活动，加

大对交通路口特别是城区主要路口的执

法管理力度，推进２９个“文明路口”的创
建。组织５万名市民参加“浦江杯”上海
市民“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奥运知识

竞赛。参加由市文明办、市体育局等部门

联合主办的“为奥运加油———奥运火炬

手社区行”系列活动，获２００８年上海市
“为奥运加油———奥运火炬手社区行”活

动优秀组织奖。举办“为世博奉献一片

林———２０１０上海世博会倒计时 ８００天
‘宝山迎世博纪念林’奠基仪式暨元宵游

园活动”、“我为奥运祝福，我为奥运喝

彩，我为奥运加油”上海市迎奥运网上签

名寄语暨小区道德倡议推广活动启动仪

式。开展由市文明办统一部署的上海市

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宣传活动暨“世博进社
区”主题日活动。 （高　耀）

７月９日，由市委统战部、中共宝山区委联手共建的首家“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在
宝山举行揭牌仪式 摄影／顾莉莉

统战
■概况　２００８年，统战工作按照“夯实
基础、创造特色、发出声音”的工作思路，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统战资源优

势，促进宝山政党、民族、宗教、阶层及海

内外同胞五大关系的和谐，为宝山经济

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１）多党合作工
作。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召开５次党外人士双月座谈会和４

次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代

表人士季度沟通会。区委副书记陆学

明、副区长张浩亮、区公安分局局长姚志

荣、副区长钟杰等区领导分别就区委五

届六次全会筹备情况、新农村建设和社

会保障、社会治安和稳定工作、宝山经济

发展情况等向党外人士通报情况并听取

意见和建议。围绕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

和谐等主题举办５次学习报告会。民建
中央常委、经济学家黄泽民，国联安基金

督察长、证券业著名人士谢荣兴，上海台

湾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严安林，全国政协

常委、原上海市副市长、原农工党上海市

委主委左焕琛分别就《上海宏观经济形

势分析》、《当前股市走势分析》以及当

前台湾问题、生态建设等作主题报告。７
月，建立“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

地”。１０月，与区委组织部、区社会主义
学院共同举办区第１２期党外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与区委组织部联手开展区党

外后备干部集中选拔工作，经过民主推

荐、考察、公示等工作，形成区级和民主

党派区委两个层面共５５名党外后备干
部队伍。推进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有

序开展，其中民建、民进和农工党区委是

党派市委开展“政治交接教育活动”先

行试点单位之一。完成７８名无党派人
士的身份认定，开展无党派人士政治交

接学习教育活动。围绕提高“四种”能

力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中广泛开

展“政治交接教育活动”征文活动。１０
月２３日，农工党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
肖燕军到宝山视察政治交接活动开展情

况和党派自身建设情况。根据市委统战

部关于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不交叉

任职的要求，结合宝山实际情况，按照坚

持标准、注重结构、严格程序等要求，完

成１７名区政协委员调整和９名区政协
常委的选举工作。按照统战工作向基

层、向社区、向群众延伸的要求，积极推

进民主党派社区共建活动。（２）民族、
宗教工作。推进“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

优秀街镇”创建工作，开展２００７年度市
文明宗教活动场所的评选活动。经市文

明宗教场所考核小组的检查评议，区佛

教宝山寺、太平禅寺、永福庵和天主教孟

家堂４个场所被评为２００７年度上海市
文明宗教场所。全面推进基层宗教事务

委托管理工作，在顾村镇开展试点的基

础上，６月２７日召开区民族宗教工作联
席会议暨基层宗教事务委托管理签约仪

式，分别与１２个镇、街道和工业园区的
行政负责人签订《基层宗教事务依法管

理委托书》，实基层宗教事务委托管理的

全覆盖。（３）台、侨工作。５月２８日，成
立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和上海宝

山留学人员联合会，选举产生了会长、副

会长和理事会班子。拓展宝山区与台湾

桃园县的友好往来，４月１５日，桃园县议
会议员庄玉辉先生和平镇中学校长彭盛

星先生率领台湾桃园县平镇中学师生团

来访高境一中，两校学生管乐团进行交

流演出。举办 ４次海联会主题沙龙活
动，进一步加强与区域内侨台商、留学生

等各方人士的互动交流。积极协调涉

台、涉侨纠纷２０余起，维护好台胞、侨胞
权益。围绕“迎世博”主题，向全区归侨

侨眷和港澳同胞发出《宝山区侨联迎世

博倡议书》，号召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积

极参与世博会筹办的各项活动。加强基

层侨联组织建设，区侨联以“侨之家”建

设为抓手，推进侨联组织建设。加强基

层侨联分会“一会、一家、一品牌、一平

台”建设。大场镇侨联分会被市侨联授

予首批“特色侨之家”荣誉称号。（４）服
务经济发展。举办“管理与创新———探

索钢铁贸易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

的第五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针

对宏观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和宝山区民营

经济发展现状，召开３次民营企业家座
谈会，区委书记吕民元、区长斯福民等与

区民营企业家代表共同探讨民营企业在

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成立上海

仲裁委员会宝山仲裁中心，为维护非公

有制企业及其员工的合法权益开辟新的

途径。举办“上海市中小企业融资巡回

服务·宝山专场”活动，多家企业确定银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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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合作意向。推进区民营企业申办小额

贷款公司和申报中小企业发行债券等相

关工作的尽快实施，协助２家民营企业
申请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完成全区 ３５
家上规模民营企业的调研。通过开展

“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联合”活

动，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

■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
建立　７月９日，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
职锻炼基地在区委统战部揭牌，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杨晓渡出席揭牌仪式。

通过举办挂职干部入区培训班，召开挂

职干部双月学习交流会，落实挂职干部

相关待遇，组织学习考察，定期召开统战

部、组织部“两部”联席会议等方式，加

强“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

建设。９月，创刊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
职锻炼基地简报《磨励》（双月刊），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杨晓渡为首期简报撰

写寄语。１１月２４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李德洙（正部级）、干部局局长杨启儒一

行５人到宝山区调研挂职基地建设。１２
月２１日 ～２５日，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吴捷，区委统战部部长周德勋带队，市委

统战部学习考察团一行１０人专程赴广
西南宁，学习党外干部挂职基地的成功

经验。

■开展“滨江统战情”系列主题活动　
结合喜迎北京奥运、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及
宝山建区２０周年等主题，开展“滨江统
战情”６大系列主题活动。分别是：统战
人士“迎奥运统战杯”桥牌友谊赛，“迎

奥运、爱宝山、献真情”统战人士书、画、

摄影作品展，“热爱宝山、情系统战”统

战人士文艺汇演，“相聚宝山、共谋发

展”民营企业与改革开放座谈会，“回顾

与展望”统战人士主题演讲以及“多党

合作谱新篇”主题征文交流活动。

■致公党宝山区支部委员会成立　４月
２８日上午，召开致公党宝山区支部委员
会成立大会，区委统战部部长周德勋、致

公党市委专职副主委张立军、致公党专

职副秘书长、组织部部长蔡沫西等出席

会议。会上，周德勋与张立军共同为致

公党宝山区支部委员会揭牌。上海市电

力公司宝山分公司副总经理孙伟华担任

致公党宝山区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办班情况一览表

时　间 学习班名称 人　数（人）

１．１１ 民建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暨２００８年迎新大会 ８５

３．２８～２９ 九三新任支社委员培训班 ４０

３．３１ 台情报告会（严安林） １５０

４．１５ 高境镇社院分院台情报告会（严安林） ８０

４．１７ 九三提案和信息写作培训班 ３０

４．２２～２５ 基层统战干部培训班 ３５

５．６～８ 区各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成员贯彻十七大精神学习班 ７０

６．１２ 张庙街道社院分院民族宗教报告会（宋晓青） ５０

６．２３ 区无党派人士政治交接主题教育活动培训动员会 ８０

６．２７ 区民族宗教工作联席会议 ８０

７．４～５ 农工区委骨干学习班 ４０

７．１８～１９ 民革区委骨干学习班 ４０

７．２９～３０ 民进区委暑期干部学习班暨新会员学习班 ４０

８．６～７ 民盟区委加强基层建设研讨班 ３５

８．２８～２９ 区民主党派新成员培训班 ５０

９．１７～１８ 民建区委参政议政工作研讨班 ３０

１０．２７～１１．１ 区２００８年党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６０

１１．１９ 党派专职干部培训班 １０

１１．２５ 宝山区教育系统党派人士培训班 ３０

合　计 １０３５

（王程吉）

■宝山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联谊会
成立　根据区委《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工作的意见》文件要求，９月 ２６
日，宝山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联谊

会举行成立大会。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周

箴、区长斯福民出席大会并为宝山区新

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联谊会揭牌。上海

江杰荣泰置业公司董事长方斐均担任宝

山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联谊会

会长。

■开展赈灾捐款和对口援助工作　“５·
１２”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组织引导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界、民

营企业家、台商、侨商以及海外华侨华人

等，采取捐款捐物、奔赴救灾一线、参与

灾后重建等多种形式支援抗震救灾。全

区统战人士和统战系统干部职工通过各

种途径，向灾区捐款捐物约３３００万元人
民币。协助区委、区政府做好对口援建

都江堰市向峨乡的灾后重建工作，参与

有关项目建设和发展生产。区工商联在

上海市红十字会“５·１２”地震抗震救灾
先进表彰大会上获“抗震救灾杰出贡献

金奖”。 （黄　莺）

■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　全年共举办各
类统战教育培训班１９期，参训人数１０３５
人次。其中主体班５期，与党派和有关

部门联合办班１２期，与镇、街道联合办
班２期。在办学上注重分类施教，抓好
不同层次统战成员的培训。培训对象主

要分为三类：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

士，包括民主党派新成员、支部主任、区

委委员、正副主委、党外中青年后备干部

等；统战工作干部，包括区有关部、委、

办、局、街镇统战专职干部和社区统战工

作者等；统战各系统，包括民宗、台侨等

方面代表人士。根据不同对象、不同班

次、不同需求选择相应的师资，以体现培

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创新培训思路，注

重素质与能力的结合。在教育培训中，

创新教学方法，开展研讨式、案例式、体

验式、互动式教学，促进教学相长、学学

相长。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体现“实、

新、精”（贴近党外干部思想实际和工作

实际，贴近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

的新要求，精选教学内容、精心组织活

动）的特点；加强沟通联系，配合有关部

门做好相关工作。承担台侨办主办的上

海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上海宝山留

学人员联合会成立大会和区委统战部的

无党派人士政治交接主题教育活动的会

务接待服务工作。

加强社院基层分院建设，制定《基层

分院规范建设的实施意见》，从组织结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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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管理制度、教育培训、考核评估四个

方面明确分院建设的具体标准；加强对

基层的调研，走访近１０家基层分院，了
解基层分院教育培训和统战理论研究及

宣传方面的情况，为区社院调整工作思

路、制定指导计划提供依据；在师资聘

请、信息交流、理论研究等方面为基层提

供服务，推广部分基层分院的经验。全

年各基层分院共举办各类培训班和报告

会８０余场次，培训人数达９０００余人次。
做好统战理论研究论文征集工作，

全年共征集统战理论研究论文４６篇，分
“书记论坛篇、主委心声篇、改革开放篇、

重温历史篇、科学发展篇、建言献策篇、

工作研讨篇”等 ７个专题，编辑出版
《２００８年度统战理论研究论文集》。开
展课题调研，会同区委统战部、区侨联和

致公党宝山支部开展《创新工作载体　
开展统战宣传》、《宝山区侨界企业现状

调查》和《对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的思

考与建议》３个专题调研。利用《宝山统
战》、宝山统战网、“风雨同舟”等刊物、

网络和媒体阵地，报道宣传统一战线教

育培训工作的有关情况，宣传宝山区统

战工作新思路、新举措、新经验，引导广

大统一战线成员参与、关注、支持统战工

作。全年共有１２篇统战工作稿件被新
闻媒体刊用，其中 ６篇论文在《浦江纵
横》、《统战干部教育》等市内和国内的

相关刊物上发表。 （王程吉）

政策研究
■概况　坚持以运用区内研究力量为
主，与适当借助专家等外力相结合；以多

角度、全方位综合研究为主，与适度前瞻

性相结合；以系统的整体分析为主，与现

实案例解剖相结合，增强研究工作的针

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结合各条线

的发展规划及方案实施，提出若干有一

定前瞻性的命题加以研究；加强研究成

果的推广应用，特别是针对街镇等基层

单位具体工作，强化成果和信息服务于

现实工作的功能，初步建立包括区政协

等各有关单位共同参与的调研协作机

制。全年完成 ９个区决策咨询重点课
题，分别是（１）宝山老镇及旧区改造相
关问题研究；（２）宝山镇村两级集体资
产及财务管理问题研究；（３）宝山现代
服务业发展若干问题研究；（４）宝山经
济结构与现代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发展

相关问题研究；（５）宝山区域生态文明
建设问题研究；（６）宝山统筹城乡发展、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关问题研究；（７）

宝山构建促进自主创新工作体系研究；

（８）加强宝山基层政权建设若干问题研
究；（９）区政府重大决策公众参与问题
研究等。完成１０余项宝山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剖析研究，包括社

区台账问题、民生问题、经济结构问题、

经济与税收的关联问题、老镇与旧区改

造运作模式问题等，提出对策措施和

建议。

■探索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考核评价体系
　按照突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
两大基本政策导向，以２００７年特定目标
考核指标体系为基础，对２００８年度特定
目标考核的内容、指标及权重等要素，进

行适度调整。考核内容方面，由综合性

指标、单项奖励和特别奖惩，替代原来的

共性工作指标和个性工作指标；计分方

法方面，通过适当简化计分方法，使“发

展”与“和谐”两大主题更加突出；指标

设置方面，适度增加社会发展有关指标，

如“村账镇代管工作”、“符合廉租房政

策家庭入住户数”等三个指标，并对其他

指标的量值进行优化调整；指标权重方

面，更加突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

基本点。

■老镇旧区改造研究　自第一季度起，
区政研室联合区老镇及旧房改造指挥

部、区房地局、宝房集团等单位，深入吴

淞、海滨、张庙、罗店、大场、杨行、顾村等

旧区和老镇改造现场，对老镇旧区改造

工作的推进情况及遇到的问题，进行现

场了解和勘察，并在收集整理相关资料

基础上，对工作推进中的障碍进行深入

分析，对其中涉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及

相关政策，邀请市有关主管部门和研究

单位的专家进行研讨。组织力量梳理

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家、市里和区里用以指导
这方面工作的相关文件和政策，对这些

政策实施中与宝山现实情况的矛盾、问

题或瓶颈进行分析，借鉴其它近郊区县

的成功模式和经验，提出宝山老镇和旧

区改造的分类模式，对每种模式在执行

中的关键点，提出相应的操作性对策建

议。至１０月份，工作基本结束，工作成
果在《宝山区老镇旧区改造研究报告》、

《宝山区老镇旧区改造模式选择及其比

较研究》、《我国旧城改造项目当前面临

的问题与选择模式》、《国外旧房改造经

验———以纽约为例》、《国内城市旧房改

造经验———以浙江金华为例》等调研报

告中得到反映。

■现代服务业研究　第二、三季度，对全
区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组织专

题调查研究。调查内容包括：宝山服务

业分行业发展现状、宝山发展现代服务

业的依托环境状况、宝山服务业的布局

现状、宝山工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互动

状况等。调查工作分别由区内研究机

构、专业研究机构及高校实习大学生，以

各建独立课题组从几个不同方面展开，

最后分别形成各有侧重的调研报告。各

课题组分别就宝山发展服务业和现代服

务业的行业导向和地区布局导向、工业

发展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互动能力提

升、宝山发展现代服务业面临的瓶颈问

题及其破解、如何增强现代服务业对跨

国投资的承接能力、如何定位地方政府

在地方服务业发展中的职能和作用等一

系列命题，提出意见建议，包括：地方资

本与产业资本对接，在主产业的配套和

延伸领域拓展空间布局，完善发展规划

与配套环境，细化扶持政策的针对性，组

建促进协调机构和营运机构，推动交易

市场功能向订单中心转化，发展现代农

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在调研过程中，对

若干区内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项目，

进行个案分析，并形成《创邑·幸福湾项

目的特色及其思考》、《关于大场镇国际

研发总部基地发展模式的研究报告》等

若干文稿。

■破解二元结构研究　为贯彻落实区五
次党代会提出的“率先消除城乡二元结

构”精神，总结改革开放 ３０周年、建区
２０周年宝山发展的历史经验，自３月起，
对建区以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情况

进行系统梳理，对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目标以来，宝山在推进城乡统

筹发展、破除二元结构方面实施的举措

及其效果，进行评价。该项研究工作的

主要内容包括：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历史

过程回顾、发展阶段的划分及特点归纳、

经验和问题、工作成效及其评估、评价指

标体系建立及量化评估、进一步促进城

乡统筹发展、破除二元结构的思路和工

作措施等。研究中，对部分镇提出的在

统筹城乡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具体矛盾和

问题，提出破解对策或思路。在调研和

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宝山城乡统筹特色

发展之路》，《坚持“六个统筹”建设宝山

新农村》，《宝山区统筹城乡发展的财政

资金投入情况分析》，《宝山区城乡一体

化发展指标体系及评估》，《国内城乡一

体化模式及其借鉴意义》等一系列文稿，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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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重大研究课题一览表

课　题　名　称 合 作 单 位

宝山实施老镇及旧区改造的政策研究 复旦大学

宝山区镇村两级集体资产及财务管理问题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

宝山现代服务业发展中若干瓶颈问题突破研究 市工业咨询公司

宝山经济结构及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发展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宝山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

宝山区统筹城乡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研究 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宝山区促进自主创新的工作体系研究 市府发展研究中心

加强宝山基层政权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市党建研究中心

宝山区政府重大决策公众参与问题研究 复旦大学

宝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系列）

　（１）宝山区社区工作台帐情况及其分析
　（２）宝山民生问题问卷调研汇总与分析
　（３）宝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案例
　（４）嘉兴市推进自主创新工作经验及其借鉴
　（５）宝山各街镇２００８年经济运行状况调研报告
　（６）宝山街道办事处转变职能后的考核激励机制完善
　（７）市委市政府有关经济政策梳理及宝山的贯彻建议

（王　晏）

总结提炼出“政府主导、产业带动、中心

辐射、城乡融合”的宝山特色城乡一体发

展之路，提出新时期宝山在推进城乡统

筹发展、破除二元结构方面的努力方向

和操作性政策意见，对今后五年宝山促

进城乡统筹发展所需的投入进行测算。

全部工作在四季度初完成。

■经济结构分析研究　根据进一步推进
全区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组织对全区

经济的结构问题的调查和分析。主要包

括：各街镇经济构成统计和特点分析、经

济主要构成产业和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制造业各构成行业及其发展潜力分析、

服务业主要构成行业及其发展状况分

析、经济结构和税收结构及其关联情况

分析、国内外有关结构调整经验和做法

借鉴等。在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

《宝山先进制造业分析和对策研究》、

《宝山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宝山经

济结构及其演进趋势分析》、《宝山区级

经济的总量结构与税收结构分析》等一

批文稿，对全区经济当前的结构变化趋

势、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具

体行业选择、如何处理好待发展行业和

税收的关系、如何促进经济结构中有潜

力行业发展等问题，提出若干前瞻性或

操作性意见和建议。 （王　晏）

党校
■概况　２００８年，通过打造“精品课工
程”、加强学科建设推动教学科研工作，

带动师资队伍建设，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１）教学培训。完成处级党政“一把手”
学习研讨班、处级干部专题培训班、青年

干部理论学习班等３９个主体班次５７７８
人次（含处级干部、科级干部报告会人

数）的培训，接受相关委办局委托办班

３３个 ２１３５人次，培训共 ７２个班次近
８０００人次。其中新开设８个处级专题培
训班。主体班校内教师平均评优率为

９１６％，高出校外教师 ０５个百分点。
（２）科研工作。完成上海市委宣传部
“改革开放三十年思想宣传文化工作的

启示”和宝山区政协“营造宝山大力发

展现代服务业浓厚氛围的途径方法”２
个课题，在市委党校立项“农村合作化规

模经营”、“地方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的

难点”２个课题；公开发表论文１１篇；撰
写“顾村镇三改房型”、“全区拆违工作”

等４个教学案例；《开拓》杂志编辑出版
６期，发表文章１０７篇，宣传报道１４家单
位。（３）管理服务。年内共接待各类会
议和培训班次约７６９场，其中大中型会
议达８８场次，平均每个工作日使用率达
３７５场次。食堂对外共接待２２个单位
１０７万人次的用餐。（４）队伍建设。现
有教职工 ４０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１８
人，年内调入２名副校长，调出１名副校
长，引进１名博士，教师队伍的平均年龄
为３８岁，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１１名，占
整个教师队伍的 ６１％。教师的专业涵
盖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

（５）提升电子信息化水平。建立与上海

市委党校图书馆、宝山图书馆的联网，实

现图书网上借阅，拓展图书资源；启动上

海市党校系统远程教学项目建设，建立党

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拓展培训

资源。

■开展校园文化建设　年内重点开展校
园文化建设，分为动员起步和精神文化

建设两个阶段。动员起步阶段任务包括

制定《校园文化建设实施意见》及第一

阶段实施方案、研讨形成“忠诚、和谐、求

是、卓越”的党校文化核心理念。精神文

化建设阶段重点推进行为文化建设，形

成党校人“忠诚守纪，积极奉献；民主宽

容，团结协作；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争优

创精，追求卓越”的行为模式。

■打造执行力精品课程　年内打造以
“执行力”为主题的系列课程，包括“执

行中的战略”、“打造具有执行力的人”、

“优化执行过程”、“提升执行文化”。精

品课程打造包括五个环节：学习观摩、备

课试讲、研讨座谈、内部实训、修改精备。

执行力系列课程应用于青年干部培训班

的教学，平均评优率为９６９％，高出外请
教师２１个百分点。

■形成理论宣讲长效机制　年内，党校
采取全年规划、季度实施、集体备课、团

队宣讲的工作方式，围绕“宝山区 ２００７
年工作成绩和２００８年工作目标”、“两会
精神和宝山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３０
周年暨建区２０周年发展成就”等３个主
题，分３个季度，下基层巡回宣讲近 ７０
场，听众超过８０００人次。市委宣传部以
《宣传工作简报》的形式，将党校宣讲工

作上报中央宣传部和市委、市政府，理论

宣讲初步形成长效机制。

■《开拓》杂志创新完善　按照“前线、
前瞻、前沿”的要求，《开拓》杂志在管理

上实行栏目责任制，编辑部根据教师专

业特点，确定负责栏目，做到专栏专人；

在内容上，立足基层，刊发基层理论和实

践相结合的文章 ６０余篇，占总量的
５６％。以特别策划的方式，推出“聚焦上
海市各区县‘两会’”、“党内民主”、“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宝山实践民生

篇：宝山如何解决‘五难’问题”等 ６个
重点专题，内容更富有时代性。

■召开基层党校表彰大会　３月２１日，
召开两年一度的基层党校表彰大会，对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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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浦镇、友谊路街道（社区）等１２个先
进基层党校和吴叶、费仁梅等 １８名优

秀基层党校工作者进行表彰，总结办学

经验，针对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对基

层党校负责人进行针对性培训。

（张淑红）

２００８年中共宝山区委党校办班一览表

序号 时　间 内　　容 人数（人）

１ ２００７．１２．１８～２００８．２．１ ２００７年军队转业干部培训班 ３４

２ ２．２７～２．２８ 区处级党政“一把手”学习研讨班 １３１

３ ３．１９～３．２２ 区级机关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６０

４ ３．１８～３．２２ 区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 ８２

５ ３．２５～３．２８ 区党政副职领导干部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学习研讨班 ２７５

６ ４．８～４．１０ 杨行镇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５３

７ ４．２４～４．２５ 市电信有限公司宝山局党政干部理论研讨班 ４４

８ ５．６～５．９ 第五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４３

９ ５．１３～５．１５ 月浦镇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５７

１０ ５．２７～５．３０ 区公安分局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７２

１１ ５．１９～５．２３ 区中青年干部赴港培训班 ２５

１２ ５．２０～５．２４ 高境镇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７

１３ ５．２７～５．２９ 区第二期“两新”组织人才培训班 ３１

１４ ６．３～６．５ 庙行镇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５２

１５ ６．１１～６．１３ 顾村镇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５１

１６ ６．３～６．６ 第六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２

１７ ６．５～６．７

１８ ６．６～６．７

１９ ６．１２～６．１４

２０ ６．２０～６．２１

２１ ６．２０～６．２１

区处级干部专题培训班

领导艺术 ２７

财政财务管理 ６４

心理保健 ３０

金融知识 ２１５

党性修养 ３０

２２ ７．２～２００９．１ 第五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班 ３４

２３ ９．１１～９．１３ 区处级干部专题培训班（领导艺术） ３２

２４ ９．１６～９．２２ ２００８年新录公务员培训班 ４３

２５ ９．１８～９．２０ 区处级干部专题培训班（心理保健） ２６

２６ ９．１９～９．２４ 区处级干部专题培训班（党性修养） ２８

２７ ９．２４～９．２６ 区卫生局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５４

２８ ９．２５～９．２７ 区建交委党建工作专题研讨班 １７

２９ ９．２５ 区劳动局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６

３０ １０．１２～１０．１８ 区民政系统青年干部理论培训班 ４２

３１ １０．１６ 区公安分局火线入党培训班 １４

３２ １１．１９～１１．２１ 区优秀专家及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训班 ７０

３３ １０．２７～１１．１０ 区第二期青年干部理论学习班 ５４

３４ １１．１３～１４ 区社区基层干部专题培训班 ２６０

３５ １１．２０～２１ 区农村基层干部专题培训班 ２００

３６ １２．１０～１２ 区城管大队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１８

３７ １２．２４ 区“两新组织”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４５０

３８ １２．２４ 区团支部书记系列培训之非公企业团建专项培训班 ５０

３９ １２．２５ 区团支部书记系列培训之“一团一品”建设专项培训班 １７０

合计 ３０４３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先进基层党校一览表（１２家）

月浦镇 大场镇 顾村镇 友谊路社区（街道）

高境镇 吴淞社区（街道） 罗店镇 张庙社区（街道）

罗泾镇 卫生局 杨行镇 公安分局

０６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优秀基层党校工作者一览表（１８人）

吴　叶 费仁梅 樊　俭 庄　慧 陈继渭

严跃进 仇诗伟 朱文泉 苏元龙 胡道沭

吴华朗 陶培龙 卓迎春 袁吉安 黄铁红

吕秀芬 杨继德 毛利军

（张淑红）

区级机关工委
■概况　至２００８年底，区级机关党工委
有下属机关党委３个，直属机关党总支
１７个，直属机关党支部２２个。全年发展
预备党员２１名，按期转正２２名，年末中
共党员总数２０２１名，比上年增加１７名。
做好基层党组织的换届选举工作，共有

２个机关党组织进行换届选举，４个机关
党组织进行委员的增补调整。深化学习

型、服务型机关建设，开展“学习十七大，

争创新业绩，展示新形象”主题实践活

动，推进机关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

度建设。

■理论学习和形势任务教育　以学习
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主线，开展机关

思想教育工作。举办 ３场区级机关党
员干部季度专题报告会，５５０余名区级
机关党员干部参加。组织近 １００名机
关党员干部参观建区２０周年法制宣传
图片展。编辑《机关党建情况》１０期；
在市级机关工委主办的《机关动态》上

刊登经验交流、综合信息等９篇；在《一
周动态》、《宝山组织工作》、《宝山报》、

《宝山党建网》等刊登交流文章、综合信

息等 ３０余 篇。开 展 “相 聚 在 党 旗
下———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党员主题

教育活动。根据区委建立党的组织生

活固定时间制的有关要求，继续做好对

各机关党组织落实情况的每月督查，并

在宝山党建网上公示。

■机关党组织建设　以“学习十七大，争
创新业绩，展示新形象”为主题，举办

２００８年机关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区委组
织部部长朱勤皓作主题报告。举办“以

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机关党建工

作”主题论坛，区法院机关党委等４家单
位党组织代表发言交流。制定下发《关

于在区级机关党组织实施“公推直选”

工作的补充意见（试行）》，举办组织工

作培训班，对“公推直选”等业务工作进

行培训。严格按照党员发展程序，认真

把好培养、政审、考察、审批、转正等环

节，落实发展党员预审制、公示制、票决

制，确保发展质量。４月，举办１期入党
积极分子培训班，６０名入党积极分子参
加为期４天的培训。“七一”前夕，组织
新党员以“理想、信念”为主题的演讲，

并举行入党宣誓活动。

■开展纪念建党８７周年和改革开放３０
周年系列活动　举办区级机关纪念“七
一”专题报告会，区级机关近 ２００名机
关党员干部参加。以“牢记那一天”为

主题，组织开展创新机关党的组织生活

交流评选活动。组织 ２００名机关党员
干部参加纪念建党８７周年红色电影周
首映式并集体观看《千钧一发》。做好

“两优一先”推荐评比活动，系统内有８
家单位被评为区先进基层党组织，１０人
被评为区优秀共产党员，１１人被评为区
优秀党务工作者。结合纪念改革开放

３０周年、宝山建区２０周年活动，开展诗
歌征文，征集５０余篇。举办“‘相聚在
党旗下’———宝山区区级机关纪念改革

开放３０周年暨建区 ２０周年诗歌朗诵
比赛”。

■机关“凝聚力工程”建设　深化“双
结对”活动，做好送温暖工作，元旦、春

节期间，近２００名机关党员干部走访结
对贫困户，其中处级领导干部５０余名，
送上慰问金 ８万余元，实物折合现金
１５０００余元。组织“５·１２”汶川特大地
震捐款活动，系统内共捐助慰问款

３６８１６５元，交纳特殊党费 ９６７５０４元。
组织区级机关“送温暖，献爱心”捐赠，

募集捐款１８２７５元和棉衣棉被数百件。

■机关作风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５月１６日，区级机关举办机关党组织
书记培训班，重点围绕“如何把群众办

事‘难’变为‘不难’”的主题进行讨论，

区税务分局、药监分局、信访办等 ３家
单位机关党组织作重点交流。以转变

机关作风为主题，结合“讲党性、重品

行、作表率”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机关作

风建设特色品牌创建活动。按照区文

明办要求，做好宝山区创上海市文明城

区督查工作，组织近 １０００名机关干部
参加《上海市文明城区测评调查问卷》，

及时总结上报有关材料；对照争创市区

两级文明单位的推荐评比条件严格把

关，组织好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度的区检
察院、区法院、区人口计生委、区档案

局、区财政局、区机管局等 ６家市级文
明单位，区委党校等７家区级文明单位
的申报工作；开展“建设节约型机关”活

动，联合区级机关大楼多家单位发出

“进一步做好节能降耗工作”的倡议。

■机关群团工作　年内开展评先工作，
区委组织部党员服务中心等３家单位
获“区五一劳动奖状”，食药品监督所月

浦分所获“区五一巾帼奖状”，区信访办

戴雯获“区五一巾帼奖章”。开展“一

日捐”活动，共捐得 ６万余元。开展节
日慰问走访，发放慰问金共计 １９万
元。做好各类保障计划续保工作，为全

体女职工开展妇科体检。制定下发《机

关工会工作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

组织参加区首届职工运动会六项全部

比赛，获优秀组织奖。与机管局共同制

定“开展文明、节约用餐倡议书”。区直

机关团工委获“宝山区特色团组织”称

号，所属５家团支部获得“五星级团支
部”称号。机关团工委积极参与“３·
５”学雷锋、志愿服务四川到沪医治人员
行动、志愿协助区红十字会进行爱心捐

款核账活动、“爱心放送”助学等活动；

做好区“新长征突击手（队）”、“共青团

号”的推荐评选工作。与机关工会联合

开展“区级机关读书活动十佳先进个

人”评选活动。 （丁天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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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谭雪明

１月１５日，区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 摄影／浦志根

综述
２００８年，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

会围绕宝山发展的重点和人民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依法行使职权，开展

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全年举行代表大

会２次，举行常委会会议７次，召开人大
常委会主任（扩大）会议１０次。常委会
任免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５人次，任免
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人员３２人次，任免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工作人员２人次。常
委会组织代表就节能降耗、拆违控违、食

品安全以及社会救助等开展调查研究和

视察检查。办理群众来信２４３件次，接
待群众来访 ２４３批次，电话信访 ４２件
次，电子邮件信访２２件次。５月１５日，
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召开前，举行了一次

情系灾区捐款活动，与会人员共为四川

汶川特大地震灾区捐款１２１２０元。全年
工作重点：（１）围绕“四个更”（经济实力
更强、城乡环境更美、人民生活更好、社

会更加和谐）工作目标，切实加强宝山经

济可持续发展、城乡环境建设管理、民生

问题、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工作监督。

（２）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
免权，审议五年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

报告、审批和批准有关财政预决算等，并

提出相应审议意见或依法作出相关决

定。（３）积极推进代表工作和镇人大工
作，做好代表培训和补选工作，加强代表

书面意见督办，充分发挥市人大代表的

作用。 （沈竞春）

主要会议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１月 １５日 ～１８
日在区委党校举行，应到代表２６７名，实
到２４２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刘云耕到会祝贺。会议听取和审议

区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审查２００７年计
划、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０８年计划、预算
草案，批准２００７年计划、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和２００８年计划及区本级预算，听
取和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区法院、区检察

院工作报告。

■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７月 ２３日在区
委党校举行，应到代表２７１名，实到２３７
名。会议听取区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的

报告，等额补选周竹平为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补选王开泰、季文武、郑龙喜、谢

平为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１月４
日举行。会议对区政府拟提交区六届人

大三次会议审查批准的《上海市宝山区

２００７年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２００８年区本级财政预算（草案）》进行初
步审查，就区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有关

事项进行审议。会议还审议通过其他人

事任免事项。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３月５
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李原就社会事

业工作情况所作的报告，审议通过区人

大常委会２００８年工作要点和区六届人
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关于改

善宝山交通环境”的０１号代表议案（以
下简称“０１号议案”），还审议通过其他
人事任免事项。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５月１５
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夏雨就综合经

济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和审议区

政府关于“０１号议案”的办理方案和预
算外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报告。会议决

定接受冯嘉兴、刘发林、钱翊梁、喻碧波

等４人因工作原因辞去区六届人大常委
会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区六届人大四

次会议备案。会议决定接受华敏玉等６
位代表因工作原因辞去区六届人大代表

职务的请求。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７月
１４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张浩亮关
于就业、保障和救助等工作情况的报

告，听取区政府关于代表书面意见办理

情况的报告、关于 ２００７年区本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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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的报告及关于２００７年度区本级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审查 ２００７年区本级财政决算（草
案）及其报告。会议决定区六届人大四

次会议于 ７月 ２３日举行，并审议通过
区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

同意徐楠辞去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职务的请求并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任

免事项。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９月
１７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冯健理就
城乡建设和管理等工作情况的报告，听

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区第三轮“环保三

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报告和贯彻实

施《劳动合同法》的情况报告。会议决

定免去曹乃真宝山区审计局局长职务，

任命张晓宁为区审计局局长。会议还通

过其他人事任免事项。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１１
月１９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钟杰就
农村及社会稳定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

和审议区政府落实“０１号议案”决议情
况的报告和关于区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实

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会议根据区人

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

区人大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确认林明、

顾云飞等２名区人大代表资格有效。会
议决定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于２００９年１
月６日举行。会议还通过有关人事任免
事项。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１２
月２４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朱永泉
就招商引资、安全生产、市场监管等工作

的报告，审查批准２００８年区本级财政预
算调整方案，通过关于补选代表资格审

查和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审议

通过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有关事项，以

及其他人事任免事项。

重要会议
■六届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领导
联席会议　２月 ２２日举行。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沈秋余通报区人大常委会新一

年的主要工作，并听取“一府两院”领导

对人大工作的意见建议。“一府两院”

领导报告新一年的工作重点。

■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扩大）会议听
取区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报告　４月２９
日举行。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区人大

代表听取区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的

专题报告。与会人员对区法院人民陪审

员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并建议进一步提

高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的认识；加强对人民陪审员履职能力的

教育培训，提高陪审员的综合素质；发挥

人民陪审员的作用，保障人民陪审员依

法行使参审权；总结经验，加大人民陪审

员工作力度。

■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扩大）会议听
取抗震救灾工作情况汇报　６月 ２６日
举行。会议听取区政府支援灾区抗震救

灾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区公安分

局、卫生局、民政局、财政局关于派遣特

警队员和医疗队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情

况，以及捐款、捐物和削减行政开支情况

的汇报，并进行评议。

■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扩大）会议听
取区政府文化建设工作情况汇报　８月
１３日举行。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区
人大代表听取区政府关于文化建设工作

情况汇报。与会人员肯定区文化建设工

作，并就加强对群众性文化活动的领导、

文化队伍建设、完善文化执法机制等提

出建议。

■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扩大）会议听
取区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报告　１１月６
日举行。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区人大

代表听取区检察院关于刑事检察工作的

专题报告。与会人员对区检察院刑事检

察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并建议不断总结

经验，研究刑事检察工作中的新问题，全

力维护地区稳定和社会和谐；要敢于探

索、善于探索，努力追求社会效果和法律

效果的统一；正确处理人案矛盾突出问

题，加强干警队伍建设，建立和完善内外

协调机制，努力使区的刑事检察工作再

上新台阶。

■人大常委会学习讨论会　３月 ６日，
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学习讨论会。与会人

员围绕区委五届五次全会和区六届人大

三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就如何落实

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０８年工作要点进行讨
论。会议还转达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精

神和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

班主要精神。１２月２日 ～３日，区人大
常委会举行学习讨论会，对常委会２００８
年工作进行回顾和总结。 （沈竞春）

重大决定
■关于２００８年度区预算决算的审议和
决定　１月 ４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七次会议对区政府拟提交区六届人大三

次会议审查批准的《上海市宝山区２００７
年区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２００８年
区本级财政预算（草案）》进行初步审

查，会议肯定区政府的工作并提出进一

步加大财政对社会事业发展经费投入、

建立有效的财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投入机制等建议。５月１５日，常委会第
九次会议对区预算外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进行审议。会议听取并审议关于 ２００７
年财政预算外资金收支情况和２００８年
财政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情况的报告、

关于２００７年国资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及
２００８年国资经营预算编制情况的报告
和２００７年度政府投资项目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８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安排情况
的报告。会议要求区政府在今后的财政

工作中继续加强制度建设，朝着建立公

共财政的目标要求，努力解决区预算外

资金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建议理

顺预算外资金管理机制，落实土地出让

金预决算制度，加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１２月２４日，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对区政
府拟提交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审查批准的２００９年区本级财政预算
（草案）进行初步审查，同意区政府“预算

草案”的主要内容。建议在现有基础上，

充分认识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加紧完

善有关预算安排和相应工作措施后，提交

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审查批准。

■ ０１号议案处理　３月５日，区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区六届人大三

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０１号议案，会
议通过审议意见，决定将该议案交区政

府提出办理方案。５月１５日，常委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区政府０１号议案办理方
案，并表决通过相关决议。决议指出，该

方案符合当前宝山交通环境实际，具有

一定可操作性。要求在实施过程中，提

高认识，统一思想，科学合理地规划交通

环境功能和布局，进一步加强管理，促进

各部门通力合作。１１月１９日，常委会第
十二次会议听取并审议区政府关于落实

本决议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指出区政

府要继续加强对宝山城乡发展、交通环

境及产业布局的规划研究，抓住有利契

机，完善配套路网规划，促进仓储业调整

和搬迁。 （沈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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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监督

１２月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到宝山调研 摄影／浦志根

■视察食品安全工作　４月 ９日，常委
会部分组成人员和区人大代表视察区食

品安全情况。代表们实地察看密山路集

贸市场、宝教配送服务社、江杨路农副产

品批发市场等食品经营场所的食品安全

管理情况，观看区食品安全工作专题片，

听取区食药监局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就

健全食品安全长效监管机制、完善标准

化菜场建设、加强对大型超市的食品安

全检查和无证食品经营的整治等问题提

出意见和建议。

■视察劳教所工作　４月２１日，常委会
内务司法工委前往位于江苏省大丰市的

上海市第一、第二劳动教养管理所检查

工作，并看望、慰问在农场工作的区人大

代表和干警。委员们听取农场关于贯彻

实施《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有关情况

及农场建设发展状况的汇报，并察看农

场的设施情况。

■视察防汛防台工作　５月 ７日，常委
会城建环保工委和部分区人大代表检查

区防汛防台工作。代表们检查宝杨码头

圈围工程、杨行镇防汛物资储备仓库、在

建的纪
!

路码头防汛墙工程以及大场镇

少年村路改建工程，听取区水务局、大场

镇政府关于防汛防台准备工作的情况汇

报，建议要加强组织机构网络建设和预

案演练、进一步查找薄弱环节和隐患、抓

紧抓好防汛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

防汛队伍业务培训、搞好内陆地区的防

汛防台设施建设，解决好部分地区的内

涝问题。

■视察节能降耗工作　６月１７日，部分
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区人大代表对区节能

降耗工作及宝山工业园区建设情况进行

视察。代表们实地察看中集宝伟工业有

限公司节能降耗情况和宝山工业园区罗

森宝工业研发中心建设情况，听取区经

委关于区节能降耗工作情况以及宝山工

业园区负责人关于园区建设情况的汇

报，并对今后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视察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情况　６月１８
日，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对区公共体育

设施建设情况进行视察。委员们察看泗

塘篮球公园、通河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等

公共体育活动场所，听取区体育局关于

全区体育工作以及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情

况的专题汇报，并就拓展公共体育设施

的内涵、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向农村地

区倾斜、完善全区体育资源布局、更好地

开放和利用好学校体育场馆等问题提出

积极建议。

■视察环境治理和拆违控违工作　８月
２７日，常委会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对区
环境治理与拆违控违工作进行视察。代

表们察看月浦镇沈巷村、杨行镇泗塘村

拆违控违工作以及西城区颐景园绿化建

设情况，听取区环保局、拆违办有关工作

情况汇报。代表们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难

点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视察重大工程建设与交通环境情况　
１０月９日，常委会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
对区重大工程建设与交通环境情况开展

视察。代表们察看同济路高架新增上下

匝道工程建设进展情况、沪太路拓宽改

建工程现场，重点视察 Ｍ７线与沪太路
并线段、沪太路跨宝安公路跨线桥等施

工场地建设情况。

■视察社会救助工作　１１月 ２５日，常
委会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对区社会救助

工作情况进行视察。代表们视察吴淞街

道敬老院、张庙街道老年助餐点、综合帮

困中心（阳光驿站）和社区事务受理中

心等场所，仔细察看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休闲娱乐等设施情况及社会救助事务办

理程序。代表们还听取区民政局与张庙

街道关于社会救助工作情况的汇报，并

进行评议。 （沈竞春）

重要活动
■市人大领导赴宝山调研　６月 ２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等一行到宝山

区调研人大工作，听取关于区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大工作的有关情况介绍，并就

进一步重视和支持区人大工作，切实加

强人大干部队伍建设，提高人大工作水

平等方面提出希望。８月１４日，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刘云耕以市人大代表身份到

顾村镇，走访其所联系的宝山区人大第

五代表组，与部分市、区人大代表进行座

谈，并视察顾村公园和顾村“四高小区”

等重大市政工程。

■全国人大领导赴宝山调研　１２月 ３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

主席陈昌智到宝山视察指导工作，听取

宝山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情况汇报。

（沈竞春）

代表工作与街镇人大工作
■书面意见办理　区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以来，由区政府办理的书面意见１４２件，
已办结１３８件。办理结果为已采纳和已
经解决的７２件，占５２２％；正在研究和
正在解决的５３件，占３８４％；留作参考
的８件，占５８％；因客观条件限制，暂时
难以解决的５件，占３６％。代表对办理
结果满意的为１０６件，占７６８％，基本满
意的为 １８件，占 １３１％，理解的为 １４
件，为１０１％，对办理态度的满意或基本
满意率为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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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７日，市人大代表（宝山组）组团活动
摄影／浦志根

■代表培训　３月１１日～１３日，区人大
常委会在市人大培训中心组织自愿报名

的１０９名区人大代表进行集中培训，邀
请市人大有关专家学者就《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培训。

２００８年，区人大常委会在有关街、镇先
后组织６场“市民与法———人大代表说
法系列”讲座，近４００名区、镇代表和社
区居民参加。

■代表座谈会　全年召开由区人大常委
会主持的代表座谈会５次。１月１０日，
征询对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意见和

建议。２月２１日，征询对常委会２００８年
工作要点的意见和建议，传达市十三届

人大一次会议精神和市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学习班主要精神。４月 １
日，传达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

并听取环境整治、道路交通、社会保障、

社会稳定、扩大就业、文化设施建设、老

公房改建等方面的社情民意。７月 ３
日，听取代表对区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以

来政府办理书面意见的意见和建议。１２
月４日，回顾总结区人大常委会一年工
作，畅谈２００９年工作思路，并对常委会
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

■市代表活动　１月７日，区人大常委
会召集由宝山选举产生的市人大代表

开展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会前组团

活动。６月５日，区人大常委会邀请市
人大代表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会上，

有关职能部门围绕调研课题，从本行业

的专业角度出发，提供许多基础材料，

为市人大代表完善调研提纲、理清调研

思路提供帮助。８月１８日，区人大常委
会邀请市人大代表就有关专题调研进

行座谈，讨论调研报告初稿。市人大代

表对报告的结构、文字、专业用语和有

关数据进行研讨，完善调研报告。８月
２０日，市人大代表宝山组开展活动，听
取市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并集中开

展评议。代表们还视察长江口圈围工

程和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９月
１２日，部分市人大代表召开座谈会，就
专题调研报告的初稿征求意见。与会

的市政府有关部门人员肯定市人大宝

山代表组专题调研报告的质量，并介绍

市政府改善北部地区货运交通状况的

规划。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７月１０日，各街
镇人大工作例会在庙行镇召开。与会

人员参观庙行镇北斗星商业广场、骏利

财富广场等商业设施，听取庙行镇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的介绍。会上，常委会各

工作委员会、各镇人大和代表组介绍上

半年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１０
月８日，第三季度街镇人大工作例会在
月浦镇召开。与会人员参观月浦镇月

狮村公共服务中心和潜利工业有限公

司，听取月浦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介

绍，交流各镇及各代表组的人大工作情

况。１２月３０日，第四季度街镇人大工
作例会在罗泾镇召开。与会人员参观

上港集团罗泾港区和罗泾新、老镇区建

设现场，以及农村自然村宅改造现场，

听取罗泾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介

绍。会议总结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

各镇及各代表组工作，提出 ２００９年工
作思路。

２００８年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情况一览表

会　次 任 免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七次会议

赵婧含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陈卫国区检察院检察员、检察

委员会委员、副检察长
李志英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八次会议

吴隽区人民法院民事快速裁判庭副庭长，徐敏芳区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庭副庭长，谢连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印妙

奎、顾伟刚、董翠区人民法院审判员，王建区人口计生委主任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

王爱芬区人事局局长，冯嘉兴、刘发林、钱翊梁、喻碧波区六届人大常

委会委员（辞），华敏玉等６位代表因工作原因辞去区六届人大代表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次会议

周敏、赵建国、吴琳、奚山青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郭宗

才、谭启敏、钟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徐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辞）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

张晓宁区审计局局长，朱利华、李晓平、俞蔚明区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委员，严海港、陆凤高、陈一岚、陈亮亮、俞翔海、须庆峰区人

民法院审判员。

曹乃真区审计局局长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
曹志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

陈素琴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金正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汤宇军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施洪俭区人民法院民事

快速裁判庭庭长，孙晓红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施海涛区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马建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吴

劲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顾伟刚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

谢斌区人民法院淞南人民法庭副庭长

杨美华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金正华区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一庭庭长，汤宇军区人民法院民事快速裁判庭庭长，孙晓红区

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施海涛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董果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潘惠芳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沈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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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现代服务业重点项目一览表

项目名称 功　能

宝山国际钢铁物流商务区一期 钢铁交易等生产性服务园区

上海宝莲城中央商务区一期 商务、办公

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一期 节能环保产业园区

创邑·幸福湾 商务、商业、餐饮

半岛１９１９一期（原上棉八厂） 文化产业

长江国际贸易中心 商贸城

尚中心·景瑞生活广场 商业商务

北斗星商业广场 商业商务、酒店、餐饮、娱乐

长三角服务外包基地上海共富园 服务外包

罗森宝商务中心一期 科技研发

上海智力产业园 研发办公、商业休闲

上海宝钢船板加工配送中心 钢材加工配送供应链

上海宝钢不锈钢加工配送中心 不锈钢配送交易生产性服务园区

长三角中小企业上海总部基地 商业、办公

巴黎春天 百货商业

综述
２００８年，区政府积极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努力解决前进

中的矛盾和困难，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的各项目标任务。（１）经济保持平稳
较快发展。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

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较

快增长、质量稳步提高、结构不断优化的

势头。全区增加值完成５０７０３亿元，增
长１４％；区地方财政收入完成５７４８亿
元，增长１０２％，区可用财力达９１８３亿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２３６１３亿
元，增长１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１６４０６亿元，增长３２％。面对严峻
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贯彻落实中央、市

委和市政府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

展和民生改善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抓住有利时机，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集

中梳理一批事关长远发展的功能型、带

动性项目，关系民生持续改善的公共设

施项目，符合产业导向的重大产业项目，

改善环境质量的生态环保项目，以及推

动城乡建设和管理的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
项目，首批集中开工项目达５２个，为促
进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２）民生工作
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落实

积极的就业政策，财政投入促进就业资

金１８亿元，新增就业岗位３２７３９个，城
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２９１万人以内。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２１５０元，
增长１０７％；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１４５９２元，增长１０４％。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区本级财政在农业生产、农村

社会事业、农民保障等方面投入６９亿
元，增长２８％。加快实施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大财政对社区公共

卫生经费的投入力度，每万人户籍人口公

共卫生经费达６０万元，位居全市各区县
首位。月浦镇成功创建“全国文明镇”，

罗店端午龙船习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罗店镇、

顾村镇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竞技体育实现历史性突破，宝山区输送

的运动员刘子歌和章旭飞分别在北京奥

运会游泳比赛、北京残奥会坐式女排比

赛中摘得金牌。（３）城乡建设与管理水
平进一步提高。发挥规划的指导和引领

作用，规划体系进一步完善。以滨江发

展带开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等为重点，坚持建管并举、协
同有效，加快网络化、功能性、枢纽型基

础设施和区域排水系统建设，加强城乡

管理，区域环境面貌进一步改善，城市综

合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 （陈　勇）

重要政事和决策
■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　全年新建绿地
２００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４１％，
人均公共绿地达到２０平方米。顾村公
园等生态绿地加快建设，共和公园建成

开放。完成第三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色标网格”环境管理机制获“中华宝钢

环境优秀奖”，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获“改革开放３０年上海城市建设发展成

果银奖”。加快推进区域排水系统建设，

完成污水治理三期确定的 １８条道路、
２３５公里雨污水管道建设，月罗路、罗北
路污水干管工程有序推进，北部地区建成

二级污水管网１１２公里，城镇污水纳管率
达６１３５％。２０５条中小河道完成整改，
河道保洁实现全覆盖。城市网格化管理

信息系统一期投入运行，处置及时率和结

案率均达到９５％以上，二期建设顺利完
成。加强城管监察执法，拆除违法建筑

５５８万平方米，５１个行政村和５２个小区
通过达标验收。富长路—康宁路拓宽改

建、罗北路新建等一批工程全面启动，轨

道交通７号线北延伸段建设按节点推进，
沪太路拓宽主体工程竣工，石太路改建工

程按期完成，同济路高架新增上下匝道结

构贯通。出台《公共交通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和配套支持政策，新辟、调整８条公
交线路，江杨北路、集宁路等公交枢纽站

顺利竣工。新建农村公路４５６公里，农
村公交通达率达８７６％。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以滨江发展
带、轨道交通沿线区域等为重点，结合区

１７



１１月５日，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开园 摄影／王卫锋

域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促进产业能级进一步提升，推动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推进实施区服务业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建立服务业发展引导专项

资金，加快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以

结构调整和存量资源再利用为抓手，加

强与部市属企业联合联动，发展现代服

务业和楼宇经济。加大产业项目规划、

培育和推进力度，宝山国际钢铁物流商

务区一期、宝莲城中央商务区一期、上海

国际节能环保园一期等投入使用，一批

服务业功能性项目、商业商务集聚区相

继建成。

■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　结合区域产业
结构调整、盘活存量资源、节能减排等工

作，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提升产业能

级。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１０２０２亿元，同
比增长１７７％。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
工业园区建设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综

合配套能力进一步完善。全区工业园区

工业企业完成销售产值２８４９７亿元，增
长２８５％，增幅高于全区工业销售产值
增幅１０８个百分点。以工业园区为载
体，瞄准高端产业项目，大力引进产业龙

头企业和高能级项目，欧际柯特、健和容

器等企业竣工投产，发那科、拉法基等一

批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投资项目顺利推进。
在积极推进优势产业发展的同时，加大

劣势、低效企业的调整、淘汰力度，推进

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提高工业园区的产

出水平。全年工业园区工业企业单位土

地产出率达 ３０１３万元／亩，同比增长
１１１％，增幅高出年度预期目标 １１个
百分点。

■全面实施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　编
制《宝山区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纲
要》，宝山区迎世博６００天工作分为六个
阶段，每个阶段在１００天左右，按时间顺
序分别是“先行先试，创建文明城区百日

行动”、“突破瓶颈，治理城乡管理顽症

百日行动”、“聚焦重点，建设宝山新城

乡百日行动”、“提升服务，温馨宝山百

日行动”、“全力冲刺，亮点展示百日行

动”、“巩固成果，为世博添彩百日行

动”。全区各街镇细化具体任务和节点

要求，组织实施迎世博６００天首个“百日
行动”，扎实推进“五个一”专项整治（整

治一条路、整治一条河道、整治一片绿

化、治理一个广场、综合治理一个居民小

区）。通过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解决
市民反映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区域环

境面貌得到改善。

■２００８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　
（１）目标：新增就业岗位３万个以上，其
中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岗位 ３０００
个，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２９１万人
以内。完成情况：新增就业岗位 ３２７３９
个，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岗位

６１８２个，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２８２７１个。
（２）目标：完成１５个标准化社区卫生服
务站和２０个市级卫生村卫生室建设；新
建５个标准化社区中医康复理疗站；完
成菊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并投入

使用；完成２００例白内障贫困患者免费
复明手术；为４万名退休和生活贫困妇
女免费提供妇科病和乳腺病筛查；完成

杨行急救分站建设。完成情况：完成１５
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２０个市级标准化

卫生室建设，并通过验收；完成５家标准
化社区中医康复理疗站建设，并通过验

收；完成菊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开

始试运行；“巡回医疗进农家”出车１４０
次，受益群众３５３０３人次；为２９９名贫困
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复明手术，术后脱

盲率为９８３２％；为４０５７８名退休和生活
贫困妇女免费提供妇科病和乳腺病筛

查；完成杨行急救分站建设。（３）目标：
为１３００名视力障碍者提供信息沟通服
务；新建养老机构 ２个，新增养老床位
８００张；创建示范型老年人日间照料服
务中心２个；改扩建老年活动室４０个；
更新维护３０个老年活动室；新增紧急呼
叫装置“安康通”３００个；为１８００名老人
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对其中生活困难且

需要照料服务的老人给予政府服务补

贴；使享受服务的老人达到６３００名；新
建３个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改建２个社
区事务受理中心；创建社区助餐点 １２
个。完成情况：为１３１１名视力障碍者办
理并开通信息沟通服务；新建养老机构

１个，改扩建养老机构７个，新增养老床
位８７２张；创建示范型老年人日间照料
服务中心 ５个；改扩建老年活动室 ５４
个；安装紧急呼叫装置“安康通”３０７个；
为１９３３名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总数
达到６４３３名；完成４家社区事务受理中
心的新（改）建，另 １家正在推进；完成
１２个助餐点的创建。（４）目标：完成 １
万个百万家庭文明素质培训；完成１万
人科普培训；创建１个区级科普教育基
地，新建电子画廊２个；建设新农村科普
示范点２个；建立“农业科普馆”互动数
字平台；完成４５万名农民工安全知识
培训。完成情况：完成 ３２８４１个家庭文
明素质培训；完成２１４０１人次的科普培
训；完成１个区级科普教育基地、２块电
子画廊和 ２个新农村科普示范点的建
设；“农业科普馆”互动数字平台正式开

通；农民工安全知识培训开班３３０期，培
训４５５００人。（５）目标：对１４万户居民
家庭用水银血压计开展免费检定；宝钢

地区（宝钢１～８村）１０９１１户居民燃气
内管改造；新辟２条公交线路，方便居民
出行；建设公交候车亭（６０处）；消除１０
个交通堵头，解决道路拥堵问题；完成共

和公园建设；完成月浦公园改建。完成

情况：完成１４００７台家庭用水银血压计
开展免费检定；完成宝钢地区（宝钢１～
８村１０９１１户）居民燃气内管改造；宝山
１路、１３路开通运营；完成６０个公交候
车亭建设；１１个消除交通堵头工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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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并通过验收；完成共和公园建设，

１２月 １８日正式开放；月浦公园年内完
成主体工程改建，其余工程延期至２００９
年３月（因承担第六届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节任务，工程于 １０月下旬才开工）。
（６）目标：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
，惠及１３０００户农民家庭（按依申请和实
际需求安装数为５５００户）；完成５个新
农村文化活动分中心项目建设；１０００场
公益电影下乡，１００场演出下乡；２家网
络图书馆和２０个农村“三位一体”文化
信息化服务点建设。完成情况：完成

６０００户农民家庭有线电视安装，并举行
开通仪式；５个新农村文化活动分中心
项目通过验收；完成 ４１００余场电影下
乡，观众达 ２０２５９０人次，１００场演出下
乡，观众达６万余人次；完成２家网络图
书馆和２０个农村“三位一体”文化信息
化服务点建设。（７）目标：新建社区公
共运动场２个，完成６处新农村农民健
身工程设施建设；改建１个社区活动分
中心，受益居民１万人；新建庙行镇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完成情况：２个社区公
共运动场完工，完成１０处新农村健身点
建设；张庙社区活动分中心完成改建工

程；庙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完成土建

工程。（８）目标：新建３个农村地区商业

网点，逐步解决农民购物、买菜难的问

题；完成 １０个菜市场的标准化建设；实
行规范化管理；猪肉安全流通信息追溯

系统建设。完成情况：３个农村地区商
业网点开业；完成８个菜市场的标准化
建设，２个进入收尾阶段；完成４０家猪
肉安全流通信息追溯系统建设。（９）目
标：新建８３个社区和农村警务室，完成

已建４４个警务室的内部配置（按照市局
要求，在原计划新建３５个的基础上，再
增加４８个）。完成情况：完成８３个社区
和农村警务室建设，完成已建４４个警务
室的内部配置。（１０）目标：新建１０座垃
圾压缩站，减少小区内环卫作业扰民。

完成情况：完成 １０座垃圾压缩站的
建设。

２００８年区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情况一览表

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３６次 听取关于２００７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及２００８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征询情况的汇报 １月７日

第３７次 听取关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检察科技装备配置计划的情况汇报 １月２２日

第３８次

１、听取关于宝山区创建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实施方案（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的情况汇报
２、听取关于宝山区撤销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建制若干规定（草案）的情况汇报
３、听取关于宝山区农村村民住房建设规划管理若干规定（草案）的情况汇报
４、听取关于２００７年非公有制企业享受政府专项资金扶持方案的情况汇报

２月１８日

第３９次 １、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０７年冬季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２、听取关于２００８年重点行政监察项目立项的情况汇报 ３月１０日

第４０次 １、听取关于２００８年度区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情况汇报
２、传达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意见 ３月２６日

第４１次 听取关于发放２００７年度区属企业经营者薪酬的情况汇报 ４月１４日

第４２次

１、听取关于改善“农来农去”人员社会保障待遇的情况汇报
２、听取关于２００７年财政预算外资金收支情况和２００８年财政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的情况汇报
３、听取关于２００７年国资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及２００８年国资经营预算编制情况的汇报
４、听取关于２００７年度政府投资项目执行情况和２００８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

４月２８日

第４３次 １、听取关于宝山区公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等有关情况的汇报
２、听取关于调整公益性物业四保岗位人员社会保险费补贴标准的情况汇报 ５月５日

第４５次 听取关于区农保基金管理办法的情况汇报 ５月２０日

第４６次

１、听取关于上海研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非公有制企业享受区政府专项资金扶持的情况汇报
２、听取关于对上海华汽实业有限公司违法建筑处理意见的情况汇报
３、听取关于财政公用经费预算压缩５％的情况汇报
４、传达上海市迎世博加强市容环境建设６００天行动计划专题会议精神，研究宝山区贯彻意见

５月２９日

第４７次
１、听取关于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
２、听取关于进一步加大城市化地区拆违控违工作意见的情况汇报
３、听取关于给予四川灾区农民工一次性特殊救助金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６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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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４８次

１、听取关于深化镇水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２、听取关于建立宝山区劳动争议仲裁院的情况汇报
３、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０７年区本级财政决算报告（草案）和宝山区２００７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
告的汇报

６月１６日

第４９次 １、听取关于２００８年宝山区节能减排考核体系职责分解及成立区节能减排领导小组的情况汇报
２、听取关于宝山区投资项目行政审批改革试行方案的情况汇报 ６月２５日

第５０次
１、听取关于开展第二次经济普查相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２、听取关于成立基层收入核对专业队伍的情况汇报
３、听取关于宝山区抗震救灾款物募集管理检查情况的汇报

７月２日

第５１次

１、听取关于宝山区“收支两条线”管理情况的汇报
２、听取关于完善规范政府采购工作的情况汇报
３、听取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投资监控情况的汇报
４、听取关于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管理情况的汇报
５、听取关于区环境监测中心开办费的情况汇报
６、听取关于宝杨路码头圈围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情况汇报

７月２９日

第５３次

１、听取关于调整宝山区与普陀区部分行政区域界线的情况汇报
２、听取关于撤销淞南镇张行村行政建制的情况汇报
３、听取关于组建宝山区金融服务办公室建议方案的情况汇报
４、听取关于宝山区“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５、听取关于宝山区第一批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三定”方案的情况汇报

８月１１日

第５４次

１、听取关于贯彻《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本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和推进农、副业人
员参加农保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２、听取关于宝山区推进节能减排产业升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情况汇报
３、听取关于组建宝山区重大产业项目推进协调办公室建议方案的情况汇报

８月２１日

第５５次

１、听取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建设，提高村级集体经济民主管理水平实施办法等五个文件的情况汇报
２、听取关于区招商中心搬迁改建方案的情况汇报
３、听取关于举办宝山投资推介会活动建议方案的情况汇报
４、听取关于申请核拨创建文明城区专项经费的情况汇报

９月１７日

第５６次

１、听取关于区民兵训练基地项目总投资增加情况的汇报
２、听取关于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工程情况的汇报
３、听取关于镇级机构改革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４、听取关于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筹备工作及安全保卫工作的情况汇报

１０月１０日

第５７次

１、听取关于宝山区“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工作的情况汇报
２、听取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情况汇报
３、听取关于２００８年度区本级预算调整情况的汇报
４、听取关于２００８年上海国际钢雕艺术节筹备情况和２００８年中国国际节能环保论坛在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举办的
汇报
５、听取关于罗大地区化工企业环境综合整治任务调整情况的汇报

１０月２７日

第５８次

１、听取关于２００８年度下半年政府投资计划调整的情况汇报
２、听取关于“问题”乳制品专项检查工作阶段总结的情况汇报
３、传达上海市区县结对支援都江堰市乡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宝山区贯彻意见
４、听取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街道乡镇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意见》的情况汇报
５、听取关于农业“三秋”工作的情况汇报
６、听取关于０１号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

１１月１２日

第５９次
１、听取关于落实市委、市政府“两个确保”工作要求，推进项目落地的情况汇报
２、听取关于建立健全落实“两个确保”，协调加快项目建设工作机制的情况汇报
３、听取关于近期上海市出台的有关经济政策的梳理情况及宝山区贯彻意见的情况汇报

１１月１７日

第６０次

１、听取关于“十一五”后期区政府重大项目技术储备的情况汇报
２、听取关于国际邮轮码头建设工作计划情况的汇报
３、听取关于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项目的情况汇报
４、听取关于宝山区服务业引导资金有关项目情况的汇报
５、听取关于宝山区推进节能减排若干政策措施的情况汇报
６、听取关于成立曙光医院宝山分院的情况汇报

１１月２４日

第６１次

１、听取关于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和谐劳动关系优秀工作者评选表彰暨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推进会筹备情况的汇报
２、听取《关于预防和化解群体性劳资纠纷的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３、听取关于２００８年“市重大工程立功竞赛奖”申报方案的情况汇报
４、研究《政府工作报告》

１２月１日

第６２次
１、听取关于２００８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及２００９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征询情况的汇报
２、传达市迎世博窗口服务指挥部现场推进会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３、听取关于２００９年重大项目梳理推进情况的汇报

１２月８日

第６３次
１、听取关于２００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２００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情况汇报
２、听取关于２００８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０９预算（草案）的情况汇报
３、研究区政府党组民主生活会上有关意见和建议的整改方案

１２月２３日

（陈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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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

７月１７日，宝山举行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开通仪式 摄影／黄永庆

■农村环境整治和村庄改造工程　年内
继续推进农村环境整治，拆除农村区域

各类存量违法建筑３５万平方米；集中收
集和处置农村生活垃圾，垃圾外运处置

率达到１００％；建成各类环卫设施 １４０５
座，取缔垃圾堆点、旱厕、小粪缸。提前

完成“万河整治”工作，投入７３６４７６万
元（其中区、镇两级投入６９５１７６万元），
综合整治中小河道总长度４１３６公里，
累计完成６６８条段。在巩固创建“整洁
村”基础上，投资１１１７４８万元，完成第
一批村庄改造试点工作；对罗店镇张墅

村、天平村和罗泾镇合建村、陈行村等４
个村１０个自然宅４８３户农户村庄进行
改造，全部通过市有关部门验收。

（戴　陶）

■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年内投入
资金２４００万元，关闭和治理罗店种畜场
（南场）、富强猪场、宝场新牧场、华风牧

场等禽畜牧场１６座，有效控制农业污染
源。成功创建高境镇、顾村镇等国家环

境优美乡镇，建成一批如环区步道、炮台

湾湿地森林公园、罗泾水源涵养林等环

境优美的绿色地块；结合道路建设，完成

北?川路两侧绿化等道路绿化建设。

（赵晓怀）

■率先实现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　７
月１７日，区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开通暨
捐赠仪式在罗泾镇合建村陶家宅举行，

标志着宝山区在全市郊区（县）中率先

实现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市、区有

关领导，及有线电视用户代表等２００多
人参加仪式。作为宝山区一项为民实事

项目，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共为６０００
余户农民家庭安装有线电视。实施“二

免一送”的扶持政策，即对农民家庭免收

有线电视安装费，对困难家庭免收月租

费，并赠送电视机。 （李永红）

■提高农民保障水平　年内继续扩大公
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改善农村民生，提

高农民保障水平。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

达１００％，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水平为８３９
元，减免农民门诊诊查费，对６０岁以上
农民参加合作医疗个人缴费政府补贴

５０％，农民看病普通门急诊医药费平均
报支比例提高至 ６４％以上，住院、门诊
大病医药费平均报支比例提高至 ７１％

以上。全年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就

业６０４４人，安置农村“双困（生活困难，
就业困难）”人员９１７人；组织农村户籍
人员职业技能培训３８６７人，其中农村富
余劳动力参加培训 １１４９人。完成新征
用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４１６４人，落实保
障率达１００％，全区实现农民纳入社会
保障１１７０７人。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标
准每人每月提高到６２０元，农保人员养
老金水平提高到 ３７３元，老年农民最低
养老金补贴标准提高到１８０元。

（戴　陶）

■健康示范村创建　全区以罗店镇张墅
村为先行单位，通过实施“五个一”，即

开展一次较大规模送医下乡活动、一条

“农民健康热线”、每户一张“健康联系

卡”、一份“农民健康档案”、每月一次健

康课堂活动，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

活动，创建“健康示范村”。区爱卫办投

入近８万元用于张墅村的健康宣传，并
为该村村民发放健康大礼包９００份，健
康积分登记簿１２００本，健康积分奖励品
２００份，健康联系卡 ９００张，健康挂历
１０００本，健康小药箱２００个。 （房信刚）

■以科技支撑新农村建设　年内建成
６１８６亩设施粮田和２０５８亩设施菜田，建
立集体合作农场４４个，规模经营农业用
地３３万亩，率先在上海市实现水稻生
产全程机械化和粮食规模化生产。创建

罗泾镇陈行村新农村科普示范点等新农

村科普示范点４个，并配备科普书籍、大
屏幕液晶电视机、ＤＶＤ播放器、音响、电
子触摸屏等设备。 （洪燕华）

■ 新农村文化设施建设　建成新农村
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１１个。在全区百
户以上行政村提前完成“三位一体”工

程（文化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农村

信息苑和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点）全覆盖。

街镇网络图书馆工程完成全覆盖。各街

镇结合实际，采取新建、改扩建、资源整

合、建分中心等模式，加快街镇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建设，友谊路街道、罗店镇、月

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成开放；庙行

镇、杨行镇、大场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启

动建设；高境镇、淞南镇、罗泾镇、顾村镇

分中心建设全面启动，张庙街道、吴淞街

道以资源共享方式进行改建。

（李永红）

滨江带建设
■概况　宝山区提出建设现代化滨江新
区的工作目标。２００８年把握上海筹办
世博会的机遇，推动“彰显吴淞门户功

能、弘扬吴淞人文精神”的特色滨江带建

设，带动城市能级的整体提升。滨江带

包括４公里长江岸线、６公里黄浦江岸
线、２公里?藻浜岸线，总规划面积２８５
公顷，构建“一港两带三区”的航运旅游

服务区。一港是以国际邮轮为核心，集

长江和沿海游船、崇明三岛水上游览、黄

浦江游览于一体的组合港；两带是规划

建设滨江旅游景观带、文化休闲环境带；

区是建设航运旅游服务区及相关的现代

服务业集聚区。目前正在集中建设的

８０公顷核心区，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等重大项目启动建设，宝杨路码头圈围

控详规划获市政府批准，圈围工程按时

完成；宝杨路水陆交通枢纽、滨江景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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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１９日，宝杨路码头圈围工程建成 摄影／经瑞坤

道等配套工程完成前期准备；吴淞炮台

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吴淞客运中心客

运综合楼建设加快推进，游客服务中心

主体竣工。

■吴淞口滨江景观带概念性规划　长
江、黄浦江、?藻浜交汇处的宝山滨江带

为淞滨水岸线共８５公里，其中沿长江
岸线３８公里，沿黄浦江岸线２４公里，
沿?藻浜岸线２公里，沿北泗塘河口岸
线０３公里，围绕公共生态环境建设和
发展现代服务业，自２００７年８月起面向
全球征集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完成吴

淞口沿江功能定位战略研究。该规划

“一心、三区、八主题”的创意方案获区

政府批准，功能定位以及水上旅游为核

心的集航运服务、商贸商务、文化博览、

生态景观等于一体的航运旅游服务区，

结合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形成邮轮游艇

靠泊区，结合吴淞客运中心地区形成水

上旅游服务积聚区，结合上棉八厂建筑

形成现代时尚创意区；道路交通增强吴

淞口滨江地区与新江湾城、五角场、杨浦

东外滩等公共中心的交通可达性，并充

分考虑滨江有轨电车的留地；绿化环境

突出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原生态湿地、

自然林带的绿化形态，以及塑造绿化功

能与广场、配套设施等方面的衔接；旅游

规划体系生态休闲一日游等８个方面旅
游主题，并开展国际性大型旅游项目活

动。 （张明是）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工建设　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作为宝山滨江开发的核心项

目，是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

成部分，已被列为市重大工程，并于１２
月２０日正式开工建设，副市长沈峻出席
开工典礼，市交通港口局局长孙建平任

项目建设工作推进协调小组组长，区长

斯福民担任协调小组副组长。该项目的

建设主体为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

有限公司，由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与中外运上海长江轮船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组建。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区在原炮台

湾水域防波堤的基础上进行改建，岸线

总长１５００米，一期新建２个大型邮轮泊
位，可同时靠泊１艘１０万吨级邮轮和一
艘２０万吨级邮轮。二期将根据发展速
度和实际需要改造建设另外２个邮轮码
头泊位。项目总投资１２６亿元，预计于
２０１０年５月形成基本接待功能。

（张　妍）

监察与纠风
■概况　年内，以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
府、法治政府为目标，紧贴区委、区政府

的中心工作，坚持“在参与中服务，在服

务中履职”的总体思路，认真开展行政监

察工作和纠风工作，努力做到“一般工作

不漏项、重点工作出成效、特色工作出亮

点、整体工作上水平”。推进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加快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继

续开展村级财务规范化管理工作，加强

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大额度资金支出

等的监督，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招投标制

度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加强

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加强对区招商

服务中心效能监察。组织开展政风行风

测评，深入开展纠风专项治理工作。

■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　对２８家
政府部门和公共行业开展政风行风测

评，组建政风行风调查员队伍，共查找出

问题实例１３９个，协调相关被评部门和
行业对所有问题进行核实处理与整改。

组织３０名区特邀监督员分成６组对环
保、房地（物业）、规划、教育（学校）、卫

生（医疗）、税务 ６个部门进行“重点
评”，共召开座谈会６０个，参加人员６６５
人次；明察暗访职能科室和办事窗口７２
次，走访办事对象３８７人，发出调查信函
１８７份，查看台账资料８４７件，收到群众
批评建议３００余条。结合测评，先后举
办１０场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行业与群
众代表恳谈会，共有１６０余人次的部门
（行业）负责人出席，群众代表１７５人次
提出３５２条意见建议，各部门（行业）对
群众所提意见建议的回复率为 １００％。
组织开展“万人百企评机关”回头看活

动，针对活动中收到的２０５４条意见、建
议，督促整改措施的落实。继续完善“百

姓连线”直播节目，１月 ～１２月直播 ５２
期节目，共接听来电２０５个，所有来电都
做到７天内个个有答复、件件有反馈。
以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为重

点，会同有关职能部门深入开展教育收

费、医疗服务、物业管理等专项治理，对

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和查处。汶川特大

地震发生后，迅速会同有关部门成立监

督检查工作小组，对宝山区部分单位和

群众团体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的募集和管

理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确保抗震救灾资

金物资规范使用。

■行政监察　加强行政监察工作，推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对《宝山区投资

项目行政审批改革试行方案》落实情况

的督查，投资项目审批环节减少约

４６１％，审批时间缩短约 ５４１％ ～
５８５％。加快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宝山区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基金财务管理实施办法》、《宝山

区民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农保资金

和社会救助资金管理的制度和流程进行

梳理和完善。继续开展村级财务规范化

管理工作，对６个镇１８个村的村级财务
规范化试点工作进行考核验收。对区规

划档案保证金开展专项清理，并全部纳

入财政专户管理。加强对政府投资建设

项目、大额度资金支出等的监督。建立

创“双优”工作台帐制度，制定《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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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廉政诚信准入管理规定》、《重大工程

财务管理办法》，编印下发《宝山区创

“双优”工作指导手册》，对３个重点单
位６个重点工程的创“双优”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了督查。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招投

标制度，对３７个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工
作开展专项检查，区建设工程招标率和

公开招投标率均达到１００％。严格执行
《区财政投资小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办

法（试行）》，各街镇、园区及部分委办局

财政投资小型工程建设项目２８４个，其
中６２个５０万以上２００万以下的小型工
程全部公开招标，节约资金１３００万元，
资金节约率为１５２３％。严格执行经营
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对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开展专项清理，全年工业用地

招拍挂４０幅、经营性用地招拍挂４幅；
消除违法用地 ４７宗，面积 ２５１１公顷，
其中遏制新建违法建筑和违法用地 １１
宗，面积１０５３公顷。加强对政府采购
活动的监督，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的组

织领导机制、内部管理机制、专家评审机

制、监督管理机制，正式实施“采管分

离”；对６３家区一级政府采购单位开展
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对１６家单
位下发《整改通知书》，并限期整改落

实。加强对区招商服务中心效能监察，

通过规范管理、完善机制、强化监督，为

全区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翁癑）

法制建设
■概况　２００８年，政府法制工作继续按
照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

要》的要求，推进依法行政，创造良好法

制环境，并部署对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

法行政实施纲要》情况的总结检查工作。

开展行政执法情况检查，清理与突发事

件有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区政府受理

行政复议案件２１件，作为被申请人受理
上海市政府行政复议案件１件，作为被
告应诉行政诉讼案２件。区政府审查房
屋强制拆迁案件，对３户下发《强制执行
通知书》；审查违法建筑强制拆除案件

３８件，对１８件下发批复和拆违通告，本
年度执行完毕１５件。区政府法制办完
成组织行政执法人员法制培训统考和补

考工作，审核换发到期的《上海市行政执

法证》８１１张。

■总结检查贯彻落实国务院《纲要》情
况　区政府法制办按照市政府法制办文
件要求，部署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

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情况总结检查工作。总结检查时间自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开始，至２００９年１月底结
束，主要围绕《纲要》确定的７个方面的
工作任务落实情况、推进依法行政的组

织领导工作情况、贯彻落实《纲要》过程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措

施和建议、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推进

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情况、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的情况等５个方面，重点对近５年来的
情况进行总结检查。

■“迎世博”行政执法检查　区政府法
制办按照区政府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开

展２００８年度行政执法检查的通知》的要
求，于９月至１２月对区各级行政执法部
门的执法情况进行了检查。全区２９个
行政执法工作部门、９个镇政府、３个街
道办事处于１０月底上报书面自查报告。
１１月中旬，区政府法制办邀请区人大、
政协的有关代表和区监察委有关领导，

对区建设和交通委、公安分局、市容局分

别就《上海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使用管

理办法》、《上海市门弄号管理办法》和

《上海市禁止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暂行

规定》的实施情况进行重点检查。通过

听取汇报、实地检查、查阅案卷、座谈评

议等形式进行检查。针对存在的问题，

区政府法制办督促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加

大法律、法规、规章的学习宣传力度，采

取措施加大监管力度，健全和完善立法

及各项配套制度，加强行业规范以及有

关技术标准的业务指导，对规章本身存

在的缺陷或不足等问题，建议立法机关

修改规章。

■法制讲座和业务培训　７月１８日，区
政府法制办组织专题报告会，邀请市政

府法制办有关领导，结合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对区政府工作部门、街镇的分管法制工

作领导进行依法行政专题讲座。８月１３
日，区政府法制办会同区政府办公室、信

息委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

的业务培训班，就做好相关贯彻落实工

作、加强监督检查、疑难案件研讨等内容

进行培训。全区各单位从事政府信息公

开的相关负责人近 ６０人参加培训。１１
月１２日 ～１４日，区政府法制办举办全
区政府法制干部业务培训班，区政府工

作部门、街镇法制机构负责人、法制干部

４５人参加培训。培训班组织学习《国务
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邀请区法院行政庭有关负责人就“行政

诉讼中行政机关应注意的若干问题”进

行专题讲解。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清理　年内，
区政府向市政府报备行政规范性文件２
件，分别是《宝山区农村村民住房建设规

划管理若干规定》和《宝山区关于撤销

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建制的若干规

定》。《宝山区农村村民住房建设规划

管理若干规定》主要为加强农村村民住

房建设规划管理，协调处理农村村民住

房建设与区域城乡总体发展的关系而制

定，对适用范围、村民住房建设规划的管

理部门、管理基本原则、办理制度、申请

条件、规划审批程序、争议处理等方面作

出明确规定。《宝山区关于撤销村民小

组、村民委员会建制的若干规定》主要是

为规范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建制的撤

销工作，确保村民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而制定，对撤销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建

制的工作原则、组织机构、撤制条件、工

作程序、工作要求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报市政府法制办备案审核后，２件行政
规范性文件均准予备案。为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组

织对区各级行政机关制定的有关突发事

件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经清

理，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共５件，其中镇政
府制定的文件１件，区政府工作部门制
定的文件４件。经组织有关人员依法进
行审核后，确认除区卫生局制定的《关于

加强本区“手足口”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需要废止外，其余均予以保留。

■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年内，区政府收
到行政复议申请２１件。其中，经审查决
定受理１９件，不予受理２件。在决定受
理的行政复议案件中，经审查作出维持

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决定１５件，经组
织调解、和解后申请人自行撤回申请而

终止审理的４件。行政复议案件的被申
请人主要是区公安分局、房地局、劳动和

社会保障局、环保局、顾村镇政府、杨行

镇政府、区公安分局泗塘新村派出所和

区公安分局高境派出所。区政府作为被

申请人受上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件

１件，案由系原告不服区政府逾期未对
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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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政府审理后，确认区政府超期答复

的行政行为违法。年内，区政府作为被

告应诉的行政诉讼案２件。其中１件为
诉区政府核发宅基地使用证案，因超过

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区法院作出行政裁

定，驳回原告起诉；后原告上诉至市二中

院，市二中院作出行政裁定，驳回其上

诉。另１件为原告诉区政府行政建设其
他案，因涉案地块经行政区划调整后划

至闸北区，故本案由宝山区人民法院移

交闸北区人民法院审理，闸北区人民法

院审理后作出行政判决，驳回原告诉讼

请求；后原告上诉至市二中院，市二中院

作出行政裁定，驳回其上诉。

８月２７日，中央信访督导组到宝山检查指导工作 摄影／徐莺音

■房屋强制拆迁和违法建筑强制拆除　
年内，区房地局上报区政府对大场镇丰

收村西巷３６号、毛家舍２号、大场镇场
中路３４９０号的３户居民实施房屋强制
拆迁申请，经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对上述３户下发《强制执行通知书》。其
中２户由区建设交通委统一组织实施强
制拆迁，１户自行拆除房屋。区政府全
年收到区房地局上报违法建筑强制拆除

申请３６件，区规划局上报违法建筑强制
拆除申请２件。经区政府法制办法律审
核，退回区房地局不符合条件的１８件，
下发批复和拆违通告１７件，年内执行完
毕１４件；下发区规划局批复和拆违通告
１件，年内执行完毕１件。

■行政执法人员法制培训及证件管理　
年初，区政府法制办继上年度末组织区

内除工商分局、税务分局、公安分局以外

的各单位行政执法人员，开展以《行政复

议法实施条例》、《行政许可法律文书》

为内容的基本法培训后，完成上述课程

的统考和补考工作，全区４２家单位１６７３
名行政执法人员参加培训和考试，其中

１４５６名行政执法人员通过考试。年中，
按照市政府法制办的部署，区政府法制

办组织区有关行政执法单位，审核并换

发有效期即将届满的《上海市行政执法

证》，涉及人员８１１名。全年新增行政执
法人员４０名，经基本法培训后，均通过
考试并领取《上海市行政执法证》。

（张洁蓉）

信访
■概况　２００８年，按照区委、区政府年
初提出的“六个下降，一个不发生”和年

中提出的“不发生去京集访；去京非访同

比下降 ２０％；重要信访事项解决率达

７０％；初次重要信访事项办结率达
１００％”的信访稳定工作具体目标，通过
抓排查、攻重点、强基础等举措，进一步

规范信访工作，创新工作机制，积极化

解、妥善处置各类人民内部矛盾。７月
２２日，召开区信访工作会议，区委、区政
府与各街镇、工业园区和有关委办局党

政主要负责人签订信访工作目标责任

书。完成重要节点的稳控劝返工作，未

发生有影响的事件。全年共组织５次进
京劝返，劝返上访人员１４人次。组织市
内疏访２０余次，疏导上访人员１００余人
次。全年信访呈现如下特点：（１）信访
总量略有上升。信访电邮总量为１１６２２
件，上升１１％，其中来访３７２２批，下降
５１％；来信 ４１１７件，下降 ４９％；来电
８００件，下降１５９％；电子邮件２９８３件，
上升３０２％。（２）重复信访突出。全区
重复信、访、电、邮共２９２７件，占信访电
邮总量的 ２５２％。其中，重复访 １４８２
件，占来访总量的 ３９８％；重复信 １１４５
件，占来信总量的２７８％；重复电８件，
占来电总量的 １％；重复电子邮件 ２９２
件，占邮件总量的９８％。（３）到区集访
下降，但重复集访仍持高位。全年到区

集访１８３批，下降 １９７％；重复集访 ５３
批，占集访总量的２９％。

■重信重访专项治理　４月８日，区委、
区政府召开全区重信重访专项治理工作

动员会，推进重信重访专项治理工作。

通过召开现场会、推进会，采用领导包

案、专题分析、复查复核等措施，调处和

化解一批重信重访矛盾。“中联办”、

“市联席办”下发的 １３４件重信重访案

件，化解９６件，化解率７２％ ；区内自行
排查４３件，化解３９件，化解率９１％。

■中央信访工作督导组检查指导工作　
８月２７日，中央信访工作督导组上海组
组长郭允冲等一行７人，在市联席办、市
信访办领导的陪同下抵达宝山。中央督

导组部分成员在区信访办会议室回访接

待两批重信重访对象。８月２８日，中央
督导组到区信访办检查区领导大接访工

作，视察区信访办接待场所，查阅领导接

访下访及包案工作相关材料等，观看宝

山区情录像片，听取宝山情况介绍和信

访稳定工作汇报。下午，到月浦镇检查

基层信访工作，视察月浦镇信访接待窗

口，听取月浦镇信访稳定工作情况汇报。

检查组主要通过回访重信重访对象、参

观指导、实地查看、查阅案卷、听取汇报、

当场提问等形式，督导检查贯彻落实中

央关于信访工作一系列决策部署的情况

和开展领导下访接访及包案活动、重信

重访专项治理工作情况。

■两级领导大接访活动　按照市委统一
部署，７月～１１月，开展区、街镇两级领
导接访、下访工作，每个工作日有１名区
领导接待来访群众。全区２０名区领导
接待１０５批９１１人次，当场化解８批累
计化解 ５２批；１３位区领导下访 ８个街
镇、２个委办局，现场接待２６批９１人次，
当场化解２件，其余均提出明确处理意
见。全区各街镇、工业园区领导接访９７８
批２３３８人次，当场解决 １７２批；每月 １
次到联系村（居）委下访，接待 ４００批
１２９３人次，当场解决６５批。各委办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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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接访 ２６７批 ４４３人次，当场解决 １１４
批；每月１次到矛盾突出街镇下访接待
１１６批２３０人次，当场解决３２批。

■推行领导包案工作　７月，根据市委
要求，下发《关于集中开展领导干部包案

化解信访突出问题活动的实施方案》，重

新调整区领导包案数，每名区领导包案

不少于３件。对重新排摸出的１５６件信
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全部落实领导

包案，其中区领导包案４２件，其余由各
基层单位领导包案。至年末，１４名区领
导包案４２件信访突出问题，其中化解３７
件，办结 ５件。对区内自行排查的 １９６
件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共化解

１２８件。 （高　飞）

４月１４日，宝山区举办春季人才招聘会 摄影／浦志根

人事人才
■概况　区人事人才工作坚持“立足岗
位，振奋精神，团结协作，迎接挑战”的思

想主线，大力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全面加

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积极推进镇级机构

改革和探索事业单位改革，大力加强机

构编制管理。（１）人才队伍建设。贯彻
落实“科教兴区”和“人才强区”战略，广

拓才源，凝聚才心，用足才力，积极营造

“才富宝山，近悦远来”的人才氛围。年

内共办理人才引进 １５人、人才居住证
４４７６人，办理夫妻分居解困２０人。通过
春秋人才招聘市场和区月末才市（由区

人才交流中心在月末推出的专场招聘），

共有２２１家企事业单位提供近２０００个
岗位，吸引１６０００余人次参加应聘。（２）
公务员队伍建设。贯彻落实《公务员

法》，以能力素质的提升为核心，加强公

务员队伍建设，全年组织近１００００人次
公务员参加各类培训。加强公务员招录

和考核工作，完善新录用公务员基层锻

炼制度和公务员考核机制，从“进”、

“管”、“出”等环节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

与管理。组织和指导全区１０余家机关
单位开展科级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工作，

３０名公务员实现岗位交流。（３）事业单
位管理。积极推行聘用合同制，逐步实

现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

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加强事业单位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符合事业单位特点、

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工资

制度。

■公务员招录和基层锻炼　年内，完成
５３名新录用公务员招录工作（含聘任制
书记员６人），其中硕士研究生２７名，本

科生２４人，大专生２人；应届生２４名，
社会人员２９名。制定《宝山区２００８年
度新录用公务员基层实习锻炼办法》，组

织新录用公务员参加基层实习锻炼，规

范基层实习锻炼工作。

■公务员培训　年内以提高公务员能力
素质为核心，开展公务员培训。（１）公
务员电子政务培训。６月，召开全区公
务员电子政务培训动员会。７月 ～１０
月，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并专

门在业务网站和门户网站开辟网上课

堂，建立“信息动态”、“政策文件”、“学

习课件”和“交流园地”等版块供培训学

习用。１０月，组织公务员信息化与电子
政务培训网上测试，６９个单位１２６４名公
务员参加网上考试，参考合格率达

９０１％。１１月，举办电子政务知识竞
赛，区卫生局、检察院、建交委等６家单
位获一、二、三等奖。（２）科级领导干部
双休日培训。按照《科级干部双月讲座

管理办法（试行）》，规范双月讲座请、销

假制度，并在年内举办报告会 ６次，近
３０００人次参加培训。（３）人事干部业务
培训。１０月，对１１０名人事干部进行专
门的业务培训，集中培训共２天，培训内
容主要包括公务员管理、工资业务、人才

服务等业务操作技能。１１月，分２批组
织部分人事干部赴天津、洛阳学习考察。

１２月，组织 １９名人事干部赴瑞典参加
为期２１天的行政管理培训班。

■开展镇级机构改革　根据全国农村
综合改革工作会议和上海市《关于本市

乡镇机构改革工作的意见》精神，年内

开展镇级机构改革工作。改革坚持转

变职能、精简统一效能和分类确定的原

则，镇党政内设机构设置由原来的 １１
个调整为７个，精减３６％，级别为正科
级，分别为办公室（增挂信访办公室牌

子）、党群工作办公室［增挂组织人事

科、宣传科（统战科、精神文明建设办公

室）牌子］、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增挂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

室牌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社

区管理办公室、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办

公室。镇事业单位设置由原来的１０个
调整为７个，精减３０％，分别为财经管
理事务所（增挂统计站牌子；“三农”服

务职能突出的镇，可以增挂农业综合服

务中心牌子）、社会事务服务中心、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增挂社会保障事务

所、社会救助事务所牌子）、安全管理事

务所、城乡建设和管理服务中心、社会

治安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党群事务服务

中心（增挂党员服务中心、人力资源服

务中心牌子）。

■军转干部安置　年内，上海市下达军
转干部安置计划４８名，按照考试与考核
相结合的办法，实际接收安置军队转业

干部３３名，其中正团职 ９名，副团职 ５
名，营及营以下和专业技术干部１９名。
１２月，组织３３名军转干部参加上岗前培
训。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年度考核　年
内制定并下发《宝山区２００８年度公务员
考核办法》，指导并推进公务员年度考核

工作。全区６７个机关的１４７５名公务员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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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年度考核，考核优秀２６６人，行政奖
励２６６人，占参加考核人数的１８０３％。
其中嘉奖２５２人，记三等功１４人，称职
１２０８人，基本称职１人。全区事业单位
１７７７７人参加考核，其中考核优秀 １８０９
人，占 １０１７％，记功 １０６２人，记大功
２６人。

■人力资源需求紧缺指数调研 （参见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组织”）

■事业单位招聘　年内制定《宝山区事
业单位招聘面试暂行办法》。在招聘过

程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

行变“运动员”为“裁判员”的平台管理

模式，全年组织４７家事业单位１３２个岗
位招聘２３０人。

■宝山人事人才网开通　２月，区人事局
启动“宝山人事人才网”建设工作。５月，
完成网站的可行性建设方案的制定和专

家论证、网站项目招投标、前期功能开发

等环节工作。７月，“宝山人事人才网”内
网正式开通。１０月，“宝山人事人才网”
通过安全测评。１１月，“宝山人事人才
网”外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ｏｓｈａｎｈｒｃｎ）正
式开通。

■“上海市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宝山中
心”挂牌　根据上海市人事局的要求，４
月７日，“上海市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宝山
中心”正式挂牌。挂牌后的中心按照

“强化公共服务，深化市场服务”的要

求，在整合人才服务资源和服务功能的

基础上，倾力打造融公共服务、社会服

务、市场服务于一体的人才服务平台，为

政府、企业、社会和人才搭建桥梁。

■在职人员福利与退休人员管理　年内
组织在职人员３０００余人赴杭州等基地
体检疗休养。共分８批组织２６６名２００７
年考核优秀公务员赴宁夏和贵州疗休

养。落实退休人员两项待遇（政治待遇

和生活待遇），积极开展“六个老有”活

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组织 ２９４２
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参加健康体

检。重阳节前夕，组织全区５２０余名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参加以“书画展和

电影招待”为主要内容的敬老活动。

■人才市场　４月，在宝山业余大学举
办“春季综合人才交流洽谈会”，１０５家

用人单位提供８００余个专业岗位，８５００
余人参加应聘，３００余人当场达成初步
意向。１０月，举行“秋季综合人才交流
洽谈会”，２５家事业单位和６６家企业单
位为５０００余名求职者提供１０００余个招
聘岗位。组织３４家单位参加第八届全
国人才网络招聘大会；５月、６月、７月分
别举行３场“宝山月末才市洽谈会”。６
月１２日，组织“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大学生见
习基地供需见面会”，２９家机关、企事业
单位提出见习需求，提供岗位７８个，所
需人员１７５名，来自复旦、交大等１０所
高校的３００余名在校大学生报名参加见
习。每月在人才服务中心组织以钢铁、

物流、制造等专业为主的月末特色人才

招聘会。

■“三支一扶”工作　年内继续开展“三
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

作。７月，组织本区８名选聘生和１９名
“三支一扶”大学生参加２００８年上海市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活动，并进行

入区培训。 （彭菊生）

社区建设和管理
■概况　年内，加强社区基层政权建设，
积极推进居民区（居委会）建设，形成关

于进一步加强居委会建设的相关意见；

关注民生，着力推进全区各街镇受理中

心等服务群众实事工程建设；强化政府

指导职责，搭建街镇交流平台，提升推广

社区工作特色亮点；发挥政府协调职能，

深入基层，了解社情民意，协调解决社区

工作中难点问题，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

建设。

■加强居委会建设　上半年，区地区办
会同区民政局，对居民区（居委会）情况

开展调研活动，通过召开街道领导、居民

区干部座谈会，实地走访和书面调查等

形式，基本摸清全区街道居民区（居委

会）干部构成、经济待遇、办公经费、办公

条件、工作职责、工作负担等情况，形成

关于进一步加强居委会建设的相关意

见，从逐步提高居委会成员的经济待遇、

明确居委会工作经费、改善居委会办公

用房条件、实施居委会工作减负试点工

作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分别召开

街道主要领导、镇社管办负责人和街道

分管主任会议，具体研讨加强居委会建

设的措施，贯彻落实加强居委会建设意

见，明确工作重点。年内，区街道全日制

居委会成员的月基本津贴已统一，各镇

居委会成员津贴根据承担的实际工作，

逐步调整。居委会工作经费得到进一步

明确，街道确保各居委会年均工作经费

不低于５万元，单个居委会每年不低于３
万元；镇居委会工作经费视实际情况，参

照执行。居委会工作减负措施在友谊路

街道、吴淞街道等开展试点工作。友谊

路街道居委会电子台账工作，被市民政

局列入试点。

■推进街镇受理中心建设　年内，全区
街镇受理中心建设列入当年区政府实事

项目。５月２８日，召开全区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建设推进会，区地区办、区民

政局联合发文，就推进受理中心建设提

出实施意见，全面部署街镇受理中心建

设工作，明确工作任务目标。制定详细

的计划推进表，跟踪掌握各受理中心建

设进展情况，并提出推进工作的相关意

见、建议。大场、月浦、淞南、罗店四镇受

理中心年内新建完成。各受理中心在统

一设置服务项目的同时，积极争创自选

“Ｘ”服务项目特色，８个街镇共１９个项
目进中心。各受理中心完善“四个一”

的服务体系，即“一门电话”全面落实，

“一个网站”准备就绪，“一站式”下沉服

务开展试点，“一项代理”全面推开。各

受理中心办理事项、办公时间等在宝山

政府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布。

■宣传街镇社区工作亮点　４月１０日，
组织召开“镇社区特色工作总结及思

考”会议，各镇总结和交流各自的社区特

色工作。友谊路、吴淞、张庙三街道总结

社区工作经验，形成街道居民区（居委

会）建设的工作经验总结。区地区办办

公业务网网页上刊登大场镇社区工作论

坛获奖文章等街镇社区工作经验。

（周文群）

外事
■概况　全年因公出国（境）、赴台人数
团组 １２１批 ３１５人次，比上年减少 １０２
批２６５人次。区委书记吕民元应美国林
肯电气公司、加拿大加中友协联合会和

日本东芝株式会社邀请率团赴三国就经

贸合作和扩大对外交流合作进行考察交

流；区人大主任沈秋余率团赴巴西圣文

森特市、阿根廷考察社区管理工作，就双

方扩大合作领域和合作深度进行磋商；

区长斯福民应西班牙马德里 Ｌｅｇａｎｅｓ市
政府、葡萄牙中华总商会邀请率团赴西

班牙和葡萄牙进行城镇生态环境治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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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６日，区政府与印度安塞尔米塔集团签署
合作备忘录 摄影／林国荣

察和交流；区政协主席康大华应宜家（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工

业能源部的邀请率团赴瑞典、俄罗斯洽

谈考察。区人事局组织赴瑞典公务员行

政管理培训班１批１９人，宝山民间艺术
团一行２５人赴新西兰参加中国年演出
活动。 （王　浩）

侨务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侨务工作把维护归
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新华侨华人工

作重点，将为侨服务和为经济建设服务

相结合，促进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发

挥侨办的职能作用。全年先后走访慰问

区内２０余户特困侨界人士家庭，受理来
信、来电、来访 １２６件次，有 １６０余篇涉
侨工作新闻发表于“上海侨务网”等媒

体，及时报道宝山区和镇、街道的涉侨工

作，扩大宝山区侨务工作在区内外的

影响。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上海
宝山留学人员联合会”成立　５月 ２８
日，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上海

宝山留学人员联合会召开成立大会，区

委、区政府和市委统战部、市侨办领导

及各界人士近 ３００人参加大会。联合
会创办会刊，建立网站，在炮台湾湿地

森林公园建立 “留学生林”，为四川灾

区捐款献爱心，援建灾区学校，到敬老

院敬老义诊，为宝山区经济建设、社会

事业发展建言献策。现有会员 ７６人，
王闽任会长。

■举办“聚焦热点、共谋发展”主题沙龙
活动　９月２１日，宝山海外联谊会“聚
焦热点、共谋发展”主题沙龙活动在常

熟举行。区部分侨商、台商、区留学人

员联合会代表近 ３０人参加沙龙活动。
上海市侨办主任崔明华、区委统战部部

长周德勋出席会议并讲话。主题沙龙

邀请的主讲嘉宾围绕当前经济热点问

题，各抒己见。美国霍瑞斯投资咨询顾

问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毅君、通用电器大

中华区行业销售总经理张自力、宝山留

学人员联合会会长王闽等根据自己掌

握的国内外信息，分析预判经济走向，

为中小企业战胜困难建言献策。与会

台、侨企业家，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展开

交流。

■举办医学专家送医到农村活动　６月
２６日，区侨办配合市侨办在友谊路街道
市民中心举行“上海侨界医学专家送医

到农村”宝山区巡诊活动。来自上海各

大医院的２０位侨界医学专家在２小时
里接待咨询居民３００余人。区委书记吕
民元、上海市政府侨办主任崔明华、副区

长张浩亮、区委统战部部长周德勋等出

席活动。

■组织“侨法宣传月”活动　３月，区侨
办开展“侨法宣传月”活动，全区各镇、

街道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区侨

法宣传活动。３月３日至５日，组织安排
有关镇、街道开展开放型、公众性、互动

式的大型街头集中宣传和专题咨询活

动。“侨法宣传月”活动中，全区共举办

侨法讲座、咨询１５次，在“侨界志愿者服
务日”现场接待咨询１０００余人次，发放
宣传资料３０００余份。

■举办侨务知识培训班　区侨办联合侨
联和区社会主义学院于３月２８日在区
委党校举办“宝山区侨务干部培训班”，

各镇、街道、工业园区和有关委办局的侨

务干部５０人参加学习。培训班邀请市
侨办国内处处长沈洪波讲授“侨务政策

法规知识”等，并就相关内容进行学习和

讨论。

■捐款救助回馈社会　在汶川特大地
震发生后，区侨办组织侨界人士为汶川

地震赈灾捐款，支援灾区重建，侨商捐

款３００余万元，其中上海锦秋房地产有
限公司捐款１２０万元，上海舜枫龙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捐款 ２７万元，上海宝恩
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捐款５万元，大场供
销总公司捐款 ２万元。协调落实刘浩
清香港基金会捐赠顾村中学 ２００万元
港币的相关工作。上海锦秋房地产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蓓琪女士捐赠 １５万
元，向上海 ３００位（其中宝山区 ６０余
名）患病并生活困难的归侨侨眷每人赠

送价值５００元的“侨界医疗帮困卡”。
（张步农）

台湾事务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台侨工作结合对台
工作特点，突出工作重点，落实具体措

施。全年共办理赴台手续 １７批 ４２人
次；接待台湾来访客人 ６批 １３５人次。
处置各类涉台来信、来访、来电 １５０多
件，走访慰问困难台胞台属２０多户。举
办台情讲座２０多次。发生涉台死亡案
件２起，涉及台胞死亡４人。年内，区台
办被国台办宣传局评为对台宣传先进

单位。

■协助和参与招商引资　通过工作优
势，广交朋友，收集商贸信息及时提供

区有关部门，并积极参与各种招商活

动。区台办于 ７月 １０日举办“台资企
业宝山现代服务发展座谈会”，邀请上

海市３０余名台商以及市台办、市台协
领导参加。通过座谈会，台商朋友对宝

山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积极参与

宝山建设。

■关心受灾台资企业　年初爆发的特
大雪灾，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有 ９家台
资企业受灾，其中６家台资企业部分厂
房或仓库倒塌，受灾面积约 ３０００平方
米，直接经济损失约 ３００万元人民币。
部分台资企业滞留大量未能及时返乡

的员工。区台办第一时间采取行动，通

过电话与传真在全区范围内了解收集

台、侨资企业在本次雪灾中的受损情

况，走访慰问受灾台、侨资企业，与受灾

企业所在地方政府联系沟通，要求地方

政府加强对台、侨资企业尤其是受灾

台、侨资企业的生产、生活情况的跟踪

了解，及时上门走访慰问，支持受灾企

业恢复生产。

■发挥市台协宝山工委会作用　台资企
业协会宝山工委会开展联谊活动，组织

会员企业相互参观。６月 ３日，台协宝
山工委会承办的上海市台协２００８龙凤
杯慈善高尔夫球赛在美兰湖高尔夫球场

举行，市台协会员２８０余人参加本次球
赛。球赛组委会在大赛中特意设置募捐

箱，参赛的台商纷纷捐款。组委会在颁

奖晚会宣布将参赛选手缴纳的参赛费及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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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全部捐给四川灾区。

■加强与台湾桃园县友好往来　拓展宝
山区与台湾桃园县在各层面的友好关

系。４月１５日，台湾桃园县平镇中学师
生一行８０余人，在桃园县议会议员庄玉
辉先生和平镇中学校长彭盛星先生率领

下，再一次访问高境一中，两校学生管乐

团进行交流演出。学生们在交谈中强烈

感受到两岸相同文化渊源、相同血脉关

系所带来的亲切与亲情。

■参加“弹指二十年”征文活动　组织
动员涉台通讯员参加由市委宣传部、市

台办举办的“弹指二十年”征文活动，有

数篇文章被录用，其中汪义生所写的《悠

悠探母情，权权报国心》获得三等奖，区

台办获得组织奖。

■举办“迎中秋、庆国庆”联谊会　９月
１２日，区台办和吴淞街道在吴淞中学联
合举办“宝山区台侨人士‘迎中秋、庆国

庆’联谊会”。区台联会、区台协、区留

学人员联合会的领导和代表，区侨界代

表及各镇、街道统战干部等１００多人欢
聚一堂，共叙友情。

■协助台商返台投票　在台湾岛内举行
地区领导人选举时，积极协助台商返台

投票；加强与区公安分局、区外经委等有

关单位和部门的联系沟通，加大排查力

度，通力合作，确保敏感时期全区涉台形

势稳定。 （张步农）

机关事务管理
■概况　年内，机关事务管理工作全
面加强科学管理，强化服务宗旨，创新

保障模式，坚持勤俭节约，发挥办公

室、财务科、综合管理科、会务接待办、

资产管理中心、生活服务中心、车辆服

务中心、吴淞大院管理所 ８个部门的
职能作用，全面完成经费保障、资产管

理、文印服务、会务接待、餐饮服务、车

辆保障等各项工作任务。区机关事务

管理局获上海市文明单位“两连冠”、

上海市后勤系统“三优一满意”优胜

ＡＡＡ级单位。

■召开区机关事务联席会议工作会议
　４月９日和 １１月２０日，区机关事务
联席会议第三次、第四次工作会议分别

在杨行镇、罗店镇召开。与会者主要就

资产管理、车辆管理、食堂管理、节约型

机关建设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机关

事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新增加区公安

分局、区教育局、区卫生局等３家单位。

■推进“绿色机关”创建活动　４月２８
日，区机管局牵头召开区机关大院

“绿色机关”创建活动推进会，对 ２００７
年度创建“绿色机关”活动进行总结，

并为创建达标的区委办、区府办等 １１
家单位颁发“绿色机关”标志牌。部署

２００８年度创建活动，具体推进入驻区
级机关大院 Ｂ楼和综合楼的区人大
办、区政协办、团区委、区妇联、区外经

委和区信访办 ６家单位的创建“绿色
机关”工作。

■举行区机管局建局十周年纪念活动　
４月２５日，区机管局举行“十年，我们携
手共进”建局十周年纪念活动，以多媒体

照片回顾展、表彰先进、总结交流和文艺

汇演等形式回顾机管局成立以来的十年

历程。副区长张浩亮到会祝贺。通过建

局十周年纪念活动，回顾十年来在服务、

管理、保障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进一步

营造奋发向上、团结一致的工作氛围。

■机关事务知识业务手册编撰　根据区
委组织部统一部署，５月中旬，启动宝山
区干部业务系列手册———《机关事务知

识》的编撰工作，年内完成初稿。《机关

事务知识》作为区干部业务知识手册之

一，全面介绍机关事务的相关政策、实务

操作等内容。

■被评为上海市“三优一满意”优胜
ＡＡＡ级单位　区机管局积极开展 “三
优一满意”活动（优质服务、优良作风、

优美环境和做机关满意的后勤部门）。

经市第五轮“三优一满意”活动评审委

员会评选，区机管局荣获市“三优一满

意”活动最高荣誉奖———优胜 ＡＡＡ级
单位。全市仅有７家单位获此荣誉。

■区机管局技能竞赛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下
旬至２００８年 １月中旬，区机管局举行
第六届技能（厨艺、车辆）竞赛。区机关

食堂厨师、点心师参加刀工、烹调、冷

盆、点心４个项目的竞赛，特聘 ２名专
家担任此次厨艺竞赛评委，并邀请机关

大院各部门有关领导现场观摩。区机

关车队５０多名驾驶员参加《交通法规》
知识、侧方停车、直角转弯、拆装轮胎等

４个竞赛项目，特聘区交警支队警官担
任评委，并邀请区机关事务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分管领导现场观摩。１１月下旬，
区机管局以“服务岗位大练兵，提升后

勤服务技能”为主题举行第七届技能

（文印、会务）竞赛。此次技能竞赛共有

２０多名文印员和会务服务员参加，与以
往不同的是增设了以“我的工作”为主

题的个人陈述项目。文印技能竞赛设

置听打测试、修改复印、按文件内容编

制表格并修改错别字 ３个项目。会务
技能竞赛设定会议室布置、水果拼盘和

自我展示３个项目。各镇、街道的分管
领导、业务骨干及局管理层、班组长等

８０多人参加观摩。

■机关办公用房管理　完成全区处级以
上机关单位办公用房统计工作，全区现

有机关办公用房 １９２８８６平方米。完成
樟岭路２号、友谊路４２弄２号大院接管
工作。完成区检察院纪委谈话室、信访

督导组、婚姻登记所、迎世博“６００”办公
室及涉及机构改革的１０余个部门的办
公用房调配工作。

■机关后勤内部管理　根据新劳动合同
法，结合机关后勤服务岗位实际，推出驾

驶员、文印员、会务服务员加班费承包办

法。积极争取区领导、区人事局的政策

支持，提高非在编人员的工资待遇。对

机关班车乘坐费用实行统一标准，从每

人每月６０元下降到２０元，降低机关工
作人员的乘车费用。

■机关公务员住房解困资金拨付　６
月，汇总确认全区６５家单位３０４３名机
关公务员的住房解困补贴资金，通过区

财政和各镇、街道、工业园区拨付到每一

位解困对象。

■制定落实节约机关公用经费若干措施
　５月２９日，制定《关于节约公用经费
支出支援抗震救灾的若干措施》，从固定

资产、公务用车、公务接待、节能降耗、办

公用房等５个方面落实相关措施，完成
由区机管局提供后勤保障的区级机关大

院公用经费支出比预算减少５％以上的
目标。 （王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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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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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谭雪明

７月２３日，区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召开 摄影／浦志根

综述
区政协年度工作主要围绕７个方面

进行：（１）学习活动。组织学习中共十
七大精神，在《宝山政协》上开辟学习十

七大精神笔谈专栏，开展十七大知识竞

赛活动，以专委会为主体，开展十七大精

神学习交流会。举办征文、绘画摄影和

新老政协委员座谈会等系列活动，学习

总结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建区２０周年的
宝贵经验。先后会同区委统战部和有关

民主党派举办“新《劳动合同法》实施”、

“建设生态文明、落实科学发展”、“上海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当前台湾问题”４
场专题报告会。举办提案工作研讨会，

交流学习提案工作经验。（２）沟通协
商。邀请区政府领导进行工作协商 ２
次。邀请区领导在区政协常委会议、主

席会议上通报情况６次，内容分别是建
立廉洁自律长效机制、加强基层基础工

作和区有关职能部门贯彻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
体系认证标准工作、区重大文化活动和

精神文明建设、交通和环保、社会稳定和

流动人口管理、劳动保障工作和政协提

案办理情况。区政协专门委员会组织委

员与１０余家区政府职能部门对口协商
２０次。（３）视察、调研。开展经济发展、
城乡环境、科技教育、社会保障４个专题
的年终大视察。各专门委员会开展小型

视察１０余次，涉及河道整治、农村村容
环境建设、平安工作、侨资企业发展等内

容。完成调研报告１８篇，其中２篇作为
主席会议建议案报区委、区政府。加强

对上年调研成果的跟踪推进，促成上海

飞机制造厂和宝山职校合作开办“上飞

班”。举办以“弘扬吴淞文化，提升宝山

软实力”为主题的政协论坛活动。（４）
反映社情民意。全年向区委、区政府有

关部门反映《社情民意》５１期。９０名政
协委员应邀担任２６家单位（部门）的特
约监督员。（５）与各方面的联系和合

作。坚持主席、常委和各专门委员会主

任走访委员制度。与区委统战部联合举

办“迎中秋、庆国庆”联欢会，召开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负责人座谈会

２次，区政协专门委员会与党派团体合
作开展送医下乡义务咨询等活动。组织

部分委员慰问白茅岭、军天湖监狱干警。

接待区外政协及有关方面到宝山参观考

察９批１１０人次。（６）自身建设。召开
２次专门委员会主任会议，开展专门委
员会单项工作最佳奖评比活动，１０个专
门委员会获专项工作最佳奖。制定《加

强界别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界别活动

召集人队伍。制定《关于进一步做好

〈宝山政协〉采编出版工作的意见》，建

立《宝山政协》通讯员队伍。（７）特色工
作。与区环保局联合举办“迎奥运，环保

与我同行”公益宣传活动，参与营造全民

迎奥运良好氛围。发动委员支援抗震救

灾，共捐款（物）５１０余万元。通过科技
扶农富农、招商引资、送医下乡等方式对

罗店王家村进行帮扶，深化新农村建设

实践活动。 （张燕君）

主要会议
■区政协六届二次全体会议　１月 １４
日～１７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举行，应
出席委员 ２８１名，实到 ２６１名。会议审
议通过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关

于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

的报告及大会决议。与会委员列席区六

届人大三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区政府工

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报告。会议期间举行

联组协商讨论，政协委员、列席人员与区

委、区政府有关领导就“坚持好字优先，

推动科学发展”、“坚持‘建管并举’，推

进城乡建设与管理”、“着力改善民生，

提升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加强社会管

理，促进社会和谐”４个专题进行讨论。
１０名委员作大会发言，有书面发言３篇。
会议期间收到提案２５１件，经审查立案
２００件。

■区政协六届三次全体会议　７月 ２３
日在区机关大楼第一会议室举行，应出

席委员２８０名，实到 ２４４名。会议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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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黎黎、周锋、孙勇坚、蒋碧艳、曹燕华、

钱伟烈、曲国莉区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职务，选举万思文、方红梅、刘发

林、庄祥弟、孙伟华、汪怡、张建中、陆春

萍、施利毅为区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与会委员列席区六届人大四次会

议，听取和讨论区长斯福民所作的区政

府上半年工作报告。

■区政协六届常委会会议　第五次会议
于１月１７日举行，听取区政协六届二次
会议大会秘书处关于分组讨论情况和提

案征集情况的汇报。第六次会议于３月
１９日举行，审议通过《宝山区政协２００７
年工作计划要点》、重要会议及活动安排

（草案），通报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期间

提案审查情况。第七次会议于 ６月 ２４
日与２００８年政协论坛一并举行，主要探
讨吴淞历史文化。第八次会议于７月１０
日举行。会议听取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

以来提案办理工作情况通报，审议通过

区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日程、六届区政协

委员调整名单及常委候选人建议名单

（草案），讨论通过区政协六届三次会议

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和总监票人、监票

人建议名单（草案）。会议免去徐黎黎、

周锋、孙勇坚等１８人六届区政协委员职
务，增补杨志豪、陆伟群、陆春萍等１７人
为六届区政协委员。第九次会议于７月
２３日举行，听取区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分
组讨论情况的汇报，通过大会选举办法

（草案），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

和六届区政协常委候选人建议名单（草

案）。第十次会议于９月２６日举行，听
取副区长张浩亮通报区政协六届二次会

议以来提案办理工作和区劳动保障工作

情况，审议通过六届区政协《关于加强界

别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及各界别活

动召集人名单，审议通过六届区政协副

秘书长、有关专委会副主任调整名单。

会议增补马菁雯为副秘书长，增补方斐

均、丁兵、万思文、李鸿琳、汪怡、陈明宏、

朱琴、沈天柱８人为专委会副主任。第
十一次会议于１２月２５日举行。会议审
议通过六届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和关于六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

的报告、区政协六届四次会议议程（草

案）、日程、委员分组办法（草案）和各组

召集人名单（草案）。 （张燕君）

重要活动
■开展加快推进老镇旧区改造工作课题
调研　３月～６月，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

建设委员会与区委政策研究室联合组成

课题组开展调研，赴区老镇及旧房改造

指挥部、区房地局、上海宝房集团等单位

及部分旧区、老镇调查了解情况，召开专

题研讨会，听取上海市房地局、上海社会

科学院等相关领导、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多方面了解区老镇旧区改造的有关情

况。在调研的基础上，经６月２３日区政
协六届十六次主席扩大会议研究，形成

《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加快推进宝

山老镇旧区改造中旧房改造工作的若干

建议》。建议案概述区老镇旧区改造及

政策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５条建
议：（１）设立区级层面的老镇旧区改造
工作领导机构；（２）争取市有关部门的
政策支持；（３）加强公益性投入与市场
化运作有机结合；（４）发挥政策效应；
（５）优化运作程序。

■开展发展现代服务业中的瓶颈问题课
题调研　３月～６月，区政协第二经济委
员会与区委政策研究室、区工商联、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对外经济委

员会、统计局、招商局、区委党校联合组

成课题组开展调研，召开座谈会５次、专
家论证会１次、研讨会１次，听取区委政
策研究室、区工商联、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经济委员会等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

的意见和建议。在调研的基础上，经 ６
月２３日区政协六届十六次主席扩大会
议研究，形成《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关于

发展现代服务业中突破瓶颈问题及对策

的建议案》。建议案分析宝山区现代服

务业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

出１０条建议：（１）进一步形成清晰明确
的宝山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与思路；

（２）建立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工作机
制；（３）建立健全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发
展政策聚焦体系；（４）打造集聚区产业
链；（５）建立政府与集聚区开发商之间
利益互动机制；（６）建立现代服务业发
展中重大问题协调机制；（７）尽快出台
有利于大型现代服务业企业入驻宝山的

后续配套政策；（８）加强硬件建设；（９）
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步伐；（１０）发挥
媒体和民间经济组织作用。

■组织支援抗震救灾活动　四川汶川特
大地震发生以后，区政协按照中共上海

市委和宝山区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发

出《致全体委员的一封信》。区政协委员

通过捐建希望小学、捐献帐篷、为受灾儿

童捐赠过冬衣物、组织车队为灾区运送

钢材、接纳受灾儿童入读幼儿园等方式

向灾区献爱心，共向灾区捐款（物）５１０
余万元。区政协通过《宝山报》、宝山政

府网站、《宝山政协》会刊、宝山政协网

等平台，宣传政协委员抗震救灾的先进

事迹。

■开展“迎奥运，环保与我同行”主题
活动　６月５日，区政协与区环保局联
合举办“迎奥运，环保与我同行”公益

宣传活动。区政协第一经济委员会、

社会事务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建设

委员会分别在吴淞、友谊、庙行地区参

加活动，宣传环保知识，向市民免费发

放环保袋。

■举办２００８年政协论坛　６月２４日，区
政协在区机关大楼第一会议室举行“弘

扬吴淞文化，提升宝山软实力”论坛。论

坛围绕弘扬吴淞文化、扩大吴淞文化的

影响力和辐射面、倡导社会各界自觉爱

护历史文物、营造积极支持特色文化建

设的良好氛围等专题进行深入探讨，建

言立论。华东师范大学世博研究院院长

林拓作主旨发言，９位委员和有关单位
代表作主题发言。区政协主席康大华致

辞，区委宣传部部长袁鹰讲话。上海市

政协、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华东师范大

学、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所、上海

市档案局、海军上海博览馆和区有关单

位负责人及区政协委员２００多人参加论
坛。论坛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整理归

纳报送中共宝山区委、区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参考。

■发出助推宝山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计
划倡议书　９月，区政协根据中共宝山
区委、区政府关于《宝山区迎世博 ６００
天行动计划纲要》文件精神，向全体委

员发出倡议书，号召强化迎世博责任意

识，发挥政协委员广泛联系群众的优

势，积极参与世博、服务世博、依托世

博、融入世博；充分发挥接触面宽、联系

面广的优势，广泛宣传，让广大市民群

众了解、关注、参与、奉献世博盛会，努

力扩大迎世博 ６００天活动的社会影响
力。要以各专委会为载体，与区“迎世

博”６个工作小组主动对接，立足本职，
率先垂范，带头参与迎世博的各项活

动；从市容市貌综合整治、社会动员和

城乡文明提升、商业和窗口服务优化、

城市健康水平提升等四个方面，深入调

查研究，积极参政议政，在委员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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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博献一计活动，推动宝山区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的全面落实。

■组织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建区２０
周年系列活动　１０月～１２月，区政协举
办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建区２０周年
系列活动。举办征文、绘画摄影、政协委

员看宝山以及新老委员座谈会等活动，

收到征文 ２０篇、绘画摄影作品 ２５０余
幅，有９位委员和政协之友社同志在座
谈会上作交流发言。

１月１７日，区政协主席康大华视察区政府门户网站 摄影／浦志根

■召开提案工作研讨会　１０月 １６日，
区政协召开提案工作研讨会，交流提案

工作经验，探讨进一步做好提案工作的

方法。民革区委、民盟区委、区政协提案

委、科技委、法制委作集体交流发言，４
位委员作个人交流发言。

■开展年终工作视察　１１月２５日 ～２６
日，区政协开展 ２００８年度年终工作视
察。视察分经济发展、城乡环境、科技教

育、社会保障４个专题，政协委员和有关
方面人士近２００人次参加。政协委员在
视察中共提出６条意见和建议，报送中
共宝山区委、区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参

考。 （张燕君）

提案办理
■概况　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以来，政
协委员共提交提案２５３件（政协会议期
间２５１件）；经审查立案２０１件（会议期
间立案２００件），其中委员个人和联名提
案１８５件，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
体提案１６件。确定２１件提案为年度重
要提案并进行跟踪和督办，得到有效处

理和落实。至年底，经３９个区属单位办
理，２０１件提案全部办复。内容主要涉
及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管理、科教文卫

体事业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和平安建设，

分别占提案总数的 １５９％、４８３％、
２１４％和１４４％。其中，所提意见建议
被采纳和解决的１４４件，占６１７％；正在
解决和研究的５７件，占２８３％；留作参
考的２０件，占１０％。委员对办理态度的
满意和基本满意率１００％。区政协评出
２００８年度优秀提案１２件。

■经济建设提案　共３２件，占提案总数
的１５９％。主要建议有加强政府投资
的有效性，完善宝山区招商服务中心功

能体系建设，培育中小企业上市，突破钢

铁业突出现代服务业，整合钢结构企业，

加大仓储业调整力度，加快发展产业楼

宇，加强宝山滨江旅游资源的开发，鼓励

民营企业入驻园区等。区经委在提出的

“五个先行”调整原则（先行调整堆场、

租赁、居民区、违法用地、主干道和轨道

交通两侧土地）中采纳关于仓储业调整

力度的建议。区发改委采纳关于推进现

代服务业发展的建议，积极推进吴淞国

际物流园、宝钢不锈钢加工配送中心、中

国船板加工配送中心等功能型物流服务

基地的建设。

■城乡建设和管理提案　共９７件，占提
案总数的 ４８３％。主要建议有推进滨
江地区发展，加快旧区老镇改造步伐，着

力改善环境质量，开发和利用炮台湾湿

地森林公园资源，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确

保公交优先，合理构建区公共交通网络，

加快村村通公交建设，综合治理机动车

清洗点，景观灯光体系建设用半导体照

明等。区浦江办、建交委、文广局等单位

采纳关于推进滨江地区发展的建议，已

完成宝杨路码头圈围工程，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项目和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

已开工建设，水文馆、河口广场等项目在

筹划中。区建交委采纳关于确保公交优

先和加快村村通公交建设的建议，推进

《宝山公共交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调

整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衔接，提高道路

公交和村村通公交覆盖率，调整票价，使

公交服务得到改善。

■科教文卫体事业发展提案　共 ４３
件，占提案总数的２１４％。主要建议有
加快建设中小型科技企业服务平台，推

进素质教育，构筑教育优质品牌，加强

职业教育，扶持农村文化建设，加强文

化设施资源利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

设为老服务内容，在社区内建立心理健

康辅导点等。区文广局采纳关于推进

农村文化建设的建议，推进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建设，推进农村有线电视“户户

通”惠民工程，加快构建全区公共图书

馆服务网络。区教育局采纳关于推进

素质教育的建议，大力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注重“三位一体”教学

目标（知识和技能、方法和过程、态度情

感和价值）的培养，全面推进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体系。

■社会保障和平安建设提案　共２９件，
占提案总数的１４４％。主要建议有加强
监督劳动合同法执行，促进积极就业，落

实职工带薪休假权利，尽快成立区劳动

争议仲裁院，发展养老事业，建立社区老

人食堂，节俭搞好建区 ２０周年庆祝活
动，在目标考核中凸显民生指标，对外来

人员改善服务和管理等。区民政局、老

龄委采纳关于建立社区老人食堂的建

议，在１２个镇（街道）建立社区老年助餐
点，解决部分老人“吃饭难”问题。区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采纳关于成立区劳动争

议仲裁院的建议，落实机构和人员等必

备条件，成立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加强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力量。 （张燕君）

专委会工作
■提案委员会　经审查的２０１件提案全
部办复（含政协会议后收到１件），遴选
并报请区政协主席会议审定重点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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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件。组织委员参加区公安分局、建设
和交通委员会、上海宝房集团等单位召

开的情况通报会、提案办理沟通会和区

政府办公室召开的提案办理推进会、提

案办理复查会等，召开由区建设和交通

委员会、规划局、公安分局等单位参加的

提案办理协调会，会同区人大办公室、区

政府办公室开展对区经济委员会、房地

局提案办理工作的视察，协助和推动提

案的办理，跟踪了解提案办理情况。就

淞宝地区停车难问题开展调研，与区建

设和交通委员会、公安分局进行对口协

商，赴南京鼓楼区政协学习考察，形成调

研报告。组织召开区政协提案工作研讨

会。组织召开特邀监督员座谈会，视察

区河道整治情况；组织召开聘请政协委

员担任特邀监督员单位座谈会。参加区

政协年终大视察“经济发展”专题视察。

承办区政协年度优秀提案评选，评出优

秀提案１２件。获区政协年度专委会工
作创新最佳奖。

■第一经济委员会　与第二经济委员
会联合开展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专题培训。就区物流运输企业

信息档案情况和吴淞军事文化的价值

及发展课题开展调研并分别形成调研

报告。与第二经济委员会联合，就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区

税务分局进行对口协商；与教育委员会

联合，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与

区教育局进行对口协商。参加区政协

年终大视察“经济发展”专题视察。组

织委员视察上海卫斯嘉园林工程有限

公司和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组织委员视察行知中学。与第二经济

委员会联合，组织委员赴河南考察民营

经济发展情况。获区政协年度专委会

学习研究最佳奖。

■第二经济委员会　与第一经济委员
会联合开展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专题培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专题培训；举办企业投

资和理财专题讲座。与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区委政策研究室、区经济委员

会等单位联合，就区发展现代服务业中

的瓶颈问题开展调研，形成的调研报告

成为主席会议建议案。与第一经济委

员会联合，就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与区税务分局进行对口协

商；就产业楼宇经济的规划发展专题与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进行

对口协商。参加区政协年终大视察“经

济发展”专题视察。与第一经济委员会

联合，组织委员赴河南考察民营经济发

展情况。获区政协年度专委会调查研

究最佳奖。

■科学技术委员会　组织委员就信息网
络建设及应用情况开展调研，与上海市

电信局宝山分局就信息化与百姓生活专

题进行对口协商，视察上海电信生活体

验馆，并形成调研报告。就宝山区高新

技术企业发展现状开展调研，与区科学

技术委员会就企业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

企业政策扶持专题进行对口协商，组织

委员视察上海新旭发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等高新

技术企业，并形成调研报告。组织开展

对上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建设

上海国际研发总部基地的建议案》和

《宝山区居民文化生活课题调研报告》

的跟踪与推进，并分别形成调研报告。

参加区政协年终大视察“社会保障”专

题视察。组织委员视察罗店镇王家村科

技扶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情况。获

区政协年度专委会调查研究最佳奖。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与区委政
策研究室联合，就加快老镇旧区改造专

题开展调研，形成的调研报告成为主席

会议建议案。就部分菜场周边环境脏乱

差现象开展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与文

化卫生体育委员会联合，就人口发展与

生育健康专题与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进行对口协商；与区知识分子联谊会

联合，就“把脉城市血管，共议城市健

康”专题与区市政工程管理署进行对口

协商，视察区交通信息采集系统运作情

况。参加区政协年终大视察“城乡环

境”专题视察。组织委员视察月浦镇农

村村容环境建设情况。牵头发出《区政

协助推“宝山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倡
议书》。组织委员赴浙江宁波、慈溪学习

考察。获区政协年度专委会反映社情民

意最佳奖。

■法制委员会　与区拆违办联合，对
控制违法建筑专题开展调研；与区拆

违办等单位进行对口协商，考察闵行

区南方商城区域，并形成调研报告。

就社会治安形势专题与区政法委进行

对口协商。参加区政协年终大视察

“城乡环境”专题视察。组织委员视察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平安工

作情况；组织委员赴湖南长沙学习考

察；组织委员赴无锡太湖十八湾区域

考察沿江整治工作。获区政协年度专

委会工作创新最佳奖。

■社会事务委员会　举办《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专题讲座，召开《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研讨

会。与区委党校联合，对科学决策专题

开展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与团区委

联合，对农民工第二代犯罪防控专题开

展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开展调研

并形成调研报告。就认真贯彻《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专题与区劳动和

社会保障局、总工会、企业联合会进行对

口协商；就如何搞好宝山的民政工作专

题与区民政局进行对口协商。参加区政

协年终大视察“社会保障”专题视察。

组织委员赴福建厦门学习考察。获区政

协年度专委会工作特色最佳奖。

■教育委员会　组织委员就农民工子女
就读中职校情况开展调研并形成调研报

告。与第一经济委员会联合，就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就学专题与区教育局进行对

口协商；就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专题与

区教育局进行对口协商。参加区政协年

终大视察“科技教育”专题视察。组织

委员视察行知中学、宝山行知学院。举

行主题为“教书、育人、敬业、奉献”的座

谈会，庆祝第２４届教师节。获区政协年
度专委会提案组织最佳奖。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组织委员就整
合吴淞文化资源、开发吴淞古长堤文化、

挖掘吴淞民间艺术、拓展吴淞文化内涵

４个课题开展调研并分别形成调研报
告。就“办好国际民间艺术节，为打造吴

淞文化品牌新亮点”专题与区文广局进

行对口协商；与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

会联合，就人口发展与生育健康专题与

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对口协

商；就“如何发挥红十字会作用，为促进

和谐稳定做贡献”专题与区红十字会进

行对口协商。参加区政协年终大视察

“科技教育”专题视察。组织开展赴罗

店镇王家村为民义务医疗咨询服务活

动；组织委员赴婺源、绩溪、三清山等地

学习考察。获区政协年度专委会活动参

与最佳奖。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组织委员

８８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就侨资企业发展情况开展调研，与区台

侨办、侨联进行对口协商，走访调研友谊

社区基层侨联工作，视察侨资企业上海

宝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和上海黛尔微尔

化妆用品有限公司，并形成调研报告。

参加区政协年终大视察“城乡环境”专

题视察。组织委员视察宝山寺；组织委

员赴青海、宁夏学习考察。获区政协年

度专委会工作特色最佳奖。 （张燕君）

２００８年区政协主席会议一览表

时　间 次　别 主 要 内 容

２月２２日 六届十二次 审议通过《２００８年度区政协工作计划要点》、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期间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４月１８日 六届十三次 听取政协论坛、年度重点课题调研准备情况

４月２４日 六届十四次 听取区建立廉洁自律长效机制情况

５月１５日 六届十五次 听取区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和有关职能部门贯彻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体系认证标准工作情况

６月２３日 六届十六次 审议通过区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召开方案（草案）和区政协年度重点课题调研建议案

７月２９日 六届十七次 听取区重大文化活动和精神文明建设情况

８月２１日 六届十八次 听取区交通和环保工作情况

８月２５日 六届十九次 通过《区政协关于加强界别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及各界别活动召集人名单，部署下半年工作

１１月６日 六届二十次 听取社会稳定和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情况

１２月１５日 六届二十一次 研究六届四次会议的有关准备工作

２００８年度区政协优秀提案一览表

编　号 提案号 案　由 提案者

１ ６Ｂ０２０ 应对长江隧桥通车及早调整区域产业布局的建议 民建区委

２ ６Ｂ０４５ 确保公交优先的建议 九三区委

３ ６Ｂ０６９ 加快村村通公交建设的建议 闵安果

４ ６Ｂ０８３ 加快推进宝山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建议 农工区委

５ ６Ｂ１１６ 加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 民进区委

６ ６Ｂ１１８ 进一步提升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议 民盟区委

７ ６Ｂ１２４ 全社会一起塑造公交形象 曹爱红

８ ６Ｂ１３９ 加强道路交通综合整治的建议 侯　艳

９ ６Ｂ１５９ 加快建设中小型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建议 魏国琴

１０ ６Ｂ１６４ 开发和利用炮台湾湿地公园资源的建议 金国平

１１ ６Ｂ１７６ 尽快建立区劳动争议仲裁院的建议 总工会

１２ ６Ｂ２００ 加快我区老镇旧区改造的若干建议 陈晓峰

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一览表

发言者 代表界别、专委会 题　　目

牟淑艳
民革区委

社会事务委员会
关注菜篮子安全 提高百姓生活质量

钱　方 民盟区委

提案委员会
进一步完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打造宝山文化特色新亮点

郑雷飞 民建区委 关于进一步扶持区域品牌建设 提升宝山产业集聚度的建议

陆卫平 民进区委 关于我区房产开发中学校配套建设所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马菁雯 农工区委 人人关注残疾人事业 共同构建和谐新宝山

方玉明
九三区委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关于加大公交优先力度的建议

席劲松 区工商联 发挥民营经济生力军作用 加快发展我区现代服务业

陈亚萍 区知联会 对宝山工业固体废弃物治理与开发的思考

薛　群 法制委员会 关于我区“群租”整治工作的几点建议

田小艳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加强镇村医疗机构一体化管理 不断提升农村卫生服务水平

（张燕君）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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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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年末，中国民主同盟
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

区委”）有支部７个，另有崇明直属小组
１个；党员１９６人，其中处级３人、区人大
常委１人、区政协常委２人。年内发展
党员８人，外地转入 １人，外区转入 １
人。在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提交委员

个人提案３５件，提交题为《加强宝山滨
江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着力改善宝

山区域环境质量的建议》的集体提案２
件。配合民革上海市委组织发动基层党

员参加“五一口号”发表６０周年纪念活
动。７月１８日，根据“政治交接”学习教
育活动计划与区社会主义学院组织支部

委员以上干部赴宜兴举办干部培训班。

针对党员“四三二二”要求（“四”指有文

化、有思想、有技能、有个性；“三”指不

唯上、不轻言、不盲动；２个“二”指理性
思考、理性比较和拥护共产党、热爱组

织），加强组织建设，选拔优秀青年骨干

参加市、区各类学习班。６名党员被吸
纳为区党外后备干部，８名党员参加区
委统战部组织的党外中、青年后备干部

培训班。年内各支部、专委会开展系列

活动：二支部与吴淞街道李金居委会结

对共建，在社区举办台湾情况报告会；三

支部与区交警二支队共建；三、五支部与

张庙街道举行社区各界统战人士迎春团

拜会；宝钢支部与友谊路街道宝林二村

居委共建，举行健康保健知识讲座。“三

八妇女节”、“教师节”、“敬老节”之际，

民革区委各专委会分别组织形式多样的

茶话会、座谈会等进行庆祝。四川汶川

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区党员为灾区捐款

１０余万元。党员何芳赴灾区为当地学
校捐献价值２万余元的学习用品；党员
李鸿琳、钱建峰为灾区捐款 ８万余元。
在中共区委统战部开展的“滨江统战

情”系列活动中，民革宝山同舟艺术团获

区“统战人士文艺汇演”一等奖，上海宝

山逸仙画院院长陶力星、副院长严红启

的国画作品分获区“统战人士书画摄影

展”二、三等奖。马鄂云撰写的论文获上

海市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的《弹指 ２０
年———我与上海对台工作》征文活动三

等奖。主委赵学勇当选上海市人大代

表。 （夏　东）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２００８年年末，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
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盟区委”）有

支部１４个，盟员２３５人，其中具有中高
级职称的盟员２３０人，占９７８％（高级职
称占５５％）；退休盟员１０９人，占 ４６％。
年内发展盟员７人。在区“两会”期间，
民盟区委提交人大书面意见、政协个人

提案２６件、政协集体提案２件，其中钱
方委员代表民盟区委作的题为《进一步

提升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建议》的大

会发言被评为区政协２００８年度优秀提
案。在区政协召开的提案工作研讨会

上，民盟区委作《以制度为保障、以质量

求发展，全面推进民盟区委提案工作》的

交流发言。４月２５日，民盟市委举行纪
念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６０周年暨
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总结大会，民盟

区委被授予“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先

进单位”称号，盟员方兆海被聘为民盟市

委统一战线和多党理论研究组成员。７
月２３日，盟员张建中在区政协六届三次
会议中增补为政协常委、盟员彭铁禄增

补为政协委员。１２月３日，民盟中央委
员、民盟区委主委李原出席民盟第十届

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年内在中

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宝山区委联手

共建的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

地”入区培训中，民盟区委主委李原应邀

作 《如何做好党外领导干部》的主题发

言。在中共区委统战部、区社会主义学

院共同举办的“民主党派新成员培训

班”上，民盟区委副主委兼秘书长蔡永平

应邀作“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参政党成

员”的主题报告。

年内，民盟区委以政治交接为主线，

结合“滨江统战情”系列活动，完成各项

任务。４月２４日～２５日，民盟区委组织
盟员参观“风雨同舟、继往开来———上海

市各民主党派纪念响应中共中央‘五

一’口号发布６０周年暨政治交接学习教
育活动图片展”。４月２９日，中共区委统
战部举行“多党合作谱新篇”主题活动

交流会，民盟区委副主委兼秘书长蔡永

平作 《遵循“五一口号”精神，做政治交

接的实践者》的主题发言。８月６日 ～７
日，民盟区委、区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

“民盟宝山区委基层支部建设交流会”，

民盟区委主委李原作《进一步加强区委

基层组织建设》的讲话。

年内注重组织建设，增补杨广林为

民盟区委委员，推荐８位优秀青年盟员
参加区“党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一

批优秀盟员走上领导岗位，盟员倪华跃

担任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杨行中学校长；

盟员许清挂职吴淞初级中学副校长；盟

员蒋勤芳担任宝钢集团五钢有限公司运

营管理部部长。

年内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加强与共

建单位沟通联系。民盟区委下属各支部

与杨行镇贫困学生家庭进行“一帮一”

活动；盟员王歆宇在上海音乐厅举办“未

来星空———王歆宇青少年歌曲作品音乐

会”；盟员许晓华获民盟市委举行的“建

桥杯”乒乓比赛女子单打冠军。四川汶

川特大地震后，民盟区委组织全体盟员

以“特殊盟费”的形式进行捐赠活动，累

计捐款２６６８０元；医卫支部盟员杨广林
赴抗震前线作为期１个月的巡回医疗。
与民盟市委、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香港爱

心行动协会、宝山中心医院合作开展“雏

鹰展翅农民工子女健康体检活动项目”，

１９



分７次为全区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的
６０００余名农民工子女进行全面检查，并
建立健康状况档案。 （张　蕾）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２００８年年末，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
市宝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建区

委”）有支部８个，在册会员１８０人，挂靠
会员１５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会员
１１６人，占 ６４４％；新社会阶层人士 ４２
人，占２３３％。年内发展会员１２人，转
入会员９人，去世会员５人。在区人大
六届三次、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提交议

案、提案２９件（其中集体提案２件），郑
雷飞委员代表民建区委作《关于进一步

扶持品牌建设，提升宝山产业集聚度建

议》的大会发言。

１月１１日在区社会主义学院召开
“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暨２００８年会员
迎新大会”，会议邀请市社会主义学院副

院长彭镇秋作《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

书学习辅导报告。２月２６日，民建上海
市委召开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第三阶

段工作座谈会，民建区委主委陈向峰出

席会议，并就《加强党派自身建设，发挥

参政党职能》和《加强市委与区委组织

联系和沟通》作主题发言。３月１２日召
开工作会议，副主委兼秘书长卢畋传达

《关于做好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党外后备干部
集中选拔工作》的通知，讨论确定８名后
备干部推荐名单，制定《后备干部集中选

拔工作实施方案》。四川汶川特大地震

发生后，民建区委捐赠棉被１００套、御寒
厚衣物３００件（套），会员捐款３１１０１元；
民建会员、月月潮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殷建飞捐款５０万元。６月６日，民建中
铝上海铜业有限公司支部成立。７月９
日，“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

揭牌仪式在宝山区举行，民建上海市委

选派的民建上海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张平

和上海城投环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高级

经济师朱军勇，分别挂职区房屋土地管

理局副局长、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副主

任。８月５日，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华
东师范大学金融研究所主任黄泽民教授

受邀到宝山作《上海宏观经济形势分

析》主题报告。１２月 ３日上午，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

智到宝山调研指导工作，重点调研民建

区委基层组织工作情况，听取民建区委

主委陈向峰关于《民建宝山区委２００６年
换届以来主要工作》情况汇报，与民建区

委会员进行座谈，并对民建区委提出三

点要求：（１）注重探索与创新，创新基层
支部工作。（２）关注经济形势变化，及
时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做好参政议政工

作。（３）回顾总结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成
就，深入开展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

活动。

年内，民建区委工业支部支委周健、

宝山支部支委殷建飞获民建中央颁发的

“全国抗震救灾优秀会员”称号。民建

区委会员表演的男声小组唱《田园号

子》，获“宝山区统战人士纪念改革开放

３０周年文艺汇演”二等奖。在宝山区
“统战宣传月暨滨江统战情”系列活动

中，副主委龙婷的《同心书华章》、委员

虞金麟的《不断加强多党合作，积极推进

政治交接》、委员陶全芳的《历史的足

迹，鼓励着我们不断前进》分获征文活动

一、二、三等奖；委员闵安果的书法作品

《五湖四海》获统战人士书画展三等奖。

４月中旬，会员陶全芳作为宝山区妇女
代表参加上海市第十三次妇女代表大

会。 （卢　畋）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２００８年年末，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
市宝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进区

委”）有支部１４个，会员２３５人，其中具
有中高级职称的会员２２５人，占９５７％；
退休会员９８人，占４１７％；区属单位会
员１９９人，占８４８％。年内发展新会员
１１人。全年召开“议政日”会议３次，收
集到会员意见、建议１５６条，其中向民进
上海市委报送 ２２条、向区政协报送 １５
条、向区委统战部报送 ３条。向区“两
会”提交书面意见、提案３１件，其中集体
提案３件。集体提案《加强我区生态文
明建设的建议》被区政协评为２００８年度
优秀提案；会员刘国璋的提案《景观灯光

体系建设用半导体照明》被区政协定为

重点提案。在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

陆卫平代表民进区委作题为《我区房产

开发中学校配套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

策》的大会发言，对宝山区房产开发中学

校配套建设提出建议。

年内与吴淞街道进行共建活动，开

展爱心助学２次，向４名帮困结对学生
捐赠４０００元及有关学习用品；组织会内
的医疗、法律、教育、社保专家赴街道设

摊开展咨询服务；２次组织文艺界会员
参加街道文艺演出；组织会内医生为街

道统战人士进行上门医疗咨询服务；与

街道共同举办“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
建区２０周年联欢会”。３月６日，“民进

上海市教委机关和直属单位联合支部教

学专家宝山行工作站”成立。４月２５日
组织会员参观“风雨同舟、继往开来———

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图片展”。５月
２７日，民进上海市委组织部在宝山召开
区域联动座谈会。７月１４日和吴淞街道
党工委联合召开“宝山区各民主党派社

区共建联席会议”。７月２９日 ～３０日和
区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中国的政

党制度》白皮书专题学习班”。四川汶

川特大地震后，会员陆文、张蓓琳两位医

生第一时间赴现场参加抗震救灾；会员

李进龙参加“上海、都江堰学生手拉手联

谊活动”；全体会员以各种方式向灾区捐

款１５５４８０元。继续实施“三联系”制度，
正副主委联系支部１８人次，委员联系会
员２８人次，支部领导联系入会积极分子
１６人次。年内，民进区委被中共宝山区
委统战部评为“宝山区统一战线先进集

体”，被民进上海市委评为“宣传工作先

进集体”；奚雪明、李春红、杨炜被评为

“区统战系统先进个人”，陆文被民进中

央评为“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经济支部

被民进上海市委评为“优秀支部”；杨洪

彪被评为市“会务工作积极分子”，奚雪

明被评为市“优秀专职干部”和“宣传报

道先进个人”。郑国雄、奚雪明、李岷在

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举办的“多党合作

谱新篇”征文活动中，分别获一、二、三等

奖，民进区委获优秀集体征文奖；奚雪明

撰写的《论多党合作与构建和谐社会》

一文，获区统战理论征文二等奖；王霞红

表演的歌舞《和谐中国》，获区统战系统

文艺汇演二等奖；由奚雪明撰稿、王海丽

演讲的《宝山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获

区统战系统演讲比赛二等奖；姜伟忠、陆

文获区统战系统书画摄影比赛三等奖。

进修支部、经济支部、淞谊中学联合支

部、同洲模范学校支部，被民进区委评为

优秀支部；张晓梅、朱国强、宋毅等２３人
被评为优秀会员；张国宝、沈迎春、倪韶

红等５人被评为提案工作先进个人；申
瓞繁、贾立明、蒋文渔、张子友、倪晓茹等

１５人被评为反映社情民意先进个人。
（奚雪明）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２００８年年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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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１人，其中具
有高级职称的党员１０１人。年内发展党
员５人，外地转入党员２人。全年收到
提案３２件（其中集体提案１件、个人提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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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３１件）、社情民意２６８件、市人大书面
意见１件、区人大书面意见３件。副主
委钟勤的关于《落实节能减耗的建议》

被评为２００７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集体提案《关于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建

议》被评为区政协２００８年度优秀提案。
９月８日，召开“２００８年参政议政工作研
讨会”，原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

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彭镇秋应邀作《树

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参政议政能力与水

平》的辅导报告。

年内建立中心组学习制度，定期开

展政治理论学习。参加或举办各类学习

班，邀请原农工党上海市委主委左焕琛

为区统战系统干部作“建设生态文明，实

现科学发展”的专题报告。与区社会主

义学院联合举办“积极推进政治交接，努

力加强自身建设”党员骨干学习班，邀请

原农工党市委专职副主委朱冰玲作《加

强自身建设，搞好政治交接》的专题报

告，讨论制定《区委工作制度的条例》、

《区委参政议政工作制度》、《基层支部

工作条例》三项制度。

年内以政治交接学习教育为主线，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在农工党市委政治

交接学习教育活动转段动员会和政治交

接学习教育活动总结交流会上，农工党

区委作为农工党市委政治交接学习教育

活动四个试点单位之一，由主委陆豪作

《提高自身素质，搞好政治交接》和《加

强制度建设，推进政治交接》的交流发

言。主委陆豪参加农工党中央在广东省

珠海市召开的“基层组织建设年”工作

座谈会和农工党上海市组织工作会议并

作《加强领导，健全机制，扎实推进基层

组织建设》的交流发言。１０月２３日，农
工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肖燕军来宝山区开

展关于进一步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

的调研。在区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农

工党区委委员庄祥弟当选为区政协常

委，另增补陆伟群为区政协委员。经区

政协六届十次常委（扩大）会议审议通

过，农工党区委委员马菁雯担任区政协

第六届委员会副秘书长。马菁雯、周远

航、庄祥弟、陈继源、陈鸣智、张红梅、陆

伟群、黄玉伟８人列入区党外后备干部
人才库，并参加区２００８年党外中青年干
部学习班。陈继源、陆伟群参加农工党

上海市委、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

办的第１３期中青年骨干学习班。７月，
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宝山区委共同建

立“上海市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

地”，由农工党市委推荐党员王学民、王

荣作为第一批挂职干部分别挂职区卫生

局副局长、友谊路街道副主任，挂职锻炼

时间１年。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农工党区委

组织全体党员为灾区赈灾捐款和支援灾

后重建缴纳特殊党费，两笔捐款共计

４４３５０元，加上其他捐款共计 ６６０００余
元。农工党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

院支部获农工党中央颁发的抗震救灾先

进集体称号；张必嘏、杨文林、陆豪、徐黎

黎、蔡根妹、邵霞、陈明、庄祥弟、杨清汉

９名党员获抗震救灾优秀党员称号。
年内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各种

送医送药活动。农工党区委与友谊路街

道签订社区共建协议，农工党区委下属

４个支部与相应社区签订社区共建协
议。在区文化广场举行纪念“５·１２”国
际护士节医疗咨询活动。３月２８日，农
工党市委举行“迎奥运、颂和谐”文艺巴

士来宝山巡演活动，农工党党员、友谊地

区社区居民６００余人观看演出。７月１１
日，宝山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党员胡春梅在友谊市民中心为友谊地区

统战人士作题为“由高血压引起的脑卒

中的防治方法”的讲座。敬老节，农工党

区委与区政协文卫体委员会联合举行

“心系农村，贴近群众”医疗咨询服务活

动，组织来自市一医院宝山分院、宝山中

心医院、华山医院宝山分院的各科医务

人员２０余人，到罗店镇王家村开展送医
下乡活动，共为６５岁以上的村民４３７人
次提供诊疗服务，免费发放药品价值

３５７４８８元。重阳节，农工党宝中心支
部为宝林四村敬老院老人提供免费测定

血糖等义务医疗服务；吴中心支部的农

工党员为宝山八村居民提供敬老节义务

医疗咨询服务；宝钢支部在宝钢四村小

区开展“３？５学雷锋”为民服务活动、重
阳节在宝康老年院举行联欢会；华山医

院宝山分院支部为结对帮困的聋哑儿童

提供医疗帮助。

在 “热爱宝山，情系统战”区统战人

士文艺汇演暨 ２００８年宝山“统战宣传
月”开幕式的文艺汇演上，７０岁的国家
二级沪剧演员、原农工党区委委员赵慧

芳表演沪剧《归国》选段，获特殊荣誉

奖。在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开展的以

“多党合作谱新篇”为主题的征文活动

中，农工党区委共递交１３篇文章，其中
《牢记五一口号 加强多党合作》获优秀

集体征文奖，马菁雯的《我国政党制度是

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获一等奖，张

红梅的《长期共存同舟济 多党合作谱新

篇》获二等奖，庄祥弟的《坚持多党合作

　携手共创伟业》、周远航的《对我国多
党合作的历史必然性之浅见》、田小艳的

《见证多党合作 共创和谐明天》获三等

奖。在中共区委统战部举行的宝山区统

战宣传月暨滨江统战情系列活动颁奖大

会上，农工党区委获２００８年“统战宣传
月”优秀组织奖称号，教育支部主任薄惠

娟的摄影作品《自然和谐》获摄影组一

等奖，教育支部党员张积杰的书法作品

“罗店好”获书法作品二等奖。在《２００７
年度统战理论研究论文集》中，农工党区

委的《发挥民主党派自身优势，为构建和

谐社区作贡献》获二等奖，主委陆豪的

《加强参政党思想建设，搞好政治交

接》、陆伟群的《观肝胆相照，议政治交

接》、薄惠娟的《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

扎实贯彻实际工作中》３篇文章均获三
等奖。在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召开的统

战工作会议上，农工党宝山区委获先进

集体称号，陆豪（区卫生局推荐）、周之

英、杨清汉获先进个人称号。４月２８日，
农工党区委对评选出的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
年度宝钢、综合、一钢三个先进支部及马

菁雯等２３位先进个人举行颁奖大会进
行表彰。在农工党市委举办的纪念改革

开放３０周年征文活动中，陆伟群的《沧
桑巨变三十年》获三等奖。农工党区委

获农工党中央颁发的“政治交接学习教

育活动先进市级组织”称号。 （陆伟群）

■九三学社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
２００８年年末，九三学社上海市宝山区委
员会（以下简称“社区委”）有支社８个，
社员２７５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社
员２６４人，离退休社员１３７人，年内发展
社员１４人。在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
提交集体提案２件，其中《确保公交优先
的建议》为大会发言并被区政协评为优

秀提案，另１个集体提案是《综合整治宝
山地区团伙盗抢工业物资行为的建议》。

区两会上，社区委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共提交个人提案 １９件、书面意见 ４
件，其中金国平的《开发和利用炮台湾湿

地森林公园资源的建议》被评为区政协

优秀提案。参与社市委的课题申报，社

区委主委徐静琳代表社市委地区委员会

提交的《以世博会为契机　大力推进上
海旅游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沈勇民

等代表社区委提交的《关于加快实施以

两河整治为重点的上海市新一轮水环境

建设的建议》被列入社市委课题。组织

参加区政协举办的提案工作交流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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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集体文章１篇、个人文章３篇，金国平
以《尽心尽责 努力提高提案质量》为题

作交流发言。

年内继续开展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

动。３月 ５日，社区委与九三学社上海
大学委员会在上海大学召开第四次联席

会议，社市委、中共区委统战部、上海大

学统战部领导和２个委员会共４０多人
参加会议。３月 ７日，组织女社员赴陈
云故居和朱家角开展政治交接学习活

动。举办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暨新一

届支社委员培训班，学习《中国的政党制

度》白皮书和新《社章》，听取原主委曾

文忠等的传统教育，赴嘉兴参观褚辅成

史料陈列馆。４月，编辑出版政治交接
学习教育活动《文集》，收录社员文章２７
篇。４月１７日，与区社会主义学院共同
举办提案和信息写作培训班，２０多名社
员参加培训。４月２４日 ～２５日，组织近
１００名社员参观 《风雨同舟、继往开

来———上海市各民主党派纪念响应中共

中央“五一口号”６０周年暨政治交接学
习教育活动图片展》。编辑有关政治交

接活动《简报》４期，组织参加社市委开
展的政治交接知识竞赛，获社市委政治

交接先进集体称号、政治交接知识竞赛

优秀组织奖。５月 １２日四川汶川特大
地震后，社区委广大社员以实际行动推

进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捐款１６万余
元。年底，社区委被社市委评为抗震救

灾先进集体；方玉明被评为先进个人。

开展对社员的夏送凉、冬送暖等慰问活

动，单独、联合中共区委统战部或社市委

慰问社员３２人次。
年内开展社区共建活动。３月５日

和重阳节，在淞南镇居委开展医疗和法

律咨询活动。５月 １３日，配合淞南镇
“科技周”活动举办科普讲座。５月 ３１
日，社员黄红儿为淞南镇居民举办糖尿

病防治的医疗讲座，以配合万人糖尿病

免费筛查实事项目的开展。６月１５日，
万人糖尿病筛查实事项目在淞南镇８个
居委展开，《新民晚报》和《联合时报》对

此进行了报道。９月 ３日社庆当天，宝
山电视台新闻频道以“九三学社宝山区

委与淞南镇党委携手共建共谋发展”为

题，报道联欢大会情况；新闻扫描节目以

“发挥优势服务基层”为题，报道社区委

与淞南镇党委的共建成果。与淞南镇居

委举办迎新年联谊会，开展帮困助学座

谈会和捐款活动，每年向３名贫困学生
捐款助学。

年内加强后备干部建设和管理。按

照中共区委统战部要求，推荐产生８名
区委统战部后备干部；按社市委要求，推

荐产生３名社市委后备干部和１２名社
区委后备干部。有２名社市委推荐的社
员参加中共区委统战部挂职基地的锻

炼，其中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副教授潘

健民挂职区环保局副局长、上海社科院

副研究员李小年挂职区司法局副局长。

年内开展纪念“五一口号”６０周年
和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征文活动和座谈会，
向中共区委统战部提交１０篇征文，其中
社区委的《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中

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获“多党合作谱

新篇”征文活动优秀集体征文奖，另有２
篇个人文章分获二、三等奖；社区委获宝

山区统一战线工作先进集体称号，５人
获先进个人称号；美国 ＫＥＹ建筑事务所
上海开艺建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全先

国带领员工参与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编
绘宝山区及１２个街镇的迎世博６００天
行动任务分布图；社员程云阁当选为中

国医师协会胸腔镜学术委员会主任委

员；涂卫国的“工业炉内无水冷隔墙结

构”项目获中国发明协会主办的第六届

国际发明展览会铜奖；钱宇海的“耐海水

腐蚀钢的研制及性能评定”课题入选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科技启明星计划项目；
江来珠被评为２００８年国资委中央企业
优秀留学归国人员；沈勇民获社市委优

秀通讯员称号；刘雅芬被评为市地名系

统先进个人；陈志洪获宝钢股份“曾乐敬

业奖”；黄红儿获宝山区“五一巾帼奖”。

（沈勇民）

■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至２００８年年
末，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区

工商联”）有基层商会 １３家（９家镇商
会、３家街道商会、１家园区商会）、行业
商会２家（钢结构商会、物流商会）和异
地商会 １家（温州商会），企业会员
１９４８户，年内新发展企业会员 １３０户。
４月２３日，举办“上海市中小企业融资
巡回服务·宝山专场”活动，近 １００家
民企到会进行面对面的融资咨询洽谈。

对１２家条件较为成熟的民营企业进行
民营企业上市辅导。协助民营企业申

请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其中２家获上海
市金融办批准。７月２６日，举办第五届
“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以“管理

与创新———探索钢铁贸易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为主题，探讨企业如何加强管

理、提高素质和增强竞争力，市、区有关

领导及钢铁业界专家学者、钢铁贸易民

营企业家等近６００人出席论坛。１０月
２３日，召开区第二届“优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表彰为

宝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非

公经济人士１８人。１１月１１日，上海仲
裁委员会宝山仲裁中心成立，选聘 ３０
名熟悉行业行规、信誉良好的民营企业

家和专业人士为仲裁员。同日召开第

三届基层商会创优评比活动表彰大会，

表彰优秀基层商会５个、优秀商会会长
５名、优秀商会秘书长５名。开展“大走
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联合”主题活动，

向近３０００家企业传递中共上海市委、
市政府重视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

策信息和区主要领导在区民营企业家

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走访近１００
户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组织区内民营

企业家４０余人次参加各类政策辅导培
训。承办区长与代表性民营企业家一

日活动，建立上规模民营企业办公室主

任联席会议制度，召开民营企业家代表

座谈会 ３次。建立非公经济代表人士
综合评价长效运行机制，由中共区委统

战部、区总工会、工商宝山分局、税务宝

山分局、区工商联等 １５个部门组成综
合评价领导小组，从思想政治素质、履

行社会责任情况、企业发展与经营管理

状况、个人修养、公众形象等方面，全面

系统地对非公经济人士中的市、区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常委进行综

合评议考察。建立执常委、民营企业统

一数据库，掌握代表人士和会员企业的

基本情况。开展非公代表人士学习培

训，做好非公执常委的政治轮训，推荐

非公代表人士２名参加中央党校学习、
６名参加上海市委党校学习。与中共区
委组织部、区社会工作党委、区委党校、

区妇联等部门联合举办第二期“两新”

组织女性人才培训班，３１名女企业家及
高级女性管理人员参加培训。举办以

《劳动合同法》、《企业所得税法》、企业

高级经理研修等为主题的系列培训 ８
次，参加人员７００余人次。四川汶川特
大地震后，组织企业会员参与抗震救灾

活动，组织民营企业参加“宝山区人民

与灾区人民心连心”赈灾捐款仪式，举

办“宝山区工商联会员企业赈灾捐赠活

动”专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 ５００多
家企业会员以各种形式捐款３０００余万
元。区工商联获上海市红十字会颁发

的“抗震救灾杰出贡献金奖”，会员部部

长陆健获全国工商联系统先进个人。

（盛红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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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
■概况　至２００８年年末，区总工会辖有
大口、直属工会 ４１个，比上年减少 ２１
个；有基层工会 １７０９个，增加 ４８８个。
涵盖单位９１６１个、职工３３３４４３人，其中
女职工 １１３２９９人、农民工 １１２４６１人。
有会员 ３０６０１９人（其中女会员 １０３５２４
人、农民工 １０１１８９人），比上年增加
４５４１９人。区总工会工作机构设办公
室、组织民管部、保障工作部、财务技协

部，另有直属事业单位３家。年内工作
特点：（１）围绕中心发挥作用。１２月 ２
日，区总工会与区企业联合会共同在《宝

山报》发出“同舟共济、迎接挑战、共渡

难关”的倡议；在街镇、园区工会主席会

议上提出 “六个保”（保企业渡难关、保

企业不裁员、保工资不拖欠、保职工利益

不受侵犯、保劳动关系矛盾早化解、保重

大集访不发生）的工作要求；制定实施

《宝山职工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举
办“顾村杯”书画、摄影大赛。（２）推进
组织建设。将宝隆集团等１０家区属国
有企业工会转隶到区国有企业行业工会，

区法院等１１家局行工会转隶到区级机关
工会。全区基层工会“合格职工之家”达

标率超过６０％。编写《宝山区工会干部
业务系列手册》，举办首期全区直属工会

主席学习培训班，分别组织《劳动合同

法》、工资协商等各类业务培训１９期，培
训工会干部１３５７人次。（３）开展多种形
式的活动。开展创建“工人先锋号”活

动，评选出市工人先锋号４个、区工人先
锋号４６个。与区劳动局联合举办全区职
业技能竞赛，共有２６７人参加竞赛。开展
“创争”活动和职工ＥＢＡ培训等教育培训
工作，建立罗店、友谊路街道２个职工书
屋示范点。（４）加强帮扶工作。建立全
区工会帮扶工作数据库和帮困送温暖工

作长效机制，开展全区“一日捐”活动，捐

款５２４５万元，走访慰问困难职工４０３９
人次，发放帮困助学金２４３２９万元。开
展职工援助服务（分）中心达标创优活

动。超额完成职工互助保障计划，全年完

成参保１５０５万人次，投保金额１２６７万
余元，为职工办理给付４７６万人次，给付
金额２０７３万余元；帮助实现再就业１０１４
人次，消除零就业家庭１５户。各级工会
共走访职工３４万人次，发放高温补贴和
慰问品折合８００余万元，为农民工送药箱
１００只。（５）维护职工权益。建立职工群
体性事件信息报送机制和劳动关系预警

机制；坚持劳动争议三方处理原则，工会

兼职仲裁员参与仲裁办案１１１０件，参与
仲裁办案率为４１３％。制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为

全区４００家基层工会印发《宝山区企事业
单位民主管理台帐》，与区纪委、中共区

委组织部共同开展区第六次厂务公开调

研检查。（６）开展规范化建设。下发《宝
山区总工会关于加强工会规范化建设实

施意见》，启动规范化建设３年工作计划，
明确用三年时间使区总各直属工会基本

达到规范化建设要求的总体目标。建立

健全区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工

会财务经审规范化工作机制和街镇总工

会规范工作机制等１１项工作机制。开展
以规范化达标为主要内容的工会工作年

终考核，建立工会系统“争先创优”长效

机制。

■开展女职工工作　年内为困难企业的
２５０名女职工、女农民工进行免费妇科
检查。牵线获“市五一巾帼（集体）”称

号的淞南五村二居委社区工会女职工委

员会，在“六一”前夕与单亲职工家庭结

对帮困助学。以维权信箱为载体，维护

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全区有５８１家单位
将女职工特殊利益条款纳入劳动合同和

集体合同。在“三八”期间会同区妇联

等有关单位，开展女职工劳动保护、维权

等设摊咨询，发放《女职工劳动权益和特

殊利益》宣传手册１２５０份。利用没有围
墙的女职工周末学校，开展女性保健知

识、预防爱滋病等专题讲座１３场，培训
９２０人，其中女农民工６４０人；发放女性
健康知识手册１５００余本，发放预防爱滋
病知识的光盘６２盘，播放教育光盘２６５
次，１３２５０人次观看。

■发放高温慰问金　６月起，区总工会
陆续慰问高温中在一线工作的职工，送

上慰问金及沐浴露、毛巾等防暑降温慰

问品。区总工会共慰问基层工会３５家，
慰问职工 ６７００余人，发放慰问品价值
８６万余元，比上年增长２１１１％。直属
工会走访职工３４３万人次，走访慰问基
层单位近３００家，共发放帮扶资金、慰问
品等价值近９００万元。

■开展“树传统文化品牌”系列活动　年
内，区总工会建立传统文化长抓、常新工

作机制，在第三工人俱乐部设立“书场”，

在职工文化活动中心设立戏曲沙龙，为职

工越剧、沪剧爱好者提供交流平台。定期

组织各种传统文艺交流活动，选派职工唢

呐手参加上海市五一文化奖评比获二等

奖。组织“顾村杯”书画、摄影大赛，共展

出书画、摄影作品１５０余幅。

■开展“送文化、送法律、送健康”活动　
年内，区总工会在区工人文化活动中心成

立农民工业余学校，接受各基层工会团体

报名培训，师资、场地由农民工业余学校

提供。和宝山区业余大学联合每年举办

２期ＥＢＡ（初级工商管理）培训。鼓励农
民工参加劳动技能竞赛，在竞赛中取得优

异成绩的农民工可不受学历限制晋升技

术等级。区总工会及直属工会举办职工

运动会。组织宝山区工会宣讲团，向农民

工宣传中共十七大精神和《劳动合同

法》。为建筑工地送医药箱１００只。

３月２７日，区总工会向农民工送药
区总工会／提供

■举行首届职工运动会　６月 ２２日由
区总工会和区体育局共同主办的“喜迎

奥运 健康宝山”———区首届职工运动会

在宝宸体育馆举行开幕式。运动会从４
月２６日 ～７月 １１日举行，历时近 ３个
月，５２家区总工会直属工会的１４５６名
职工运动员参加。比赛项目有乒乓球、

羽毛球、绳健球、拔河、广播操、“八十

分”比赛。开幕式表演节目《岁月恋歌》

被上海市总工会选中参加上海市职工健

身月闭幕式表演。

■推进“安康杯”竞赛活动　６月２３日，
宝山区２００８年“安康杯”竞赛活动推进
会在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召开。会

议总结２００７年宝山区安全生产事故的
基本情况，部署进一步拓展竞赛活动覆

盖面、扎实提高竞赛活动质量等工作。

各街镇、工业园区部分集团公司工会负

责人及参加上海地区“安康杯”竞赛活

动企业的工会负责人等１２０余人参加会
议。７月～９月，区竞赛活动领导小组分
组到基层检查“安康杯”竞赛活动在企

业的落实情况。１１月建立企业自查、单
位系统检查、竞赛领导小组督察的三级

检查网络，按照《安康杯竞赛考核标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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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逐条进行检查落实。在２００８年度
全国“安康杯”（上海赛区）竞赛活动中，

区海豹集团工会《给徒弟的一封信》获

“一封安全家书”二等奖；上海中集冷藏

箱有限公司等４个单位被评为“安康杯”
（上海赛区）竞赛活动优胜单位；上海尤

希路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水溶性产品班组

等６个班组被评为优秀班组；宝山区总
工会等２个单位被评为优秀组织单位。

３月１１日 ，共青团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团区委／提供

■举行多媒体竞赛　年内开展多媒体作
品高级制作员（国家职业资格高级）和

网页设计制作员（国家职业资格中级）

竞赛，共有１１９名选手参加多媒体作品
高级制作员比赛，１４８名选手参加网页
设计制作员比赛。前期培训 １００余课
时，１１月２２日举行比赛，分理论知识和
实际操作两项内容进行。钱国平等 １４
名选手分获一、二、三等奖，钱国平等 ２
名选手被授予“宝山区技术能手”称号，

程咏梅等１２名选手直接取得三级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

■抗震救灾活动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
生后，全区各级工会共捐款４８５万元，捐
款职工２３５万人次。５月１７日，区总工
会在上海市社会各界赈灾文艺晚会上代

表宝山区职工捐款２５１万元。全区各级
工会排摸区内来自灾区的农民工情况，

开展思想疏导、关心慰问和帮扶救助工

作，发放慰问金８２５００元，帮助解决灾区
农民工子女在宝山就学的问题。６月，
区总工会的赈灾捐款通过上海市总工会

的检查和区纪委、区监察委、区财政局、

区审计局、区民政局５个部门的联合检
查。８月 ７日，区总工会为都江堰市职
工书屋捐赠３万余本图书。宝山卫生系
统赴川抗震救灾医疗队、宝山区赴川抗

震救灾防疫队、上海利康消毒高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光仁塑胶制品有限公司被

上海市总工会授予“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工人先锋号”。 （胡立伟）

共青团
■概况　至２００８年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中１４至２８岁青年有１４６４万人。全区
有团委５１个、团总支７６个、区属团工委
７个、团支部 １０１４个，共青团员 ２７万
人，年内新发展团员２２４９人。全区１１６
个行政村有团支部７８个、２５３个居委会
有团支部 １６６个。有少先队大队 １０４
个、中队１４４９个，少先队大队辅导员１０５
人、中队辅导员１９２１人。年内，全区涌

现出区新长征突击队２３个、区新长征突
击手６８名。行知中学团委获“２００８年
度上海市五四红旗团组织标兵”称号，杨

行镇团委获“上海市五四特色团组织”

称号，淞南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团支部

获“上海市五四特色团支部”称号。友

谊路社区（街道）青年中心社区多元智

能教室项目获“２００８年上海市青年中心
优秀项目奖”，张庙社区（街道）青年中

心“老少手牵手”社区独居老人服务项

目获“２００８年上海市青年中心特色项目
奖”，顾村镇共富一居团支部“我自己的

长征”获“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居民
区团组织优秀项目奖”。区教育局团工

委被团市委评为“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中学
系统共青团工作先进集体”，区少工委被

团市委评为“上海少先队工作先进单

位”。团区委理论研究成果《青少年“五

事五育”分层分类思想道德教育模式的

构建与实践研究》和《外来务工青年现

状调查和对策研究》分获“上海共青团

调研奖”二、三等奖。团区委书记修燕当

选为第十三届团市委委员、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
召开　３月１１日，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
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共有

正式代表、列席代表 ２５０人出席会议。
团区委书记修燕作题为《高举旗帜，牢记

宗旨，团结一致，励精图治，在建设现代

化滨江新区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

量》的工作报告。３月 １２日，区七次团
代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团区委七

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４０名。同日，

七届一次全体会议举行，会议以无记名

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委员１１
名，修燕当选为七届团区委书记，王锋、

闪勇当选为副书记。大会讨论并通过

《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于团代

表大会常任制办法》。

■爱心救灾大行动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
后，宝山青少年参与“爱心救灾大行

动”，共募集捐款和特殊团费２７３３９３７６３
元（团 委、青 联 ４４１０３３９５元，学 联
５５４３７３６４元，少工委 １７３８５２００４元）。
５月下旬，针对１６名来沪治疗的四川灾
区伤员，组建１６支共计４８名青年志愿
者组成的宝山抗震救灾青年志愿者队

伍，提供心理辅导、生活服务以及语言沟

通等方面的帮助。６月，召开宝山区抗
震救灾各界青年座谈会，表彰区新长征

突击队１支、新长征突击手１６名。

■青年志愿者行动　年内，全区有２５０００
余名在册青年志愿者、１００余支专业化
志愿者服务队参与各类志愿服务。（１）
开展助残服务。６４名青年教师分别与
１０名脑瘫儿童结对，提供送教上门志愿
服务。（２）开展助老服务。组织青少年
志愿者每月定期开展助老服务，在区内

敬老院建立“青春辉映夕阳红”为老服

务基地。以村、居团支部为单位组建６９
支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分别和有需求的

计生空巢家庭签订结对协议，提供“送健

康、送服务、送知识、送亲情、送温暖”等

个性化服务。（３）开展援外服务。组建
与援疆干部家属结对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提供教育、安全、卫生、物业方面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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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４）开展维稳服务。组织１０８名区
机关干部、基层骨干团干部以及优秀团

员青年参加全市统一的奥运安保“进站

上车”行动。１１月，团区委召开青年志
愿者表彰大会，表彰区优秀青年志愿服

务基地１家、区青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１０支、区优秀青年志愿者３０名、区青年
志愿者工作优秀组织奖１０名。

■主题实践活动　年内举办青年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读书班，开展中学生暑期社

会实践活动，组织青少年参与“创意世

博”第三届上海市中学生创意设计竞赛

活动。与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开展关

爱空巢家庭活动，与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开展普及《劳动合同法》知识竞赛，与

区规划土地局联合开展普及《城乡规划

法》辩论赛。举行宝山学子“迎奥运，促

文明”健身长跑活动，举办区少先队九年

级离队仪式暨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爱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少先队周末健康

挑战赛。开展“阳光体育与奥运同行”冬

季长跑活动，举办“相约宝山·爱在美兰

湖”———首届宝山青年交友派对、“相约宝

山·爱在新长江”———农商行青年与宝山

青年联谊会，承办“世博·青春动力”———

上海青年风尚节宝山分会场活动。

■团代表大会常任制获“首创奖”　年
内，区七次团代会推进团代表大会常任

制，重点探索机构常建常履职、制度常立

常完善、代表团常设常活动，被授予第七

届上海市共青团工作“首创奖”。团代

表大会常任制工作主要内容是构建覆盖

８２４０人的“三联系”（团委委员联系团代
表、团代表联系团员、团员联系青少年）

网络树型数据库；承办“诚信塑造宝山，

诚信成就事业”———宝山区青少年演讲

比赛，并推出“我眼中的诚信”———为塑

造诚信宝山建言献策网上讨论活动，有

近１０００名“三联系”网络内的青少年在
网上留言；举办“淞南缘”杯宝山区青少

年威尼克斯羽毛球团体赛，共有１７１支
队伍、７００余名运动员参加。

■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年内开展“宝
山青少年心愿征集”活动，有１５０００名青
少年参加。在五四期间启动区青少年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确立２０家与青少年教
育、管理、服务相关的职能单位为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实施“爱心助学”，与西藏

地区结对１０２名贫困学生、与新疆地区
结对６４名贫困学生。制定青少年综合

服务计划，以“１２３５５青少年公共服务平
台”、青少年零犯罪社区建设、青少年法

律援助、青少年维权岗行动为载体，加强

有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教

育。推广“阳光天使”关爱民工二代工

作，成立来沪青少年兴趣社团。与中共

区委政法委、区检察院合作开展《外来民

工第二代子女犯罪防控体系建设》研究。

■青少年事务管理　至年末，全区有社
区闲散青少年 ８３５３人，其中男性 ４９９６
名、女性３３５７名。年内，区各级团组织
及青少年事务社工推荐社区青少年就业

３５２２人次，技能培训１４５９人次，免费学
历培训５１１人次；召开上海市青少年事
务社会工作“体育疗法”宝山现场推进

会；开展“青苹果”禁毒社区宣传活动５３
次，知识竞赛１次；与区计生委建立长效
青少年青春健康教育机制，开展“关爱青

春，珍惜生命”活动；协助区检察院进行

４起诉前考察工作。区社工站获“上海
市优秀工作站”称号。

■少先队工作　年内围绕“好习惯伴我
快乐成长”活动主题，开展“３·５学雷锋
微笑行动”、“为生命的绿色加油”青少

年志愿者公益活动以及“好习惯伴我快

乐成长”争章活动区级现场会。围绕

“手拉手、建书屋、读好书、共成长”活动

主题，在淞一小学开展市团代表“红领行

动”赠书仪式，并与宝山区图书馆协作开

展“手拉手红领巾读书系列活动”，为农

民工学校援建 ５个手拉手书屋。围绕
“抗震救灾奉献爱心”活动主题，组织开

展传递爱心捐款活动、“鸿雁传书”活

动，召开“心系灾区献真情，凝聚童心催

奋进”———“六一”表彰大会及区优秀队

员爱心义卖活动，举行“携手关爱共成

长，心心相映克时艰”———区马克思主义

理论读书班学员与川籍队员手拉手结对

仪式以及“抗震救灾”社区游戏体验活

动。围绕“雏鹰世博文明行动”，举办

“奥运礼仪伴成长，世博文明齐行动”活

动，举行“辅导员世博文明行动”启动仪

式以及“激情世博，你我同行”共养好习

惯广场宣传活动。４个少先队大队获市
“红旗大队”称号，４个中队获市“红旗中
队”称号、４个小队获市“优秀小队”称
号，１６名少年儿童获市“好苗苗”、“当代
小先生”称号。祁连中心校王颖之被评

为市“十佳”少先队员、宝山区实验学校

沈硕文和沈?文获市少年儿童“科技启

明星”金奖。虎林路小学现代都市小农

夫科技社团被评为全国“童趣杯”优秀

红领巾小社团。区少工委获中国少年平

安行动优秀组织奖。 （马　越）

妇联
■概况　至２００８年年末，全区有街道、
镇妇联１２个，村妇代会１０９个，居妇代
会２８４个，工业园区妇委会２个。４月８
日～１１日，分四批举办宝山区基层妇女
干部岗位培训班，各街镇妇联主席、居村

妇代主任３４９人参加培训。４月１１日～
６月１３日，与中共区委组织部、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联合举办处级女干部“卓越女

性领导力”培训班，全区４９名处级女干
部参加学习。５月２７日 ～２９日，与中共
区委组织部、区社会工作党工委、区委党

校和区工商联合会共同举办为期３天的
“两新”组织女性人才培训班，来自区内

“两新”组织中的３２名女企业家和中层
女干部参加培训。１１月２０日，成立“两
新”组织女企业家联谊沙龙。区内产生

２３名代表，参加４月２１日 ～２３日召开
的上海市第十三次妇女代表大会。９月
１２日，区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区委党
校举行，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

李娟任区妇联主席，刘美娟、汪怡、曲国

莉（兼）任区妇联副主席。区妇联主席

李娟作为代表，参加１０月２８日 ～３１日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妇女第十次代表大

会。区妇联获上海市“困难妇女健康实

事项目”优秀组织奖。区妇联主席李娟

获全国“巾帼建功”竞赛活动先进工作

者称号。《家庭危机的防治和介入》获

上海市妇联调查报告、论文评选二等奖，

并刊登在 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期的《中国妇
运》。组织参加上海女性体育团队“迎

奥运、迎世博”展示活动，获最佳表演奖。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年内，区各
级妇联共接待来信来访来电２１８１件，对
信访案件及时调解、处理，化解各类矛

盾。（１）成立宝山区妇联系统人民调解
委员会，发挥女法官、女律师、妇联干部

作用，为来访妇女提供法律咨询、调解服

务。（２）会同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和区
总工会，对区内服装针织、加工制造等行

业的１２家女职工密集的企业进行专项
联合检查，涉及女职工１５８３人。（３）举
行“三八”维权周宣传咨询活动，开展

“拒绝家庭暴力牵手幸福生活”广场签

名活动，发放各类宣传资料１０００余份。
（４）会同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区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召开宝山区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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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平安家庭”表彰推进会暨反家庭

暴力工作联席会议，共表彰宝山区创建

“零家庭暴力”小区先进集体１３个和先
进个人２４名。

６月３日，区妇联探望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区伤病员 摄影／顾莉莉

■开展帮困和助学　年内为６２名患有
妇科重症的妇女送上医疗费 １２３０万
元，为４７名重大疾病或卧床不起的上海
市“三八红旗手”送上慰问费和家政服

务费４１８万元，为３９名准孤儿送去过
节费１９５万元。配合区慈善基金会举
行新春万户家庭助困活动，向８０户困难
家庭发放助困款 ２６０万元。做好帮困
助学工作，资助困难学生４８８名，资助金
额１０７万元。为１名困难重症妇女实现
“姐妹情”慈善救助。

■举行“三八”节系列活动　３月８日前
后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２月 ２６
日，举行老妇女工作者庆“三八”回娘家

茶话会，３０余名新、老妇女工作者参加
活动。３月 ６日，举行宝山区纪念“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９８周年表彰大会暨
“唱响和谐旋律，展示女性风采”主题歌

会，各界妇女代表７００余人参加活动，来
自女企业家、公安、税务、医务、教育等方

面的７支歌队在会上同台表演。会上表
彰了区“双学双比”竞赛活动女能手 ７
名、区“双学双比”竞赛活动先进工作者

２名、区“双学双比”竞赛活动先进集体２
个及区“美好家园”示范村２个，３０个集
体被命名为宝山区“巾帼文明岗”。３月
１２日，举办处级女干部庆“三八”与魅力
同行活动。开设“和谐家庭中女性的引

领作用”知识讲座。“三八”期间，拍摄

全国“双学双比”女能手张红、宝山妇女

维权工作等专题片，制作 “巾帼文明岗”

先进事迹展板。

■开展学习和调研　年内，全区举办学
习传达妇代会精神的专题报告会２场。
区妇联分３组下基层进行工作调研，以
进一步了解基层妇女工作的情况。与上

海大学联合开展宝山区社会稳定与妇女

心理和情绪的疏导研究，对 １２个街镇
１１３个村、居委的５００名妇女进行问卷调
查，并进行集中趋势和相关因素的统计

分析，形成《宝山区社会稳定与妇女心理

和情绪的疏导研究》的调研报告。

■政府实事项目实施　开展困难妇女、
退休妇女妇科病、乳腺病免费筛查项目。

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牵头，区妇联与

区卫生局、区财政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区民政局等单位联合举行实事项目

启动仪式，召开工作对口协调会，确定８
家有妇科检查资质的医院为实事项目免

费筛查点，落实１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配合检查单位。全区共筛查 ４０８３２
人，超额完成预定任务。１２月２５日召开
实事项目总结表彰会，区妇幼保健所、上

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大场镇、张

庙街道、淞南镇获“特别贡献奖”。继续

推进“百万家庭学礼仪”实事项目，全区

有３２３６９人通过礼仪知识培训考核。结
合“迎奥运、迎世博、讲环保”主题，倡导

知行并重，制作学礼仪宣传环保袋发放

到社区。召开宝山区“百万家庭学礼

仪”志愿者讲师座谈会。对农村妇女开

展 “千村万户”信息化宣传普及工作，完

成５１７０人的宣传普及任务。

■和谐家庭建设　年内成立区家庭文明
建设协调小组，完成“十一五”家庭文明

建设中期分析评估报告。推进社区家庭

文明建设指导中心的建立和运作，至年

末全区已建成社区家庭文明建设指导中

心１２家。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创评活
动。１１月４日，举办第十届家庭文化节，
表彰全国、市、区“五好文明家庭”２２８
户及市、区“学习型家庭示范户”１６０户，
汇编《宝山区五好文明家庭精彩故事集

锦》，举行家庭小故事演讲会。举办家庭

教育宣传周咨询活动和２期领养人科学
育儿培训班。

■开展 “十一五”妇女儿童发展中期监
测评估　开展 “十一五”妇女儿童发展
中期监测评估工作，完成中期监测评估

报告。监测显示：至 ２００７年底，在区县
妇女儿童发展的５５项目标指标中，妇女
相关指标 ２３项，宝山区达标率为
７０６％；儿童相关指标 ３２项，宝山区达
标率为 ８３９％；综合达标率为 ７９２％。
２月２２日，召开宝山区妇女儿童工作委
员会全委（扩大）会议，表彰２００７年度实
施宝山妇女儿童发展规划成效显著的优

秀委员单位。

■抗震救灾活动　响应上海市妇联“上
海母亲关爱震区孤儿行动”，向全区母亲

发出“宝山母亲行动起来，让爱融化心中

的坚冰”的倡议，４天内共募集救助款
１２０余万元，全部捐给上海市儿童基金
会。开展与入住上海交通大学第三人民

医院的１６名四川震区伤病员结对帮抚
工作，挑选４８位家庭志愿者与震区伤员
结成帮抚对子，制作《宝山母亲关爱行动

工作手册》和《爱心联系卡》，结对工作

历时３个月。 （杜　红）

其他团体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委会
　至２００８年年末，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
会宝山区工委会（以下简称“区工委

会”）有同学１０名（其中从虹口区转入
同学１名），同学中年龄最小８１岁、最大
９３岁，大多数同学身体状况差，分散居
住在宝山、杨浦、虹口、浦东等地。年底，

区工委会唯一的女同学方荷珠因病逝

世，享年８４岁。根据她的遗愿，家属将
遗体捐献给中山医院。

区工委会以关心、帮助老同学们的

８９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实际生活为工作目标，定期、不定期走访

慰问和解决老同学实际困难。春节期

间，区工委会为老同学申请慈善帮困救

济金，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也发放部

分慰问款。与上海市金秋安康通呼叫系

统有限公司联系，免费为区内所有黄埔

军校老同学安装 “安康通”机器，并免去

１年费用。除常规的“冬送暖、夏送凉”
慰问外，每月还不定期进行走访慰问，了

解老同学的身体状况，及时为他们排忧

解难。２月初，中共区委统战部领导在
专职干部的陪同下为主委彭望?庆祝

９３岁生日。中秋、国庆、重阳节为老同
学送上慰问金共计５０００元；老同学钱振
中住院，中共区委统战部领导和专职干

部专程前往瑞金医院探望。据不完全统

计，区工委会全年共走访慰问同学近

１００人次，发放慰问金１８１００元。为每名
老同学订阅《黄埔》杂志、《健康财富报》

和市同学会汇编的《上海黄埔》会讯。

年内组织学习与参观活动。１月１８
日，组织迎春联谊会，老同学们与中共区

委统战部、上海市黄埔同学会领导共庆

佳节。２月中旬，老同学李世中、林松
海、沈金山等参与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

会开展的收集黄埔抗战老兵手印活动，

以陈列于建川博物馆“中国壮士———抗

战老兵”手印广场。５月７日，组织老同
学及其家属参观游览罗店东方假日田园

及美兰湖别墅区。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

生后，黄埔二代李鸿琳以黄埔同学会的

名义捐款１万元，１０位老同学捐款１４３０
元。８月１３日，组织黄埔同学会后代参
加由中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主办的

纪念淞沪抗战胜利 ７１周年撞钟仪式。
１１月 １１日，经黄埔军校同学会总会介
绍，区工委会主委彭望?受邀协助由中

央电视台制作的反映抗战历史的系列专

辑纪录片《口述历史———战争与回忆》

的拍摄。１１月１３日，组织老同学参加学
习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开

展黄埔军校同学会后代调查登记工作，

并完成造册。 （王丽华）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至
２００８年年末，全区有归侨８３人，侨眷、港
眷、澳眷１７万余人，外籍华人眷属１６
万余人。华侨、外籍华人主要分布在印

尼、美国、德国、中国香港等６１个国家和
地区。全区有基层侨联会１０个（年内新
成立３个），联络员２８０余人。上海市宝
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以下简称“区侨

联”）重点服务对象９８人（其中多数为

老归侨）。１月９日，区侨联召开四届八
次全委会议，会上投票选举黄忠华为区侨

联专职副主席，审议通过王惠英辞去区侨

联副主席职务。５月１９日，区侨联举行
宝山侨界赈灾献爱心捐款仪式，为灾区捐

款３５４４５元，组织归侨侨眷、港澳同胞、侨
界企业家向四川地震灾区捐助善款和物

资总价值３００余万。６月１２日，高境镇举
行第一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会议听取和

审议高境镇侨务工作报告，选举产生高境

镇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通过高

境镇第一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决议，举

行宝山区高境镇归国华侨联合会、宝山区

高境镇侨友之家揭牌仪式。６月２４日，
区侨联召开四届九次全委会议，大会增补

常委１名、委员２名、副秘书长１名。９月
２６日，罗店镇召开第一次归侨侨眷代表
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罗店镇侨务工作报

告（草案），选举产生罗店镇第一届归国

华侨联合会，通过罗店镇第一次归侨侨眷

代表大会决议，举行罗店镇归国华侨联合

会、罗店镇侨友之家揭牌仪式。９月２７
日，宝山区举行侨联法律顾问团成立暨顾

问团成员授聘仪式，市侨联副主席、秘书

长张癸等５０余人参加仪式。在仪式上，
区侨联与法律顾问团代表签订常年法律

顾问合同，并向法律顾问团的８名顾问律
师颁发聘书。开展侨资企业调研工作，走

访１０多家侨资企业，发放１００多份问卷
表，完成题为《宝山区侨界企业现状调查

与建议》的调研文章，并作为区政协六届

四次会议联组讨论会发言材料。区“两

会”期间，侨界代表、委员共向大会提出

议、提案２０余个。全年接待来信、来电、
来访６０余人次，组织１３次、６２０人次参加
政治理论学习。上报信息１９０余篇，并创
办《宝山侨讯》。走访慰问６００余人，送
上慰问款、慰问品累计５万余元，为２０名
困难老归侨落实慈善医疗卡２０张（５００
元／张）。春节期间，区慈善基金会给２０
名生活困难的归侨侨眷送上慰问金每人

３００元。组织３２名老归侨赴华山医院体
检。开展“迎新春、迎中秋、庆国庆、敬老

节”联谊活动、“老归侨回家吃年夜饭”、

老归侨一日游活动、报告会等系列活动，

组织侨界人士８０人赴青浦陈云故居、罗
泾社会主义新农村参观考察。３月 ２５
日，召开“侨之家”建设推进会，大场镇

侨联分会被市侨联授予首批“特色侨之

家”称号，张庙街道、吴淞街道侨联会被

授予第二批“特色侨之家”称号，大场

镇、友谊路街道侨联会被授予“调研创新

年”先进集体称号。１２月 ３０日，召开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侨联“调研创
新年”侨界先进表彰会，大场镇侨联会等

６个集体获宝山区侨联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吴克海等９人获宝山区侨联工作先
进个人称号，曾振中等１１个家庭获“和
谐家庭”称号，周铭沼等１８人获“和谐社
区引领人”称号，钱中流等１０人获“宝山
区侨联优秀信息员”称号。区侨联获上

海市侨联信息工作先进单位；俞华斌获

上海市侨联信息工作先进个人。举办侨

界述心声征文演讲活动，收到征文稿３０
余篇，区侨联选送的作品在中共区委统

战部组织的“回顾与展望”演讲比赛中

获二等奖。区侨联在上海市侨联举办的

“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侨联组织恢复
活动３０周年”征文活动中获优秀组织
奖。 （俞华斌）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１２月９日，召开
区青年联合会（以下简称“区青联”）第

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区六届青

联主席修燕作题为《承载时代使命，奏响

青春旋律，为又好又快地建设现代化滨

江新区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等额选举修燕为区七

届青联主席，闪勇为区七届青联常务副

主席，王政、方勇 、刘子歌、陈向峰、竺

剑、贾怡芸、顾斌、席劲松、龚烨华为区七

届青联副主席，支华等４１人当选为区七
届青联常委。区七届青联设置青年团

体、医疗卫生、金融等１２个界别，共有委
员２１２名。年内组织区青联委员投入抗
震救灾爱心募捐行动、开展关爱脑瘫儿

童公益行动等。 （马　越）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１１月２９日，区学
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区学联”）第六次

代表大会在行知中学召开。区五届学联

副主席、吴淞中学李诗佳代表五届学联

作题为《坚定理想信念，紧扣时代脉搏，

创造青春业绩，续写和谐乐章》的工作报

告。大会选举产生区学联第六届委员会

１１家委员单位。同日，六届一次全会举
行。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吴淞中

学学生会为六届学联主席单位，行知中

学学生会、上大附中学生会、宝山中学学

生会为六届学联副主席单位。年内，区

学联每月举行１次学生干部主题论坛，
定期出版《宝教青年》和《宝山学联》，组

建宝山学子志愿者服务总队，开展“社团

论坛”、“社团进社区”活动；参与第二届

“未来杯”全国中学生创意设计竞赛，吴

淞中学获“创意杯”。 （马　越）

９９

其他团体



１６Ｋ图

００１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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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关　健

宝钢股份公司

■概况　至年末，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宝钢股份”）在册职工总人数

４３７８９人，其中生产人员２６３２７人、技术
人员１３２１１人、管理人员 ４２５１人；下辖
宝钢分公司、不锈钢分公司、特殊钢分公

司、中厚板分公司等４家分公司。从下
半年起，特别是进入第４季度，面对全球
性的金融危机，宝钢股份克服原料成本

上升和钢铁市场极度低迷等不利因素，

优化管理流程，调整产品结构，着力挖潜

降本，各项工作和应对危机的措施有序

推进，确保生产经营总体平稳。全年实

现销售收入 ２００８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４９％；实现利润总额８６７亿元，比上年
下降５５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８７亿
元，完成年度预算 １０９％。全年完成铁
产量２０３９１５万吨，比上年下降３３１％；
完成钢产量 ２３１２４３万吨，比上年下降
２７４％；商品坯材产量２３５７８３万吨，比
上年增长 ２４８％；累计销售商品钢材
２２８１３万吨，比上年下降 １４％。全年
钢材新产品试制２０８万吨；完成专利申
报数８５９项（其中发明专利３６４项），获
授权６２５项（其中发明专利１１２项），审
定技术秘密 ２０６９项；科研创效益 １２３
亿元；合理化建议创效益 １２０５亿元。
１２月，宝钢股份通过标准普尔债信和信
用评级，长期信用评级为“Ａ－”，评级展
望为“稳定”。

■两大特种材料用于“神七”飞船　年
内，宝钢股份下辖宝钢特殊钢分公司自

主研发的高温合金ＧＨ４１６９、高温钛合金
７７１５Ｄ两大特种材料，用于长征 ２号 Ｆ
型火箭的一、二级火箭，４台捆绑式火箭
发动机以及“神七”飞船推进舱姿态控

制发动系统的核心部位上，帮助飞船顺

利飞天。

■建成全球最薄最快连退镀锡机组　５
月３０日，全球板材最薄、生产速度最快
的机组———宝钢分公司冷轧薄板厂连退

机组和２号电镀锡机组，实现产量、质
量、效益、能耗达到设计目标。连退机组

年处理量为４０万吨，以生产镀锡和镀铬
原板为主，同时生产部分薄规格 ＣＱ冷
轧板，具有产品规格极薄、退火温度高、

工艺速度快、高度自动化的特点。该机

组采用世界先进的控制模型和技术，产

品最薄０１５毫米，工艺段速度最高每分
钟８００米。２号电镀锡机组设计年产能
２０万吨，主要生产高质量等级的食品包
装用镀锡板，采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工

艺设备，可涂镀最宽１０５０毫米、最薄０１
毫米的钢带。

■宝钢第一卷合格取向硅钢下线　５月
１５日，宝钢取向硅钢机组顺利产出第一
卷合格取向硅钢板卷。取向硅钢以其工

艺路线长、工艺窗口窄、过程控制严等特

点，被公认为“钢铁产品中的工艺品”，

主要用于电力行业。此次宝钢投产的取

向硅钢机组年设计产能为１０万吨，采用
独特的工艺技术路线，代表当今世界先

进水平，部分装备在全世界属首次制造。

■大口径直缝焊管工程热负荷试车　１
月２９日，宝钢分公司直缝焊管油气专用
（大口径）直缝焊管（ＵＯＥ）工程进入热
负荷试车阶段。一块长１２２米、宽３１
米、厚２１毫米的宽厚板顺利通过Ｃ、Ｕ、Ｏ
机成型，经焊接机组焊接后，变成一根直

径１０１６毫米的直缝焊弧焊管产出。该
工程设计年产大口径直缝焊管５０万吨，
可生产直径５０８毫米 ～１４２２毫米、壁厚
６毫米～４０毫米、长度６０００毫米 ～１８３０
毫米大口径直缝埋弧焊管。

■国内首条热轧高强钢平整机组投运　
３月２５日，国内首条热轧高强钢平整机

组在宝钢分公司投产。经检验，试生产

的第一卷产品性能达到合同要求。高强

钢平整机组具有较高的轧制力、弯辊力、

张力，对设备强度要求很高。热轧高强

钢主要用于工程机械制造领域，经平整

的热轧高强钢表面质量更优，能更好地

满足市场对高品质高强钢的需求。该机

组设计年产能５０万吨。

■加紧研制大型飞机用钢　４月，在宝
钢特殊钢分公司大型飞机起落架用３００
米超高强钢、４大牌号钛合金结构用钢
研制成功，ＴＣ４、ＴＣ１８、Ｔｓ８、Ｔａ１５等 ４大
牌号的大型钛合金棒材、等温锻件也研

制成功，进入产业化生产工艺的研究、固

化阶段。

■核电钢通过美国西屋公司审核　３
月，宝钢 ＳＡ７３８Ｂ核电用钢从轧制、探
伤、切割、热处理等生产工序到成品发货

各外部环节，按美国西屋公司（第三代核

电技术持有者，拥有世界最先进、最安

全、最经济且较为成熟的核电技术）核电

用钢质量管理体系要求逐一通过审核，

开始批量生产，并向国内第三代核电站

建设项目供货。

■优质钻杆打下７５２０米深井　年初，宝
钢与塔里木油田联合研发的直径１２７毫
米、壁厚９１９毫米的 Ｓ－１３５ＮＣ５２非标
钻杆，在国内钻井工况最为恶劣的塔里

木油田轮东地区打下７５２０米深井。实
践表明，宝钢Ｓ－１３５ＮＣ５２非标钻杆与相
同规格钢级的进口 ＡＰＩ钻杆相比，其钻
井液排量提高约２８％，钻杆磨损寿命提
高１８％，并提高水力破岩能力，延长钻
头寿命。该产品形成 ４项专利、３项技
术秘密。

■４项成果获全国 ＱＣ发布一等奖　４
月，“真龙杯”全国自主管理发布赛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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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宝钢股份４项 ＱＣ成果获得一等奖，
另有１２项成果获二等奖。宝钢分公司
设备部计量室同位素２０５０板坯仪ＱＣ小
组《降低２０５０加热炉板坯仪环境辐射剂
量》、宝钢分公司条钢厂精整分厂方坯丁

班ＱＣ小组《提高方坯磁探检测合格
率》、研究院中试室连铸试验区域 ＱＣ小
组《降低ＬＦ试验炉电极吊运时折断数》
及不锈钢分公司制造管理部技术质量攻

关 ＱＣ小组《提高抗 ＨＩＣ管线钢 Ｘ５２
ＳＯＵＲ合格坯生产率》获此次大赛一等
奖。这４个 ＱＣ小组同时获“全国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称号。

■成功试制２２毫米厚 Ｘ８０厚板管线产
品　３月，宝钢２２毫米大壁厚 Ｘ８０管线
用厚板通过国内专家组鉴定，成为惟一

一家通过该产品鉴定的企业。该产品将

应用在西气东输二线工程主干线上，尤

其是主干线关键路段上。该产品经鉴定

性能优良，板形控制好，具备向西气东输

二线工程主干线批量供货能力。

■成功研发“一键式”炼钢　所谓“一键
式”炼钢，即揿动一个按钮，转炉就自动

完成全过程炼钢，停吹成分、停吹温度等

关键指标全部命中。其采用计算机技术

和炼钢工艺结合，实现氧气流量、氧枪枪

位等６大工序的全过程自动化控制，使
炼钢过程从凭人工经验向智能化转变，

达到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过程控制

稳定性的目标。宝钢从 ２００６年底组成
攻关团队，开始“一键式”炼钢系统开

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２００８年初在
二炼钢单元３座转炉上开发成功“一键
式”炼钢系统。前期调试和验证结果显

示，“一键式”炼钢冶炼指标优于传统

炼钢。

■宝钢卖出减排“第一单”　２月，宝钢
股份与英国瑞碳公司、瑞士信贷集团签

署《核证减排量买卖协议》。根据协议，

瑞碳和瑞信将向宝钢投资超过６０００万
欧元，用于购买宝钢四号发电机组预计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２年可实现的６００万吨二
氧化碳减排指标，这成为宝钢卖出减排

的“第一单”。建设宝钢四号发电机组，

就是利用高炉产生的低热值煤气来发

电。该工程于 ２００７年申报联合国清洁
发展机制项目，并成功取得可进行二氧

化碳排量交易的资质。

■宝钢承接国际７座大高炉冷却壁制造

任务　２００８年，全球在建７座４０００立方
米～５５００立方米超大型高炉中，宝钢独
揽所有冷却壁制造“大单”。宝钢采用

的第４代冷却壁制造技术，处于该领域
世界顶尖工艺。其中，“铸冷却管防漂

移”等技术属于宝钢自主研发创新的核

心技术，不仅能将冷却壁寿命提高到２５
年以上，还具有节能环保特点。在韩国

两座５５００立方米高炉冷却壁招标会上，
宝钢在报价不低于国际同行的前提下，

依靠技术优势和出色业绩，取得全套冷

却壁制作合同。

■特钢淘汰全部落后产能 　１月，宝钢
股份特殊钢分公司炼钢厂二炼钢分厂老

产线８号电炉，炼完最后一炉不锈钢后
关停。特殊钢分公司相继启动世界先进

的不锈钢长型材、浦钢搬迁炼钢和连铸

工程等项目建设。不锈钢长型材已成为

宝钢特钢三大系列产品中最重要的产线

之一；浦钢搬迁炼钢和连铸项目中的炼

钢和连铸产线全面投产。特殊钢分公司

废水、ＣＯＤ、油、烟粉尘、二氧化碳５项主
要污染物排放量，比 ２０００年平均下降
９０９％，生态型特钢精品基地建设已见
成效。

■厚壁管线管填补国内空白　由宝钢钢
管厂生产的１４００吨直径４０６４毫米、壁
厚１６６６毫米的 Ｘ５２ＨＦＷ（中口径直缝
焊接）厚壁管线管年内发往用户，经检

验，技术性能指标全部达到标准要求。

该产品的批量生产，填补国内空白。

■炼钢熔渣粒化新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　１月，宝钢参评的《一种安全环
保资源化的炼钢熔渣粒化新技术》，在国

家科技大会上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该技术是宝钢科研团队，历经１２年研发
而成的拥有宝钢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

术。该技术攻克钢渣性能不稳定的国际

难题，构成可循环钢铁生产流程的新一

代炉渣处理技术，使劳动生产率和金属

回收率大幅提高，实现清洁化生产。宝

钢针对不同性质的炉渣和工况，开发三

大类系列化成套装备。该技术形成 ３４
项专利，有２９项专利获授权，其中３项
为发明专利，并形成１５项技术秘密。１
项专利还在美国、印度、韩国、日本及欧

盟等国家和地区获申请受理。

■两工程获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１月，
宝钢股份不锈钢工程和宝钢分公司４号

高炉工程双双获国家优质工程金奖。不

锈钢工程建设历时２９个月，开创世界同
类机组建设速度之最。该工程投产 １１
个月后实现月达产，粉尘和废水排放优

于国家标准，各种工业废弃物得到

１００％综合利用，厂区绿化率达 ２０％以
上。４号高炉容积４７４７立方米，年产铁
水３５０万吨。该高炉由中方自主技术总
成，采用新英巴水渣等环保新工艺及炉

体快速安装等新技术。工程建设历时

２６个月，开创国际同类高炉建设周期最
短纪录，工程优良率９２９％。经过两年
多平稳运行，该高炉各项生产技术指标

正常。

■两厚板新品填补国内空白　２月，抗
震阻尼器用钢和汽轮发电机弹簧板在宝

钢研制成功，填补国内空白。抗震阻尼

器用钢是一种抗地震性能较强的建筑结

构用钢板，具有极好的屈服强度、延伸率

及冲击韧性。采用该产品加工的构件，

可有效吸收地震波能，保持建筑结构在

地震中的安全稳定。为打破进口产品的

垄断局面，宝钢先期介入，由科研人员组

成课题组，以多年积累的研发优势，掌握

钢板研制核心技术。经用户检验，该产

品质量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并将用

于上海世博会场馆建设。汽轮发电机弹

簧板是制造发电机关键部件用板，属低

合金钢板中强韧性和强塑性匹配最佳、

质量等级最高的钢种之一。哈尔滨电机

厂在一个发电机制造项目中欲采用该产

品，宝钢得知后抓住机遇，与哈电机展开

多轮技术交流。经科研人员努力，宝钢

不仅一次试制成功该产品，其多项性能

指标优于进口产品。

■特高强度热轧机械用钢填补国内空白
　年内，９６０兆帕特高强度热轧工程机
械用钢在宝钢研制成功，填补国内空白。

在国内率先研制出屈服强度７００兆帕高
强度用钢基础上，宝钢热轧产销研小组

结合９６０兆帕材料的使用趋势和国内市
场需求，于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启动产品研制
工作。团队成员反复摸索成分工艺，打

通装备瓶颈，产品试制获得成功。

■喷射成形中试机组热试成功　年内，
宝钢１００千克级喷射成形中试机组顺利
实现开浇、喷射、沉积等一系列工序，标

志着国内第一台自主研发集成的多功能

喷射成形中试机组获得成功。与传统工

艺相比，该套中试机组能够生产特殊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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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如高温钢种、特殊合金等，将为宝钢产

品多元化、高端化发展奠定基础。该中

试机组中，由宝钢自主研制成功的、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雾化喷嘴、中间包加热、

沉积器等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异形中间

包加热技术为国际首创。

■超大钛合金精密锻件研制成功　年
内，一种超大钛合金精密锻件在特殊钢

分公司锻造厂研制成功。由于钛合金具

有变性抗力大、锻造温度范围窄和回弹

大等特点，生产难度极大。该公司从产

品研制安排、考核生产、检验各个环节严

格把关，及时协调处理研制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为产品研制开设“绿色通道”。

在研发人员努力下，先后解决大型钛合

金成形技术、大型模具设计技术等一系

列技术难题。

■３项产品定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年初，宝钢股份有３项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市场前景广阔的高新产品通过上

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Ａ级认定。至
此，公司共有４８个高新产品获此认定。
此次获认定的“桥梁缆索用镀锌钢丝

（钢绞线）用盘条（Ｂ８７ＭｎＱＬ）”打破国外
企业垄断，填补国内空白，并成功运用在

苏通大桥等建设中。“高性能桥梁板

Ｑ４２０ｑＥ”通过将钢板合金元素组合设计
与特殊ＴＭＣＰ工艺相结合，解决低温冲
击韧性和低屈强比在成分设计和工艺设

计上难以兼容的问题。该产品成功应用

于国内高层建筑、桥梁、海洋采油平台、

低温压力容器及大型船舶结构等。“超

临界发电机组锅炉用 ＴＰ３４７Ｈ奥氏体耐
热不锈钢管”的开发，填补国内空白。该

产品用于超临界机组、超超临界机组，有

助于降低机组耗煤量，减少二氧化碳、二

氧化硫等废弃物的排放。

■特钢轧出２５毫米双相不锈钢　年内，
特殊钢分公司在高合金产线成功轧制

２５毫米双相不锈钢，产品质量符合相关
标准要求。双相不锈钢主要用于石油化

工领域，具有很高的屈服强度和耐腐蚀

性，是一种新型的节镍不锈钢。该钢种

生产难度大，对加热温度和轧制温度等

要求很高。该公司科研人员经过多次研

究，制订详细的轧制方案，并加强对现场

操作人员的工艺指导，确保本次轧制的

成功。

■采用新工艺生产金属功能材料　年

内，特殊钢分公司冷轧厂主要功能材料

双金属坯料，采用以轧代锻新工艺进行

生产。仅一个炉号 ３６９９５吨，节约天
然气费用 １４９万元，吨钢实际消耗天
然气１２７５７立方米，与原工艺相比大
幅降低。

■研制国内最重钛合金等温精密锻件　
年内，国内最重的钛合金整体叶片盘等

温精密锻件在特殊钢分公司研制成功。

该锻件重５２０公斤，是国家重点项目急
需的关键部件。宝钢制造管理部科研人

员在特种冶金厂、锻造厂协作下，完成技

术设计、坯料准备及总重量为１７吨的４４
件整套模具的制作。试制在特冶厂超塑

中心分厂６３００吨压机上进行，整体叶片
盘压制获得成功。 （程陆平）

罗泾工程
■罗泾宽厚板轧机轧出第一板　２月
２７日，厚２５０毫米连铸坯经罗泾工程宽
厚板轧机轧制后，一块 ２８毫米厚热轧
板成功产出。这标志着浦钢整体搬迁

有了终端产品，搬迁罗泾工程第一步所

有单元项目的热负荷试车目标全面实

现。该宽厚板轧机采用宽度自动控制、

板型控制、加速冷却等多项国际厚板生

产先进装备及控制技术，性能可靠稳

定、易于维护，可生产高质量、多规格的

厚板产品。

■试制成功 ＣＯＲＥＸ喷煤技术　年内，
宝钢试制成功ＣＯＲＥＸ－３０００喷煤技术，
年底投入工业应用。ＣＯＲＥＸ－３０００熔
融还原炉原设计使用高质量的块煤和部

分焦炭，大量的筛下粉煤和集尘粉不能

入炉回收利用，造成ＣＯＲＥＸ炉铁水成本
高，生产物流平衡难度大等问题。２００６
年，宝钢以罗泾 ＣＯＲＥＸ工程为研发基
地，由研究院牵头组成项目团队，自主集

成创新ＣＯＲＥＸ－３０００喷煤技术，仅用１
年半时间就取得突破，完成项目关键技

术、设备的研发及工程的初步设计。该

项目实施后，可消化利用罗泾项目大部

分块煤筛下粉煤和除尘煤粉，实现

ＣＯＲＥＸ炉直接利用粉煤，降低 ＣＯＲＥＸ
炉炼铁成本，改善经济技术指标，提高工

艺竞争力。该炉二氧化硫点排放量仅为

国家清洁生产一级标准的二分之一，烟

粉排放量仅为钢铁企业清洁生产标准的

五分之三。ＣＯＲＥＸ炉每年可节约焦炭
３０万吨，年利用 ＣＯＲＥＸ煤气循环发电
１０亿千瓦时以上，还可向宝钢分公司输

送ＣＯＲＥＸ煤气。

■编制完成 ＣＯＲＥＸ操作规程　４月，
罗泾工程汇编完成《ＣＯＲＥＸ炉岗位操作
规程》。该规程涵盖了与 ＣＯＲＥＸ炉安
全运行密切相关的公辅、运转等操作岗

位的作业规程。ＣＯＲＥＸ炉是国内惟一、
世界最大的熔融还原炼铁装置，操作、管

理软件无法通过引进获得。为此，罗泾

炼铁厂在技术谈判、工程建设、员工培训

期间就开始了 ＣＯＲＥＸ炉岗位操作规程
的积累，并在开炉前初步完成岗位操作

规程编制。ＣＯＲＥＸ炉经半年生产，炼铁
厂又结合生产、操作实际，对操作规程进

行反 复 修 改 和 完 善。此 次 完 成 的

《ＣＯＲＥＸ炉岗位操作规程》，共分１０余
册、２０００多页，覆盖公辅、运转、炉内和
炉前４大作业区，明确了ＣＯＲＥＸ炉日常
操作、点检和维护的要点及休风操作时

各作业区间的协同作业规程。

■共建ＣＯＲＥＸ技术消化创新体系　年
内，中厚板分公司与研究院密切合作，共

同建立ＣＯＲＥＸ技术消化创新体系。该
体系紧紧围绕重大项目建设、技术装备

革新、操作技术优化、经济指标提升等，

开展技术攻关活动。合作双方确定就

ＣＯＲＥＸ炉喷煤、优化配矿和配煤结构等
７项重大科研、攻关课题，旨在消化吸收
ＣＯＲＥＸ技术基础上，实现关键技术和装
备的创新优化。

■攻克燃气轮联合发电机组难题　７
月，罗泾工程燃气轮机联合循环发电机

组（ＣＣＰＰ）煤加压设备运行波动大的问
题被攻克。煤气加压设备是 ＣＣＰＰ机组
核心设备之一，其关键技术和设备均由

外商提供。投产后，该设备因运行波动

大，导致ＣＣＰＰ机组运行工况不稳定，导
致成本上升。ＣＣＰＰ发电机组是当今世
界第一套采用以 ＣＯＲＥＸ炉煤气为燃料
的发电装置系统，攻关难度很大。为此，

工程技术人员对 ＣＣＰＰ发电装置全系统
进行技术消化，对发电装置运行过程中

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攻关。通过大胆调整

煤气加压机参数、工作曲线，解决了因煤

气压力控制不稳所引发的燃料切换故

障，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罗泾项目制造管理系统切换成功　４
月，宝钢股份销售中心通过一体化信息

系统，向罗泾项目下达首个产品合同指

令。相关信息在经两个半小时流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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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下达到罗泾项目所有制造环节，并

向一体化销售物流管控系统上传材料准

发信息，标志着宝钢股份首个以全覆盖

模式完成的信息一体化属地系统上线切

换成功。

■罗泾工程信息化建设　罗泾工程在信
息化系统设计、开发和建设中，坚持以我

为主，通过自主设计、自主集成，出色完

成罗泾工程ＥＲＰ系统的建设；紧密结合
宝钢股份一体化推进需要以及 ＣＯＲＥＸ
炉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特点，从产线

布局、管理流程、装备技术实际出发，独

创性地完成宽厚板炼钢和轧钢系统合二

为一的ＭＥＳ系统；建立了国内冶金领域
各工序间独有的、统一的数据交换平台；

自主完成炼钢出钢计划优化模型、炉次

品质判定模型、厚板组板模型等；制订通

讯接口协议规范和标准。

浦钢轧钢系统 摄影／李国强

■２号 ＣＯＲＥＸ炉开工建设　４月 ２４
日，罗泾工程二步工程重点项目———２
号ＣＯＲＥＸ炉开工建设。建成后，中厚板
分公司年可增产铁水１５０万吨。宝钢股
份明确浦钢搬迁罗泾工程第二步实施项

目的建设总进度，确定２０１０年建成世界
第２座ＣＯＲＥＸ－Ｃ３０００。２号ＣＯＲＥＸ炉
在工厂设计、设备制造等关键领域中，除

ＣＯＲＥＸ炉炉架由外方设计外，其余均由
中方完成。通过总结第一座 ＣＯＲＥＸ炉

建设经验，罗泾一期二步实施项目以

ＣＯＲＥＸ炉炼铁技术、直弧型板坯连铸
机、现代钢板轧机等新工艺为主要代表，

配套建设发电、制氧等公辅项目；以技术

创新和实现高档中厚板产品为重点，推

进有关项目的实施。在初步设计中，中

方设计人员对第一座 ＣＯＲＥＸ炉的设计
进行优化，如加大了出铁场面积，改进除

尘、给排水系统等。 （程陆平）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概况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宝
钢发展”），前身是成立于１９８１年的宝
钢总厂总务处、综合服务公司（１９８４年
更名为宝钢总厂附属企业公司）。１９８６
年９月１２日，宝钢把总厂附属企业公
司、总务处等 ７家单位划分出来，统一
组建企业开发总公司。１９９２年，开发总
公司成为宝钢集团的紧密层单位和全

资子公司，并经批准，企业名称变更为

“宝钢集团企业开发总公司”。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１２日，经集团公司批准，企业开发
总公司进行第一步改革，组建宝钢发展

有限公司，并于 ２００８年 １月 １日起正
式运行。公司总部设在宝山区宝杨路

８８９号，注册资本 ２６８４亿元。宝钢发
展设职能部门２９个，业务部门１０个，一
级业务单元２２个，其中设有工厂物业、
工厂作业、资源再生三大事业部，分别下

属９家、８家和２家一级业务单元；非事

业部单位有湛江公司、中允公司、置业公

司等。公司拥有独立法人单位３３个，委
托法人单位６个。经营范围包括冶金企
业废弃物和副产品综合利用，钢铁产品

包装，餐饮、物业、通勤、绿化、卫生服务、

生产协力管理，建筑工程承揽，物流及钢

材贸易，房地产开发，磁性材料及矿渣微

粉制造、销售，模具钢加工、配送，钢材深

加工，汽车修理，旅游等。至年末，在册

职工１５４１１人，其中在岗９９２５人。实现
销售收入 １５１７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０８％；利润总额００６８６亿元，比上年下
降９８４２％。

■整合重组体制改革　１月２１日，宝钢
发展成功摘牌收购上海宝钢经营开发总

公司资产，集体资产退出运营系统，制订

各类管理制度１３４７个。（宝钢企业开发
总公司和宝钢经营开发总公司是两块牌

子一套班子，宝钢集团投资的以宝钢企

业开发总公司运作的为全民资产，宝钢

企业开发总公司自己投资的为集体资

产，其中集体资产由宝钢经营开发总公

司运作）在整合重组的基础上，深化体制

改革，１１月份起正式实施方案，年内基
本完成。此次体制改革方案的具体实施

内涵为管控模式、业务整合和机构重组

等，整体方案立足于机构设置扁平化，减

少管理中间环节，以区域化为主、专业化

为辅。

■包装公司体制改革试点　４月３０日，
宝钢发展召开干部大会，正式启动包装

公司体制改革试点工作。７月１５日，组
建的作业公司工商注册完毕，正式成立

宝汇包装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５００
万元。１０月，开展包装体制改革试点评
估工作。

■宝钢建设总公司改制　３月１０日，根
据国资委（８５９）号文件等相关政策法
规，经集团公司批复同意，启动建设总

公司改制工作。８月１３日，在上海联合
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宝钢建总占股权

１００％。１２月下旬，完成宝钢建总工商
变更登记、改制职工劳动合同变更、经

济补偿金发放及人员分流安置等有关

工作。

■提供系统集成服务　完成宝钢分公司
一高炉大修的配套工作任务。在７８天
的工作中，共出动近千人，为大修现场提

供岗位餐３０４万客，提供备件与耐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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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５７５０笔，闲废设备回收 ２０９６９吨，废
弃物资回收 ２５２车，工作服洗涤 ２１５８６
套，现场接诊１０２１人次，清理白色垃圾
２１６６公斤，清运生活垃圾６３８吨，按时完
成道路、路灯、绿化施工任务，确保整个

保驾服务过程安全无事故。组织编制

《宝钢集团湛江钢铁基地生产生活配套

服务项目策划方案》，方案对生活保障

１０个配套项目、生产协同 ２２个配套项
目、循环经济 １６个项目（合计 ４８个项
目）的运作模式、基本要求、投资估算、占

用土地、工艺方案、市场切分等进行务实

策划，保障湛江钢铁基地生产生活配套

服务项目不遗漏。

浦钢搬迁工程轧钢项目Ⅱ标厂房 摄影／李国强

■加强不动产租赁管理　制订并实施
《不动产租赁管理办法》、《不动产租赁

实施细则》。年内，宝钢发展及其所属

单位租赁不动产总面积 ３５５２万平
方米。

■清理子公司　配合整合重组、改制等
工作，宝钢发展采取关闭、合并、减资、

股权转让、改分支机构等方式，对下属

子公司进行集中、批次清理。４月 ２２
日，成立子公司清理领导小组和工作小

组，细化并下发了相关部门责任分工，

每隔半月举行专题例会落实清理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全年清理子公司共计

２９家。

■科技项目实施　全年实施科研项目

１０３项，投入３６００万元，新产品产值５亿
元，申请专利５２项。其中，技术创新重
点项目有：宽频高导材料的研发项目，进

入定量重复试验阶段；炼钢含铁除尘灰

干法磁选提取铁精粉项目，经大量的重

复性试验，使通过磁风选一次性得到再

生铁精粉含铁品位稳定均在 ６３％ ～
６５％；干混砂浆专用矿粉基掺合料的研
究项目，已开发出砌筑砂浆、抹灰砂浆、

抹面砂浆、灌浆材料４种基于矿粉基掺
合料的干混砂浆试验配合比；ＣＯＲＥＸ渣
用于水泥混凝土中的性能研究及工程应

用项目，寻求到以ＣＯＲＥＸ渣粉配制混凝
土的最佳掺量，正在对配制的 Ｃ３０和
Ｃ４０混凝土进行抗渗、抗碳化和抗氯离
子等耐久性的测试。

■技能培训　开展包装技能鉴定培训，
全年开班３期，参加初级培训鉴定总人
数为１３４人，考试合格 １１６人。制订的
《钢铁产品包装工鉴定标准》，通过鞍

钢、太钢等国内大型钢铁厂相关领域专

家评审，并获得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标准司的认可，已正式列入国家技能鉴

定标准之中。

■节能降耗和降本　在宝田公司、宝龙
公司、宝钢天通等几个重点用能单位实

行一系列技术改造项目和工艺改造，共

设立了６项主要节能减排项目，完成４
个项目，每年节能量为 ４６７吨标准煤。
共设立降本增效项目 １３２４个，累计降

低成本 ２７６５万元，完成挑战性目标
１６０２９％，基本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
０４０７５吨标准煤／万元年度指标。

■内部审计　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内部
控制审计、专项审计、案件查证、后续审

计等各类审计工作，审计面涉及宝钢发

展本部及所属全资（含分支机构）、控股

１５７家单位。完成各类审计报告２７份，
提出审计意见、建议２１５条。审计涉及
资产总额 ８１６３１６７２万元，查出各类问
题２１５项，涉及问题金额 １９５２３１７万
元。其中，内部控制类１１０７２４１３万元，
占５６７１％；资产管理类４０６６９２７万元，
占２０８３％；基础管理类２０９６９３３万元，
占１０７４％；经营决策类１０７０２３３万元，
占 ５５％；其 他 类 １２１６６６４ 万 元，
占６２３％。

■加强现场基础管理　开展现场基础管
理调研，制订《现场基础管理三年提升计

划》。征集合理化建议１９８１７项，其中采
纳率７１９６％，实施率６１５８％。自主管
理活动全年共注册登记 １１５５项，结题
６８２项。各业务单元申报标准化示范作
业区２３个。

■安全管理　加强现场综合安全监管，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竞赛及百日督查等专

项行动，重点对特种设备、危化品、易燃

易爆场所、食品采购加工配送过程、通勤

保障系统、人员密集场所、重点防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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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变配电室等进行专项检查，落实隐患

治理年的各项措施。组织各类检查１００
次，其中综合检查 ３９次，专项检查 ６１
次，各一级业务单元组织检查１４５７次。
各层次检查涉及１９５２个作业场所，发出
整改单３９１张，整改了２９４３项隐患。全
年各层次组织安全、环保培训２９９４９人
次，有２１人通过了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
考试。 （顾逸芳）

冶金延伸业
■宝钢整合钢铁延伸加工产业　２００８
年初，宝钢集团公司将钢结构、金属包

装、线材制品等涉及钢铁延伸加工的产

业集中到同一个发展平台上，组建成立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在宝钢金属未来５
年的规划期内，钢结构业务将聚焦重大

工程、高端市场及新型市场，成为建筑钢

结构领域的特强企业；金属包装业务将

致力于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及营运能力

的培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最具竞争力

的金属包装精品供应商；汽车零部件业

务将大力发展面向主流汽车用户的精密

制造与加工业务，形成系统化供应并提

供整体解决方案。

■深加工产业在西部地区布点　６月３０
日，成都宝钢制罐有限公司开业，该公司

位于成都市新都区工业开发区内，项目

总投资３３亿元，产品是为可口可乐、百
事可乐、华润雪花、燕京啤酒等众多知名

饮料品牌提供包装配套服务的钢制两片

式易拉罐。产线线速为每分钟１２００罐，
年产能可达４６亿只钢制易拉罐。随着
西部市场需求的增加，该公司还将在原

线基础上追加投资进行技术改造，形成

年产６亿只钢制易拉罐的能力。

■为奥运场馆供精品钢材７万余吨　在
“鸟巢”等１０余个奥运场馆建设中，宝钢
供应精品钢材达７万余吨。北京申奥成
功后，宝钢专门成立重大工程材料供应

中心和奥运工程用钢研发小组。短短几

个月里，Ｑ３４５ＧＪ、Ｑ４２０等一批高等级、高
性能建筑结构钢板先后研发成功，并应

用到“鸟巢”等奥运场馆建设中。宝钢

充分发挥产业链一体化协同优势，形成

了从原材料供应到钢结构设计、制作和

安装的完整产业链。

■宝钢援建灾区３个彩板房小区　６月
２９日，宝钢援建都江堰市和彭州市的３
个价值６０００万元、配套设施齐全的受灾
群众彩板房居住村，提前１０天完工并交
付使用。５月 １２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
后，宝钢立即投入到抗震救灾中。宝钢

援建的居住村为都江堰的翔凤桥社区、

隆丰镇社区和彭州军乐镇社区，包括大

型拱形彩板房及１２００套彩板活动房，每
间彩板房内配置了简易家具和电视机、

电风扇等生活设施。除居住用房外，社

区还设有卫生所、餐厅、活动中心等公共

配套设施，功能齐全。

■为灾区加紧生产医用不锈钢冷带　年
内，宝钢特殊钢分公司冷轧厂向为灾区

生产医疗用品的医疗器械厂提供３４吨
医用不锈钢冷带。四川汶川大地震后，

常州、天津两家医疗器械厂分别向特殊

钢分公司打来紧急求援电话，希望提前

发送医用不锈钢冷带，以尽快加工成骨

折病人急需的不锈钢器械送往灾区。该

公司立即调整生产计划，优先组织生产。

精密冷带分厂员工克服时间紧、人员少

等困难，主动加班加点，保质保量完成生

产任务。

■宝钢钢结构示范工程在武汉奠基　３
月５日，由宝钢和赛博思公司联合开发
建造的宝钢———赛博思黄金口岸钢结

构住宅示范工程，在武汉黄金口小区奠

基。一栋总面积１万平方米的１１层建
筑，被世界钢铁组织民用建筑用钢项目

选定作为中国地区可持续性住宅的示

范建筑。示范工程中的钢柱全部采用

宝钢生产的冷弯方钢管，相比传统的 Ｈ
型钢，方钢是更理想、更经济的住宅

用钢。

■世博中心钢结构制作全面启动　年
初，宝钢金属公司下属冠达尔公司承接

的上海世博会最重要的永久性场馆———

世博中心钢结构制作项目全面启动。世

博中心是上海世博会园区的核心建筑之

一，总建筑面积 １４万平方米。２００７年
底，冠达尔公司凭借多年参与场馆建设

的优秀业绩，从多家钢结构企业中脱颖

而出，一举中标，承接了该中心钢结构制

作合同。世博中心钢结构制作复杂，主

要钢结构材料均采用宝钢高品质建筑

用钢。

■央视新台址钢构件圆满完成　３月１１
日，宝钢金属公司下属冠达尔公司为央

视新台址建设提供的最后一批单重为

６６８吨主楼大堂桁架及大梁钢结构件
装运出厂。至此，该公司承担央视新台

址工程总重量近８万吨钢结构制作任务
完成。

■为闵浦大桥桥梁缆索供镀锌钢丝　
宝钢凭借桥梁高端缆索用钢整体品牌

优势，独家中标世界最大跨径的双塔双

索面双层公路大桥———上海闵浦大桥

桥梁缆索用镀锌钢丝供货合同。闵浦

大桥全长 ３６１０米，其中主桥长 １２１２
米，一跨过江的桥梁主跨达 ７０８米，主
塔高２１４５米。其双层双塔的独特设
计具有跨径大、负载重、服役年限长、缆

索维护周期长等特点，要求桥梁缆索用

镀锌钢丝必须在满足大规格、高强度、

低松弛的条件下，同时兼备良好的扭转

性能，其中某些关键技术指标甚至高于

前期苏通大桥所用同类产品。宝钢组

织生产，严控质量，完成４２００吨高等级
镀锌钢丝供货合同。

■陆家嘴双子塔万余吨钢构制作　年
内，宝钢金属公司下属冠达尔公司成功

中标香港著名地产商———新鸿基公司

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块工程南塔搂６层
至顶层共计 １３万余吨钢结构制作合
同，年底前完成全部钢结构制作和安装

任务。

■为首钢搬迁独家供应彩板　宝钢彩板
被首钢搬迁曹妃甸工程独家采用。此次

彩板订单总量达３４０万平方米，是国内
彩板最大的工程用量，也是宝钢一次性

承接彩板供应量最大的订单。

（程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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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与口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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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关　健

港务
■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上海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简称集箱公司）经营

张华浜、军工路、宝山３个国际集装箱专
用码头，拥有１０个集装箱泊位，占地总
面积８３万平方米，集装箱泊位线总长
２２８１米，码头前沿最大水深 －１２５米。
配备的主要装卸机械有１９台集装箱岸
边装卸桥、５６台场地轮胎吊和 ８２台集
装箱卡车。至年末，公司有员工 １６７４
人，（其中劳务工６６２人），高级技师、技
师和高级工比例为１６７％，中级工比例
为２１２％。
２００８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３６３万

标准箱。其中张华浜码头完成１４１万标
准箱，军工路码头完成１２３万标准箱，宝
山码头完成９９万标准箱。船舶平均船
时产量为４２３自然箱／小时，桥吊平均
台时产量为２５７自然箱／小时。随着内
贸箱比重的上升，公司在服务好国际航

线船舶的同时，通过积极服务内贸航线

船舶来扩大吞吐箱量，充分利用各码头

的优势和资源，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打造

服务品牌，积极履行对外服务承诺，并贯

穿于对船公司、客户服务的全过程。公

司在船期信息和到港时间上与船公司进

行实时沟通，合理安排靠泊时间和靠泊

位置，调配各类机械和人员，掌握作业情

况，为船舶作业创造良好条件。同时，定

期举办港航恳谈会，听取客户意见和建

议，推介公司服务品牌。公司主动参与

船公司航线市场分析、预测，推进延伸服

务和增值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年内，公

司在复合型人才、管理型人才和技术型

人才培养上加大力度，着力打造高科技、

梯队型的人才队伍。公司举办自成立以

来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系统化的

后备管理人员培训，共完成１０３１６培训
课时，参加人员有１７５６人次。同时，着
重抓好技术类培训，通过外聘教师、外送

培训等方式，切实提高公司维修人员的

修理技能。 （宦　敏　曹婷婷）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华浜分公司　张华浜分公司拥有万吨
级以上泊位 ３个，码头岸线总长 ５４０３
米，至年末有职工８３６人，全年完成吞吐
量５２２万吨。全年完成建设与改造项目
总投资 ３２８７３０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７０８％，是历年来投入量最大的一年；
完成水工土建维修１２３５万元，比上年
增长１６４％。

年内积极推进个性化、差异化服务，

成立“营销客户服务中心”，加强市场营

销、客户服务和信息处理等职能。积极

与客户签订战略合作意向书，将相关信

息全部录入客户档案管理系统。在服务

手段和形式上，全年电话联系、走访市内

外客户单位１２００家次，注重为ＶＩＰ客户
提供个性化服务，制订服务手册；在硬件

和软件建设上，提升营业服务大厅功能，

初步实现对外服务设施一流的目标。加

强与区内海关、检验检疫等单位的合作

关系，为分公司发展创造良好的口岸环

境。优化生产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组织

管理效能，明确船舶靠泊原则、进栈作业

审批权限和规定，提高进栈作业速度；调

整单船运作机制，实行包船作业制，显著

提高船舶计划兑现率和装卸效率；开展

“百日货运质量竞赛”活动，增强职工货

运质量意识和客户服务意识，客户满意

率为９９１％。５月１５日，分公司出色完
成“马斯特”轮出口马达加斯加 ７７８吨
“加压釜”设备装卸作业，创造分公司重

大件安全作业新纪录。落实奥运安保措

施，建立安保长效管理机制。成立奥运

安保反恐维稳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与

１５个部门签订《奥运安保反恐和安全防
范工作责任书》，明确分公司、部门两级

安保职责。公司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

教育，组织开展５次港口安保培训和演

练，增强职工反恐意识，提升应急处置技

能。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安全值班检

查，落实人防、技防、犬防的安保防范措

施，实现奥运安保“确保不发生安保责任

事故、确保不发生安全事故；提高安保管

理整体素质、提高安保应急处置能力”的

目标。在总结奥运安保经验的基础上，

分公司建立和完善港口设施安保工作常

态运作管理机制，正式启动迎“世博”６００
天安保工作。明确战略目标，全力推进

和谐企业建设，提出以“一流管理、一流

服务、一流效率、一流效益、一流环境”为

目标的“精品张华浜”发展战略，并开展

硬件设施改善、软件管理提升等工作。

分公司制作《张华浜简介》录像片、重点

货物装卸工艺规程、ＶＩＰ客户服务手册
等ＰＰＴ多媒体材料，积累分公司发展的
历史声像资料。分公司突出“以客为本、

以诚兴港”的服务理念，兑现六项服务承

诺（重大件装卸确保货物１００％安全、客
户１００％放心；出口热轧重卷钢一工班
装船５０００吨；出口螺纹钢三工班装船
１００００吨；出口设备六工班装船１５０００立
方米；日本近洋航线进口钢材一工班卸

货５０００吨；客户投诉 ２小时内必有答
复），谋划“精品服务”策略等五项诚信

体系建设重点工作。分公司先后获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年上海市文明单位、２００８年上
海市治安保卫先进集体、上海市诚信企

业、上海市设备管理先进单位等称号。

“变距式大件吊具”和“变矩式矩形吊

架”分别在第六届中国国际发明展览会

上获银奖和铜奖。 （王晶奇）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分公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拥有万吨级以上

泊位３个，码头岸线总长７８０米，至年末
在册职工 ５３４人。全年完成吞吐量
４８８７万吨，其中外贸吞吐量完成２１３３
万吨；完成营业收入１８３６２５万元，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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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２７％，其中主营收入１７４９４３万
元，占营业收入的 ９５２７％，实现利润
４７０９万元。

年内，分公司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

机对港口行业的不利影响，注重加强对

市场的分析研究，积极拓展新航线，注重

外贸货源的组织工作，调整优化货类结

构，有效提高外贸吞吐量以及大件设备

的比重，综合吨收益有明显提高。同时，

深入推行项目主管负责制，加强进栈、堆

存、装卸等各个环节管理，为船公司和客

户提供一条龙的个性化服务，适时为大

客户制订相应的优惠政策，积极拓展锆

英砂、高岭土保税业务和拆装箱等新增

业务，为分公司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全年完成船舶作业２９９５艘次，外贸吞吐
量比重达到 ４３６％。分公司全年投入
建设和改造资金２６６４万元，新增固定资
产２５１４万元，其中：更新４０吨全幅度门
机１台、５０吨吊车１台，新增２５吨叉车
２台、２５吨吊车 ２台、低平板牵引车 ３
台，完成２台门机变频技术改造。通过
挖潜，新增堆场３０００余平方米，投入装
卸生产。分公司通过技术革新与运用，

优化工艺流程，落实节能减排措施，全年

能耗指标比集团考核指标下降 １３％。
“太阳能辅助电锅炉智能化节能系统”、

“轻型卷钢吊具”、“通用码头工索具配

置及使用要求培训教材”、“涂层钢管装

舱工艺要求优化”获集团科技进步三等

奖；“４０吨多吊点矩形吊架”被集团评为
“绿十字奖”二等奖。全年分公司共收

到合理化建议３５２条，采纳８８条，实施
２３条，完成分公司技改项目７项，年经
济效益１７７万元。分公司加强计算机
信息管理和软件开发应用，认真推进“生

产营运管控系统”项目，并于年末启动，

使分公司成为先进的件杂货数字化管理

码头之一。年内以“安康杯”活动为契

机，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健全指挥系统和

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实战演练，实现无重

大、大事故发生的年度目标。认真贯彻

奥运维稳工作要求，完善港口设施保安

的软硬件设施和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港

口设施保安演练，加强重点限制区域的

保安监控，确保奥运期间港区的一方平

安，并顺利通过港口管理局对港口设施

保安的年度核验。全年分公司共举办各

类培训班４８期、培训１０２４人次，从劳务
基地招收７９名新工人，并组织好新进承
包工的上岗培训工作。分公司积极推进

“五位一体”文化体系建设，制订落实

“分公司诚信体系三年规划”，以“承接

历史，承载使命”为主旨，以分公司建港

２０周年为主题，开展纪念改革开放 ３０
周年系列活动。２００８年，分公司被上港
集团确定为第十四届上海市文明单位预

推荐单位、分公司工会被中华全国总工

会评为“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

（王　革）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罗泾分公司　该分公司是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最大外贸件

杂货作业码头，地处宝山区罗泾地区，是

沪上通往外省市的水陆要冲。码头岸线

全长２４６０米，有６座３至５万吨级深水
泊位，另有１１座５００吨至１万吨级水水
中转泊位；码头陆域面积为５５４９万平
方米，库场面积为 ２３９７万平方米。码
头拥有各类装卸机械１５０台，前沿配置
最大负荷６３吨多功能桥机１台，最大单
机负荷５０吨岸壁门式起重机１５台，能
承担重大件设备、钢材、有色金属、车辆、

集装箱、集装袋、危险品等各类散杂货的

装卸。至 年 末，分 公 司 在 册 职 工

１１３９人。
２００８年，分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８０１５８万吨，是分公司年度计划８００万
吨的 １００２％。完成营业收入 ２９８７６３
万元，是分公司年度计划２８６５７万元的
１０４２５％。实现利润１２２１９万元，是分
公司年度计划５００万元的２４４３８％。

年内，引进“上海快航”上海至日本

博多港班轮航线，装卸速度和装卸效率

超过日本博多港水平。开辟南美洲、非

洲、东南亚等新航线，分公司固定航线上

升至１０条以上，全年共装卸各类船舶
１４７９艘次。设立罗泾港区进口货物保
税仓库，引进纸浆、电解铜等货种的仓储

保税业务。２００８年自揽货吞吐量占总
量的达 ６０３８％，其中 ９月份 ６７９７％。
６月２６日，仅用９小时接卸１６８１３吨纸
浆，超过荷兰安特卫普港接卸纸浆世界

纪录。９月 ２１日，昼夜完成吞吐量
５３８２３吨；９月份完成月度吞吐量１０５万
吨，均创上海港件杂货码头完成昼夜和

月度吞吐量历史新记录。

５月２２日，分公司与长江沿线六大
钢厂（武汉钢铁集团、南京钢铁集团、湖

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湖南华菱湘

潭钢铁有限公司、江西新余钢铁有限公

司、安徽马鞍山钢铁有限公司）举行战略

合作框架签约仪式，完成分公司确定的

长江沿线出口钢材集聚目标任务。分公

司赴成都参加“中国物流展”等，在西部

大开发的核心区域推荐罗泾码头，并与

西部龙头企业攀钢、广汉宏华石油公司

达成合作协议。

年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９０４３５万
元，是年度计划９７５５万元的９２７％。主
要是将８００１桥吊改造成多用途桥吊，由
集团内部调拨两台集装箱轮胎龙门吊，

新增装卸机械 ４８台，其中 ４０吨门机 １
台、２５吨门机３台，各类叉车９台，集卡
１２台等，将１０万平方米青草地改造成场
地，从根本上提高罗泾码头装卸速度和

装卸效率，加快推进装卸生产发展。

全面启动“１０－５０－１００”人才工程
计划，年内招聘紧缺与后备人才６７人，
其中招聘集团派往国外学习结业的８名
紧缺人员，全部安排到分公司部室领导

岗位任职；招聘应届毕业大学生５８人；
强化培训４６名关手，已有１８人合格者
独立上岗操作，解决多年来关手紧缺老

大难问题；及时补充４５９名一线岗位人
员，其中仓库理货员８４人，门机司机１３
人，机械司机２１人，装卸工人３４１人；培
训１２４人皮卡司机，满足装卸生产快速
发展的需要。

分公司完成的多项科技成果获集团

科技进步奖，其中“变频技术在门机超重

机上的应用”获科技进步二等奖、创建节

约型企业成果奖一等奖；“成捆纸浆扩大

装卸单元工艺研究”、“集装箱内货物装

卸吊臂研制”、“门机吊钩安全装置”分

获科技进步三等奖；“节能技术在热水供

应系统中的应用”获创建节约型企业成

果三等奖。机械完好率达９７９９％，装卸
机械利用率３９８４％，装卸工艺标准覆盖
率１００％，装卸工艺执标率９４％，装卸工
索上架合格率 １００％，各项技术指标均
超过年初确定的目标。生产综合单耗

０２３吨标准煤／万元，低于集团考核指
标。 （吴仲之）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至年
末，公司有职工 ４３３人，其中专业技术
人员９１人，主要从事散铁矿装卸作业。
作为上海港罗泾港区二期工程的一部

分，该码头于７月１４日通过国家竣工验
收。全年完成吞吐量２７３７万吨，完成营
业收入４５３３５万元，实现净利润５５４８万
元，无重大、大事故，未发生上报事故。

年内开展以“保安全、创高效、树红旗”

为主题的立功竞赛活动，提高装卸生产

效率，降低装卸能耗与运行成本。全年

综合流程效率从年初的５９９３％提高到
６５９７％，产值能耗 ０２５２７标煤吨／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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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低于集团下达指标；以２０５小时完
成“宝钢追求”轮９２９１５吨矿石接卸，创
下４５３２４吨／小时卸船记录。积极开展
科技创新活动，全年完成科技创新项目

３０项，技术攻关２３项，取得直接经济效
益２２５８万元，其中３项获国家专利受
理，１项取得国家专利授权，１项申报上
海市优秀发明奖，５项分获集团科技进
步二、三等奖。公司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重新修订、补充完善安全生产、生产组

织、设备管理等制度８０余项，制订了《公
司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及５项分预
案，建立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１０项。
公司获２００８年度集团安全生产先进单
位和社会综合治理先进单位、２００８年度
上海市“五四红旗团组织”称号，被集团

推荐为上海市交通邮电系统设备管理先

进单位。 （薛国荣）

上海吴淞国际物流园区
■概况　上海吴淞国际物流园区开发有
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６年４月，由上海杨行
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杨行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注册资本５０００
万元，是上海市政府“十五”期间规划

的、杨行镇政府建设的现代综合物流园

区。园区地处杨行镇，位于宝山综合交

通枢纽中心，东接上钢五厂，南临上钢一

厂，北距宝钢集团３公里，与张华浜、军
工路、宝山国际集装箱港口分别相距 ４
公里、４９公里和６公里；外环线横贯园
区南部，离吴淞越江隧道出口３公里，郊
区环线东环线绕其外，最近距离１３公
里；铁路杨行编组站位于园区的西北部，

临近的?藻浜是上海内河主航道，可通

航１２００吨船舶，是发挥综合交通优势实
现多式联运的最佳区域。上海吴淞国际

物流园区规划总面积 ８３平方公里。
２００８年，园区共有注册企业８０５家，完成
１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４９６％；实现税收
１６５５９万元，比上年增长２０％；新增企业
９３家，注册资金２１８２１万元。

■打造“三大基地，一个中心”　园区在
功能定位上，紧紧抓住上海提升城市国

际竞争力的发展主线，着力打造以国际

集装箱多式联运和钢铁物流服务业为

主体、国际采购分拨配送于一体的国际

性综合物流园区。形成三大基地，一个

中心，即充分发挥园区在公路、铁路、轨

道交通、港口等交通网络体系及精品钢

铁基地等方面的优势，建设“上海宝山

钢铁物流服务业基地”，使之成为上海

乃至世界重要的钢铁物流基地；充分利

用吴淞国际物流园区强大的区位优势

和便捷的交通条件，使之成为国内重要

的城市配送物流基地；依托铁路杨行集

装箱结点站物流优势资源，使之成为国

内铁路集装箱物流系统及中国铁路集

装箱物流体系的重要物流基地；充分运

用综合交通的优势，加快“江杨农产品

物流基地”建设，积极引进华东地区的

蔬菜、国内外水果、海鲜、粮食、南北干

货等，努力成为全国上海农交会分会

场，使之成为国内农产品交易定价中心

之一。

■招商引资成果显著　宝湾国际物流中
心的２０万平方米仓储基地，是目前全国
最大的单一体现代化仓库。该中心引进

了香港招商局、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局物流有限公司、中远集

装箱有限公司、中国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等著名企业，成为华东地区的日用品、医

药保健品、化妆品、体育用品、机械设备

等物流采购分拨中心，以及上海黄金交

易市场的黄金储备中心。

■江杨农产品市场运转良好　２００８年，
是上海江杨农产品市场一期开业三周

年、二期全面开业第一年。该市场全年

共完成物品交易量９３２３万吨，完成各
项收入４９１９９万元，其中蔬菜４５２４万
吨、粮油１３２万吨、水果１４２７万吨、南
北干货６４３万吨、肉类１１１万吨、水产
２９９万吨。市场劳务工队长王同济，被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评选为“全

国优秀农民工”，受邀参加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召开的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

和表彰大会。

■参与航天事业建设　园区内的上海科
明传输技术有限公司，是高科技传输设

备研究和生产单位。２００８年，科明公司
为“神七”飞船提供了“ＳＺ－７心电电极
帽及引线”、“通信头戴电缆”、“航天服

生理信号电缆”和大量专为航天工程配

套的特种电缆，对于载人航天史上实现

首次出舱活动，提供了强力支持。

（徐建华）

口岸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
关　至年末，有干部职工２３１人，设科级
机构１３个。辖区内在海关注册备案从
事外贸经营、生产加工、运输等业务的企

业有１２６６家，比上年增加 １２９家，其中
从事加工贸易生产的有９９家。监管区
域具有点多、线长、面广、分布较散的特

点，所辖口岸沿线有上海港务集团公司

下属的九区、十区和十四区３个国际集
装箱码头以及上海港罗泾港区二期矿石

码头、钢杂码头，２个港外库场、５个自管
码头、６个进口分拨点、９个查验点、９个
保税仓库，总计３１个海关监管场所，海
运通达世界２５８个港口。全年监管进出
口货物 １３６万批，４１６１万吨，８４７亿美
元；监管进出口集装箱２２２万箱，比上年
增长１４％；统计进出口报关单５７万份，
比上年下降 １２％；查验 ６３万批、９８
万标准集装箱。全年税收净入库１９４６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５％，在上海海运口
岸中排名第三；通过归类、审价、稽查、统

计监督等各种渠道，补税入库１５亿元。
推进区域通关改革工作，验放“属地申

报，口岸验放”货物 ７６６８批，货值 ３９１
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７２０８％和
３３４４４％。坚持“应转尽转”，简化转关
手续，受理转关运输业务 １３３万批。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８年，连续八年被评为上海
市文明单位。

年内采取多项措施，提高行政执法

水平，为服务地方经济、促进社会发展

保驾护航。（１）优化监管服务，支持地
方发展。该关领导多次带队赴大型企

业现场办公，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和困

难，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

提供海关通关便利，帮助企业走出困

境。同时，创建关企新型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努力为企业营造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的优质服务软环境，促进地方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２）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和
北京奥运安保工作。实行关、科领导２４
小时带班制度，启动应急值守机制；完

善应急预案，模拟相关环境，加强应急

培训和协同演练。汶川特大地震发生

后，共计快速放行呼吸机、医疗用品、食

品等救灾物资１９批，累计９９２万元；北
京奥运期间，共计快速放行赛艇等涉奥

物资２批，查获涉嫌危害奥运安全小钢
瓶５２万余支、管制刀具１批。（３）探索
“主管人海关”工作机制，促成宝钢从洋

山保税港区出口的货物集中在该关办

理出口通关申报手续。执行国家税收

优惠政策，为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等

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审批专门开辟绿

色通道，全年审批减免税货物 ３２８批、
货值 ４６５７万美元，减免税款 ６８９９万
元；全年办理加工贸易备案合同 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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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金额７５９亿美元；推进中小企业加
工贸易的电子化管理进程，试点借助会

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力量协作海

关监管；做好新旧《企业分类管理办法》

衔接工作，完善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建

设，分别评定ＡＡ类企业７家、Ａ类企业
１３家、Ｂ类企业 １３２９家、Ｃ类企业 ３
家、Ｄ类企业１家。（４）打击走私违规，
维护贸易秩序。落实反走私综合治理

责任制，健全各部门沟通协作机制，贯

彻落实国家对“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

染、资源性）”类重点商品实施宏观调控

政策。全年立案走私违规案件２５２起，
立案率９４％，案值９０６８万元，涉税人民
币４８７万元。年内查获上海口岸首例
机械类、蔬菜类侵权案件，反走私绩效

在上海海关中居领先地位。（５）提升口
岸经济能级。设立罗泾码头海关监管

卡口，支持上海至日本福冈的快速货运

滚装船“上海快航”靠泊罗泾码头，鼓励

港区发展国际转运、过境业务，增强现

代物流功能。健全与港区、报关、货代、

行业协会的联系沟通机制，推动政策宣

传与疑难问题的解决。实施对进口即

将到期尚未申报的货物实行催报制度。

（余　亮）

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接待大厅 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　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位于长
江口、黄浦江交汇处，勤务岸线南起公

平路，北至崇明岛，西起浏河口，东至绿

华山。目前辖区共有包括中国迄今规

模最大、最现代化的中船江南长兴造船

基地，宝钢集团的原料和成品码头，全

国有名的集装箱集散地军工路、张华

浜、宝山３个大型现代化集装箱转运码
头在内的 ３２个对外开放码头，６个锚
地，４７个浮筒，海港执勤岸线长达
１６０２公里。

随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确

立和市政府“大通关”政策的实施，宝山

地区的年进出口货运量大幅度增长，吴

淞边检站全年共检查出入境（港）船舶

１５２２１艘次；出入境（港）人员 ２９３６１９
人次；办理登陆证 ２９９７４份，登轮证
８２６５２份，搭靠外轮许可证 １１２５份；查
处各类违法违规案件３３２起３３４人次，
成功破获了“７１１”偷渡案，处置了
“１１１９”外籍随轮偷渡人员纵火闯关
案，圆满完成了重要时期的口岸监管任

务，有力维护了口岸的安全和稳定。吴

淞边检站积极开展提高边检服务水平，

按照“以提高边检服务水平为中心，坚

持通关效率，坚持严密管控，不断加强

三大支柱建设”的工作目标，多措并举，

积极推出各项便民举措和服务承诺。

一是开言路、倾听诉、改进工作。通过

主动“走出去”的方法，先后分３次走访
了辖区４９家企业，宣传相关政策，解释
奥运安保工作有关临时措施。同时坚

持“请进来”，先后举办业务讲坛、召开

业务情况通报会和社会监督员会议，进

一步听取意见和建议。二是推举措、创

品牌，深化服务。为解决中外籍海员特

别是首次来沪船员登陆后求助难问题，

制订了《吴淞边检站海员应急求助预

案》，创新性地开展了海员绿色通道、咨

询、转接、警车接送等服务。据统计，此

项服务开展以来，吴淞边检站共为海员

工伤、急病、醉酒、迷路等提供帮助 ３８
起４２人次。三是抓规范、促养成，强化
素质。吴淞边检站凝练了“真情服务，

追求卓越”的站训，调整各基层科队队

训，凝塑每位民警和文职人员的服务格

言作为工作座右铭，初步建立了“三层

一面”的边检服务文化，努力实现用边

检服务文化促养成规范的目的；根据各

岗位工作性质、特征，制订《吴淞站岗位

服务定式》，通过开展服务岗位系列培

训，使民警养成较好地服务定式。吴淞

边检站广泛开展以助学帮困、树公安边

检形象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爱心编织警

民情”活动，积极为出入境船员和登轮

单位做好事、为帮困对象送去温暖，各

单位与九户特困人家结成了扶贫帮困

对子，全年共捐款 １万余元。同时，开
展为受灾地区献爱心活动，共捐助

３２２００元。 （崔　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　至年末有员工１１５人，设３个办
事处和 ７个科室。全年受理出入境货
物报检 ４０８２２０批次，比上年增长 ６０８
％；完成货物检验检疫１４４０３６批次，涉
及金额１４５５２９２万美元，实施检验检疫
的总箱量达 ３２４９２３标箱；签发出入境
货物通关单 １４７１４０份、证书及凭单
７６９１１份。检疫出入境国际航行船舶
２３４９艘次、人员４３２９２人次，签发国际
航行船舶卫生证书等４９３份，监督国际
航行船舶卫生、食品３７９次。全年截获
各类疫情 １０７９０批次，比上年增长
５１６９％，其中危险性有害生物咖啡果
小蠹、菜豆象、双钩异翅长蠹、果实蝇、

巴西豆象、长林小蠹、象甲、四纹豆象等

８９批次，媒介生物 ２３５１批次。封存来
自高致病性禽流感、疯牛病、口蹄疫等

疫区船舶上的肉类 ２６８批次、８３９１公
斤。全年检出进口商品不合格 ４６６批
次，其中涉及安全、卫生、环保共 ９０批
次，不合格检出率比上年增长３７４６％。
检验检疫进口废物原料３９５１批、６７０５
万吨，货值３２２３３０８万美元；发现２批
环保不合格，作退运处理。全年实施出

境动植物产品及木包装熏蒸监管３５０７７
批，检验检疫出口食品 ５６７批，发现 ３
批不合格产品。完成吴淞口岸媒介生

物和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红火蚁、舞毒

蛾、实蝇的监测工作，共捕获鼠类 ７２
只、蚊类 １１１６只、蝇类 １４６２３只，没有
监测到红火蚁及近似种。全年依法行

政处罚违法违规案 ３４件，处罚金额共
计３３０５万元。

年内，推进 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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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以体系要求开展检验检疫业务管

理和内部行政管理。运用信息技术推

进口岸入境货物全申报和提货单电子

签章，开展与苏州检验检疫局新加坡

工业园区试点货物的直通放行工作，

推进熏蒸处理监督信息化管理，设计

开发完成检验检疫业务登记和统计系

统。拓宽检验检疫电子视频监管应用

范围，新增完成辖区内 ３家企业的电
子视频安装和７家企业的电信勘察工
作，扩建现有的视频监管分中心。开

展重点产品专项整治工作，１００％摸清
出口木家具及木制品企业底数，实施

检疫注册，建立出口质量档案。１００％
查验目录外进口服装 ７０８批次，采样
送实验室检验 １０６批次，其中不合格
１４批次（包括 １批次 Ａ类服装），
１００％退运销毁处理涉及安、卫、环项
目不合格的进口服装。核查进口涂料

１５９７批次，计 ５０２６吨、２７８３万美元，
对已获涂料备案书的进口涂料１００％核
查货证。开展迎世博服务企业百日活

动。设立抗震救灾和奥运物资检验检

疫绿色通道。 （张　婕）

上海吴淞海事处加强水上安全监管 吴淞海事处／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事处　
至年末，上海吴淞海事处有员工 ２４５
人，其中高级职称 ５人、中级职称 ５１
人、初级职称１１３人。全年办理进出口
签证 ７０６６４艘次，规费征收 ８２８２５万
元，比上年增长８２％；受理各类危险品
申报１９９４次，处理违章７７９件，罚款金
额２７２７７万元；船舶安全检查 ６６１艘
次，防污染检查 １４１件，集装箱开箱检
查６７次，查获瞒报危险品案件 １２起；
开展应急搜救 ２０１次，提供信息服务
１３３５２１次，电子报港 ２８６０艘次。全年
共有１７７７７艘次船舶编队安全通过深
水航道。

年内，加大信息化投入，通过升级

优化ＶＴＳ（船舶交通服务系统）与 ＶＨＦ
（甚高频）系统软件，提高精细化管理水

平。在年初罕见的持续大雾监管中，成

功疏导１３００余艘船舶安全锚泊、开航；
在支援地震灾区行动中，搭建水上“绿

色通道”，监护５０余艘赈灾船舶安全进
出上海港。借助网格化管理模式，优化

组合 ＶＴＳ、ＡＩＳ（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ＣＣＴＶ（电视监控系统）、ＭＣＭＶ（远程移
动图像转输系统）系统，完善应急体系，

提高协同搜救能力。全年救助遇险人

数 ７８６４人，搜救成功率达 ９９７８％。
通过创新“二次错峰”举措、网格化巡航、

加大事故船和故障船的安检力度等方

式，自７月至１２月，连续保持６个月零
事故的纪录。坚持以人为本，推出“双

休日双人受理”制度，提高政务受理服

务效率。组织开发国内首家“海事行政

处罚辅助受理系统”，实现远程处罚受

理。 （徐　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宝山海事处　至
年末，宝山海事处有在职员工８１人，其
中具有硕士学历１１人、本科学历３１人、
专科学历２３人；具有高级职称３人、中
级职称１６人、初级职称３０人。有执法
船艇 ４艘（海巡 １００１、海巡 １０６１、海巡
１０６２、海巡１０６８），海事专用标志的执法
车３辆，并配置有ＶＴＳ（船舶交通管理系
统）终端设备等。该处管辖区域自吴淞

口外沿长江至罗泾港区的各码头，年货

物吞吐量达到 １１０６２万吨，其中进口
８０８７万吨、出口２９７５万吨。全年办理船
舶进出港签证３８３７３艘次，比上年增长
２１９８％；办理船舶报港 １２００９艘次，比
上年增长 ５０７９％；办理危险货物申报
１３１３起，实施船舶安全检查５６９艘次；处
罚违法船舶及人员５３１起次，比上年增
长３３７５％，处罚金额 １６７８１万元；组
织搜救７８起，共救助人员 ５０人次，救
助成功率达到９９７％；发生海损事故７
起，比上年下降 ５８８２％；沉船 ４艘，比
上年下降３３３３％；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４２４５３万元，比上年下降 ９３１４％。
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人教（２００８）５４０号》

文件的规定，该处年内实行了海事职务

等级标识制，按照规定将海事职务等级

标识分为六等十三级，以实现海事管理

标准化、制度化、准军事化。

２００８年是上海海事局“三年行动
计划”要求的第二年，要求在全国海事

系统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海事监管

水平。围绕这一目标，该处开展了“隐

患治理年”专项活动，调整了申崇航线

的航路，建立了船舶装载甲板货、舱面

货诚心管理制度、大型船舶离靠长江

南岸码头错峰管理规定；对长期在该

处辖区营运的船上排污口进行铅封，

以防不当行为造成船舶污水污染水

域；落实电子政务申报、审批的相关措

施。同时，结合不同阶段的工作，该处

开展了抗击雨雪冰冻灾害、保煤电运

输畅通监管；“５１２”地震发生后，落
实抗震救灾物资运输船舶监管；“北京

奥运会”前组织辖区内主要单位开展港

口安保演习，“奥运会”期间对驶往青岛

奥帆赛、长江三峡区域的船舶实施特别

检查，确保驶往上述区域船舶不发生安

全及污染水域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后，港口及外贸运输企业受到明显冲

击，该处落实了航行警（通）告管理的相

关要求，便利港口、船舶生产。根据炮

台湾邮轮母港工程建设，该处重新启用

坐落于宝山港池与炮台湾交界处的宝

山信号台，以达到对施工水域全时段的

安全管理。 （吴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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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与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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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关　健

工业
■概况　２００８年，全区工业企业有６６７４
户，比上年增长０８％；从业人员１３５７８６
人；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０３７７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８３％；实现销售产值
１０２０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７７％；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的主导作用明显，全区共

有规模以上企业１１０４户，共完成销售产
值８６７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７８％；工业
产品产销率９８４％，与上年同期持平；
全区工业税收收入５２３亿元，比上年增
长２６３％。

■产业结构调整加快　年内以滨江发展
带、轨道交通沿线区域和工业园区为重

点，加快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

划。年内开展“双安”工程，牵头区工

商、税务、环保局等１４个单位开展联合
检查，共出动近４００余人次。调整仓储
企业８户，淘汰劣势企业２７户，盘活工
业园区低效土地２１２亩；支持部、市属企
业结构转型，盘活存量土地１０００余亩。
与德国蒂森克虏伯、日本发那科等世界

知名企业，宝钢、电器集团等国有大企业

合作，引进项目质量明显提高。项目涉

及机械装备、电子电器、汽车零部件、新

能源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领域。汉虹精密

机械、杰盛无线通讯等一批高端制造企

业规模效益开始显现；发那科、拉法基等

一批体现先进制造业和循环经济产业导

向的项目引进建设，提高宝山先进制造

业的比重，提升宝山制造业的能级和竞

争力。

■工业园区集聚效应增强　通过建立项
目协调推进机制、完善信息收集反馈机

制、工业园区例会制度以及用地审核机

制，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开工

建设。全区工业园区落地型工业企业完

成销售产值２８５亿元，超年初目标５亿

元，占全区销售产值的 ２７９％，比上年
增长２８５％。全年工业园区落地型工
业企业单位土地产出率达３０１３万元／
亩，比上年增长１１１％。全年共上缴税
收２２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３７％，其中
落地型工业企业上缴税收１３５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１７９％，占园区总税收的
６０％，单位土地税收 １３８万元／亩。各
工业园区完成固定资产投入３１３亿元，
比上年下降１５％。各工业园区落户投
产企业３６８户，比上年增加３３户。竣工
项目３２个，占地面积１４８４亩，总投资２７
亿元，开工建设项目（含上年结转）４９
个，占地面积 ２７７９亩，总投资 ７０亿元。
各工业园区全年完成基础设施投入６７
亿元，宝山工业园区的排污纳管项目和

罗店的天然气工程项目相继开工。“１＋
１”工业园区完成开发面积１９７２公顷，平
均开发率为 ５６％，城市、罗店、月浦、杨
行、顾村工业园区开发率达到 ８０％以
上。至年末，各工业园区动迁农户 ３５０
多户，累计动迁农户４８３５户，动迁资金
投入约３０亿元。

■５２个项目集中开工　１１月２１日，宝
山区举行总投资１２３亿元的５２个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其中重大产业项目 ３９
个，涉及到精品钢延伸、工业机器人、机

电装备、风电设备、石膏建材、生物医药、

物流商务、设计研发、商贸酒店等领域，

总投资７０８亿元。

■推进节能减排　２００８年，建立完善政
策推进机制、执法推进机制、管理推进机

制和专项工作推进机制，全区规模以上

综合能耗为９０万吨标煤，万元产值能耗
下降９％。制订并出台《宝山区推进节
能减排产业升级政策措施》，建立节能减

排产业升级专项资金。联合区电力公司

和各街镇对５３户让电企业开展迎峰度
夏企业执法检查；对２５户能耗大企业，

开展能耗对标（指企业为提高能效水平，

与国际国内同行业先进企业能耗指标进

行对比分析，寻找节能差距，确定标杆，

通过管理和技术措施，降低万元产值能

耗，达到标杆或更高能效水平的管理方

式。分为“万元产值能耗对标”和“单位

产品能耗对标”两种）管理工作的联合

执法。定期召开区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办

公室会议和全区年耗能５０００吨标煤以
上重点用能单位例会。下达《宝山区节

能减排督查方案》，对各街镇、工业园区、

教育卫生、机关、建筑交通、重点工商业

领域全面开展现场节能减排督查行动；

对１４３家年耗能千吨标煤以上企业进行
重点监控，开展月度分析监控，发现问

题，现场办公解决。严格项目准入制度，

做好项目节能评估，对街镇、工业园区开

展考核工作。完成４吨以上燃煤锅炉热
能诊断，开展电镀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工

作；实施重点用能单位十大节能工程改

造，全年共投入 ４２００万元，节能 １２万
吨标煤。

■推进自主创新　加强区域企业技术改
造投入，全年完成政策性技术改造投入

３亿元，产后新增销售收入８５亿元，利
税近１亿元。组织区内企业开展研发项
目申报工作，做好上海市“五个一批”项

目承接工作，申报上海市引进消化吸收

与创新项目项１１项；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重大装备研制和产业化，申报上海市重

大装备研制项目４项；申报上海市专利
新产品１７项，节能技改项目８项。抓好
技术中心的创建工作，完成３户市区两
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完成２户企业上
海市产业升级配套项目申报，总投资达

４５００万元。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及应
用能力，开展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评比活动，联合区科委举办全国知识产

权宣传周活动。上海金刚冶金材料有限

公司和上海宝钢天通磁业有限公司２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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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获“上海市２００８年度装备制造业与
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品牌”称号。

１２月１８日，华润雪花啤酒（上海）有限公司开工建设 外经委／提供

■加强政府引导服务　全年完成２７户
优质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培育的选择和推

荐工作，其中１户企业进入证监会审核，
２户企业上海证监局备案，１户企业香港
联交所备案，８户企业拟定改制上市方
案，并建立宝山企业经济数据库。开展

“中小企业成长工程”，上海佰加壹医药

有限公司、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等７户企业入围２００８上海中小企业
“品牌企业”；上海佰加壹医药有限公司

的玻璃酸钠注射液等１７家企业的１７项
产品入围 ２００８上海中小企业“品牌产
品”；５户企业被推荐为市级重点培育成
长型中小企业，６３户企业被推荐为市、
区联手重点培育成长型中小企业；组织

试四赫维化工有限公司、申丝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等６户成长型中小企业参加上
海市银企合作签约仪式。

■参加第五届中博会　９月２３日，组织
上海金大塑料有限公司、上海气体阀门总

厂和上海神龙清洗机有限公司３户中小
企业参加在广州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国

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暨中韩中小企业博览

会”，进一步促进区中小企业拓展国内、

国际市场，扩大合作与交流。 （刘文青）

宝山工业园区
■概况　全年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２６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０％；完成增加值 ９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０％；完成税收 ３１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６４％；完成财政收入
７３００万元，比上年增长 ４９％；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１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４％；完
成合同外资１亿美元，与上年持平。全
年围绕“三重”工作推进大项目落户。

加强与宝钢集团、电气集团沟通，相继走

访电气集团、宝钢发展、宝钢金属、宝钢

贸易、宝钢工程技术及宝钢集团相关部

门，了解电气、宝钢及其子公司近期及下

一步发展的一些设想和项目信息。同时

邀请宝钢集团领导、电气集团领导到园

区考察，使双方产业合作有实质性突破。

积极捕捉跨国集团等先进制造业项目投

资信息，加大项目储备，签约投资 ２８００
万美元的伯利修斯矿山机械项目，投资

２０００万美元的欧领特上海重型冷轧项
目。重视产业链招商，签约投资５亿元
的精品钢延伸加工配送企业中国中钢集

团项目。加大循环经济项目招商，如雪

花啤酒项目是利用石洞口电厂余热作为

主要能源，拉法基建材项目是利用石洞

口电厂脱硫石膏作为原料。加大重点问

题的突破，严格执行“三重一大”议事规

则。及时调整内设机构，增设安全监督

部，加强各类安全综合治理的管理，年内

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完善市政配套建设　按项目布局需
要，全年开工建设７条支路。积极协调
推进污水纳管工程和集中供热工程二条

管线建设，确保年内开工，２００９年交付
使用。积极配合做好罗北路工程１００多
农户和１３个企业动迁腾地工作。开工
建设１座开关站。注重建管并举，累计
投入基础设施近１６亿元，并以市场化方

式引入专业化管理团队，做好市政设施

的养护和管理。

■加快企业建设投产　至年末已有 ２２
个企业开始生产，１５个项目在建。建成
１６万平方米标准厂房，招租落实８个项
目，总租用面积４万平方米。积极推进
新项目开工，在上半年开工３个项目的
基础上，分二批组织拉法基建材、科洛尼

金属、宝列冶金、欧领特重型冷轧、罗泾

标准厂房，雪花啤酒、银鹏动力、南亮项

目二期、海隆项目二期、索肯二期、中钢

物流、伯利修斯工程机械等１０多个项目
的集中开工。认真做好已投产企业经济

指标的统计和评估工作，促使企业向又

好又快方向发展。

■支持工业向园区集中　按照区委、区
政府提出的工业向园区集中的战略要

求，积极配合乡镇的大市政动迁和新农

村建设的需求，腾出地块落实乡镇进园

区项目。至今，落户及在建的项目有罗

泾３个，顾村３个，庙行２个，月浦２个。
这些项目在建设开业过程中，积极做好

服务工作，促使企业早出数据早出效益。

（沈　云）

２００８年宝山工业园区新投产项目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性质
总投资
（亿元）

建设用地
（勘测面积公顷）

带征地
（公顷）

竣工投产
时间

１ 上海宏洪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民营 ０．８３ ９８．３ １０．９９ ２００８．０１

２ 上海杰米森电器有限公司 中外合资 ０．７８ ２８．６１ ５ ２００８．０２

３ 上海融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民营 ０．６ ２８．１２ １６．５５ ２００８．１２

４ 上海富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１．１７ １１８．９ ２５．１８ ２００８．１０

５ 上海晓宝金属保温幕墙有限公司 民营 ０．５ ２７．４９ １４．７３ ２００８．０６

６ 上海德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民营 ２．３２ ９８．１９ ２９．８７ ２００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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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０８年，园区完成增加值
２２７２１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４５％；完
成区级地方财政收入１７００３亿元，比上
年增长１８９％；上缴国家税收６６６３１亿
元，比上年增长２１１４％；实现工业销售
产值６６１９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７８％；
完成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９６９３亿元；
利用合同外资 １６１７万美元，实到外资
２５００万美元，储备外资项目（包括增资
项目）４个，总投资逾 ５０００多万美元。
全年新开工项目６个，竣工项目８个（包
括去年接转项目），有 ４个扩建项目竣
工。重点项目绿地丰翔新城建设进展顺

利，８８万平方米公寓楼全面开工建设，
其中一期３万余平方米已结构封顶，商
务楼一期６万平方米已开工建设。土地
二次开发继续推进，推介出租空置厂房

２７万平方米，拟办企业置换、转让４家。
推进节能降耗工作，落实“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工作措施，完成园区综合能耗

控制值为 ６５万吨标煤的区级下达指
标，万元产值能耗降低８％。

全年完成村民动迁９０户，集体小企
业动迁 ６２７３平方米，共拆除违章建筑
２８万平方米，清理腾出集体土地１６０余
亩。实施农村区域封闭式管理，有效遏

制“六乱”现象。规范农村道路、公厕、

环境管理，整治王家宅河等６条村级河
道。强化市政市容建设与管理，完成工

业路雨水泵站改建扩容，山连路３５万
伏电站竣工使用，新安装道路路灯 １９５
盏。全年清扫道路１７万平方米，养护绿
化２３万平方米。稳妥安置动迁村民，完
成动迁基地４５万平方米住宅并取得进
户许可证，安排１３０户村民入住，民心工
程如期完成，三星、五星２个村新建的老
年活动室和卫生室验收达标并正式启

用；完成４个生产队建制撤制前期筹备
工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保人

员、征地养老人员的退休金，征地待业人

员，动迁离土人员的生活费发放标准，每

人每月增加５０元～１００元；对１１７５名参
加农村合作医疗的镇保人员，实施门急

诊优惠报销办法。构建爱心工程，拓展

再就业渠道，积极开展扶贫帮困工作，跨

业就业专项补贴受惠１３１人次，镇保人
员自主就业享受专项补贴１２０人，推荐
劳动力上岗７８人；全年为１００人发放帮
困资金４０余万元。

■宝山区校区联动技术咨询暨校企合作

签约　１０月，宝山城市工业园区联合宝
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上海大学科技

处，举行“宝山区校区联动技术咨询暨校

企合作签约仪式”。会上，园区落户企业

上海杰盛无线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现场与

上海大学正式签署校企合作协议。通过

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能够优势互补，

实现产学研互动发展，获得双赢的效益

产出。至年末，园区内落户企业达百余

家，其中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新技术

企业有１０余家。

■承担奥运场馆网络建设　２００８年奥
运会期间，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内的杰盛

无线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与中国移动合作

建设的 ＷＬＡＮ网络正式投入应用。杰
盛无线公司在奥运会期间承担奥运

ＷＬＡＮ即拍即传系统全部场馆的网络建
设项目。本项目共为北京奥运的鸟巢、

水立方等３１个比赛场馆提供６００余个
ＡＰ接入点，满足无线网络即拍即传服务
全覆盖。记者可在场馆摄影机位、ＦＯＰ、
场馆新闻发布厅等摄影记者工作区域，

将拍摄到的照片实时、高速地传输给位

于媒体看台、媒体工作间的图片编辑，实

现相片的即拍即传，把最新鲜的图片第

一时间传回总部。系统要求可容纳５００
万名用户，并提供准确、及时、畅通地信

息传递，这在百年奥运历史上尚属首次，

标志着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的实现。

■推进平安园区建设　组织多项专项整
治活动，会同公安、工商、食监、城管等部

门共取缔无证经营食品作坊９家，非法
行医５家，无证网吧１４家，无证餐饮摊
点１５个，非法提炼泔脚油２家，清除黑
色广告３００余批次，清理乱挂横幅 ２３０
余家。加强外来人口管理，新建外来人

口办证中心办公楼，外来人口登记办证

率达１００％。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加大
对自然灾害的防患力度，实现防汛防台

工作组体系、硬件设施、工作措施三到

位。重视信访工作，及时化解矛盾，重信

重访的办结率、化解率均达１００％。

■推进非公企业支部工作　园区现有非
公企业支部６０个，党员３８０人。年内建
立非公企业支部党员之家示范点６家，
建立首批非公企业支部网站５家，建立
首批非公企业党员远程教育示范点 ６
家。在组织园区四川籍员工联谊活动

中，２５６名党员缴纳特殊党费６２７０１元，

企业为抗震救灾捐款３２３４７万元。
（夏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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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冶建设有限公司　至年末，公
司有员工４６５２人，其中专业技术管理人
员３６１９人，具有高级职称的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 ３２５人。全年实现新签合同额
１５４６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７６５％；实现
营业收入 １２０６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３７５％；实现利润总额４０２亿元，比上
年增长１８９３％；上缴税金 ２４０７８１３万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主业在岗职工人
均年 收 入 ７００万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３０９％。ＥＰＣ工程总承包主业稳步发
展：２００８年公司中标并承担“上海世博
会”、“深圳大运会”、“广州亚运会”三大

盛会多个场馆的建设任务，承建京沪高

铁、虹桥交通枢纽、厦门会展二期、宝钢

一号高炉大修、浦钢ＣＯＲＥＸ炉二期等众
多重大工程项目；所建的宝钢１８８０毫米
热轧带钢工程、国家体育场工程、北京奥

林匹克篮球馆、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

有限公司 ＦＡＢ１２ａ生产厂房工程４个项
目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海外市场拓

展顺利，实现公司“走出去”战略，全年

海外项目签约额达１５６７亿元人民币，
营业收入达６７８亿元人民币；专项检修
实力提升迅速，检修协力项目合同额达

４６９亿元。钢结构加工制作及装备制
造主业快速发展，“宝冶钢构”品牌影响

力进一步扩大：全年完成钢结构制作

３６５万吨，非标设备制作和压力容器制
造１６万吨，累计 ３８１万吨，比上年增
长２３７０％；成功进入铁路基础设施建设
市场领域，中标苏州火车站京沪高铁、虹

桥火车站等项目钢结构加工领域；实现

海外钢结构市场制造安装专业总承包，

承建迪拜跑马场钢结构工程、科威特中

央银行大厦钢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宝

冶钢构”品牌全球化发展顺利，相继与柏

克德公司草原州电厂、力拓铝厂、德国阿

尔斯通、道康宁化工等知名企业建立良

好的合作关系。房地产开发主业全面启

动：浦东高行和常熟房地产项目进展顺

利，其中浦东高行“中冶尚城”楼盘将在

２００９年开盘出售。 （伊兴伟）

■中冶成工上海五冶建设有限公司　中
冶成工上海五冶建设有限公司（简称

“上海五冶”，前身为“上海五冶冶金建

设公司”）下辖２１个专业分公司及全资
（控股）子公司，具有冶炼工程、房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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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

机电安装工程、环保工程、炉窑工程等多

项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至年末，

有员工２９０７人，其中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１７８１人、具有高级职称的各类专业技术
人员１８８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５３亿
元，比上年增长６０％；实现利润４８５９万
元，增 长 ４０８４％，单 位 工 程 优 良
率９５２％。

年内，公司科技投入率达到２０％，
下辖设计公司晋升为国家甲级设计资

质，源正科技公司批准为国家认可实验

室；申报专利３５项，获授理３５项，获授
权专利１２项，同时被推荐为上海市专利
申请试点单位、宝山区专利申请培育单

位；获中国新纪录三项，即：山西惠晋焦

业有限公司２号７６３米焦炉工程，创国
内同类焦炉项目（７６３米，７０孔）工期最
短新记录；莱钢焦化 ７号、８号焦炉工
程，创国内同类焦炉项目（ＪＮ６０型 ６０
孔）工期最短新记录；埃新斯（枣庄）新

气体有限公司资源综合利用合成气项

目，采用“煤石制合成气”工艺，为国内

首创。完成整理干熄焦成套技术一项；

公司申报的《７６３米焦炉砌筑工法》被
批准为国家级一级工法；申报四川省省

级工法四项，初审通过；技术成果总结特

大型焦炉成果获国家财政支持二等奖，５
项技术成果被授予中冶集团科技奖，１０
项技术成果通过中冶集团的鉴定（其中

４项达国际先进水平，６项达国内先进水
平）。上海五冶蝉联“２００８年度全国优
秀施工企业”，列２００８年度上海企业１００
强第７５名。公司承建的本钢二冷轧及
涂镀生产线工程获“２００８年度国家优质
工程银质奖”；“舞钢新建１００万吨宽厚
板工程”、“莱钢 ７号、８号焦炉工程”、
“本钢二冷轧及涂镀生产线工程”获

“２００８年度全国冶金行业优质工程奖”；
宝钢分公司钢管厂ＵＯＥ工程项目获“上
海市《申安杯》优质安装工程奖”。

（马伟朋）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下辖１１个分公司，至年末有在岗人
数３９０７人，比上年增长１５％，其中管理
人员１５８３人，工程技术人员１０４３人，管
理和技术人员占在岗员工总数的

６７２％，比上年增长３２％。全年完成营
业收入４７１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新
签合同额 ６００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８７０％；实现利润总额１１８亿元，比上

年增长 ５５７３％；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
１１６万元／人·年，比上年增长５４５％。

年内，公司承建的 ８９项工程均按照
合同约定顺利推进，５４项工程完成实物
交接，其中沙钢５８６０高炉、武钢１５５０冷
轧等项目的顺利施工为公司积累“全流

程冶炼施工企业”业绩奠定基础；宝钢

２０３０连退设备基础工程、不锈钢冷轧六
标废水管廊工程、鄂钢宽厚板设备基础

及钢结构工程、中厚板制氧土建工程成

为业主的观摩项目；宝钢长材项目仅用

３个月就完成交工验收，成为宝钢分公
司及时交工的典范。公司对项目管理模

式进行新的探索。张家港分公司采用

“一级管理”模式，以较少资源实现高效

管理，全年完成营业收入９２５亿元，新
签合同额５９５亿元，成为公司“区域化”
发展的重要支点。武汉分公司按照公司

“聚焦突破、滚动发展、裂变扩张”的要

求，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４４６亿元，新签
合同额３６２亿元。公司实施“产品化”
优势开始显现，冶炼施工产品打造基本

成形，在高炉、连铸、热轧、冷轧、制氧等

冶炼施工领域中，形成一批具有产品特

色和项目管理优势的项目管理团队。钢

结构产品的“大营销、大采购、大生产”

模式初步建立，钢结构分公司海外订单

明显增加，营业收入突破１０亿元。商品
砼分公司营销体系基本形成，合同法务

管理机制初步建立，全年销售商品砼

１３８万立方米。
２００８年，公司将安全管理作为重

点，以“狠抓、严管、细查、重罚”为方针，

通过安全管理策划、安全管理制度修订

等工作，开展现场隐患排查治理、现场监

督检查、立功竞赛、“３２１安全警示日”、
“安全生产月”和管理研讨会等活动，稳

步提升公司的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理

顺内部管理制度，按照“制度重设、流程

再造、组织优化”的要求，换版修订管理

手册、程序文件、管理制度等体系文件，

新增制度３９篇，删减５篇，修订７５篇。
安装分公司取消工程处建制，实现管理

层和作业层两层分离，在作业层中试行

大工种作业；张家港分公司实行“专职工

程师负责制”，在培养复合型项目管理人

才方、为公司解决“市场规模扩展后管理

技术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做了有益探

索。重点完善以财务预算为龙头、以资

金预算为中心的预算考核体系，实行资

金月工作例会制度，对各单位的月度资

金计划、费用上缴、现金流量、资金占用、

保函执行状况等逐项检查考核，实现资

金集中管理，规范资金收付流程，提高公

司资金使用效率。加大应收款项的管理

和催收力度，细化“清欠”责任制，做到

每月定时填报《应收账款管理报表》，对

应收款项根据在建、已完未结、已完已结

情况提出不同管理要求和回收措施，并

对各单位债权债务进行对比分析，准确

把握各个项目的资金存量与债权债务情

况。全年共完成项目结算２６０余项，结
算金额约５０亿元。全年共投入安全措
施费６２５０万元，上海市工程项目安全生
产保证体系认证通过率１００％。

年内，公司承建的宝钢三热轧工程

获国家建筑工程“鲁班奖”；宝钢四连

铸、三热轧工程获“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奖；宝钢长材、浦钢连铸、浦钢轧钢工程

均获“上海市用户满意建设工程”及“上

海市申安杯”奖；浦钢轧机工程获“上海

市用户满意十佳工程”奖。完成专利编

写１４３项，申报７３项，受理６３项，公司
成为宝山区专利试点企业、上海市专利

培育企业。完成作业指导书１０６篇，工
法２１篇（其中１３篇拟申报部级工法）。
１１项科技成果通过中冶集团鉴定。公
司在代表中冶天工承办的中冶集团第二

届职业技能竞赛“中冶天工杯”电气设

备安装工的决赛中，获团体第４名，公司
参赛选手囊括个人前３名，并相应获“全
国技术能手”称号；参加全国冶金建设行

业第８届焊工职业技能竞赛，获团体第
１０名和上海赛区“优秀组织奖”；参加
“大桥杯”２００８天津市焊工职业技能大
赛，获团体第６名和个人第５名。公司
被评为“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重点工程立功
竞赛优秀公司”，并有１人获“上海市建
设功臣”称号、１人获“记功个人”称号、２
人获“优秀组织者”称号。公司积极组

织参与“５１２”特大地震援建行动及捐助
活动。安装分公司被中冶集团授予

“２００８年抗震救灾先进集体”，援建大队
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工人先锋号”称号。

１２４６名党员交纳特殊党费５９７７万元，
广大员工向灾区捐款１１３５万元，全年
向工会帮困基金捐款２５７万元，帮困职
工３１８人，发放帮困救济金２４３８万元。

（白　雪）

■中国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至年末，
公司有从业人员９４５９人，其中管理人员
２５６６人，工程技术人员２６３１人；具有技
术职称的 ４８９４人，其中高级职称 ４０８
人，中级职称１０３８人。二十冶管理总部
位于上海，下设４个区域性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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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冶获“鲁班奖”的宝钢１８８０热轧工程在过钢 二十冶／提供

６个全资子公司、２个控股子公司，６个
专业分公司和 ８个地方性管理型分公
司。公司继续保持平稳上升的发展势

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全面超额完成年

计划。全年新签合同额１７１３２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３１８％，是集团下达年计划
１３５亿元的 １２６９０％；全年完成营业收
入１２５５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６０６％，是
集团下达年计划１０６亿元的１１８４２％。
以上两项重要指标在中冶集团公司位居

前列。全年实现利润１４３６８３７万元，比
上年增长 ２９１１％，是集团下达年计划
１４０００万元的 １０２６３％，这项重要指标
再创二十冶历史新高，其它主要经济技

术指标均保持较高水平。在岗职工劳动

生产率１２９０１万元，其中公司上海部分
为１２２０３万元。科技投入比例２％，申
请专利７４项，比上年增长１２１２％，是集
团下达年计划６０项的１２３３３％。工亡
事故为零，千人负伤率为零。工程合格

率１００％，无重大质量事故。
年内竣工项目达到１０６个，单位工

程４７４项，验收一次合格率 １００％；２４３
项单 位 工 程 参 加 评 优，优 良 率 达

９６７％。公司承建的宝钢 １８８０热轧工
程获得公司的第十项“中国建设工程鲁

班奖”。公司全年共创出“冶金行业优

质工程奖”６项、“中冶集团优质工程奖”
３项、中冶集团安全质量标准化工地表
彰３项、上海市“申安杯奖”１项、上海市
“金钢奖特等奖”１项。浦东张江高科园
综合楼工程被评为上海市用户满意工

程，天铁冷轧项目获天津市“五比一创”

劳动竞赛工人先锋号工程称号。年内公

司再创４项中国企业新纪录，累计创出
的中国企业新纪录已达２５项。

公司全面推进企业战略转型，以工

程总承包、装备制造、房地产开发、资源

开发以及工程技术服务为主业板块的多

元经营格局正逐步形成。天津沽上江

南、秦皇岛夕岸尚景和上海闸北中冶祥

腾财富广场、青浦中冶祥腾假日风情商

业广场、嘉定中冶祥腾城市广场等项目

已经开工建设，齐齐哈尔新世纪广场项

目也将于近期开工。由公司控股的山西

曲沃铁矿已经投产。天津宁河钢结构新

厂正在抓紧建设，由沙河向天津转移进

入实质性启动阶段；湛江钢结构厂建设

开始前期筹划。新开辟太钢、迁钢、马

钢、京唐钢铁、日照钢铁等检修协力

市场。

全年新签冶金项目合同额９９６８亿
元，占合同总额的５８１８％；新签非冶金
项目合同额７１６４亿元，占合同总额的
４１８２％；新签海外合同 ３５７２亿元，占
合同总额的２０８５％。格鲁吉亚柏悦酒
店、斯里兰卡高速公路、中冶医院改扩

建、宝洁（天津）西青成品周转库、广州

宝洁物流仓库中心等项目均以 ＥＰＣ（设
计、采购、施工）方式进行总承包，天铁高

线项目以 ＥＰＣ＋ＢＴ（设计—采购—施工
＋建设一转让）模式运作，湖南常德“一
桥三路”项目正在进行 ＢＴ（建设一转
让）模式运作的前期筹备，这些项目成为

公司开拓高端市场的重要标志。

公司继续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在技

术中心下设立９个专业技术研究室，组
建知识产权和科技信息管理机构，制订

相关管理办法。省部级技术中心建设取

得显著成效，通过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

认定，实现技术创新工作的新突破。结

合在建大型综合性工程，完成技术开发

项目３４项，１４项通过省部级科技成果鉴
定，完成计划的１４０％，其中２项科技成
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７项科技成果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年获得各类科

技进步奖１３项，完成计划的２６０％，是获
奖项目最多的一年。其中《薄壁钢管离

心混凝土管桩（ＴＳＣ管桩）产品的研制与
应用新技术》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６项
技术成果获中冶集团科技奖，６项安装
技术获中国安装协会“安装之星”称号。

全年申请专利 ７４件，完成计划的
１２３３％，获国家授权专利４５件，通过考
评由试点企业上升为上海市专利示范企

业。组织编写企业级工法３１篇，４篇ＱＣ
成果获全国冶金施工系统一等奖，２篇
成果获全国施工系统二等奖。积极申报

科技开发项目，获国家财政部和上海市

财政局资金资助１６０万元。
公司以项目考核为重点，年内进一

步加大对项目（特别是委管项目）的检

查、指导、监督、考核力度，促进了各项目

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和“反三违”为重点，加强对重点工程和

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安全生产总体受控。

大力推进节能环保工作，万元产值能耗

同比降低６５％。公司获“２００８中国建
筑业综合实力１００强”、“２００８上海企业
１００强第３７名”、“２００８年度全国工程建
设质量管理优秀企业”、“全国建筑业科

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先进企业”、“全国冶

建行业优秀企业”、“上海市建筑业诚信

企业”、“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二十五周年

优秀单位”等称号；公司领导班子再次被

中冶集团命名为“四好”领导班子；天津

二十冶获“全国优秀施工企业”（由“中

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评选）和“天津市

优秀诚信施工企业”称号；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李勇获“２００８年中国建筑业百
强杰出贡献企业家”称号（由“中国建筑

业企业联合会、中国建筑技术与质量学

会、中国建筑规划与环境发展研究院、中

国住宅产业化建设促进会、全国楼市指

数研究中心”等机构评选）；公司总经理

张孟星获“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家”称号

（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评选）；公

司有８人次分别获“全国优秀施工企业
家”、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中冶集

团劳动模范”等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

（李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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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经贸·招商与国内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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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经瑞坤

吸收外资
■概况　２００８年，全区批准外资项目
９９个，比上年增长 ９％，其中新批项目
５７个，增资项目 ４２个；吸收合同外资
３５１４２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３％，其中新
批合同外资１７４０６万美元，增资合同外
资１７０１９万美元，中方向外方转让股份
额７１７万美元；年度实到外资１６７５６万
美元，比上年增长７３％。新批项目合
同外资在１０００万美元及以上的项目８
个，比上年增长 ６０％；合同外资在 ３００
万～１０００万美元的项目８个，比上年增
长３３％。年内吸收合同外资在２０００万
美元以上的单位有 ７个：大场镇 ８０２８
万美元、宝山工业园区７１１３万美元、月
浦镇 ２８８２万美元、罗店镇 ２６０２万美
元、顾村镇 ２５１７万美元、杨行镇 ２５０１
万美元、高境镇２００７万美元。至此，全
区历年累计批准外资项目 １２２８个，投
资总额７３４亿美元，协议（合同）外资
３８１亿美元。

■制造业吸收外资占总量６４％　全年
批准制造业项目（含增资）６５个，占项
目总数６５７％；吸收合同外资２２４２１万
美元，占合同外资总额６３８％，比上年
增长１１３％。制造业项目主要涉及专

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

物制造业、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业。其中有 ３个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投资的先进制造业项目落户宝

山，分别是投资额 ４５００万美元的拉法
基石膏板系统、投资额 １９２０万美元的
伯利休斯矿山机械和投资额２０００万美
元的欧领特重型冷轧项目落户宝山工

业园区。此外，具有国际技术领先水平

的日本发那科公司机器人项目落户顾

村工业园区。

■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总量３６％　年内，
全区批准服务业项目（含增资）３４个，与
上年基本持平。吸收合同外资１３亿美
元，比上年下降 ９３％。服务业项目主
要涉及软件业、房地产业、零售业和批发

业。其中由香港新世界百货投资（中

国）有限公司独资设立的上海新颖百货

有限公司获商务部批准，项目投资总额

２亿港元。

■外企增资占引资较大比例　全年增资
企业４２家，比上年增长５０％，占批准项
目数的４２４％；增加合同外资１７亿美
元，占引进外资总额的４８４％，比上年
增长１９４％。增资项目平均合同外资
为４０５万美元，其中增加合同外资在５００

万美元或以上的企业有１３家，增加合同
外资在１０００万美元或以上的企业６家。

■独资为投资主要方式　全年批准独资项
目４０个，占总批准项目的４０４％；合同外
资２１９０７万美元，占合同外资总额的
６２３％，比上年下降１３％。合资项目１２个，
合同外资４３４８万美元，占总额的１２４％，
增长２７％。合作项目５个，合同外资８８８７
万美元，占总额的２５３％，增长６１％。

■外资主要来源地　年内，外商直接投
资主要来自美国、欧洲、日、韩等国家及

中国港、澳地区。其中美国项目１３个，
合同外资 ５５９６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９２４％；欧洲项目 ９个，合同外资 ５００４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５４％；日、韩项目
９个，合同外资３００９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９７６％，中国港澳地区项目 １６个，合同
外 资 １４１７１ 万 美 元，比 上 年 增

长１００９％。

■外商投资企业实到外资１６８亿美元
　全年外商投资企业实到外资１６７５６万
美元，比上年增长 ７３％。其中实到外
资在１０００万美元及以上的有宝山城市
工业园区、宝山工业园区、月浦镇、罗店

镇、杨行镇。

宝山区历年批准外资情况表

年 份
批准项目数
（个）

投资总额
（万美元）

协议（合同）外资
（万美元）

年 份
批准项目数
（个）

投资总额
（万美元）

协议（合同）外资
（万美元）

１９８６～１９９１ ４３ ４８００ ２１８５

１９９２ ７６ ８９１６ ５１９７

１９９３ １５５ ２２８９７ １２１１２

１９９４ １０９ ３３５４０ ２００５５

１９９５ ７０ ３９６７８ ２５３９３

１９９６ ５３ １７７３５ １２５１９

１９９７ ４５ ３６４２０ ３２９２８

１９９８ ３７ １１６０７ ５６０８

１９９９ ３５ １１９１９ ７２７８

２０００ ４０ １０４１７ ５８９９

２００１ １１ ２７８３３ １８３１７

２００２ ８５ ３２０５７ １８２８１

２００３ ５７ ８１３４５ ４５６５３

２００４ ９６ ８３２５７ ３３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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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批准项目数
（个）

投资总额
（万美元）

协议（合同）外资
（万美元）

年 份
批准项目数
（个）

投资总额
（万美元）

协议（合同）外资
（万美元）

２００５ ８４ ８４４８９ ３３５１８

２００６ ７９ ８７０４５ ３３７３９

２００７ ６３ ８５４３０ ３４１７８

２００８ ５７ ５４７７７ ３５１４２

合计 １２２８ ７３４１６２ ３８１０２７

　注：表中批准项目数为新批项目数，投资总额、合同外资包括增资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各街镇、园区吸收外资情况表

排名 单　　位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合计

合同外资
（万美元）

排名 单　　位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合计

合同外资
（万美元）

１ 大场镇 ７ ４ １１ ８０２８

２ 宝山工业园区 ５ ５ １０ ７１１３

３ 月浦镇 ２ ５ ７ ２８８２

４ 罗店镇 ４ ３ ７ ２６０２

５ 顾村镇 ５ ６ １１ ２５１７

６ 杨行镇 ４ ７ １１ ２５０１

７ 高境镇 １ ２ ３ ２００７

８ 淞南镇 ５ １ ６ １８９４

９ 庙行镇 ５ ３ ８ １７１９

１０ 罗泾镇 ２ ２ ４ １７０８

１１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９ ４ １３ １６１７

１２ 吴淞街道 １ １ １５６

１３ 友谊路街道 １ １ １０７

１４ 张庙街道 ２ ２ ８９

１５ 其他 ４ ４ ２０２

合　计 ５７ ４２ ９９ ３５１４２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情况表

国　别
（地区）

项目数
（个）

投资总额
（万美元）

合同金额
（万美元）

国　别
（地区）

项目数
（个）

投资总额
（万美元）

合同金额
（万美元）

中国港澳 １６ ２４９２１ １４１７１

美国 １３ ５５９６ ５５９６

欧洲 ９ ７３０５ ５００４

日本、韩国 ９ ５２５２ ３００９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吸引外资方式情况表

吸引外资方式

批准外资企业 合同利用外资

企业数
（个）

总投资额
（万美元）

比上年
（±％）

外资金额
（万美元）

比上年
（±％）

外商直接投资

其中：合资

　　 合作

　　 独资

５７

１２

５

４０

５４７７７

８５１１

１４９８３

３１２８３

－３５．９

－６３．０

４７．１

－４０．１

３５１４２

４３４８

８８８７

２１９０７

３

２７

６１

－１３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外商投资行业（或产业）分布情况表

行业（或产业）
项目数（个）

投资总额
（万美元）

合同外资
（万美元）

实到外资
（万美元）

个数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合　计

生产性项目

非生产性项目

５７

２９

２８

１００

５１

４９

５４７７７

３６６９５

１８０８２

１００

６７

３３

３５１４２

２２４２１

１２７２１

１００

６４

３６

１６７５６

２８８０

１３８７６

１００

１７．２

８２．８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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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各镇、园区实到外资情况表

序号 单位 实到外资（万美元） 序号 单位 实到外资（万美元）

１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３７４９

２ 宝山工业园区 ３００１

３ 月浦镇 １９１６

４ 罗店镇 １７４５

５ 杨行镇 １５０６

６ 大场镇 ９４４

７ 高境镇 ８５４

８ 顾村镇 ８０３

９ 淞南镇 ７２０

１０ 庙行镇 ６２０

１１ 罗泾镇 ３５５

１２ 其他 ５４３

合　计 １６７５６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新批合同外资在３００万美元以上外资项目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
方式

所属
投资总额
（万美元）

注册资本
（万美元）

合同外资
（万美元）

国别
地区

从事行业

１ 伯利休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独资 北区 １９２０．０ １８２０．０ １８２０．０ 中国香港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２ 拉法基石膏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独资 北区 ４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法国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３ 上海新颖百货有限公司 独资 大场 ２５６４．０ １２８２．０ １２８２．０ 中国香港 零售业

４ 上海北极巍生物电子有限公司 合作 大场 ２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国香港 软件业

５ 上海北极巍计算机系统制造有限公司 合作 大场 ２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国香港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６ 上海北极巍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合作 大场 ２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国香港 软件业

７ 上海北极巍电子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合作 大场 ２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国香港 软件业

８ 欧领特（上海）重型冷轧有限公司 独资 北区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国香港 金属制品业

９ 琰粟（上海）软件有限公司 独资 罗店 ８２４．０ ８２４．０ ８２４．０ 维尔京 软件业

１０ 罗腾钢结构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独资 罗泾 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 美国 金属制品业

１１ 烙傣（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独资 罗店 ６１８．０ ６１８．０ ６１８．０ 法国 批发业

１２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合资 顾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日本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３ 罗遥门窗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独资 罗泾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美国 金属制品业

１４ 上海坤亿精密金属成形制品有限公司 独资 北区 ８２０．０ ４１０．０ ４１０．０ 毛里求斯 金属制品业

１５ 亚尚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独资 庙行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美国 商务服务业

１６ 普睿亚（上海）软件有限公司 独资 庙行 ５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美国 软件业

　 注：北区：宝山工业园区；南区：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增资合同外资在３００万美元以上外资企业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
方式

所属
投资总额
（万美元）

注册资本
（万美元）

合同外资
（万美元）

国别
地区

从事行业

１ 上海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 合作 大场 １８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中国香港 房地产业

２ 上海比欧西气体工业有限公司 独资 淞南 ２４９３．２ １６８２．０ １６８２．０ 英国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３ 上海美钻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独资 月浦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美国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４ 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合作 顾村 １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维尔京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５ 上海宣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独资 北区 ６５０．０ ７７５．０ ７７５．０ 中国香港 房地产业

６ 南亮压力容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独资 北区 １８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韩国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７ 上海禾阳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作 北区 １２７３．２ ６３６．９ ６３６．９ 维尔京 林业

８ 上海淘大食品有限公司 合资 高境 ２３１２．０ ５０１．０ ５０１．０ 中国香港 食品制造业

９ 上海美钻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独资 月浦 １２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美国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０ 上海新易百货有限公司 独资 庙行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韩国 零售业

１１ 南极光钢铁（上海）有限公司 独资 罗店 １２４４．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维尔京 金属制品业

１２ 上海绿筑住宅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合资 月浦 ５８０．０ ４７６．０ ４７６．０ 中国香港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３ 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 独资 南区 ９２５．０ ４６２．０ ４６２．０ 德国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４ 上海精锐金属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合资 月浦 ５７０．０ ３７２．０ ３７２．０ 中国香港 金属制品业

１５ 上海科宝汽车传动件有限公司 合资 罗店 １７６１．０ ７０４．０ ３５２．０ 加拿大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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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
方式

所属
投资总额
（万美元）

注册资本
（万美元）

合同外资
（万美元）

国别
地区

从事行业

１６ 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合作 顾村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维尔京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１７ 罗奇金属配件（上海）有限公司 独资 罗泾 ６１０．０ ３０５．０ ３０５．０ 中国香港 金属制品业

１８ 潜利工业有限公司 独资 月浦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美国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注：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合同外资均为年度增加额。 （林国荣）

!"#"

年～
$%%#

年宝山区外贸出口情况表

年份 出口总额（亿元） 年份 海关数据出口总额（亿美元）

１９８９ ２．４７ １９９９ ３．６

１９９０ ３．０３ ２０００ ７．２

１９９１ ４．２０ ２００１ ６．９

１９９２ ６．２７ ２００２ ７．６

１９９３ ９．５４ ２００３ １１．５

１９９４ １５．０８ ２００４ １９．２

１９９５ ２９．２３ ２００５ ２２．８

１９９６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６

１９９７ ５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２３．９

１９９８ ５２．６０ ２００８ ２４．０

　 注：１、１９９８年以前的出口额为拨交额，１９９９年以后为直接出口额；
２、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的出口额中分别包括振华港机出口增量部分在地统计８２０３万美元、３５亿美元、
６４亿美元。

$%%#

年宝山区各镇、街道、园区外贸出口情况表

单位
出口额
（万美元）

同比±％ 单位
出口额
（万美元）

同比±％

罗店镇 ８８６２１ －１１．５

顾村镇 ５４５５３ １９．９

杨行镇 ４４３３５ －９．７

罗泾镇 １３５５７ ２９．０

月浦镇 ９８４２ ３０．８

大场镇 ６０１３ ８３．３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４８８５ －１１．３

高境镇 ４３４３ ３９．０

庙行镇 ３９７２ －４．９

宝山工业园区 ２３６８ ０．９

友谊路街道 １８６１ ２０．７

吴淞街道 ９８７ ４０．７

张庙街道 ６５０ －５０．８

淞南镇 ２７３ －８３．９

其他 ４１６９ ４９．８

合计 ２４０４２９ ０．５

外贸进出口
■ 概况　２００８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宝山外贸出口出现明显放缓迹象。

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为３５３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 ２８％。其中进口 １１３亿美
元，增长 ８０％；出口 ２４亿美元，增长
０５％，年度出口额占全市出口总额
的１５％。

■ ６个镇出口额在５０００万美元以上　
全区各镇、街道、市级工业园区全年均有

外贸出口。其中，出口额在５０００万美元
以上的单位有６个，分别是罗店镇８８６２１
万美元，同比下降１１５％；顾村镇５４５５３
万美元，同比增长１９９％；杨行镇４４３３５
万美元，同比下降 ９７％；罗泾镇 １３５５７
万美元，同比增长 ２９０％；月浦镇 ９８４２
万美元，同比增长 ３０８％；大场镇 ６０１３
万美元，同比增长８３３％。

■六大商品出口额占全区出口总额的
６６２％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的出口以集装
箱、未锻造铝及铝材、钢铁或铝制结构件

及其部件、钢材、制冷设备用压缩机、变

压、整流、电感器及零件等为重点出口商

品。以上六大商品的出口额达到 １５９
亿美元，占全区出口总额的６６２％。受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区主要出口商

品集装箱的出口量呈明显下降，出口额

为９７亿美元，占总额的４０４％，比上年
下降１６％。钢材、制冷设备用压缩机的
出口额分别为 ７３６７万美元、６１７８万美
元，分别比上年下降 １２８％和 ９７％。
而未锻造铝及铝材却有较大的增长，出

口额为３６４２６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１％。
钢铁或铝制结构件及其部件、变压、整

流、电感器及零件的出口额分别为７６７２
万美元、４００９万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１７７８％和３８３９％。

■集装箱出口量下降明显　作为区主要
出口商品的集装箱近年来的出口一直占

全区出口额的５０％左右，出口增长率在
１５％以上。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世界

经济危机，国际航运业出现萎缩，直接导

致集装箱出口量下降。上半年出口额呈

持平态势，下半年开始逐渐回落，年度出

口额为 ９７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１６％。
年末，辖区内２家集装箱出口企业处于
停产状态。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小幅下降　年
内，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１９７亿美元，
占全区出口总额的８２１％，比上年下降
１１％。外商投资企业年出口额超过
１０００万美元的有１９家，其中年出口额超
１亿美元的有５家。集装箱出口企业的
出口量下降是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下降

的主要原因。

■内资企业出口额呈增长态势　年内，
内资企业出口额为４３亿美元，占全区
出口总额的 １７９％，同比增长 １０３％。
其中，外贸流通企业出口额１０２７１万美
元，同比下降１０９％；自营进出口企业出
口额 ３２８３７万美元，同比增长 １６１％。
内资企业年度出口额超过１０００万美元
的有１０家。

■产品主要销往六大传统市场　全区
出口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欧盟、日本、

东盟、中国香港、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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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出口额１９６亿美元，占出口总额
的 ８１７％。其中对美国、欧盟、日本
的出口额均在３亿美元以上，对东盟、
中国香港的出口额分别为 ２４亿美元
和 １１亿美元，对印度的出口额为
９４１９万美元，增幅最大为 ４７４％。随
着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

逐步增强，对泰国、新加坡、菲律宾以

及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北美洲的加拿

大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的出口额也

呈较大增长态势。

$%%#

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情况表

商品名称 出口额（万美元） 占出口比例％ 同比±％

集装箱 ９７４４３ ４０．６ －１６．０

未锻造铝及铝材 ３６４２６ １５．２ １１．０

钢铁或铝制结构件及其部件 ７６７２ ３．２ １７７．８

钢材 ７３６７ ３．１ －１２．８

制冷设备用压缩机 ６１７８ ２．７ －９．７

变压、整流、电感器及零件 ４００９ １．７ ３８３．９

$%%#

年宝山区出口商品主要输往地情况表

国别地区 出口额（万美元） 占出口总额％ 国别地区 出口额（万美元） 占出口总额％

美国 ６４４４９ ２６．９

欧盟 ４８１８８ ２０．０

日本 ３９４０７ １６．４

东盟 ２３５４９ ９．８

中国香港 １０６４２ ４．４

印度 ９４１９ ３．９

■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　全年加工
贸易出口额为１５５亿美元，占出口总额
的６４６％，同比下降８４％。其中，来料
加工４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０９％；进料
加工为１１４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３７％。
一般贸易额为７９亿美元，占出口总额
的３２９％，同比增长１３６％。其他方式
的贸易出口额为６４９３万美元，占出口总
额的２７％，同比增长１２２１％。

■ ５家企业赴境外投资　加大企业赴境
外投资的支持力度，认真做好政策宣传、

咨询、引导以及政策配套、资金扶持、融

资平台服务等工作，帮助企业开拓国际

市场，谋求发展。全年新批准５家企业
赴境外投资，分别是上海永普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在美国设立“埃特尔塑料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万美元，总投资
２００万美元；上海宝耀五矿贸易进出口
有限公司设立“ＭＡＷＡ尼日利亚印染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８００万美元，总投
资８００万美元；上海宝耀五矿贸易进出
口有限公司设立“尼日利亚宝耀欢健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２０００万美
元，总投资２８００万美元；上海京珑实业
有限公司在日本设立“上海京珑实业有

限公司驻日办事处”，开办费２万美元，
年业务经费４万美元；上海同怡钢铁原
料有限公司在赞比亚设立“ＺＺＰ铅锌矿
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万美元，总
投资２００万美元。有 ２家企业增加境
外投资，分别是上海冉曦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对“冉曦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增

资１５万美元，上海永普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对美国“埃特尔塑料有限公司”增

资１００万美元。 （林国荣）

$%%#

年宝山区外贸出口额
!%%%

万美元以上企业情况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１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２ 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３ 上海中集宝伟工业有限公司

４ 上海宝山太平货柜有限公司

５ 上海一冷开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６ 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７ 上海东圣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８ 上海月月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９ 上海阿海珐变压器有限公司

１０ 上海炫海进道集装箱有限公司

１１ 上海海泰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２ 上海商德物资有限公司

１３ 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

１４ 上海西艾爱电子有限公司

１５ 上海前卫衬布厂

１６ 汉纳明特休闲家具（上海）有限公司

１７ 上海天宝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１８ 上海林肯电气有限公司

１９ 旭东压铸（上海）有限公司

２０ 上海宝达兽药制造有限公司

２１ 上海盛顺服装有限公司

２２ 上海丹爱法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３ 上海宝世威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２４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２５ 住建（上海）有限公司

２６ 上海康诚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２７ 上海铃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２８ 西门子制造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２９ 上海邦达物流有限公司

（林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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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类别分布开业投产进度情况表

合资 合作 独资 股份 总计

投产开业 １７４ ５６ ２２７ １ ４５８

在建、筹建 ９ １ ３１ ４１

停业 ７ ３ ６ １６

总计 １９０ ６０ ２６４ １ ５１５

$%%#

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规模分布情况表

投资总额级别
（万美元）

５０００万以上 ３０００至
５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至
３０００以下 １０００万以下

企业数目（户） １８ １２ ８０ ４０５

占数量比重 ３．５％ ２．３％ １５．５％ ７８．６％

占投资总额比重 ４１．８％ ９．９％ ３３．１％ １５．３％

$%%#

年宝山区外资企业分税种一览表

单位：万元

税种 本期税收 上年同期 同比±％

增值税 １１７３９８ ９８０９９ １９．７

企业所得税 ５４２１０ ３５２１２ ５４．０

营业税 １６５７１ １８６４６ －１１．１

个人所得税 １５３５０ １３１５１ １６．７

其他 ９７１６ ７２０３ ３４．９

合计 ２１３２４５ １７２３１１ ２３．８

$%%#

年宝山区外资企业营业收入前五位行业情况表

序 行业 营业收入总额（万元） 所占比重（％）

１ 制造业 ３５５６８３１．８ ８３．６

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６１９６２．７ ６．２

３ 房地产业 １４５７８５．７ ３．４

４ 建筑业 １２０８２９．９ ２．８

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９８３０．７ １．９

$%%#

年营业收入前十位外商投资企业情况表

名次 企业名称 名次 企业名称

１ 上海一冷开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２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３ 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４ 上海宝山太平货柜有限公司

５ 上海中集宝伟工业有限公司

６ 上海宝世威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７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８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９ 上海阿海珐变压器有限公司

１０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

年纳税前十位外商投资企业情况表

名次 企业名称 名次 企业名称

１ 上海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

２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３ 上海一冷开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４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５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６ 上海马拉松·革新电气有限公司

７ 上海汉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８ 中远关西涂料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９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上海锦江麒麟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林国荣）

外资企业生产经营
■概况　２００８年，全区外资经济受国际
金融危机影响，企业的部分生产经营指

标呈现回落。至年末全区有外商投资企

业５１５家，比上年减少３家。已投产外
资企业 ４５８家，比上年增加８家。完成
销售（营业）收入４２５３亿元，比上年增
长６２％。企业利润总额２３４亿元，比
上年减少８３％。上缴税金总额２１３亿
元，同比增长 ２３８％。从业人数 ６０１０９
人，比上年减少４％。

■外商投资企业基本现状　年末，全区
外商投资企业５１５家，按企业投资方式，
合资企业１９０家，合作企业６０家，独资
企业２６４家，股份制企业１家。按企业
开业投产进度，投产开业４５８家，在建、
筹建４１家，停产歇业１６家。按投资规
模，总投资额在５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有１８
家，总投资额在 ３０００万美元至 ５０００万
美元的企业有 １２家，总投资额在 １０００
万美元至３０００万美元的企业有８０家，
总投资额在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下的企业有
４０５家。按企业行业分布，第一产业（主
要是农林牧渔业）４家，第二产业（主要
是制造业、建筑业、电力燃气业等）３７９
家，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１３２家。

■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　年末，全区
外商投资企业销售（营业）收入为４２５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２％。其中，国内销
售（营业）收入为 ２５６９亿元，占销售
（营业）总额的 ６０４％。外资企业销售
（营业）收入中制造业占较大比重为

８３６％，而其他行业的营业收入与制造
业之间的距离较大，位于第二的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占比重６２％；房地产
业占比重 ３４％，建筑业占比重 ２８％，
批发和零售业占比重１９％。在制造业
营业收入中，位居首位的集装箱制造业

的收入５６６亿元，占比重为１５９％，全
年外资企业营业收入前１０位排行榜中
集装箱制造企业占有３席。其次，石油
管道制品业，年营业收入２８５亿元，占
比重为８０％。总投资额在１０００万美元
以上的企业（１１０家）的营业收入共计
２９９７亿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７０５％。

■外资企业纳税增长２３８％　年末，全
区外商投资企业上缴税金总额２１３亿
元，比上年增长２３８％。按外商投资企
业上报缴税统计口径数，全区制造业税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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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８２９４４万元，占总额的８８２％，同比增
长２５０％；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税
收大幅减少，分别同比下降 ５８４％、
４７２％；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税收有
所下降，同比下降５２％。在制造业中，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

制造业税收增长强劲，分别比上年增长

１６０１％、１３２５％；造纸及纸制品业、通
用设备制造业大幅增长，分别同比增长

３５３％、３１６％；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
用机械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势良好，分别同比增

长２９０％、２５６％、２１７％；通信设备、计
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税收有所增

长。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税收大幅下

降，同比下降 ３４８％；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税收有所下降。

$%%#

年利润总额前十位外商投资企业情况表

名次 企业名称 名次 企业名称

１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２ 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 上海一冷开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４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５ 上海阿海珐变压器有限公司

６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７ 上海宝世威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８ 上海马拉松·革新电气有限公司

９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１０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注：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部分的相关数据除企业纳税情况采用区税务局提供的数据外，其他数据均采

用年度联合年检统计数据。 （林国荣）

■外资企业利润下降 ８３％　年末，全
区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总额２３４亿元，比
上年下降８３％。净利润额１６９亿元，
其中，盈利企业 ２４７家，占企业总数的
４８０％，与上年持平；盈亏持平企业３９家，
占企业总数７６％，比上年减少２３５％；
亏损企业２２９家，占企业总数４４５％，与
上年持平。在年度赢利行业中，排在前３
位是制造业的利润额２０３９６９０万元，

占比重８７２％；房地产业２４６８７３万元，
占比重 １０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６４２９８万元，占比重２７％；根据年检
数据统计，排名前１０位的盈利企业中工
业制造业占八成，其中生产石油钻采专

用设备企业３家。年度经济效益较差的
主要行业是建筑业亏损２０６２５万元，批
发和零售业亏损 ４７０３４万元。亏损排
在前１０位的企业中有集装箱制造企业２
家，亏损额１３５１７２万元；机制纸企业２
家，亏损额８８１０５万元；仓储运输企业２
家，亏损额７９３８６万元。亏损主要原因
是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企业订单骤减，由

于前期投入较大，金属、油料等原材料价

格上涨，造成企业经营成本过高，而销售

产品价格不变，价格的倒挂造成企业经

营困难等等。

■外资企业从业人员减少４％　年末，
全区外商投资企业从业人员共 ６０１０９
人，比上年减少４％。其中，合资企业就
业人员２９０５２人，占总人数的４８３３％；
合作企业人员 ９３１９人，占总人数的
１５５０％，独资企业从业人员 ２０３０６人，
占总人数的３３７８％。总投资额在１０００
万美元以上的企业（１１０家）从业人员
２９２６４人，占总人数的 ４８６８％，其中外
籍人员２０１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
业分别是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其中制造业

吸纳就业人数最多４５３２３人，占总就业
人数的７５４％。

$%%#

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行业结构分布情况表

序号 行业 企业数量 所占比重 序号 行业 企业数量 所占比重

所有行业 ５１５ １００

１ 农、林、牧、渔业 ４ ０．８

２ 采矿业 ２ ０．４

３ 制造业 ３６６ ７１．１

４ 电力、蒸汽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 ０．４

５ 建筑业 ９ １．８

６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 ３４ ６．６

７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５ １．０

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５ ６．８

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１ ０．２

１０ 房地产业 １１ ２．１

１１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２７ ５．２

１２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８ １．６

１３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１０ １．９

１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 ０．２

（林国荣）

外经贸推进
■概况　全年受理企业各类变更项目
１７４个，审批进口设备合同２６３份，合同
金额２９４３万美元。为８家企业申请进
口设备免税确认书，免税额度达４００余
万美元。新批加工贸易合同７３６份，其
中进料加工合同４６８份，来料加工合同
２６８份，审批进料、来料变更合同 １３９２
份，向 １５１家企业发放生产能力证明。
举办各种培训班、讲座１０次，参加培训
６６０人次，以提高企业法规意识和操作

技能。重点做好１５０家年税收在１００万
元以上企业跟踪服务，逐项跟踪近年批

准的外资项目，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督促

外企注册资金按期到位。外商投资服务

中心年度受理服务项目５０个，其中新设
项目１９个，变更项目３１个。全区外经
贸工作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以

吸收外资工作为中心，聚焦世界５００强
企业和行业领先项目，致力引进国际先

进制造业项目，引进国际品牌服务业，引

进公司总部。支持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企业做大做强，积极引进国际先

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支持节能环保基地

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充分利用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支持自主品牌出口，支持民

营产品出口，支持企业“走出去”，主动

帮助企业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

影响，提高外商投资企业对区域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贡献度。（１）瞄准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抓先进制造业

引资。推进技术含量高、环保落实好、高

效利用资源且与当地经济关联度大的外

资项目，促进区域产业层次和要素利用

效率得到提升。（２）突出外资结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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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抓现代服务业引资。推进钢领、宝莲

城等一批现代服务业聚集地承接国际资

本工作，重点抓好上海长江口现代服务

业国际商贸园建设，带动全区服务业引

资。（３）抓服务外包产业基地建设。组
织服务外包相关政策学习和培训，进行

服务外包政策和区域特色产业园的宣

传，发起成立宝山服务外包发展中心，启

动宝山服务外包平台建设，协调和推进

台资企业红石电脑公司研发大楼建设。

（４）抓先进设备技术引进，抓节能减排
项目。做好日中经济协会、日本贸易振

兴机构等中日节能环保窗口单位与上海

节能环保园合作的牵线工作，引进５个
从事国际节能环保事业企业落户国际节

能环保园。支持申和热磁研发中心研究

生产太阳能硅片用设备，支持其关联企

业汉虹机械在香港上市。跟踪荷兰ＳＨＶ
喜威集团清洁能源示范项目进驻园区。

$%%#

年宝山区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拨付情况表

支持内容
２００８年拨付情况

企业数（家） 项目数（个） 申报金额（元）

境外展览会 １１ ２０ ３５００００

企业管理体系 ７ ７ ６７０００

产品认证 ６ ６ ７１４４８

境外市场考察 ３４ ６１ ８２３７３７

国际市场宣传推介 １７ ２１ １８６０８５

企业培训 １ １ １１７５０

合计 ７６ １１６ １５１００２０

西门子公司乔迁 摄影／林国荣

■ 国际知名企业官员考察访问宝山　
年内先后有世界最大的钢铁企业安赛乐

米塔尔集团中国首席执行官德克·马太

（ＭｒＤｉｒｋＭａｔｔｈｙｓ）、瑞典宜家家居（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地区总裁ＩａｎＤｕｆ
ｆｙ（杜福延）、荷兰 ＳＨＶ燃气集团下属喜
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方

瑞成先生、日中经济协会和日本贸易振

兴机构上海代表处负责人、世界上最大

的智能楼宇集成商江森自控中国区服务

总经理季文光、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资

深副总裁、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孟凡辰博

士、全球最大公用事业企业和欧洲第二

大公司苏伊士环境集团中国区执行副总

裁朱蕾女士等国际知名企业的高层率团

考察访问宝山，了解区域投资环境，表达

投资意向和洽谈项目。区政府领导还主

动率团赴京拜访蒂森克虏伯（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魏文思

（ＡｌｆｒｅｄＷｅｗｅｒｓ）先生和首席财务执行官
科尔（Ｇｅｒｄ－ＨＫｏｈｌ）先生，促进相关项
目落地。

■与安赛乐米塔尔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
　３月６日，区政府与世界最大的钢铁
企业印度安赛乐米塔尔集团签署《上海

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与安赛乐米塔尔集团

关于发展钢铁服务外包产业合作备忘

录》。按照备忘录的条款，双方将本着自

愿诚信、优势互补、协同配合、共促发展

的原则，在钢铁综合服务外包、钢铁物流

服务外包、钢铁研发服务外包、钢铁 ＩＴ
服务外包产业等领域加强合作。备忘录

的签署旨在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共同推进宝山钢铁服务外包产业的

快速健康发展。

■应对雪灾　１月中旬至 ２月初，宝山
遭受百年不遇的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

区内部分外商投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

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全区外资企

业受雪灾直接影响有４７家，分别是顾村
镇１２家、罗店镇８家、大场镇７家、宝山
工业园区５家、宝山城市工业园区４家、
杨行镇４家、月浦镇３家、张庙镇２家、
高境镇１家、淞南镇１家。主要集中在
临时仓库、简易屋棚的陷塌或倒塌，其中

受雪灾轻度影响企业２５家；一般影响企
业２０家，经企业自行修复后很快就恢复
正常生产；２家企业的大面积厂房被大
雪压倒，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复也较快恢

复生产。雪灾中，区相关职能部门深入

企业了解灾情，做好走访慰问等工作，主

动关心和帮助受灾企业。外资企业千方

百计克服困难，落实各项措施，将雪灾的

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成立　４月
１日，东芝电梯株式会社在杨行镇成立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之前在中

国的业务由东芝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和东芝电梯（沈阳）有限公司运营，之后

以东芝电梯（中国）作为其在中国的总

部，集中为客户提供销售及服务。新公

司面向中国统一销售方针，销售区域分

为５大区（东北、华北、华南、华东、西
南），通过制订适合各区域特征的机种战

略以及重组代理商制度，进一步扩大销

售。原上海、沈阳公司的产品开发部门、

技术部门以及安装、保养部门都将合二

为一，成为东芝电梯（中国）的组成

部门。

■开展“外贸政策进企业”活动　８月，
区外经委与宝山海关联合开展“外贸政

策进企业”活动。活动用一个多月时

间，以分片方式对区内１００多家进出口
企业，普遍进行一次外贸进出口新政策

的培训。活动贴近企业实际，以外贸务

实操作为主，重点就出口货物退（免）税

政策、海关监管的法律制度、进出口商

品检验检疫管理、进出口企业适用外汇

管理和出口名牌的申报办法等进行政

策宣讲和专题解读，并结合进出口业务

中常见问题进行案例分析，开展现场

咨询。

■ 外商投资企业年检　按照《商务部、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统计局、外

汇管理局关于开展２００８年外商投资企
业联合年检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区

外经委牵头联合相关部门于３月１日～
６月３０日，对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前设立
的外资企业实施联合年检。年检应参检

企业数为５２１家，实际参加联合年检的
企业为５１９家（市年检７６家，区年检４４３
家），比上年度增加 １５０８％，参检率达
９９６２％；通过年检审核的企业 ５１８家，
合格率为９９８１％。年检数据显示：在全
区５１９家外商投资企业中，第一产业企
业５家，第二产业企业３７５家，第三产业
企业１３９家。投产开业的企业 ４５０家，
筹建的企业６０家，停业的企业９家。企
业销售（营业）收入总计 ４００６０４３９万
元，纳税总额为 １７０２７２６万元，利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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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２５４５１１６４万元。外资企业从业人
员总数为６２５８９人。独资经营企业２５１
家，合资经营企业２０４家，合作经营企业
６４家。

３月２０日，举行经济发展区总结表彰会
摄影／徐莺音

■“两类企业”考核　全区参加２００７年
度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

术企业”的考核有５３家，经上海市外国
投资工作委员会审核确认通过，合格产

品出口企业考核有上海上林玻璃有限公

司等企业５０家；合格外商投资先进技术
企业考核有中远关西涂料化工（上海）

有限公司等企业１８家。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拨付　区
外经委举办“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

金拨付工作培训会”，加强中小企业开拓

资金政策的宣传和申报指导工作。年内

共有 ７６家企业、１１６个项目获得政府
１５１万元资金的扶持。全区中小企业开
拓国际市场的方式，主要集中在国际市

场考察和参加各类境外展览会，国际市

场宣传推介、产品认证及企业管理体系

也占到相当份额。按拨付金额居前３位
依次是，境外市场考察项目数６１个，拨
付金额８２万元；境外展览会项目２０个，
拨付金额３５万元；国际市场宣传推介项
目数２１个，拨付金额１８６万元。

■ ２家企业产品获上海市重点培育出口
品牌称号　８月，组织区内符合条件的
企业申报上海市自主出口品牌活动，经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评定，本区标五高强

度紧固件有限公司生产的古鼎牌紧固件

和丹爱法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３Ｕ
牌睡袋、帐篷、背包、床上用品、服装鞋帽

等分别获得“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重
点培育出口品牌”称号，这是我区企业首

次获得此项殊荣。标五高强度紧固件有

限公司和丹爱法企业发展有限公司重视

自主创新工作，积极投入研发自主技术

及品牌设立，在研发创新能力方面成绩

斐然，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

利，并在境内外拥有商标注册权。两家

企业因此将获得上海市相应的政策

支持。

■印刷品进出口企业专项检查　６月，
根据市外经贸委的要求，区外经委会同

宝山海关、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区

工商分局、区文广局等部门对区内所辖

的１６家从事印刷品进出口业务的企业
开展了为期两周的专项检查。检查组

通过与企业交谈，实地察看生产现场、

产品、商标标识、宣传册以及产品说明

书等方式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大部

分企业均能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按照

《印刷业管理条例》，建立、健全承印验

证制度、承印登记制度、印刷品保管制

度、印刷品交付制度、印刷活动残次品

销毁制度。通过检查，确保进出口产品

带有的文字、图像等内容不存在分裂祖

国和辱华内容。

■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工作　围绕协会章
程和年初提出的工作目标，发挥“桥梁、

纽带、助手”作用。年内发展新会员 ５
家。及时为会员单位提供《外资信息》

《法规选编〉〉、《人力资源服务信息》、

《政府公告〉〉等刊物，组织企业参加

２００７年度联合年检工作，依托市协会的
资源，开展咨询与讲座活动。组织会员

企业参加报关员、外销员、ＣＰＡ资格认证
考前辅导班和全面预算管理与内部控制

研修班，举办劳动合同法、原产地证书培

训班和法规政策等系列讲座。组织企业

参加上海市外商投资先进企业上报评选

工作，１５家企业获得了２００７年度“上海
市外商投资先进企业”称号。会同有关

部门为企业解决用电难、融资难、劳资纠

纷等问题，年内协助调解劳动纠纷 ５６３
件。协助企业了解国内、国际市场动向，

促进产品市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组织

有关会员企业参加广交会（一年２期）、
华交会、上博会等展销会，成交额达８００
余万美元。组织召开中外企业座谈会和

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第三届第四次

理事会暨迎新春联谊会。

■出证认证工作　宝山贸易促进支会本
着“为企业用心、让企业放心”的宗旨，

认真做好出证认证工作，全年共签发一

般原产地证１８０７份，签证的ＦＯＢ总金额
为３８１亿美元；网上签证量为１８００份，
上网率为９９９％，新增客户１０家。在签
发的１８０７份原产地证中，中资企业１２１０
份，外资企业５９７份。从贸易方式看，中
资企业仍以一般贸易为主，外资企业一

般贸易与其他贸易并存。签证国别上排

在前三位的是印度、加拿大和越南，签证

份数分别为３５９份、２７０份和１０４份。认
证涉外单据５９份，其中商业发票３１份。
代办商事证明３４份，使领馆认证９份，
使领馆主要以阿曼、埃及、沙特为主。

（林国荣）

招商服务
■概况　２００８年，全区招商引资目标任
务超额完成，招商引资质量明显提高。

全区新增工商注册户数２７２４户，比上年
增长 １１１４％；新增注册资金 １６６６亿
元；户均注册资金 ６１１６５万元。引进各
地投资企业７１３户，比上年增长１８８％；
注册资金 ７２４８５万元，比上年下降
８２％；户均注册资金 １０１６６万元，比上
年下降２３％。全年办理审批、登记备案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３５２个，比上年增长
４９８％；审批金额 １９３１９亿元，比上年
增长９６％，其中工业项目７７个，与上年
持平，审批金额３７２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７４％。区招商服务中心组织召开项目
协调会１９次，协调项目２７个，项目总投
资３３７６亿元，预期工业销售产值５９６
亿元，预期实现税收３７亿元。全区经
济发展区税收总额完成８１２２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１７７８％，占全区的比例为
５６２４％，其中区级税收 ２４４８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１５７２％，占全区的比例为
５１２７％。３月２０日，宝山区召开经济发
展区总结表彰会，表彰 ２００７年宝山区
“双优（招商实绩优异、服务质量优良）”

竞赛活动中一批优秀经济发展区和先进

个人并颁发奖牌。授予上海宝山航运经

济发展区“特别贡献奖”，授予上海钢月

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等 ２家单位
“贡献奖”，授予上海宝山经济发展区等

８家单位“优秀奖”，授予上海刘行经济
发展公司等８家单位“优胜奖”，授予上
海通河工贸开发有限公司“特色奖”；授

予马伟康等１０人“先进个人”称号，授予
王心伟等１０人“优胜个人”称号。

■ ２００８上海宝山投资推介会签约 １０５
亿元　９月２５日，宝山区政府、宝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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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宝山投资推介会 区合作交流办／提供

新建项目集中开工建设 区合作交流办／提供

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在上

海花园饭店联合主办“２００８上海宝山投
资推介会”。会上宣传推介宝山滨江新

区的综合优势和投资环境，集中展示宝

山作为上海产业发展新高地的功能和特

色，推介一批宝山区的重点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载体和投资项目。宝山区政

府及有关镇、工业园区与宝钢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中钢钢铁

公司、蒂森·克虏伯（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等大型中外企业签约１５个项目，投资
总额１０５亿元，其中，外资企业５个，投
资额２６亿美元，内资企业１０个，投资
额８７亿元人民币。

■“宝山钢铁服务全国行”系列活动　４
月，宝山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国际钢铁服

务中心、宝钢国际贸易公司等企业联合

启动“宝山钢铁服务全国行”活动。该

项活动以在主动服务全国中加快宝山发

展为宗旨，以“真诚沟通、诚信合作、成就

共赢”为理念，发挥宝山综合优势和宝山

钢铁服务业特色，通过在武汉、天津、厦

门、广州、青岛、杭州、上海等地的７个站
点活动，形象展示宝山投资发展环境，系

统推介宝山钢铁服务业载体的功能特

色，每场参加活动的企业有 ３００余家。
全年有安塞乐米塔尔、蒂森·克虏伯等

世界钢铁巨头、武钢、包钢、太钢等大钢

铁企业的地区销售总部落户宝山，全国

钢铁服务业企业落户２２０家。

■ ５２个新建项目集中开工建设　１１月
２１日，５２个新建项目在宝山区集中开工
建设，总投资 １２３亿元。在 ５２个新建

项目中，内资项目４４个，投资额 １１０３
亿元；外资项目 ８个，投资额 １９亿美
元。主要涉及行业有机械装备、汽车零

部件、新能源设备、精品钢延伸加工业

等。宝山区采取特殊举措，改进项目审

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每个项目有专

人负责，跟踪项目办理的每个环节，确

保每个工作环节按时间节点推进；通过

并联审批、交叉办理、同步办理、提前预

审、即到即办等办法压缩办理时间。项

目从摘牌到取得施工许可证，政府审批

环节时间压缩至 ４３个工作日，比以往
压缩了 ５０个工作日。２００８年底、２００９
年初，又开工建设项目２０余个，总投资
超过５０亿元。

■ ３１个产业项目通过评估　区招商服

务中心加速产业项目评估，为投资者增

强信心送上“定心丸”。召开产业投资项

目评估会 １６次，全年通过评估项目 ３１
个，其中投资额超亿元以上通过评估的

项目１６个，总投资 ４０９９亿元，预期税
收４５亿元。

■梳理审批事项　区招商服务中心在提
高行政效能上，按照“服务意识再增强，

行政效率再提高”的要求，绘制《宝山区

建设及日行政审批流程优化示意图》，细

分审批环节４０个。全年入驻中心１９个
窗口共梳理审批事项１６２项，其中涉及
行政审批事项２８项，行政许可１０６项，
占全区行政许可总数３３１％；非行政许
可 ２８项，占 全 区 非 行 政 许 可 总
数３７３％。

■推动现代服务业招商发展　全年招商
引资特点是重点引进“规模大、产出高、

效益好”的具有引领作用的大企业集团

和优质开发商，配合现代服务业载体开

展招商活动。借助工博会等平台，协助

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开展专业招商，引

进新加坡客商投资的“国际水资源中

心”。借助“宝山钢铁服务全国行”平

台，协助“钢领”、石洞口等经济发展区

进行“外出招商”。借助上海钢铁服务

业协会平台，在国际行业交流中进行“海

外招商”，提升宝山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力

和辐射力。 （李新民）

园区招商
■航运经济区累计引进企业 ９９０户　
２００８年，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共引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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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投 资 企 业 １５７户，比 上 年 增 长
３０８％；注册资本 ７９２００万元，比上年
增长２２３％；完成总税收１６７８６６万元，
比上年增长 ４１％。其中落户航运发展
区的宝钢企业全年完成总税收１０１亿
元，占到航运总税收的 ６０２％。至年
末，累计引进各地投资企业 ９９０户，注
册资 本 ６８７２８７万 元，实 现 总 税 收
４９１２５４万元。

■投资入股宝钢船板项目　宝钢船板配
送中心项目建设于年初正式启动。４
月，由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和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共同投资组建的

上海宝钢船板配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注册资本２４２７１亿元，其中航运经济区
出资１２１３５５万元，占出资比例的５％。
至年末，该项目熟地堆场部分（包括办公

楼、食堂、浴室、变电所）已建成并投入

使用。

■航运经济区服务重点税源户　航运经
济区协助税务部门加强对重点企业、重

点税源户的管理和服务，对１０７户重点
企业经营情况、税源、税收增减实行比对

分析和服务指导。重点税源户全年完成

总税收 １５０９９３万元，占航运总税收
的８９９５％。

■航运经济区招商办事处作用明显　年
内，各委托招商办事处共引进企业 １２６
户，注册资本１７１８０万元，分别占航运发
展区引进企业户数和注册资本的

８０３％和２１７％。完成总税收１７７２３万
元，占航运总税收的１０６％。市区办事
处自２００７年５月设立至今，已引进企业
３３户，注册资本 １１１１０万元，实现税收
４１０万元。

■航运经济区支持经济薄弱村　年内，
航运经济区开展经济薄弱村结对帮困活

动，与区内３个村委会结对，共援助资金
１７０万元。其中援助罗泾镇牌楼村２０万
元，用于援建老年活动室、卫生室等公共

设施；援助罗店镇毛家弄村１００万元、罗
泾镇川沙村 ５０万元，用于改善村级
经济。

■建立企业工会组织　５月，成立航运
机关工会及航运工会联合会两个筹备

组。年内，先后建立上海宝源税务师事

务所、上海宝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上海

赐宝金属物资有限公司等８家工会，１５８

家职工规模较小的企业纳入工会联合

会。 （徐迎春）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区　该园区位于宝
山区沪太路８８８５号，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３日
经宝山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园区规划

总面积２０００亩，其中建筑用地面积１２２０
亩，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用地面积 ７８０
亩。土地使用涉及罗泾镇合建、肖泾、潘

桥、合众 ４个村。园区总投资 ２０５亿
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１７亿元。２００８
年，园区新注册企业１６６户，办理企业三
证变更手续６７８户。办理企业土地使改
征转性手续２７户，落户企业实施二次开
发６户。与企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目标
责任书８０家，对检查出的３２０处安全隐
患提出整改意见。园区全年销售收入完

成１７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４％，完成年计
划１４６％；其中工业产值完成４７亿元，增
长４２％，完成年计划１２４％；上缴税金完
成３８２亿元，比上年减少２％，完成年
计划９３％，其中区级税收完成 ９２３０万
元，比上年减少５％，完成年计划９２％；
１２月１２日，上海飞士大厦经过改造装
修，被市旅游委批准为“三星级”旅游饭

店。“５·１２”四川汶川大地震，园区参
与捐赠企业２５０余家，共捐款２３０余万
元。２００８年是园区成立 １５周年，经过
１５年的诚信经营，园区获“中国投资创
业者满意十大标志性民营发展区”、“中

国最具投资价值十大非公经济开发

区”、“中华爱国先进示范单位”、“全国

中小企业成长环境十佳园区”、“政府放

心，企业家信赖首选非公园区”等称号。

（汪　瑛）

■上海民营科技实业发展公司　２００８
年，由该公司开发经营和管理的宝山民

营科技园区，累计引进注册企业 ３３１８
户，比上年增加６４户；实现销售收入４０７
亿元，比上年增加７６亿元；上缴国家各
类税费１２７４亿元，比上年增加２７５亿
元。年内，公司按照“突出超常规、跨越

式发展”的主题，以抓招商求发展、建环

境树形象、搭建平台为重点，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全面优化发展环境，强化服务功

能，坚持重点企业定期联络制度，形成

“领导带头、政策促动、活动推动、部门联

动”的良好格局。实现销售收入（营业

收入）７６３亿元；上缴国家各类税费总
额２７５亿元。年内，公司被评为区 “文
明单位”；园区被评为宝山区优胜园区。

（陆培良）

各地在区企业
■概况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共引进各地投
资企业 ７１３户，注册资金 ７２４８５万元。
至年末，全区累计各地投资企业有１２８９９
家，上缴税金 １５５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６６％。根据上海市新出台的外地来沪
企业职工子女中考政策，合作交流办在

区税务部门的配合下，通过梳理审核符

合中考政策标准的学生５５名。全年协
调解决有关劳动、就读、环保等方面问题

的企业１０余家，解决了舜业等７家企业
职工子女的就读问题。在２００８年抗震
救灾活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宝山区各地

投资企业协会的理事会员单位共捐款

７６万元；通过市红十字会，筹集５００条毛
毯、１０万支水笔的救灾物资；会员单位
钢之杰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捐助区对口

支援地区幼儿园１所。年内合作交流办
推出为企业提供公益培训、法律顾问卡、

《土地爷》杂志等服务新举措。有１３家
在宝山区落户的各地投资企业入选上海

钢材贸易５０强，入选全国民营企业５００
强的有６家，入围２００８年上海“品牌中
小企业”的有７家。

■宝山１３家企业入选上海钢贸５０强　
４月，在上海揭晓的“２００７年度上海钢材
贸易５０强”企业中，在宝山区落户的各
地投资企业上海华冶、上海宝闵、上海钢

宇、上海百营等 １３家企业榜上有名。
“上海钢贸５０强”评选活动由上海市统
计局、上海市工商联组织，以表彰优秀钢

材企业、交流成功经验为目的，以其公

平、公正、公开的评选方式获广大钢材贸

易商的支持和认可，是上海钢贸行业的

一项品牌活动。

■宝山６家企业入选全国民营企业５００
强　１０月６日，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公布
２００７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结果。
宝山共有６家会员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
排名进入全国２００７年度上规模民营企
业前５００位，占上海入选民营企业总数
的四分之一。在进榜的 ６家宝山民企
中，上海华冶钢铁集团有限公司１６４０７
亿元列 ３７位，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８３亿元列１０６位，上海舜业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７４２２亿元列１１６位，上海百
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３２１４亿元列３９６
位，上海第一钢物贸有限公司２９４５亿
元列 ４３４位，宝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２５８５亿元列４９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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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７家企业入选上海“品牌中小企
业”　５月，上海市开展中小企业“品牌
企业”、“品牌产品”推荐活动，经上海

市中小企业品牌建设推进委员会审定

和相关职能部门综合评定，１２月８日揭
晓。全区入围 ２００８年上海中小企业

“品牌企业”名单的企业共７家，其中入
围工业类“品牌企业”５家，即上海佰加
壹医药有限公司、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

程有限公司、上海神龙清洗机有限公司

等企业；入围服务类“品牌企业”２家，
即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等企

业；有１２家企业的１２项产品入围工业
类“品牌产品”，即上海佰加壹医药有限

公司的玻璃酸钠注射液，有５家企业的
５项产品入围服务类“品牌产品”，即上
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房地产

估价。

$%%#

年宝山区各地驻沪机构情况表

单　　位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政府驻沪工作处 富锦路１６６２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３１２１

福建省沙县人民政府驻沪工作处 行知路５０弄１３号１０１室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３５１４６８

山东天象集团公司驻沪办事处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４９号４０１室 ２０１９０６ ５６０４５７２２

清华同方核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东路２００号申鑫大厦１５０３室 ２０００９２ ６３７４８４６１

绍兴县建设局驻上海办事处 共康路８号５楼 ２００４３５ ５６４０８７１１

江苏省丰县人民政府驻沪工作处 淞南七村１７１号２０３室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６８２５５２７

陕西省重型汽车有限公司驻上海工作处 长江南路１０２７号 ２００４４１ ６６１５１９０９

江西省永丰县驻上海工作处 逸仙路７０１号 ２００４３４ ６５２８５６０６

（李新民）

对口支援捐赠仪式 区合作交流办／提供

对口支援
■概况　２００８年，完成援助云南维西县
项目资金６２０万元，实施项目１２个；年
初确定“自选动作”１５个，捐赠资金和实
物累计３４２万元，累计援建项目７７项，
金额３４３５万元。重点援建都江堰市向
峨乡灾后重建工作，实施援建项目 １０
个，援建资金１０３５万元。区合作交流
办配合区委组织部接待云南、四川、天

津、安徽等地的挂职干部３３人。加强与
友好地区的合作交流，年内宝山区与广

东湛江赤坎区、重庆万州区、甘肃庆阳市

建立友好关系，与江苏南通市签订加强

合作交流协议，并从已建立友好关系的

５７个市、区、县中，筛选出１４个作为区重
点友好地区加强互动交流。配合区委、

区政府接待外省市县级以上党政代表团

２１批３２０人次。区合作交流办获“全国
东西扶贫协作先进单位”称号。

■区合作交流办获“全国东西扶贫协作
先进单位”称号　１２月，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决定，对２００４年以来在东西
扶贫协作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全国

５５个“全国东西扶贫协作先进单位”和
３４个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宝山区合作交
流办获“先进单位”称号。

■向地震重灾区江油市定向捐款２００万

元　“５１２”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区委、区政府及时致电慰问地震灾区和

友好地区，并决定采取“定向募捐”方法

向宝山区友好地区———江油市捐赠２００
万元。在区府办、区红十字会、区民政

局、区合作办等部门共同努力下，这批定

向赈灾款从决定到汇出仅用 ４个多小
时，于５月１７日早晨送到江油灾区人民
手中。

■对口支援都江堰市向峨乡灾后重建　
８月１５日，根据上海市政府部署，副区长
朱永泉与都江堰市向峨乡乡长付岷涛共

同签订对口支援协议书，由宝山区对口

支援向峨乡灾后重建工作。６月，本区
由医护、疾控人员１１人组成的第一批医
疗队赴向峨乡进行为期３个月的灾后疾
病防治，９月派出第二批医疗队，１２月派
出第三批医疗队。７月 ６日，副区长朱
永泉率队前往向峨乡，慰问宝山区医疗

队，并了解向峨乡灾后重建情况。９月
４～５日，由区委办、区教育局、区卫生
局、区合作交流办、区红十字会、市一医

院宝山分院、宝山实验小学、中冶医院等

有关人员组成推进小组赴都江堰市向峨

乡，举行市一医院宝山分院与向峨乡公

立卫生院、宝山实验小学与向峨乡小学

对口帮扶结对签约仪式。１２月３日，区
政协主席康大华率领部分民营企业家赴

向峨乡进行援建项目考察，慰问宝山派

往都江堰市的挂职干部和医疗队员。年

内，向峨乡已动工建设永久性灾民安置

点１０个，同步建设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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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至年末已入住户１１００户、受灾群
众约４０００人。全区８家民营企业与向
峨乡达成投资合作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项目投资额２６亿元。

■对口援建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　２００４
年起，宝山区与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结

成对口帮扶关系，至２００８年末，宝山区
已累计向维西县实施对口援建项目 ７７
项，帮扶资金总额达３４３５万元。６月，区
农委组织２名农技专家赴维西县一周，
开展种植、养殖培训，共培训３２９人次；
区卫生局派出８名骨干医生赴维西县开
展为期三周的巡回医疗，送医送药、进行

业务培训，共免费诊治病人３４０人次，健
康咨询８００多人次；８月，教育局派出第
四批５名骨干教师赴维西一中进行为期

一年的支教活动和智力帮扶；７月，区教
师进修学院利用暑假派出１０名优秀教
师赴红河州培训当地教师２５１名。９月
２１日，由区委副书记、区合作交流与对
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陆学明，区委

宣传部部长袁鹰率领的宝山区考察团赴

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考察，实地考察整

村推进项目、维西县民族小学、元锦希望

小学等，捐赠资金及实物 １５７６万元。
期间，区考察团领导看望并慰问宝山医

疗队和支教教师。

■ 对口援建西藏日喀则江孜县　宝山区
三年累计援助西藏日喀则江孜县资金总

额达６８０万元。９月１日，区长斯福民率
区党政代表团赴对口支援地区—西藏日

喀则江孜县学习考察，落实推进援建项

目，慰问援藏干部。向江孜县捐款１５０万
元，用于援建江孜老年活动中心等项目。

■与万州区签署友好关系协议书　６月
２６日，重庆市万州区产业发展项目推介
会在上海华亭宾馆举行。会上，副区长

钟杰与万州区委副书记刘新宇共同签署

双方缔结友好关系协议书。１１年来，宝
山区已累计向重庆市万州区万州五桥移

民开发区捐赠资金及实物１８１０万元，培
训干部和卫生、教育人才１３０余人。大
场镇、罗泾镇、月浦镇、淞南镇分别与五

桥移民开发区有关乡镇建立友好关系，

其中罗泾镇飞士实业公司为五桥区援建

幼儿园１所，累计向飞士幼儿园捐赠２１０
万元，并建立“飞士奖励基金”，奖励在

教学教育中表现突出的优秀老师。

$%%#

年宝山区结为友好区、县、市一览表

序号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　注 序号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　注

１ 北京市石景山区※ １９９６．７

２ 天津市东丽区 ※ １９９６．１

３ 浙江省海宁市 １９８７．１ 与原宝山县

４ 浙江省宁波市海署区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５ 浙江省象山县 １９８８．１ 与原吴淞区

６ 浙江省江山县 １９８９．９

７ 浙江省温州市※ １９９８．８

８ 江苏省滨海县 １９９２．５

９ 江苏省姜堰市 １９９２．７

１０ 江苏省如东县 １９９４．７

１１ 安徽省太湖县 １９８６．１２ 与原宝山县

１２ 安徽省金寨县 １９８８．３ 与原宝山县

１３ 安徽省滁州市 １９８８．５ 与原宝山县

１４ 安徽省休宁县 ※ ２００１

１５ 江西省井冈山市※ １９８７．３ 与原宝山县

１６ 江西省龙南县 １９９０．６

１７ 江西省赣州地区 １９９２．３

１８ 江西省新余市 ２００１．７

１９ 福建省建阳市 １９８４．８ 与原宝山县

２０ 福建省三明市 １９８６．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２１ 福建省浦城县 １９８９

２２ 福建省安溪县 １９９４．１

２３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１９９９．３

２４ 山东省恒台县 １９８８．７ 与原宝山县

２５ 山东省烟台市 １９８９．７

２６ 山东省莱芜市 １９９６．１０

２７ 山东省临沂市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２８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 １９８９．２

２９ 山西省左权县 １９９４．６

３０ 湖南省岳阳市 １９８５．５ 与原吴淞区

３１ 湖南省冷水江市 １９９１．６

３２ 湖北省恩施市 １９９３．２

３３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１９９６．７

３４ 陕西省延安地区※ １９９５．４

３５ 甘肃省张掖市 １９９３．２

３６ 重庆市奉节县 １９９３．５

３７ 重庆市万州区五桥移民开发区 １９９３．１２

３８ 重庆市大渡口区※ １９９６．７

３９ 重庆市渝北区 ２００４．１１

４０ 四川省江油市 １９９５．８

４１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１９９６．７

４２ 四川省攀枝花市※ ２００２．５

４３ 云南省楚雄市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４４ 云南省安宁市 ※ １９９６．７

４５ 广东省珠海市红旗区 １９９０．１２

４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１９９６．６

４７ 辽宁省辽中县 １９８６．５ 与原宝山县

４８ 辽宁省新民县 １９８６．５ 与原宝山县

４９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１９８８．６ 与原宝山县

５０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 １９９６．７

５１ 黑龙江省依兰县 １９８６．１１ 与原宝山县

５２ 黑龙江省双城县 １９８６．１２ 与原宝山县

５３ 黑龙江省鹤岗市 １９８８．８

５４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１９９９．３

５５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 １９９５．３

５６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 １９９６．７

５７ 新疆自治区阿克苏市 ※ １９９８．８

５８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 ２００８．４

５９ 重庆万州区 ２００８．６

６０ 甘肃省庆阳市 ２００８．１１

　注：带“※”表示重点地区 （李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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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与旅游
ＳｈａｎｇＹｅＹｕＬｕＹｏｕ

■编辑　经瑞坤

商业
■概况　２００８年，全区商业经济保持平
稳增长态势，整体环境不断优化，全年交

易市场成交活跃，住宿餐饮业消费快速

增长，全区商业完成销售额 １８６６４亿
元，比上年增加２９３４亿元，增长８３％；
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３６１亿元，
比上年增加３０７亿元，增长１５％，其中
批发零售业实现２２２５亿元，占全区零
售总额的 ９４２％，增长 １４５％；餐饮业
实现１２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２４％。全
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各月累计的绝对

额和增幅，在全市１８个区县（不含浦东
新区）中排名第 ５位，增幅保持在第
６位。

■限额以上商业零售额　２００８年限额
以上零售业企业实现零售额 １４３７亿
元，占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６０９％，比上年增长１２９％。零售额在
２０００万元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共有９５家，
比上年增加１３家，实现零售额１１４３亿
元，比上年增加２６８亿元，占全区零售
总额的４８４％；其中零售额在５０００万元
至１亿元的企业有２１家，比上年增加４
家，实现零售额１５６亿元，占全区零售
总额的６６％；零售额在１亿元以上的企
业有４６家，比上年增加１２家，实现零售
额 ８８５ 亿 元，占 全 区 零 售 总 额
的３７５％。

■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　年内纳入正常
统计范围的商品交易市场共有１１１家，
比上年增加８家，涉及市场类别除集贸
市场外，还有建材类、服装类、小百货类、

花卉市场等，共实现成交额１１５６亿元，
比上年增加２５９亿元，增长２９２％。亿
元以上交易市场共有１６个，比上年减少
２个，实现成交额９５亿元，比上年增加
１９亿元，占全区市场成交额的８２３％。

■住宿餐饮业消费　年内住宿餐饮业对
消费品市场拉动作用逐步增大，全区住

宿餐饮业实现零售额１３７亿元，比上年
增长２３４％，比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幅高８４个百分点。

■一带三线功能逐步显现　以上海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建设为龙头，加快滨江带

开发，加快三条轨道交通线站点周边现

代服务业的布局和发展。沿轨道交通１
号线，以上海智力产业园、骏利财富大

厦、长三角服务外包基地上海共富园、上

海共康园为依托，加快调整周边仓储等

产业结构，开始形成以服务外包为特色

的产业带。沿轨道交通３号线，以宝莲
城中央商务区、宝钢股份采购中心、半岛

１９１９、上海国际水岸工程企业总部基地、
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上海国际家居

总部基地、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以及酒

类交易配送、汽车服务等项目载体为依

托，开始形成各有特色的专业服务业产

业带。沿轨道交通７号线，以上海动漫
衍生产业园、大场家居商业商务群、上海

国际研发总部基地、顾村大型商业商务

中心、罗店美兰湖总部基地等为依托，开

始形成集软件动漫、研发设计、商业商

务、旅游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产业带。

年内区重点推进的服务业项目有

２９个，竣工项目有创邑·幸福湾、长江
国际商贸中心等７个项目，建筑面积５４
万平方米，总投资１４亿元；在建和即将
新开工项目有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一

期）、宝莲城中央商务区（二期）等 ２２
个，建筑面积 １３６万平方米，总投资 ６５
亿元。部署落实《宝山区迎世博６００天
行动计划纲要》工作，及时推进跟踪在

建、拟建项目１０个，完善现有重点商业
项目１０个。北斗星商业广场、杨行江阳
水产品批发市场如期开业；宝莲城精品

商厦、大场巴黎春天开工建设；与百联集

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完成月浦好宝钢、

友谊家美好等地块的业态调整。

■迎世博６００天窗口服务行动计划　９
月制订完成《宝山区迎世博６００天窗口
服务行动方案》，重点启动规范店招店牌

的先行、先试工作，全区确定整治和改造

１２１条商业街店招、店牌３０１２块、３条区
级示范街的店招、店牌、灯箱、广告文字

等设施工作。至年末，全区共完成整治

店招、店牌 ５２５块，约 ３１３０平方米。组
织区内商业企业参加上海市商业评优创

先工作，５个单位的 ８名员工被评为市
级服务明星、技术能手、销售能手、道德

标兵或优秀店长。

■加强民生保障　全年完成标准化菜场
改造１０家，全区共有标准化菜场４６家；
农村商业网建设启动，全区建立农村商

业网点３家。确保冰雪灾害天气的市场
稳定和商品供应以及四川汶川抗震救灾

物资生产保障供应工作。加强酒类行业

管理和学法业务培训１１２期，参加培训
５６３人（次）。实施酒类流通溯源制度，
定期、不定期组织工商、公安等部门联合

执法５２次，取缔制售假酒窝点４个，酒
类执法成果在全市区县中名列前茅。

■节日消费增长　新增清明节、端午节
和中秋节三个假日后，形成三个“小黄金

周”，全区实现销售额７９５０８万元，比上
年增长２８１７％；元旦、春节、“五一”和
“十一”期间，分别实现销售额７９５０８万
元、１５６４８万元、７７９９６８万元、１７８３０万
元，比上年分别增长 ２８１７％、１８１％、
１４２２％和 ２５１％。 （刘文青）

粮食管理
■概况　全年收购粮食７８６６７吨，比上
年增长１１９７％，其中，晚粳谷６８２６３吨，
比上年增长１７６９％；小麦８４０８吨，增长
３９６％；大麦等１９９６吨，减少５２１２％；

７３１



收购 油 菜 籽 ５９５吨，比 上 年 增 长
５２１７％。粮食企业粮食销售、支出总量
１７７８０６吨，比上年增加 １２５６％，其中，
粮食销售１５０４９５吨，增长１６７１％；加工
转化 ２７３１１吨，减少 ５９１％；油脂销售
５３０８吨，增长１４１８２％。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全面完成２００８年区级储备粮任务。
继续履行国务院《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规范粮食经营行为，依法维护粮食流通

秩序，初步建立粮食市场预警机制，加强

粮食市场的监管与收购管理，确保全区

粮食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粮食购销市

场化建设进一步完善，粮食购销市场化

运作，粮食企业效益逐年增长；切实履行

好政府职能，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全面完

成政府委托的各项政策性业务工作，不

断拓展粮食购销市场，扩大主营业务

规模。

■稳定粮食收购　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把保证区内粮食供需平衡作为中心工

作，提出粮食收购工作指导性意见，在确

保全年粮食收购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发

挥主渠道作用，积极扶持国有粮食购销

企业组织粮源，按照“购得进，销得出”

的原则，重点做好粮食订单收购工作，与

种粮大户签订粮食订单收购协议。针对

收购期间雨量集中、雨期较长且粮食水

分普遍增高等状况，采取粮食烘干的方

法，２４小时不间断进行烘干作业，确保
入库粮食的质量；积极组织外购，稳定区

内粮食市场，确保军粮供应和区级储备

粮任务的完成。全年收购、采购粮食

７８６６７吨，其中，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收购
粮食 １７１５２吨，占 全 区 粮 食 购 入
的２２３７％。

■完善区级储备粮管理　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完善区级储备粮的轮换管理机制，

采用“异地粮食采购，存储监管”的办

法，全年轮换区级储备粮共２９７１５吨，较
上年增长 ３１５９％，其中，晚粳谷 ２２５８１
吨，小麦 ３４２０吨，大米 ２６００吨；完成
２００８年区级储备粮４２２８０吨，其中，晚粳
谷３８８６０吨，小麦３４２０吨，大米１３００吨。

■加强粮食市场信息监测　落实《宝山
区粮食应急供应零售网络》预案，全区设

立有代表性粮油市场供应监测点１０个，
随时掌握区粮食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

动态，共上报市场监测报表１５０余期；粮
油价格监测做到“定人、定点、定期”。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获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

粮食系统市场信息监测工作先进单位。

■严格粮食行政执法　认真贯彻《行政
许可法》，完善粮食收购许可证发放和管

理制度。全年通过年审并获粮食收购资

格许可证的粮食经营企业有８家，其中，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４家、非国有粮食购
销企业４家。依法开展粮食流通监督检
查和行政执法，全年区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监督检查粮食流通统计、粮食库存 ７
次，政策性供应粮油的质量行政执法 ８
次，发放政策性补贴资金１００２４７万元。
区粮食局连续两年获全国“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依法行政示范单位”称号。

■发放帮困粮油和副食品价格补贴　加
强帮困粮油供应和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

管理。全年安全发放副食品价格补贴

６３４２２人，金额 ４７１５８万元，其中，组织
１０４人次，深入到 １８个居委，服务群众
１３万人次，发放副食品价格补贴１２０余
万元。妥善处理副食品价格补贴帮困方

面的信访事件４起，接听咨询电话１０００
余个，做到件件有落实。发放帮困资金

４８２５２万元，回笼帮困卡１０９２万张，发
放助残资金９１３５万元，回笼帮困助残
卡１７万张。

■加强军粮供应管理　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把区级地方成品粮储备、军粮应急保

障储备纳入管理机制，建立平战结合的

军粮应急保障储备机制，形成“一站三点

（上海宝粮军粮供应站，江湾、长兴、横沙

军粮供应点）”的军粮供应网点，确保为

部队提供更加高质量的军粮供应。全年

完成区军粮供应企业资格认定４家；区
供应的军粮质量安全稳定，在市粮食局

军粮质量抽样检查中，各项技术指标列

全市第一。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　区粮油购销公司
强化企业管理，发挥国有粮食购销的优

势，积极应对粮食市场价格波动起伏较

大的情况，组织粮源、储备粮轮换。共收

购粮食 １７１５２吨，其中小麦 ６２０９吨、晚
粳谷８９４７吨；采购外省粮食 ５９５０５吨，
其中小麦 １８９吨、晚粳谷 ５９３１６吨。全
年实现利润 ２４２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９０４１％；商品销售收入３００１１万元，比
上年增长３８３４％，其中社会商品零售额
１１４５２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８５６％。企业
职工年平均收入比上年增长１２７％；完
成粮油销售 １２７００１吨，比上年增长

３８５７％；其中粳谷６１１１４吨、大米４６０８５
吨、小麦 １２１９８吨、面粉 ９２５吨、玉米等
其它粮食 ２２６６吨，食油 ４４１３吨。净资
产（所有者权益）年初为５０４５万元、年末
６１７１万元，比上年增长２２３２％，净资产
收益率 ４３２％。公司注重粮食品牌建
设，提升产品档次，开发出“宝宇牌”大

米小包装产品。２００８年“宝宇牌”大米
连续三年获“上海名优食品”称号，连续

两年获上海食用农产品“粮油类十大优

质畅销品牌”称号；公司获“全国粮油质

量放心消费联盟单位”称号。 （黄小平）

烟草专卖
■概况　上海市烟草专卖局宝山分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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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营卷烟、糖酒茶叶等集批

发、零售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企业，注册

资金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至年末，公司下
属有１个综合性大型商铺，３０家零售商
店，其中有 ３家名烟名酒店，２７家专卖
店；共有员工 ４７７人，其中聘用员工 ４
人。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

责制。宝山有限公司设办公室、财务部、

人力资源部、企业管理部、安全保卫部、

工会、专卖监督管理科、内部专卖监督管

理科、专卖稽查支队、营销部、连锁经营

部、零售管理部。专卖分局获“２００８年
度上海市卷烟打假先进集体一等奖”称

号；宝山烟草糖酒有限公司获“２００８年
度上海市卷烟销售和网络建设工作先进

单位一等奖”称号和“上海市职工最满

意企（事）业单位”称号；分局、有限公司

获“２００８年管理成果三等奖”；名烟名酒
店获“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商业优质
服务先进集体”称号；永清商场获“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三八红旗集体”
称号。

■烟草经营　全年公司实现商品销售收
入 ６００３６９６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１０２１％，比上年增长３６２％。实现商品
销售毛利 １４４５１５万元，完成年度预算
的１００３７％，增长４８３％。全年卷烟销
售收入５７０４６２万元，其中卷烟批发销
售４４６１９９３万元，增长４２８％；卷烟零
售销售１２４２６７９万元，增长２９８％。实
现卷烟销售毛利 １４１４８３万元，其中卷
烟批发毛利１２３５９３２万元，增加５８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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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卷烟零售销售毛利１７８８９８万元，
增加４６６１万元；全年缴纳税金７２２１６１
万元。

■烟草专卖管理　专卖分局全面完成市
局下达年１８４万条打假目标数，实际查
获数是市局下达指标的１４６８５％。全年
共查获各类品牌的卷烟 ２８０７９９万条，
其中各类品牌的假冒卷烟 ２５３７８９５万
条，总价值３１５６９６万元，其中各类假冒
卷烟价值３０８８１４万元。查获违法案件
１２０件，破获大、要案２２件，其中涉及国
家局标准 “５２０”、“６２０”重大运销假冒
卷烟网络团伙案 ２个、涉及市局标准
“１０２”运销假冒卷烟网络团伙案１个，
总案值８２４２３３万元。查获各种牌号有
价走私烟１２５５５条，涉案价值１６万元，
有价国产品牌烟 ９３３１５条，涉案价值
８０３１万元，各种牌号假冒品牌烟
２７０２１１条，收缴“回收香烟”等牌匾１２０
余块，抓获涉案人员２９人，其中判处徒
刑１２人。

■烟草销售网络建设　烟草销售网络建
设围绕“订单流程、服务流程、培育流

程”等７项重点工作，加强市场信息搜
集、市场供求矛盾判断、满足程度分析、

需求有效性识别、可供货源信息及时传

递到位和客户订货指导等。加强对零售

客户的ＰＯＳ机后台、样本店实际销售能
力及合理存销比分析，以科学方法预测

卷烟市场年度、半年度和月度货源需求，

提高需求预测准确率。营销部参加订单

营销项目组的工作，与嘉定、青浦２家公
司作为“需求预测”项目组单位，围绕订

单营销主题，制订并完成需求预测的基

本思路和工作步骤。落实营销人员的培

训策划、过程监督、效果评估等培训制

度，做到“入职前基础培训、行业技能理

论知识培训、专项业务应用工作培训”等

各种方式培训制度相结合。开展多层次

的客户服务工作，以座谈会和培训会的

形式，全年召开客户座谈会和培训会１８
次，客户满意度达到８６分。 （李德强）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　该环保园位于
宝山区长江西路１０１号，是国内第一家
以节能环保为主题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区。园区占地面积为５００亩，由上海仪
电控股（集团）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上

海仪电置业发展公司等多家企业共同出

资１０亿元建设。环保园所在地是昔日

沪上的耗能污染大户———上海铁合金厂

（年消耗上海二百分之一电能、排尘高达

三千余吨），在对已有１３万平方米的老
厂房进行改建的基础上，同步建设近４０
万平方米的新建筑；同时结合园区功能

建设，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园区环境。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２日，投资６９６６万元的一
期工程开工建设，２００８年 ９月底竣工。
园区主要包括三幢现有建筑的改造、装

修，形成２０００平方米的集新闻发布、产
品演示及专题论坛等动能的信息会议中

心和２００００余平方米的展示交易及商务
办公区域。二期工程规划占地５００００余
平方米，投资１５００万元，１０月建成后成
为国内首家钢雕主题公园。园内的原

１０层楼高的除尘塔、巨型龙门大吊车和
８层楼高的原料传输带等钢铁厂特有的
设施都保留下来，与绿化植物和喷水池

等成为环保园的有机组成部分。园区运

用世界先进的节能环保理念、技术和产

品，对老厂房进行全面改造，将提供会展

交易、科技研发、综合服务、公共体验、钢

雕艺术等六大服务项目。除吸引国内外

各类节能环保企业入驻外，园区还特别

提供节能环保产业的合同能源管理、中

介服务等系统服务。１０月２８日，第二届
上海国际钢雕艺术节在由原铁合金厂改

建而成的钢雕艺术公园亦即上海国际节

能环保园开幕。钢雕主题公园，占地面

积５３万平方米，艺术家们利用铁合金
厂遗留的废旧钢铁作主题演绎，体现环

保和循环再利用，为环保园增添浓厚的

人文色彩，成为幽雅别致的休憩场所，提

供国内外钢雕艺术家进行交流、普通市

民体验钢雕艺术的平台，是上海第一个

后工业生态景观示范项目和旅游时尚新

地标。

■上海国际钢铁服务业中心　该中心
（又称钢领）位于宝山区友谊路１５８８号，
宝山西城区的中心位置，坐落在友谊路

以南，铁山路以东，地铁一号线、轻轨三

号线、外环线、郊环线、同济路高架环拥

“钢领”。钢领由复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钢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吴淞

国际物流园区全力打造，是上海市２０个
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和上海市“十一五”

规划四大重点产业物流基地之一。钢领

占地３４７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４８万平
方米，建设信息交易中心、金融服务中

心、物流分拨中心及会展服务中心等四

大中心，并将规划建设高级商务办公、设

计研发中心及钢铁展览馆、钢铁博物馆、

钢铁文化主题公园等。至年末，一期已

吸引国内外钢铁巨擘米塔尔、包钢、南

钢、鞍钢、涟钢、武钢、中国五矿集团、中

铁物资集团、兵器工业部物资集团、西安

重型机械研究院、中国冶金自动化研究

院、ＭＹＳＴＥＥＬ网站等业内知名企业
入驻。

■宝莲城中央商务区　该商务区位于宝
山区双城路８０３弄，由上海宝莲房地产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是一个集商业、商务

办公、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大型中央商务

区。项目占地面积为１０９万平方米，批
准总投资约５５亿元，建筑面积约１７万
平方米（不含地下面积），总绿地率为

４０％以上。功能整体布局以“一纵两
横”为构架：一条纵街从南向北贯穿商务

区，两条横轴丰富空间变化。整个地块

功能由南向北依次分为三个区，即办公

商务区，主要有两栋５层独用办公楼、两
栋７层内院办公楼、两栋１８层和两栋２５
层的公寓式办公楼以及一栋１２０米超高
层办公楼；中央花园广场区，由一矩形中

央喷泉广场和具有宝山标志的建筑组

成；商业商务区，以综合服务建筑为主，

集酒店、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综合

服务楼。

■上海智力产业园　该产业园紧临宝山
区共和新路高架呼玛路下匝道及地铁一

号线呼兰路站，东沿共和新路、北靠?藻

浜、南临南?藻路、西临东茭泾河。园区

占地面积７８４亩，规划建筑面积约６０万
平方米，由上海纺织发展总公司、纺发纪

?仓库与庙行镇商业公司共同出资６亿
元建设。上海智力产业园原为棉花仓

库，现已启动改造项目，分两期实施。一

期改造项目建筑面积约５万平方米，总
投资１２亿元，２００８年５月６日开工建
设，１１月竣工。园区北部结合现有老库
房及露天堆场的改造，形成创意办公区、

综合展览区和工业园绿化区；南部将现

有的房屋加以连接改建，改变其使用功

能，通过新旧并置，空间整合，将其转换

成综合配套服务区，结合新开发地块建

设企业总部经济办公区。二期工程总投

资额５亿元，年底开工，将于２０１０年竣
工，新建面积１１万平方米，建成智能化、
低密度、生态型的总部楼群，形成集办

公、科研、展示为一体的企业总部聚集基

地。智力产业园严格按照“保护性开

发”的原则进行规划，在不改变原建筑主

体结构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地域特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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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特征，对园区遗留的眺望塔、厂房构

件、消防构件、工业构件、仓库构件等元

素，通过包容、叠和、嵌入、全新立面、保

留立面细部、保留外观、功能整合、新旧

并置、空间整合等手法，加以利用和包

装，力求传承历史，推陈出新。园区产业

定位是，以展现“保护开发利用、传承城

市肌理、嫁接新型产业、转型区域功能”

四大特色，形成多元化生态和智力创意

服务产业链，吸引电脑动画、动漫设计、

游戏开发等为主的ＩＴ企业入驻，集研发
中心、科研办公、展馆、都市休闲农庄、生

态公园及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现代服

务业聚集区。

１２月１８日，中国台湾活网国际集团入驻宝山
服务外包基地共富园 摄影／黄永庆

■创邑·幸福湾　该园区位于宝山区同
济路９９９号，厂区占地约５０亩，拥有２０
余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典型工业厂

房，厂房结构高大、开阔，最高处层高可

达十余米。该项目原为上汽集团旗下幸

福摩托车厂，建筑面积 ３２万平方米。
随着幸福摩托车总厂的迁移，闲置厂房

将转变为宝山区总部经济型的创意产业

园。园区由上海弘基企业·上海创邑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８１００万元改建，２
月开工建设，９月投入使用。改建工作
除保留厂房结构外，对外立面重作修葺，

将之改换成时尚、通透的外观，以符合创

意人士的办公口味，并将园区打造成服

务于本区域内的大型工业企业，以钢铁

服务业、港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融设

计、研发、展示、旅游、商业等于一体的总

部园区型的创意产业园。

■半岛 １９１９　该园区位于宝山区淞兴
西路２５８号，占地面积１２０亩，建筑面积
为７３万平方米。２００８年６月改建正式
启动，园区由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和上

海红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总

投资２亿元。半岛１９１９的前身是上海
第八棉纺织厂，该厂筹建于１９１９年，至
今仍完好地保存原厂不同历史时期建造

的各式建筑，其中部分被列为受保护的

历史建筑。改造项目保留棉纺织厂的原

有元素，其中有纺织机、传送轨道和钟楼

等，突出“老建筑、老厂房、新产业、新生

命”的格局。同时，建造充满现代气息的

建筑群。园区以宝山独有的人文环境为

基调，发展宝山地区艺术培训教育，丰富

宝山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秉持传承与创

新的理念，利用二三十年代的旧厂房为

基础，配合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建筑群，集

聚影视传媒、网游动漫制作、艺术培训机

构、艺术家工作室、创意体验中心等一系

列文化产业项目，成为上海一些重要文

化艺术活动的会场，为上海的文化艺术

产业带来新的契机。园区不仅将成为上

海具有时尚元素的国际创意园，而且将

成为吴淞口滨江观光景观区。

■上海动漫衍生品产业园　１２月 ２６
日，由上海数字娱乐中心和上海宝山科

技园联手打造的国内第一家专业的动漫

衍生品产业园区上海动漫衍生品产业园

建成开园。园区位于上海宝山区大场镇

上大路 ６６８号，园区一期（海纳科技大
厦）建筑面积１２万平方米。园区作为
上海数字娱乐中心动漫衍生品基地，吸

引国内外动漫衍生品行业的设计、生产

（以ＯＥＭ为主）、代理、营销及培训企业
入驻；打造产业对接能力强、服务功能齐

全、产业集聚度高的动漫衍生品产业园

区；力争成为国内外动漫衍生产品设计、

营销、展示等企业的聚集地，主要吸引动

漫图书、报刊、音像制品、舞台剧、教育、

基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动漫新品

种，以及与动漫形象有关的食品、服装、

玩具、电子游戏等相关企业入驻。

■上海宝山科技园　该园区位于宝山区
上大路６６８号，园区规划面积１３３公顷，
规划为研发孵化办公区、产业化区和居

住休憩区。园区采取“一心四区”（一个

管理中心、四个研发功能区）设计，为高

新技术产业提供新的栖息地。首期建造

的标志性建筑“海纳科技大楼”，是由加

拿大ＨＯＫ设计师事务所设计，建筑面积
１２万平方米，可使用面积７２４６２平方
米；外部通体玻璃设计，使得外观时尚前

卫，内部采用扇形设计，通风采光充足。

产业定位主要面向教育、数字、软件等知

识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都

市型工业项目以及为高新技术产业化配

套的中介和服务业。

■上海吴淞国际物流园　上海吴淞国际
物流园区是宝山区结合钢铁、港口、交通

的区位优势，于２００３年成立的经济发展
区。园区规划总面积约８３平方公里，
预计总投资３０亿元，将于２０１０年建成，
届时为国际集装箱集散、城市配送和钢

材流通提供综合型国际物流服务，基本

形成上海国际航空中心的重要物流节

点，上海钢铁物流的主要枢纽，现货、期

货交易中心和价格中心。园区共分六个

功能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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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园六区”的平面布置形

态。园区内已建成的项目有：宝湾国际

物流中心一、二期，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吴淞分公司一期、上海神源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江杨农产品一期、上海科明传

输技术有限公司、东浩外服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招商局物流集团（上海）有限公

司、上海北部物流中心有限公司等。

■上海共康境外创意设计园　该园区位
于宝山区共和新路５３０８弄 ６６号，２００７
年６月６日建成开园。园区一期建筑面
积约８６００平方米，主要为建筑设计施
工、装饰设计施工、新材料研发、咨询策

划等中外企业提供服务。园区已入驻美

国ＫＥＹ建筑师事务所、美国 ＪＹ建筑规
划设计事务所、中国台湾颐格设计事务

所等多家境外设计单位，入住率达９０％
以上。至年末，园区共有注册企业 ２６
家，２００８年完成产值收入９８１９万元，税
收６０７万元。园区招商重点是以研发设
计、建筑设计、咨询策划等为主的创意产

业，致力于利用国际化的设计经验来打

造中国的设计品牌，园区为此搭建了国

际国内设计服务平台，建立一个园区中

外企业互相了解、双向学习的平台，同时

也为企业与建设单位提供一个多向选

择、企业与企业之间互相合作的平台，形

成较为完善的商业模式。

■长三角服务外包基地上海共富园　该
园区位于宝山区顾村镇?川路５１６号，
是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批准的“长三角服

务外包基地”启动项目、宝山区服务外包

基地重点项目。园区共分三期进行建

设，预计全部建成后面积将达到２０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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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左右，并将推动宝山服务外包基地

发展，推进宝山区申报上海市第二批服

务外包示范区，为长三角数十万中小企

业带来巨大商机。９月，一期工程建成
并投入使用。园区不仅提供办公物业服

务、商务配套服务、企业日常运营服务等

基础服务，还提供公共平台服务、投融资

服务、企业顾问咨询服务、人才服务、业

务协同服务等增值服务。园区主要利用

现有的老厂房、老仓库及仓储用地进行

改造、开发，充分发挥该区域商务成本

低、交通便捷、配套成熟、与中心城区联

系紧密等优势，积极发展服务外包产业，

重点引进 ＩＴＯ、ＢＰＯ、ＫＰＯ类的服务外包
企业。

■长三角服务外包基地上海共康园　该
园区位于宝山区共和新路４７２７号，由上
海新江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２００７
年７月动工建设，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竣工并对
外招商。园区占地５３９０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为 ２０１１９平方米，主楼地上为 １４
层，地下为一层停车库。园区成为“上海

企业服务外包采购中心”的配套产业园

区。园区作为“北上海服务外包产业

带”的标志性项目，非常适合各类 ＩＴＯ、
ＢＰＯ、ＫＰＯ企业入驻。

■长三角中小企业上海总部基地　该基
地位于宝山区丰翔路１４０９号，由上海绿
地宝山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总投资

１３５亿元，占地约 ２１４亩，总建筑面积
４４８６万平方米（扣除地下室部分的面
积和不计入容积率的面积为３５７２万平
方米），总 容 积 率 ２５，建 筑 密 度
３０６５％，绿化率 ４０１％，集中绿地率
１５％，机动车停车位２１８６个。整个项目
共分三期，一期为住宅，总建筑面积

１１３９万平方米，二期以办公楼为主，总
建筑面积２２９１万平方米，三期以商业
为主，总建筑面积１０５６万平方米，计划
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竣工。２月，一期住宅工
程开工建设，至年末，５０％住宅楼已具备
预售条件，计划于 ２００９年９月全面交付
使用，二、三期工程已局部开工。二、三

期办公楼及商业作为宝山区政府及宝山

区城市工业管理园区的重点项目，二期

办公定位和冠名为“长三角中小企业上

海总部基地”，将吸引周边地区中小企业

入驻。一期住宅和三期商业的建成，为

基地提供良好的办公居住配套环境，其

中１０万平方米沿真陈路的商业设施，是
集各种商业功能为一体的商业组团，形

成由餐饮、超市、娱乐、购物等组成的商

业广场。项目的总体规划设计，以“人文

关怀”为主线，吸取当代先进的城市设计

理念，秉持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在空

间构成模式上，依据“马赛克”的城市设

计模式，采取小组团、大社区的城市空间

模式，以格网的城市规划手法，将总体

３５万平方米的社区分割成配套公寓、
ＳＯＨＵ办公、ＬＯＦＴ办公、配套餐饮、总部
商业等多个大小不等的功能区块，一条

至东向西的中央景观带贯穿其中，将不

同的组团连成一个整体。 （经瑞坤）

市场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现有商品交易
市场１３８家，比上年减少１０家。其中农
副产品综合市场８６家，花鸟市场２家；
钢材市场９家，建材市场１４家，其他生
产资料市场７家；消费品市场２０家。

$%%#

年宝山区农副产品综合市场一览表

序 注册号 市 场 名 称 市场类型 注册地址

１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０３４３４ 上海振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新二路１１１１号

２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０９６９７ 上海逸骅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服务部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殷高西路８８号

３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４５９７ 上海逸兴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逸仙路３４５６弄１９号

４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７２１０ 上海淞南农副产品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淞良路７０１号

５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１７９０ 上海岭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岭南路１０２８号

６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０２６１ 上海大昌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长江南路５７９号３

７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３２９９７５ 上海苏特仑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共和新路４７０１弄～１号

８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７７５３４ 上海国江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国权北路６５４号

９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２０９２３ 上海和佳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国权北路８２９弄１号一层

１０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２１３６４ 上海淞发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淞发路６１号

１１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１７０１７ 上海罗泾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陈镇路１５８号

１２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２６７６１ 上海佳易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潘新路９６号～１０８号

１３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０４８１８ 上海虹腾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沪太路３６３３号

１４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５８１４２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淞兴路１６３号一楼

１５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３６４ 上海富弘农副产品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共富路５６８号

１６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８６９４ 上海归王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宝安公路２１４２号

１７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２０７１ 上海共富副食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共富路３０５弄

１８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３６４１３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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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泰和西路３３８９号

１９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１０８９７ 上海润通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水产西路９３８号

２０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３６４１３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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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顾村镇顾北东路５７５弄

２１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８８９ 上海菊泉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菊太路３０８号

２２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６６２ 上海顾村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顾村镇顾太路３５０号

２３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４３２０５ 上海绿欣晋英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顾村镇顾荻路３３２号～３４８号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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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 注册号 市 场 名 称 市场类型 注册地址

２４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５５２５０ 上海宝菊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宝菊路６５５号

２５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１５４ 上海金罗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罗溪路６８８号

２６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９８１０ 上海罗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罗南镇东太路２３９号

２７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１７１１ 上海金罗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罗店镇新街２９号

２８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１５４１３０００１ 上海金罗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罗东路市场分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月罗路１５０９号

２９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２９１８ 上海罗溪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罗溪路８００号

３０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１６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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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盘古路４９２号

３１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１８８４０ 上海宝山青鲜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友谊支路２６５号～２７５号

３２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６５５６ 上海宝山团结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团结路１２号

３３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０３８２ 上海宝林二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宝林二村１０７号

３４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７３０４ 上海宝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东林路２０１号

３５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９７２８４ 上海宝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湄浦路分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湄浦路２８０号

３６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１５６１０ 上海宝山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密山路１０１号

３７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２３９８２ 上海宝山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宝杨路市场分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宝杨路２５０号

３８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０７８９２ 上海淞宝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永乐路３８８号

３９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４９０９１５ 上海宝江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月罗路３０５号

４０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２２８ 上海庆安集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月浦镇绥化路５２弄６２号

４１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３２４１９ 上海盛桥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月浦镇盛桥古莲路３２８号～２０１室

４２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３３２ 上海宝山勤宇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月罗路８８８弄２７号

４３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４１０ 上海月春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月浦长春村园和路１０号

４４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０４３４ 上海宝山鱼塘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德都路２５５号

４５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８５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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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春雷路４５５号乐业商场底层

４６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１４４ 上海场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庙行镇场北村南藻路

４７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２０９００ 上海时欣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通河路４１１号

４８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２２９ 上海呼玛商品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呼玛二村１号

４９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２１１４ 上海共江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通河路１０７号

５０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３５２ 上海野桥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三泉路１４５１号

５１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４９７３５２ 上海新星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虎林路２３９号

５２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７４３８ 上海宝山泗塘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爱辉路５９９弄内

５３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６０７２ 上海通河集贸市场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通河路５３８号

５４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５０７０４ 上海庙行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场北路３６０号

５５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５３８０５ 上海宗发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通河路５５２号一楼

５６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０２８ 上海龙珠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行知路２５１弄６１号～６４号

５７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０３５ 上海乾溪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场联路１４２号

５８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０３５１３０００１ 上海乾溪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环北市场经营管理分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环镇北路７８９号

５９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３６７ 上海华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南大路５８８号

６０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０４７ 上海乾中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南大路１５８号

６１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１１０ 上海宝山聚丰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大场聚丰园路３００号

６２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４７８ 上海锦秋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锦秋路６９５弄７０号

６３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３６７１３０００１ 上海华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祁骆路市场分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祁骆路南侧２２８号

６４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１２７７ 上海姜家桥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沪太支路１０４０号

６５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５９７ 上海大华二村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新沪路３２７号

６６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１９５４３ 上海大华二村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真华路菜市场分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真华路１０５７号

６７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６０８ 上海真华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行知路８３３号１楼

６８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３９１１ 上海鑫力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新沪路４８号

６９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２６７４５ 上海祁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锦秋路１３６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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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 注册号 市 场 名 称 市场类型 注册地址

７０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１２３８３ 上海振宝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富锦路１５８８号

７１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０３６ 上海杨泰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杨泰路２４０号

７２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４５２ 上海三鼎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铁山路１４８号

７３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５０４ 上海东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宝杨路２０１７号Ｂ－０２６室

７４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０９２９１ 上海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江杨北路８８号

７５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１３８３９ 上海邦手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铁峰路２０４１号

７６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２３７２７ 上海天磬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水产西路２００号

７７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３３８１ 上海东江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水产路５号

７８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７２２３ 上海新吴淞综合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淞浦路９２１号

７９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７３２６ 上海海滨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牡丹江路１８２弄３号

８０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３４４４ 上海西朱集贸市场经营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同济路２００号

８１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７２７０ 上海宝山商业网点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泗东路２２号

８２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２５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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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同泰北路４４９号

８３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０４４ 上海月浦蔬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川路２７６７号

８４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７８７３０ 上海江阳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泰和路１７００号

８５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２７５０ 上海大场农副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真大路５６１弄１号

８６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５３９１ 上海凯红食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场中路３１５５号

$%%#

年宝山区花鸟市场一览表

序 注册号 市 场 名 称 市场类型 注册地址

１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３６１９ 上海吴淞环岛花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花鸟市场 牡丹江路１８９号～淞宝路８８号

２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２２３１ 上海上房绿建花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花鸟市场 爱辉路３５８号～５００号

$%%#

年宝山区钢材市场一览表

序 注册号 市 场 名 称 市场类型 注册地址

１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６２７２ 上海江杨钢材现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钢材市场 江杨南路１５１８号

２ ３１０１０９０００４２８０１９ 上海中规钢材电子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钢材市场 殷高西路１０１号６０３室甲

３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３２８８１３０００１ 上海宝山钢材交易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北一路市场分公司 钢材市场 中山北一路９０３号～８６５弄

４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３９８０ 上海场中钢材现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钢材市场 真大路５４９号

５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５８３６３ 上海高境金属交易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钢材市场 新二路１６８号

６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６１５１３ 上海云峰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钢材市场 长江西路７７８号

７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４１３４７ 上海铁山钢材现货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钢材市场 铁山路１号

８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５２８ 上海交运钢材现货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钢材市场 纪?路１５１号

９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１１７５７ 上海诚通亚盛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钢材市场 友谊路１５７８号７号楼

$%%#

年宝山区建材市场一览表

序 注册号 市 场 名 称 市场类型 注册地址

１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４７９７９６ 上海建配龙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建材市场 长逸路１５号

２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１４１０４ 上海喜饰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建材市场 一二八纪念路１１６８号

３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２８７３ 上海金罗店装饰材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建材市场 月罗路２３７５号

４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４１３９７ 上海佰旺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建材市场 月罗路１１１６号

５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８２６８５ 上海惠客居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建材市场 沪太路５００８弄３８号

３４１

市　场



（续表）

序 注册号 市 场 名 称 市场类型 注册地址

６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９５９０３ 上海兴明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建材市场 沪太路４３３２号

７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０７２６０ 上海联东石材陶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建材市场 沪太路３１９８号～３２２３号

８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５５８６ 上海祁锦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建材市场 陈太路１４８１号

９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９７４１ 上海场南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建材市场 沪太路２０１９弄５８号

１０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０６１３ 上海美仑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建材市场 ?川路１６３８号

１１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７２９５ 上海建名美饰家建筑装饰材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建材市场 宝杨路２２３１号

１２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０９９０３１３０００２ 上海海神建材装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沪太路分公司 建材市场 沪太路２４２７号

１３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４９３６４７ 上海乾丹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建材市场 祁连山路２１９２号

１４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４１８７３４ 上海长临建材装饰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建材市场 长临路８８９号

$%%#

年宝山区其他生产资料市场一览表

序 注册号 市 场 名 称 市场类型 注册地址

１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３６５ 上海安亭旧机动车交易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从嘉定迁入宝山） 其他生产资料市场 呼兰路５２５号

２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３１５８ 上海金阳光汽配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生产资料市场 水产路１６９９号

３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４７３７ 上海月浦汽配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生产资料市场 ?川路４０５１号

４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５２０１ 上海宝山吴淞国际汽车配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生产资料市场 友谊路１５００号

５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０７７５ 上海沪大汽车配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生产资料市场 沪太路３１９８号

６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９６１４ 上海广大机电设备市场有限公司 其他生产资料市场 沪太路５７８８号

７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２５７１８ 上海福人林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生产资料市场 沪太路２６９５号～２６９９号

$%%#

年宝山区消费品市场一览表

序 注册号 市 场 名 称 市场类型 注册地址

１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６７６９６ 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沪太路１８０１号

２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１００８１ 上海好百年高境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殷高西路７００号三～四层

３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０７６９６ 上海沪客隆家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淞兴路１６３号

４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４１４２１ 上海华贸家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牡丹江路８８１号～８８９号

５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２２２２３ 上海飞洪百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共和新路４７３１号～４７３７号

６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７８４６ 上海天翔服饰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长江南路５９３号

７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２６７５３ 上海远航服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新川沙路５１２号

８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５１８５ 上海闽都服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场中路３８００号

９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２１９６ 上海霓虹儿童用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大华路５１８号第１～１．５层

１０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３９５４ 上海隆生茶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淞兴路１６３号

１１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１３７８９３ 上海北翼商业街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牡丹江路１５９９号

１２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４７６０１３０００１ 上海沪客隆招商市场有限公司沪客隆服饰市场分公司 消费品市场 淞兴路１５７号～１６５号

１３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１７５２１５ 上海沪客隆招商市场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淞兴路１５７号～１６５号

１４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５９６ 上海东方国贸新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沪太路３９９９号

１５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２５１７１ 上海共康服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长临路８００号

１６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８２５４３ 上海东明家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沪太路４３０１号

１７ ３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８４５４ 上海罗店小商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罗店开发区（塘西街１６９号）

１８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２６０７７０ 上海牡丹江电脑数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牡丹江路１００１号

１９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３０９８９ 上海宝谊综合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牡丹江路１７２５号

２０ ３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８２８２ 上海月盛百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消费品市场 月浦镇龙镇路５３号

（徐　婕）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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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旅行社增减一览表

经营许可证号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新增

Ｌ－ＳＨ－ＧＮ８２７ 上那旅行社 同泰北路１８３号１号楼２０１室Ａ ５６５８６１８３

Ｌ－ＳＨ－ＧＮ８６４ 国力旅行社 南华苑路１３１号 ３６１５５３４５

$%%#

年宝山区主要经营指标前五位旅行社排名表

名次 总营业收入 自组团人数 接待人数 接待人天数

１ 宝钢国旅 通达 宝钢国旅 宝钢国旅

２ 通达 宝钢国旅 通达 新浦江

３ 龙廷 龙廷 新浦江 世豪观光

４ 世豪观光 新浦江 世豪观光 通达

５ 新浦江 宝览假日 天翼 天翼

$%%#

年宝山区饭店经营指标排名表

名次 总营业收入 接待人数 平均出租率

１ 宝山宾馆 新长江大酒店 北翼大酒店

２ 金富门酒店 大康度假城 锦江之星宝杨店

３ 新长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逸仙店 宝隆居家友谊店

４ 臣苑大酒店 锦江之星宝杨店 宝钢商务大厦

５ 美兰湖皇冠假日酒店 美兰湖皇冠假日酒店 宝山宾馆

９月２０日，区旅游局向民工子弟学校授“爱心之旅”旗帜 区旅游局／提供

旅游
■概况　２００８年，全区旅游行业从业人
员５０００余人。主要旅游饭店有 ３１家，
客房３６５２间，其中通过复核的星级饭店
１０家，具体有四星级饭店１家、三星级
饭店４家、二星级饭店３家、一星级饭店
２家；有旅行社２６家，其中国际旅行社１
家。应对“５·１２”地震灾害给旅游业带
来的影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并且积极

响应号召捐款捐物，据统计，宝山区旅游

行业为地震灾区捐款６２万余元。全行
业发起“爱岗敬业，奉献爱心”主题实践

活动，开展来沪川籍地震伤员和家属“宝

山－上海一日游”爱心公益活动，接待地
震伤员和家属５６人。

■行业管理与建设　５月，做出《加强政
风行风建设的公开承诺》和《宝山旅游

行业加强行风建设的公开承诺》，并公布

监督电话接受社会监督。４月２３日和９
月２４日，两次参加宝山广播电台《百姓
连线》栏目，与市民就热点话题电波交

流。建立联络员制度，开通“短信服务平

台”。编印《旅游政风行风工作动态》简

报１４期。根据《旅行社管理条例》，全年
审批国内旅行社１家，从长宁区迁入国
内旅行社１家，旅行社经营场所变更 ４
家。全年国内旅行社业务年检２５家，暂
缓通过１家；通过导游年审 １３３人。１１
家星级饭店完成年度星级复核，其中新

长江大酒店被取消星级，大康度假城和

华方大酒店暂缓复核，汇海大酒店限期

整改。强化社会旅馆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全区如家快捷吴淞店和锦江之星宝

杨码头店获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服

务”达标单位。年内，举办区旅游系统消

防安全培训、《劳动合同法》讲座和“上

海世博会旅游经济增量效应及营销创新

对策”专题报告会。组队参加２００８年上
海市旅游住宿业“服务奥运迎世博”技

能大赛餐厅铺台服务比赛，宝钢商务大

厦的李钰获社会旅馆个人奖（中餐服务

Ｃ组）第５名，并获“上海市旅游行业职
工岗位能手”称号；宝山宾馆丁春端的作

品《鹤舞玉兰》和飞士大厦张双霞的作

品《百年好合》获优秀作品创作奖，宝山

区旅游局获“优秀组织者”团体奖。

■长三角旅游庙会　９月２０日，由区旅
游局主办的长三角旅游庙会在宝山文化

广场举行。庙会以“迎世博盛会，展旅游

风采”为主题，分苏浙沪旅游资源展示、

土特产展销、民间手工艺表演、旅游法律

法规咨询四大板块近百个展位。宝山区

推出世博之旅系列游，演绎生态、休闲、

文化、时尚、科技、美食六大主题，参与的

市民达万余人。

■“凝聚爱心，传递希望”爱心之旅　９
月２０日，为使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
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参与上海大都市

的节庆活动，区旅游局发起 “凝聚力量，

传递希望”爱心之旅主题公益活动。淞

宝路育才农民工小学的学生共５４人，参
加在宝山文化广场举行的启动仪式。区

旅游局和旅行社代表向小游客们赠送学

习用品和书籍。小游客们参加了田园农

夫节，游览了上海海洋水族馆。

■田园农夫节　９月１０日至１０月７日，
作为２００８年上海旅游节活动之一的宝
山区“绿色之韵—田园农夫节”，在罗店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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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旅游经济情况表

项目 单位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增减％

旅行社

接待人数 人次 ９８１９５ １０８８４６ １０．８

组团人数 人次 １５７５０３ １６６１２５ ５．５

营业收入 万元 ３４２３８．６２ ４０４０４．１３ １８

主要饭店

接待国内游客 人次 ３７２７４６ ４２４５６０ １３．９

接待海外游客 人次 １１９７３８ ７４９１７ －３７．４

主要饭店营业收入 万元 ５２６４５．３７ ４８６１６．６９ －７．７

客房率 百分点 ６４ ６３ －１

（张维倩）

市民骑游队 摄影／顾鹤忠

镇东方假日田园举行。田园农夫节分丰

收嘉年华、农业小百科、饕餮农家宴、农

事突击手、爱心大放送、全民总动员等六

个活动板块，突出“农”味，表现“闲”意，

注重参与性、趣味性，通过吃农家饭、干

农家活、品农家乐的体验诠释“城市农

夫”的生活理念，吸引游客７０００人。

■ ２００８上海国际钢雕艺术节　１０月２８
日至１１月１０日，由宝山区政府和宝钢
集团主办的２００８上海国际钢雕艺术节
在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举行。市政府副

秘书长王伟，市旅游局局长道书明，中共

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市政府有

关部门、宝钢集团、仪电控股（集团）公

司等领导和旅游者 ３００余名参加开幕
式。艺术节以“资源再生利用，艺术创造

价值”为主题，以“绿色·环保”为核心，

以原铁合金厂遗留的废旧钢铁为制作材

料，组织艺术家进行主题创作，建成独具

环保特色的钢雕公园，营造出独一无二

的后工业景观。艺术节期间，展出 １５０
余件国内外艺术家创作的钢雕作品，并

推出与宝钢、罗店新镇、吴淞炮台湾湿地

森林公园等旅游资源相结合的时尚、生

态、休闲、绿色主题游。

■旅游宣传促销　４月１０日，区旅游局
组织区内旅游企业参加在郑州举行的全

国国内旅游交易会，设立宝山滨江之旅

联合展台，向公众推介融吴淞口人文景

观游、宝钢工业游、罗店风情游、环区步

道生态游、科普教育探索游于一体的宝

山旅游线路，发放宣传资料５０００余份，
吸引了数万名业内外人士前来咨询。１０
月，参与宝山区“诚信活动周”咨询活

动，在现场为市民提供旅游宣传、线路咨

询、投诉受理和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

的便民服务活动，发放滨江之旅宣传册、

上海旅游护照、旅游便民手册、中国旅游

报等宣传资料千余份。邀请新闻媒体参

与“传承红色圣火，做世博小主人”万名

游客游宝山主题活

动，与《旅游时报》、

《新民晚报》摄影部、

宝山区政府网站联

合举办“直通长江

口”滨江新区之旅摄

影赛，在《宝山报》、

《旅游时报》、《新民

晚报》专版刊登，提

升宝山旅游知名度。

■区域合作　加强
与兄弟区县、长三角

友好地区的合作。４
月，嘉定区旅游协会

一行到宝山区，与部

分旅游企业总经理

进行交流研讨。７月，区旅游局组织 ３０
家旅游企业赴德清学习考察，在雅兰维

景国际大酒店召开宝山区与德清县旅游

对口交流会，签署《上海市宝山区旅游局

与德清县旅游局关于加强双方旅游系统

交流合作协议书》。９月，举办长三角旅
游庙会，来自苏、浙、沪地区的５０家景点
联合推介。１１月，区旅游局及部分旅行
社应邀参加中国·丽水首届国际生态经

济博览会。

供销社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供销合作总社根据
“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经营战略，确

定“转型、创新、拓展”的工作重点，完成

销售总收入 １４２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９４％；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２１１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０３７％；企业总收入 ２１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４６％；上缴税金
３６８９６７万元，比上年增长 ４４１２％；年
末总资产 １２４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５７％；租赁收入 １０８亿元，比上年增
长９５％。全社有全资企业１４家，控股
企业１１家，参股企业１３家；在编员工总
数１３９８人，比上年减少８７％。年内，区
供销总社下属的南方公司“强化主业、多

元发展”，废钢、废纸和废塑料业务量比

上年平均增长６８２７％；长兴公司在供油
业务上，新发展１７家客户，全年主营业
务增长３３３４％。华森公司不断改革技
术创新，开发国内首例彩色双层 ＴＰＵ水
带产品，全年业务销售量比上年增长

４０％。储运公司新增钢材开平业务，全
年承接业务 ４万吨，效益创历史新高。
投资公司完成改造、维修、拆除等工程项

目１９个，在建工程３个。医药公司新增
医保定点药店２家，经营毛利率比上年
提高２５个百分点。年内，区供销合作
总社被宝山区劳动关系联席会授予“劳

动关系和谐企业”称号；上海南方冶金炉

料有限公司被上海市商业联合会授予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商业优质服务先
进集体”，被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授予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百强企业”；北翼

商业街获“宝山区市场信用分类监管示

范市场”。

■资产经营管理　加强资源整合，扩大
业务规模，北翼商厦调整６０００平方米经
营范围，提高资源产出效益。规范招商

“进口关”，实行招商备案制度，清理“二

房东”１２家，调整租赁户６３家。修改完
善租赁规范合同文本，预防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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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拓展招商信息渠道，尝试竞标招

商。推进网点维修项目专业分工办法，

建立委托维修管理机制。继续盘整、挖

掘存量资产效益，完成维修改建项目

５７个。

■工程建设　至年末，区供销总社开工
建设项目：７月，位于同济支路８８号的
同济商务楼开工，总投资 ６００万元，建
筑面积２８３１平方米；９月，启动“美罗
湾”一号地块改造建设项目，总投资

２２７０万元；１１月，位于月浦镇北安路
１１８号的月浦培训中心项目正式动工，
总投资１５００万元，建筑面积７０００平方
米。 （施文芳）

长江口股份公司
■概况　２００８年，公司总资产 ４１２亿
元，实现销售收入１９３６亿元，比上年增
长 ５１７０％；实 现 利 润 比 上 年 增 长
２２３４％；上缴税金５０５０万元；资产负债
率下降至６４４５％，比上年下降５３５％，
创公司组建以来最好水平。至年末，公

司共有控股企业１１个，职工１２６８人，在
岗职工年平均收入比上年增长２０３０％。
公司推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继实现三

大体系（质量认证、财务 Ａ类、文明单
位）全覆盖后，提前达到合同信用 Ａ类
标准，取得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纳税信用 Ａ
类以上等级。１１月１２日，公司兼并整合
上海新吴淞商贸总公司。全年获市级及

以上先进集体１５家、获市级及以上先进
个人１６人次。公司党委被评为区基层
先进党组织，公司获“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度
上海市职工最满意企（事）业单位”、“上

海市工会经审工作先进集体”称号；百货

分公司获“全国商业质量效益型先进企

业”称号；一德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获“２００８年全国商业质量奖”称号。

■百货分公司　全年实现销售比上年增
长３０５６％；年内加强 ＶＩＰ客户建设，实
现销售占总销售额的２５０５％。年内以
贴近消费、调整布局为重点，调整装修品

牌专柜（厅房）４８个，实现品牌更新率
２５１０％。调整黄金广场分号商品布局，
缩减经营面积，实现平稳过渡。

■新世纪公司　年内，与５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中药房签订合作协议，医疗机

构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３２２４％。引进
“温胃舒胶囊”、“清开灵胶囊”、“一清软

胶囊”、“妈咪爱”、“易坦静”等知名品

牌，并获其地区总代理及区域代理权。２
月，绿叶便利公司划归至新世纪公司统

一管理，形成药品与非药品集约化经营

的新格局。

■一德连锁公司　至年末，一德连锁公
司共拥有零售连锁药房５２家，其中包括
大型经济药房２家、医保定点药房７家，
开设健康服务热线９条。在定点药房实
行２４小时昼夜经营，为广大客户提供免
费医保和健康咨询服务。全年销售收入

比上年增长２０９％，实现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双丰收。

■五金公司　以完善物流、服务企业为
方向，坚持一手抓客户，一手抓渠道，提

升企业知晓度和商品竞争度，积极培育

和巩固优势。年内引进“麦太保”电动

工具、“埃米顿”工具、“公牛”电器和

“ＫＳＤ”等２０余个生产资料品牌，并获其
区域代理权、总经销权和地区专卖权。

逐步实现营销方式由被动向主动转变，

与上游供应商进行积极合作，组织商品

展示活动，设立宝大店、长兴店为商品集

聚点。

■资产公司　至年末，资产公司共拥有
网点面积５万余平方米，对外出租网点
１４０家。年内，公司以强化管理、增加产
出为目标，注重客户管理，强化租金收

缴率和到期网点的租金递增率，提高资

产产出效率，完善网点租赁规划，建立

区域责任制，以全面掌握租户的动态

信息。

■经营公司　年内，经营公司继续推进
集约和标准化操作，建立档案数据库。

全年共完成股份公司装饰工程项目施工

２２项，零星维修项目１００余项。

■宝胜公司　１１月，根据区国资委决
定，上海新吴淞商贸总公司等企业归属

长江口股份管理，为下属全资子公司，以

上海宝胜副食品有限公司名义对外经

营，并按照菜场统一规划、网点统一管

理、人员统一安排、资金统一调度的总要

求，推进全区标准化菜场业态的规划与

发展。 （长江口股份提供）

宝隆集团
■概况　２００８年是上海宝隆集团有限

公司全面实施“五年发展规划”的第四

年，这一年酒店服务业虽受全球金融危

机影响，但集团公司全年仍完成销售收

入３００００余万元，比上年上升３２４％；实
现净利润 ２１８０余万元，比上年下降
４２３６％。至年末，有员工３４０２人，其中
管理人员２２５人。年内，公司获“上海市
模范职工之家”、“市青年文明号优质服

务示范集体”、“市五一巾帼文明岗”、

“上海市商业优质服务先进集体”等

称号。

■宝隆美爵酒店升五星改造工程完工
开业　宝隆美爵酒店升五星改造工程
按计划完成了南面楼层加建和装饰改

造，包括完成酒店一层“天地餐厅”改为

中西式自助餐厅，可容纳 ２５０位客人；
酒店二层“金色殿堂”改为欧式古典风

格、无柱式多功能宴会厅，约 ７５０多平
方米，可容纳５００人；酒店四层１２间棋
牌室、２间兵乓房、桌球房；酒店五层屋
顶花园、健身中心等。改造工程于２００６
年７月１７日正式启动，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全面完成（地下车库工程因受周边项目

影响除外），整体改造面积 ２８０５０平方
米。整个工程克服了边营业边施工的

难题，工程期间未发生过一起重大安全

责任事故。１１月２６日，酒店举行新装
开业仪式。

■宝隆金富门酒店店庆 １０周年　８月
１５日，酒店召开以“经历十年风雨历程”
为主题的庆典活动，回顾宝隆金富门酒

店的１０年创建和发展历程。宝隆金富
门酒店在１９９８年建店时定性为区属招
待机构，未能全面对外服务，导致连年亏

损，特别是２０００年亏损达１３００余万元。
２００５年，集团公司实现改制。通过经营
者不断开拓市场营销，当年酒店即实现

扭亏为盈。宝隆金富门酒店以婚宴品牌

为特色，突出餐饮和外宾市场，为区域内

三星级涉外酒店。１１月２５日，金富苑中
餐厅完成门面改造，中餐厅焕然一新。

２００８年，酒店实现销售收入 ５８７０余万
元，利润总额１９５余万元，分别比上年增
长１４１％、１６６７％。

■宝隆居家牡丹江路店对外营业　８月
１０日，上海宝隆旅店管理有限公司宝隆
居家旅店第１１家分店———牡丹江路店
正式对外营业。该店拥有客房５５间。

（吴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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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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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经瑞坤

７月１６日，副市长胡延照到宝山察看蔬菜生产 摄影／王卫锋

综合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实现农业总产值
６３８亿元，比上年下降４８％。其中，种
植业产值２９８亿元，下降１１８％；林业
产值０４２亿元，增长２６３％；畜牧业产
值 ２１５亿元，增长 ２１４％；渔业产值
０３５亿元，下降 ５０８％。据 ２００８年宝
山区农村收益分配年报统计汇总，全区

有 １１０个行政村、８７８个村民小组、
４２６５４户农户，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保
持稳定增长。参与农村收益分配人口

１４６７５２人（包括来沪人员），比上年减少
４０５人，下降０２８％；农村劳动力９４８０５
人，减少５７７人，下降０６０％，其中来沪
人员 ２８４６２人，增 加 １５１人，增 长
０５３％。农业用地总面积 ６５８９３亩，减
少 ４３８３亩，其中耕地 ５２２３６亩，林地
７５４５亩，水面１３５６亩，其他４７５６亩。全
年农村经济总收入 ２３５７３７亿元，比上
年增加４２００６亿元，增长２１７％；完成
国家税收 ６０６９亿元，增加 ４７４亿元，
增长８５％；利润总额６７１１亿元，减少
４５９亿元，下降 ６４％。农村经济总收
入前三位的分别是杨行镇４６１８１亿元、
月浦镇 ４０４２９亿元、淞南镇 ３７１６３亿
元。全区农村经济发展特点：（１）农村
经济总收入增幅较大，利润无增长。全

年全区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２３５７３７亿
元，突破 ２０００亿元大关，比上年增
２１７％，利润总额６７１１亿元，比上年下
降６４％（主要是农业成本费用增长较
快）；（２）上缴国家税收增长幅度有所回
落。主要受经济效益的影响，所得税比

上年下降２５％，上缴税收增速下降４５
个百分点；（３）工业增长缓慢。工业生
产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冲击较大，增幅

缓慢。全年工业收入实现６６２６１亿元，
比上年增 ６８％，增速比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６
年分别下降了５１个百分点和８３个百
分点。房产业全年收入实现 ９６５９亿

元，比上年减少０９％。

■农民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　全年农民
人均收入 １４７７２元，比上年增加 １４２１
元，增１０６％；全年劳均收入２２８６７元，
比上年增加２２６９元，增１１０％。农民人
均收入和劳均收入的增幅比上年分别下

降２９个百分点和３９个百分点，但仍
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成立农村会计服务中心　年内按“一
年建框架，三年成体系“的总体要求，加

强农村基层基础建设，加强农村集体组

织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合同管理和干部

薪酬管理，提高村级集体经济民主管理

水平。宝山区政府制订并出台《关于进

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建设提高村级集

体经济民主管理水平的意见》及《关于

成立农村会计服务中心的实施办法》、

《关于加强农村集体合同管理的实施办

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

督管理的实施办法》三个配套文件（即

“１＋３”文件），形成“村级自治、中心服

务、镇级监管、区级指导”的工作机制。

１２月２７日，根据“集体资产所有权、使
用权、审批权和收益权不变（即“四权不

变”）的原则”，建立农村会计服务中心，

试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北部月浦、

杨行、顾村、罗泾、罗店５镇率先成立农
村会计服务中心并举行集中揭牌仪式。

农村会计服务中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会计法》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

制度》及相关政策、法规，做好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会计核算，编制财务公开内

容；准确掌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状

况，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

台账；对签订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内、

对外土地承包出租和资产出租合同进行

清理备案，建立台账；做好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财务预算和决算工作，进行财务分

析；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纳人员核

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收支业

务等。

■推进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　全区
农村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总体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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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６日，市农委领导视察宝山农田 摄影／徐莺音

求在“十一五”期间内完成，２００７年全
区在３０％村试行的基础上，２００８年继续
以４０％的目标推进，全年推行村级财务
管理规范化建设 ４２个村。４月，区国
（集）资委、纪委、财政局和民政局等部

门根据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对

上年规范化试点１８个村进行考评验收，
经考评全部合格。５月，区国（集）资委、
经管站对列入２００８年实施村级财务管
理规范化工作的４２个村总会计和村民
主理财小组组长分别进行业务培训。年

内，宝山区经管站被评为２００８年度上海
市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工作一等奖。

■规范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科目设置和
核算　按照《上海市农村经营管理站关
于进一步规范本市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

核算的意见》要求，全区组织统一培训，

统一和完善二、三级会计科目设置，指导

村集体经济组织做好会计业务衔接和电

算化软件的调整，并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
实施。 （张书窻）

■农业行政执法　年内，区农委加强农
林执法管理。加强农药、肥料、种子市场

的监管，开展农药、肥料市场标签检查３
次，检查农药品种３８３个，叶面肥品种７１
个；配合市农委开展农资质量抽查，抽查

农药品种１５个，复混肥样品 ３个，对 ３
家企业的商品有机肥进行了２次抽检；
全面排查甲胺磷等五种高毒农药和毒鼠

强市场２次；开展主要农作物种子标签
检查２次，检查１６０个种子品种，质量抽

查２次，抽查２００个品种；转基因食用油
和卫生杀虫剂检查２次，检查区内超市
３１家，检查转基因食用油品种１８５个，卫
生杀虫剂品种６９个；开展农资打假专项
整治，联合执法４次，检查农资经营商店
１８４家次，出动执法人员 ２４６人次，责令
限期改正２０家，处罚农资商店２３家次，
罚款１０２万元。妥善处理罗店天平猕
猴桃受路基钢渣水危害、罗店天平农场

２０亩小麦受罗店建材厂排放烟气危害
等两起工业“三废”排放引发的农作物

受害事故。加强畜牧执法管理，结合动

物卫生监督执法规范年活动，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７７８
人次，检查养殖场、饲料许可证生产企

业、兽药经营企业、兽药生产企业２２９家
次，查处案件 ３２起，涉案货值 ４１０７万
元，罚款６２３万元；对５家饲料生产企
业、５家冷库、２家集贸市场、１家超市和
１家规模化养殖场开具改正通知书；加
强道口监管，健全道口日常管理、操作规

范及培训学习的制度。洋桥指定道口全

年共检查、消毒装运动物及其产品的车

辆６２３５辆，检查生猪 ２６０７３头，牛 ５５５
头，羊８０只，禽１７０６３０４羽，兔６４５０只，
犬２８条，动物产品 ３０２２３吨；查处违章
和不符合入沪要求的车辆５２辆，禁止入
沪猪６０４头，牛１５头，羊８０头，禽８２８４
羽，犬２８条，动物产品 ２５３３５吨；销毁
途亡猪１２头，罚没款 ４０２万元。加强
渔政执法管理。全年共核发捕捞许可证

６９张，其中鳗苗捕捞许可证３８张，其他
临时许可证３１张，核发鳗苗收购许可证

１张；征收渔业资源费４１４万元，查处各
类违规案件 １２４起，罚没款 ４０５万元，
没收渔获物８５公斤，电瓶７台、电容升
压器３台，准运鳗苗２３６万尾，投入内
陆水域放流资金１０万元，增殖放流鱼苗
８２０万尾；对月浦、罗泾、罗店镇的１６家
养殖单位进行１３次检查、３０件抽查样品
送检，全部符合要求。

■农业集体规模经营　至年末，全区共
组建集体合作农场４４个，吸纳农民就业
１７２０人，其中以粮食为主的集体农场２８
个，林果集体农场３个，蔬菜集体农场８
个，粮菜兼营的集体农场５个。集体农
场经营面积 ２２１２公顷，其中粮田面积
１２２７公顷，林果面积２７４公顷，玉米面积
８８公顷，蔬菜面积６３３公顷。农场职工
平均收入突破 １６万元，比上年增长
３５％。全年夏粮生产亩产达 ３４９公斤，
实现历史高产；秋粮亩产达５５１公斤高
产水平。对实行规模经营的农场，区、镇

两级财政按种植类别予以补贴土地流转

费每亩５００元～８００元，对农场职工每月
补贴工资５００元～８００元，全年共补贴农
场建设资金 ２９０９４２万元、土地流转费
１１９１０７万元、职工工资５５３３５万元。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年内投入７９３万
元，综合改造全区４１２公顷设施粮田；投
入４２８４万元，改造和建设１３７公顷设施
菜田，农田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和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投入１１３０万元
配置各类农机４７３台（套），全区１２２７公
顷粮食生产从育秧、播种到收割实行全

程机械化，在全市率先实现粮食生产全

程农业机械化操作。

■农产品品牌　全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农
产品品牌主要有：“宝宇”牌“宝农３４”大
米；“祥和”、“盈灵”、“金罗店”牌蔬菜；

“宝杨”、“宝大”牌蔬菜种子；“好沣水”、

“金罗店”牌瓜果；“绿态”牌水产品；“宝

园”牌园林鸡；“超大”牌食用菌；“汉

康”牌豆制品。

■科技培训和农业信息化建设　开展农
业专业化技术培训，全年共培训转移农

民１０７１０人次，引导性培训 １０６０人次，
专业农民培训 ３００人次，信息化培训
１０７２人次，创业农民培训３３人；农村集
体继续教育８１人，知识产权公需科目继
续教育７９人，农民远程培训９３０人。推
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完成宝山农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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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第６版改版工作，新增农业规模经营、
网络公告、新农村建设、近期要闻等栏

目；增设信息员论坛及后台管理栏目，维

护更新各类新闻３５０条，编写农技信息
１２期；推进为农综合信息服务村村通工
程，配送３０台“农民一点通”信息终端，
为２０个村级为农综合信息服务站安装
调试。

■科技入户　年内深化科技入户工作，
通过技术指导员与示范场（户）面对面、

手把手、零距离指导，构建科技人员直接

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指导直接

到人的模式，促进增产增收。选派９名
优秀青年干部和科技骨干到粮食合作农

场担任技术副场长，指导和帮助农场开

展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指导水稻科

技示范农场１０个，面积３３３公顷，园艺、
经济作物示范面积８公顷。建立水产养
殖示范户３户，科技指导５６人次，举办
培训班 ２期培训 ３６人次，带动辐射 ２３
户；建立蔬菜科技示范户２７户，面积３７８
公顷，带动辐射１７０户，建立蔬菜科技示
范场（社）９家。

种植业
■概况　全年实现种植业产值２５５亿
元，比上年下降２１２９％。粮食播种面积
２０８９公顷，比上年增加 ２７５％，其中小
麦９３０公顷，增加１００６％，水稻１１５９公
顷，下降 ２５０％；粮食总产 １３９８４５吨，
比上年增加９７７％，其中夏粮４８７２吨，
增加 １６７５％，秋粮 ９１１２５吨，增加
６３８％。果树面积 ２４９公顷，果品总产
量４１４９吨，比上年下降７８％；西甜瓜面
积９０公顷，总产量４２６２吨，比上年减少
１０９９％。全区蔬菜种植面积 １０６５公
顷，比上年减少 ２１５％，全年上市蔬菜
９７万吨，比上年减少 ３０７１％；蔬菜上
市金额１９８亿元，比上年减少２６６７％，
其中蔬菜配送量为３３４万吨，配送额达
８７１１万元。

■科技示范与推广　年内开展优良品种
示范推广。粮食作物新品种覆盖率

９５％以上，良种覆盖率１００％；水稻生产
示范推广宝农３４，面积２３３公顷，平均亩
产达４８３公斤；小麦生产主推新品种罗
麦８号，全区推广面积８６７公顷，平均亩
产３４９公斤，创历史高产纪录。食用菌
主推草菇、袖珍菇、金针菇等 ７个新品
种；鲜食玉米主推沪玉糯２号、３号、彩
糯２号、苏玉糯２号等５个新品种；西甜

瓜主推早佳（８４－２４）、早春红玉、玉菇３
个优质品种。蔬菜良种覆盖率达到

９０％以上，主推浙粉 ２０２番茄、申青 １
号、宝杂２号黄瓜、黄心芹、华王青菜等
２１个优良品种。开展新技术示范推广。
设立麦子、水稻丰产示范方各６个，水稻
生产千亩丰产带１个，开展田间会诊、苗
情分析，落实关键技术措施，进行检查评

比等，促进麦、稻丰产，全区９５公顷小麦
丰产示范方平均亩产３８３５公斤，２１５公
顷水稻丰产方平均亩产达５８５公斤。蔬
菜生产主推高效茬口与配套栽培、设施

蔬菜优质高效栽培、蔬菜病虫害绿色防

控等７项技术，入户率达１００％。开展水
稻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示范推广。组织

农机作业操作技术和维修保养等培训６
场５５０人次，年内水稻机械化生产推广
９８８公顷，平均亩产５３８公斤。开展新农
药、新肥料、新材料的推广使用。粮食生

产推广商品有机肥 ２２００吨、ＢＢ肥 ７００
吨；建立６个水稻配方肥示范点，面积４０
公顷；建立颗粒有机肥示范点３个，面积
２０公顷。免费发放生物农药和无害农
药 ４２９９６６公斤，实施果品套袋补贴
２２５５万只，补贴推广有机肥１２２６吨；蔬
菜种植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２１
只，共 １８１７６３公斤；推广商品有机肥
３０００吨，ＢＢ肥 ８００吨，叶面肥 ４０００余
公斤；推广防虫网、杀虫灯、黄板、性诱

剂、无纺布、遮阳网等新材料。

■危险性病虫草防治　年内，区农委组
织开展危险性病虫草防治工作，为粮食

丰收提供技术保障。设置罗泾镇主测报

点和罗店镇辅测报点，及时掌握病虫动

态情况，及时发布病虫紧急警报、病虫情

报等技术意见。全年上报 “五天一报”

４３期，发布粮油作物病虫情报１４期，经
济作物病虫情报 ２期，撰写技术意见 ２
期，共计１２００余份，麦子、水稻病虫预报
准确率达 ９６％以上。开展病虫草危害
监察调查。５月，对区内麦子留种田块
进行产地检疫，调查区良种繁育场“罗麦

－８”、“４３８”、“系－１０”等７个品种３公
顷及各镇“４３８”、“罗麦 －８”等６２公顷，
未发现矮腥黑穗、网腥黑穗及毒麦，准予

留种。８月，全面调查区内水稻留种田
块，检疫 “１１４”、“宝农 ３４”、“１２８”等 ３
个品种，调查面积１５公顷，未发现水稻
二病一虫（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白叶枯

病、稻水象甲）准予留种。加强防治病虫

草危害。根据病虫实发情况，组织制订

科学合理的防治策略，发动各镇、村、农

场开展适期防治，有效控制病虫草的发

生和危害。针对水稻生长前期的灰飞虱

和条纹叶枯病、中后期的二、三代纵卷叶

螟、三、四代稻飞虱等主要病虫害的防治

成效显著。全年麦子病虫发生面积３７２１
公顷次，防治面积３１１６公顷次。通过防
治，赤霉病病株率控制在零范围内，挽回

麦子损失 ３６２６８吨。水稻病虫发生面
积２０４７４公顷次，防治面积 ４３５１０公顷
次。通过防治，水稻螟虫白穗率控制在

０２％，纵卷叶螟白叶率控制在１７５％，
纹枯病病株率控制在３８７％，病情指数
１５２，条纹叶枯病病株率控制在１２１％，
稻曲病病株率控制在 ２６％，稻飞虱无
枯死点的发生，挽回水稻产量共计

３０７２０３吨。麦田化学除草面积１１１６公
顷次，稻田化学除草面积１５２８公顷次，
有效控制杂草危害。

■有害生物疫情调查监测与防控　年内
开展葡萄根瘤蚜、豚草、黄瓜绿斑驳病毒

病、梨树枯梢病、三叶斑潜蝇、红火蚁、桔

小实蝇、香蕉穿孔线虫等有害生物疫情

普查，累计调查２２次，调查面积１１８４公
顷次。全区设置定点监测点２８个，监测
面积６９公顷。开展柑桔大实蝇疫情防
控，全面普查区内柑桔种植区、种苗基

地，累计排查果品批发市场及大型超市

３８个，调查果品２８８１７万公斤；监测调查
柑桔种植基地 ２４次，监测调查面积 ２５
公顷，发放宣传资料３５０份。在疫情调
查监测中查见三叶斑潜蝇危害，区植检

部门及时指导各蔬菜种植户进行专门防

治；对受桔小实蝇危害的枣、柑桔等果实

进行集中采摘、烧毁。

养殖业
■概况　全年畜牧水产食用菌总产值
２９９亿元，比上年下降 １１０１％。其中
畜牧产值２４５亿元，与上年持平；水产
品产值０２６亿元，比上年减少６１１９％；
食用菌产值 ０２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６６７％。至年末，全区共有规模畜牧场
１６个，水产养殖面积１２０公顷，渔业船舶
４艘，市外湖泊养蟹面积２００公顷。全年
生猪出栏 ７２１万头（含异地 ２１６万
头），比上年减少 ４６３％；鲜奶产量
３５１４２吨（含异地 ２０３９５吨），比上年增
长１３６２％；水产品总量８７２吨，比上年
减少３８４６％；食用菌栽培面积５８７７万
平方米，产量 ３７３８１吨，比上年增长
３７２％，其中出口 ２７５５吨，比上年增长
２０８３％，出口金额１６８１万美元。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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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出口２５２３吨，比上年减少１７３３％，出
口金额 ２０７０万美元；獭兔出口 ０９万
只，出口金额１３万美元。

■动物免疫　全年共免疫生猪口蹄疫
１００４０８头次，蓝耳病８５２８４头次，牛双价
９２５６头次，羊双价２３２头次。禽流感免
疫２３９９９４羽次，其中鸡 ３６８２２羽次、鸭
１２３９６羽次、鹅３０３羽次、鸽子等１９０４７３
羽次。猪瘟免疫数为１０３０３４头次，猪丹
毒３２８０头次，猪肺疫３２８０头次，新城疫
１１３４０羽次，牛炭疽 ３１６５头，伪狂犬病
２７０头次，猪细小病毒４０９头次。免疫犬
１１３６３条，其中控养犬 ９００８条，农村犬
２３５５条。

■动物检疫　全年产地检疫生猪２１０２２
头，禽２７０４羽，兔 ９１只，犬 ６９条，猫 ６
只。监督检查区域内的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的日常消毒、台帐记录和检疫工作情

况，全年共检疫上海殷高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猪肉１０２３３２公斤，斥品４１５８公斤；
检疫上海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白条肉

１６４２５１公斤，斥品１２８１公斤。加强奶牛

“两病”（牛结核、牛布病）监测，检测牛

结核６０４０头次，牛布病６１３１头次，检出
结核病阳性牛４８头，布病阳性牛７头，
全部送浦南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站进行

扑杀销毁。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９月，宝山区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启动，统一收

集、运输和焚烧新一出口场和罗副种畜

场２家规模养殖场的病死禽畜。至年
末，共出动车辆１４次，收集病死猪５５５０
公斤，全部作无害化处理。

■专项整治三聚氰胺　９月，成立宝山
区农委原料奶质量安全监管领导小组、

宝山区农委奶站及原料奶质量安全专项

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全面监管区内１２个
奶牛场、５个饲料厂，以杜绝在原料奶中
添加三聚氰胺等有毒有害物质的现象和

各种掺假使假行为。与区内奶牛场签订

奶源质量安全承诺书，修订《饲料、添加

剂使用记录表》等表格６种、《畜禽养殖
场消毒制度》等制度４项。９月２５日至
１０月２５日，向区内１２家奶牛场派驻驻

场监督员，送市饲料检测部门检测饲料

７８份。

■违禁药检测　全年共检测瘦肉精３９１
个批次，尿样 １６０８份；莱克多巴胺 ２４０
个批次，尿样９２４份；沙丁胺醇３６６个批
次，尿样１２４３份，阴性率１００％。每月对
规模养殖场、散养户开展瘦肉精飞行抽

检工作，共检测尿样１３００份，全部为阴
性。检测与违禁药物有关的饲料、饲料

添加剂共８１份，兽药１０份。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全面监管区
内持有养殖证的水面９０公顷，全年共监
测渔业环境水质５次，提取监测水质样
本５０份，化验水质数据４０５个，常规检
测指标在《淡水养殖水质管理指标》以

下的占９３％以上。送检水产品１５次、３０
个样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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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０份，组织实施淡水养殖专题培训，
共计１１轮３０１人次。

农业产业化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农业产业化
组织２９个，其中农业企业１５个，专业市
场３个，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０个。全年实
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总收入５７７亿元，其
中龙头企业销售收入３５亿元，专业市
场交易额５４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
总收入 ２２００万元；全年出口创汇 ２０８０
万美元，带动农户２万户，农民从产业化
中得到总收入５０００余万元，与上年基本
持平。

■“宝农３４”产加销一体化　年内启动
罗泾镇与区粮油购销公司组建的优质米

产业化企业建设，种植的“宝农３４”优质
稻，由新组建的公司同各种植农场签订

购销合同，以高于市场价３０％的收购价
格实行订单收购，利用区培育的“宝农

３４”优质水稻品种资源优势，开拓优质稻
米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化道路，增加

产品附加值，提高农场经营效益。全年

农场每种植１亩“宝农３４”可增加净收
入１５０元。 （戴　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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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
ＦａｎｇＤｉＣｈａｎＹｅ

■编辑　吴思敏

土地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房地局严格按照国
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要求，全面推进“控增逼存”、“占补平

衡”等工作，切实保护耕地，高效利用土

地，重点抓好土地的总体规划和“招拍

挂”等工作。４月 ２１日，市房地局规划
处下达《关于基本农田机动指标核实的

通知》，确认宝山区已划基本农田总面积

３３１３平方公里，其中 Ａ类基本农田２０
平方公里，Ｂ类基本农田１３平方公里，
机动指标 ０１３平方公里。全年建设用
地项目供地 １９２幅，面积 ５８０６５４５公
顷，其中农用地 ２９５８８公顷；核发建设
用地批准书 １５６件，面积 ５４９７７０１公
顷；农田基础设施用地 １２幅，面积
２６５２７公顷。国有土地出让 １０２幅地
块，总用地面积 ３９９７４７８公顷，总出让
金３３６９５９亿元。年内扎实推进“控增
逼存”工作，盘活土地 ９幅，面积 ４０９
公顷。

■动拆迁管理　全年共核发拆迁许可证
４张，基地拆迁延期批复８５次；拆平基
地１０个，完成居民拆迁约７０９户，建筑

面积约１０７万平方米。受理拆迁裁决
申请２３户，裁决前签约８户，下达裁决
书１２户（裁决后签约２户）；召开裁决调
解会４０次，召开听证会６次，强迁１户；
６５个基地建立拆迁公示制度；拆除各类
房屋（包括企业用房）约２１万平方米。

■工业用地“招拍挂”　全年共推出７批
４０幅地块１１８６公顷进行“招拍挂”，其
中１幅流标。第一批５幅，１５０２公顷，５
月２２日公告；第二批７幅，２０１９公顷，６
月３０日公告；第三批２幅，６０８公顷，７
月１８日公告；第四批８幅，３２１６公顷，７
月２５日公告；第五批 ３幅，７５公顷，９
月４日公告；第六批４幅，７７６公顷，１１
月２１日公告；第七批１１幅，２９８９公顷，
１１月１７日公告。

■整治违法用地　按照“两个确保”（即
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存量违法用地拆除

计划，确保年内无新增违法用地发生）的

要求，把土地管理与使用中违法用地整

改列为区２００８年重点行政监察项目之
一，全年计划拆除违法用地共涉及７个
镇３８宗土地，土地面积１５２２８公顷，其
中罗泾镇 ５宗 １８６公顷、罗店镇 ５宗

０６１公顷、月浦镇５宗３５４公顷、大场
镇４宗２９２公顷、杨行镇１０宗２８２公
顷、庙行镇４宗１２４公顷、顾村镇５宗
２２４公顷。４月，相关镇向区政府作出
拆除承诺并签订承诺书，至年末共拆除

３６宗１４５８公顷，其余２宗１６４公顷待
动迁资金到位后即拆除。对年内新发生

的１８宗１７６２公顷违法用地，至年底消
除１１宗１０５３公顷，其余７宗中，除１宗
为市政重大工程正在补办用地手续外，

另外６宗得到及时制止。

■土地费征收管理　全年外商投资企业
集体土地使用费上半年应征１２７户，实
征１１１户，下半年应征 １２３户，实征 ９６
户，征收金额８８３４万元（其中追缴金额
３２９万元）。对 ６４户新设立、注销、变
更的外商投资企业逐户进行调查、核实。

■征地费包干工作　全年共承办征地费
包干项目 ２４５件，土地面积 １７２９公顷，
完成征地费包干项目 ８２件，土地面积
４６２公顷。其中完成 ２００７年结转项目
１２５件 １３９６公顷，２００８年项目 １２０件
３３３公顷。 （孙妮娜）

$%%#

年宝山区挂牌出让工业用地情况汇总表

批次 序号 地块名称 所属园区 产业用途
地块面积
（公顷）

中标价
（万元）

每亩单
价（万元）

中标单位

第
一
批

１ 宝杨５号

２ 宝月７号

３ 宝储４号

４ 宝储３号

５ 宝储２号

上海月杨工业园区
杨行园

上海月杨工业园区
月浦园

上海月杨工业园区
顾村工业园

上海宝山工业园区
罗店园

金属包装容器制造（３４３３） ２．１７６４３ １３３６．８７ ４０．９５ 上海浩城路基材料有限
公司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３４１） １．２７３３４ ７９５．０６ ４１．６３ 中国第十七冶金建设公
司上海分公司

风机、衡器、包装设备等通用
设备制造（３５７） ４．８５２２４ ２８３７．４０ ３８．９８ 上海尔华杰机电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

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３９９） ３．７９３０９ ２１４３．８５ ３７．６８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

公司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
的制造 （３５４） ２．９２６１３ １５７１．３３ ３５．８ 上海中镖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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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 序号 地块名称 所属园区 产业用途
地块面积
（公顷）

中标价
（万元）

每亩单
价（万元）

中标单位

第
二
批

６ 宝顾储２００８０３号地块

７ 宝北２００８０４号地块

８ 宝北２００８０５号地块

９ 宝北２００８０７号地块

１０ 宝杨６号地块

１１ 宝杨７号地块

１２ 宝杨８号地块

上海月杨工业园区
顾村园宝顾储

上海宝山工业园区
宝山城市园北区块

上海月杨工业园区
杨行园

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１．５１２ ８４４．１６ ３７．２２ 上海富乐礼机器人有限
公司（流标）

石膏制品项目 ９．９９３ ４９０８．３１ ３２．７４ 拉法基石膏材料

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处理
项目

５．４０５５ ２７８７．９２ ３４．３８ 克络尼不锈钢

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类项目

０．６７４１ ３４１．１３ ３３．７４ 南亮二期

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１．４２５４ ８９４．９７ ４１．８６ 上海振扬钢结构有限
公司

其他金属制品业 ０．８５５９ ５２５．４６ ４０．９３ 上海菊芳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

其他金属制品业 ０．３２４７ １９９．３７ ４０．９３ 上海锦耀耐磨材料有限
公司

第
三
批

１３ 宝月８号 上海月杨工业园区
月浦园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２．８７７ １７９６．８３ ４１．６４ 上海申井钢材加工有限
公司

１４ 宝北８号 宝 山 工 业 园 区 北
区块

矿山、冶金、建筑专用设备
制造

３．１９８１１ １６７１．３３ ３４．８４ 上海宝列冶金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

第
四
批

１５ 金石路南侧地块（宝北
２００８０９号地块）

１６ 罗北河北侧地块（宝北
２００８０８号地块）

１７ 罗宁 路 东 侧 （宝 北
２００８１１号地块）

１８ 金石路北侧西块地块
（宝北２００８１２号地块）

１９ 金勺路南侧地块（宝北
２００８０２号地块）

２０ 罗春路地块（宝罗储
２００８０５地块）

２１ 罗新河南侧地块（宝罗
储２００８０３地块）

２２ 祁北路地块（宝罗储
２００８０４地块）

宝 山 工 业 园 区 北
区块

宝 山 工 业 园 区 罗
店园

汽车制造 １．３５３９７ ６４９．３６ ３１．９７ 上海安申汽车维修有限
公司

汽车制造 １．０４３４５ ４９８．４８ ３１．８５ 上海梓坤实业有限公司

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
设备制造

１．０００５１ ４７４．８０ ３１．６４ 上海克朗宁技术设备有
限公司

钢压延加工 ３．３３６４２ １６０４．０１ ３２．０５ 欧领特（上海）重型冷轧
有限公司

饮料制造业 １９．６０１３７ ９１３７．９７ ３１．０８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

钢压延加工 １．６８８６ ８７１．１７ ３４．３９ 上海宝钢热冲压零部件
有限公司

矿山、冶金、建筑专用设备
制造

０．９６００１ ４８８．８１ ３３．９５ 上海宝冶建设有限公司

其他食品制造 ３．１７２８ １６１８．７０ ３４．０１ 上海美兰湖生物有限
公司

第
五
批

２３ 宝北２００８０３号地块

２４ 罗春路２号地块（宝罗
储２００８０８号地块）

２５ 罗春路１号地块（宝罗
储２００８０９号地块）

宝 山 工 业 园 区 北
区块

宝 山 工 业 园 区 罗
店园

标准厂房 ３．１７９４８ １４３８．７３ ３０．１７ 上海宝山工业园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钢压延加工（３２３） １．３２６１６ ６８４．４５ ３４．４１ 宝钢液压成型零部件有
限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３４６） ４．０００７ ２０８１．０６ ３４．６８ 上海韩宝贸易有限公司

第
六
批

２６ 宝杨２００８０８号地块

２７ 宝杨２００８１０号地块

２８ 宝月２００８０７号地块

２９ 城银 路 南 侧 （宝 南
２００８０２号）

上海月杨工业园区
杨行园

上海月杨工业园区
月浦园

城市工业园区

钢压延加工（３２３） ２．３０６６ １４０６．２８ ４０．６５ 上海大龙特种钢管有限
公司

其他金属制品制造（３４９） ２．２７８ １３５６．５４ ３９．７ 上海搏明钢材加工有限
公司

其他金属制品制造（３４９） ２．１７１９４ １２６３．２５ ３８．７８ 上海宝盛实业公司船用
钢板加工项目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１．００４４９ ６４９．７８ ４３．１３ 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
有限公司

第
七
批

３０ 宝杨２００８１１号地块

３１ 宝杨２００８１２号地块

３２ 宝顾储２００８０４号

上海月杨工业园区
杨行园

上海月杨工业园区
顾村园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３９２） ２．０００７ １１２８．５０ ３７．６ 上海文州电器成套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

轴承、齿轮、传动和驱动部件
制造（３５５） ３．６４５５ １９２８．９２ ３５．２７ 上海约堡齿轮箱制造有

限公司

通用零部件制造及机械修理
（３５８） １．３４４６５ ７６２．４２ ３７．８ 上海骊晨汽车饰件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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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批次 序号 地块名称 所属园区 产业用途
地块面积
（公顷）

中标价
（万元）

每亩单
价（万元）

中标单位

第
七
批

３３ 宝南２００８１２号

３４ 宝北２００８１０号

３５ 宝北２００８１３号

３６ 宝北２００８１６号

３７ 宝罗储２００８１０号

３８ 宝罗储２００８１１号

３９ 宝罗储２００８１２号

４０ 宝罗储２００８１３号

上海宝山工业园区
南区块

上海宝山工业园区
北区块

上海宝山工业园区
罗店园

光学仪器及眼镜制造（４１４） １．０３１２７ ６８８．５２ ４４．５１ 上海湖碧驰精密仪器有
限公司

钢压延加工（３２３） ２．７０２３７ １２９９．２９ ３２．０５ 上海成凯有限公司

不锈钢及类似日用金属制品
制造（３４８） ６．６１３５６ ３１５６．８４ ３１．８２ 中钢（上海）钢铁加工有

限公司

矿山、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
造（３６１） １．９９９４３ ９２５．０１ ３０．８４ 蒂森克虏（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２６６） ３．４５０４６ １７０５．３８ ３２．９５ 上海爱建德固赛引发剂
有限公司

矿山、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
造（３６１） ４．１７８３７ ２０５９．９３ ３２．８７ 上海宝冶建设有限公司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
制造（３５４） １．６７１８１ ８４７．２９ ３３．７９ 上海永星轴承制造有限

公司

其他金属制品制造（３５９） １．２４７３８ ６２２．３１ ３３．２６ 上海韩宝贸易有限公司

（孙妮娜）

１２月２４日，星月国际商务广场奠基仪式
摄影／周君生

土地储备与供应
■概况　２００８年土地储备计划 １２０公
顷，办结各项前期收储手续的土地７幅，
计３６６９公顷。正在办理收储手续的地
块共７幅，约１５１１２公顷；正在办理相关
报批手续的土地１４幅，面积６０公顷。按
照年度计划和市房地局关于“熟地”出让

的要求，加强土地出让的前期工作。总共

完成土地挂牌出让１０幅，土地面积８３１３
余公顷，土地成交金额３０６９７６亿元。

■吴淞客运中心商业办公地块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７日，吴淞
客运中心（东至黄浦江、南至规划化成

路、西至淞宝路、北至吴淞豆类食品厂）

商业、办公地块３８３０９５平方米５０年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最终由上海兴景房地

产经营有限公司以３２３６亿元拍得。为
加快区滨江新城的开发和吴淞客运中心

的建设，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上海兴景房
地产经营有限公司举行了总投资７５亿
元星月国际商务广场项目的奠基仪式。

计划２０１０年完工，星月国际商务广场建
成后将形成集商业、商务、休闲、娱乐、餐

饮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城。 （周君生）

$%%#

年宝山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块一览表

编号 四至范围 乡镇
出让
方式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用途 竞得人
中标价
（万元）

竞得日期

１ 罗宁路西侧、荻泾河东侧、规划潘沪路
南侧、陈川路北侧

罗泾 挂牌 １７９３２１．４ １．３ 住宅
上海市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８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４

２ 慈沟河南侧、沪太路东侧、罗芬路西侧
（Ｃ４－２） 罗店 挂牌 ８２５２８．９ １．２ 住宅

上海景瑞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３６８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４

３ 塔源路东侧、月巷路南侧、月富路北侧 月浦 挂牌 ５９０３６．１ １．４ 住宅
上海静安城建投资置业有限
公司

１５９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４

４ 塘西街以东、祁北路以南 罗店 挂牌 ３１９３３．２ １．４ 商业 上海乾溪置业总公司 １５６５０ ２００８－１－２４

５ 罗溪路以西、练祁河以北 罗店 挂牌 ５７５８ １ 商业 上海乾溪置业总公司 ２６３０ ２００８－１－２４

６ 东至长白山路、南至沙浦、西至彭家泾 顾村 挂牌 １３７１３．２ １．５ 商业 上海祁连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８２３０ ２００８－１－２４

７ 罗店新镇Ａ２－２（东濒荻泾、南濒陶浜、
西临罗太路、北至规划道路）

罗店 挂牌 ６２８５９．２ １．２ 居住 南京朗诗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１００ ２００８－８－８

８ 罗店新镇Ａ２－３地块（南至美丹路，西
至罗芬路）

罗店 挂牌 ２９９６６ １．２ 居住 上海信达银泰置业有限公司 １６６６６ ２００８－８－２１

９ 大场老镇地块 大场 挂牌 １２４４０６．６ ０．６３－
２．６１

商办、
商业、
居住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２００ ２００８－９－５

１０ 顾村镇陈富路居住地块 顾村 挂牌 ２４１７９６．１ １．６ 居住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９－１９

合计 ８３１３１８．７ ３０６９７６

（周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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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城市绿州一期 区房地局／提供

住宅建设管理
■概况　年内以住宅配套设施建设为
重点，抓好公建市政配套建设；以“四

高”优秀小区为引导，推进节能省地型

住宅建设；以无渗漏工作为特色，把好

新建住宅质量关；以绿化承诺备案为亮

点，加强新建住宅小区绿化建设，全面

提升住宅建设档次。全年新开工住宅

面积 ２０６５４万 平 方 米，竣 工 面 积
２８６５８万平方米，共核发新建住宅竣工
确认单４０张，共１６９幢、面积１２３０２１９
万平方米；完成同盛家园、福地苑等 ７
个住宅小区创“四高”优秀小区验收工

作；在第五届“上海市优秀住宅”评比

中，大华集团开发的梧桐城邦获上海市

优秀住宅金奖。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年内，住宅建设
配套公建新开工面积４１１万平方米，竣
工４７４３万平方米；征收住宅建设配套
费３６４亿元（不含轨道交通费）；争取住
宅建设配套费投资建设市政、公用、公建

配套设施资金２２亿元（其中市政、公用
配套建设资金２１３亿元，公建配套建设
资金１８６７１６万元）。完成顾村东片居
住区、共和居住区、经纬城市绿洲居住区

等８个基地的住宅建设配套费包干审
批，涉及总面积８１万平方米。完成祁华
路、华和路、高境路等５条住宅配套市政
道路的建设；完成环镇北路、文海路等４
条道路的初步设计和淞良路、淞塘路的

施工招标；完成红林路、依兰路等３条道
路的工可编制；界华路、少年村路等４条
道路实现开工。

■新建住宅“无渗漏”工作　年内组织
特聘专家进行新建住宅“无渗漏”项目

检查 ８９次，建筑面积计 ４８５７万平方
米，覆盖率为 １００％，合格率 １００％。通
过加强日常检查与交流，新建住宅渗漏

现象大为减少。

■住宅绿化建设管理　年内推广新建居
住区绿化承诺备案制工作，逐步摸索更

完善的管理制度，确保居住区绿化环境

质量。全年共完成居住区绿化面积

８２１万平方米，围墙透绿长度 ３５５万
米，居住区绿化承诺备案１８个。

（孙妮娜）

房产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房地局发挥房地产
市场行业管理职能，强化市场监管，规范

交易行为，促进宝山房地产市场健康有

序发展。全年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７１张，批准预售面积１７４７７万平方米，
其中核发配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２张，
面积１６８６８７万平方米；发放交付使用
证７８张，６６６幢，建筑面积２８６５８万平
方米；实现商品房销售 ２２２９１万平方
米。年内做好私房落实政策工作，完成

私房落政还产（作价补偿）２户，建筑面
积１４２７平方米，政府财政承担补贴款
６５３万元。经年检，宝山备案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共计 １７２家，其中外资企业 ７
家，一级企业５家，二级企业１１家，三级
企业２４家，暂定级企业１２５家。宝山备
案的房地产经纪企业４４７家，其中总公
司２１１家，分支机构２３６家；共有从业人
员１７０７人，经纪人８１７人。为加强宝山

房地产中介监管，规范房地产经纪市场

秩序，对全区范围内的房地产中介机构

“未经工商部门注册办理营业执照”、

“未依法办理备案手续”、“超标准收费

问题”等内容进行专项检查，全区６２２家
房地产经纪公司中“有照（营业执照）有

证（备案证）”的２０４家，“有照无证”的
１８８家，“无照无证”的１５２家，自行关门
的７８家。

■房产机构调整　为改善区住宅小区综
合管理，提升物业管理水平，加强房地信

访受理，做好廉租住房工作，１月３０日，
经宝编（２００８）１号文批准，新建“上海市
宝山区房屋土地事务管理中心”、“上海

市宝山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信访受理中

心”、“上海市宝山区住房保障事务中

心”，均为正科级全民事业单位。撤销宝

山区房地产管理第一办事处和第三办事

处，将第二办事处更名为“上海市宝山区

房屋土地管理局张庙房地办事处”，将第

四办事处更名为“上海市宝山区房屋土

地管理局吴淞房地办事处”，将第五办事

处更名为“上海市宝山区房屋土地管理

局友谊房地办事处”。３月１日，各镇（园
区）共１１个房地所正式实行垂直管理。

■房地产测绘　全年共完成房地产测绘
任务７８６项，其中建设用地勘丈３０７项，
土地面积 １０２７１公顷；单位发证测量
２２８项，修测土地面积６３０６公顷，测量
房产建筑面积２３０９万平方米；商品房
预测６３项，房屋建筑面积２３８５万平方
米；商品房实测１１４项，建筑面积４１０７
万平方米；土地面积核定 ６６项，面积
２４０１公顷；农民宅基地测量８项。完成
土地公开招投标的农转用报批次、收购

储备、挂牌出让等各阶段勘测定界工作，

完成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原五钢公

司地块）等几家大公司上市的房地产登

记发证测量。

■房地产档案管理　全年共接收各类
档案９２４０９卷，其中用地档案 ３５０卷，
一文一卷的文书档案 １５９７件，照片档
案１４张，荣誉档案 １４件（奖状 １件、
证书 ６件、实物 ７件），会计档案 ５５５
卷（册），公积金档案 ８５卷，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档案 ７１卷，交付使用 ８２卷，
房地产权证档案 ４４１７８卷，其他权利
登记证４４７５６卷，成果档案 ４２３卷，行
政处罚（代为改正和自行改正）２４０
卷，小区综合改造基建档案 ５８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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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共提供对外查阅档案 ２１７人次 ４１７
卷，对内查阅２２４人次 ８０５卷，复印档
案资料４８９８页，完成房地产权证档案
扫描７３３４６万卷。

■住房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售）　全
年代售未确权公有住房１６６套，办理有
限产权接轨８２户，办理单位使用权转产
权房屋７４套，面积３３７７６平方米；办理
外地及军人配偶在沪房改证明１１户，换
发租赁凭证２８６３１户。

■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年内加强宣传
和定期检查力度，督促业委会和物业企

业定期公布维修资金的使用和分摊情

况，规范维修资金管理，加强资金支取、

使用的监管力度。全年共归集开发企业

维修资金２０９亿元，涉及８９个项目，建
筑面积５５７２６万平方米；归集业主个人
维修资金１１５亿元，涉及２３８个项目；清
缴维修资金８０５２４万元，涉及４个小区
１１７７户；划转维修资金６６７７２１万元，涉
及２６个小区８１６４户，建筑面积９０９２万

平方米。完成业主大会变更开户银行审

核４６个，业主大会资料审核５６个。

■住房公积金管理　全年纳入区公积金
中心管理的缴存单位为２６８３家，管理公
积金缴存人数达２１２０１９万人，单位数同
比增加１２％，人数同比增加４１１％。全
年共完成公积金归集１４２８亿元，完成公
积金提取 ８１６亿元，当年净归集资金
６１２亿元，累计净归集资金４８亿元，窗
口受理各类业务共计２５３８７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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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三级以上房地产开发企业情况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法　人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资质等级

１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王伟贤 水产路２６００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５５９６ 外资

２ 上海金罗店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施　建 沪太路６６５５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６６０１０１００ 外资

３ 上海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 吴蓓琪 锦秋路（原陈太路）１３０１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１３０３５０ 外资

４ 上海环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盛友兴 泰和西路３３８９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５６０４１２２３ 外资

５ 上海新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陈燕群 海宁路５号１０１市 ２０００８０ ６３５６９９２７ 外资

６ 上海安信牡丹江置业有限公司 陈　奇 淮海中路２２２号力宝广场２２楼２２０８室 ２０００２１ ６６５９０６０７ 外资

７ 上海东之信房地产有限公司 陈长春 凯旋路３１３１号明中中心大丰４１２ ２０００３０ ５４０７１６６８ 外资

８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金惠明 华灵路６９８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３４８４６１ 一级

９ 上海宝宸（集团）有限公司 方钦良 淞滨路１３５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６７４７２９ 一级

１０ 上海昌鑫（集团）有限公司 陈招贵 水产路２７００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３６０９０２９６ 一级

１１ 上海凯迪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钱汉新 新闸路１７０８号 ２０００４０ ６２１８０９４３ 一级

１２ 上海顾村房地产开发公司 盛友兴 泰和西路３４３１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５６０４１２２３ 一级

１３ 上海月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唐林泉 德都路２６６号３楼 ２００９４１ ６６９３２００１ 二级

１４ 上海罗店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刘道忠 罗店镇罗升路２５７弄１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５６８６３９８１ 二级

１５ 上海罗南房地产有限公司 周建龙 南卫路３７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３６１３３２７２ 二级

１６ 上海兴景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施晶石 宝山十村１８号Ｂ北６４１室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５６４９６４ 二级

１７ 上海住联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朱卫杰 杨泰路３３０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１２３８９０－２０７ 二级

１８ 上海凯通置业有限公司 程宏利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９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８８６７ 二级

１９ 上海市宝山区房产经营公司 张文斌 淞浦路４９２号３Ｆ－７３ ２０１９００ ５６６０５１２６ 二级

２０ 上海万临置业有限公司 宋祥麟 淞南三村１５０号１０１室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８２６１８８ 二级

２１ 上海乾溪置业总公司 钱菊兴 大场镇沪太路２５１８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６８００７０ 二级

２２ 上海祁连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徐桃兴 陈太路１３０１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１３２４２１ 二级

２３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陈经纬 沪太路３８８８号 ２００４４４ ５６６８４９０５ 二级

（孙妮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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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公积金业务受理情况表

业务受理项目 单　位 数　量

业务受理总数 件 ２５３８７

柜面咨询 人次 ５０４４

电话咨询 个 ６２８７

提取 笔 ３８３０

提取复议 笔 １６２

缴存登记 笔 ５６５

查询 笔 ５４８８

信访 件 １５

入管封存 笔 ３２５１

■廉租房管理　全年经审核符合条件
享受廉租（配租）政策的为４６７户，发放
廉租补贴租金 ５７６０４１３６万元。历年
累计达１３８９廉租户（其中实物配租１２
户），累 计 发 放 廉 租 补 贴 资 金

１６２３０１２６４１万 元 （其 中 租 金 配 租
１５４３９１２６４１万元，实物配租 ７９１万
元）。 （孙妮娜）

房产交易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房地产市场呈现
“价稳量降”的态势，全年共实现各类商

品房销售面积２２２９１万平方米，比上年
减少３４８８％；金额１８５１６亿元，比上年
减少２３０６％；平均单价８３０６元／平方米，
比上年增加１８１３％。存量房成交面积
１２００４万平方米，，比上年减少２２８５％；
金额８０４６亿元，比上年减少１７２２％；平
均单价 ６７０３元／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７３％；配套商品房入网销售面积累计
２７６３４万平方米。宝山区房地产交易
中心获“２００７年全国房地产交易与权
属登记规范化管理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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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情况表

项目名称 金　额 比上年增减％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８８．５５ －５．４

商品房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２２１．９ －９．２

商品房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３０８．８ ２２．６

商品房预售批准（万平方米） １７４．７７ －３８．３１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２２２．９１ －３４．８８

商品房销售金额（亿元） １８５．１６ －２３．０６

商品房平均单价（元／平方米） ８３０６ １８．１３

存量房成交面积（万平方米） １２０．０４ －２２．８５

存量房成交金额（亿元） ８０．４６ －１７．２２

存量房平均单价（元／平方米） ６７０３ ７．３０

上图：宝钢六村改造前

下图：宝钢六村改造后 区房地局／提供

■“网上房地产”　全年共完成交易合
同备案２９３３户，租赁合同备案 １８９户，
资金监管８户；完成经纪机构网上用户
初次认证 １８户，受理经纪机构变更 ３０
户；受理各类房地产登记７８５０９件，颁发
房地产权证４４１７８件，完成房地产抵押
登记３０５１１件、产证加密１４４０件。

■房展会　在１２月１１日举办的“２００８
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房地产展示交易

会”上，宝山区在场馆内设立“优秀楼盘

展示专馆”，共有１７家房产公司参展，涵
盖了普通住宅、别墅、商业、办公多种业

态。为期４天的展会期间宝山区共成交
１６８套，总面积１６９７７平方米；发放资料
４８万份，接待咨询１８５万人次，现场看
房９５０人次。房展会销售列前５名的分
别是：铂金华府２３套，保利叶都１６套，福
地苑１６套，盛高香逸湾１５套，经纬城市
绿洲１４套。 （孙妮娜）

物业管理
■概况　年内落实“住宅小区综合管理
三年行动计划”，按照“条块结合、行业

监管、属地管理、市场化运作”的要求，将

创建满意物业与构建和谐社会紧密结

合，不断提升物业行风的群众满意度。

根据《关于加强宝山区住宅小区综合管

理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实
施意见》，建立区和街镇两级住宅小区综

合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组建率达１００％。
加强对物业企业的资质管理，完成物业

企业资质升级 １家、转正 ３家、取消 ３
家。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服务规范》，

组织房地办（所）重点开展每月一次对

小区管理状况的定期检查，区房地局共

组织６次抽查，涉及小区１３２个，抽查结
果纳入企业诚信记录。年内注册在宝山

区的物业公司有１０５家，注册外区在宝
山区从事物业管理的企业有７３家。结

合“夏令热线”的开通，聘请３４０名志愿
者负责监督、搜集、解决小区管理中出现

的问题。在全市物业管理满意度测评中

排第６名，比上年上升５位。

■业委会组建　年内贯彻执行《物权
法》，制定加强业委会自主管理的操作手

则，规范业主自主管理，明确区房地局及

街镇在业主自主管理中各自的职责，逐步

健全业主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机制。全年

共对５６个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进行
备案，其中新建８个，换届３７个，变更１１
个。至年末，全区已建立业主委员会

３５５个。

■房屋应急维修　在完善房屋应急维修
功能的基础上，将“城市网格化”管理纳

入区房屋应急中心平台。至年末，共受

理应急维修业务１７２０件，其中直接受理
１１２６件，“１２３１９”热线转接 ４８２件，
“９６２１２１”热线转接 １１２件，处置率
１００％，回访率１００％。

■房屋综合改造　全年成套改造涉及改
造基地１３个（海滨、泗塘等），改造投资
估算４６０６７６亿元。年度经规划许可（或
备案）基地８个，４６幢建筑面积５９５９１平
方米，至年末竣工１４幢２０１３９平方米，在
建１２幢１４２５４平方米。旧里改造顾村七
牧场居住小区，完成土地手续变更、项目

立项、规划报批、改造资金筹措和宣传发

动等前期工作，７２户中有９户１０套居民
未签改造协议。年内完成列入区计划的

５０万平方米旧住房综合整治项目。在迎
世博６００天环境整治活动中，完成第一个
１００天计划，其中涉及高层住宅整治
７９７６万平方米，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１４４４６万平方米，“平改坡”综合改造
１０５１１８万平方米。配合旧住房综合整
治和平安小区创建工作，核批系统公房净

房款项目１６个，金额２７８４０９万元。

■物业快速执法　全年共接到物业违法
案件投诉１２９３宗，扣除重复及非受理范
围的实际共受理案件１１１０宗，其中实施
代为改正２０４宗，自行改正１６５宗，按冻
结产权交易处理１６４宗，其余５７７宗均
已立案处理。

■“物业管理夏令热线”　７月１日 ～７
月３１日，“物业管理夏令热线”共接热线
电话２０２件，比上年减少８６６％，回复办
结率１００％。其中涉及小区管理１２９件，
房屋维修２４件，违章搭建２２件，房屋租
赁市场 ８件，房屋拆迁 ８件，房地产权
籍、业委会、维修基金、金融税费各１件，
旧房改造５件，其他２件。

■“群租”专项整治　“群租”现象涉及
面广、流动性强、情况复杂，整治工作时

间长、难度高、易反复。根据《宝山区住

宅小区“群租”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要

求，年初，区房地局对每个街镇的各个小

区展开调查摸底，全区涉及“群租”的共

有９６个住宅小区 １１８２户。至年末，整
治６９０户，有３０个小区全面完成整治工
作。 （孙妮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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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注册在宝山区的二级资质以上物业公司情况表

序号 物业公司名称 等级 通讯地址 邮编 通讯电话 经理

１ 上海宝钢源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 海江路３７８号 ２０１９００ ５６１１０２０４ 戴国强

２ 上海复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 曹杨路１４７号 ２０００６３ ５２３５８２２０ 潘国强

３ 上海新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 呼玛二村１８３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７５０１４６ 何学光

４ 上海宝房友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 盘古路５７２号 ２０１９００ ６６７９２８８９ 杨柳彬

５ 大华集团上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 真华路１１１６号４１６室 ２００４４２ ６６４００５８８ 朱晔

６ 锦秋物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２ 陈太路３０１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１３５７００ 吴蓓琪

７ 上海风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 真金路１０３９弄５１号 ２００４４２ ６６３６７６５８ 沈明华

８ 上海高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 殷高西路高境二村１９号二楼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６８２７７１１ 路治华

９ 上海高地商务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 曹杨路１４７号 ２０００６３ ５２３５８２２０ 潘国强

１０ 上海富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 共富路１８３弄１２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３３７０７１８５ 须富根

１１ 上海美兰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 罗芬路５５５弄６８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６６０１８３０８、
６６０１８３１０ 李成芳

１２ 上海宝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 绥化路５２弄６１号 ２００９４１ ６６６８０８０９ 仲国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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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注册外区在宝山区的二级资质以上物业管理企业情况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办公地址
资质
等级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在宝山区管理的
小区名称

１ 上海百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贵州路２６３号 一级 胡振豪 ６３２２３６２３ 嘉骏花苑

２ 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锦安东路５８３号～５８５号 一级 黄淼红 ５０８１０３３３ 宝山区区机关大楼

３ 上海上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场北路３９弄１－２号 一级 李胜来 ６４７４９２００ 和欣国际花园　岭南雅苑（高境）

４ 上海东湖物业管理公司 ?川路１６２３弄 一级 李风 ６４６６７８８０ 柏丽华庭

５ 上海新独院物业管理处有限公司 水产路２６００弄８８号 一级 王汇仙 ５８１２７７００ 康桥水都

６ 上海万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淞兰路１１６６弄１１９号 一级 凌军 ５４９７８８００ 万科四季花城　万科四季花城二期

７ 上海中远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四平路１１８８号２４楼 一级 申延财 ６５０１６８６８ 海尚名城

８ 上海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３１８５号１２楼 一级 张一民 ５２６６２５４１ 龙缘花园、通田小区　上投佳苑（顾
村）

９ 上海保利物业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分公司

浦东南路５２８号上海证券大厦
北塔２４０３室 一级 高红梅 ６８８１５５６６ 富浩花园

１０ 上海圣维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荣华东路１９弄１２号９楼 一级 罗维 ６２７８２３６７ 馨佳园Ａ１、２街坊　美兰金邸（罗店）

１１ 上海富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路１３６５号５号楼９楼 一级 唐燕华 ５８７３５４３２ 金兰雅墅

１２ 上海威斯特经营有限公司 宜川路３５１弄４１号 一级 华建平 ５６０６９４６６ 顺驰美兰湖畔雅苑

１３ 上海中远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四平路１１８８号 一级 申延财 ６５１０６８６８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

１４ 上海凯基置业有限公司 红枫路１０８弄 二级 陈远鹏 ５０３１９２２５ 逸兴家园

１５ 上海宏苑物业管理经营有限公司 凉城路７１７号 二级 王培华 ６５２６１７５７ 淞南五、六、七村　四高小区（顾村）

１６ 上海中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曹杨路１０５２号 二级 沈强 ５４２０２０９８ 宝虹家园　宝通家园

１７ 港联物业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南京西路 １２６６号恒隆广场
１９０４－１９０６室 二级 黄建邦 ６２８８１９５８ 宝莲城

１８ 上海三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逸仙路３３３号７楼 二级 张红仙
６５３６１２２３×
０７１０

祥腾国际广场　富浩河滨花园（月
浦）　三湘盛世花园（张庙）

１９ 上海强生物业公司 九江路１３７号 二级 陈洪涛 ６３２３８８４２ 宝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 上海中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张扬路６０１号 二级 陈明良 ６４９５３２３２ 中国银行宝山支行

２１ 上海英达方物业有限公司 共康六村４４号１０２室 二级 鲍安东 ６２２５９９５５ 共康六村

２２ 上海谷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临路１３１８弄３８号１０１室 二级 金宏章 ５１１５９９９９ 九英里城

２３ 上海安居物业有限公司 湄浦路１７９号３０６室 二级 李玲芳 ５２９０６１８０ 宝地绿色洲城

２４ 上海保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东三里桥路５５５号 二级 邬美君 ５６４３０６５４ 保集欧郡（宝集绿岛）

２５ 上海华谊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中山北路２０００号 二级 葛加国 ６２０５６７８２ 呼玛三村

２６ 上海沪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路１５６５号１７０１室 二级
周建秀
赵临江

１３８０１６０３６８２
６６９７６２１０ 景华世纪园　岭南翠庭（高境）

２７ 上海冶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海东路２００号 二级 胡静耐 ６３７４２２２２ 通河三村冶金小区

３６１

物业管理



（续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办公地址
资质
等级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在宝山区管理的
小区名称

２８ 上海颐景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来亭南路８８８弄１５号 二级 周国强 ３３７３１５０７２６ 美兰湖颐景园

２９ 上海新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恒丰路１００号 二级 范成瑜 ６６５８１７６６ 远景时代

３０ 上海恒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２２０５弄３号（乙） 二级 忻智发 ５６０３８３０８ 好旺花苑　玉华东苑

３１ 上海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中路１３８８弄１０１号 二级 邱或 ６３２１２８３９ 城投世纪名苑

３２ 上海广汇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新闸路１３７８弄１７号 二级 沈晓宇 ６２５８８８８８－２０１ 三门路５５５弄

３３ 上海轻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愚园路６２７弄１６号 二级 张雪强 ６２４９５６３６ 国权北路３８０弄

３４ 上海锦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天钥桥路５１１号 二级 王务华 ６４６４１５３５ 共和新路４７０３弄

$%%#

年宝山区预售许可证发放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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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０００１２１８ 上海和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和欣国际花园 庙行镇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 ３１２７７．４８

２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１８ 上海万业企业宝山新城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福地苑二期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０１．１９ ３１１１４．７６

３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３５ 上海宝宸置业有限公司 宝宸怡景园 庙行镇 ２００８．０１．２１ ３４９６０．７０

４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５１ 上海友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泰富商业广场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０１．３１ ２１７１０．６８

５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０９３ 上海新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梅淞南苑 淞南镇 ２００８．０２．２２ １９１１３．８３

６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１２３ 上海宝宸置业有限公司 宝宸怡景园 庙行镇 ２００８．０３．２０ ３１８６３．７８

７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１５３ 上海万科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四季花城二期三区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０３．２２ ３０５６５．８７

８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１８６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滨河华城一期４组团 大场镇 ２００８．０３．２８ ３２４１６．６５

９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２３０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公园世家Ｅ块三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８．０４．１５ ２４８９２．０２

１０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２３１ 上海祁连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聚丰景都 大场镇 ２００８．０４．１９ ２６６３２．４５

１１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２３２ 上海佳源置业有限公司 美岸栖庭二期 高境镇 ２００８．０４．２１ １３５５７．６９

１２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２４１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河畔华城三期（南块） 大场镇 ２００８．０４．１９ ２３０６４．８１

１３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２４５ 上海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德花园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０４．１８ １００３６．６５

１４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２４６ 上海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德花园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０４．１８ １７０９２．８９

１５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２４７ 上海境逸房地产有限公司 三花现代城 高境镇 ２００８．０４．１８ １２５３７．８８

１６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２７４ 上海明馨置业有限公司
宝山顾村新选址１号基地Ａ１－
１地块（二期） 顾村镇 ２００８．０４．２５ ２２２４．４０

１７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２９６ 上海凯通置业有限公司 天馨十一、十二期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０５．０６ ３１９１８．５８

１８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３４５ 上海世纪长江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世纪长江苑 顾村镇 ２００８．０５．２２ ２５２００．３１

１９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３４６ 上海世纪长江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世纪长江苑Ｂ块 顾村镇 ２００８．０５．２２ ２２２６６．３１

２０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３４７ 上海宝园房地产有限公司 太和公寓Ｃ区商品住宅 顾村镇 ２００８．０５．２６ ９２４９．２９

２１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３７０ 上海好天缘置业有限公司 好天缘家苑 张庙街道 ２００８．０５．２７ ２６５２４．７２

２２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３７３ 上海祥麒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祥腾生活广场 淞南镇 ２００８．０５．２９ １８５３７．８７

２３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３７４ 上海颐新置业有限公司 嘉诚国际花园 月浦镇 ２００８．０５．３０ １６７５９．９１

２４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３８７ 上海宝宸置业有限公司 宝宸怡景园 庙行镇 ２００８．０６．０３ ３１９９１．５１

２５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３８８ 上海万科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四季花城二期三区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０６．０７ １７３１６．８９

２６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４０２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滨河华城一期１组团 大场镇 ２００８．０６．１２ ２４３６６．８１

２７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４０３ 上海乾溪置业总公司 乾恩园三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８．０６．１３ ６１２８．１２

２８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４２０ 上海民通置业有限公司 丽景翠庭商品住宅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０６．１８ ２７７１８．８３

２９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４２８ 上海申标置业有限公司 保集绿岛家园（二期）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０６．２４ １１５７０．３７

３０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４２９ 上海中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逸居苑 淞南镇 ２００８．０６．２４ ２６０５１．５０

３１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４３８ 上海爱建顾村置业有限公司
顾村二号基地 ２号地块（采菊
苑）

顾村镇 ２００８．０６．２６ ２３９０．９３

４６１

房地产业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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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４５２ 上海绿地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丰翔新城
宝山工业
园区（大场）

２００８．０６．２７ ３０２９８．６２

３３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４６３ 上海飞士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
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配套商品房３－２
地块

罗泾镇 ２００８．０７．０２ ７８６８１．５０

３４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４８０ 上海颐新置业有限公司 嘉诚国际花园 月浦镇 ２００８．０７．０９ ３０５２５．６４

３５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４８３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经纬城市绿洲Ａ地块二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８．０７．１０ １６３１１．０６

３６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５２１ 上海江湾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
公司

四季绿城南块１ 高境镇 ２００８．０７．２４ ３３０５３．４２

３７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５２３ 上海欣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旭辉依云湾小城Ａ块一期 顾村镇 ２００８．０７．２５ ３８９２６．７８

３８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５２４ 上海欣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旭辉依云湾小城Ｂ块 顾村镇 ２００８．０７．２５ ４１９３８．６６

３９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５２５ 上海境逸房地产有限公司 三花现代城 高境镇 ２００８．０７．２６ ３０９４７．０４

４０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５３５ 上海中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逸居苑 淞南镇 ２００８．０７．２９ １２５０．１９

４１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５４７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滨河华城一期４组团 大场镇 ２００８．０８．０２ １８１３０．９６

４２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５４８ 上海美兰华府置业有限公司 琥珀郡园一期 罗店镇 ２００８．０８．０２ ２５３６０．２４

４３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５７０ 上海绿地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丰翔新城
宝山工业
园区（大场）

２００８．０８．１２ ２４９１８．０９

４４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５７２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河畔华城三期（北块） 大场镇 ２００８．０８．１４ ２４５９４．０５

４５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５９６ 上海益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淞苑 吴淞街道 ２００８．０８．２８ ２８３６６．４５

４６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６３９ 上海馨锦置业有限公司 馨良苑 高境镇 ２００８．０９．１１ ９０００５．４６

４７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６５５ 上海申标置业有限公司 保集绿岛家园（二期）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０９．１７ １１９１０．７３

４８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６８４ 上海宝邸置业有限公司 盛世宝邸 淞南镇 ２００８．０９．２５ ４８７３２．５３

４９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６８５ 上海绿地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丰翔新城
宝山工业
园区（大场）

２００８．０９．２５ ３４５３３．６９

５０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６８９ 上海万科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四季花城二期三区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０９．２７ ２４７９．０２

５１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６９８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经纬城市绿洲Ａ地块二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８．０９．２９ ２９５７５．３７

５２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７２３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公园世家Ｄ块二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 ４３５５２．９９

５３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７２４ 上海祥麒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祥腾生活广场 淞南镇 ２００８．１０．１５ １９７２６．０９

５４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７２９ 上海万科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四季花城二期四区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１０．１８ １１３５８．８６

５５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７６９ 上海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德花园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１１．０３ ９８６．２５

５６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７７０ 上海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德花园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１１．０３ １１４８７．１５

５７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７７１ 上海佳源置业有限公司 美岸栖庭二期 高境镇 ２００８．１１．０９ １２３１５．９４

５８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７８１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

盛高香逸湾庭院 Ｅ－８－３地块
第一期、二期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１１．０８ １７０４３．５６

５９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７８９ 上海望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罗森宝工业研发中心（一期）
罗泾工业
园区

２００８．１１．１１ ２００６４．８

６０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７９７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滨河华城 大场镇 ２００８．１１．１２ ４６３９９．９６

６１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８１２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一期 顾村镇 ２００８．１１．２２ １６９３５．４１

６２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８１３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一期 顾村镇 ２００８．１１．２２ ２２２５０．３２

６３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８１８ 上海绿地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丰翔新城
宝山工业
园区（大场）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 ８１２８．１６

６４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８４８ 上海万科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四季花城二期四区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１２．０１ ２０８３３．９５

６５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８６２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

盛高香逸湾庭院 Ｅ－８－３地块
第一期、二期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１２．０５ １４１３３．１２

６６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８８２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公园世家Ｄ块二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８．１２．１５ ３４０９４．０４

６７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８８３ 上海申标置业有限公司 保集绿岛家园（二期） 杨行镇 ２００８．１２．１５ １４５１１．８２

６８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８８４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一期 顾村镇 ２００８．１２．１５ １１５７５．４５

６９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８９１ 上海江湾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
公司

四季绿城南块１ 高境镇 ２００８．１２．２５ ４７４０５．７

７０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８９２ 上海江湾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
公司

四季绿城南块１ 高境镇 ２００８．１２．２５ ８６４８

７１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９１０ 上海建配龙建材配送有限公司
建配龙综合楼 Ａ楼、Ｂ楼、裙房
楼改扩建

淞南镇 ２００８．１２．２８ ６４８１７．６８

　注：“”为配套商品房项目。 （孙妮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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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
ＭｉｎＹｉｎｇＪｉｎｇＪｉ

■编辑　经瑞坤

４月１５日，区个体劳动者为市民提供义务服务 摄影／姜庆泉

私营企业
■概况　至年末，全区私营企业总数为
２５３７９户，比上年增加 ５２８户，增长
２１％；雇工 ２１７１７６人，比上年增加
１５６２３人，增长７７５％；注册资金 ５３０４
亿元，比 上 年 增 加 ６１１１亿 元，增
长１３％。

■私营企业向四川汶川灾区捐款９００余
万元　“５１２”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全区
私营企业积极响应，踊跃捐款。据统计，

全区私营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向灾区共捐

款９００余万元。友谊工委会、东方国贸
批发城被上海市个私协会评为抗震救灾

优秀组织单位；上海富中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宝松重型机械工、上海豪特之星旅

馆经营有限公司被评为抗震救灾先进企

业；有４人被评为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区
个私协会被上海市红十字会授予“抗震

救灾杰出贡献银奖”。

■６名私企经营者赴中央党校学习　４
月２２日，区私营企业协会第九次组织６
名私营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企业管理人员

赴中央党校经济管理高级研修班学习。

学习人员认真听取知名教授和学者讲授

的《企业创新和发展》、《中小企业的发

展战略》等８门课程。

■迎奥运安全生产活动　年内，私营企
业的安全生产活动重点突出迎奥运、保

安全。从５月份开始，区私协对４１３家
重点企业进行自查自纠，查出较明显安

全生产隐患 ２４条，并进行重点整改。
协会邀请区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

对３０家私营企业监督检查，给予现场
指导；组织私企进行互查，并组织 ６次
安全生产交流会，由多家企业进行经验

交流。与防暑降温、防台防汛工作相结

合，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措施，确保２００８

年安全生产形势有明显好转，确保迎奥

运、保平安工作顺利开展。年内有 １４
家私营企业被市私营企业协会授予“上

海市私协系统２００８年安全生产暨迎奥
运、保平安活动先进企业”称号。

（姜庆泉）

个体工商户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个体户 １９５２９
户，比上年增加２０８户，增长１０８％；从
业人员２１６２９人，比上年增加２２９人，比
上年增长１０７％；注册资金４６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３７％。区广大个体会员积极
向四川等灾区人民捐助棉衣棉被等物，

共有 ３５５６人捐献物品达 ６８００余件
（套）。区个体会员严汉文、龚红星、陈

国领、方超被上海市个协授予“抗震救灾

先进个人”；严汉文同时获中国个协“抗

震救灾无私贡献奖”。

■“爱心行动日”活动　４月１５日，区个
体劳动者协会开展以“纪念改革开放３０

周年，知恩感恩倾心回报社会”为主题的

“爱心行动日”活动，除向市民展示３０年
个体经济发展的成果外，还为市民提供

义务服务。活动共设各项服务摊位２０６
个，受益居民２３６３人。

■召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　７月 ２
日，区个协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共

有１１６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听取并审
议了《坚持服务兴会，进一步推进宝山区

个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第五届理事

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丁连贵为会长，龚

红星、陈明为副会长，倪勇为秘书长的共

有４２人组成的第六届理事会；董海明为
名誉会长，曹兆麟等２１人为第六届理事
会顾问。大会向全区广大会员发出致富

思源、回报社会的《倡议书》，号召全体

会员再接再厉，发扬传统，取得更大

成绩。

■完成上海市第二次经济普查清查登记
　１０月，开展上海市第二次经济普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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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营户的清查工作。由区个协和工

商宝山分局企管科共同组织实施，全区

划成１１个片，由工商所分管所长（工作

委员会主任）任清查指导员，组成６６人
工作组，按居委会、村委会为行政区域，

采取“地毯式”的方法对有照及无照个

体经营户进行清查，并逐一填写《个体经

营户清查一览表》，全区清查登记个体经

营户１９５２９户。 （姜庆泉）

!""#

年度宝山区纳税企业
$"

强一览表

名次
地区
属性

企 业 名 称
纳税
（万元）

名次
地区
属性

企 业 名 称
纳税
（万元）

１ 航运 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 ３７３３８

２ 罗店 上海宝冶建设有限公司 ２６３９９

３ 大场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６７６

４ 其他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２１８４６

５ 月浦 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１９５０７

６ 庙行 上海宝宸置业有限公司 １８５４２

７ 大场 上海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５２３６

８ 杨行 上海万科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１４３４１

９ 月浦 上海宝冶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１３９３５

１０ 航运 上海宝钢设备检修有限公司 １３４２６

１１ 北部园区 上海徐工徐重经贸有限公司 １１７７１

１２ 大场 上海祁连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１１６３４

１３ 航运 上海宝钢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９１５

１４ 航运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９９７０

１５ 航运 中国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９５０２

１６ 大场 上海乾溪置业总公司 ８９１１

１７ 高境 上海佳源置业有限公司 ８８７４

１８ 顾村 宝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８６１１

１９ 高境 上海境逸房地产有限公司 ８２９８

２０ 高境 长江国际商业有限公司 ７５５６

２１ 大场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７２９６

２２ 航运 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７２８１

２３ 其他 上海烟草集团宝山烟草糖酒有限公司 ７２１７

２４ 罗店 中冶成工上海五冶建设有限公司 ７００７

２５ 杨行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６７００

２６ 航运 上海宝钢钢铁资源有限公司 ６２１０

２７ 友谊 上海宝莲房地产有限公司 ６１６５

２８ 其他 上海宝钢经营开发总公司 ５９２９

２９ 航运 上海宝钢工业检测公司 ５８７６

３０ 高境 上海景祥置业有限公司 ５４９４

３１ 顾村 上海古北顾村置业有限公司 ５１０８

３２ 杨行 上海标五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 ５０３３

３３ 庙行 上海谷元置业有限公司 ４９５７

３４ 杨行 上海万业企业宝山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４８２４

３５ 顾村 上海爱建顾村置业有限公司 ４７０２

３６ 高境 上海江湾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４６８２

３７ 城市工业园区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４６７８

３８ 航运 上海宝钢工贸实业总公司 ４６６４

３９ 顾村 上海捷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４６６

４０ 杨行 上海一冷开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４３３０

４１ 杨行 上海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２９１

４２ 庙行 上海和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２１２

４３ 城市工业园区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４１６１

４４ 月浦 上海宝世威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４１３０

４５ 淞南 上海信尔房地产经营开发实业有限公司 ３９７８

４６ 淞南 上海一钢企业开发有限公司 ３９５４

４７ 航运 上海熊猫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１５

４８ 大场 上海申新（集团）有限公司 ３８４６

４９ 顾村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１８

５０ 顾村 上海欣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３６７９

!""#

年宝山私营企业纳税
$"

强一览表

名次
地区
属性

企 业 名 称
纳税
（万元）

名次
地区
属性

企 业 名 称
纳税
（万元）

１ 大场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６７６

２ 庙行 上海宝宸置业有限公司 １８５４２

３ 高境 上海境逸房地产有限公司 ８２９８

４ 高境 长江国际商业有限公司 ７５５６

５ 友谊 上海宝莲房地产有限公司 ６１６５

６ 高境 上海江湾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４６８２

７ 顾村 上海捷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４６６

８ 庙行 上海和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２１２

９ 淞南 上海信尔房地产经营开发实业有限公司 ３９７８

１０ 顾村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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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次
地区
属性

企 业 名 称
纳税
（万元）

名次
地区
属性

企 业 名 称
纳税
（万元）

１１ 顾村 上海欣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３６７９

１２ 顾村 上海世纪长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４２４

１３ 杨行 上海凯通置业有限公司 ３３８１

１４ 顾村 上海永佑亿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１８８

１５ 大场 上海久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２７９７

１６ 月浦 上海颐新置业有限公司 ２６９８

１７ 张庙 上海申丝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５４２

１８ 庙行 上海好天缘置业有限公司 ２４８９

１９ 月浦 上海海泰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５７

２０ 淞南 上海中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２５７

２１ 高境 上海斯考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６０

２２ 庙行 上海百鑫置业有限公司 １９６４

２３ 友谊 上海湘腾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１８８９

２４ 罗泾 上海二泉钢管有限公司 １８７５

２５ 杨行 上海申标置业有限公司 １８５９

２６ 大场 上海广亚百货商业有限公司 １８０２

２７ 杨行 上海百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６１

２８ 顾村 上海欧际冶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１６５７

２９ 淞南 上海祥麒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８０

３０ 淞南 上海一钢物贸有限公司 １５１９

３１ 其他 上海宝宸（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９６

３２ 罗泾 上海东圣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８４

３３ 淞南 上海新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７３

３４ 高境 上海高境实业有限公司 １３４７

３５ 杨行 上海华冶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２６

３６ 罗泾 上海新世纪纪念章有限公司 １３０４

３７ 月浦 上海申特型钢有限公司 １３０３

３８ 淞南 上海恒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２９７

３９ 吴淞 上海振泰设备安装维修（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６３

４０ 杨行 上海宝山液压油缸有限公司 １２５３

４１ 月浦 上海越鼎富钢铁物资有限公司 １１８７

４２ 杨行 上海宝山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１１６４

４３ 城市工业园区 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５２

４４ 月浦 上海钢宇商贸有限公司 １１２３

４５ 高境 上海泽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１２１

４６ 庙行 上海新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９５

４７ 顾村 上海宝坤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９２

４８ 吴淞 上海宝德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８６

４９ 吴淞 上海国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８５

５０ 罗泾 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 １０７９

（陈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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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与金融
ＣａｉＳｈｕｉＹｕＪｉｎＲｏｎｇ

■编辑　经瑞坤

财政
■概况　年内，区财政局以公共财政体
系建设为主线，以深化预算管理改革为

重点，以加强财政管理为目标，以完善区

两级财政体制为基础，全面推进财政管

理改革，加强征收管理、收支分析和预

测。全区地方财政收入 ５７４７７０４８万
元，是预算的 １００２％，比上年增加
５３２０３３８万元，增长１０２％。其中财政
部门完成９７２２６９５万元，增长２４５３％
（契税收入６９４７４１７万元，行政性收费
收入 ５８０７３７万元，罚没收入 ９７７１０４
万元，专项收入９６１６８１万元，附加收入
４０２６万元），加上结账财力 ３２２５０１９２
万元，市拨专项收入 ２０７３５２９万元，调
入资金２５７８３万元。全区可用总财力
９１８２６５５２万元，全区地方财政支出
８９６７３７５９万元，比上年增加 １２０５８４万
元，增长１５５４％，完成年度预算１００％。
加上市级专项支出２０７３５２９万元，全区
总支出达 ９１７４７２８８万元，其中区本级
支 出 ８９６７３７５９ 万 元，镇 级 支 出
３１６６９５７３万元，街道支出 ４６４９１１２万
元，全年预算收支结余７９２６４万元。随
着部门预算编制的规范和财政预算管理

逐步完善，审批管理中部分单位部门预

算外支出、以专题报告形式向区政府或

区财政申请经费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显

现，成为财政预算管理改革中的瓶颈口。

经过调查和对管理现状的梳理，全区实

施“一事一议”专题报告审批管理制度，

增强部门预算支出的规范性和约束力。

■科技投入达到占区级财政总支出的
２％　按照区政府《关于改进和加快宝山
区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和对

科技投入占区级财政支出比例达到２％
的要求，界定财政对科技投入范围，合理

安排资金。年内拨付科技和扶持资金

１１５８２万元，用于科技计划、科学事业、

科研条件建设、“小巨人”专项、科技企

业专项扶持、教育、卫生、农业和信息化

建设等项目，占到区本级财政支出的

２０９％。街镇投入科技支出占其财政总
支出的２％以上。

■扶持新农村建设　年内继续推进扶持
新农村建设政策，区财政会同区农委、区

国（集体）资委联合制定《财政扶持实施

意见》。扶持标准和范围：（１）农业生产
发展投入１４４３８２４万元，包括推进农业
集体规模经营、发展农业多种经营，促进

生产效益，提高农民收入；（２）农村环境
建设投入３７８４３３３万元，包括做好拆建
控违工作、农村道路建设、生活污水处

理、村庄改造、农村基础设施、村容整洁、

绿化维护等；（３）社会公共服务投入
２４５０６３４万元，包括就业扶持政策、落实
有关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政策等；（４）基
层基础建设。为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规

范村级经济社会管理，按照区委办区府

办《关于本区推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工

作》的要求，配合制订宝山区推行村级会

计委托代理工作方案，明确工作内容，明

确操作流程，落实专人负责进行推进。

１２月２７日，罗店、罗泾、月浦、顾村和杨
行等５个镇农村会计服务中心挂牌并投
入运行。

■推进财政管理制度改革　年内，根据
《预算法》和区预算管理改革方案要求，

按照部门预算“二上二下”的原则，使经

费预算逐步做到公平、公正、合理。根据

市财政局对推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

的要求，实现统一模式，统一管理。规范

银行账户开设，向统一清算平台过渡；扩

大直接支付范围；调控财政性资金。实

现支付 ８０６７０笔，累计支付金额 ４３６５
亿元。其中直接支付７０５２笔，计１５１４
亿元；授权支付 ７３６１８笔，计 ２８５１亿
元，单位上缴各类资金７３８亿元。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根据建设公共财
政、民生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

构，整合各类财政资金。政府新增财力

向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发展、社会保障、

新农村建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方向

倾斜。完善政府采购工作职责及业务流

程，建立委托采购特别是工程采购监管

机制。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全年完成政

府采购量６６５００万元，节约资金３０００万
元左右，节约率为４５％。

■援助地震灾区恢复重建拨付２７００万
元　“５·１２”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全区紧急动员，广泛宣传，募集赈灾资

金，支援灾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按照

市下达区节减公务经费５％的要求，全
区向地震灾区恢复重建总计拨付 ２７００
万元。

■完善街镇转移支付管理办法　全区梳
理２００４年以来街镇转移支付管理办法，
拟订《关于进一步完善街镇转移支付的

管理办法》。根据市财政局《关于进一

步完善街镇财政管理、规范财政扶持政

策的意见》，探索街道纳入区级部门预算

管理新模式，开展街道财政收支情况、各

类队伍经费、业务经费以及招商引资经

费等的调研。

■建立宗地土地收支财务核算管理体系
　根据《宝山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支预算管理办法》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支财政管理要求，完善国有土地出

让收支预算管理，建立以宗地核算为核

心的全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财

务、会计核算体系，试编出２００８年度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预算。全年国有

土地出让金收入 ４９３３５６万元、支出
５３５１８９万元，其中征地补偿等成本类支
出５０３６５３万元，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２１７６３５万元，廉租住房资金８１３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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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土地开发资金１６４０万元，收支相抵
动用历年结余４１８３３万元。

■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年内推进以
项目投资控制为核心的投资（财务）监

理委派制度，修订《宝山区政府投资项目

投资（财务）监理管理办法》，制订实施

《宝山区政府投资项目储备管理办法》，

有效控制政府投资项目超投资现象。至

年末，全区完成各类项目投资１８４１４３万
元。政府债务余额 ２０８４亿元，比上年
下降２６９５亿元。政府融资平台持续保
持ＡＡ级信用等级。

■监督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重点围绕部
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重要

部门、重点环节和重大项目的资金加强

监督，加强财政运行全过程监督和指导，

规范财政、财务行为，确保财政专项资金

专款专用。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全

过程管理，实施从招标到项目验收全过

程的监督，开展跟踪问效。实现以监督

经济问题为主，向更多地关注社会发展

和民生问题的转变，重点选择民政、教

育、水务等财政重大支出项目，开展对市

财政教育转移支付补助资金、中小学校

舍改造资金等的专项检查。

■加强会计从业资格和考试管理　根据
财政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要求，

全年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１４６０余人。
根据相关法规、制度办理会计从业资格

注册、变更，做好持证人员诚信档案记

录，及时登记、补充、完善会计人员信息，

办理变更８９５人。全年会计从业资格考
试报名５１０５人，会计专业资格考试报名
２１７９人（全部实行网上报名），会计电算
化考试报名 ２３１３人。做好考试报名人
员信息录入和核对，全区财政信息导入

差错率全市最低。全年参加会计人员继

续教育培训１７２３０人。 （胡　军）

税务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税务部门加强基层
建设和基础管理，推进和健全“税收分

析、税源监控、纳税评估、税务检查”四位

一体的互动机制。全年完成税收总收入

１４４４１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２１４％，增收
１５６３亿元；其中，区级税收收入 ４７７５
亿元，增加７６７％，增收３４亿元。至年
底，区税务局在册人数为６０３人，其中干
部５８１人，工人２２人；拥有中级职称的
有３２０人，注册税务师和注册会计师

５８人。

■税源管理　年内以税收分析为先导，
评估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完成大中型

企业纳税评估２６８户，问题户占６７％，查
补税款８６４２万元。对重点税源实施多
重监控，分级管理机制，年内纳入分局监

控的重点税源户２３００户，税收占分局税
收总量的 ８０％。通过对重点税源户的
报表数据变化、税收增减、税源及税收变

动的分析，为税务检查提供案源。做好

年收入超１２万元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
的宣传辅导工作，补缴个人所得税１８０３
万元，在市税务系统个人所得税自行申

报中列第２位。

■税务稽查　全年完成稽查户数６７７户
次，查补税款１０５１１万元，收缴滞纳金和
罚款共５７９万元，移送公安机关立案２８
件。年内开展房地产、建筑安装、制造等

三大行业中的２５０户企业专项检查，查
补税款１０６５万元，加收滞纳金２２万元，
处罚款２６万元。组织开展打击制售假
发票和非法代开假发票专项行动，重点

对虚开专用发票的违法活动开展专案检

查，共查处涉案单位及个人１２７户（人）
次，补税并加处滞纳金、罚款１３７万元；
全年查处各类举报案件３４６件（次），补
税并加处滞纳金、罚款２２４２万元。

■发票管理　按照宽严适度、先易后难、
分步推进的原则，对增值税纳税人分行

业逐户梳理，核定专用发票供应量，增加

监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防范征管风险。

至年末，已完成核查１１７５５户，调减核定
供应量 ４４１２户，调增核定供应量 ７１９
户，维持６６２４户。重点核查单张票面金
额１０万元以上的普通发票，全年共核查
３８２户，核查普通发票２６７１８份，查出问
题发票５３０份，查补税款７２３万元。

■增值税重要数据管理　细化增值税
“一窗式”比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

与销售比对）异常的处理，“红票率”及

“废票率”的考核和分析，做好“一窗式”

比对异常处理的内部辅导和外部宣传。

全局 “一 窗 式”比 对 平 均 相 符 率

９９９９％，“红票率”及“废票率”分别为
０３３％、３７９％；开展对一般纳税人发票
囤积、专用发票数量和版本及零申报次

数量异常、开票量和开具金额变动率等

指标的监控分析；强化“四小票”（即海

关票、运输票、废旧销售票、农副产品收

购凭证）采集和审核，经抽样检查运输票

平均相符率 ９９５６％，海关票平均相符
率９６５０％。

■落实财税政策　落实新旧所得税过渡
期间政策，对原享受低税率优惠政策的

企业在五年内过渡到法定税率，实施分

支机构企业所得税就地预缴工作，对

１６４户过渡政策享受企业和２３７户跨省
市总分支机构企业的管理措施落实到

位；落实新房地产税收政策，抓好文件政

策精神的领会和实务操作，做好新财税

政策的宣传辅导和解释工作。

■电子申报推广　全区已认定电子申报
户２３１４６户，占应推广户的９８１１％，实
际使用户２２８６９户，占认定户的９８８％；
单月使用专用发票量在３０份以上的企
业纳入网上认证，全年网上认证量占总

认证发票量的８２５６％；推行并完成防伪
税控远程报税系统和电子申报企业电子

签名的工作。

■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　年内开展综合
征管软件系统两级运行维护平台的操作

培训，划分操作权限，明确操作内容。启

动全区饮食、娱乐业税控收款机的推广

应用，全年完成５７６户；扩大建筑、房地、
旅馆３个行业的税控器应用，占 ５０％。
规范定期定额管理，完善个体税收征收

管理办法，年内对全区 １００户工业、商
业、服务业个体工商户进行“电脑定税”

的样本数据采集，为科学合理核定定额

打下基础。

■税收宣传月　４月，开展“税收、发展、
民生”为主题的税收宣传月活动，在《宝

山报》开设税收宣传专栏，并延伸到各

镇、街道、开发区的宣传载体，定期宣传

税收知识。开展“税法”活动，对重点税

源企业因地制宜分批进行“小班化”宣

传和辅导。编印《纳税百强排行榜》和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名录》，倡导诚

信纳税，增强税收执法的透明度，营造和

谐征纳关系。

银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２００８年，
支行下设营业网点 ８个；在册员工 １７２
人，其中有各类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

１２５人，占总人数的７３％。至年末，人民
币储蓄存款 ２７６０６４万元，比上年增加
３８４％；外币储蓄存款 ７３８４万美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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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增加 １５４％；人民币企业存款
２１０８０５万元，比上年增加 ３５６％；外币
企业存款 ４５９４万美元，比上年增加
２６８％；人民币公司贷款 １７８２９５万元，
比上年增加１７％；储蓄信贷４１６１２８万
元，比上年增加５７％，消费信贷占授信
业务规模的７０％，成为支行业务收入的
主要和稳定来源；国际结算业务量达

７６０９７万元，比上年增加１４３％；实现利
润２１２９２万元，比上年增加 ２８８％。１０
月，新设的宝山支行理财中心开业。年

内，该行以“奥运服务年”为契机，建立

健全奥运金融服务的组织架构。围绕

“保安全、抓服务、促营销”中心任务，成

立奥运安保维稳领导小组，对安保维稳

的工作重点、目标重点、防范措施、报告

制度、突发事件处置等制定出应急措

施，并制订下发《支行奥运期间安保维

稳工作方案》；开通奥运金融服务绿色

通道，在银监会、总行、分行等奥运服务

检查中取得较好成绩。该行积极参与

宝山电视台组织的奥运火炬手与市民

的电视直播活动，宣传“百年中行，百年

奥运”，宣传中行奥运产品和品牌形象，

进一步提升中国银行的影响力和品牌

美誉度。严格风险管理，完善内部控

制，扎实推进内控三道防线的整体联

动，做好内控管理各项工作；促进一道

防线实现“自我检查、自我培训、自我整

改”的有序内控管理状态，提高一道防

线全员合规和防控的意识和能力。上

半年，该行组织内控制度的宣传教育活

动，开展“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加强

《员工守则》、《员工违规处理办法》、

“双十禁”等规章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

的学习，培养员工合规的意识和习惯。

全年各类检查项目 ３０余项，主要涉及
反洗钱业务、授信合同使用情况、小额

质押贷款业务、出纳尾箱与反假业务、

ＡＴＭ操作、挂失业务、奥运特许商品业
务、印章管理、公司业务中间业务收入、

ＤＦ贷款利率、贴现业务、银行承兑汇票
业务、授信档案管理、授信客户贷后管

理情况、案件排查等业务。针对存在的

问题制定出印章管理、代收付业务、公

司中间业务收入的实施细则、ＲＴＳ客户
信息资料维护操作流程、批量开卡业务

实施细则、重新修订了支行业务检查考

核管理办法，对分、支行发现的业务差

错，以通报与点评、定期召开内控会议

等方式，明确各部门的分工与职责。６
月，该行获总行案件防范先进单位。

（李建新）

■中国农业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０８年，该
行下设营业网点２３个，其中非管辖支行
１５个，分理处５个，储蓄所３个，设有６
个客户部，个贷中心、后勤保障中心各１
个，１１个职能管理部门；有在册员工 ４３４
人，其中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３９９人，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２９６人。至年末，本
外币存款余额２５７８４亿元，比年初增长
１１３０％；各项贷款余额１１３９９亿元，比
年初降幅６５９％；中间业务收入１０５亿
元，比上年增长３９６８％；国际结算７６２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６２７４％；新增贷记
卡３０２万张；新增特约商户 １４１户；新
增有效基金账户１８７９户，代理保费比上
年增长１８２３３％；第三方存管业务完成
分行指标１３６５２％；在线银行注册客户
新增１９２４５户；电子银行综合业务在分
行系统名列第一位，利润率 ７４５％，蝉
联系统内榜首。年度内控综合评价继续

保持在一类行。股改前期配套工作有序

推进。年内支行统一部署做好股改的审

计、评估、法律尽职调查等工作；完成 ５
家遗留网点的土地物业资产确权工作，

做好３处闲置房产的处置，完成固定资
产账实盘点清理任务，落实股改建账工

作。做好不良资产清收和剥离工作，全

年清收不良贷款１８７亿元，清户２０户，
潜在风险贷款主动性退出２７８亿元；对
符合条件的 ４５家法人客户、３１家个人
客户的不良资产进行核实剥离，剥离不

良资产５６７亿元，非信贷资产 ０８５亿
元。年内组织实施国库应急处置演练，

成立查库“飞行队”，全年突击检查 ４
次。根据上海人行对金库设置布局要

求，完成支行发行库向农行嘉定支行移

交工作。重点发展自助设备，全年新增

离行式自助银行（点）１６个，批准投入存
取款设备８８台，有效落实８５台，完成年
度投放计划数的１２５７％，至年末共有自
助设备１６８台。根据市分行营业网点经
营转型标准，年内有６家营业网点通过
网点经营转型验收。开展档案管理达标

升级工作，年内通过总行系统内一级标

准验收。 （高华萍）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
宝山支行　２００８年，该行下设２７个网点
型支行，在册员工人数３１８人，其中大专
以上学历占８８％。至年末，全口径存款
余额 ３９９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５４％。
本外币贷款余额１６６５亿元；中间业务
收入２２亿元，增长３１８％，经营利润增
长７８％，再创历年最好水平。主要经

营业绩考评再次蝉联分行系统第一。年

内发放公司类贷款１２１２笔，累计发放金
额近 ３２８亿元，发放个人类贷款 １９８２
笔，发放金额１２５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０６６％，比年初下降０４５％。每月为全
区３５３６家企事业单位２０９２６３人汇缴公
积金，全年共归集公积金１４３亿元。至
年末，本外币储蓄余额１７３２亿元，比年
初新增 ４０２万元；年销售基金 ５１亿
元，销售其他理财产品２２２亿元。年新
发放龙卡借记卡１３６万张，龙卡贷记卡
２４万张，累计发卡８２５万张；龙卡消费
金额达３５４亿元，比上年增加５亿元；
新增龙卡代发工资８４家，全年代发企事
业单位职工工资 ６６０家共计 ４５亿元。
新增自助银行设备 ２８台，累计达 １３５
台；新增自助银行３家，累计达１７家；累
计为辖区内３５１家企业、商户安装 ＰＯＳ
机４６１台。完成国际结算量 ２９４亿美
元、外汇交易量１５５亿美元。对公电子
银行开户新增１０４９户，电子银行业务交
易额达６２５８亿元。全年会计业务结算
量达３２６８万笔，比上年增长３００５％，办
理现金收、付量达６７０８亿元，无重大差
错事故。全年整理上交残破人民币２３１１
万元，没收假人民币５１４万元，假美元
１８００元。全年巡查检查６７１次，向客户
发放“社会公众评议表”３８４３张，查看网
点服务录像 ４６５盘，提出整改意见 ３９２
条，通过严格管理，有效提升营业窗口的

服务质量。该行连续１２年被评为上海
市文明单位，连续二届蝉联全国文明单

位，获系统内外集体和个人的各类专项

奖共５０余项。 （汪朝晋）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宝山支行　２００８年，支行下设营业网点
２５家，其中财富中心网点１家，贵宾中心
网点８家，一般理财中心网点１５家，金
融便利网点１家；有在编职工３４２人，大
专以上学历占６４％。至年末，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 ２１７５７５７万元，比上年增加
１６９７９０万元；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６９４２２１万元，比上年增长７４８７５万元；实
现本外币中间业务收入１１９９１万元，比
上年增加 １１１８万元；利润 ４８１０３万元，
比 上年增加１３３３２万元，增幅３８３４％。
该支行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主线，综合

盈利能力显著增强，利润、中间业务收入

创历史新高。在业务上，依托区域经济

发展，对区域优质企业加大支持力度，尤

其是小企业贷款成为支行资产业务增长

的亮点。年末小企业贷款余额１５８６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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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年增加７０３亿元。加强有贷户
的存款管理，实现存贷业务的联动发展。

积极推动理财业务，个人储蓄存款稳步

发展。实施“综合营销、整体联动”新一

轮业务发展战略，转变营销热点，深入挖

掘潜力，坚持对私、对公中间业务联动拓

展，推动中间业务持续发展，年末实现本

外币中间业务收入１１９９１４３万元，创支
行历史新高。支行以“奥运”为契机，提

升网点服务水平，明确“十大”服务举

措，积极推进奥运服务达标建设。年末，

新增财富中心１家、贵宾中心网点２家，
调整网点２家。年内，大华支行获总行
个金双十佳网点。 （郑　颖）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０８年，该行在
册员工 ２０４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占
８３３％。下设牡丹江路、真华路、罗店、
场中路、三门路、长江西路、共康、海关等

二级支行８个和营业部１个。该行着重
把握发展机遇，优化业务结构，加大营销

力度，强化风险意识，加强制度建设，增

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各项工作均取得

良好发展，在分行经营单位综合排名靠

前。至年末，实现账面经济利润 １５５５９
万元，比上年增加７２１４万元，增幅８６％。
人民币时点存款余额１２７３亿元，较年
初净增６５２亿元，完成全年计划４０６％；
其中，个金存款余额３７９８亿元，较年初
净增 ８７亿元；人民币日均存款余额
９１３亿元，较年初净增３６５亿元；其中，
储蓄日均存款３１亿元，较年初净增５１
亿元。外币存款余额４５１６万美元，较年
初净增 ４７７万美元。人民币贷款余额
３５５亿元，较年初净增４３亿元；人民币
日均贷款余额 ３５６亿元，较年初净增
８４亿元。中间业务收益实现４７６３７万
元，比上年增４６４％。国际结算量实现
６７８４２万美元，比上年增２６％，完成全年
计划指标９９８％。年内，支行根据区域
特点，调整下属网点，新设海关支行，以

对公业务为主要特色，服务区域经济。

调整对私业务网点，８月，原位于永乐路
的永乐路支行搬迁至大华二路，更名为

真华路支行；１１月，原位于长江西路
１２４１号的长江西路支行搬迁至长江西
路２２３１号，并在原址保留离行式自助银
行。 （黄　?）

■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０８年，支
行有营业网点 ６个，年末在册员工 １００
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占９６％。全年实
现本外币存款５２９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７７８％。其中个人储蓄存款余额２００２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９１２％，外币存款
３８８万美元。各项本外币贷款余额
３６１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７１％。在业
务转型方面，全年完成中间业务收入

１６５０万元，创开业来新高；实现个人住
房贷款１３７亿元的发放量。在服务性
指标方面，全年完成公司网银交易户

４１４户；实现代发业务８３亿元，列分行
第一位。个人贵宾客户（１００万元）新增
５４１户。支行重点开展业务：（１）加快负
债和资产业务的营销拓展。在负债业务

方面，全年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对该行

存量中占比重较大的房地产和钢材市

场，通过拓展新开户、争取财政性及事业

单位的存款、推广集团帐户、做深做透优

质客户企业的营销等工作，促进负债业

务发展。在资产业务方面，该行采取有

重点的选择做优势客户的策略，在风险

可控的原则下，做大冶金建设单位的授

信额度、做深做透支行熟悉的客户，在压

缩钢材市场授信额的同时，选择性的开

展做中小企业客户的贷款等工作，取得

较好成效。（２）促进零售业务发展。该
行采取业务宣传等形式加大营销拓展力

度，重点突出从稳定和壮大ＶＩＰ客户、做
好理财、基金、保险等产品的销售，加大

代发业务营销；从个贷资产业务等方面

入手，促进零售业务发展。（３）调整信
贷投向。该行及时调整信贷业务投向，

对受危机冲击较大的行业，采取调、减、

退等措施。对属于国家投资受益企业调

增单位授信，调增冶金建设单位授信规

模比上年增３亿元。（４）结合奥运年，该
行加大对条线人员服务质量的考核，制

订职能部门定期检查、分析、通报制度，

同时加强对硬件设施的更新，淘汰全部

旧业务的终端，新配ＰＣ终端机及高端点
钞防伪机，提高柜面人员操作速度和服

务质量。 （阚家文）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２００８年，支行下设营业网点１家，在册
员工１８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占７８％。
至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２０２９万元，贷款
余额 １４４８２万元，比上年增加 １６０７万
元。实现利润 ９１万元，人均盈利 ５３５
万元。其中，地方储备粮贷款 ７９０９万
元，省级储备粮贷款４８００万元，粮食加
工企业短期贷款３００万元，产业化龙头
企业渔业短期贷款 １４７３万元。根据国
家对粮棉油信贷政策的管理要求，对各

项贷款区别对待，对粮油专项储备贷款

实行单独管理。根据政府下达的储备计

划安排贷款；对企业自主决策的经营性

收购、调销业务，按照“以销定贷、以效定

贷”的原则发放贷款。稳健发展商业性

贷款业务，组织存款和发展中间业务。

至年末，共发放粮棉油收购储备贷款

４９９１万元，支持区粮油购销公司轮换小
麦３４２０吨，收购稻谷 ２１５１９３４２吨，新
增贷款与新增库存值达到 １００％，信贷
资金运用率为１００％。 （张海艳）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０８年，支行下
辖营业网点９个，在职员工１１９人，比上
年增加３８人。年末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
３７４亿元，比上年增加３６４亿元，其中储
蓄存款余额为２０３亿元；年末人民币贷
款余额 １０５亿元，比上年增加 ２０２亿
元。（１）加快发展步伐。稳定存量、拓展
增量，做大做强对公负债业务；以路支行

转型为契机，以网点功能完善、服务提升

为抓手，推动储蓄业务发展；应对不断变

化的宏观经济形势，积极扶持中、小企

业，重点拓展个人消费贷款，加快资产业

务结构调整步伐。（２）强化内控管理。
明确“合规与发展并重”的工作目标，通

过多种方式，逐步使合规经营理念深入

人心，努力营造合规文化；认真开展案件

自查工作，重点加强对要害部位、关键岗

位、重点业务、薄弱环节的控制，逐步形

成自上而下的案件防控网络。（３）加强
队伍建设。重点抓好路支行行长、中层

骨干、复合型人才等三支队伍建设，注重

于在业务实践中培养，加大人员结构调

整力度；建立和完善员工思想行为监督

机制，按规定做好关键岗位员工轮岗轮

调及强制休假工作。年内，支行营业部

被评为“优质文明服务窗口示范单位”；

支行综合部被市公安局治安总队评为

“治安保卫工作先进集体”。 （王彦超）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至年
末，支行下辖营业网点２３个，在册员工
３６５人，其中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２０８
人。全年各项存款余额１１１０７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８０５％，其中储蓄存款余额
５２９６亿元，增长２１１５％。各项贷款余
额４６９２亿元，增长５９６％。实现营业
收入 ６８亿元，累计帐面利润 ２１７亿
元。新增如意卡２３８４４张，信用卡１６４７
张，新增 ＰＯＳ机 ９０台，代理保险销售
１７００万元，理财产品销售５１４２万元，外
汇结算量２０００余万美元，网银业务安装
到位１５１户，银税通业务新增 ２２０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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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调研、严控风险的前提下，支持中

小企业融资，年末小企业小额融资贷款

余额达１３６６亿元；拓展大额优质贷款
项目，年末中国二十冶、中冶祥腾、大华

巴黎春天、海隆集团、上汽安吉租赁、宝

钢新事业、宝炫银团等新增授信金额达

１１３亿元。 （赵智峰）

８月１５日，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宝山支行揭牌仪式 邮储银行宝山支行／提供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宝山支行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８日，深圳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宝山支行揭

牌对外营业，为上海分行第１８家营业网
点。支行经营范围以本外币结算、存贷

和储蓄业务为主，兼顾其他各项人民银

行和外管局批准的业务；主要业务有公

司银行服务、私人业务服务和国际业务。

至年末，宝山支行有员工２８人，其中大
专以上学历占９０％；本外币各项存款余
额１２４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９亿元。支
行构筑“立足上海、辐射周边”的金融服

务网络，在完善及推广原有业务品种的

基础上，致力于业务创新，为客户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 （黄婉妮）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至年
末，该支行有在册员工１６人。２００２年１
月１日，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宝山支
行对外营业，设公存贷款、对公人民币结

算、票据贴现、阳光卡、个人小额质押贷

款、住房按揭贷款、代理国债发行、代收

公用事业费、人民币储蓄及网上银行、电

话银行、全国一柜通等人民银行批准的

业务；开通实时资金清算系统，取得证券

资金清算行资格。该行不断完善网络银

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阳光卡”、“全

国一柜通”等新金融产品，为业务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将防范金融案件、

确保资产和人员安全、保障各项经营任

务活动安全、稳健的运营作为基本目标，

全年无案件和重大事故。 （吴　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
支行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９日，经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成立

对外营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地区性支行

宝山支行。至年末，支行有在册人员２７
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占７５％。各项存
款余额达１３４亿元，比第一季度末增长
１０４％；各项贷款余额 ５０００万元。支行
向社会提供的服务有结算类、电子银行

类、理财类、对公业务类。除支行网点１
个外，在宝山区的大华、月浦、共康、吴

淞、泗塘等区域共设立ＡＴＭ自助服务机

１３台，支行还提供理财、基金、三方存
管、车辆通行费代扣代缴等多项金融服

务。在零售业务方面，除提供传统储蓄、

现金结算业务外，向居民、个人提供各类

银行投资理财服务，其主要服务品牌为

“非凡财富理财产品”，共分为六类，“尊

享”系列、“增赢”系列、“好运”系列、“稳

健”系列、“金得”系列、ＱＤＩＩ代客境外理
财。各营业网点均配备非凡财富专业理

财团队，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专业化的投

资理财建议，以及“一对一”的专属理财

服务，为投资者推荐合适的理财产品，量

身定制财富管理综合理财规划方案。支

行提供开放式基金代销业务，共代销５０
余家基金管理公司的 ３００余只基金产
品，并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即开户、认购、申购、赎回、转换、分红、转

托管、非交易过户等各项开放式基金投

资代理服务。支行深入推进市场营销，

提高支行各业务绩效，以个人网银、理财

产品、证券交易资金第三方存管、基金和

保险为五大主干开展交叉营销、组合营

销，开展“周周有活动”的推广和服务活

动。该行开拓区域内重点优质公司客

户，新推出的业务有薪资理财卡，推出

的对公产品和服务有保理产品、动产融

资、保函、企业网上银行以及现金管理，

其中企业网上银行目前已将大部分柜面

业务实现了电子化（信息查询，转帐支

付，综合理财，开放式基金，网上授信，网

上开证，票据管理，集团服务，零余额，行

业信息，增值服务）。民生银行企业网银

是国内首家通过国家信息安全测评认证

中心安全评估的网上银行系统，并且获

和讯网“财经风云榜”评选 ２００５年度
“最佳网上银行奖”、２００６年度“中国网
上银行最佳用户感受奖”、２００６年获新
浪财经“网友最信赖的网络银行”，服务

位列国内网上银行第一名，２００７年获
“中国网上银行客户满意诚信品牌”。该

行新设“关爱民生，慈善捐款”业务，签

约客户在与银行签定书面协议后，每月

２５日都将从签约账户中扣除 １元钱捐
赠给慈善机构，以银行网点为平台参与

社会公益事业。 （张　中　郭　瞡）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宝山区支行　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５日，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正式挂牌成

立。至年末，共有在册员工２１０名，其中
大专以上学历占２９０５％。下设泗塘支
行、彭浦支行、民星支行、聚丰园路支行、

塘西街支行、长兴支行、月浦支行、罗泾支

行等二级支行一类网点８个和营业部１
个，二级支行二类网点１９个、代理网点
３７个。全年储蓄余额７５６６亿元，其中自
营网点１７５８亿元。公司业务余额１７３
亿元，贷款余额１３７０８０万元，其中小额
信贷１２３４万元，商务贷款１３６８０万元，
代收保费５０１亿元，发展商易通６１４台，
发卡５３２万张。该行确立服务城乡大
众、支持“三农”发展的零售银行定位，走

低成本、差异化特色经营之路，着力支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依托邮政网络

优势，完善城乡金融服务功能，以零售和

中间业务为主，为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

区居民提供基础金融服务，与其他商业银

行形成互补关系；发挥邮政储蓄银行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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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资产优势、信誉优势、渠道优势、队

伍优势），服务“三农”与中小型企业。小

额信贷业务实行信用担保，具有申请易、

服务优、利率低、放贷快、无杂费等特点，

为缓解宝山地区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

做出贡献。在坚持服务人民群众、履行

社会责任的基础上，以“安全性、流动性、

效益性、公益性”为经营原则，建立聘人

按素质、用人按能力、运用资金按效益的

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逐步完成向零售型

商业银行转型。 （曹燕婷）

!""#

年宝山区内部分银行年末存、贷款余额表

单位：万元（外汇：万美元）

单　　位 人民币存款 其中储蓄存款 人民币贷款 外汇存款 外汇贷款

中国银行宝山支行 ４８７１５９ ２７６０６４ ５９４４２４ １２０８２ ５０７９

农业银行宝山支行 ２５６４５０７ １３５１２３７ １１２２７７０ ２０２９ ２５０７

工商银行宝山支行 ２１５０１５３ １５９２０７０ ６９４２２１ ３７４６ —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２７３００ ３７９８００ ３５６００ ４５１６００ —

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５２．５９２ ２０．０２ ３６．１６ ３８８ —

农业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２９ — １４４８２ — —

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１１０７３８ ５２９６３９ ４６２２１ — —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３７４０００ ２０３３００ １０５３００ — —

民生银行宝山支行 １３４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 —

邮政储蓄银行宝山支行 ７７．３９ ７５．６６ １３７０．８０ ７．５９ —

（经瑞坤）

证券

!""#

年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及营业网点一览表

网点名称 地　址 电　话 邮政编码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泰路证券营业部 同泰路８８号 ５６６７８２８８ ２００９４０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龙镇路证券营业部 龙镇路９８号 ５６９３２７９９ ２００９４１

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长江西路１７８８号 ５６７５６３７１ ２００４３１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５１２号 ３６０１０２７６ ２００９４０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长江西路１５０７号 ５６７６１２２８ ２００４３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１８８号 ５６６７３７３０ ２００９４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路第二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５２８号 ５６１２７１６０ ２０１９００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济路证券营业部 同济路１３１号 ５６６７８４３２ ２００９４０

上海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２６５号 ５６５６６４８０ ２００９４０

上海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真华路证券营业部 真华路９５０号 ６６３５０２３４ ２００４４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康路证券营业部 共康路３２８号 ５６４３３８００ ２００４４３

（经瑞坤）

保险与证券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宝山支公司　２００８
年，支公司组织架构进行调整。支公司

机构设置总经理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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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部等六部一室；下设水产

路营销服务部（９月，原淞滨路营销服务
部迁至水产路４０９号营业，并正式更名
为水产路营销服务部）、宝泉路营销服务

部、横沙新民镇营销服务部、罗店营业

部、阳曲路营业部、长兴营业部等６个营
业网点。至年末，有正式员工３５人，劳
务派遣制员工 １９人，保险代理人 ３１７
人。全年实现保费收入４０３３１４９万元，
其中，长期险保费收入３７６２４万元，短期
险保费收入２７０７４９万元，保费收入位居
分公司系统第３位。为全力打造“一流
综合性公司”的目标，支公司“突出了银

邮业务抢市场，大力发展银邮保险代理业

务”的发展战略，银邮代理业务保费收入

２８０００万元，完成年度指标的１５８％，比上
年增长 ２５４％。全年受理各类赔款案
１１２１８件，共支付赔款１９２６２万元，其中，
长期险支付赔款３９０７万元，短期险支付
赔款１５３５９万元。满期给付各类保险金
１６００６９万元。 （张妙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宝山支公司　至年末，公司有员工

５１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占 ８２％。全
年完成签单保费收入２２１０８万元，比上
年增长 ４９２％，完成计划的 ９０２４％，
实收保费 ２２７５９万元，比上年增长
９２９％，实收率 １０３％；支付各类赔款
１９５２４万元，其中，雪灾赔款 ２７００余万
元，简单赔付率８８８７％；支付各类手续
费２２４２万元，手续费率 １０１１％；账面
利润负 １６７８３８万元；已赚净保费
１８４０６万元，比上年增长 ６２５％。年
内，除财险市场竞趋激烈，尤其是车险

市场非理性竞争导致业务拓展、稳固阵

地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外，同时灾害性天

气及车险结构调整等因素，使赔付成本

大幅增加，对经营效益造成重大影响。

支公司仍进一步加大管控措施实施力

度，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执行“行业自

律”规定，加强理赔服务，提高结案率和

理赔质量。公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继

续以举办文化节的形式烘托文化建设

氛围；认真开展各类培训活动，树立人

保金牌服务品牌。年内，理赔部被评为

分公司先进集体，有１人被评为总公司
先进个人。 （胡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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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莲城 摄影／陈贤明

小额贷款公司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５日，上海宝山宝莲小额
贷款公司揭牌，开业首日发放贷款 ８０
万元。公司由上海住联房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上海三航奔腾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上海钢联物流有限公司等８家民营
企业共同出资组建设立，注册资本５０００
万元，其中上海住联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持有２０％股份。年末在册员工３人，
主要服务对象为宝山区“三农”及中小

企业。在运营上主要以“磨合为主，试

点先行”作为企业初创阶段经营运作原

则，对员工队伍 、规范制度、业务操作

流程进行全面磨合，以摸索适应、适合

小额贷款业务要求的管理模式，使业务

人员岗位职责、贷审会运行、总经理与

董事长（会）配合等在经营管理、操作运

营流程上达到通畅、合规、高效的要求。

根据小额贷款业务市场需求与公司经

营管理能力相匹配的原则，在各贷款业

务运作上以“试点为主，及时总结，适

时扩大”作为企业初创时期业务运作原

则，通过信用贷款、保证贷款、各类抵押

贷款的业务运作，提高经营管理者把握

贷款投向和风险控制能力。管理模式、

经营定位严格遵循“质量是企业的生

命”经营理念，把贷款期限、利率确定与

贷款方式相结合、业务岗位职责履行与

权限运用相结合，以利企业经营质量得

到有效控制。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利率水平不高于银行利

率的４倍，实际执行平均利率１４％。
（王祖磊）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日，宝山神农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公司由

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龙元

建设工程公司及上海宝山温州商会所

属的９家企业共同出资组建设立，注册
资本６０００万元。年末有员工６人。公
司以服务经济为目标，以规范运行为基

础，以内部管理为关键，以特色经营为

手段，以健康发展为方向，主要服务对

象为地区“三农”和中小企业。担保

方式有抵押、质押、保证等，期限一般不

超过一年，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国家有

关部门规定的上限。贷款对象是宝山

地区内的农户，中小企业、公务员、白

领。其中宝山地区内的农户，贷款需要

乡、村干部或其他公务员、白领为其担

保（需信用记录良好者），可获额度为人

民币５万元以内，执行年利率为７５‰，
基准利率 １５‰（下浮 ５０％），期限设定
为一年以内。在宝山区的中小企业，可

获额度为最高人民币３００万元以内，执
行利率为１５‰，期限设定为一年以内。
在宝山地区内的公务员、白领，经查个

人信用记录良好者可获５万元的信用
贷款；若有一名公务员、白领为其担保

者可获１０万元担保贷款；若有两名公
务员、白领为其担保者可获 ２０万元担
保贷款；若有三名公务员、白领为其担

保者可获 ５０万元担保贷款；额度为最
高人民币５０万元以内，执行利率１５‰，
期限设定为三个月，可展期一次，最长

不超过半年。１２月３日，公司向上海新
净蔬菜园艺场发放首批 ３０万元的贷
款，期限１年，利率７５‰。

（蒋寅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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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覃　哲

６月１１日，区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会召开 摄影／浦志根

综合经济管理
■政府投资项目资金计划　２００８年安
排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总额２５６６２７万元，
比上年增长４１％，主要构成是：当年建
设投资 １６９０２４万元，历年投资结算
４５５６８万元，到期还本付息４２０３５万元。
资金来源为预算内３９５０８万元，预算外
５１１８５万元，政府收益及融资安排
１６５９３４万元。年内政府投资项目总数
为１１９个，主要安排宝山中心医院总体
改造、综合小区整治、潘泾路三期等

项目。

■固定资产项目投资完成情况　全年固
定资产项目投资完成１６４０６亿元，比上
年增长 ３２％，超过年度计划 １３％。其
中服务业（物流、商办）投资增长较快，

全年完成投资 ３７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１２％；住宅类完成投资 ７６２亿元，增
长约 １３％；工业项目完成投资 ４００亿
元，减少４０％。

■固定资产审批登记　２００８年度项目
储备大幅增加，全区共审批和登记备案

项目 ３５２个，比上年增长 ４９８％；金额
１９３２亿元，增长 ９６％。其中生产经营
性项目１９０个，比上年增长３５７％；金额
１６５３８亿元，增长９０８％。

■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跟踪分析　年内起
草“２００７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报告及２００８年度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采取月度经济形

势分析会、重大项目协调推进会等形式，

开展年度目标任务的跟踪、监测。全年

编辑刊发３８期《宝山发展动态》，分析全
区经济运行情况，调查热点难点问题，研

究滨江发展带建设、邮轮经济发展等前

瞻性问题。全年区域经济运行平稳，完

成主要经济指标。

■开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　８月制
定评估工作方案，采取内部评估、市民评

议、专家评审等方法，对“十一五”规划

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规划目标的执

行情况进行评估，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和

薄弱环节进行客观分析，并提出“十一

五”后半期的工作目标、主要任务、破解

瓶颈的对策措施等。

■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富长
路—康宁路拓宽改建工程，富长路段分

成２段报批，康宁路段农转用土地指标及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已由上海市房屋土地

局报国土资源部；Ａ２０－Ａ３０段２段已批
复项目建议书，Ａ３０－金石路段已批复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９月２６日，罗北
路拓宽改建工程正式开工；与上海市世

博局签订有关建设资金和新增用地补贴

资金拨付协议；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总

体改扩建工程正式列入２００９年国家重
点中医医院建设计划，获国家财政专项

补贴６５０万元，一期门急诊大楼工程已
于９月１８日正式开工建设。 （雷　宏）

价格管理
■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　２００８年开展
宝山区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的清理和

２００７年收费金额的调查、汇总、统计、上
报工作，完成３４２家行政事业性单位收
费数据统计及年审。经汇总统计，２００８
年全区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 ４１２４９１２
万元，其中行政性收费金额２１１８５２２万
元，比上年减少３６９８％；事业性收费金
额１４５８５４７万元，减少２２９％；经营性
收费金额５４７８４３万元，减少９３２５％。

■价格监督检查　牵头组织区经济委员
会、工商宝山分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区食品药品监督局等部门开展联合执

法，对集贸市场、批发市场、大卖场的

“粮、油、肉、蛋、菜”等主要农副食品价

格进行专项检查，查处价格欺诈、哄抬物

价等价格违法行为。出动物价检查人员

１４２０人次，检查超市大卖场、集贸市场、
菜市场等２０７０余户次。查处价格违法
案件３４件，查处各类违法金额３０２７万

９７１



元。受理各类价格举报 ７０件，办结 ６４
件，办结率９１％；退回消费者１３９９７元，
没收违法所得 ３７６元。建立书面回访
制度。

!""#

年宝山区获“中国驰名商标”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商标名称

１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宝钢

!""#

年宝山区获“上海市著名商标”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商标名称

１ 上海申宝丝网有限公司 申宝

２ 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ＦＥＩＨＥ

３ 上海太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杰尔·曼尼

４ 上海宝钢天通磁业有限公司 图形（９）

５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ＢＡＯＬＩＮ及图

６ 上海标五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 古鼎及图

７ 上海高低压阀门有限公司 ＧＳＦ

８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钢之杰及图

９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

１０ 上海百诺食品有限公司 百诺

１１ 上海熊猫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熊猫

１２ 上海杨行铜材有限公司 ＹＴ

１３ 上海大隆链条厂有限公司 ＳＤＬ图形

１４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ＥＡＳＴＷＥＬＬ

１５ 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 汉康

１６ 上海海豹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海豹

（刘　佳）

■取消部分行政收费项目　６月４日根
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本市取消

和停止征收１４８项行政事业性项目的通
知》（沪府办［２００８］２６号）精神，对社区
价格、涉农价格公示的内容进行调整，更

新全区２１２个社区价格、涉农价格公示
牌，新建社区价格公示栏１２个。

■开展各类专项检查　年内开展各类专
项价格检查，主要是化肥价格和惠农政

策专项检查、春运价格和鲜活农产品运

输优惠政策的专项检查、餐饮业价格和

收费试点检查、电信和邮政资费专项检

查、能源价格调整的检查、教育收费公示

检查、市政府取消的１４８项收费的专项
检查工作、药品价格和医疗服务收费专

项检查、教育收费专项检查。通过专项

检查，规范被检查单位的价格行为以及

相关单位执行各项优惠政策和落实市政

府取消项目行为，规范教育、卫生等与民

生相关的收费行为，维护广大消费者合

法权益。 （雷　宏）

工商行政管理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２００８年，工商宝
山分局参与区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

区行政审批办事平台建设，开展企业登

记提速工作，精简审批程序，实行登记材

料“两级五天审批制”，扩大“绿色通道”

适用范围，实行当天受理、当天领照等措

施。对注册资本５００万元以上的落户型
企业做到提前介入、全程跟踪，为国有和

集体企业改制提供服务，帮助中小型企

业进行合并、重组和改制。至年底，全区

共有各类市场主体３１８４５户，比上年增
加２４５５户；注册资本 １０６１亿元，增加
１３６亿。其中内资企业５８９２户，注册资
本４２４亿元；私营企业２５３７９户，注册资
本５３０亿元；外资企业５７４户，注册资本
１５亿美元。个体工商户１９５２９户。

■扶持企业发展　年内落实服务措施，
支持企业发展。设立专门窗口，派专人

承办“股权投资”、“农村专业合作社”等

登记事项的咨询解答和材料受理工作。

优化动产抵押登记流程，帮助企业盘活

存量资产，方便企业融资。年内共受理

动产抵押登记７９件，涉及金额１３４０亿
元。促进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长三角

服务外包基地、上海共富园和创邑 －幸
福湾创意产业园区等新型服务业发展基

地的建设。支持区重点产业现代钢铁服

务业的发展，服务重大企业重组、改制，

为重大实事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开展

“注册官走访百家企业”活动，建立企业

工商联络员制度，召开企业座谈会，了解

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困难。开展企业远程行政指导的探索

和试点工作，对区内主体资格即将产生

缺陷的１４０户企业，通过短信平台开展
行政指导，传递监管预警、信息发布及行

政建议等监管意见，告知企业尽快整改

或办理有关手续，实现督促企业消除违

法状态的监管目标。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培育　年内，
全区共有 ２２个行业的 ２４４家企业获
“上海市‘守重’企业”称号，比上年增

加３３家；９家企业获“国家‘守重’企
业”称号，分别是：宝钢集团企业开发总

公司、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上海三

航奔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大件运

输服务合作公司、大华（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申宝液压机械厂、上海宝钢建

设监理有限公司、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

限公司、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

公司。有２４家“守重”企业成为宝山区
５０强民营企业。

■服务新农村建设　以“红盾护农”为
抓手，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江

杨农产品批发市场协商沟通农民自产自

销问题，开辟场内绿色通道，降低和取消

相关交易费用。帮助农资经营户成立农

资经营行业自律小组，为蔬菜生产基地

提供政策指导和维权服务。

■商标品牌培育　落实扶持商标发展政
策，加强与企业沟通交流，提高企业争创

驰（著）名商标的积极性。对区内企业

现有注册商标数量、运用状况、品牌意识

进行调研，采取“走进企业，贴近企业”

的工作方式，为企业创牌提供全套服务。

根据全区经济总量状况、企业发展特色，

设立著名商标培育分类数据库，对重点

培育企业落实定期走访服务机制；对申

报未入围企业，继续加强引导，培育商标

“创建源”；对具有培植潜力的企业，制

定针对性远景规划。至年末，全区有上

海市著名商标 １７件、中国驰名商标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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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件。

■专项执法行动　奥运期间开展以食
品、保健食品、兴奋剂、户外广告、涉奥专

有标志等为重点内容的专项检查和废旧

金属整治等执法行动。建立流通环节奥

运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机制，组织、指挥全

区奥运食品安全事故预防和处理工作。

依法查处零售商虚构原价打折、虚构清

仓、作虚假促销宣传等违法促销行为。

以奥运、世博标志、６０件“市场禁售”商
标、涉外高知名度商标和驰（著）名商标

为重点，打击商标侵权行为。年内共查

处商标违法案件７４件，其中涉及侵犯奥
运标志的有７件。组织开展不合格奶制
品检查，启动《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逐户排查奶制品经营者，登记和就

地封存下架退市的奶粉。共出动执法人

员３２００人次，检查经营主体 １００１９户
次，下架婴幼儿奶粉 ３４６７８公斤、液态
奶２８７２２７公斤、普通奶粉和其他配方
奶粉４１９４公斤。发挥１２３１５消费者申
诉、举报网络的作用，为消费者协调退换

问题奶粉。共受理有关奶粉的申诉和举

报１８件、咨询５０件，协调退换婴幼儿奶
粉４２７公斤、液态奶１０公斤。

９月１９日，工商宝山分局开展对含三聚氰胺
普通奶粉和其他配方奶粉市场清查

摄影／喻新忠

■无照经营整治　落实“平安建设”实
事项目，开展各类无照经营专项整治。

至年底，已整治各类无照经营２０９４户，
其中疏导办照 ８２５户。重点开展 “四

小”（美容、美发、沐浴、足浴）行业和娱

乐场所专项整治工作，取缔无证照从事

美容、美发、沐浴、足浴等经营服务场所

４０９户，全区成片、成规模的无证照“四
小”基本消除；取缔无照经营娱乐场所

２６５户，疏导办照 ７户；取缔无照网吧
１２５家。工商宝山分局对无照市场进行
认真排摸和调研，继续推进无照市场整

治规范工作，并促进该项工作列入２００８
年宝山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总体

部署中，年内取缔和关闭无照市场４家。
针对食品安全问题，打击无证照食品生

产加工窝点，共取缔此类加工窝点 ５６
个，全区集中连片式大规模窝点已基本

绝迹。

■消费者权益保护　年内，工商宝山分
局与区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共受理消费者

申（投）诉、举报４０７５件，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３０７７３万元。推动消费者权
益保护联络点的延伸，开展维权进超市、

进商场、进企业、进校园、进军营，扩大消

费者维权网络的社会覆盖面。至年末，

区内共设立消费者权益保护联络点３８８
个，受理消费者申诉 ５２３件，其中联络
点运用简易程序调解３７９件，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２４９万元。通过联络点
提供的线索取缔各类地下加工窝点２２６
个。以手机、电脑、加盟小超市等为重

点，开展合同格式条款专项检查和备案

工作，参与制定并积极推广合同示范文

本。由工商宝山分局起草的《有机肥买

卖合同》示范合同文本，已在全市有机

肥生产企业推广使用。推进并监督超

市、卖场建立索证索票和食杂店进货台

帐制度，将已建立的放心街长效管理机

制与食品安全示范街工作有机结合，开

展定期巡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食

品经营企业根据其依法经营情况，实行

分类监管。开展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

测，检查建材、饮水机等涉及民生的商

品共９大类、６８个品牌，对上海市工商
局下发的１７件不合格品牌商品全部立
案查处。

■工商队伍建设　罗店工商所在全市工
商系统首轮工商所等级标准评定中获首

批“ＡＡＡ级工商所”称号。“海上维权联
络点”的先进事迹被上海市工商系统评

为“精神文明十佳好事”。四川汶川特

大地震发生后，工商宝山分局全体干部

为灾区捐款 ６７４万元，全体党员交纳
“特殊党费”１２９７万元。区个体私营企
业协会会员捐款１０５万元，协会获“上海
市红十字地震抗震救灾杰出贡献银奖”。

（刘　佳）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国有（集体）企业资产监督管理　
２００８年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区国资委”）起草《宝山区区属

企业重大经济事项审批、报告、备案暂行

办法（初稿）》和《关于进一步推进宝山

区国（集）资国（集）企改革发展的若干

意见（征求意见稿）》，以加强对资产的

监管。开展年度企业财务预算工作，首

次委托中介机构对１１家归口重点企业
进行财务决算审计，对２家企业进行经
济责任审计。每月对１１家归口企业、５
家参股企业、４个工业园区和宝恒物流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月报数据进行统计、

汇总，向上海市国资委上报其中６家企
业月报。布置２００７年企业年检工作，对
产权变动较大的企业作重点核实，汇总、

审核年检数据并上报市国资委。全年评

估总资产１５７６３４万元，净资产１１４３３４
万元。全区有国有企业户数１７１户，比
上年减少 １４户。区国有资产总额
５４６３４６３５万元，比上年减少 ４４１９６０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１４３７３７１万元，减少
７６１２９５５万元；所有者权益 ２３１９７２６４
万元。区属城镇集体企业８２户，比上年
减少 １户。区城镇 集 体 资 产 总 额
２０６１４０５９万元，负债 １１０４９３３８万元，
所有者权益９５６４７２１万元。

■国有（集体）资产资源整合和项目发
展　年内实施国资“三年行动计划”，推
动长江口集团公司托管新吴淞公司的资

产整合工作、宝建集团对宝绿公司资产

整合工作；推动上海宝远房地产开发经

营有限公司的建立筹备工作；协调完成

吴淞口临时候船室项目的实施工作；对

区交通集团铁山路码头防汛墙整修进行

协调跟踪；跟踪推进区供销社美罗湾项

目实施工作，１号地块正式进入施工阶
段；对所属企业在“三年行动计划”中列

出项目的进展情况实施跟踪。完成宝山

区“十一五”规划国有（集体）资产监督

管理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工作。

■规范国有（集体）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年内制定《区属国有（集体）企业领导
人员管理办法》，通过规范法人治理结

构，加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建设，逐

步形成制衡机制；召开专职监事长例会，

听取专职监事长对企业监管情况汇报和

建议；定期对企业运营情况进行分析，及

时了解企业情况；开展对董事会“三重一

大”（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

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专项检

查，督促企业按制度办事；开展董监事专

题培训，提高董监事能力；开展职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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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专题调研；按程序参加１２户控参股
及委托管理企业的董事会，了解企业运

营状况。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年
内在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统计年报

数据进行汇总分析的基础上，对部分行

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开展产权清理；召

开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委托监管交流会，

研究探索行政事业单位国资委托监管方

式，推进条件成熟的单位实施国资委托

监管；做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

的核实审批。区国资委与区财政局、房

地局、规划局等部门多次会商，制订宝山

区公建配套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房地产权

证办理的实施办法。２００８年，宝山区行
政事业单位共３９２户，比上年增加８户
（增加１４户，减少６户）；行政事业国有
资产总量 ７０８亿元，比上年增加 ６０３
亿元。区教育局、区卫生局、区公安分

局、区体育局４家委托监管单位国有资
产总量３４２４亿元，比上年增加３４５亿
元，占全区行政事业国有资产总量的

４８３６％。全年行政事业单位总收入
７１０３亿元。

１２月４日，区国资委召开工作研讨会 摄影／徐莺音

■镇村集体资产指导和监督　年内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提高村

级集体经济民主管理水平的意见》、《关

于成立农村会计服务中心的实施办法》、

《关于加强农村集体合同管理的实施办

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

督管理的实施办法》。结合村干部培训

召开“规范村级组织经济行为”专题培

训会，推进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建立区、

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工作指导小组进行工

作指导，做好选聘、招聘会计服务中心人

员的前期准备工作；继续推行村级财务

规范化建设，做好２００７年试点村的考评
验收和 ２００８年试点村的指导和服务。
制定全区统一资产清查方案，开展资产

清查工作；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产权转

让行为，完善撤制村队政策和规范操作

流程。落实《关于转发加强宝山区国有

（集体）产权转让监督管理意见的通知》

的有关规定，规范农村集体产权转让工

作，修改完善《关于规范农村集体产权转

让有关问题的意见》。参与实施上海华

怡宾馆、罗店锻造厂、淞南市政工程公

司、月浦盛桥实业公司、杨行铜材厂、大

场镇东方红实业公司、月浦盛桥农贸市

场等产权转让项目的事前预审工作。对

“东方假日田园”的资产、所有者权益、

土地使用情况进行核实、梳理后，提出

“东方假日田园”项目的资产重组方案。

通过政策解释、协调配合、情况鉴证指导

帮助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顾村新

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实施股权变更，理

顺产权关系。至年末，全区农村集体经

济（包含组织类及全部企业类）总资产

３９９２２亿元（剔除投资重复部分），比上
年增长 ２３％。其中，镇一级总资产
２９１７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２％，占资产
总额 ７３１％；村一级总资产 １０７５１亿
元，减少 ４７％，占资产总额 ２６９３％。
总负债（包含组织类及全部企业类）

２３７３５亿元，比上年减少９１％，资产负
债率 ５９４５％，减少 ７４８％。其中组织
类资产负债率 ５７１％，比上年减少
４１２％；镇级组织资产负债率５９７６％，

减少 １０２３％；村级组织资产负债率
５２７８％，增长３１４％；企业类资产负债
率５５４％，减少８４％；镇级企业资产负
债率 ５６４９％，减少 １１９１％；村级企业
资产负债率 ５１６３％，增长 ２７４％。所
有者权益（包含组织类及全部企业类）

１６１８７亿元（剔除投资重复部分），比上
年增长２５４９％。其中，镇级１１７６９亿
元，比上年增长５０３８％；村级４４１９亿
元，减少１２８９％。

■撤制村队集体资产处置　完善《撤制
村队资产处置方案表》，区国资委与区房

地局协商制定《宝山区撤制村（队）存量

土地补偿费明细表》、《宝山区拟撤制村

（队）集体土地登记表》、《宝山区撤制村

（队）存量土地处置表》，布置并要求各

镇规范操作，从源头上把关“土地、资产、

农龄”三个主要环节。配合区有关部门

制定和完善《宝山区关于撤销村民小组、

村民委员会建制的若干规定》的部分条

款。全年完成 １个村、７个生产队的撤
制资产处置工作，高境镇高境村撤村处

置资产１８１０９２万元，全部以股权形式
量化到人；７个生产队核定可分配资金
（股权）１８０１１７万元。对２个村（淞南
镇张行村、杨行镇八字桥村）、５个队（工
业园区五星村北陈、反扒浜、中巷生产

队、罗店镇西埝村刘巷生产队、杨行镇星

火村中宅生产队）的撤村、队建制的集体

资产处置方案提出初审意见。

■完成产权交易鉴证项目１５宗　年内
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完成产权交易

鉴证项目 １５宗，成交总资产 ２０３１６万
元，净资产１６３４５万元。其中通过上市
挂牌方式，完成协议转让项目４宗；经镇
政府批准，完成农村集体产权直接协议

转让项目１１宗。协助客户办理工商变
更延伸配套服务项目２宗。 （孙　宇）

审计
■完成审计项目３４项　２００８年完成审
计项目３４项，比上年增加１项，其中预
算执行审计１项、专项资金审计９项、行
政事业审计 ２项、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７
项、审计调查１项。查出管理不规范金
额３１９７７万元，核减工程结算资金 ４４６
万元。

■财政预算执行审计　年内对２００７年
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

行审计，对区财政投入的土地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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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及效益情况进行

延伸审计。经审计反映，全区财政预算

管理逐步规范，财政基本能够根据年度

支出预算和用款计划合理调度拨付资

金。２００７年度财政收支在确保部门预
算单位正常运转的基础上，继续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事业、新农村建

设、民生保障、生态环境改善等公共财政

投入。２００７年度教育经费安排８９０００万
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２５％；医疗卫生事业
费１９３０５万元，增长２０％；社会保障资金
５２９１６６４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经
费 ３７７６５６９万元、社保资金 １５１５０９５
万 元）；街 镇 专 项 转 移 支 付 资 金

２６８７７１５万元，增长６３％。审计中发现
的问题主要有：部分项目增减和用途变

化未及时进行预算调整；２００７年部分基
本建设项目和政府采购未按实际进度列

预算支出；部分单位出国经费未纳入部

门预算管理；部分单位部门预算编报不

够完整、周密；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及执

行中存在收入未及时收缴区财政且账务

处理不当；部分区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的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完善。

■经济责任审计　年内，区审计局对区
卫生局、区财政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区环保局、区信息化委员会、区残疾

人联合会、区城市管理大队、区委党校、

区社会主义学院、《宝山报》社、区体育

局、区国有资产委员会、杨行镇、罗泾镇、

月浦镇等１５家单位２４名党政领导干部
和长江口商城股份有限公司２名领导人
员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重点对这些

单位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７年度财政财务收支
和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党

政领导干部和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内履行

经济责任有关事项进行审计，并延伸审

计所属１０７个部门和单位的相关情况。
查出管理不规范金额２８７３５２４万元（其
中应归还原渠道资金７０５０９万元，账外
资 产 ８６１８６７万 元，应 调 账 处 理
１９４１１４８万元）。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
的问题主要有：（１）预算管理方面，存在
未按程序调整预算、预算约束力不强、部

分收支未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国资经营

预算编制不够完整的问题。（２）专项资
金使用管理方面，存在资金使用监管力

度不够、部分专款未专用的问题。（３）
财产管理方面，存在部分单位入账不及

时形成帐外资产、财产管理措施不到位

的问题。（４）建设项目程序执行方面，
存在未实行公开招标、未实行竣工决算

审计的问题。（５）动迁项目支付核算方
面，存在部分动迁费支付未取得收款凭

据和支付依据不足的问题。（６）内部管
理制度方面，存在审批权限不明确、制度

执行力不够强的问题。（７）财务收支方
面，部分单位资金运行存在一定风险，并

存在未能如实反映对外投资的收益、应

收账款未及时收回、收支不真实的问题。

（８）内部管理体制方面，存在采购机构
管理体制尚未理顺、单位职能未随政府

职能的转变而划转的问题。针对存在的

问题，区审计局对被审计单位提出整改

要求，有１６家单位提交整改计划，其中
１０家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基本完成整改
工作，并提交整改报告。

■重点建设项目审计　年内，区审计局
完成罗店中学等３个建设项目的竣工决
算、轨道交通７号线等市政工程的前期
拆迁以及潘泾路二期工程财务收支情况

的审计。针对部分市政工程前期动拆迁

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向被审计

单位提出整改意见。对宝山中心医院总

体改造项目进行跟踪审计。规范政府投

资建设项目的审计集中管理工作，加强

对社会中介机构审计质量的监督管理，

规范相关文书资料格式。

■抗震救灾款物跟踪审计　四川汶川特
大地震发生后，区审计局抽调业务骨干

组成审计组。６月５日 ～７月１８日，对
区民政局、区红十字会、市慈善基金会宝

山分会的抗震救灾捐赠资金和物资的筹

集、上缴和管理情况进行跟踪审计。截

至７月１８日，区民政局收到捐款２２９２０４
万元，汇缴上海市民政局２２９１５３万元，
待汇缴０６６万元（其中利息０１５万元）；
市慈善基金会宝山分会收到捐款３４７０１
万元，全部汇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区红

十字会收到捐款５４２５９万元（其中定向
捐款４２５８９万元），汇缴上海市红十字会
４６９７５５万元（其中定向捐款 ２２５８９万
元），定向捐赠四川省江油市２００万元，待
汇缴５２８３５万元；收到捐赠物资折合人
民币１３９０万元，全部上缴上海市红十字
会。 （何赛杰）

统计
■统计服务　２００８年区统计局提供各
类统计分析报告７３篇，其中包括宝山区
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建区２０周年系列报
告７篇、区处级党政“一把手”培训班专
题资料６篇、内参资料７篇、调查专报５

篇。区“两会”期间发布２００７年度统计
公报，编撰统计小汇编和月度统计手册

等资料。

■宏观经济运行监测分析　年内根据各
街镇、工业园区的产业发展定位，细化、

分解全区主要经济指标和街镇、工业园

区经济发展指标，编撰完成《２００８年宝
山区主要经济指标分解及工作思考》。

加强宏观经济运行的监测分析，定期提

供全区及各街镇、园区经济运行监测分

析报告。

■能源统计监测　年内制发《宝山区能
源统计、监测管理办法》，建立三级能源

统计体系和监测体系。利用能源年报和

快报等资料对工业能源消耗情况进行监

测，从用能品种结构比重、重点行业产值

能耗量、重点企业能效水平、街镇能耗控

制情况等方面对节能减排形势进行分

析，完成《多管齐下、节能工作取成

效———２００７年工业企业能源消费情况
分析》、《用能总量处可控范围、产值能

耗水平不断下降———上半年我区工业企

业能源消耗情况简析》、《前三季度我区

工业能源消耗情况简析》等多篇分析

报告。

■服务业现状调研　年内跟踪调研发展
现代服务业扶持政策效应，反馈重点商

业、重点商务楼宇、重点服务业功能区发

展现状，从服务业发展的规模比重、主导

行业聚集程度和发展趋势、本区域分布

和兄弟区县比较，以及重点服务业功能

区和商务楼宇的发展规模、重点商业单

位的支撑作用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分析，

完成《发展比较平稳、行业特征明显———

宝山区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发展迅

速、支撑作用明显———服务业三重单位

２００８年上半年运行情况分析》等调研
报告。

■社情民意调查　年内组织开展城乡居
民家庭收支、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城

镇失业率、群众安全感、农村低收入户状

况、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社会服务发展

状况、行政村本地农业户籍人口的就业

与保障情况、妇女儿童发展状况、城管行

风评议等３０余项调查。

■开展第二次经济普查　７月成立由区
委常委、副区长夏雨担任组长的第二次

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各街镇、园区相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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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下发《关

于本区开展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的通

知》，正式启动宝山区第二次经济普查工

作。８月，开始经济普查清查摸底。区
经济普查办公室协同街镇、园区经济普

查办公室选调经济普查指导员、普查员

１７００余人，完成普查小区划分、普查区
地名清查和清查摸底上门登记、数据库

的整理和评估等各阶段工作，获得３１３００
余户单位（不包括个体户）的基本信息。

■统计机构改革　６月２７日，经国家统
计局批准，国家统计局宝山调查队成立，

主要职能为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

计监督的职权，独立向国家统计局上海

调查总队上报调查结果，对上报调查材

料的真实性负责，同时承担地方政府委

托的各项统计调查任务。内设办公室、

综合科、农业调查科、住户调查科、企业

调查科和专项调查科６个职能科室。７
月８日，经区统计局批准，钢铁服务业协
会宝山统计中心成立，主要职能为发挥

行业协会的组织作用和服务功能，开展

区内钢铁服务业统计工作。

■统计年定报　年内完成 １４个条线、
７８８１个单位、６３个表种、２５２７４张报表的
年报填报工作，据此梳理出３７００多家规
模以上的单位作为２００８年度的定报对
象。该项工作被上海市统计局评为

２００７年年定报工作一等奖。

■实施依法统计　年内分专业、条线开
展２５批１５００多人次的统计业务培训和
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发放宣传资料１万
余份。组织实施统计上岗证换证工作，

完成１３００多人的换证工作。组织 ３１３
人参加统计从业资格培训，经全国统考

有１６６人获从业资格证书。对３１家企
业进行统计执法检查。根据《上海市统

计巡查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对３个街
镇进行统计巡查。

■统计信息化建设　年内建设统计信息
管理系统二期，升级网上直报数据处理

系统，进一步提高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

为街道、镇统计站配置服务器，建立基层

数据处理分中心。扩充基本单位名录库

信息，配合建立企业诚信评价体系。

（支宏愿）

质量技术监督
■食品生产安全监管　２００８年，区质量

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区质监局”）按

照新的“分类分级”和“量化分级”管理

要求开展巡查和产品抽查，加强食品添

加剂备案管理，查处无证生产行为。全

年查处无证案件４起，罚款１４１８２４元。
（１）加强食品生产企业日常巡查和产品
抽检力度。全年开展巡查６４７次，监督
抽查产品４８１批次，合格率９２％；单独或
联合工商宝山分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等单位开展２８大类食品检查，出动
监管人员４８０余人次，检查相关企业２９５
户次；国庆前对糕点、肉制品、蜜饯炒货

等１３５件产品进行专项监督抽查，合格
１２９件，抽检合格率９５６％。（２）加强涉
乳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监管。９月 １９日
～２１日，对区内 ４７户可能使用乳制品
的糕点、饮料、巧克力、冰淇淋等企业进

行全面检查，检查掌握区内使用奶粉的

企业有１１家，检查发现上海锦江麒麟饮
料食品有限公司送检的产品中有３个批
次检出三聚氰胺，销毁问题产品５０４３箱
（库存３９９９箱，召回１０４４箱）。９月２５
日，区质监局组织全区食品生产企业负

责人召开食品生产质量安全工作会议，

要求企业从“三鹿”奶粉事件中吸取教

训，并开展自查活动。（３）开展食品标
准宣传和从业人员培训。对全区食品生

产企业免费进行《食品添加剂国家强制

性标准》、《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等培训，

发放资料３００余份，全区食品生产企业
的标准化管理人员和区有关行政管理执

法人员共有 ２００余人参加。年内完成
７６０名外来务工青年综合素质培训，组
织５３０名市民参观巡访名牌食品生产企
业，发放食品安全宣传材料２５００余份。
组织参加由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共

青团上海市委主办的“为世博加油，为岗

位添彩”———上海市食品生产企业进城

务工青年食品安全知识擂台赛，上海长

生食品生产厂获第二名，区质监局获优

秀组织奖。（４）卫生许可证审批工作。
全年新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４１张，换证
１３张，变更７张，注销２０张；新发放卫生
许可证２３张，变更４０家，注销２０家。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年内加强特种设
备监察工作，对所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以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形式，落实企业

安全主体责任，对４１家区质监局重点监
控单位再签订“奥运保障承诺书”。成

立特种设备隐患排查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开展冶金起重机械专项整治、土制设

备专项整治、厂（场）内车辆专项整治、

浴室锅炉专项整治、公园游乐设施和商

场自动扶梯专项检查，共巡查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 ５０８３家，巡查设备 ３０６１０台
（套）；取缔土电梯２台、土锅炉１台，封
存土制设备１台，拆除土制起重机１台。
检查中发出８７份监察指令书，实施行政
处罚１家，监督１５家２１台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的冶金用起重机械落实整改方

案。监督检查４１家区重点监控企业的
设备安全情况、人员培训情况。６月１２
日，会同区安全监督管理局、区建设与交

通委员会开展气体阀门泄漏应急演练。

■名牌产品申报　按照上海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部署开展２００８年中国名牌、上海
名牌和国家免检企业申报工作，指导区

内２家企业申报国家免检产品、３家企
业申报中国名牌；组织上海大隆链条厂

有限公司、上海太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等７家单位新申报上海名牌，上海宝临
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森万木业有限

公司等 ５家单位续报上海名牌。１２月
３１日，上海市名牌产品推荐委员会发布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名牌产品（服务）公告，宝
山区１３家企业的１２项产品、１项服务入
选。至年底，全区共有２６家企业３３项
产品（服务）获上海名牌称号。

■创建“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　开展
以技术标准体系为基础，以管理标准体

系和工作标准体系为支撑的“标准化良

好行为”企业试点创建工作。按企业标

准体系国家标准的要求，指导列入第二

批国家级“标准化良好行为”试点企业

之一的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编

制、修订、收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各

类标准１９８８项。经过评比，上海东方泵
业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上海第四家、宝山

区第一家获得４Ａ级的“标准化良好行
为”企业。年内，宝山又有２家企业被上
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列入新一轮的“标

准化良好行为”企业创建试点（“冠生园

华光酿酒公司”成为上海市８家国家级
试点之一，“飞和实业公司”成为上海市

８家市级试点之一）。通过指导和推进，
２家试点企业分别制定和建立６６８项和
５０５项标准，初步建立起从技术、生产、
管理、销售一整套的标准体系的框架和

有关的技术、管理、生产标准体系。

■创建水稻全过程机械化标准化示范区
　成立水稻全过程机械化标准化示范区
项目创建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会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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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委员会和其下属有关部门确定水稻

全过程机械化标准草案起草的分段和设

置要求，编制 “水稻栽培全过程机械化

生产示范区”项目的四项标准（育苗作

业技术规范、插秧作业技术规范、大田管

理技术规范和收割、干燥、进仓技术规

范），组织有关农业专家，对农户进行标

准技术培训，实现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

■政府实事项目实施　年内向区政府申
请将“对宝山区家庭用水银血压计开展

免费校准”列为 ２００８年区政府实事项
目。３月１９日，在张庙街道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举行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人民政府实
事项目———家庭用水银血压计免费校准

启动仪式”，张庙街道３３个居委１００名
居民代表参加，有近１０家媒体记者到现
场采访报道，免费校准和修理居民家庭

用水银血压计２００余台。截至１１月１５
日，区质监局深入全区９个镇、３个街道
９００家居委、村委，对１４００７台家庭用水
银血压计进行免费校准。

■安全警示教育　年内以违章使用起重
机械发生事故的实例为范例，拍摄《宝山

区特种设备安全教育警示片（起重机械

篇）》，制作成２５００张光盘。７月３０日，
召开由各街、镇分管安全领导、安全办主

任、区特种设备安全重点监控单位法人

代表、安全管理员参加的《宝山区起重机

械安全使用警示教育》启动仪式。会后，

各质监所会同各街、镇安全部门，把光盘

送到各起重机械使用单位，并督促各单

位全面开展警示教育。

■计量监管　３月６日召开集贸市场电
子秤“四统一”（即统一购置，统一管理，

统一检定，统一轮换）工作推进会，与区

经济委员会衔接“标准化菜场”建设工

作。至年底，全区做到“四统一”的集贸

市场５３家，占全区集贸市场总数７２％。
组织开展医用三源强制检定工作，对全

区２４家医院的 Ｂ超、激光治疗仪、Ｘ光
机、血细胞分析仪共２３０台医用计量器
具进行检定。推进全区眼镜店计量监督

工作，建立健全“配、验、检、保、监”长效

机制。“配”是指眼镜店开业，必须配备

与其工作相适应的计量器具；“验”是指

眼镜店进、出货必须经计量检测合格，具

有可追溯的检测报告；“检”是指眼镜店

在用验光配镜用强检计量器具必须依法

经计量检定，并具有有效期内的计量检

定书；“保”是指眼镜店要保证出具的眼

镜产品计量数据准确可靠；“监”是质量

技术监督部门要强化对眼镜店日常计量

监督检查。

■打假治劣　组织开展 “保两节、迎两
会”冬季取暖用品执法检查、“打假保计

量”餐饮集贸市场计量执法检查、“关注

民生，规范眼镜验配市场”专项行动、

“查农资，保春耕；查质量，保生产”农资

打假行动和加油站计量执法检查等执法

检查行动。１月与公安宝山分局配合联
手查获生产假冒名牌油漆涂料的窝点１
个，查获假冒立邦、多乐士涂料空桶

６７６１个，假冒商标标识 １５５６２张，案值
１０余万元。１０月与顾村镇质量监督所
配合，捣毁制假窝点２个。

■行政执法　年内共出动执法人员５００
余人次，检查各类企业（商户）１０００余
户次，立案查处违法案件４４件，查获假
冒伪劣产（商）品４万余件，罚没款１４０
余万元。共受理用户、消费者和企业各

类质量申诉 ３０件，处理完毕 ３０件，结
办率１００％，涉及产品标值２５余万元，
为消费者和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１０万
元。全年共接到群众举报案件 １７件。
３月，对“家具、玩具、服装、油漆涂料、
仿真饰品”等五类重点产品开展为期８
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分３阶段完成五
类重点产品专项整治任务。全区生产

加工五类重点产品企业１３０家（其中服
装３９家，家具 ７２家，油漆涂料 １２家，
玩具７家），已１００％摸清底数，建立质
量档案，备案的企业标准１００％复审。３
月、５月和９月，集中开展３次建筑用螺
纹钢专项执法检查，对全区 ２０个在建
工地使用的４７个批次总计５１０余吨的
建筑用螺纹钢进行执法检查。经抽样

检验共有１１个批次总计１０２吨的螺纹
钢存在质量问题，货值金额近５０万元，
立案查处违法企业６家，其中罚没款５
万以上的案件３起。开展“保奥运、迎
世博”百日专项执法检查，对福娃、纪念

币、徽章、奥运工艺品和以奥运为主题

的相关产品进行执法检查。６月、９月，
分别开展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和家电产

品能效标识２项专项执法检查，以配合
“限塑令”和《节约能源法》的颁布实

施。年内，区质监局获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
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

（戴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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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上海名牌产品（服务）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产　品

（服务）
品　牌 备　注

１ 上海大隆链条厂有限公司 工业链条系列
ＤＡＬＯＮＧ

大隆
新获得上海市名牌（张庙）

２ 上海太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家具 杰尔·曼尼 新获得上海市名牌（顾村）

３ 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板式换热器 ＥＲＨＵＡＪＩＥ 新获得上海市名牌（顾村）

４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金属建筑材料及钢结构维护
产品

钢之杰 新获得上海市名牌（罗泾）

５ 上海良工阀门厂有限公司 闸阀及阀用电动装置 “工”字牌 新获得上海市名牌（杨行）

６ 上海月马施服饰有限公司 女装 三马 新获得上海市名牌（罗店）

７ 上海申丝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 申丝 新获得上海市名牌（大场）

８ 上海熊猫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电线 熊猫 新获得上海名牌（航运）

９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电器成套开关设备 ＢＡＯＬＩＮ 继续获得上海市名牌（杨行）

１０ 上海森万木业有限公司 木地板 禾风 继续获得上海市名牌（杨行）

１１ 上海新晖酿造有限公司 黄酒 沪牌 继续获得上海市名牌（罗店）

５８１

质量技术监督



（续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产　品

（服务）
品　牌 备　注

１２ 上海宝钢天通磁业有限公司 ＢＲＬ锰锌软磁铁氧体料粉 ＳＢ 继续获得上海市名牌（杨行）

１３ 上海标五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 紧固件 古鼎 继续获得上海市名牌（罗店）

!""%

年宝山区上海名牌产品一览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产　品

（服务）
品　牌 备　注

１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精密钢管厂 宝钢 高压锅炉用冷拔无缝钢管 中国名牌（部属单位）

２ 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 和 黄酒 中国名牌（高境）

３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宝钢
汽车用钢板，冷轧硅钢片，高
碳铬轴承钢纯苯特号，沥青焦

上海市名牌（部属单位）

４ 上海申特型钢有限公司 申特 热轧带肋钢筋 上海市名牌（月浦）

５ 华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华德 汽车塑料件 上海市名牌（城市工业园区）

６ 上海东升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Ｂｅｍｅ（贝依明） 室外灯具 上海市名牌（罗店）

７ 上海东升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光辉 室外灯具 上海市名牌（罗店）

８ 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飞和ＦＥＩＨＥ ＯＧ型蜗杆（单螺杆）空气压
缩机

上海市名牌（城市工业园区）

９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ＥＡＳＴＷＥＬＬ 离心水泵、成套给水设备 上海市名牌（顾村）

１０ 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图案（施耐德日
盛）

一般喷油螺杆空气压缩机
（单、双螺杆空气压缩机）

上海市名牌（罗泾）

１１ 爱建德固赛（上海）引发剂有限公司 ＡＪ爱建 过硫酸盐 上海市名牌（罗店）

１２ 上海光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翼鹰 单张纸平版胶印机 上海市名牌（大场）

１３ 上海华谊集团上硫化工有限公司 双流 乙二醛 上海市名牌（淞南）

１４ 上海雁皇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雁皇（ｙｅｓｈｏｎ） 羽绒服 上海市名牌（张庙）

１５ 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 和牌／华佗 黄酒／十全酒 上海市名牌（高境）

１６ 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 汉康 豆制品 上海市名牌（罗泾）

（戴　洁）

安全生产监督
■安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签约１００％
　２００８年初，区政府与１４个街镇、工业
园区及１６个委办局签订《安全工作目标
管理责任书》，两级签约率 １００％，村
（居）委、公司与６７８５家下属企业签约，
签约率９６％。

■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　年内制定
《宝山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规范化建设

指导意见》、《宝山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治理长效管理实施意见》、《宝山区安全

生产“一岗双责”实施意见》。建立局领

导挂钩联系制度和完善局安全专管员制

度，加强 “面对面”指导和管理的力度。

■隐患治理　２００８年是国务院确定的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年。年内，全区

共排查单位 １１４７３家（次），发现隐患
１９４３２处，整改 １７６７８处，整改率 ９１％。

确定步云厂区域等７处安全隐患列为区
级重点整治对象，制定整治方案。对市

级隐患重点单位步云区域，区政府成立

以分管副区长为组长的整治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驻厂办公，从区安监局、吴淞

街道、消防宝山支队、工商宝山分局、区

综合治理办公室及司法等部门抽调专人

开展综合治理，撤离经营户，拆除非法建

筑，消除事故隐患。

■危险化学品监管　全年共检查２２１家
次化工企业，发现隐患４７６条，整改４５２
条，整改率９５％，发出指令书５０份，复查书
１０１份，查处违法企业１３家，罚款２４５０万
元，关停并转小化工企业１９家。奥运期
间，对１２５种化学品实施管制，对６９种管
制化学品实施备案制度。与宝山区内２７３
家危化重点企业签订《宝山区安全生产危

化领域迎奥运，保安全工作任务书》。

■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全年共检查生产

经营单位１７５０家次，开具安全生产监察
指令书和责令改正通知书４６３份，发现
安全生产隐患和问题１３２１处，实施行政
处罚６６件，罚款６８５５万元。

■生产安全事故处理　全年区域内共发
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２８起，死亡２９人，
占上海市政府下达全年３２人控制指标
数的 ９０６％，死亡人数比上年减少
９３８％。行政处罚决定２７起，罚款２３７
万元，对５２人进行责任追究。

■安全生产培训　推广“班前三分钟”
安全交底制度，加强对安全干部和职工

的培训。全年培训农民工 ４５５００人次，
占上海市政府下达指标数的１０１％。组
织各类特种作业人员班 １９６期，培训
１０６２３人次；主要负责人班 １９期，培训
７２５人次；安全管理人员班 ５６期，培训
２４４６人次；危险化学品行业从业人员班
４８期，培训１２０８人次。 （王根林）

６８１

经济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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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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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吴思敏

城乡规划
■概况　２００８年，继续以“提高规划管
理效能”为核心，发挥规划的引导和服务

作用，做到规划编制到位，项目选址到

位，“两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到位，监督管理到

位。推进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

“控详规划”）编制，上海中心城宝山地

区非特定区９个社区单元控详规划全部
完成；宝山新城５个非特定区单元控详
规划正在编制；罗店、罗泾、月浦等新市

镇控详规划编制推进；罗店老镇区控详

规划、罗泾新镇区控详规划调整完成；罗

店中心镇新镇区控详规划调整、宝山工

业园区和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控详规划调

整已在编报中。推进滨江地区规划编

制，深化完善黄浦江宝山段的详细规划

及城市设计，完成滨江地区概念性规划

方案征集评标、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

期）规划总平面方案、滨江 ＷＮ７单元控
详规划、宝杨路码头圈围控详规划；上棉

八厂周边地区整治规划、重点生态环境

地区规划进入编制；完成大场建设敏感

区、庙行地区结构规划、大场、顾村敏感

区（?藻浜以南部分）结构规划、外环生

态专项顾村公园（一期）详细规划。重

点专项规划完成宝山新城总体规划、宝

山新城功能建设规划和宝山景观规划、

宝山区户外广告总体规划、重点地区广

告布点详细规划、宝山区医疗卫生设施

选址规划、教育设施布局规划、罗店历史

风貌区保护规划以及全区绿地、社会停

车场和公交起讫站、公厕等选址规划。

优化重大建设项目规划审批流程，建立

和健全组织保障机制、内部运行机制、外

部协调机制和督促检查机制。做好区重

大产业项目、市政项目、社会事业项目的

跟踪服务，如宝山民间艺术中心博览馆、

长江河口科技馆、华山医院北院等重点

项目。改善全区道路交通环境，以缓解

外环隧道（Ａ２０高速公路）交通为重点，
开展外切线（Ａ１３高速公路）规划选线调
研，深化完善郊外线（Ａ３０高速公路）综
合交通的研究、长江路隧道配套道路及

节点交通组织，开展沪通铁路选线方案

优化论证，加强市政配套规划功能，提出

道路网络客货分离方案，开展富长路、康

宁路分段实施方案，同时，做好新开工项

目选线方案。健全规划协管员队伍，加

强规划监督管理力度，重点对上海华汽

实业有限公司、宝钢六村、高境镇阳光

城、吴淞水质净水厂、沪太路沿线等违法

建筑分别予以查处。加强信息基础建

设，“宝山规划网站”和“网上咨询”日趋

完善，完成网上来信答复 ７４０件，比上年
增长 １８１％，网站点击率超过 １８万人
次。连续第八年举办规划报建培训班，

大华（集团）公司、万科置业等区重大招

投标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人及镇、街道

前期报建人员６０余人参加了培训学习。
全年受理来信来访２９９件，办结率９０％。
人大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委员提案 ４４
件全部办结。

■建设工程规划审核及批后管理　年内
通过建立并联审批、交叉办理、提前预

审、即到即办等项目推进机制，优化规划

审批流程，跟踪服务重点项目建设，对全

区４４个重大产业项目、１５个投资签约
项目、３０个现代服务业项目的设计方
案、程序办理等各个环节提前介入、主动

服务。全年报批规划５２项，受理规划建
设项目“一书两证”、规划复函、方案设

计等合计６１４件，其中核发《建设项目规
划选址意见书》７８件，用地面积 ３１１万
平方米；规划征询复函３３２件；梳理３３２
件出让地块规划复函意见；核发《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７５件，总用地面积 ３１１
万平方米；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２７１件，总建筑面积５２３７７万平方米，其
中工业仓储１４０万平方米、住宅２７７万

平方米、市政公用设施２１万平方米、文
教体育卫生 ２２７万平方米、办公 １４４
万平方米、其他商业４２１万平方米、特
殊面积６５７万平方米；审核建筑工程设
计方案２１９件、建筑工程规划设计要求
３１件；审核《临时建设工程许可证》１２
件。核发户外广告规划许可证４件、门
面装修许可证５件；完成市政交通类“一
书两证”２６８件，其中管线工程 １９８件、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２９件、道路桥梁工程
１２件、建筑工程１３件、设计方案１８件；
管线工程长度２６６３３公里，道路桥梁工
程长度１０９５公里，用地面积 ７００８万
平方米，建筑工程面积５１２万平方米。
划示规划道路控制红线１７１１０幅。全年
受理建设项目４８１件，建筑面积４６４５７
万平方米。复验灰线 ７０件，建筑面积
１１４８９万平方米，复验率１００％；竣工验
收并核发合格证书１８１件，面积５１１２８
万平方米。全年审核批准８５２户村民建
房申请，其中危房翻建１４０户，新建、扩
建９户。

■规划监督检查　加强规划执法力度，
做好１１０个行政村、１２１个居委会拆违控
违达标单位初查工作，验收 ４３个行政
村，整治１４个无证无照市场。依法、查
处申请强拆高境镇阳光城、吴淞水质净

水处理厂、上海华汽实业有限公司等违

法建筑。加强批后管理，严格住宅类和

企业厂房类竣工验收，重点查处住宅山

墙间距不符合技术规定、公建配套擅自

移位，以及建筑擅自增加高度、超面积等

违规案件。接受举报 ２７８件，办结率
９０％以上，其中，查处违法建筑３０件，面
积１０３１８８平方米，拆除违法建筑 １５
万平方米；行政诉讼案２件。

■测绘管理　８月 ２９日是测绘法宣传
日，区规划局开展上街设摊咨询活动，宣

传、贯彻测绘法规，普及测绘知识。年内

９８１



组织全区镇、街道测绘护标员业务培训，

开展互联网地图和地理信息服务专项检

查、自查工作，完善保护测量标志措施。

运用ＧＰＳ和网络ＲＴＫ技术相结合测绘，
在开展房产竣工测绘的基础上，开展工

业厂房竣工、城区插建、改建房屋竣工测

量研究和建筑面积计算，对杨行镇杨北

中心村２００余幢、顾村镇正义村１３种不
同房型的别墅实地测量，采集数据。全

年完成测量工程１３７件，完成规划道路
红线测绘５５件，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
项目８２件，建筑面积１５０万平方米；测
绘建筑工程地块封闭图１４件，开工复验
检测１１件。开展建设工程规划监督检
查全过程管理测量。

月浦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摄影／吴思敏

■规划信息管理　完善规划基础数据信
息管理，全年编辑数字化道路红线和图

形注记１５０幅，并经质检审核。建设规
划管理数据库，以“一书两证”为基础数

据，完成规划工程项目用地图形注记２６
项；建设基础地形图数据库，更新矢量图

１０１幅，完成拼缩各比例图形１７８幅。协
助报建单位完成电子报件 ５份、１０５份
电子地形图。在“宝山规划”网站发布

各类信息２１６条，网站点击率突破３０万
人次。

■城建档案管理　年内强化城建档案监
督检查，对区教育和卫生系统的杨行中

学、罗店中学等重点项目进行执法检查，

建设工程业务指导率８０％以上，业务指
导人数６８７人次。认真清理档案保证金
项目，完成 １９８８～１９９７年 ７０４３个项目

档案保证金审计上报。加强档案信息化

管理，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完成 ２００６
年至２００７年已整理著录的各类档案数
字化扫描文件图纸４５２万张，并完成影
像数据挂接与校对。录入档案条目１２１
万条（其中著录表３３５万张、案卷目录
５２６６万条、卷内目录１００９７万条、单体
１１４８万张），扫描影像文件 １７３１６万
张，影像文件容量为３５５５５Ｇ（原始数据
１５４８６９４４Ｇ）；完成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７年市
政工程、规划验收、处罚等档案数字化扫

描８４２９卷，文件图纸４４１７万张。加大
档案接收力度，丰富档案馆藏，预立登记

建设项目４６１个，接收竣工档案２１３项
（执照数 ２６９项）、５２７５卷，其中工业建
筑类９２项（执照１０３项）１３２０卷，验收
面积为１５２５７万平方米；民用建筑类８８
项（执照数１３１项）３５２０卷，验收面积为
４８６９３万平方米；市政类３３项（执照数
３５项）４３５卷。开具审核意见书１７９份，
竣工档案验收合格证７１份。接收整理
财务档案１０１卷、监督检查档案２４７卷、
处罚档案２０卷、用地档案１１３卷、执照
档案３２３项（６２０卷）、市政道路管线档
案１５８项（１５８卷）、文书档案 ６６６卷。
提高城建档案整理利用效率，接待利用

档案人数 ５３８人次，查阅档案 ９９７９卷，
开具证明２０份，电话咨询１１８人次。

■地名管理　开展全区居住区、建筑物
普查，已完成５２８个居住区、建筑物名称
梳理汇总。加强全区地名规范、协同管

理，制定《宝山区公路路名命名、更名管

理办法》和《地名联络员信息通报制

度》。全年审批地名５４个，其中居住区、
建筑物名称２７个，道路名称１７个，公共
绿地名称１０个，地名名称查询５６７个；
接受各类咨询３８００余次。区地名管理
部门完成《轨道交通７号线站点命名方
案的编制与研究》、《杨行镇公园、绿地

名称的编制与研究》、《顾村公园名称命

名方案》。通过社会监督使用标准地名，

督促政府公文使用标准地名，区内相关

部门和信息刊物纠正非标准地名，向新

闻媒体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致函、电告，纠

正非标准地名。通过公开电话号码，为

社会查询地名提供方便，加大地名法规

的宣传力度。

■上海市政府批准《宝山新城总体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８月，上海市政府沪府
（２００８）６３号批复，批准《宝山新城总体
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规划范围南至外
环线（Ａ２０高速公路），北至郊环线（Ａ３０
高速公路），东至长江和黄浦江，西至区

界。规划区面积 ８１３５平方公里，其中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５１２２平方公里，规
划人口规模６５万人。宝山新城是宝山
区行政、经济、文化、商务综合中心；是上

海北部功能发展轴线上的重要节点和上

海中心城功能的延伸区与拓展区。以重

要交通干线为轴，串联三个组团，呈带状

发展的城市形态。规划形成“一线、三组

团、九片区”的空间结构，并划分为１４个
社区、２６个控制性编制单元。宝山新城
区域内大陆系统由快速干道、Ｉ级主干
道、ＩＩ级主干道、城市次干道、城市支路
五级组成。

■吴淞口滨江景观带概念性规划 　（参
见“区政府·滨江带建设”）

■吴淞口大型邮轮港建设　该建设已列
入黄浦江两岸开发和上海市邮轮经济发

展规划，涉及吴淞口大型邮轮港项目建

设的泊位规模、岸线功能调整、航道安

全、通关服务、配套设施、开发机制等进

入研究设计、编制，节约利用土地和岸线

资源，确保项目建设的科学性、安全性和

合理性。

■上海市政府批准《宝杨路码头圈围地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１月，上海市政
府沪府规（２００８）２号文批准宝杨路码头
圈围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规划是为

推进淞宝地区水路客运基础设施集约化

建设而设计，规划范围东至长江，西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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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规划道路红线，北至漠河路，南到宝杨

路，总用地面积２６４公顷，其中圈围新
增面积１８８公顷。规划将打造“一带、
两片、多廊道”的空间布局结构：即沿江

贯穿整个规划范围南北的景观绿化带，

南部水上旅游配套区和北部滨江生态休

闲区，“多廊道”即多条由腹地通向江边

的绿化景观通廊。规划区域将实现三大

功能：国际邮轮港、国内客运码头和综合

配套服务为主导功能，绿化景观与旅游

休闲，综合交通港口配套和商业商务于

一体的城市滨江区域。该规划道路交通

规划包含最新规划设想，即 Ａ３０高速公
路（郊环线）过江隧道的７０米通道（存
在调整可能）。规划还综合安排了港口

与商业金融、办公、环境卫生、公共绿地、

交通设施等，遵循“统筹、协调、生态、以

人为本”的原则。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规划　炮台
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规划贯彻长江口水

文馆、会议中心、吴淞烽火台等功能性项

目“１３２２”的规划理念，即：一个主题（自
然—生态—湿地—森林、休闲—军事—

文化、历史），吴淞烽火台、长江口水文馆

和世界河口广场３个项目；长江文化步道
和吴淞风情雕塑群两个通道，吴淞口地标

和古炮台两个标识。公园内部广场群以

“驿站”系列、通道以“长江支流”命名。

■宝山与崇明三岛水路交通规划　市规
划局批准《宝山与崇明三岛水路交通规

划》：崇明三岛与上海陆域的客、货运交

通近期（２０１０年前）以水运为主，远期
（２０１０年后）以长江隧道公路运输为主，
水运为辅，将通过对宝山相关码头及配

套设施进行改造，进一步改善水路交通

功能和环境条件。码头功能定位：宝杨

路码头以客运为主、车渡为辅；石洞口码

头以车渡为主、客运为辅；吴淞客运站和

吴淞客运中心近期保持现状功能，远期

结合交通需求变化情况逐步退出崇明三

岛水运交通功能。宝杨路码头改造规

划：利用现状大堤外侧圈围的新增土地

进行改造，用地面积６公顷，作为市政公
用设施交通工程用地和滨江绿化建设，

涉及岸线长约３５０米，建筑高度控制不
高于 ２４米。按照高峰集聚流量 ５４００
人、待渡 １４０辆标准车的规模，设置公
交、社会车辆、出租车、待渡车辆的停车

场及综合性管理和服务建筑；新建２个
高速船泊和 ２座引桥。拓宽改造宝杨
路，密山东路作为高峰和紧急情况下的

交通疏解道路。石洞口码头改造规划：

按照高峰集聚流量２５００人、待渡３５０辆
标准车的规模进行改造。规划利用随塘

河东侧约２公顷用地作为待渡车辆停车
场，南侧拓展作为公交、出租、社会车辆

停车场，并改造客运站建筑，满足管理和

服务功能需要；盛石路红线拓宽至 ２２
米，远期结合交通需求情况向西延伸并

与?川路形成“十”字交叉口。吴淞客

运站和客运中心改造规划：结合交通需

求变化功能逐步向宝杨路码头转移，并

适时改造作为城市水上旅游中心。

■吴淞口黄浦江滨江社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　该规划东濒黄浦江，西至淞宝路、牡
丹江路，南起外环线，北抵宝杨路，沿黄

浦江岸线长３９００米，规划总用地２３３８
公顷，将建成布局合理、交通便捷、环境

优美、生态平衡的滨水社区，规划以生态

涵养、休闲旅游、水上集散为功能导向，

突出水上集散、生态、旅游、商业办公、居

住五大功能，其中商业办公建筑面积

１８５万平方米。行政、文化、体育、医疗
卫生、治安、福利、菜市场等社区及公共

服务设施，并将增设通信局域网、吴淞水

上邮件转运站等；交通设施规划保留 ２
处公交枢纽，２处公交起讫站，以及长途
汽车客运站；同时增设公共停车库，规划

新增Ａ３０公路越江隧道，分流 Ａ２０隧道
货运交通。十六铺水上客运功能转移至

吴淞口，吴淞水上客运中心功能将进一

步拓展。该规划通过专家评审、网上公

示、公众参与，进一步优化土地使用、服

务设施、基础教育设施以及道路和市政

基础设施。

■沪通铁路宝山段走向专题研究　沪通
铁路方案已获国家铁道部批准，预计总

工期约５年，全长２２８公里。该铁路建
设等级为国铁Ⅰ级。整个项目投资估算
总额２７６３亿元，由铁道部和江苏省、上
海市合资建设。沪通铁路宝山段全长约

２４公里，为疏港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区规划部门对宝山段的具体走向作

优化设计、协调工作。

■大场?藻浜滨江绿地规划启动编制　
大场镇位于外环以内中心城范围，镇域

北部的?藻浜沿线由于航运需求，岸线

多被工业仓储用地占据，影响滨水空间

的生态建设，同时影响城区文明形象，严

重制约大场的环境面貌。为科学合理的

开发利用?藻浜沿线土地，创造协调的

滨水景观，该规划于８月启动，规划范围
东至沪太路，南至塘祁路，西临规划丰宝

路，北濒?藻浜，规划总用地 １０２８８公
顷。规划大场?藻浜滨江绿地是集文

化、生态、娱乐、体育、观光等为一体的公

共开放绿地，将形成“一带、三园、四区”

的布局结构（即一条沿?藻浜岸线宽约

６０～１００米的滨水绿化景观带，三个与
之相连的体育公园、文化公园、创智公园

以及商务办公区、居住区、体育设施区、

宗教文化区等四个功能区），以四个功能

区的开发带动“一带三园”的公共绿地

建设，形成滨水地区良好的城市景观

形象。

■完成编制《罗泾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　该规划范围东至?川路，西至沪太
路，南至新川沙路，北至规划 Ａ１３公路，
规划用地面积６７６３９公顷，规划人口规
模５万人。功能结构布局：以罗泾老镇
为核心区，形成行政、办公、商业等三个

中心，陈功路沿线为办公、商业发展轴；

潘泾路为公建配套、居住发展轴，并结合

飞士工业区现状功能，保留其工业用地

性质。该规划技术指标镇区总建筑面积

约３５３０８万平方米，其中，居住用房建
筑面积为２０５６９万平方米、公共设施建
筑面积为７９０８万平方米、工业建筑及
其他建筑面积为６８３１万平方米。道路
交通规划中，镇区道路采用“四纵四横”

的道路网系统，并结合交通枢纽功能在

集宁路与罗宁路处设置公交枢纽站点，

用地规模约９１００平方米；在新川沙路、
沪太路和陈功路处设置 ２处社会停车
场，用地规模为 ２６５００平方米。绿地水
系规划保留已建成的罗泾公园，用地规

模为７６公顷，在结合社区配套需求的
基础上，设置各类文体、体育休闲等健身

设施，并充分利用现状水系形成滨河绿

带和生态环境，镇区人均绿地率为

１７９％。核心区的城市设计范围及景观
节点，北至潘新路，南至张浦路、潘沪路，

东至陈镇路，西至小川沙河，用地面积约

１９４６５公顷，核心区范围的２个景观核
心区和４个景观节点，建筑高度适度控
制。规划保留的工业用地，将逐步转移

到宝山工业园区内，并限制二类及以下

工业项目的改造及扩建，通过增加绿地

比例和控制建设规模，提升罗泾镇区的

生态环境和环境面貌。

■《罗泾镇镇域交通专项规划》出台　３
月２６日，宝山区政府批准《罗泾镇镇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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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专项规划》，规划范围东起北?川

路、西至沪太路、南起石太路、北至集宁

路，规划期限为２００７年～２０２０年。该规
划确定的公共交通规划为提高地面公交

之间以及公交与轨道交通换乘的便捷，

在集宁路、罗宁路设立镇区公交枢纽站，

按５条到发线控制规模，在新川沙路以
北设置东、西二处公交站点，在北?川路

东侧设置一处公交站点，规划至 ２０２０
年，全镇日出行量约为５２万人次，公交
客运量约为１２万人次。静态交通规划
至２０２０年，全镇机动车拥有量约为２万
辆，全镇机动车停车位由社会公共停车、

配建停车及路内停车分配解决，其中公

共停车位需求为 ２０００个。重点完善各
建筑配建停车位建设以及公共停车场建

设。货运系统规划：宝山工业园区到

２０２０年日理货量约为１万吨，形成地区
货运枢纽，并辅以货运通道网络，形成快

速、安全、科学的货运体系。

■罗泾水源涵养林规划　作为上海市林
地规划中一项重要防护林工程，罗泾水

源涵养林投资 ２４７０万元。该水源涵养
林位于北?川路以东，北靠新川沙河，南

侧与浦钢基地相望，东濒长江，规划用地

面积３４２１公顷。该规划充分体现水涵
养林的特性和功能，重点优化群落结构，

布局结构以西随塘河以西为自然景观

区，与环区步道衔接，形成自然绿化景观

带；西随塘河以东为核心生态区，在保护

原有湿地的前提下，重点突出涵养林带

功能，种植耐水湿、生长快、易养护树种；

沿浦钢基地一侧，以抗污染树种防护隔

离绿化带为主，并设置水鸟观察、了望塔

站。根据水涵养、防污染隔离等不同特

点，合理选择耐水湿树种、抗污染树种和

防火树种；植物配置上，常绿、落叶树种，

乔木、灌木的搭配合理；造林工程应以乔

木为主，合理增加乔木栽植量，保持林带

的连续、完整和景观的统一，并合理布置

水鸟栖息地区。

■学习宣传《城乡规划法》活动　为开
展主题宣传活动，先后组建宣讲团分赴

各街道、镇宣讲规划，通过初赛、半决赛

等环节，１２月２９日，区规划局、团区委和
宝山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城乡规划法》

你我知辩论赛”决赛在区文广中心举行，

标志着宝山区学习宣传《城乡规划法》

系列活动完成。决赛在区检察院代表队

和吴淞中学代表队展开。围绕“规划应

规范在先、还是灵活在先”辨题进行辩论

交流，经专家评选区检察院代表队胜出，

吴淞中学的辩手赵子啸成为最佳“辩

手”。

■制作“让规划贴近百姓”专题节目　
１１月１２日，宝山人民广播电台《百姓连
线》“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直播专题节

目上，区规划局副局长王静连线百姓听

众，回答咨询了上海吴淞滨江景观带规

划、上海最大的公园———顾村公园、轨道

交通七号线、新农村规划，以及规划管理

职责等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并与

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规划科研课题研究　根据《宝山区区
域总体规划》和镇、街道社区规划的具体

情况，分别开展现状分析研究、历史文化

研究、相关案例比较研究，全年完成１８
项规划课题，实地调查滨江景观带、宝山

新城规划、吴淞口大型邮轮港、炮台湾湿

地森林公园、沪通铁路线型等市、区重大

项目的选址和建设情况。规划科研课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规划与实施对策

研究”提出了宝山区新农村建设中保护

农村生态环境和新农村特色为基础的理

论和研究方法，被评为上海市城市规划

科技进步奖；“土地供给改革变化下的规

划机制对策课题研究”被列为上海市规

划科研项目之一；全区４项社区发展规
划和１２项上海市中心城区宝山分区特
定区控制性单元详细规划已完成，并投

入实施，其中《泗塘社区发展规划》被评

为“上海市优秀城乡规划奖”。

■上海地下水人工回灌试验选址顾村　
为落实市政府关于“为新一轮城市建设

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生存环境”的决

策，市水务部门从年初起，选址上海市配

套商品房顾村基地边界近刘中河开展地

下水流场回灌试验。地下水人工回灌主

要是通过人工补给地下水，使地下含水

层水位迅速恢复，短期内达到控制地面

沉降的目的，以防止由于开采地下水资

源、工程建设等诱发的导致地面沉降影

响，从而增大城市维护成本，降低对自然

灾害的防御能力。

■绿地集团宝山真陈路综合项目建设　
该项目是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提升功能、

实现产业转型的启动区之一。范围东至

真陈路、南至城银路、北至市台路、西至

园康路，总建设用地面积１４２９公顷，综
合容积率为 ２５０，建筑密度为 ３３２％，

总建筑面积为４３万平方米，其地上总建
筑面积为３５７万平方米。总体布局及
功能分区以东西向公共绿带为主轴，串

联起商业、办公、配套住宅等若干功能组

团，其中住宅以公寓、宿舍为主；道路交

通系统规划以地块内部两条７米宽主干
道作为主要通道，地块静态交通规划中，

机动车停车位共设置２２００辆，采取地下
和地面相结合的方式；景观绿化系统规

划以贯穿东西的开发带状中心花园为核

心，设置不同功能的景区区域。总体绿

地率不低于４０８％，集中绿地率不小于
１５２％；公共设施系统规划中，社区服务
设施的建筑面积包括居委会 ２００平方
米、治安联防站２０平方米、物业用房（含
业委会）１８０平方米、青少年文化活动室
１２０平方米、老年活动室３２０平方米等。

■宝山规划展示馆落户区文广中心　为
增加宝山百姓了解、参与、监督城市规划

建设的力度，宝山规划展示馆于１月建
成并向社区开放。该馆设在区文广中心

二楼，总面积３００余平方米。展馆正中
的宝山规划模型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木制

规划模型，以１∶３０００的比例展示宝山
的总体规划情况。展馆还设有宝山历史

介绍，回顾宝山百年开埠、百年市政、百

年工业、百年教育、百年军事等内容。同

时，展馆还特别设立“滨江气象”板块，

展示吴淞口滨江景观带概念性方案的有

关内容，让观众对宝山的未来建设有更

深的了解。

■罗店老镇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　
列入上海市３２个市级保护区的罗店老
镇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控制性详细规

划）先后通过市区专家和相关部门评审，

并通过网上、社会公示活动，让普通百姓

了解、监督规划的实施，使罗店老镇历史

风貌保护规划的编制更具科学性和合理

性，优化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道路及市

政基础设施，提高罗店老镇历史风貌饱

和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总面积近

８１公顷的罗店老镇已有 ６７０多年的历
史，保护规划将通过挖掘罗店历史文化

内涵，提升风貌区环境品质，增强老镇活

力。按照专家和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

建议，把交通、绿化、环境、教育、社区服

务设施、商业配套等方面纳入罗店老镇

历史保护规划中，充分考虑现有街巷肌

理与规划道路的融合，对重点街巷亭前

街、塘西街性质、线性、断面、宽度和特

色提出保护整治要求；规划改造梳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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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８日，罗店老镇规划公示 摄影／张明是

淞南小五角场 摄影／经瑞坤

河道，充分利用水系充实历史文化底蕴，

创造良好空间形态。

■轨道交通７号线站点命名方案编制与
研究　轨道交通７号线进入全面建设，３
月，区地名办组织轨道交通七号线区内

１３个站点名称命名方案编制。“七号
线”宝山区内全部站点名称为：大华三

路站、行知路站、沪太路站、大场站、上大

路站、南陈路站、上海大学站、祁华路站、

顾村公园站（暂名）、陆翔路站、潘广路

站、罗南新村站、美兰湖站。北延伸段５
个站点大部分场站已进入建设，其中设

置地下车站顾村公园站、陆翔路站，地上

高架车站罗南新村站占地８０００余平方
米，位于杨南路北侧；美兰湖站面积近

９０００平方米，位于沪太路、美丹路交汇
处北侧，作为罗店中心镇公共交通配套

工程，属交通枢纽站点，规划形成 Ｐ＋Ｒ
公交换乘、综合商务、新型社区和北欧风

情娱乐休闲特色。

■淞南镇标志性住宅小区建设　２００６
年９月，在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挂牌
竞标的“宝山区淞南镇逸仙路地块”以

８８亿元成交，被媒体称为该轮２０幅房
地产开发用地竞标的“地王”。由上海

市浦东新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委

托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与新加坡 ＳＧＰ
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作编制，“盛世宝邸居

住小区”于２００８年３月投入建设，范围
东起逸仙路、西至长江南路、南至南泗

塘，占地面积１３７公顷，容积率不大于
１６，总建筑面积 ２６８０万平方米，其中

地上总建筑面积为２１９５万平方米（住
宅建筑面积为１７６５万平方米）。布局
功能二个住宅组团和一个商业组团，以

规划道路相隔，相对独立又保持联系，功

能布置均匀；道路交通用地总面积１３８
公顷；绿化景观规划绿地率不小于

３５％，住宅内部形成南北向绿化景观主
轴，并与北侧河道、南侧商业形成呼应；

小区公建配套建筑面积达 ４２１１３７４平
方米，其中配套商业建筑面积为３３３万
平方米。小区邻近正在规划中的长江南

路轨道交通枢纽站，轨道交通３号线长
江南路站已通车，规划将建设轨道交通

１８号线并与该站交汇。

■张庙街道社区“邻里共享单元”　着
力打造“邻里共享单元”社区新理念的

《张庙街道社区规划》已通过专家和有

关部门评审，规划功能以居住、生态为

主。加强环境建设，完善社会公共服务

设施配套，规划绿地面积１２０３公顷，规
划地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１４５公顷，
社区级社会服务设施１２８公顷，基础教
育设施用地 ３４２公顷。道路交通系统
规划将进一步完善公共交通设施。新社

区规划着重突出“以人为本”，如呼玛三

村原先分为相对独立的四个小街坊，相

对限制了居民享用其他街坊的菜场、图

书馆、卫生站等公共服务设施，通过“邻

里共享单元”设计可有效整合这些资源，

统筹配置便民设施；以社区内的四千户

居民以内的街坊为基础单位，设定民生、

文化、教育等服务设施；以３００米为服务
半径，做到卫生服务站、公共厕所、垃圾

环卫站的全覆盖；以５００米为服务半径，
配置菜场、小学等，同样做到全覆盖，最

大程度地实现张庙街道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共享。

■宝山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１９号地
块）　位于外环线北侧、?川路以西、富
长路以东，总用地面积约７５１公顷。其
中，水产路以南为南片，用地面积约６２８
公顷；水产路以北（两条规划道路之间）

为北片，用地面积约１２３公顷。绿地功
能布局生态防护绿地４４１公顷，生态休
憩绿地 １２２公顷，生态休憩绿地 １８８
公顷。道路交通设置车行主路（６米）、
车行次路（３～４米）和人行道、漫步道等
网络系统，在相邻城市道路上设置４处
人车（养护车辆）混行出入口和５处人行
专用出人口，结合人车混行出入口分别

设置４处停车点，共计约５０个车位。?
川路、外环线西北侧规划预留１处交通
枢纽，设置管理办公、服务、养护等配套

设施建筑，建筑占地总面积 ６７９０平
方米。

■永和社区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市规
划局批准宝山区和闸北区交界的《永和

社区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彭越浦地区

北至场中路，南至汶水路，西至沪太路，

东到康宁路———彭越浦，总面积近 ３００
公顷，规划居住人口约３万人。沪太支
路以东以居住功能为主，沪太支路以西

发展都市型工业。规划重点完善社区公

共服务设施，改善产业区的生态环境，结

合道路交通设施建设，改善社区交通条

件。中环线汶水路－沪太路综合交通枢
纽为上海中心城北部宝山和闸北区结合

部的沪太路、中环线上第一个枢纽站点，

紧邻中环线汶水路、沪太路、场中路等城

市交通干道，规划轨道交通７号线、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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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交线路起始站，长途汽车站、出租

营运站、社会停车库以及商业办公、社会

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同时，场中路交通

枢纽将衔接７号线、１７号线换乘。该地
区规划居住用地约８５４公顷，其中社区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不低于２８１公顷，基
础教育设施不低于４５８公顷，公共设施
用地约２６４公顷，绿地不少于 ５４８公
顷，工业和仓储用地约４５３公顷。坚持
“公交优先”优化公共交通、非机动车和

人行交通。

■保利建霖开建 ７０万平方米居住区
　８月，上海保利建霖地产开发建设
宝山新城顾村地区 ４０８３７３７平方米
的居住区项目地块启动，位于 Ａ２０（外
环线）高速公路以北，顾村生态公园北

侧，上海四高小区“菊泉新城”南部，

范围东至规划路，南濒沙浦，西临彭家

泾—规划长白山路，北达菊太路，总建

筑面积６９６８２８平方米，位于居住区中
心区域配套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和幼

儿园。居住区地上建筑面积 ５５１３０３
平方米，其中居住面积 ５１７６０１平方
米，特 色 商 业 街 等 配 套 商 业 面 积

１８９４２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面积
１４７６０平方米。总体布局以城市道路
分为五块相对独立的街坊地块，地块

南侧布置低层住宅，北侧和东侧布置

高层住宅和公建配套商业。

!""#

年宝山区规划情况表

序号 规划名称 编制设计单位 批准文号及月日 规划范围（功能定位）

１ 宝山新城总体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沪府［２００８］６３号
２００８．８．２２

南至外环线（Ａ２０）、北至郊环线（Ａ３０）、东至长江和黄浦
江、西至区界。规划区面积８１．３５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建
设用地面积５１．２２平方公里。

２ 宝山区庙行及大场机场地区结构
规划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沪府［２００８］４６号
２００８．６．２４

北至?藻浜、东至共和新路、南至场中路与宝山南侧区界、
西至沪太路。总用地面积１１６２．４公顷。

３ 大场敏感区庙行镇及闸北区域控制
性详细规划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沪府规［２００８］５号
２００８．１２．５ 大场建设敏感区和共康社区，总用地面积约３９２．９公顷。

４ 宝钢圈围控制性详细规划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沪府规［２００８］３号
２００８．１２．２

北至练祁河东１．２公里、南至宝钢分公司南边界、西至原
老大堤、东至长江。总用地面积约１６２公顷。

５ 宝杨路码头圈围控制性详细规划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沪府规［２００８］２号
２００８．１１．６

长江以西、规划新增道路以东、漠河路以南、宝杨路以北。
总用地面积约２６．４公顷。

６ 宝山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１９号地块
详细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武汉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

沪规划［２００８］２４６号
２００８．４．１５

外环线北侧、?川路以西、富长路以东。总用地面积约７５．
１公顷。

７ 宝山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２５、２６号
地块详细规划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沪规土资划［２００８］
１９５号

２００８．１２．１８

２５号地块北至绿龙路、南至湄浦河、西起杨泰路、东至江
杨北路，用地面积约３４．７公顷。２６号地块为江杨路两侧
各约５０米的范围，用地面积约２８．３公顷。

８ 大华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 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沪规划［２００８］８９０号
２００８．１０．２０

９ 顾村公园一期详细规划
上海市宝山区生态专项建设
指挥部、上海市园林设计院

沪规划［２００８］３４７号
２００８．５．１６

外环线以北、中心河以东、沪太路以西、规划道路和顾村配
套商品房基地以南。总用地面积约１８３．９公顷。

１０ 关于原则同意中环线综合交通枢纽
规划优化方案

上海营都城市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上海宇力城市规划设
计所

沪规划［２００８］９４２号
２００８．１０．３０ 沪太路、江场西路东南角。占地约３．７公顷。

１１ 罗店新镇Ｃ５—３地块项目修建性详
细规划

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宝府［２００８］１８号
２００８．３．２６

东濒荻泾、西至罗芬路、南临杨南路城市规划绿化带、北达
美艾路。总用地面积１４．２３公顷。

１２ 罗泾镇镇域交通专项规划
宝山区罗泾镇人民政府、上海
市交通工程学会—徐道坊工
作室

宝府［２００８］１９号
２００８．３．２６

东起北?川路、西至沪太路、南起石太路、北至集宁路。
规划期限为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

１３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设计
方案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宝府［２００８］２０号
２００８．４．３

南至公园一期范围边界、西至炮台山、北至长航码头、东至
长江。总用地面积月１９．５７公顷。（含部队现状靶场土地
约３．２公顷、现状家具厂土地约２．１公顷）

１４ 上海吴淞口滨江景观带概念性规划
设计

上海市水务规划设计研究
宝府［２００８］２１号
２００８．４．３

淞兴路—牡丹江路—淞宝路—塘后路—宝东路—友谊支
路—东林路—漠河路—同济路以歪至?藻浜、黄浦江、长
江沿岸地区。总面积约２８５公顷。

１５ 飘鹰锦和花园（暂定名）总平面方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宝府［２００８］３０号
２００８．５．１２

东至?川路、南至天馨花园、北至沙浦河。总面积为
１３０５８９．９平方米。

１６ 大场镇大华虎城Ｂ、Ｃ地块项目总平
面方案（调整）

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宝府［２００８］３２号
２００８．５．２０

东至大华路、南至新村路、西至真华路、北至大华二路。建
设用地约为８．９９８公顷。

１７ 罗泾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上海开艺设计建筑有限公司
宝府［２００８］３４号
２００８．５．２６

东至北?川路、西至沪太路、南至新川沙路、北至规划 Ａ１３
公路。规划用地面积约６７６．３９公顷。

１８ 宝山新城总体景观设计
上海市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宝府［２００８］３６号
２００８．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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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规划名称 编制设计单位 批准文号及月日 规划范围（功能定位）

１９ 宝山新城功能建设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宝府［２００８］３７号
２００８．５．３１ 生态绿地控制区、控制开发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

２０
上海市配套商品房顾村一号基地
（上海馨佳园）Ｂ２地块修建性详细
规划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

宝府［２００８］３９号
２００８．６．５

东至菊盛路、西至韵山路、南至沪联路、北至潘广路。总用
地面积约为９．３５公顷。

２１
上海市配套商品房顾村一号基地
（上海馨佳园）Ｂ１地块修建性详细
规划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

宝府［２００８］４６号
２００８．６．２２

东至韶山路、南至沪联路、西至丹霞路、北至潘广路。总用
地面积约为９．１２公顷。

２２ 大场镇经纬城市绿洲 Ｅ地块总平面
方案

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美国
（上海）博万设计

宝府［２００８］４７号
２００８．６．２２

东至沪太路、南至涵清路、西至桃浦、北至塘祁路。总用地
面积约１７．３５７３公顷。

２３ 罗店新镇 Ｃ４—２地块修建性详细
规划

机械工程第二设计研究院
宝府［２００８］５８号
２００８．７．１７

东至罗芬路、西近沪太路、南临杨南路规划绿化带、北濒慈
沟。总用地面积８２５２８．９平方米。

２４ 海德花园二号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
局部调整

上海三益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宝府［２００８］６０号
２００８．７．２２

东至海德花园一号地块、南至湄浦河、北至杨北路。地块
总面积为２０２７６０．２平方米。

２５ 罗新苑修建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
上海房屋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上海江南建筑设计研究院

宝府［２００８］６８号
２００８．８．５

东至抚远路、北至罗新路、西至荻泾、南至祁北路。总用地
面积约为１７．７１公顷（扣除河道、道路等用地）。

２６ 宝山区上海保利顾村修建性详细
规划

上海江南建筑设计研究院
宝府［２００８］７５号
２００８．８．９

东至规划路、南至沙浦、西至彭家泾—长白山路、北至菊太
路。总用地面积４０．８３７３７公顷。

２７ 上海震旦学院校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上海高等教育建筑设计研
究院
上海精典规划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宝府［２００８］８２号
２００８．８．１８

东至抚远路、西至集贤路、南至市一路、北濒练祁河的
１１２９６１平方米面积地块建设二期工程。总面积为 １１．
２９６１公顷。

２８ 顾村镇东方帕堤欧花园修建性详细
规划

上海城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宝府［２００８］８５号
２００８．９．１０

东至韶光花园、西至荻泾、南至顾北路、北至沙浦。总用地
面积约１０．６１２５公顷。

２９ 罗店新镇美兰湖花园（Ａ３—２地块）
修建性详细规划

上海安图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宝府［２００８］８６号
２００８．９．９

东至罗迎路、西濒荻泾、南临美丹路、北近月罗公路。总用
地面积１２．０６公顷。

３０ 宝山区绿地选址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宝府［２００８］９２号
２００８．９．２０ 宝山区行政管辖区。总面积约２９３．７平方公里。

３１ 罗店老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
调整

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宝府［２００８］９７
２００８．１０．１０

东至抚远路、西至沪太路、南至月罗公路、北至石太路。规
划区域总面积４．７平方公里。

３２ 大场镇经纬 城市绿洲 Ｄ－１地块总
平面方案

上海中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宝府［２００８］９８号
２００８．１０．１０

东至桃浦、西至经地路、南至纬地路、北至涵清路。用地面
积９．９６４２公顷。

３３
上海市配套商品房顾村一号基地
（上海馨佳园）Ｂ３地块修建性详细
规划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

宝府［２００８］１０６号
２００８．１１．１

东至韶山路、西至丹霞山路、南至黄海路、北至沪联路。总
用地面积约为７．３７公顷。

３４ 宝山区公厕建设与管理发展规划
宝山区规划局、宝山区市容
局、上海元景环境保护咨询
有限

宝府［２００８］１０７号
２００８．１１．１

宝山区行政管辖区。规划期限近期为 ２０１０年，远期为
２０２０年。

３５ 上海国际研发总部真大园项目修建
性详细规划

上海东方建筑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上海汉丰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宝府［２００８］１１８号
２００８．１２．６

东至规划道路、南至环镇南路、西至桃浦、北至现状铁路
线。总用地面积约１３７６７４．５平方米。

３６ 宝山区友谊路、吴淞、张庙街道小型
垃圾压缩站选址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宝山
区规划管理局、宝山区市容管
理局

宝府［２００８］１２１号
２００８．１２．９ 友谊路、吴淞和张庙街道的建成区。规划期限为２０１０年。

３７ 宝山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
地块调整（散货配套中心）

宝府［２００８］１２６号
２００８．１２．１６

东起北?川路、西至沪太路、南起石太路、北至新川沙路。
总用地面积约２３平方公里。

３８ 宝山区共康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沪规划（２００８）５４１号
位于北分区宝山北次分区，是由共和新路—宝山区界—东
菱泾—保德路—规划富长路—?藻浜围合而成的区域，总
面积为５３公顷。

!""#

年宝山区地名命名一览表

序号 标 准 名 称 所在地 相 对 位 置 及 范 围

１ 嘉诚国际花园 月浦镇 东沿德都路，南邻金悦生活广场，西邻新月时代家园。

２ 上海国际钢铁服务业中心 杨行镇 西临铁山路，北至友谊路。

３ “上海宝山国际钢铁物流服务业基地”更名 杨行镇 西临铁山路，北至友谊路。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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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标 准 名 称 所在地 相 对 位 置 及 范 围

４ 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 淞南镇 南沿长江西路１０１号，邻宝钢不锈钢分公司。

５ 琥珀郡园 罗店镇 东濒荻泾，西沿罗芬路，北至美艾路。

６ 绿地丰翔新城 大场镇 东邻真陈路，南沿城银路，西沿园康路，北至市台路。

７ 颐正大厦（“金雀大厦”更名） 大场镇 南沿新村路，西至新沪路。

８ 盛高香逸湾庭院 杨行镇 东沿杨泰路，西南濒杨盛河，北至水产路。

９ “康桥水都”（缩小范围） 杨行镇 西沿?川路，北近水产路。

１０ 飘鹰锦和花园 杨行镇 东近?川路，北濒沙浦，南至天馨花园。

１１ 旭辉依云湾小城 顾村镇 东沿顾荻路，西南濒荻泾，北至顾北路。

１２ 旭辉依云湾花园（更名） 顾村镇 东沿顾荻路，西南濒荻泾，北至顾北路。

１３ 美兰湖花园 罗店镇 东沿罗迎路，西濒荻泾，南至美丹路。

１４ 美兰湖中华园 罗店镇 东沿抚远路，北至美丰路，西邻顺驰美兰湖畔雅苑。

１５ 顺驰美兰湖畔雅苑（缩小范围） 罗店镇 东邻美兰湖中华园，西近罗迎路，北至美丰路。

１６ 上海莱蒙商业广场 顾村镇 东濒荻泾，南沿顾北路，西近沪太路，北濒沙浦。

１７ 长三角儿童文化产业园 大场镇 东近西弥浦，西沿沪太路，南邻东方国贸新城。

１８ 景瑞欧兰高邸 罗店镇 东沿罗芬路，西临沪太路，北濒慈沟。

１９ 四季绿城（扩大范围） 高境镇 西沿新二路，规划一二八纪念路（暂名）的南、北两侧．

２０ 保利叶都 顾村镇 东沿刘中河，南濒沙浦，北近菊太路。

２１ 上海国际水岸工程企业总部基地 淞南镇 东沿逸仙路，西至淞良路，北濒南泗塘。

２２ 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 淞南镇 东邻逸仙路，南至长逸路，西沿南泗塘，北近淞发路。

２３ 罗森宝工业研发中心（更名） 罗泾镇 东沿枫叶路，南近椿叶路，西邻潘泾路，北近金石路。

２４ 好日子大家园（扩大范围） 顾村镇 东沿联杨路，南至菊太路，西邻宝太路，北迄宝安公路。

２５ 宝钢新事业大厦 友谊路街道 东沿牡丹江路，南至宝林路。

２６ 东方帕堤欧小城 顾村镇 东近顾荻路，南至顾北路，西沿荻泾，北濒沙浦。

２７ 友谊商务楼 友谊路街道 南近友谊路，西沿县佑街。

２８ 联白路 顾村镇 东起沪太路，北迄联牧路。

２９ 泉临路 庙行镇 东起三泉路，西迄长临路。

３０ 铁印路 杨行镇 西起江杨北路，往东折北迄富锦路。

３１ 杨北路（延伸） 杨行镇 东起
!

川路，西迄杨宗路。

３２ 铁通路 杨行镇 东起宝钢铁路专用线，西过铁山路迄规划路。

３３ 铁谊路 杨行镇 南起联谊东路，北迄泰和路。

３４ 铁杨路 杨行镇 南起铁城路，北迄泰和路。

３５ 联谊路（延伸） 杨行镇 东起杨盛河，西迄泰联路。

３６ 联谊东路 杨行镇 东起铁谊路，西迄杨盛河。

３７ 宝田路 杨行镇 东起?川路，西迄规划道路。

３８ 红林路 杨行镇 东起?川路，西迄规划富长路。

３９ 富桥路 顾村镇 南起眉新路，北迄湄浦。

４０ 依安路 杨行镇 南起红林路，北至宝安公路。

４１ 南秀路 大场镇 南起祁南路，北至南大路。

４２ 祁南路 大场镇 东起南秀路，西至祁连山路。

４３ 祁骆路 大场镇 东起祁连山路，西至南大路７９９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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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号 标 准 名 称 所在地 相 对 位 置 及 范 围

４４ 友云路 杨行镇 南规划路，北友谊路。

４５ 顾村公园 顾村镇 东至沪太路，南沿外环线，西至陈广路，北濒沙浦。

４６ 采塘园 杨行镇 盘古路北，克山路两侧

４７ 水湄园 杨行镇 位于铁力路西，盘古路北。

４８ 白沙中央公园 杨行镇 江杨北路西，杨泰路东，湄浦北。

４９ 瑞芝园 杨行镇 杨泰路西，友谊路北。

５０ 颐景园 杨行镇 杨泰路东，友谊路南。

５１ 玉华园 杨行镇 镇泰路南，镇新路北

５２ 龙狮园 杨行镇 杨泰路东，镇新路南，宝杨路北。

５３ 依仁园 杨行镇 杨泰路东，水产路北。

５４ 乐智园 杨行镇 水产路南，杨泰路西。

　注：根据《上海市地名管理条例》，地名经市、区地名管理部门批准，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张明是）

５月３日，区长斯福民慰问建筑工人 摄影／蔡　康

建设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８年是宝山城乡建设和管
理实现“十一五”规划奠定基础的关键

年，各项重大工程项目都按预定目标完

成，其中沪太路拓宽工程主体工程、轨道

交通７号线北延伸高架段等工程竣工；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落实１５公顷
建设用地。在春运期间，面对冰雪灾害

天气，组织除积雪、疏堵点、打黑车、保安

全活动，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明确

区域公交发展阶段目标和化解交通矛盾

总体思路，确定加快网络化、功能性、枢

纽型建设格局。争取市财政资金 ２５００
万元疏浚?藻浜航道，改善航道通行条

件，提高通行能力，负责全区迎世博６００
天行动综合协调工作。按照市６００办的
要求，开展与市６００办确定任务的核对、
衔接和拓展工作，编制《宝山区迎世博

６００天计划纲要》。

■城市建设管理　年内创新管理模式，
落实技术、经济、行政评审工作机制，对

建交委系统承担的１４３个市政、公路、绿
化建设项目按照规定进行评审。通过评

审，推进工程项目实施规范有序，有效控

制计划投资，降低工程成本。组织实施

“制度落实年”，注重完善建设管理制

度，先后制定下发《关于切实加强作风建

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道路交通环

境建设管理办法》、《关于５０万元以上工
程项目招投标管理办法》等 ８个制度。
在道路管理中，加强路政许可和执法，开

发掘路许可网上办公系统，重视应用信

息化管理手段，提高道路问题快速处置

的能力，全年对５８０６条道路病害信息及
时进行处置，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加强

建筑业管理，先后组织开展了以建材、重

大危险源、起重机械等为重点的专项整

治和检查，发出整改通知书２２７份，把事
故苗子消灭在萌芽状态，做到管严、管

到、管住。上半年评出区文明工地 １１
个，下半年申报１８个，其中申报市文明
工地４个；上半年评出区优质结构工程
１４个，下半年申报１７个，其中申报市优
质结构工程３个。申报市“白玉兰”优质
工程３个。

■重大市政工程建设　全年共完成前期
动迁单位５１家，动迁居民３７８户。至年

末，沪太路拓宽工程主体结构贯通；轨道

交通 ７号线北延伸高架段竣工，确保
２００９年通车；同济路高架东侧下匝道、
石太路竣工；罗北路路基主体结构贯通；

军工路完成部分管线搬迁；富长路工程

完成工可批复，潘泾路三期、环镇北路、

?川路人非立交工程年底开工；江杨南

路、逸仙路、真金路等１４项大中修工程
竣工。配合做好长江路越江隧道前期

准备。

■绿化建设　全年新建各类绿地２００公
顷，其中公共绿地１３０公顷，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由上年的４０５％提高到４１％，绿
地率达４０％，人均公共绿地由上年的１９
平方米提高到２０平方米。１２月２８日炮

７９１

建设管理



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会议中心竣工，宝江

地块完成土方地形和骨干树的种植；共

和公园竣工开园；后工业景观示范园（钢

雕公园）基本竣工；西城区绿龙推进速度

加快；石太路道路绿化一期竣工。炮台

湾湿地森林公园（一期）获中国人居环

境范例奖。

友谊市民中心 摄影／顾鹤忠

■重点基建工程建设　１１月，区环保检
测中心竣工，总投资６２００万元，建筑面
积８０００平方米。１０月２２日，宝山中心
医院改扩建工程开工建设，总投资２０２３６
万元，建筑面积３６１８１平方米，其中一期
工程门急诊大楼桩基年内完工。１１月
１８日，区人武部民兵训练基地开工，总
投资１０８６７万元，建筑面积２００１０４６平
方米，２００９年春节前完成桩基施工和地
下工程基坑围护。

■公共交通和交通环境　年内新辟公
交线路３条，调整延伸公交线路 ６条，
更新公交车辆 １０５辆，完成 ６０个公交
候车亭建设。开通宝村１路、２路巴士，
“村村通”工程通达率达 ８７６％目标，
市民出行的舒适度和便捷性得到提高。

配合市交通局做好中环沪太路、江杨北

路等７个公交枢纽站建设，其中江杨北
路、集宁路枢纽站主体已完成。开辟第

一批罗店镇 ４条道路机动车停车场建
设，规范停车管理。维护客运市场正常

秩序，依法查处非法运行车辆１８００辆。
加强铁路道口安全监护，实现连续安全

无事故４５７８天。市国防交通专业保障
队伍整训点验活动取得成功，区交战办

被南京军区交战办评为先进集体。经

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对区（县）城

市交通管理考评，区建交委被评为

“２００８年度区（县）城市交通管理工作
优秀单位”。

■迎世博６００天环境整治行动　年内编
制《宝山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计划纲要》，统
筹安排推进６个百日行动，从加强创建
文明城区、市容市貌综合整治、提升窗口

服务、强化社会动员等方面入手，提升区

域环境质量。完成第一个百日行动各项

任务，公路整治里程３２１公里，市政道
路整治１８条计５５万平方米，完成吴淞
大桥整修，整治路名牌７６０块，补种绿化
１４５公顷。以简报、专刊等形式扩大
６００天行动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并做好
自查自纠工作。

■清欠农民工工资和外来务工人员综合
保险　全年解决民工工资１１４批，涉及
民工２６２７人，清欠工资 １１８１万元。为
外来民工办理５７４５万人次综合保险，
对１７６个项目工地组建工会，发展会员
１４１万人。全年受理来信来访４６９件，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办理４１６件。

■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　年内共完成报
建２４８个项目，总投资 ４０２１１亿元；施
工发包数２６７个，发包价２５９３９５亿元；
发放施工许可证 １５８张，发证总造价
２５０１９亿元。招标率和公开招标率继
续保持双 １００％，所有公开招标项目采
用工程量清单招标。并完成了５３个财

政投资小型建设项目的公开招标，总投

资额为 ８１３０８５万元，实际中标价为
７１２４４５万元，通过公开招标节约财政资
金１００６４０万元。

■政府实事项目　年内提前完成宝钢地
区１０９１１户煤气内管改造；清除１０个道
路瓶颈堵头，建设２８条４５５６公里农村
公路，改造农村危桥５座；改善吴淞西朱
１００户居民生活环境，需动迁１３２户，已
完成９２％。组织开展落实市平安建设
项目，清除煤气管道占压，全区９０处整
治全面完成；为１９８０５３户居民开展燃气
安检服务，完成６２１０１户居民天燃气置
换，超额完成计划２５万户。为全区５１２
户老干部安装安全扶手，推进无障碍设

施建设，１０个亮点工程已全面完成。
（张晓华）

水务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８年，围绕“从水务建设与
管理转向管理为主，从水务项目管理转

向水务设施养护管理，从过去单一、粗放

型管理转向全方位、集约化管理”的三个

转变，按节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系

统建设，加大巩固河道整治成果，推进北

部地区二级管网建设，按时完成污水治

理三期遗留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宝山防

汛基础设施建设，按节点完成宝杨路码

头圈围工程等重大项目工程建设。行政

许可与水政执法工作有序规范，全年累

计完成行政许可审批１０２件，其中水利
类７８件，排水类２４件，配合市局办理４６
件，行政许可的结果全部根据政府信息

公开的要求在局网站上公布；全年共查

处水事违法案件１３５起，其中立案查处
２６起，涉及河道８起，防汛墙案１０起，排
水案８起，当场处罚１２起，接受群众举
报４０起，罚款人民币２５万元；建立水务
稽查制度，全年对骨干河道、防汛墙、海

塘等主要设施进行巡查２２０次、６７０余人
次，发整改通知１０５份。区域中小河道
治理、骨干河道整治取得新亮点，万河整

治实现上海市考评名列前茅（河道整治

三年计划两年完成、涵盖桥工作走在全

市前列、河道整治呈现以点带面），雨污

水管网建设、点污染源纳管工作取得新

成效。全年接待来访 ２１次、来信 １３７
起，处办率１００％。

■雨污水基础设施建设　年内完成南部
地区污水治理三期１８条道路２３公里雨
污水管道建设，近三年累计完成北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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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二级管网１１２公里的敷设；１１月７日
启动月罗路污水干管建设，２００９年６月
竣工；１２月工业园区雨污水配套项目建
设开工，２００９年６月竣工；配合市有关部
门推进西干线及其支线改造工程建设，

工程于３月１８日开工，总长２５６公里，
年底完成 ７公里，预计 ２０１０年全部
完成。

月浦新农村河道 摄影／尹晓信

海塘达标工程施工现场 摄影／尹晓信

■启动住宅小区管网改造和农村生活污
水集中处置工程建设　年内启动高境、
淞南、大场、庙行、杨行等镇共７７个小区
５４３５８万平方米住宅小区和５０６家企事
业单位的内部三级管网改造，基本实现

６０％年度的污水纳管率目标；１０月启动
罗店镇张墅村、天平村、罗泾镇合建村、

陈行村的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建设，启动

４８３家农户生活污水集中处置设施的建
设，年底启动３３２２家农户生活污水集中
处置设施的建设。

■巩固河道整治成果　进一步推进骨干
河道整治，按节点完成沙浦二期、杨盛河

四期综合整治和小吉浦、西泗塘、南泗塘

疏浚工程，新建护岸 ２１３３公里，绿化
８２５万平方米，疏浚河道土方８５２９万
方；中小河道治理基本实现全覆盖，完成

年初既定的２０５条段中小河道整改；在
配合上海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开展的

黑臭河道整治工作中，启动６条创模河
道整治工程和４条黑臭河道生化治理，
完成沿河敷设截污管道４５公里，整治
黑臭河道１３７公里；完成练祁河、潘泾
河应急护岸建设和新川沙河抢险工程，

新建护岸３０６公里。

■农村危桥翻建和部分河道岸边护栏整
修　年内完成２４座农村危桥翻建工作，

完成３６１９米河道岸边护栏整修；全区共
有河道９９８条段，市、区级河道２４条段
（长度２１３３８公里）、镇级河道８１条段
（长度１７０１１公里）、村级河道２７４条段
（长度２２０７公里）、组宅沟６１９条段（长
度２７４８２３公里）；河道保洁基本做到全
覆盖，区域河道基本实现“水清、面洁、岸

净、景美”的目标。

■防汛基础设施及圈围工程建设　年
内完成黄泥塘病危水闸拆除重建工程

建设，年底通过初验；完成１５３２米海塘
达标工程建设；完成 ７４３米海塘岁修，
完成９段总长 １６２１米堤防维修；投资
４００万元，按千年一遇防御标准，完成纪
?路１５１号仓库 １２５米出险防汛墙重

建；完成５４个积水点改
造，重点解决淞南镇张

行地区、杨行镇江杨北

路以东、友谊路、大场镇

少年村路北段、沪太路

?藻浜段等路段积水和

出水口问题；年内克服

连续大雾、暴雪的不利

天气因素，１１月１９日完
成 ２００８年市府实事工
程之一的宝杨路码头圈

围工程，新建围堤堤线

总 长 １５８７７３ 米、高
６５０米，面积 １８２５万
平方米，工程于 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２８日开工。

■防汛防台　３月 １１日，组织全区各
镇、街道、工业园区及区防汛指挥部成

员单位７０名分管领导干部进行防汛培
训，提高防汛干部的应急处置能力；６
月１２日，组织全区各有关单位在宝山
区体育中心，实施以“贴近实战”为背景

的１１支抢险专业队伍１２０余人的防汛
防台演习，模拟区域部分通讯中断、防

汛墙决口、海塘发生管涌等７个不同灾
情，提高防汛应急分队处置能力。年内

修订和完善《２００８年全区防汛工作预
案》，使防汛预案更加规范、实用。投入

１５９万元，新建７４０平方米的区级防汛
物资仓库，储备防汛物资。在汛期、汛

中及时疏通和养护地下管道，共疏通雨

水管３００公里，疏通集水井 ８处，污水
管 ２０３５公里，连管 ３０３６公里，窨井
１５万座，进水口３０７万个。５月中旬
至６月初，区防汛办联合区有关部门对
淞南、高境、大场、月浦、吴淞等镇、街道

３０余个地下工程开展联合整治防汛安
全检查，责令有关单位限期整改 ９处，
当场整改 ５处；增配防汛物资储备，拆
除大型立柱广告２个，拆除楼顶广告６１
块，拆除及整改空调室外机松动支架及

雨棚７８处。全区各镇、街道防汛指挥
成员紧密跟踪天气形势的发展变化，年

内经受“海鸥”等４个台风外围影响，实
现全区防汛安全。

９９１

水务管理



宝山湄浦河杨行段 摄影／尹晓信

■防汛“三违一堵”专项整治　从４月中
旬到６月底，在全区开展以?藻浜沿线
及其支流沿线８４家企业单位就“违规搭
建、违规堆载、违规靠泊、堵塞防汛通道”

为主要内容的“三违一堵”专项整治，查

处违规堆载２１件３４处，违规靠泊２件６
处，违规搭建６７件１２３处，其他违规情
况５处，合计整治１６８处违规现象。

■开展《水法》宣传活动　３月２２日是
第十六届“世界水日”，３月２２日～２８日
是第２１届“中国水周”，上海市确定的宣
传主题是“关爱水资源，关爱我自己”。

２２日，区水务局３００余名职工上街摆摊
设点，宣传开展《水法》宣传和纪念“世

界水日”活动，接受市民水法咨询，宣传

宝山水环境整治。

■水务规划　年内配合区规划局完成宝
山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审工作；完善

富长路、西区污水总管、宝钢天然气管道

等市政工程沿线水系规划；协调完成北

部罗泾、罗店等镇完善污水收集、处理专

业规划及顾村公园水系指导规划，全年

完成区域蓝线划示５３４件。

■水文测报定期公布　年内加强水利控
制片及区域?藻浜、走马塘等 ２４条段
市、区级骨干河道的水质监测工作，公布

水质监测１２期，为加强对河道管理，改
善水质提供依据。

■养护范围网格化管理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２８日开展养护范围网格化管理，内容是
以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为工作截

体，以１万平方米为单位划分单元格，对
每个单元格内的市政公用设施进行实时

动态监管，通过快速处置，密集巡视的工

作方法，保证城市公共设施的正常运转。

２００８年在工作养护范围完成网格化管
理排水类部件、事件 ８６７件，结案率
１００％，及时率９５％，为消除隐患问题提
供及时信息反馈和管理依据。

■完成镇排灌站水务体制改革　按照市
水务局有关文件精神，下半年完成杨行

等９个镇的排灌站水务体制改革工作，
原上海市宝山区某水利排灌管理站，改

名为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某水务管理

所，原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改为财政拨款

事业单位，单位级别相当于正科级，隶属

于宝山区水务局不变，按照新的“八大”

管理职能，平稳过渡履行水务管理工作。

（尹晓信）

市政工程管理
■概况　至年末，区境内共有市政道路
３１６条，比上年增加 ５７条；总长度
２９１１３公里，比上年增加９８公里；区管
和镇管市政桥梁１５３座，比上年增加２６
座。其中，市管市政道路２条，全长９４３
公里；区管市政道路１６３条，全长２１５２８
公里；镇管市政道路１５１条，全长６７２２
公里。市 政 道 路 综 合 完 好 率 达 到

９１７０％，比上年提高 ０１０个百分点。
全年投入建设经费２３６亿元，比上年增
加７８７９％。其中，养护维修经费 ２００９
万元，掘路修复项目２４００万元，代办项
目４８万元，桥梁检测１００万元，整治抢
修３００万元，排堵保畅 １８９０万元，重点

养护１７７０万元，大中修项目８５７１万元，
文明样板路 ２６００万元，其他市政工程
（防汛防台、无障碍设施等 ）９８５万元，
其它资金项目１１４４万元，历年资金项目
２１９万元，代甲方项目１５８５万元。工程
合格率１００％，其中 ８０％工程项目综合
评分达 ８５％以上。江杨南路、逸仙路、
宝东路等３个工地被评为安全标准化工
地。文明工地创建率１００％，符合文明工
地创建的项目共２３项（造价１００万以上
和工期２个月以上），有１４项被评为区
级文明工地，江杨南路道路整治工程被

评为市市政（公路）行业文明工地；逸仙

路、宝东路被评为市市政（公路）行业文

明养护工地。

■道路交通排堵保畅　根据排堵保畅项
目“投入少、工期短、见效快”的特点，年

内采取增设港湾式公交停车站、增设右

转弯车道、增辟非机动车道等措施，计划

实施 １０项，实际实施 １５项，已完成 １４
项。具体是：淞滨路（淞桥东路———北兴

路）、淞滨路（北兴路———牡丹江路）、淞

滨路（牡丹江路———同泰北路）、华灵

路／新沪路口、友谊路／牡丹江路等５项
增辟非机动车道工程；友谊路（密山

路———同济路）、殷高路／逸仙路口、牡丹
江路／泰和路口等３项增设右转弯车道
工程；牡丹江路／淞宝路、共江路（通河
路———爱辉路）、共富路（?川路———联

谊路）、长临路、绥化路、?川路辅道等６
项增设港湾式公交停车站工程。德都路

增设非机动车道工程跨年度建设，计划

于２００９年２月底竣工。

■道路维修工程　至年末，列入“三重”
工作（重大项目、重点工作、重要任务）

的江杨南路、逸仙路、宝东路、长临路、大

华路、共康东路、绥化路、长缨路、安达

路、鹤岗路、长江西路、克山路、海江二

路、江杨北路桥等１４项大中修工程全面
竣工，并创建大华路、共康东路、宝东路、

长临路、绥化路等５条文明样板路。完
成同济路、塘后路等重点养护，以及同济

路、逸仙路行人两次过街改造工程等１０
余个项目。完成华和路、祁华路和华秋

路等３个代办项目。

■迎世博６００天道路环境整治　全年共
完成迎世博６００天整治道路 ３０条。其
中，大中修及重点养护１５条，合计整治
车行道１５９万平方米，整治人行道９万
平方米，整治窨井２００座；日常养护整治

００２

城乡建设与管理



１５条，合计整治车行道４８５２平方米，无
障碍坡道１２１个，防沉降窨井３２座。按
照迎世博６００天道路环境整治要求，需
整治占用人行道设置各类设施１１８处，
至年底已拆除消防栓、交通标杆、电杆、

电话亭、残障物等６３处，完成率４７％。

■公交候车亭建设　年内采用厂内组装
成型，现场安装措施，完成６０座公交候
车亭建设任务，两年来共建１２０座公交
候车亭。在２００７年基础上，２００８年继续
听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市民代表

的建议，新建公交候车亭的座位由原来

３个增加到６个，同时扩大了顶棚的遮
荫面积，更具有实用价值。

!""#

年宝山区市政道路情况表

道路类型 长度（公里） 总面积（万平方米） 桥梁（座）

市管市政道路２条 ９．４３ ２０．７０ １

区管市政道路１６３条 ２１５．２８ ５１２．１１ １１９

其中：主干道１０条 ３８．２９ １３０．１２ ３１

　　 次干１２条 ３０．５７ ８０．１４ ２２

　　 支路１４１条 １４６．４２ ３０１．８５ ６６

镇管市政道路１５１条 ６７．２２ ８０．３６ ３４

合计：３１６条 ２９１．９３ ６１３．１７ １５３

（区市政工程管理署供稿）

!""#

年宝山区公路情况表

公路类型 数量（条） 长度（公里） 总面积（万平方米） 桥梁（座）

公路 １４２ ３０１．６２１ ５０２．１９６７ ２５１

　其中：省道 ２ １５．０１ ３９．３５４ １２

　　　 县道 ４４ １１８．６２８ ２７１．７６１ ９９

　　　 乡道 ８１ １５９．６８２ １８５．５０２ １３７

　　　 村道 １５ ８．３０１ ５．５７９７ ３

（李　冰）

■安装新型路名牌　年内主要在区域内
次干道和支路上更换大号 Ｔ型和小号 Ｔ
型两种新型路名牌，完成１０４０块新型路
名牌更换、安装工作。其中，上半年完成

部分次干道与次干道相交路口２８３块大
号Ｔ型路名牌更新；下半年完成各条支
路上７５７块小号Ｔ型路名牌的更新。新
型路名牌蓝底白字，比原路名牌尺寸明

显放大，并增添该路段门牌号码信息，在

远处便能一目了然，更便于辨别确认。

■桥梁安全管理　全年对１５３座区管市
政桥梁和镇管市政桥梁进行普查、检测

评估，检查覆盖率１００％，并出具镇管市
政桥梁检测报告，使桥梁运行安全处于

受控状态；完成１０座桥梁专项检测；继
续对危桥进行监测，完成宝钢六村市河

六桥危桥改造，并完成沪太路塘桥抢修；

对２５座桥梁进行了专项整修。经检测，
区市政桥梁状况指数（ＢＣＩ）平均为 ８７
分，其中处于良好状态（Ａ级和 Ｂ级）的
桥梁共１３０座占９４８９％，桥梁总体使用
性能处于良好状况。

■市政道路行政许可　全年共审批大型
掘路５９项，小型掘路１７３项，抢修掘路
２７３项，工程性掘路３４项，零星掘路７项。
掘路计划执行率８０％，修复率１００％，并
对在新建一年之内的道路上掘路的申请

不予许可。审批临时占路 ２５项，面积
１６２５平方米，临时占路率为０３‰，低于
临时占路率控制在 １５‰以下的标准。
继续推行市政道路与管线同步施工或管

线预埋，减少重复掘路开挖，节约两次施

工投资，年内实现管线与市政工程同步施

工的有江杨南路、海江路、长江路、德都

路、绥化路、安达路等９条道路。

■市政专业网格化　年内通过市政专业
网格化管理，近３０名市政巡查员发现病
害７９４７件，属于市政职能的５７１２件，已
处置完毕５７０４件，处置率９９８６％，其余
移交相关部门处理。自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８
日起，已完成与区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心

衔接，按照“职能就近”原则，共处置区

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心转来的市政道路范

围以 外 设 施 病 害 １１２２ 起，处 置
率９９９１％。

■道路交通信息采集系统建设　年内计
划完成２０个路口采集点建设，实际完成
２６个路口，四年已累计完成９６个路口。
根据检测数据分析，完成《２００８年宝山
区道路交通状况分析报告》（半年一

次）。 （徐根福）

公路管理
■概况　至年底，区境内公路１４２条，比
上年增加１１条，全长３０１６２１公里，增加
１９２１公里。全年投入建设经费１５９２１万
元，其中公路养护５３９０万元、大中修工程
１４８９万元、迎世博道路专项整治及抢修
等工程６０４２万元、农村公路建设计划补
贴３０００万元。全部工程合格率１００％，优
良率８０％。开展创文明新宝山及迎世博
６００天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制订“迎奥运、
办世博、创文明新宝山”实施方案，半年

时间整治１６条主要公路。制定奥运安保
防恐工作方案、应急预案，成立领导小组

和工作小组，签订目标责任书，落实具体

措施，通过自查、抽查，排除隐患，确保

“平安奥运目标”的实现。

■农村公路建设　全年完成农村公路建
设４５５６公里，危桥改造 ５座。农村公
路体制改革是本年农村公路建设的重点

工作，在大量的调查、摸底、调研工作的

基础上，做好农村公路体改的各项前期

准备工作，完成《宝山区农村公路管理养

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宝山区农村公

路养护管理实施办法》、《农村公路体改

方案和情况汇报》、《宝山区农村公路体

制改革试点方案（初稿）》等。

■公路路政许可　全年共许可审批２３８
起，收取掘路经费１６２２６９１６元。上路查
处超限运输车辆１９次，共检查７１辆，查处
超限车５９辆，其中立案查处一般程序１２
起，简易程序４７起，共检查掘路工地３４
个，其中７个获优良掘路工地。加强路政
许可和执法，建立“一门式”窗口服务大

厅，并制定相关的工作服务制度。创新开

发掘路许可网上办公软件，从计划制定到

掘路修复完成，形成规范的工作程序。

■公路规费征稽　全年共征收养路费
４１１亿元，通行费征收２６２亿元；道口
通行费征收１７５０万元；稽查六中队共上
路稽查 ５９次，追回养路费、通行费 ６４７
万元。 （李　冰）

１０２

公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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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吴思敏

环境保护
■概况　２００８年，围绕“城乡环境更美”
目标，结合迎“世博”和创建“国家环保

模范城市”行动，全面开展大气环境、水

环境、固体废弃物处置等环境保护工作；

同时，２００８年是宝山区第三轮环保三年
行动计划收官年，环境保护创新模式不

断完善，环境网格色块管理、企业污染指

数评定分类管理、特大型企业环境契约

型管理均取得明显成效。全年共审批项

目１１６７个，其中环境报告书１０个，报告
表３１３个，环境影响登记表８４３个，不予
许可１个，验收项目２０５个；行政处罚案
件１０９件，罚款金额３４０万元，征收排污
费７６６万元；受理环境信访７０１件，处理

７０１件，处理率１００％。全年区环境保护
和建设总投资５１０００３９万元，其中市级
财政投入３８６７２５万元、区级财政投入
１５３６００万元、镇级财政及企业等其它资
金投入３１７７３１４万元。１０月 ２３日，第
二届钢城环保局长联席会议在宝山区召

开。区环保局年内获第五届中华宝钢环

境奖环境管理类优秀奖。

!""#

年宝山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表

序号 指　标 单位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增减量 增减百分比（％）

１ 统计户数 户 １８６ １８２ －４．００ －２．２

２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４７３４．１２ ４２６８．６７ －４６５．４５ －９．８

３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 万吨 ４６７１．３３ ４２０６．２８ －４６５．０５ －１０．０

４ 化学需氧量 吨 ２６６７．０ ２０３０．０２ －６３６．９８ －２３．９

５ 油 吨 ９２．６１ ８１．１６ －１１．４５ －１２．４

６ 氰化物 吨 ０．７０ ０．７５ ０．０５ ７．１

７ 挥发酚 吨 １．５３ ０．５１ －１．０２ －６６．７

８ 砷 吨 — — — —

９ 汞 吨 — — — —

１０ 铅 吨 — — — —

１１ 镉 吨 — — — —

１２ 六价铬 吨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１ ３３．３

１３ 氨氮 吨 １５６．１０ １０７．３１ －４８．７９ －３１．３

１４ 废气排放量 亿标立方米 ５６５７．２ ６２０３．７ ５４６．５０ ９．７

１５ 耗煤量 万吨 ２０８８．７ ２１１４．３ ２５．６５ １．２

１６ 二氧化硫 吨 ６９７９８．７ ７２２７５．０ ２４７６．２５ ３．５

１７ 烟尘 吨 ８１６０．０ ８４３１．０ ２７１．００ ３．３

１８ 工业粉尘 吨 ６９０５．２ ６７３６．４ －１６８．８４ －２．４

１９ 氮氧化物 吨 ４８７０３．９ ５２４７１．０ ３７６７．１１ ７．７

２０ 工业固废产生量 万吨 １４７８．１ １５２０．２ ４２．１２ ２．８

■第三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实施　年
内，宝山区被列入上海市第三轮环保三

年行动计划专项任务的 ２０项，其中重

点建设类项目 １０项、管理类项目 １０
项。１０项重点建设项目年内已全面完
成７项，１０项管理类项目已全面完成９

项，另３项建设项目和１项管理项目结
转至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完成，分

别为宝山工业园区（北区）管网建设、神

３０２



外环四百米绿化带 摄影／顾鹤忠

工石洞口生活垃圾处理厂建设、吴淞工

业园区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宝山工业园

区（北区）和罗店工业园区内企业污水

无法实现纳管。第三轮环保三年行动

计划工作任务涉及 ８个领域共 ２７０个
大项，实际启动项目 ２５１项，启动率为
９３％；全 面 完 成 ２２８项，完 成 率 为
８４４％。２７０个大项细化分解为５２３个
小项，落实到每年度安排，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
年及２００８年的完成率分别为 ９３８％、
９０６％和８１３％。第三轮行动计划共
投入资金４４亿元，比第二轮增加１７亿
元，增长６３％。

■水环境治理与保护　年内重点开展杨
盛河、荻泾等８条骨干河道的综合整治，
共整治河道２３２公里，疏浚土方１１４９
万立方米，新建河道护岸４４９公里，种
植河道绿化 ２７９万立方米。累计完成
９７４条段中小河道的综合整治，河道整
治总长度６６５６公里。南部４镇污水治
理三期工程已完成各类雨污水管道

１１０５公里的铺设；北部 ４镇已完成
１３２２９１公里污水管网、３座污水泵站的
建设；实施?川路、真华路污水干管建

设；年内启动２０３６个污染源和２７６个小
区雨污分流与纳管工作。

■大气环境治理与保护　至年末，华能
石洞口第一电厂（４台３０兆瓦）和华能
上海分公司（２台６０兆瓦）全部完成展
烟气脱硫、高效除尘工作，宝钢电厂已完

成１、２号机组脱硫工作。实施２２户企
事业单位３６台锅炉的清洁能源替代，关
闭拆除３３户企事业单位 ４１台燃煤锅
炉，削减燃煤量约１９万吨。新建成“基
本无燃煤区”４００７平方公里，外环线以
内以及区政府所在城镇地区全部建成

“基本无燃煤区”。新建成“烟尘控制

区”１７６４９平方公里，外环线以外地区
全面建成“烟尘控制区”。

■固体废物处置利用　镇村生活垃圾堆
点已全部关闭，城区和镇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推广率分别为９０％和４０％，新建生
活垃圾压缩收集站９０余座，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到１００％。全区餐厨垃圾
集中收集处置率为６５％，东城区的收集
覆盖率接近１００％。辖区内所有２６所医
院与３家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废物
全部纳入全市集中收集处置系统。６
月，日处理５００吨的神工生活垃圾综合
处理厂按计划正式开工建设。

■工业污染治理　年内完成１５户企业
废水在线监测安装并联网运行，整治８８
家区管企业的污染处理设施，重点企业

稳定达标率提升１５％；对危险废物重点
监管单位实施五联单制度，全区共关闭

搬迁落后、重污染企业 ２００余户，保留
工业区内部雨污水管网全面建成，顾

村、月杨与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全面完成

企业雨污水分流改造工程与截污纳管

工作。保留工业区全部通过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

■扬尘污染防治　年内完成友谊路街
道、吴淞街道、张庙街道、高境镇、庙行

镇、顾村镇东块、淞南镇、大场镇等９１３
平方公里的市级扬尘污染控制区创建工

作，完成罗泾镇、罗店镇、月浦镇、杨行西

城区等１９８３平方公里的区级扬尘污染
控制区创建工作，总计创建面积达

１１１１３平方公里。创建过程中，区环
保、建委、市容、港监、城管等职能部门共

组织召开推进工作会议１１３次，开展联
合执法检查１５０次；与７１家建设工地、
９４家码头堆场和停车场签订扬尘污染
防治目标责任书；完成码头堆场、停车

场、搅拌站、露天仓库等单位的综合整治

２２３家，其中关闭 ２４家，治理资金
２４２８１３万元；整治破损道路５２条，整治
资金４０７６７９万元；完成绿化补种面积
２６４７１２平方米，资金１８５４０２万元；实施
行政处罚 ３２４件，处罚金额 ３６７９５
万元。

■绿色创建工作　全区积极开展各项
绿色创建工作，共创建绿色小区７７个，
绿色学校 １０所，环境友好型机关 １９
家，环境友好型企业３家，绿色宾馆、酒
店２家，逐步营造了企业、事业、机关、
社区、学校和市民共同参与环境保护的

氛围。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年内，宝山友谊
地区优良天数为 ３３８天（有效天数为
３６６天），占全年的 ９２３％（２００７年为
８７６％）；吴淞地区优良天数为 ２８１天
（有 效 天 数 为 ３６５天），占 全 年 的
７７０％（２００７年为 ７６５％）；杨行地区
优良天数为 ２７０天（有效天数为 ３６４
天），占 全 年 的 ７４２％ （２００７年 为
８１６％）。区年均降尘量为１１８吨／平
方公里·月，超过１０吨／平方公里·月
的参考标准，比上年增加 ２６个百分
点。９个工业区的平均降尘量为 １２１
吨／平方公里·月，与上年持平。在所
有工业区中，宝山工业区的平均降尘量

最低为 ８６吨／平方公里·月，而浦钢
工业区的降尘量最大，为２４７吨／平方
公里·月，且明显高于其他工业区的降

尘量。除宝山工业区外，其余８个工业
区的平均降尘量都高于上海市清洁参

考标准。全年区的道路扬尘为 ３７４
吨／平方公里·月，比上年增加 ３９％。
年内酸雨污染有所缓解，酸雨频率

７８６％，比上年下降１６个百分点。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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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环境空气质量各级别分布表

级制
友　谊 杨　行 吴　淞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Ⅰ １２１ １２０ ３３ ３６ ４０ ６４

Ⅱ １９７ ２１８ ２６４ ２３４ ２３６ ２１７

Ⅲ ４３ ２８ ６４ ９４ ８１ ８４

Ⅳ — — — — １ —

Ⅴ ２ ３ — ３ —

优良率％ ８７．６ ９２．３ ８１．６ ７４．２ ７６．５ ７７．０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域降尘量月变化图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宝山区骨干河流水质变化图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河流黑臭断面示意图　　

■吴淞工业区环境质量状况　吴淞工
业区区域平均降尘量为 １１０吨／平方
公里·月，比上年降低０９％；平均扬尘
量为 ６３６吨／平方公里·月，与上年
（７９７吨／平方公里·月）相比，下降
２５％。主要原因是除了宝杨路—长兴
毛纺厂和泰和路—铁力路 ２个点位的
道路扬尘上升外，其余点位的道路扬尘

量均有所下降，尤其是水产路—北泗塘

西近北部物流点位道路扬尘量下降最

为明显，下降２２９％。受道路车流量和
路况等因素影响，不同道路的降尘量差

别较大，江杨路－益昌薄板段的道路扬
尘量虽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 ３０６８
吨／平方公里·月。

■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年内共监测区
境内骨干河流２２条，涉及断面６８个。２２
条河流中，５条达标，４条黑臭，黑臭河流
为小吉浦、沈师浜、东茭泾和西泗塘。６８
个断面中２５个达标，９个黑臭，黑臭的断
面分别为东茭泾共康路桥、东茭泾场中路

桥、南泗塘上钢一厂铁路桥、南泗塘长江

南路桥、西泗塘水闸内侧、桃浦汶水路桥、

沈师浜水产路桥、小吉浦三门路桥、小吉

浦殷高路桥。与上年相比，河流达标率下

降４６个百分点。２２条河流中杨泾的水
质有较大改善，消除了

"

臭；马路河水质

由达标恶化为超标；沈师浜水质显著恶

化，水质变为恶臭；其他１９条河流的水质
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原有水平。

■环境噪声质量状况　２００８年，区域环
境噪声昼间的平均等效声级为 ５４２ｄＢ
（Ａ），夜间为４８８ｄＢ（Ａ），昼间比上年
下降０７ｄＢ（Ａ），夜间比上年增加０４ｄＢ
（Ａ）。在所测试的 ６９个点位中，２９％
达到 ０类标准，３７７％达到 １类标准，
４０６％达到２类标准，１５９％达到３类
标准，１４％达到４类标准，１４％超过４
类标准。道路交通噪声昼间等效声级为

７５４ｄＢ（Ａ），比上年增加０１ｄＢ（Ａ）；夜
间等效声级为７１５ｄＢ（Ａ），比上年下降
１１ｄＢ（Ａ）。二类功能区的昼间噪声等
效声级为５９１ｄＢ（Ａ），夜间噪声等效声
级为 ５１５ｄＢ（Ａ），分别比上年下降
１０ｄＢ（Ａ）、２３ｄＢ（Ａ）。

宝山区通过绿色小区验收名单一览表

序号 街道名称 小区名称 验收等级 通过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友谊路街道

宝林五村 区级

宝山九村 区级

宝山十村 区级

宝钢六村 区级

宝钢十一村 区级

华能城市花园 市级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５０２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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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街道名称 小区名称 验收等级 通过时间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友谊路街道

宝林一村 区级

宝林三村 区级

宝林四村 区级

宝林七村 区级

宝钢一村 区级

宝钢三村 区级

宝钢四村 区级

宝钢五村 区级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吴淞街道

张庙街道

大场镇

宝钢七村 区级

宝钢八村 区级

宝钢十村 区级

宝山一村 区级

宝山三村 区级

宝山七村 区级

临江花园 区级

吴淞新城 区级

新叶公寓 区级

海滨七村 区级

昌鑫家园 区级

通河二村 区级

富浩花园 区级

呼码一村二居委 区级

新普盛小区 区级

大华一村一居委 区级

大华一村二居委 区级

大华一村三居委 区级

大华一村四居委 区级

大华一村五居委 区级

大华一村七居委 区级

大华二村一居委 区级

大华二村二居委 区级

大华二村三居委 区级

大华二村四居委 区级

大华二村五居委 区级

大华二村七居委 区级

大华二村八居委 区级

大华三村一居委 区级

大华三村五居委 区级

大华三村七居委 区级

大华四村一居委 区级

大华四村四居委 区级

乾溪一居委 区级

乾溪二居委 区级

乾溪四居委 区级

祁连二村一居委 区级

祁连四村居委 区级

２００５年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友谊路街道

宝山八村 区级

宝山五村 区级

宝钢二村 区级

海滨八村 区级

２００６年

６０２

环　境



（续表二）

序号 街道名称 小区名称 验收等级 通过时间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吴淞街道

张庙街道

顾村镇

高境镇

淞南镇

庙行

海江新村乔士小区 区级

李金怡心园 区级

通河一村 区级

呼玛二村 区级

泗塘八村 区级

共富六居委 区级

共富七居委 区级

岭南雅苑 区级

世纪城投 区级

淞南一村 区级

淞南二村 区级

鹏程花苑 区级

共康公寓 区级

屹立家园 区级

２００６年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友谊路街道

吴淞街道

张庙街道

大场镇

白玉兰小区 区级

密山二村小区 区级

永清新村小区 区级

永清二村小区 区级

呼玛三村小区 区级

泗塘六村小区 区级

大华一村新华小区 区级

大华二村第六小区 区级

大华二村嘉华苑小区 区级

大华二村滨江雅苑小区 区级

大华三村第二小区 区级

大华三村第四小区 区级

大华三村第六小区 区级

大华四村第二小区 区级

大华四村第三小区 区级

大华四村第五小区 区级

大华四村第六小区 区级

祁连三村第二小区 区级

乾溪第五小区 区级

乾溪第六小区 区级

乾溪第七小区 区级

乾溪第八小区 区级

祁连三村第三小区 区级

祁连一村第二小区 区级

祁连一村第三小区 区级

祁连二村第三小区 区级

锦秋第一小区 区级

锦秋第二小区 区级

２００７年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高境镇

罗泾镇

淞南镇

罗店镇

高境二村第一小区 区级

四季绿城小区 区级

宝虹家园小区 区级

淞南六村小区 区级

嘉骏花苑小区 区级

金星小区 区级

２００７年

７０２

环境保护



（续表三）

序号 街道名称 小区名称 验收等级 通过时间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８

１２９

友谊路街道

张庙街道

吴淞街道

大场镇

高境镇

罗泾镇

淞南镇

顾村镇

杨行镇

月浦镇

庙行镇

宝山六村 区级

宝钢八村 区级

同济公寓 区级

振兴居委会 区级

通河七村 区级

三营房居委会 区级

吴淞三村 区级

久华佳苑 区级

经纬城市绿洲 区级

逸仙四村居委会 区级

高境四村居委会 区级

高境一村居委会 区级

逸仙一村居委会 区级

宝通家园小区 区级

长宏欣苑 区级

淞南三村 区级

富丽苑 区级

共富五居委 区级

荻泾居委会 区级

东方丽都小区 区级

四季花城 区级

庆安二村 区级

庆安五村 区级

九英里居委会 区级

共和家园居委会 区级

２００８年

宝山区绿色机关名单

序号 机关名称 创建时间 创建等级

１ 区机管局

２ 区级机关党工委
２００６年

区级

区级

３ 区委办

４ 区府办

５ 区委组织部

６ 区委宣传部

７ 区委统战部

８ 区人事局

９ 区政府网站

１０ 区民防办

１１ 区环保局

１２ 区法制办

１３ 区委政研室

２００７年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１４ 区人大

１５ 区政协

１６ 区妇联

１７ 团区委

１８ 区外经委

１９ 区委信访办

２００８年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区级

８０２

环　境



宝山区环境友好型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创建时间 创建等级 序号 企业名称 创建时间 创建等级

１ 宝钢集团宝钢分公司 ２００５年 国家级

２ 宝钢集团特殊钢分公司 ２００７年 区级

３ 上海复星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年 区级

４ 上海黄海药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年 区级

宝山区通过绿色学校验收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验收等级 序号 学校名称 验收等级

１ 吴淞中学 国家级验收

２ 海港小学 市级验收

３ 盛桥中心小学 市级验收

４ 通河二小 市级验收

５ 通河中学 市级验收

６ 月浦新村小学 市级验收

７ 月浦中学 市级验收

８ 宝林三小 市级验收

９ 长江路小学 区级验收

１０ 高境三中 区级验收

１１ 海滨三村幼儿园 区级验收

１２ 呼玛路小学 区级验收

１３ 江湾中心小学 区级验收

１４ 菊泉学校 区级验收

１５ 淞谊中学 区级验收

１６ 同洲模范学校 区级验收

１７ 吴淞实验学校 区级验收

１８ 行知二中 区级验收

１９ 高境四小 区级验收

２０ 大场镇中学 区级验收

２１ 进修附中 区级验收

２２ 和衷中学 区级验收

２３ 高境四中 区级验收

２４ 刘行中学 区级验收

２５ 海江小学 区级验收

２６ 红星小学 区级验收

２７ 宝山实验小学 区级验收

２８ 大场镇小学 区级验收

２９ 乐业小学 区级验收

３０ 虎林小学 区级验收

３１ 和衷小学 区级验收

３２ 上大附中 区级验收

３３ 山海幼儿园 区级验收

３４ 小红帽幼儿园 区级验收

宝山区绿色宾馆名单

序号 宾馆名称 创建时间 创建等级

１ 金富门大酒店 ２００６年 区级

２ 宝钢宝山宾馆 ２００６年 区级

■宝山环保局获“中华宝钢环境优秀
奖”　１２月１６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
中华宝钢环境奖颁奖大会上，宝山区环

境保护局获中华宝钢环境奖环境管理类

优秀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

农、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出席颁奖典

礼。中华环境奖组委会由全国人大环境

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

环境委员会、国家环保部、国家教育部、

民政部、文化部、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

全国总工会、广电总局、中华环保基金

会、东方卫视、宝钢股份等１３家单位组
成。２００７年（第四届）开始，中华环境奖
冠名为“中华宝钢环境奖”，该奖定位为

中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高的社会性奖励。

宝山区环保局根据宝山环境污染物排放

总量大、污染结构复杂等特点，开展的区

域网格化环境管理、企业污染指数分类

管理、特大型企业契约式环境管理的环

境管理模式受到组委会充分肯定，获中

华宝钢环境奖环境管理类优秀奖。

■第二届钢城环保局长联席会议召开　
１０月 ２３日，第二届钢城环保局长联席
会议在宝山召开，会期两天，主要议题为

“钢铁企业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北京石景山区、辽宁鞍山市、上海市宝山

区等９家以钢铁占地区重要产业比重的
城区环保局长出席了会议。会上，与会

代表就钢铁企业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工作进行广泛的研讨，并就各地钢铁企

业环境保护工作有效做法进行了交流。

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宝钢股份公司、上海

国际节能环保园，并听取了宝钢股份公

司节能减排及环保工作和节能环保园的

情况介绍。

■环境保护网格化环境管理　年内共完
成全区１５０个网格中５６个网格１６２项
具体整治项目，重点开展了以宝钢集团

为实施主体的吴淞工业区、宝钢工业区

原料烧结区、月浦联水路地区等黑色网

格地区的环境整治；完成宝钢分公司原

料堆场３５０米的防风网建设，基本完成
罗店、大场化工企业环境综合整治，关停

化工企业 ６２户；全区共计 ７０网格
１００３５平方公里区域环境等级得到不
同程度改善，其中消除黑色面积 １９２８
平方公里，增加黄色面积１８４７平方公
里，增加绿色面积７６１平方公里。

■污染企业分类管理　设立企业污染指
数，对占宝山污染负荷９５％的３３０家主
要污染企业进行定量评分与分类管理，

企业污染指数从２００５年的４６８０点下降
到２００８年的４０２４点，已关停２２家 ＥＰＩ
评定企业，１６８家企业污染指数下降，优
良企业率上升 １６％，污染企业率下降
１８％。区管企业二氧化硫削减 ５３２吨，
化学需氧量削减８１吨，城镇生活污水截

９０２

环境保护



污纳管率提高 １５％。企业投入治理资
金８１亿元，政府投入３２亿元。

■特大型企业契约化管理　与宝钢集团
等大型企业开展契约化环境管理，将宝

钢集团环境管理纳入区环境监管领域，

促进宝钢集团在守法的基础上与区政府

在计划推进、节能减排、循环经济、信访

处理、能力建设等各方面形成伙伴关系，

共同达成区域环保目标。在环保三年行

动计划框架下，宝钢集团完成宝钢分公

司烧结机尾除尘改造、防尘网建设、不锈

钢分公司中水回用等３３项污染治理项
目，共投入资金１０２亿元，并积极参与
调解月浦二村居民等重大信访工作。

１２月３１日，区环境监测监控中心大楼落成 区环保局／提供

■区环境保护监测监控中心落成　该项
目是区政府投资建设的重大项目，选址

于杨行镇友谊路以南、铁山路以西、规划

外劳力服务中心以北、气象局以东地块，

占地面积 １５亩，于 ２００６年 ４月立项，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开工建设，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３１日竣工并投入使用。项目总投资
６２００万元，建设内容包括环境监测监控
中心和环境综合整治成果展示厅，总建

筑面积约为 ８２７５平方米，含 ２５００平方
米实验室面积与 ５００平方米监控室面
积。区环境监测站、环境监察支队、信息

中心等单位已先后入驻。

■环境监测监控能力建设　建立基于
“宝山区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

等系列课题研究的环境管理基础信息平

台，建成以环保 ＧＩＳ为核心的环境管理
决策支持平台，新建顾村、罗店、大场大

气自动监测站，建设由大气自动监测站、

区域 ７０－６０－５０降尘监测网络、７０－
２４－６河流监测网络与７５－２－１１－８噪
声监测网络组成的区域环境质量监测体

系，全面实施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动态监

控。新建以环境监测监控中心为核心的

环境监测监控平台。 （赵晓怀）

市容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完成“三类区域”三年创建任务，继续巩

固“整洁村”创建成果，先后开展了“双

迎一创”、“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等多项
市容整治，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运行

提供了基础的市容保障，市民满意率有

了新的提升。区市容局下辖７个事业单
位，职工１０４人；９个环卫作业公司，职工
２４７６人，其中劳务工１７５７人。

■启动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计划　年
内，区市容局成立 ６００天行动领导小
组，下设 ５个工作小组。４月，根据
《宝山区“迎奥运、办世博、创建文明

城区”环境整治任务分解手册》，逐月

开展重点区域和道路整治。自 ６月开
始编制《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市容环卫
计划任务书》，明确具体任务量、责任

单位和时间节点。参与全区户外广告

控制性规划编制，根据上级要求，停止

一切户外广告审批，对 ３０条主要道路
８４０块户外广告设施实施专项整治，
上门宣传 ５９３家责任单位，１９７家单
位主动整改。发布文明城区公益广告

９７０块，面积达 １１３２０平方米。拆除
各类户外广告设施 ９５５块，改造店招

店牌５１７块，约２６００平方米，５个街镇
完成“上海市责任区管理达标”活动。

建成友谊市民中心和宝山八村气象灯

光工程，深化东城区景观灯光规划设

计方案。全年完成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
计划任务的３３％。

■推进“三类区域”和“整洁村”创建　
至年末，完成市容环境“示范区、规范区、

达标区”三年创建行动计划，三年内滚动

创建“三类区域”３９个，面积达１０７平方
公里 ，共计整治店招店牌 ２７万平方
米，整治户外广告１７８０块，新建改造绿
地５３６万平方米，整修人行道２１６万
平方米，整修车行道２８３万平方米，整
治立面６７１万平方米。创建区域基本
覆盖全区城市化地区，初步形成“平面整

洁、立面亮丽、空间协调”的市容特色，达

到预期的创建目标。“整洁村”创建由

“建设整治”阶段进入“长效管理”阶段，

对２００６年创建成功的４５个行政村进行
复验。建立 ９７支、共 １５３３人的农村志
愿者队伍；将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农村生活
垃圾计划量由２７２吨／天调整为３５９吨／
天；对７８６座农村公厕进行普查和普修，
完善了两级财政补贴资金拨付和使用管

理机制。

■启动冰雪应急预案抗击雪灾　年内遭
遇灾害性雨雪天气，道路积雪体量超过

１００万平方米。区市容局启动冰雪天应
急预案，１２００余名环卫清道职工全部上
马路通宵作业，作业面积达５４０万平方
米。环卫部门共出动２０辆加装钢板的
铲车，凌晨开始作业，重点铲除车行道上

的积 雪。全 区 共 使 用 工 业 盐 超 过

４００吨。

■完成 １０座老城区压缩站建设　年
初，区市容局在对宝山老城区进行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决定以友谊、吴淞、张庙

３个街道为重点，加快老城区压缩站建
设，逐步建立以压缩站为主的生活垃圾

收集模式，带动居住区环境卫生治理工

作的全面展开。１０座老城区压缩站建
设被列为区实事工程，至年底完成建设

任务。

■宝山神工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开工　
６月３０日，上海宝山神工生活垃圾综合
处理厂项目举行开工仪式，市建委副主

任花以友、市市容环卫局副局长黄兴华、

宝山区副区长冯健理等领导出席。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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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项目于２００１年立项，选址于月浦镇石
洞口，总投资２２亿元，采用垃圾气化、
厌氧发酵、有机肥生产等先进工艺，日处

理生活垃圾 ５００吨，可日产有机肥 ８０
吨、沼气４万立方米，可发电２万多千瓦
时，供 ８０００户居民使用。该项目采用
ＢＯＯ模式，由政府提供特许经营权，上
海神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建设、投

资和运营。预计建设周期为 １年半，
２０１０年投入使用，届时将使宝山区拥有
部分生活垃圾自主处置能力。

■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　年内下达各环
卫公司生活垃圾处置计划，严格执行源

头减量政策，杜绝非生活垃圾进入码头，

全年垃圾总量控制在 １４３５吨／天以内，
实现了总量平衡。集中作业力量，完成

上大东区工程基地４４７２４吨积存生活垃
圾清运。泰和路环卫码头道路改造工程

完工，环卫车辆通行和污水排放条件大

为改善。在１００个机关学校单位和３个
小区推行生活垃圾新分类法，加强餐厨

垃圾和废弃食用油的监管，超额完成单

位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任务，配合交巡

警、城管等部门开展为期１个月的渣土
车辆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区环卫系统清

除暴露垃圾４７２万吨，各镇和社会单位
清除暴露垃圾 ６４９万吨。与教育局等
部门协调，从招投标等前期环节加强对

校舍装修和市政工程垃圾的控制。

■加强政风行风建设　按照“巩固建设
成果，整改薄弱环节”的原则，继续加强

政风行风建设，就落实责任区制度问题

进行大讨论，对 Ｍ３线北延伸段 ６座人
行天桥先行代为保洁，将３个街道售后
公房垃圾箱房日常保洁交由环卫公司负

责，延续参加小区楼组长会议等好的工

作机制和方法，在３个街道设立１１６个
小区意见箱，邀请人大、政协和行风监督

员参观压缩站；全年市容环卫投诉比上

年同期减少 ５０％，市民的满意率达到
９７％以上。市容环卫政风在全区１１个
部门排名第１，比２００７年第３名上升２
位；行风在全区１０个行业排名第 ３，比
２００６年第４名上升１位。市容市貌改观
工程和“整洁村”工程被评为建区２０周
年十大亮点工程。 （毛荣峰）

城管监察执法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城管监察大队以
“打基础、促突破、树形象、谋发展”为工

作思路，以加强作风建设，提高执法服务

满意率为主线，抓住迎奥运、办世博、创

文明新宝山环境整治契机，以开展实事

立功竞赛为动力，以加强政风建设工作

为抓手，以创建规范化分队为牵引，加大

城市管理执法力度。大队下设１４支监
察分队，内设办公室、政治处、法制科、勤

务科，共有在编队员３４４人。年内加大
拆除违法建筑力度，在前一轮拆违 ３００
万平方米的基础上，全年又拆除各类违

法建筑５５８万平方米，并有５７个行政
村通过拆违控违达标验收。更新技术装

备，投入１２９５３余万元，新增执法车辆９
辆，执法车辆总数达到７０辆（其中４２辆
执法车辆装备ＧＰＳ定位系统）。

■城管日常监察　年内，各分队结合地
区城市管理特点，着力建立以“三全”

（全方位、全覆盖、全时段）为主的勤务

执法模式，并与市容协管工作、网格化管

理有机结合，增强发现能力、受控能力和

处置能力。加强提高执法实效、落实专

项整治和阶段性执法任务为主的督察工

作。全年共查处各类乱设摊 ７９５０９个
（处），纠正跨门营业３６５６４起，占路堆物
８０７１起，清除“三乱”７０２７０处，整治乱晾
晒１８０２９起，清除破损横幅 ４１３９条、灯
箱牌匾５５６６块，查处占绿毁绿 ８３０起、
扬尘污染３６２起、夜间施工３１０起，拆除
违法建筑５０１２１平方米、违章亭棚１６７１
平方米。全年共受理投诉（举报）５８２３
件，处置及时率１００％，满意率９１％。

■城管执法责任制体系建设　年内结合
部分法规规章的修订，大队法制科重新

梳理出适用法律法规和相关操作规程，

在完善办案和案件审理流程的基础上，

着力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体系，进一步

明确各级执法人员的权、责，并以落实案

件定量完成率和不合格控制率为目标，

加大案件审查的力度。全年人均案件定

量完成率为１３６４％，案件审查不合格率
为０３％。大队建立重大案件集中审议
制度，对处罚万元以上的案件，经大队法

制领导小组审定后作出处罚决定。对重

大案件组织听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共组织听证１起。对常见违法行为
的处罚标准公开，以加强对当事人的教

育，并接受当事人的监督。全年共查处

一般程序案件３７４２件，处罚金额１１８万
元，简易程序案件处罚金额５３万元。

■城管专项整治　大队相继组织开展
“０８城管１号”、“０８城管２号”专项整

治行动，并在全区率先启动迎世博 ６００
天环境整治首个一百行动，整治时间横

跨全年，解决了海三通道集中乱设摊、共

富菜场周边脏乱差、联谊路扬尘污染等

历史遗留难题，有力遏制偷倒乱倒渣土

现象，一些地区性的个案得到有效治理。

■城市网格化管理　区城市网格化管理
中心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及时发现和

快速处置市民关注的急、愁、难问题，使

区网格化管理区域内的城市环境面貌进

一步改观，市政公用设施完好率明显提

高，市民的投诉率有所降低。全年系统

实际运行 ２５２个工作日，共立案 ４２４４１
件，其中事件立案 ３７５１６件、部件立案
４９２５件，结 案 ４２１９９件，结 案 率 为
１００％；延期和在办 ２４２件，处置及时率
９８１５％。 （范丽

!

）

绿化
■概况　２００８年，全区新建各类绿地
２０５万平方米，比上年减少６万平方米，
其中公共绿地１３０２万平方米，单位附
属绿地２０１万平方米，居住区绿地３２４
万平方米，道路绿地５公顷，林带１７万
平方米。至年末，全区公共绿地总面积

１６７４３２万平方米，单位附属绿地总面积
１４４０万平方米，居住区绿地总面积
６９６５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上
年的１９平方米提高到２０平方米，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达到４１％，比上年增加１
个百分点。区级财政用于绿地建设的资

金９８８８万元，增加２３３６％。

■绿化建设和养护管理　抓好重点绿地
建设，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土

方地形基本完成，月浦公园改建完成

８０％，沪太路道路两侧绿化完成７５％，北
?川路道路绿化西侧全部完成、东侧宝

钢排管地块落叶乔木种植完成９０％，石
太路道路绿化可施工地块苗木种植全部

完成（水务排管地块除外），后工业景观

示范园基本竣工，陈功路道路绿化、西

朱临时绿地、共和公园及庙行四街坊滨

河绿化全部完成，张墅村、天平村等新

农村绿化建设全部完成。加强养护管

理，改造淞浦小游园０４７公顷、华灵路
两侧绿地 １４８公顷、真华路两侧绿地
１８２公顷、沪太路（走马塘—外环立
交）两侧机非隔离带绿化 １３公顷；新
铺双庆路（宝杨路—双城路）、宝东路

（宝杨路—海江路）、长临路（共康路—

共泉路）、共和新路（?藻浜—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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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后路等行道树生态盖板１１６０套。临
江公园完成绿化调整改造，建成“上海

市文明公园”、“上海市三星级公园”；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建成“上海市

文明公园”；全区共有文明公园６座，三
星级公园４座。

!""#

年宝山区新建
&"""

平方米以上大型公共绿地一览表

绿地名称 位　　置 面　积
（平方米）

投资金额
（万元）

所属单位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
东起海防一旅三营、西至长江、北起宝杨路、东至
公园一期

１２２７００ １３７９２．６４ 宝山区绿化管理局

新建共和公园 场北路以南、东茭泾以东、长江西路以北 ４８８６１ １７１０ 宝山区绿化管理局

后工业景观示范园 长江西路１０１号内 ５３０００ １８８２ 宝山区绿化管理局

庙行四街坊滨河绿地 东茭泾场北路东北角 １５０００ １９５ 宝山区绿化管理局

沪太路道路两侧绿化 外环线－洋桥 ４０００００ ４１４０ 宝山区绿化管理局

北?川路道路两侧绿化 石太路－洋桥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７ 宝山区绿化管理局

石太路道路两侧绿化 沪太路－?川路 １３００００ ６００ 宝山区绿化管理局

月浦公园 摄影／顾鹤忠

■道路绿化建设　年内重点抓好３条
道路两侧绿化。沪太路道路两侧绿化。

沪太路是上海市北郊连接江苏省的主

干道公路，为配合市重大工程的建设，

实施沪太路道路两侧绿化工程。根据

沪太路的功能和特点，其道路配套绿化

定位于城市道路生态型景观绿带，起到

绿化、美化、净化道路环境的作用。该

工程范围为沪太路（外环线 ～洋桥）道
路红线外两侧各２０米，总面积约４０公
顷，投资额为４１４０万元，２００９年全面竣
工，年内完成３５公顷。北?川路道路两
侧绿化。该工程实施范围为北?川路

（石太路～洋桥）红线外两侧各１０米至
２０米不等宽度范围内绿化，全长约 １１
公里，面积约 ３０公顷，总投资 ２８０７万
元，２００９年底竣工，年内完成 １５公顷。
石太路道路两侧绿化。该工程东起?川

路，西至沪太路，实施石太路红线外两侧

各５米绿化带及行道树，面积１３公顷，
总投资６００万元，１１月竣工。沪太路道
路红线范围内绿化。沪太路是本市北

郊连接江苏省的主干道公路，为配合市

重大工程的建设，提升宝山形象，组织

实施沪太路道路红线范围内绿化工程。

该项目是道路建设的配套工程，主要起

到形成道路景观，缓解粉尘污染，增加

交通绿化防眩、防冲撞、减轻视觉疲劳

等功能和作用。实施范围为南起外环

线，北至洋桥，全长约 ２０公里，实施沪
太路中央隔离带绿化、机非隔离带绿化

及两侧行道树种植。绿化总面积１８７６
公顷，项目总投资２２７０万元，２００９年全
面竣工。

■罗泾水源涵养林建设竣工　罗泾水源
涵养林位于北?川路以东、新川沙河以

南、浦钢基地以北的区域，规划面积

３４２１公顷，总投资 ２５００万元，于 ２００６
年１２月开始建设，５月竣工。该地块原
有地块内水体流动力弱，水系自净能力

较差，与外界河流缺乏贯通，水体的水质

较差。罗泾水源涵养林的建成，为生物

多样性保育和自然生态环境恢复，对降

解污染物、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丰富城

市景观起到积极作用。

■共和公园建成　该公园位于庙行镇，
北起场北路，南至长江西路，西起东茭泾

河，东至长临路，围绕共和居住区三街坊

呈“Ｌ”形，占地面积４８８６１公顷，改建总
投资１７１０万元。共和公园从２００７年１２
月开始建设，２００８年月１２月竣工，建成
后进一步满足了周边居民对健身、娱乐

的休闲空间需求，提高了区绿地布局的

均衡度，改善了周边生态环境。

■月浦公园改建　位于月浦镇龙镇路、
东临宝泉路、南至四元路、西与月浦十

村相连的月浦公园，周边多为居住小

区，老年人较多，对健身、休闲的空间需

求量大。由于公园建设年代较早，许多

设施陈旧老化。１１月，公园开始改建，
项目总投资 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９年完成改
建。公园改造内容包括增加游客健身、

锻炼、休憩空间，整合园内道路、地坪等

场地，修葺园林建筑小品，进行水电、垃

圾箱、指示系统等基础设施改造。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建设　
公园二期位于宝杨路码头南侧，紧邻长

江，占 地 面 积 １９５７公 顷，总 投 资
１３７９２６４万元。二期沿续了一期“环境
更新、生态恢复、文化复建—创造多重含

义景观”的设计理念，同时突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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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湿地—森林，休闲—军事—文

化—历史”的建设主题，将建成集文化展

示、休闲娱乐、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

大型活动场所，并形成恬淡风雅、自然朴

实的自然景观。公园内具体规划的设施

包括长江河口科技馆、世界河口广场、吴

淞风情雕塑群、吴淞地标、贝壳剧场、矿

坑花园、古炮台等。公园二期工程于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开工建设，将于２００９年年

底基本完成。

■后工业景观示范园建设　该项目位于
吴淞工业区南部的长江西路１０１号，南
临城市主干道长江西路，西临规划城市

次干道长江南路，东侧和北侧为“上海

国际节能环保园”。示范园原为上海铁

合金厂，地块内多为仓库、料场、行车架

以及工业设备，绿化用地较少。根据原

有特征，将“后工业景观示范园”分为入

口广场区、入口景观区及核心景观区三

部分建设，并设置城市林荫道、草坪区、

活动区、中心水景区、花园展示区等。

该项目占地面积５３６２８平方米，总投资
为１８８２万元，于 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开始建
设，将于 ２００９年完成。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绿化种植、土方工程以及相关配套

设施。

!""#

年宝山区各绿地建设周期表

项　　目 面积（公顷） 投资额（万元）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一、２００７年结转项目

沪太路道路两侧绿化 ４０ ４１４０ ２００７．５

北?川路道路两侧绿化 ３０ ２８０７ ２００７．６

罗泾水源涵养林 ３４．２１ ２５００ ２００６．１２ ２００８．５

新建共和公园 ４．８８６１ １７１０ ２００７．１２ ２００８．１２

月浦公园改建 ７ ５００ ２００８．１１ ２００９．４

二、２００８年新建项目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 １２．２７ １３７９２．６４ ２００８．１１

沪太路道路红线内绿化 １８．７６ ２２７０ ２００９．３

后工业景观示范园 ５３００ １８８２ ２００８．１０

石太路道路两侧绿化 １３ ６００ ２００８．６ ２００８．１１

宝山区
&"""

平方米以上街道绿地一览表

单位：平方米

序号 绿地名称 绿地地址 街道（镇） 总面积

１ 吴淞十一街坊中心绿地 吴淞街道 １２０００

２ 淞浦支路小游园 吴淞街道 ４６９０

３ 同济路立交桥绿化 吴淞街道 １１１６９

４ 上海吴淞环岛花鸟市场 吴淞街道 ９８２７

５ 牡丹江路东侧永清公园到民房 吴淞街道 １７０００

６ 牡丹江东侧小金家宅 吴淞街道 ７１２８

７ 牡丹江路西侧（吴淞医院北侧） 吴淞街道 １２９００

８ 牡丹江路西侧（海三通道—同济支路） 吴淞街道 ８１５０

９ 牡丹江路水产路西南角绿地 下沉式广场 吴淞街道 １２６６６

１０ 吴淞公园 泰和路５号 吴淞街道 ５２６１３

１１ 市河绿地宝林路桥到密山路桥 友谊路街道 ４８３０

１２ 市河绿地友谊支路桥到西城河 友谊路街道 ４７００

１３ 市河绿地东林路桥到电视台桥 友谊路街道 ７２７０

１４ 宝钢林带东块牡丹江路到友谊支路 友谊路街道 ６５５８５

１５ 宝林路东侧宝林九村外绿地 友谊路街道 ３３６０

１６ 宝山装卸区绿带 友谊路街道 ４５８６７

１７ 宝山嘴绿化盘古路东侧江边 友谊路街道 １８３０３

１８ 白玉兰广场牡丹江路海江路东北角 友谊路街道 １７０００

１９ 同济路东侧友谊路到双城路 友谊路街道 ５２８５７

２０ 双城路高压带牡丹江路到碧水路 友谊路街道 １７６１０

２１ 牡丹江路中心广场 友谊路街道 ３２６４

２２ 海江路高压走廊绿化 友谊路街道 １４４８２

２３ 虎林路东侧中央绿地 张庙街道 ３８０００

２４ 泗塘篮球公园 共江路１５２号 张庙街道 ２１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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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绿地名称 绿地地址 街道（镇） 总面积

２５ 通河二、六村间高压林带绿地 张庙街道 ５１０５

２６ 爱晖路呼兰路西北角绿地 张庙街道 １３６１０

２７ 一二八纪念路北侧（通河路—共和新路） 张庙街道 ３２４９

２８ 馨兰苑 张庙街道 ３０８００

２９ 华联吉买盛宝宸广场 张庙街道 ３３９５

３０ 通河七村泗塘二中西侧 张庙街道 ４６７９

３１ 通河八村小游园 张庙街道 ５１００

３２ 和合苑 张庙街道 １２６６０

３３ 罗店市民广场 市一路罗溪路西南角 罗店镇 ９１４９

３４ 丰翔路真陈路西南角 大场镇 ４５５０

３５ 华灵路西侧小游园 大场镇 ７２００

３６ 宝杨路江杨北路西南角 杨行镇 ７８６５

３７ 盛桥中心绿地 月浦镇 ３０６５０

３８ 月亮湾中心广场 月浦镇 ４２００

３９ 联泰路高压林带 顾村镇 ２６６６７

４０ 殷高西路逸仙路西北角 高境镇 ７０００

４１ 共和新路共康路东南角绿地 高境镇 ９４２６

４２ 阳泉花园 阳泉路１３６９号 高境镇 １２０００

４３ 共和新路呼玛路西北角 共和新路呼玛路西北角 庙行镇 ４８７５

４４ 共和新韵绿地 庙行镇 ４０００

４５ 共康八村绿带 庙行镇 １３１５３

４６ 共和新路呼玛路西南角 共和新路呼玛路西南角 庙行镇 １６２６２

４７ 庙行公园 庙行镇 ２４７３８

４８ 长临路西侧（长江西路—场北路） 长临路西侧（长江西路—场北路） 庙行镇 ２１１８５

４９ 长临路西侧（场北路—南?藻路） 长临路西侧（场北路—南?藻路） 庙行镇 １４６３９

５０ 滨河绿地 东茭泾场北路东北角 庙行镇 １５０００

５１ 共和公园 长江西路、东茭泾东北角 庙行镇 ４８０００

５２ 新二路西侧振兴花园 淞南镇 １７０００

５３ 淞南郝桥港绿地 淞南镇 ４５００

５４ 后工业景观示范苑 长江路１０１号 淞南镇 ５３０００

５５ 白鹭公园 潘泾路（枫叶路—茶花路） 罗泾镇 ２７２６６４

５６ 罗泾公园 潘泾路 罗泾镇 ８４２８２

合　　计 １２５３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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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公园一览表

序号 公园名称 公园地址 街道（镇） 总面积

１ 永清苑 双城路２３４号 吴淞街道 ２９８４０

２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塘后路２０６号 吴淞街道 ４６４６００

３ 临江公园 友谊路１号 友谊路街道 ９８７０８

４ 友谊公园 密山路８０号 友谊路街道 ４４１０５

５ 烈士陵园 宝杨路２５号 友谊路街道 １６０４１

６ 泗塘公园 爱晖路２８０号 张庙街道 ４５０２１

７ 罗溪公园 市一路１５０号 罗店镇 ７４９４７

８ 大华行知公园 华灵路１６８８号 大场镇 ５８０００

９ 月浦公园 龙镇路２０５号 月浦镇 ７０１０１

１０ 淞南公园 淞良路３００号 淞南镇 ８００００

合　　计 ９８１３６３

（钱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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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与邮政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ＹｕＹｏｕＺｈｅｎｇ

■编辑　吴思敏

交通运输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域内道路货物运输
企业共有３３４７户，拥有运输车辆１８９０９
辆，总吨位１５６万吨，其中专业道路货
物运输企业 ６５７户，非专业 ２６９０户；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２５户，运输车辆
７７６辆；集装箱运输企业２５１户，集装箱
运输车辆 ５４１７辆。汽车维修企业 ３２０
户，其中一类汽车维修企业１６户，二类
汽车维修企业１３８户，三类汽车维修业
户１４８户，摩托车维修业户１６户，综合
检测站２户。公交企业１家，运营线路
１１８条，公交车辆 ２１８０辆（其中空调车
占８４％），线路里程２１３８公里。出租汽
车企业２家，运营车辆６７０辆。公共停
车场（库）６５户，停车面积４３１万平方
米，停车泊位１２６４６个。全年共受理、审
核、批准行政许可事项２４４件，备案登记
事项１５件，处理信访件３９８件，行政检
查４３９户次，出动执法人员 １０３８人次，
移送案件（对违章行为移送交通行政执

法大队）８３件，涉及相关车辆 １２８辆。
征收运政规费１９７０万元，征收道路停车
费１４４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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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和运输服务业新开业审批许可 ２３０
户，其中专业运输经营业户９９户，非专
业运输经营业户１３１户，备案５户。完
成１８３０户货运企业资质和 １３１０７辆货
运车审验工作，受理换发新版道路运输

从业人员资格证件 ４３５９本。建立新增
车辆技术档案２１２３份（一车一档），依法
移送超保案件８３件，移送超保车辆１２８
辆。开展货运代理行业专项检查工作，

出动执法人员７２人次，抽查企业２４家，
达到并超过１０％的抽查率，检查结果良
好。按照《上海市道路开业技术条件》

通知要求，开展货运站（场）资质核准工

作，出动执法人员４４人次，对２２户货运
站（场）进行重新核准和日常监督管理，

发出整改通知书２２份。完成公路运输
量专项调查工作，内容包括：公路旅客运

输量、周转量，公路货物运输量、周转量，

车辆的燃料消耗情况，以及上述内容车

辆类型、营业性质和　类结构的分布情
况。对辖区内的近１８０００辆货运车辆对
照核查，涉及抽样调查货运车辆共 ４６２
辆，出租车２００辆。

■汽车维修管理　全年办理机动车维修
经营许可审批 １９户（一类维修企业 １
户，二类维修企业１０户，三类维修业户８
户），核发质量检验员证１０６本，发放两
级维护合格证１５１１２本。推进诚信考核
工作，重点提高一、二类维修企业诚信考

核覆盖面，使考核覆盖面达到１００％，完
成１４０家企业的诚信考核自查认定工
作；４月、９月，分别对辖区所有一、二类
机动车维修企业开展诚信考核专题培

训，指导维修企业规范建立质量信誉（诚

信）档案。加强维修质量检验员队伍管

理，于１月、７月组织开展机动车维修行
业质量检验员网络活动，并于 ９月 ２５
日～２７日开展新办检验员岗位培训工
作，７０名检验员参加考试，合格率为
１００％。做好区域内 ２户综合性能检测
站的联网工作，通过市汽修主管部门的

联网验收，并于１月２８日与２户综合性
能检测站签署经营自律公约，确保综合

性能检测站的正常运营和规范运行。３
月１２日 ～１５日，在汽修行业组织开展
了以“消费与责任”为主题的“３·１５”维
权活动，８４家汽车维修企业参加活动；
活动期间共接待消费者５３０３人次，解答
各类问题 １４４个，受理投诉 ５９件，有
３２６９辆车享受到优惠折扣价，单工时让
利于消费者 ２６１万元，为 １９６５辆车提
供免费尾气检测、调试。３月２６日 ～２８

日，配合市质监局计量强检中心对 １５０
家维修企业进行废弃分析仪、烟度计进

行检定，检定合格率达１００％。促进汽修
业态调整，加快推进区域快修企业品牌

归并，对辖区内１２家快修店开展品牌归
并工作，纳入快修连锁经营体系，重点扶

持宝隆、雍业２家宝山自主品牌，提升宝
山区汽修行业服务水平。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年内完成新辟宝
山１３路、宝村１路、宝村２路３条公交
线路，完成新辟宝山１２路、６路、１５路、
１７路的招投标程序。调整相关公交线
路１３条，其中调整线路走向 ６条（１１４
路、８１６路、８６１路、永罗线、淞马线、淞安
线）、票价改制线路４条（８１２路、８１３路、
江月线、彭江线）、延伸公交线路 ３条
（５４７路、９５２路、彭罗线），逐步形成骨干
线、区域线、驳运线组成的功能清晰、布

局合理的区域公共交通网。更新公交车

辆１０５辆。新建罗泾新陆村、罗店金星
绿苑、罗店南周村、月浦海陆村４处公交
终点站，完成新建６０处公交候车亭（区
府实事项目）。配合做好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
年《宝山区公交三年行动计划》和《宝山

区公交发展政策扶持意见》的编制工作。

年内，公交１０１路、１１６路、１１８路、９５２路
等８条线路共２２７辆公交车被命名为市
级“遵章守纪、规范服务”信得过公交

车；公交１１６路、１１８路、７０１路被评为上
海市２００８年度公交品牌路线。上半年
公交行风测评得分位居郊区（县）之首。

■公共停车场管理　全区经备案登记的
有公共停车场（库）６５家，停车面积４３１
万平方米，１２６４６个泊位，其中年内受理
公共停车场（库）新开业备案１０户。全
年对密山路、宝林路和盘古路３条道路
停车场２３２个停车泊位收缴停车费１４４
万元。研究实施镇域机动车道路停车管

理工作，会同公安交警等部门起草《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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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加强道路机动车停车管理实施意

见》，并按照“先行先试”的总体要求，于

１２月２日在罗店镇正式启用运转４条道
路停车场；在顾村、大场、月浦、庙行４镇
组建道路停车服务社。开展停车行业诚

信体系考核，完成诚信考核２７户，并完
成诚信分级考核的信息采集、输入和汇

总工作，评出ＡＡＡ级企业１家、ＡＡ级企
业１１家、Ａ级企业 １５家。加强道路停
车管理，组织协管员开展职业道德教育

和业务知识培训。 （单　隽 ）

■宝山交通集团　２００７年７月，交通集
团划归宝山区国有（集体）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管理，所属单位有宝山宝通集

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宝山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宝山冷冻设备厂有限公司、宝

山交通酒家等，另有参股企业４家。主
要从事码头装卸、运输、堆场仓储等行

业。２００８年末，有在册职工５８７人，一线
职工人均月收入２０４５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８％。集团注册资金５０３９万元，总资
产９１５３万元，净资产 ５７３７万元。２００８
年实现销售收入２３２７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６个百分点；实现净利润４２万元，
比上年增长２００％；缴纳税金１２７万元，
比上年同期略有增长。宝山装卸运输分

公司是集团主要企业，全年完成吞吐作

业量２７９万吨。有码头３个，其中铁山
路码头是公司最大的码头之一，拥有岸

上线５５０米，腹地１３０亩，堆场６万平方
米，前沿水深３米，可停泊１５００吨以下
沿海和内河各类船舶，前沿配置４０吨以
下各类吊车、行车２９部，可同时接纳千
吨级船舶１０艘 ～１６艘，同步作业可满
足各类散杂和内河集装箱装卸要求，年

最大装卸作业能力为６００万吨。为解决
季家桥码头业务作业单一、产值产量长

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分公司年内在码头

安装２台大吨位吊车，其中一台吊车已
安装完毕可投入生产。全年无重大伤亡

事故，无重大质量事故。装卸分公司通

过审核取得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体系认证证
书。吴景泰获“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度上海
市‘讲理想、比贡献’科技个人标兵”称

号。 （孙惠忠）

交通执法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
大队坚持打击非法营运行为，对公共交

通客运、出租汽车、汽车维修市场、道路

货运、停车场（库）、客货运场站和驾驶

员培训学校各个职能管辖领域深入开展

执法检查工作。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１２４１０人次，执法车辆２９２３辆次，全面检
查公交线路 ４２０条 １００１辆，出租汽车
３８１４辆，普通货运 ５７２９辆，长途客运
５４３辆，汽修企业１３９户，危险品企业７１
户，危险品运输 ５５８辆，停车场（库）１９
户，驾校１１户。共立案查处各类违章案
件３６７９件，其中非法营运案件 １８３６件
（公交 ４件，出租汽车 ５８件，普通货运
８８６件，长途客运５１件，汽修５９件）；接
受区公安交警移送二轮摩托非法营运案

件５３件、三轮非机动车擅自安装客运设
施案件６２０件；接受区交运署移送二级
维护案件１０３件，其他违法案件９起。

■打击非法营运　年内全面整顿辖区内
非法营运车辆。（１）整治重点固守点。
协同公安交警、路政等部门，联合整治共

富新村地铁站和牡丹江路周边地区两处

固守点，全年共开展整治行动１６２次，出
动执法人员１３１３人次，执法车辆７５１辆
次，打击取缔固守点黑车２１４辆。（２）参
加“剑锋”系列行动。２月２６日、３月４
日晚，按照市总队“剑锋”行动指令，两

次集中整治奉贤南桥地区的出租车非法

营运行为，每天连续行动近５个小时，共
查处当地擅自从事出租车业务的非法营

运车辆 ２２辆。（３）严厉打击黑中巴。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先后组织的多项专项整
治行动给予黑中巴沉重打击，宝山中心

城区内黑中巴非法营运现象已基本杜

绝，年内继续保持高压态势，谨防黑中巴

死灰复燃。

■奥运安保工作　年内分析辖区交通行
业奥运安保工作形势，采取有效措施确

保奥运期间安定有序。（１）６月２日起，
指派２名执法队员参加由顾村派出所、
区交警、区城管等执法部门共同组成的

共富枢纽站综合执法队，盘查枢纽站内

的可疑人、车、物。（２）加大对宝山地区
各个公交线路始末站点的检查力度，主

要针对各个公交始末站点的车况、驾驶

员资质、车辆内灭火器的配备以及防救

措施等情况开展检查，并对从业人员进

行奥运安保宣传。（３）强化重点区域的
监控，针对辖区内宝杨路码头、吴淞客运

中心等交通集散点，集中力量展开检查

监督，做到一天一查，三天一大查，将隐

患消除于萌芽。

■出租汽车管理　年内参加规范出租车
营运秩序的“剑光一至四号”系列专项

整治，根据辖区特点，确定吴淞码头、宝

杨路码头、石洞口码头以及轨道交通沿

线为执法重点区域，主要检查内容有：出

租汽车驾驶员拒载、挑客；故意绕道、宰

客、甩客；出租汽车计价器作弊及发票等

违规行为。系列行动共检查出租车２８０
余辆，查处各类违章１７起，并在石洞口
码头查处１起擅自拆动计价器钳印的严
重违规案件。

■公交车管理　年内继续联合宝山巴士
公交公司，组织成立公交行风联合检查

小组，分阶段、分重点，对辖区各条公交

线路进行全面检查。６月上旬到 ８月，
联合检查小组以跳车检查、上门检查相

结合的工作方式，监督企业的营运秩序、

规范服务，对集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

到相关公交公司，督促企业加强对司售

人员的岗位复训，提高公交行业服务质

量。期间，共检查公交线路２１条，车辆
６０余辆，当场纠错 １０余起，查处违章
３起。

■汽车维修管理　年内，针对淞南、杨
行、顾村等地区无证机动车修理摊点较

为集中，占用人行道、噪音扰民现象严重

的情况，与相关街道、镇政府、当地派出

所、城管及工商部门联合取缔汽修摊点，

共开展无证汽修专项整治８次，出动执
法人员６９人次，取缔无证汽修３２家，有
力打击无证维修机动车的非法行为，净

化机动车维修市场的经营环境。

■维护春运客运市场稳定　１月 ２３
日～３月２日春运期间，结合正在全市开
展的“春雷”系列专项整治工作，重点整

治长途客运市场，维护广大旅客和客运企

业的合法权益。共出动执法人员１１０３人
次，执法车辆２３７辆次，检查各类道路客、
货运车辆１６１２辆次，查获各类违章违规
案件２２６起，查扣违章车辆１６６辆。

■集装箱挂车锁扣未锁专项整治　协调
区交警支队、交运署、公路署等部门，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集装箱挂车锁扣未锁

专项整治行动”，在 Ａ３０收费站、铁力
路、泰和路等重点路段设卡检查，共出动

执法人员１３２人次，检查集装箱挂车６４２
辆，查获锁扣未锁集装箱挂车１９６辆，并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从重处罚，扭转道路

货物运输行业事故多发势头。

■危险品运输管理　年内根据辖区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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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巴士公司公交线路调整情况表

时间 线路 属性 调整类型 备　注

７月１日 ９５２路 一级 延伸 线路延伸至宝杨码头

７月５日 淞安线 一级 调整终点站 调整终点站至化成路

７月５日 淞马线 一级 调整终点站 调整终点站至化成路

７月５日 永罗线 二级 调整终点站 调整终点站至化成路

７月２８日 宝村１路 二级 新辟 罗店汽车站—新陆

８月２８日 宝山１３路 二级 新辟 泰和路地铁站—富长路

９月４日 北华线 一级 复线 恢复全日全线行驶

９月１０日 ５５２路 一级 调整走向 改走长江南路、淞肇路、淞发路、逸仙路

１１月１日 江月线 一级 改无人售票 更名为１７６路 ，改单一票价

１１月１７日 彭江线 一级 改无人售票 更名为１７２路 ，改单一票价

１２月３０日 彭罗线 二级 延伸 线路延伸至祁北路抚远路

１２月３１日 宝村２路 二级 新辟 南周—菊太路陆翔路

（宣　亮）
!""#

年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表

上海—岱山———普陀山

全程 船名 上船码头 上海开 岱山开 到普陀山 普陀山开 岱山开 到上海

１３２海里

洛伽山

锦　屏

普陀山

吴淞

客运中心

２０：００ （２）０５：３０（２）０７：３０ １６：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６：１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５：３０（２）０７：３０ １６：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６：１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５：３０（２）０７：３０ １６：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６：１５

上海—“三岛”（崇明、长兴、横沙）客轮班期运行时刻表

始发港 船 名 开船时间 目的港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

华丰 ０５：３０

沪航 ０７：４５

沪航 ０９：００

沪航 １１：２５

沪航 １３：３０

沪航 １７：００

华丰 ２０：００

沪航 ０５：００

沪航 ０６：００

华丰 ０６：２５

沪航 ０７：００

沪航 ０８：１０

沪航 ０８：３５

华丰 ０９：３０

沪航 １０：３０

沪航 １１：００

华丰 １１：５０

华丰 １２：１５

沪航 １３：００

沪航 １３：５０

华丰 １４：５０

华丰 １５：１５

沪航 １５：４０

沪航 １６：０５

华丰 １７：３０

华丰 １８：００

沪航 １８：３０

崇明新河

长兴

横沙

　（船期以当日售票公告为准） （张　妍）

化学品生产运输企业众多、安全生产工

作任务较重的实际情况，制订危险化学

品运输安全检查工作计划、危险化学品

置办运输突发事件应急方案，并组织应

急小组，规范区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从严把好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

企业和从业人员的资质关以及营运车辆

的技术标准关。同时，加大对危险化学

品运输源头的监管力度，集中开展源头

检查和道路巡逻，严查夏季高温期间相

关危险化学品禁运执行情况，并查处３０
起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的违规案件。

（陈景晔）

水陆客运
■上海宝山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公司有员工４１０６人，拥有营运
线路６０条，其中市区线路１９条，郊区线
路２８条，专线１３条。营运范围东起杨
浦安图路，南至老西门，西到安亭，北达

罗泾，另有长兴、横沙二岛二汽车站。营

运车辆９０５辆，全年运客人数１２３亿人
次，比上年下降５５６％；日均运客数达
３３６万人次，下降５６２％；全年行驶里
程５６２３万公里，日均行驶里程达１５３６
万公里，分别比上年下降 ５２９％和
５５７％。年内公司以“优良服务、优质管
理、优美环境”为工作要求，以“提升服

务质量、方便市民出行”为工作目标，优

化线网布局、更新车辆设施、改善乘车环

境、打造品牌线路。（１）新辟线路３条：
宝村１路（村村通线路：罗店汽车站—新
陆）、宝村２路（村村通线路：南周—菊太
路陆翔路）、宝山１３路（泰和路地铁站－
富长路）。（２）延伸线路２条：９５２路延
伸至宝杨码头、彭罗线延伸至祁北路抚

远路。（３）调整线路４条：淞马线、永罗
线、淞安线终点站调整为化成路，５５２路
调整走向：改走长江南路、淞肇路、淞发

路、逸仙路。（４）恢复线路１条：北华线
恢复全日全线行驶。（５）更名线路２条：
江月线更名为１７６路、彭江线更名为１７２
路，均改无人售票，票价由多级制改单一

票价。（６）全年更新车辆 １０５辆，车载
ＧＰＳ智能系统安装覆盖率达到７０％，先
后完成丰镇路、景凤路站点地坪整修。

（７）继续巩固１１６路、１１８路市品牌线路
称号，开展品牌线路示范推广活动，全力

推进１３３路市品牌创建工作。（宣　亮）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年内，公
司的主营业务客货运输港口服务虽受到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通过提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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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吴淞口长途汽车运行时间表

线路名称 日发班次 发车时间 票价

滨海 １ ０６：００ ８８

启东 １ ０６：００ ４３

响水 １ ０６：２０ ８８

盐城 １ ０６：４０ ８０

如东 １ ０７：００ ６６

沭阳 １ ０８：００ １２８

商丘 １ ０８：３０ １２８

道县 １ ０９：００ ３２０

盐城 １ １０：４０ ８０

启东 １ １１：３０ ４３

响水 １ １１：４５ ８８

江都 １ １２：３０ ８３

沈丘 １ １５：００ １６４

颖上 １ １５：３０ ８８

黄冈 １ １５：３０ ２１７

苍山 １ １６：００ １１６

汝南 １ １６：００ １６７

宁陵 １ １６：００ １２８

颖上 １ １８：００ ８８

泗阳 １ ２０：００ ８４

（张　妍）

质量、拓展延伸产业等方式基本确保全

年经营业绩不下滑，其中，吴淞客运中心

“三岛”车渡总量、淞沪港务有限公司货

运总量、巴士高速吴淞客运有限公司客

运总量、电子（计算机）售票中心出票总

量等均较上年有所增长。吴淞客运中心

全年到发旅客１８５５７万人次，比上年下
降０１１％。其中，发送省际旅客 １９８１
万人次，“三岛”（崇明、长兴、横沙）旅客

８０４８万人次；到达省际旅客１１５６万人
次，“三岛”旅客 ７３７２万人次。完成
“三岛”车渡总量４１３３万辆次，比上年
增长４５０％。停靠出发国内长江游船
９０艘次，下降 ２２４１％。春运期间发送
省际旅客 １７２万人次，下降 １０８８％；
“三岛”旅客８５４万人次，增长７１５％；
车辆１７４万辆次，增长１０８３％。全年
完成货运总量１５３万吨，增长１３３３％。
电子（计算机）售票中心全年出票

６８１０１万张，增长 ４００８％。巴士高速
吴淞客运有限公司全年发车１３２５万班
次，增长 ９８６％，完成客运总量 １８３８１
万人次，增长１７６８％。宝山区黄浦江沿
岸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区浦

江办）与公司合署办公，年内根据 ２００７
年完成的《上海吴淞口滨江景观带概念

性规划设计》，各个重点项目均在分步推

进实施。（１）长江口南岸小沙背至长航
码头段滩涂圈围工程已全线完工，圈成

陆域面积２７０亩，解决了宝杨路码头改
扩建和炮台湾区域交通配套设施及绿化

项目用地。（２）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
运楼于８月２８日举行开工典礼，该项目
占地１２１９７５平方米、高 ４０米，计划工
期４４５天，计划于 ２００９年底投入使用。
（３）被列为区重大工程的长江河口科技
馆项目于１２月５日完成设计招标工作。
年内，公司继续蝉联“上海市文明单位”

称号，并获“２００７年度企业诚信建设奖”
称号；区浦江办获“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重
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先进集体”称号；上

海港吴淞客运中心为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
水域市容环卫行业重大工程实事立功竞

赛先进集体，并被评为上海市“四大门

户”窗口行业“文明服务示范窗口”；公

司党支部获宝山区国资委系统“先进基

层党组织”称号；吴淞客运中心客运服务

班获“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三八红旗
集体”和“２００８年上海市用户满意服务
明星班组”称号。 （张　妍）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全年共运

送旅客６９９万人次，运输车辆５１４９万
辆次，营业收入２０６亿元，比上年分别
增长１８３％、５９％、１７７％，其中营业收
入突破２亿元，创历史新高。针对持续
增量的三岛车、客运输市场，以及长江隧

桥将建成的事实，公司不再大规模增添

运力，年内仅新增一艘１６６客位的玻璃
钢高速船（“飞翼１”），并计划建造两艘
１６６客位玻璃钢高速船（“飞翼 ２”号和
“飞翼３”号），以取代原先的１１０客位玻
璃钢高速船。由于该类型高速船提高了

抗风等级，因此适航时间得到了一定提

高，全年较１１０客位高速船增加３０余天
的营运时间。为确保运输生产有序畅

通，公司深挖船舶装载潜力，优化航班与

船舶的配置，设法提高船舶的满载率。

吴淞 ２号临时候船室改造为高速船专用
候船室在“国庆”前建成并投入使用。

公司对吴淞售票房、新河分公司售票房、

横沙轮站过江候车道、公司综合楼内部

等场所进行了改造。年内不断推进横沙

项目形象工程的工程验收、资产划分、权

证办理以及长兴码头扩建工程立项等工

作，力求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工作。针对

２０１０年长江隧桥建成通车会对公司的
业务经营造成巨大影响，特委托上海海

事大学专家进行“应对长江隧桥工程策

略研究”，通过对三岛运输市场调研和分

析，为制订今后的发展战略提供依据。

年内公司蝉联上海市文明单位和“安康

杯”上海市优胜单位称号。 （沈嘉斌）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公
司主要经营申崇、崇海航线的客轮、客滚

轮运输及沿海化工品的运输。拥有崇明

南门客运站、堡镇客运站、宝杨客运站、

绿华轮站、石洞口客运站和江苏太仓浏

河６个港口站点，各类船舶３６艘。公司
下属有亚通出租、亚通海运、文化传播、

亚通通信、亚通生态、亚通旅游等８家全
资子公司。该公司经营的申崇、崇海航

线，承担着车辆、人员进出崇明岛的主要

任务，基本形成“进出崇明岛，乘坐亚通

船”的局面，在申崇航线占 ７０％以上市
场份额。（１）增加运力投放。年内公司
新增高速铝合金公务船“东海绿洲”投

运申崇航线，总客位３６５个；铝合金高速
船“东海绿岛号”，总客位３６０个。全年
内河航线共运送旅客８０８万人次，比上
年同期增５３％；运送车辆１２１万辆次，
比上年同期增 ２５％，全年航班总量达
７６８万航次。（２）港口基础设施建设。
年内主要实施南门港待渡停车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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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停车场总投资约１０００万元，采用沥青
混凝土路面，总面积约１７６万平方米，
其中绿化面积达 ３６００平方米。停车场
共２１条车道，其中出车道２条，进车道
１９条，共设标准车位１９８个，特殊情况下
可供３００辆车辆停放，比原来扩容２倍。
南门待渡停车场共设 ３个不锈钢售票
亭，司机无需下车就可直接购票，给旅客

带来方便。停车场内的３０多盏路灯全
部采用风能和太阳能结合的环保路灯。

南门港候船综合楼工程项目年内竣工完

成，将于２００９年初正式启用。（蔡胜利）

１２月２０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工建设 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提供邮政
■概况　２００８年，上海市邮政公司宝山
区邮政局辖 ２３个支局、４７个邮政所、３
个邮政服务处、２个大宗邮件处理点、３
个专业公司、１个专业分局。年内成立
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宝山支行。全局投递

邮路５３６条，与上年持平；开箱邮路 ２０
条，摩托化邮路３条（长度９２公里），邮
路总长 １０３７６公里，比上年减少 １３公
里。设有信筒信箱３６４个，ＡＴＭ自动取
款机３７个。全年业务总量 ５２０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３３２５％；实现业务收入
４０４亿元，增长 ２３３２％。发送函件
９５１０４１万件，增长 ３１０５％；报刊累计
订销数１３４亿份，增长５４４％。年末邮
政储蓄余额７５５３亿元，增长２４８４％。
从业人员２０６９人，下降４３０％，劳动生
产率为 １７３０万元／人·年。以函件专
业为龙头，带动整体业务结构调整，全年

函件、速递、包件三大重点业务收入占总

收入的５７％，增长１６３３％，其中函件业
务收入增长４１０１％。成立“抗冰雪、保
畅通”领导工作小组，年内未出现过一起

邮件积压事件，保证邮件、报刊均及时准

确投送。该局被评为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
上海市文明单位；在宝山区政风行风测

评中位列第一名（比上年提升两位），测

评分值为８３９１分；被评为上海邮政行
风服务优胜单位、上海邮政系统安全生

产和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宝山区车

辆安全先进集体；区局团委被评为上海

市五四特色团委；“乐智小天地”营销项

目被评为全国邮政系统“营销创百优”

劳动竞赛优秀营销项目。

■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宝山支行成立　８
月１５日，邮政体制改革，邮政储蓄业务
从邮政剥离，独立经营相关业务，上海邮

储银行成立，原宝山区局下属储汇分局

成建制划转，成立邮储银行上海分行宝

山支行，下辖９个二级支行，为宝山辖区
内邮政银行自营网点。

■邮政服务中小企业劳动竞赛活动　年
内，为推进邮政服务中小企业工作的开

展，扩大服务涵盖面，区局开展“融入地

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劳动竞赛活动。

各支局成立以支局长为组长的竞赛活动

工作小组，走访调查用户情况，搜集用户

信息，加强业务宣传推广力度。全局累

计走访中小企业２０９９户，新增中小企业
协议客户６２３户，新增中小企业协议客
户用邮收入达１７６０万元。

■开办“商易通”业务　４月，邮政集团
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首个固定电话支

付系统工程，推出邮政储蓄“商易通”业

务，以具有结算需求的个体工商户为目

标客户群体，通过向其免费提供具有查

询、转账功能的“商易通”电话终端，由

客户自行发起账户到账户转账的业务。

区局下属各营业网点相继开通该业务，

全年开通“商易通”用户３７０个。区局将
此项业务作为吸收居民活期储蓄存款和

邮政金融服务商贸市场项目的有效抓

手，促进邮政绿卡结算类业务的发展，调

整绿卡客户结构，提升城市邮储竞争力。

■开办两岸各类邮政业务及邮政汇兑业
务　１２月１５日起，根据《海峡两岸邮政
协议》安排，区局下属所有营业网点开办

两岸邮政业务。业务开办范围为：（１）
航空和水陆路函件。平常和挂号信函、

明信片、航空邮简、印刷品、印刷品专袋、

盲人读物和小包（原平常小包的特殊收

寄和处理规定届时作废），但不办理“保

价”、“快递”、“回执”等附加业务，进口

可通融接受处理，但按平常邮件处理。

（２）航空和水陆路包裹。（３）特快专递。
其中，包裹和速递邮件每件最高限重３０
公斤，最大尺寸规格为长度不超过 １５０
公分，长度加长度以外横周合计最大不

得超过３００公分，且包裹最小尺寸规格
为至少有一面长度不小于２４公分，宽度
不小于１６公分。（４）邮政汇兑。１２月
１５日起先开通台湾邮政汇入邮储银行
的电子汇款兑付业务，预计２００９年一季
度开通邮储银行汇往台湾地区邮政部门

的电子汇款业务。

■加强奥运邮政安全　４月起，区局按
照公安部门和上海市邮政公司加强做好

奥运期间安全工作要求，成立奥运安全

工作领导小组，与 ２３个基层单位签订
《奥运邮政安全工作责任书》和《邮件安

全责任书》，全面落实奥运邮政安全责

任。下属各单位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第一

责任人的奥运安全工作小组，开展以“查

隐患、强防范、迎奥运、促安全、保通信”

为主题的治安保卫工作自查自纠活动。５
月，区局奥运邮政治安保卫检查小组开始

对基层单位进行奥运邮政安全专项复查，

全局出动１００余人次，对查出的安全和隐
患问题落实整改，隐患整改率达１００％。
严肃考核制度，切实提高执行邮件监封验

视制度的责任意识，对窗口收寄邮件、揽

收邮件和散件做到１００％检查到位，杜绝
违禁品通过邮政渠道流入社会。为防止

恐怖分子利用邮政渠道制造恐怖事件，在

全局范围内开展《防止邮件恐怖袭击事

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奥运期间内部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网点防

抢劫应急处置工作预案》等应急处置预

案演练，增强员工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员

工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全面确保

奥运邮政安全。 （李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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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吴思敏

电力
■概况　２００８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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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第二电厂和宝山供电分公司，全年发

电量１４３亿千瓦时。隶属于上海市电力
公司市区供电公司的宝山供电分公司，

电网覆盖宝山区大部分地块，拥有高低

压供电线路 ２７５５２７公里，供电用户数
８０７万户，最大负荷２０５７万千瓦，比上
年增长１１９％，历史上首次突破２００万
千瓦大关。 （吴思敏）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至年末，
有员工１０８４人，其中具有中高级以上技
术职称的１０９人，占１０％。全年完成发
电量 ６７５７亿千瓦时，比上年减少
３３３％，累计发电１４３７亿千瓦时。年设
备利用小时５３２０小时，高于统调火电机
组４８３小时；供电煤耗完成 ３５１３３克／
千瓦时，比上年下降 １１５％；厂用电率
完成５８９％，比上年增加０１７％。全年
接卸海轮 １２４艘，共卸燃煤 ３１８４４万
吨。年取用长江水量６１亿吨，其中机
组冷却用水６０６亿吨，生产用水６８５万
吨。年内未发生重大设备事故、火灾事

故、人为误操作事故、本企业负主要责任

的交通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本企业

负责的轻伤以上人身事故，实现跨年度

三个百日安全无事故纪录。完成１号机
组Ｄ级、２号机组 Ｂ级、３号机组 Ｃ级、４
号机组Ｄ级计划检修，进行４号机组跨
年度改造大修。烟气脱硫工程被列为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重大工程项目，该厂会
同参建各方，克服雨雪气候、设备材料价

格上涨、工程施工场地狭小等困难，于６
月３０日完成２、３号机组脱硫设备试运
行１６８小时，９月３０日４号机组脱硫设
备试运行１６８小时；１１月２９日，１号机
组脱硫设备完成试运行１６８小时后，标
志整个工程提前１个月建设投运。被誉

为绿色环保工程的烟气脱硫项目全部建

成投运后，年处理烟气量可达２９０亿标
准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量可减少９５％
以上，按设计煤种测算，二氧化硫减排量

可达６万余吨，脱硫产成的石膏可处置
销售６万余吨。该厂所属的上海石洞口
电力实业有限公司重视加强煤炭、粉煤

灰、脱硫石膏等营销工作，全年完成主营

业务收入 １５４亿元，上缴税金 ３２３万
元，实现利润２０００万元。 （张卫国）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至年末，
有职工 ４８９人。全年累计完成电量
７５３３６２亿千瓦时，完成全年计划电量
的１０３７７％，机组累计利用小时达６２７８
小时，比上海电网统调电厂高 １４１３小
时；累计完成税前利润２５５万元，实现销
售收入２７３６８５亿元（含税），平均上网
电价３７７０４元／千千瓦时（含税），比公
司考核指标高 ２９６７元／千千瓦时。节
能环保和各项运行技术指标得到保持或

进一步优化，全厂等效可用系数达

８９８６％，综合供电煤耗３０８１２克／千瓦
时，综合厂用电率 ３７４％；水、废气、固
废等各项污染物排放指标达标率

１００％，电除尘投运率达 ９９９６％；废水
回用率９７５％、污水处理率达１００％；粉
煤灰综合利用率１００％。脱硫正常运行
时平均脱硫效率达９６％。６月２８日、２９
日两台机组烟气脱硫系统完成了１６８小
时运转，并通过上海市的脱硫环保验收。

３月１５日，扩建两台６６万超超临界燃煤
机组破土动工，６月 １日正式浇灌第一
罐混凝土，再建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２００８年未发生重大设备、人身、火灾和
交通责任事故，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和

破坏事故，未发生危及电网安全运行的

事故；但机组非计划停运２次／台·年，
未得到有效控制。 （邢　侠）

■宝山供电分公司　分公司隶属于上海

市电力公司市区供电公司，主要在市区

公司的规划下，负责辖区内中、低压配电

网的规划、建设、运行维护，为各类客户

提供用电服务。供电营业范围３０５平方
公里，电网覆盖宝山区大部分及周边的

杨浦、虹口、闸北等区部分地块，至年底

拥有高低压供电线路 ２７５５２７公里，比
上年增加４５公里。有１１０千伏变电站
４座，３５千伏变电站５５座，３５千伏开关
站２座，Ｗ型站１８３０座，Ｐ型站５３２座，
Ｋ型站 ２１３座；低压 Ｗ型站总量 ５４９７
座。主变总容量 ２８８７万千伏安，比上
年增长３７％；用户数８０７万户，比上年
增长５３５％；售电量８９０５亿千瓦时，比
上年下降０３５％；最大负荷２０５７万千
瓦，比上年增长１１９％，历史上首次突破
２００万千瓦大关。电网投资、开工、投产
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全年电网建设投资

完成率１００％，技改工程４９项，纬地站、
山连站、古莲站、祁北站等４座基建站如
期投运，累计新增 ３５千伏变电容量
１２０ＭＶＡ。全年实现工程开工率、竣工
率、报监率三个１００％的目标，完成上海
市重点工程轨道交通七号线、十号线等

配套项目。分公司投身抗冰抢险和抗震

救灾工作，组成抗冰突击队为江西抚州

东乡县送去光明。在汶川大地震抢险救

灾中，组成的照明车突击队唯一代表上

海电力驻守映秀镇紫坪铺坝，为救援部

队和医疗队提供照明。全力做好涉奥保

电的１１０千伏逸仙变电站的供电保障和
措施落实工作，落实“两个加强”、“一个

确保”（加强反外损和防偷盗工作、确保

居民用电）。反外损方面，制作“防外力

破坏宣传短片”在宝山电视台、《宝山

报》滚动宣传；与宝山交警支队联合举办

预防外力破坏培训会，邀请６０余家物流
公司参加。防偷盗方面，组织开展８次
全区性集中行动，发放宣传手册２０００余
份，张贴悬赏告示４０００余份。保居民用
电方面，在累计２２个高温日、１６次雷暴

３２２



雨天气、最高负荷达２０５７ＭＷ的情况下，
组织各类故障抢修共计１５５９１次，故障
抢修平均到达时间为１７９６分钟；奥运
期间各类故障抢修共计２９９６次，故障抢
修平均到达时间为 １７７４分钟。结合
“金牌服务迎奥运”活动，兑现社会承

诺，全力确保居民用电，组建变电、线路、

营销抢修“专家组”，设置２８个抢修点，
加快抢修速度。开展“心系社区、共建和

谐”活动，与３个街道、９个镇实现“三方
共建”。深化优质服务举措，在庙行地区

先行试点建立以项目为单位的用电事务

协调小组；强化主营业务管理，完成电能

计量装置标准化改造项目共计１０９３项。
开展低压数据互联实用化工作，达到信

息准确率和互联率两个 １００％，有效解
决了南京空军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十年来

“无表用电”的问题。在上海市质量协

会用户评价中心第三方测评中，满意率、

满意度均列市区供电公司基层单位之

首。分公司自主开展外线工程竣工结算

流程重组及优化、减少９５５９８（市供民服
务中心服务电话）非急修工作单增长率、

降低３５千伏及 １０千伏线路外损故障
率、提高增值税业务办理效率等四项精

益项目，开展１０千伏中间电位手套作业

法、绝缘导线新型剥线刀的研制两项科

技项目，在外损、工程、抢修、优质服务等

方面取得突破。在上海市电力公司组织

的生产性资产清理验收工作中，《精益六

西格玛在“设计流程”中的应用》项目被

授予中国质量协会质量技术三等奖。至

年末，分公司安全生产累计达２７１１天；
安全管理、电网运行、工程管理进入上海

市电力公司创一流同业对标Ａ段。年内
先后获得２００８年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
立功竞赛“金杯”集体、上海市“工人先

锋号”、上海市“五四”特色团支部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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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地区电网供电能力和用电量一览表

类　别 单位 数量 类　别 单位 数量

供电线路部分

３５千伏 公里 ２３９．１３５

１０千伏 公里 １０１２．９１

低压配电 公里 １５０３．２２５

变配电部分

１１０千伏变电站 座 ４

３５千伏开关站 座 ２

３５千伏变电站 座 ５５

１０千伏Ｗ型站 座 １８３０

１０千伏Ｐ型站 座 ５３２

１０千伏Ｋ型站 座 ２１３

配变 台 ３０４６

低压Ｗ型站 座 ５４９７

主变压器总容量 万千伏安 ２８８．７

配变容量 万千伏安 ２０２．９７６５

用电量

售电量 千亿瓦时 ８９．０５

其中：工业用电 千亿瓦时 ５６．３２

　　 商业用电 千亿瓦时 １８．７５

　　 农业用电 千亿瓦时 ０．２２

　　 城乡居民 千亿瓦时 １３．７６

用电最高负荷 万千瓦 ２０５．７

各类用电用户 万户 ８０．０７

（董　栋）

燃气
■概况　２００８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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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职工 １６９０
人。全年生产管道燃气４２４亿立方米。

（吴思敏）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公司位
于长江路５５５号，占地面积２６８６１２平方
米，分主厂区和辅助生产、生活设施场

地。２００８年有职工１３００余人，其中技术
人员１８０人，下设１３个部室、９个车间，
固定资产５亿余元，生产能力达到上海
城市人工管道燃气２２％的供应量，并生
产热能供气、余热发电、粗苯、硫磺和回

收混合油等多种化工产品。全年完成销

售产值４９０亿元，制气量 ２９３亿立方
米，各项燃气质量指标均达到国家一级

标准。年内公司针对输气变化大、气源

种类多，全开全停频繁，事故易发的现

状，完善应急预案和应急指挥各级组织

系统。全年未发生伤亡、火警和交通事

故，安全生产连续超过４０００余天，连续
１１年实现职工工伤死亡事故为零、重大
火灾事故为零、重大交通责任事故为零、

重大危险品泄漏事故为零、重大生产设

备事故为零；职工重伤、轻伤事故及一般

火灾事故均控制在上级下达的“五零一

控”安全生产指标内。 （吴为文）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至年
末，有职工 ３９０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１２０人。全年生产城市煤气１３１亿立方
米，比上年减少３７１８％，煤气最高日产
量为１９９１２万立方米，１００％完成煤气
生产调度令。全年码头年吞吐量达

６９６万吨，其中安全接卸石脑油３２船，
计４８９万吨；进液化气４９６吨。主体生
产设备包括日产城市煤气２１０万立方米
的轻油制气生产线 ３条、１万吨级危险
品专用码头和总容量为８５８万立方米
的油槽。年内，公司被上海市社会治安

综合管理委员会评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

上海市平安单位，并达到危险化学品从

业单位安全标准化二级企业。公司检修

部仪表组的《控制阀座法兰压盖泄漏率，

确保生产线仪表调节阀泄漏率〈０３％》
获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２００８
年度优秀 ＱＣ成果一等奖；生产部轻油
Ｃ、Ｄ班的《优化脱碳控制操作》获上海
市政公路行业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展示会

ＱＣ成果二等奖。 （贝　蓉）

自来水
■概况　２００８年境内有上海城投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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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职工５４１人。全
年供水总量９９４亿吨。 （吴思敏）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年末有职工２０３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
人员１３２人。长江原水厂主要向月浦、
泰和、闸北、吴淞、浦东凌桥５个自来水
厂供应长江原水。全年实现供水量５９１

４２２

电力·燃气·自来水



长江原水厂 长江原水厂／提供

吴淞自来水厂 摄影／经瑞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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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自来水厂水质主要指标一览表

单位

综合合格率
％

浑浊度
（ＮＴＵ）％

余氯
（毫克／升）％

细菌总数
（个／毫升）％

大肠菌群
（个／１００毫升）％

平均浑浊度
（ＮＴＵ）

厂用率
％

主要设备
完好率％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吴淞水厂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７ １００ ９９．３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６ ３．８８ ３．０４ ９８．５ １００

月浦水厂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８ １００ ９９．３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４ ５ ３．６３ ９８．５ １００

泰和水厂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４７ ３．５ ３．２ ９８．５ １００

（吴思敏）

亿吨，平均日供水量１６１５万吨，最大日
供水量１９６２８万吨，均创历史新高。年
内成功抵御８次咸潮入侵，并有效规避
上游３０余次排污对取水水质的影响。
完成第二输水泵房五台机泵改造、三套

变频安装、二套串调移位等改造任务，节

约用电４８０万度。长江厂陈行水库被列
为上海市“重要经济保卫目标”，通过建

立各级应急网络、加大技防设施改造力

度、实行警－兵－民联防安保、编制专项
应急预案等措施，确保奥运期间的安全

服务供应。全面推进精细化管理，年初

完成机构设置改革工作；与复旦大学共

同合作开展的“陈行水库微囊藻水华生

态治理”科研项目通过专家组验收，为今

后大型水库的藻类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和

技术指导。年内被评为上海市重大工程

立功竞赛优秀集体；“抗咸灭藻”青年突

击队被评为２００７年度“上海市优秀青年
突击队”。 （孙　璐）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吴淞水厂
　年末有职工８４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
和管理人员２７人。全年完成总供水量
４８７４万吨，比上年增加２８％；日平均出
水量１３３６万吨，比上年增加２５％。在
线仪表完好率、调度指令保证率、调度指

令执行率均达到１００％。为确保奥运会、
残奥会期间的安全供水任务，投资３５万
元完善水厂安全防范技术设施；制定反恐

预案，严格厂门出入制度，把好入厂第一

关，确保一方平安。年内斥资３４万元添
置浊度仪、余氯仪等在线仪表；更新澄清

池进、排水阀门，使制水全过程自动化监

控系统进一步完善，制水设备安全系数进

一步提高。该厂获全国水利部职工思想

政治工作创新案例一等奖。 （陈永昌）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月浦水厂
　年末有职工１２５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
人员２８人。日供水能力４０万吨，全年完
成供水量 １１５４０万吨，比上年增长
１４８％；日平均供水３１６万吨，最高日供
水量３９９万吨，出厂水年平均浑浊度为
００４ＮＴＵ，优于国家规定标准（国标为≤
１ＮＴＵ）。为加强厂区安全，投资１９３万
元对原厂区周界报警器更换为脉冲式电

子围栏。２００８年被上海市公安局授予
“平安单位”、“治安合格单位”称号，获上

海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三等奖，获

自来水市北公司水质管理立功竞赛金奖

和科技优胜立功竞赛金奖。 （宣永明）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泰和水厂
　年末有职工１２９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
和管理人员３１人。全年供水总量２４０５４
万吨，日平均出水量７０万吨，最大日出水
量８０３２万吨。出厂水平均浊度为
００４７ＮＴＵ，优于国家规定标准，出厂水四
项合格率达１００％。该厂原水取自长江
水源，主要净水设备有８座平流式沉淀
池，４４格Ｖ型滤池，５座清水库，３座出水
泵房等，水厂供水能力达到８０万吨／日。
该厂在自动化系统扩建和升级改造后，已

形成了现场控制模式、中央统一监控网络

体系。通过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ＩＰ直接反映生
产流程中水量、水压、水质实时数据、药剂

加注量及设备工况和状态，并提供事件及

曲线记录、故障报警。年内在全面签约安

全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加大安全投入，建

立新的技防监控系统，通过信息化、智能

化技术手段，对厂重点要害部位实时监

控，确保水厂的安全要求。年内被上海市

公安局授予“治安安全合格单位”；被上

海市城市投资开发总公司授予“文明单

位”称号；连续三年被授予“上海市平安

单位”称号。 （严　鹂）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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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文化
ＫｅＪｉＹｕＷｅｎＨｕａ

■编辑　方继红

４月２６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区知识产权局举行“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发展、迎接奥运、世
博”主题宣传活动。 区科委／提供

科技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科技工作加快落实
科技政策，集聚创新要素，宣传贯彻《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鼓励自主创

新，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开展知识产

权宣传与保护，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创

造和保护的氛围，鼓励创造发明，提高专

利申请量，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

年内，全区共有５９家企业被认定为上海
市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

产值１１１２０亿元，总收入１３１０２亿元，
产品销售收入９９１９亿元，净利润６０４
亿元，缴税总额７７０亿元，出口创汇额
０９１亿元，科技投入占总收入的４６％，
其中总收入上亿元的企业有２７家。完
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９６项，总计成交金
额１０３２０４６万元，比上年增 ２８８１％。
其中技术开发合同 ８９项，成交金额
８２１０５０万元；技术转让合同２项，成交
金额２０００万元；技术服务合同５项，成
交金额１０９９６万元。年内列入市科技
小巨人企业２家，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
业５家，评出区科技小巨人企业２家，区
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３家，获国家、市创
新基（资）金、重点新产品和火炬计划项

目４６个，主要集中在新材料、先进制造
业和电子信息等领域，且均具有核心自

主知识产权，共获国家、市各类科技经费

１６３０万元，比上年增加７４５万元，并带动
企业的科技投入超过７亿元。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年内对全区
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８年５月期间认定的 １１８
个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进行动态跟

踪。结果显示，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度已实现
销售额１１８０亿元，利润１４亿元，上缴
税收０６亿元，平均每个项目半年上缴
税收５０万元。

■专利申请　年内，全区专利申请量
３３４４件，比上年增 ２８９％，其中发明专
利申请量１３１５件，比上年增２３９％；实
用新型专利申请量 １７５５件，比上年增
３７９％；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２７４件，比
上年增０２％。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数量占专利申请总量的９１８％，
比上海市平均水平高出２８１个百分点。
专利申请逐渐向发明专利倾斜，专利申

请结构更趋优化。

■知识产权保护　年内，全区共有４家
企业被评为上海市专利工作示范企业，７
家企业被批准为上海市专利工作培育企

业，２家企业被评为上海市第二批商业
系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示范单位，１所
学校被评为上海市知识产权示范学校，２
所学校被批准为上海市知识产权试点学

校，并评选出 １０家宝山区专利试点单
位。年内，区科委组织举办知识产权保

护讲座、专题培训、研讨会共１１次，培训
１３００余人次，分发宣传资料１２万份；组

织专利执法人员 ２１人次对 １５家商店
（药店）的１２００多件专利产品进行检查。

■产学研合作　宝山区以区产学研合作
为平台，联合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北

部镇为重点，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

推进宝山农业向现代都市型农业转变，

探索推进农村经济建设的新途径。年内

启动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１６个，有６家
企业分别与上海交大、华东理工、上海理

工、上海大学等在技术攻关、人才培养、

建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共建经济

实体等方面签订长期合作协议。

■科普设施建设　电子科普画廊、科普
宣传街、科普教育基地等设施建设连续

五年列入区政府实事项目。２００８年，区
科普基地建设获国家级、市级资助共

１０８万元。淞南镇与友谊路街道再次获
上海市科普示范镇（街道）称号，吴淞炮

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东方泵业（有限）集

团公司的“泵”展示厅成功申报为市级

７２２



知识产权宣传 摄影／黄永庆

科普教育示范基地。中国科协表彰的全

国７１个“站、栏、员”建设示范项目中，
“友谊路街道科普宣传栏”成为全市唯

一一个当选的建设示范项目。

■宝山区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１１
月２１日，宝山区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代
表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出席代表 １６０
人。会议通过了《宝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实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细则》，

选举产生区科协五届一次全委会委员

８２人。区科协五届一次全委会选举产
生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３３人。宝钢集
团有限公司钢铁发展规划委员会常务副

主任李海平当选为主席，宝山区科学技

术委员会主任杨立红当选为常务副主

席，叶英、朱建华、李士华、杨物华、陈锡

琪、郑雷飞、郑静德、袁鹏斌、蒋碧艳、翟

启杰当选为副主席。

■上海宝山科技园命名　１２月，经市科
委批准，上海宝山科技园正式命名。宝

山科技园产业定位主要面向教育、数字

动漫、３Ｇ、软件等知识密集型产业、高新
技术产业化项目、都市型工业项目以及

为高新技术产业化配套的服务业。园区

将动漫衍生产业作为特色产业，与上海

联合动漫中心、上海数字娱乐中心、上海

多媒体行业协会达成明确合作意向。

■宝山区第一家民营企业科协成立　５
月２２日，海隆石油工业集团科学技术协

会成立大会在区科协科技工作者之家举

行。海隆集团科协是宝山区成立的首家

民营企业科协，标志着区科协系统向民

营企业的拓展工作有了实质性进展。

■２００８宝山科技活动周活动　５月 １７
日至２３日，以“科普，与你同行”为主题
的２００８年宝山科技活动周在上海市科
普教育基地———东方假日田园拉开序

幕。开幕式上，表彰了一批获得上海市、

宝山区明日科技之星，并对获得上海市

科技特色示范学校的———上大附中、吴

淞初级中学，上海市科普示范镇（街

道）———淞南镇、友谊路街道，上海市科

普教育基地———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

园、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

授牌。活动周期间举行区级科技活动

１０项，其中有５个项目参加了市级科技
活动；各镇、街道根据自身特色开展１００
多项科技活动；开通“农业科普馆”互动

数字平台。

■科普实事项目建设　年内完成科普实
事项目５项，分别是：建成新农村科普示
范点２个（罗店镇蔡家弄村和罗泾镇陈
行村）；在东方假日田园内建立“农业科

普馆”互动数字平台；新建电子科普画廊

２个（月浦镇、顾村镇）；创建区级科普教
育基地１个（大场镇祁连二小科普探索
隧道）；全年“万人科普培训”共举办４３８
讲，培训３５２７３人次。年内，组织农村科
技培训班５６次，培训人数１３万人次。
向农村赠送科技资料 ２１万份，科技
（普）录像带７２０盘。 （洪燕华）

!""#

年度宝山区列入国家、市科技计划项目及资金资助项目表

单位：万元

类　型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国家市资助 区资助

国家创新基金

（４项）

新型高精度智能高速球形摄像机 上海安防电子有限公司 ６５（国家） —

企业铁路运输智能化调度指挥信息系统 上海亨钧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国家） —

球状中空颗粒型宽厚板连铸保护渣 上海众怡冶金辅料有限公司 ５０（国家） —

乙炔富氧爆燃内衬耐蚀合金复合钢管 上海海隆防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５０（国家） —

市创新资金

项目

（２５项）

高温坩埚下降法制备钛酸镧晶体膜料的研究与产业化 上海晶生实业有限公司 ３５（市） ２０

高压气体智能调压控制装置 上海凯泰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３５（市） ２０

自适应温度控制器 上海亚泰仪表有限公司 ３５（市） ２０

一种用于农村饮用水处理的絮凝沉淀过滤装置 上海凡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３５（市） ２０

新型环保水溶性耐腐蚀无铬钝化剂 上海品新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８０立方节能单螺杆压缩机 上海飞和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ＢｏＴｎ１０００高耐磨减摩钻杆接头耐磨带堆焊药芯焊丝 上海博腾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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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类　型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国家市资助 区资助

市创新资金

项目

（２５项）

大型风力发电机组专用变桨及偏航回转支承 上海欧际柯特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耐高温无机密封垫 上海超高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２－氯－１０－甲基－３，４－二氮吩嗪 上海宝山振宗生物工程厂 １５（市） ２０

基于３Ｓ技术的网格化移动数字巡检管理系统软件 上海越德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面向电信行业的智能语音应用软件支撑平台 上海合通网络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旋锁式双金属式光控器 上海朗骏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嵌入式多媒体多生物特征身份识别终端 上海安威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ＺＱＤＦ超长寿命直接分布式电磁阀 上海巨良电磁阀制造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离子植入机弧光反应室钨异形零件 上海西普钨钼业制品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ＦＨ微波环形器／隔离器ＢＯＤＹ（腔体）的研发及产业化 上海富驰高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分布式自动润滑系统 上海简大机电自动化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迈拓视频通平台软件 上海迈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面向金融行业的数字媒体信息发布系统 上海惠捷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ＫＪＴ－４００Ｄ数字化交流调压调试装置 上海智大电子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Ｊ６１１热收缩薄膜交织布绝缘保护带 上海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大功率ＬＥＤ手术灯 上海品兴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基于Ｗｅｂ的点击传真信息推送平台 上海博联数码电子有限公司 １０（市） １０

桑黄天然抗肿瘤活性组分筛选及制备 上海璞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市） １０

国家火炬计划

（１项） ４０００吨／年新型表面喷涂高温炉辊 上海君山表面技术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ＫＹＤＲ市级
新产品

（１２项）

ＪＳ－１００全自动便携式卫星通信站 上海杰盛无线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市） １０

ＫＹＤＲ船用碟式分离机 上海航发机械有限公司 ２０（市）

无机纳米复合β晶无规共聚聚丙烯 （ＮＦβＰＰ－Ｒ）管道系统 上海英泰塑胶有限公司 ２０（市） １０

ＣＲＣ－Ⅱ优化改进型冷藏集装箱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５

ＥＡＳＴ牌ＢＷ管网叠压供水设备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

浮置板轨道高弹性减震支座 上海大裕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５

ＢＰＪ型连铸板坯火焰切割机 上海振华焊割工具有限公司 ５

ＭＲＳＪ６００型隧道式灭菌干燥机 上海新旭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５

ＴＤ－１型塔式起重机安全记录仪 上海东湖机械厂 ５

变径、变刚度、变截面腰鼓型汽车减震弹簧 上海中国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５

管模堆焊用合金管丝 上海金刚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５

比卡鲁胺片（朝晖先）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５

星火富民科技

项目（２项）

优质稻米品种“农宝３４”的推广与产业化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良种繁育场 ３０（市）

宝盛牌高效有机肥对提升果蔬品质的应用示范与推广 上海市宝山区种畜场 ２０（市）

市区联动项目

（１项） 科技支撑蔡家弄规划与陈行村养殖基地建设 上海宝科技术研究所 ５０（市）

市火炬计划

（１项） 可怡（依西美坦片）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５

青年科技启明星

（１项） 用于复杂钻井的铝合金钻杆的研制
上海图博科特石油管道涂层有限

公司
１０（市）

市科技小巨人

企业（２家）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０（市） １５０

华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１５０（市） １５０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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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类　型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国家市资助 区资助

市科技小巨人

培育企业（５家）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１００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１００

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１００

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１００

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１００

合　计 １６２０ １３５０

!""#

年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宝山区）一览表

单　位　名　称 编号 所 属 行 业 类 型

上海振华焊割工具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３２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君山表面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１０５ 新材料技术

上海研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０４０ 电子信息技术

上海航发机械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２３６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宝钢天通磁业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８９ 新材料技术

上海杨行铜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７７ 新材料技术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８７ 电子信息技术

上海安防电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４０６ 电子信息技术

上海久安水质稳定剂厂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１１４ 新材料技术

上海杰盛无线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１５１ 电子信息技术

上海试四赫维化工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５７３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上海东月医疗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４９４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８６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４８７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１２７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９２ 高技术服务业

上海宝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８４ 新材料技术

上海凡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００ 资源与环境技术

上海浪潮机器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０６７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尤希路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４６ 新材料技术

上海克朗宁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０８０ 新材料技术

上海超高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６６ 新材料技术

上海宝景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８８ 高技术服务业

上海金刚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１３４ 新材料技术

上海熊猫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９０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过滤器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２４９ 新材料技术

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２９４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宝钢工业检测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９１ 高技术服务业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５２３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上海亨钧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１０５ 电子信息技术

上海佰加壹医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４４２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上海光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２５８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中国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２２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英泰塑胶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５０ 新材料技术

上海国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２５０ 新材料技术

０３２

科技与文化



（续表）

单　位　名　称 编号 所 属 行 业 类 型

上海新旭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８０５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东大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１５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新大余氟碳喷涂材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８２１ 新材料技术

上海形状记忆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９４ 新材料技术

上海柯瑞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０９０ 新材料技术

上海爱普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４２０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１４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利康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５４６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上海联合气雾制品灌装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０５３ 新材料技术

凯泰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６５０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美钻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０３０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飞驰铜铝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２９５ 新材料技术

上海宝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８２ 高技术服务业

上海品华冶金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０００ 新材料技术

上海肯特智能仪器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０７８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亚泰仪表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８１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图博可特石油管道涂层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８６２ 新材料技术

上海西重所重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８３６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中纺机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７６４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宝钢设备检修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４７７ 高技术服务业

上海宝湘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４７８ 新材料技术

上海海隆赛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５４９ 新材料技术

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５８８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上海洛克磁业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６３１ 新材料技术

（洪燕华）

■气象服务　年内，以手机短信为平台
的宝山区天气警报服务网覆盖全区各级

防汛部门，有用户２０００余家，比上年增
加１０００余家。台风期间加强服务力度，
每天以书面形式向区委、区政府主要领

导及区防汛应急部门提供专题气象报

告。建立新气象服务平台，扩大服务范

围（由原来的发送区级机关范围扩大到

街道、镇、村范围），全年不定时发布灾害

性天气和各类气象短信６５万余条，通过
传真形式向区委、区政府及各有关单位

发送“专题报告”、“气象旬（月）报”１３９２
份。区气象局局长袁志康被中国气象

局、中国气象学会评为全国气象科普先

进工作者。

■全国首个“社区气象灯”在友谊路街
道启用　８月６日晚，安装在友谊路街
道宝山八村社区四幢２８层大楼顶部的
一组气象灯正式启用。宝山“社区气象

灯”由友谊路街道、区市容局、区气象局

３家单位联合建设，在上海市气象局的

指导下，结合宝山区的灯光工程，在夜间

通过社区标志性高层建筑上 ６种颜色
（蓝色，黄色，橙色，红色，白色和紫色）

灯光的变化，赋予不同的气象灾害预警

含义，提醒方圆十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过

往市民实时了解气象灾害预警情况，关

注天气预报，及时做好防御气象灾害的

各项准备，为防灾减灾和市民出行提供

便利。 （朱良维）

文化艺术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文化馆（站）１４
家，其中区属文化馆２家，乡镇街道文化
站（服务中心）１２家（包括街镇图书馆）。
区级图书馆 １家，藏书 ６２２５万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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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化馆、月

浦文化馆、区图书馆等，总面积４万多平
方米。区文化事业单位从业人员 ３８６
人，比上年增加７人。１２个街镇文化服
务中心总面积４５５万平方米，从业人员
２４０人，比上年减少２４人。全区居民小

区、村文化活动室３４５个，面积逾５万平
方米。至年末，区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

２６９９万平方米。社会文化娱乐场所有
电影放映场所１０家，演出场所８家，娱
乐场所２２８家（其中棋牌室６８家），图书
报刊网点１４７个，音像制品网点３７个，
网吧１２２家。区内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１家、市级纪念点７处、区级文物保护单
位５家、区级纪念点１处，区级登记保护
建筑１０处。全年文化下乡演出１００场，
下乡、进社区放映电影４１００余场，送图
书到农村、社区２万多册。此外，还组织
演出类、讲座类、展览类、培训类等文化

资源配送到农村、社区共５１１次，各街镇
组织欢乐在社区演出２６６场次，各类活
动参与群众５０多万人次。

■ 宝山区摄影家协会举行２０周年庆祝
活动　宝山区摄影家协会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现有会员近１００人。３月２３日，宝山
区摄影家协会成立２０周年庆祝活动在
区文化馆举行，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上海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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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众艺术馆、上海市艺术摄影会、区委

宣传部、区文广局领导与近百名协会会

员、数百名摄影爱好者出席。区摄影协

家会向入会满２０年的会员颁发了荣誉证
书，开通了“三夹水———宝山摄影家协会

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ｓｊｓｃｏｍ／）”，该网站
致力于为宝山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广泛

交流的平台，以促进宝山摄影艺术的普及

和推广。在２０年的历程中，作为宝山群
众文化建设的一个有效载体，该协会坚持

月月有活动，季季有比赛，会员作品曾多

次在全国、市级摄影比赛中获奖。

艺术节高镜镇专场演出 区文广局／提供

■２００８宝山读书月活动　由区文明办、
区文广局主办，区各委办局、各街镇文化

服务中心及宝山区图书馆联合承办的

“和谐宝山·书香家园”２００８宝山读书
月于５月７日～６月６日举行，活动包括
“我们走在大路上”———宝山区纪念改

革开放三十周年、建区二十周年综合知

识竞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演讲比

赛、“我爱背唐诗”来沪务工人员子弟朗

诵比赛等３项重点活动，以及“书香飘军
营”、网络数字资源推介、“迎世博·学

英语”情景剧比赛、“凝聚爱与坚持·护

佑中国前行”中外著名诗歌朗诵鉴赏会、

“奥运在我心中”迎奥运家庭趣味竞赛、

“都市文化”系列专场、“巧手剪出新生

活”剪纸大赛等９项主题活动，吸引各类
读者５万人次。

■率先实现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　
（参见“信息与传媒·有线电视中心”）

■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节徽、吉祥物揭
晓　７月２７日，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民
间艺术节倒计时８０天暨节徽、吉祥物揭
晓颁奖晚会在宝山区文广中心举行。上

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宝钢集团、上海大学

等有关领导及数百名市民代表出席活

动。揭晓的吉祥物为《宝舟》，寓意为：

龙船载着五湖四海的朋友到宝山参加艺

术盛会，宝舟又为宝山之舟，和谐之舟，

希望之舟，热情之舟，她传承着中华民族

千年艺术魅力，将友谊传递五湖四海，将

梦想传向四面八方。揭晓的节徽为抽象

的舞者，融入了汉字宝、山、文，图案为一

个舞动彩带、载歌载舞的人形，体现了轻

松、活泼、精彩、和谐的文化理念；作品将

汉字宝、山有机结合，整个图形运用中国

传统书法表现形式，体现出深厚的文化艺

术韵味以及主办地的地域属性和深厚的

文化内涵。该艺术节节徽、吉祥物的征集

活动自２月启动，共收到应征作品 １２４
件，经评审共选出８个节徽、５个吉祥物
作为入围作品，并在６月１０日至２６日进
行市民评选。３０００余名市民通过网站、
报社和短信的方式，参与了投票评选

活动。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吉祥物 区文广局／提供

■ 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本
届艺术节于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２日举行，全
程参加该艺术节活动的艺术团共有来自

１６个国家和地区的 １６个艺术团队，共
３５８人。应邀来沪专程参加艺术节的国
外贵宾有：国际民间艺术组织副主席伊廷

先生、国际民间艺术组织秘书长约翰·霍

尔兹先生、国际民间艺术组织亚洲区秘书

长文亨硕先生及夫人、韩国安东国际面具

舞蹈和民间艺术节秘书长权斗铉先生、比

利时佛兰芒区议会副主席卡尔·迪卡鲁

维先生６人。艺术节期间还举办了友谊
社区金秋游园活动、庙行杯农村秧歌邀请

赛、第十届上海月浦锣鼓年会、２００８中国
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会、第六届罗店龙船

文化节、第二届诗乡顾村年会、缤纷校园

等七大特色文化活动，以及国际民间舞蹈

邀请赛、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亚洲民间艺术论坛、２个艺术展览，家庭
访问活动、社区联谊和到其他区县的巡演

活动等，共举行演出活动１５０多场次，参
加活动群众１０万人次。

■ 纪念宝山沪剧团建团６０周年暨杨飞
飞从艺７０周年系列活动　１２月３日，纪
念活动在区委党校拉开帷幕，并首场演

出了沪剧“杨派”经典剧目新版《茶花

女》；在逸夫舞台举办了新版《茶花女》、

原创大型沪剧《宝华春秋》和《飞凤清

韵———“沪剧五朵金花”贺杨飞飞从艺

七十周年演唱会》专场演出。１２月 １１
日，在上海文艺中心举行的宝山沪剧团

建团６０周年暨杨飞飞从艺７０周年研讨
会上，著名戏剧评论家刘厚生，上海越剧

院院长、著名编剧李莉，著名戏曲作曲家

汝金山等分别从沪剧发展、艺术创作、经

营管理等方面探索了沪剧艺术深化改

革、繁荣发展的新思路。活动期间制作

了杨派艺术 ＤＶＤ资料片、出版了《宝山
沪剧六十年》一书，以文字、图片等形式，

记述了宝山沪剧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艺

术活动和艺术成果，介绍了以杨飞飞为

首的杨派艺术的经典唱腔、唱段等。

■ 文化市场监管　区文化市场行政大队
全年出动５４５１人次，对３６９２家（次）文化
娱乐场所实施执法检查１１３５类次。大队
开展联合整治、集中整治３８次，立案３３５
个，立案处罚３３４个，收缴非法音像制品
４８３６万张、非法电子出版物２２６万张、
非法图书３万余册，查处取缔无证游戏机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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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１７４家，先行登记保存游戏机电路板
７８０块，案件罚没款１２２万元人民币。

■ 区文物普查工作启动　１月，召开宝

山区文物工作会议，建立宝山区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落实专项经

费，配备普查设施装备，选派业务人员参

加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举办的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培训班，举办全区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培训班。完成罗店镇文物

普查试点工作，共普查 ５７处地面文物
点，新发现地面文物３５处。 （李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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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宝山区文化馆艺术获奖情况一览表（表演艺术类）

序号 形式 作品名称 活动名称 获奖情况 获奖单位（人）

１ 歌伴舞 《诗乡情》
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我们的
家园”上海社区优秀团队文艺展演

优秀节目奖 黄涛表演、李晶晶编舞

２ 女声三重唱 《今夜无眠》 优秀节目奖 钟政言辅导

３ 男女声二重唱 《梦之旅》
２００８年“上海之春”新人新作暨第十三届
“上海十月歌会”

优秀新人新作奖 陆路作曲，黄涛、于妍表演

４ 女声小组唱 《倾听》
２００８年“上海之春”新人新作暨第十三届
“上海十月歌会”

新人新作奖 钟政言辅导，沈兰芳、齐乐等表演

５ 优秀组织奖 宝山区文化馆

６ 录音节目 《击鼓闹新春 鼠年花嫁忙》 上海经济区２００８年春节文艺联播 一等奖 周永生策划、组织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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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宝山区文化馆艺术获奖情况一览表（造型艺术类）

序 形式 作品名称 赛事名称 获奖情况 获奖单位（个人）

１ 绘画 《协》 第十三届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 绘画类一等奖
朱　研（绘画）
龚赣弟（辅导）

２ 摄影 《激情鼓点》
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精彩瞬间·和谐
舞台”摄影邀请赛

入选奖 严永康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美术 中国画《家园》

美术 吹塑版画《荷》

书法 《行草云蒸虎啸联》

摄影 《水乡情怀》

上海市民艺术大展

三等奖 王红英

优秀奖 龚赣弟

优秀组织者奖 龚赣弟、王鹏

组织者奖 严永康、马双喜

三等奖 马双喜

优秀奖 严永康

９ 中国画 《翔》 ２００８“奥运畅想”上海美术作品展 入选奖 王红瑛

１０

１１
摄影 《“搏”罗店龙船》

庆祝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多彩农村、印象家园摄影
大赛

入围奖 严永康

优秀组织奖 严永康

１２ 诗歌 《我从桥上走过……》

１３ 诗歌
《宝山致金山———改革开
放三十周年礼赞》

歌颂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诗歌创作活动

作品奖 张季洁辅导

作品奖 张季洁辅导

１４ 摄影 《淡妆浓抹总相宜》 上海第九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 入选奖 严永康

１５ 杨行吹塑版画 特色文化建设 突出贡献奖 龚赣弟

!""$

年度宝山区文艺作品获奖情况一览表（表演艺术类）

序 作品形式 作品名称 赛事名称 主办单位 获奖情况
获奖单位（个人）
辅导单位

１ 男声独唱 《塔里木的胡杨》
全国第十四届群星奖总决赛
（音乐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化部

群星大奖创
作奖

作词：陈宗涛
作曲：王晓宁
演唱：黄涛

２

３
打击乐

《舞动的节奏》

《满园春色》

“东方杯”第二届全国鼓艺大赛
中国民族打击乐学会
上海打击乐协会

金奖

东华大学学生艺术团鼓乐队（周
永生辅导）

上海海派扁鼓艺术团（周永生辅
导）

４

５

６

７

木鱼二重奏 《斗鸡》

男女生
二重唱

《有一种情感》

男声独唱 《塔里木的胡杨》

第十四届“群星奖”上海地区选
拔赛

２００７上海之春群文新人新作
比赛

第十四届“群星奖”上海地区选
拔赛

第十四届“群星奖”上海地区选
拔赛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
管理局

入围奖

优秀新人新
作奖

入围奖

入围全国总
决赛

作曲：文化馆打击乐工作室
演奏：周永生、杨雷恒

作词：韩葆
作曲：汪晓峰
演唱：黄涛、李敬

作词：陈宗涛
作曲：王晓宁
演唱：黄涛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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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作品形式 作品名称 赛事名称 主办单位 获奖情况
获奖单位（个人）
辅导单位

８ 男声独唱
（美声）

《问海》

９ 男声独唱
（美声）

《上海故事》

１０ 男声独唱
（通俗）

《塔里木的胡杨》

１１ 男女声
二重唱

《有一种情感》

２００７上海之春群文新人新作
比赛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
管理局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新人新作奖
作词：阎　肃
作曲：周永生
演唱：曹荣誉

新人新作奖
作词：选自上海词刊
作曲、演唱：陆　路

优秀新人新
作奖

作词：陈宗涛
作曲：王晓宁
演唱：黄　涛

优秀新人新
作奖

作词：韩　葆
作曲：汪晓峰
演唱：黄　涛、李　敬

１２ 合唱
《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灯碗碗开花在窗台》

上海市规划系统合唱比赛 上海市规划局 二等奖

１３ 男声
小组唱

《祖国不会忘记》 上海市海事系统合唱比赛 上海市海事处 三等奖

群文艺术部
辅导者：唐　丹

１４ 合唱 《中国进行曲》

１５ 歌曲联唱 《我们年轻人》

宝山区税务系统文艺汇演

宝山区税务局 三等奖
群文艺术部
辅导者：唐　丹
陆　路、陆　影

宝山区税务局 一等奖
群文艺术部
辅导者：朱叶青

１６ 舞蹈 《红红的日子》 宝冶钢结构公司文艺汇演 上海宝冶集团 一等奖
群文艺术部
辅导者：朱叶青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合唱

男声小组唱

《四渡赤水出奇兵》
海军 ９１８６０部队迎国庆合唱
比赛

海军９１８６０部队 第一名

《中冶之歌》
《共和国之恋》

宝冶集团迎新春文艺汇演 上海宝冶集团 第二名

《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灯碗碗开花在窗台》

上海市规划系统合唱比赛 上海市规划局 二等奖

《祖国不会忘记》 上海市海事系统合唱比赛 上海市海事处 三等奖

群文艺术部
辅导者：钟政言
刘杜芳、陆　路

群文艺术部
辅导者：钟政言

群文艺术部
辅导者：陆　路

２１ 笛子二重奏 《祝福草原》
第二届上海市社区民乐演奏
大赛

上海市音乐家协会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二等奖 “春之声”民乐队

２２ 唢呐独奏 《一枝花》
上海市社区民乐独奏、重奏、小
合奏大赛

上海市音乐家协会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三等奖
群文艺术部
辅导者：陆　路

２３ 舞蹈

《月光下的凤尾竹》 宝冶集团第一届青年舞蹈比赛 上海市宝山宝冶集团

《活力节拍》

《月光下的凤尾竹》 上海市规划系统舞蹈比赛 上海市规划系统

《鼓乡神韵》
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我们的家园”
优秀群文综合艺术展演

上海国际艺术节
群文活动组委会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上海市农民工风采大赛 上海市总工会

二等奖

三等奖

二等奖

优秀创作奖

一等奖

群文艺术部
辅导者：李晶晶

群文艺术部
辅导者：李晶晶、陆　影

罗店文物普查点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　称 年　代 地 理 位 置

１ 罗店南周村碉堡（新发现） 近现代（１９４０－１９４５）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南周村南家湾２１号以南３米

２ 罗店石家桥碉堡（新发现） 近现代（１９４０－１９４５）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拾年村石家桥２７号以北２米

３ 罗店拾年宅碉堡（新发现） 近现代（１９４０－１９４５）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拾年村拾年宅
（富锦路以北３００米，聚嘉源制管剪切厂以东５０米的农田内）

４ 罗店张家桥碉堡（新发现） 近现代（１９４０－１９４５）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拾年村张家桥２９号居民宅院内

５ 罗店丝网村碉堡（新发现） 近现代（１９４０－１９４５） 上海市宝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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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罗店杨南路碉堡（新发现） 近现代（１９４０－１９４５）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杨南路１６１５号以东南１００米农田内，塘浮河南侧

７ 罗店金家古门楼（新发现） 清道光壬午年（１８２２）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市河街２弄（现为摩托车仓库）；３、４号

８ 罗店蒋厅门楼（新发现） 近现代 上海市宝山区市二路３０弄１０号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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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　称 年　代 地 理 位 置

９ 罗店三官堂遗址（新发现） 清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 上海市宝山区罗太路４２７号（４３６号对面）

１０ 罗店王家“务滋修德”门楼（新发现） 待　考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西西巷街７４弄

１１ 罗店沈栋材砖刻门楼（新发现） 待　考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东西巷街１１８号

１２ 罗店沈家砖刻门楼（新发现） 待　考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塘西街８号－１０号间

１３ 罗店朱（履谦）古门楼（新发现） 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亭前街２８８弄５号

１４ 罗店敦友堂（新发现） 清　代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亭前街２８４号

１５ 罗店东南弄街金家门楼（新发现） 待　考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东南弄街７４弄６号

１６ 罗店东王庙遗址（新发现） 待　考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亭前街１５号（志浩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内）

１７ 罗店承恩堂（新发现） 待　考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亭前街２９４号

１８ 罗店孝子古门楼（新发现） 待　考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亭前街３３６号－３４０号之间

１９ 罗店塘西街门楼（新发现） 待　考 上海宝山区罗店镇塘西街１０号－１４号之间

２０ 罗店周家门楼（新发现） 待　考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唐家弄４０号－４４号

２１ 罗店潘（宝林）家门楼（新发现） 待　考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南弄街７７弄３号

２２ 罗店朱（梅松）家门楼（新发现） 待　考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南弄街１２０号－１２２号

２３ 罗店潘家古门楼（新发现） 明　代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西西巷街４９号

２４ 望倭楼遗址（新发现） 明　代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北街３５弄８号

２５ 罗店顾家门楼（新发现） 待　考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布长街５３号

２６ 罗店亭前街民宅（新发现） 清末民初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亭前街２０弄１８号

２７ 罗店沈氏旧宅遗址（新发现） 清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布长街２６弄１号

２８ 罗店公大酱油行遗址（新发现） 待　考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罗店新街

２９ 大通桥（复查） 清　代（１７３０年） 罗店镇亭前街弄口

３０ 丰德桥（复查） 清　代（１７１０年） 罗店镇布长街南首

３１ 来龙桥（复查） 清同治八年（１８９６年） 原址：罗店镇蒋巷街北
现移：市一路１３０号罗溪公园内

３２ 积福桥（复查） 清嘉庆廿一年（１８１６年） 罗店镇王家村　潘泾路东

３３ 宝山寺（梵王宫）（复查） 明　代（１５０６年） 罗店镇塘西街桥北首

３４ 花神堂（复查） 清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 罗店镇赵巷西街１３６号

３５ 钱世桢墓（复查） 明　代 罗店镇毛家弄村东

３６ 罗店红十字纪念碑（复查） 民　国（１９４６年） 原罗店镇罗店中学内

（李永红）

■电影放映　至年末，全区有电影放映
单位１５家。其中，属上海永乐股份有
限公司宝山影业发展分公司的７家（宝
山影剧院、盛桥电影院、泗塘电影院、宝

山影业发展公司放映队、吴淞电影院放

映队、盛桥电影院放映队、罗店影剧院

放映队）；属区文广局的２家（宝山文化
馆影剧院、月浦文化馆影剧院）；属企业

和乡镇一级８家（祁连影剧院、顾村影
剧院、罗店文化中心影剧院、上海宏基

影城、杨行影剧院、宝钢文化中心影剧

院、顾村影剧院放映队、罗南文化中心

放映队）。宝山影剧院、泗塘电影院在

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及特定的

地理环境优势，全力做好电影营销和电

影宣传工作，积极做好主旋律和重点影

片的放映工作。“七一”前夕，根据市委

宣传部、组织部、市文广局的通知精神，

与区委宣传部和区委组织部联合开展

了“红色电影周”、“优秀国产影片金秋

展映月”等活动。年内举办了迎奥运流

动电影进公园放映活动和上海首届农

民电影节闭幕式活动，全年下乡放映电

影 ４３２４场，比上年增加 ３２２０场，增长
３１５６９％，其中数字电影３３０４场，流动
电影下乡放映１０２０场。全年全区电影
放映收入 ３５７２９万元，比上年增加
２３７％，观众 １８２７万人次，比上年减

少６５３％。 （张静波）

档案
■概况　２００８年，全区有建档单位９７２
家，其中区级机关８０家，镇街道１２家，
区属企业１７０家，村民委员会１０５家，居
民委员会（社区工作站）２６０家，文教卫
系统２６０家，企业集团公司７家，事业单
位７８家。全区区级机关现有专兼职档
案人员１１２人，其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
４０人，大专学历６８人，中专学历４人；档
案专业研究生２人，专业本科学历６人，
大专学历３人，中专学历２人；有档案专
业技术职称 １９人，其中副研究馆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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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馆员１５人，助理馆员３人。区档案
馆馆藏量 ３０９万卷（册）（包括寄存
１９３万）。年内，区档案局和区档案学
会联合举办了新上岗人员应知应会技能

培训班、档案专题培训班、在职干部继续

教育培训班，参加培训人数 ２０２人次。
全年区档案馆完成１４家单位的档案接
收任务，共接收档案５０５３卷。接收婚姻
档案８９６９件（卷）、区政府规划类档案
１９卷、特奥会文书档案１０９卷、照片４册
共１７７张、光盘１８盘。征集到市领导视
察宝山照片２４张、讲话录音带２盘、参
加解放上海战役老首长题词２幅、中央
领导徐匡迪题词１幅、漫画家沈同衡手
稿５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大场区场北乡周
弄村农协会会旗１面等档案资料共２８６
件。同时，开展对明、清、民国时期６部
《宝山县志》和２８部乡镇里志进行抢救
和保护工作。

■档案信息化建设　年内投资５０万元
用于信息化设备添置和改建。“市、县二

级档案目录中心框架和技术方法研究”

科研项目通过专家评审验收，并获２００８
年度上海市档案科技研究成果三等奖。

完成“宝山区电子文件归档管理系统”

二期项目开发并试运行，系统用户近８０
家。完成民生档案条目数字化近３０万
条，扫描近１００万页。继续接收进馆档
案的电子目录，做好电子档案的全文数

字化工作，导入２００７年婚姻档案电子目
录８０００多条，计生委独生子女档案９８５５
条。目录中心数据库条目级增至１３０万
条，全文级增至１５０万页。

■档案服务　年内完成宝山区创建上海
市文明城区档案材料整理工作，整理档

案资料２００余卷。积极探索民生建档工
作，召开座谈会３次，对涉及民生建档归
档内容进行调查摸底，归纳涉及民生归

档内容６０条，制订民生档案建档归档要
求，并确定区医保办为建档试点单位。

档案接待利用工作推出延长服务时间，

提供免费服务，制作便民地图，简化查阅

手续等便民服务新举措，全年接待查档

者９３０５人次，比上年增长１１５％，调阅
档案 资 料 ２２３９０卷 次，复 制 出 证
４３０７０张。

■档案行政执法　年内加强档案法制
宣传教育活动，开展以“家庭与档案”

为主题宣传展版巡展，吸引社区居民１

万余人次观看。组织参加市档案系统

“悦扬杯”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纪念活动，
选送４件作品参加“服务民生，构建和
谐”档案普法宣传故事演讲比赛。开

展行政执法检查，对区属 １８个处级机
关、企事业单位，３项重点建设项目、４
项实事项目进行行政执法检查。认真

贯彻国家档案局 ８号令，完成对全区
７６家机关单位《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
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的制订和

审批工作。

■档案管理升级达标　年内，淞南镇、区
殡仪馆等２个单位机关档案管理工作晋
升为市一级先进；区干休三所、烈士陵

园、救助站、宝凤暝园、月浦安息灵园等

５个单位机关档案工作晋升为市二级先
进。区大场镇等１６家单位通过市一级、
二级、市先进复查工作。淞南一村居委、

通河第四小学档案室被评为区级先进档

案室，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合格

档案室验收。同时，杨行镇等６个单位
被评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档案系
统先进集体，王惠芳等 １０人被评为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档案系统先进
个人。 （胡　明）

宝山区档案工作升级达标情况一览表（至
!""#

年
%!

月）

单　位 批准时间 备　注 单　位 批准时间 备　注

泗塘新村街道办事处 １９９２年 市二级

海滨新村街道办事处 １９９２年 市二级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１９９２年 市二级

宝山镇政府 １９９２年 市二级

罗店镇政府 １９９２年 市二级

区纪委 １９９２年 市二级

吴淞镇街道办事处 １９９３年 市二级

区委办公室 １９９３年 市二级

区防疫站 １９９３年 市级先进

罗南镇政府 １９９４年 市二级

庙行镇政府 １９９４年 市二级

区规土局 １９９４年 市二级

区人民法院 １９９４年 市二级

区人民检察院 １９９４年 市二级

农业银行 １９９４年 市二级

区房产局 １９９４年 市二级

淞南镇政府 １９９４年 市二级

区防疫站 １９９４年 国家二级

区计划生育委员会 １９９５年 市二级

工商宝山分局 １９９５年 市二级

刘行镇政府 １９９６年 市二级

区审计局 １９９６年 市二级

区教育局 １９９６年 市二级

行知中学 １９９６年 市二级

区人民法院 １９９６年 市一级

公安宝山分局 １９９７年 市二级

月浦镇政府 １９９７年 市二级

高境镇政府 １９９７年 市二级

宝山业大 １９９７年 市级

区教师进修学院 １９９７年 市级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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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　位 批准时间 备　注 单　位 批准时间 备　注

吴淞中学 １９９７年 市级

罗店中学 １９９７年 市级

吴淞中心医院 １９９７年 市级

公安宝山分局 １９９８年 市一级

安全宝山分局 １９９８年 市二级

区人事局 １９９８年 市二级

税务宝山局 １９９８年 市二级

大场镇政府 １９９８年 市二级

宝山中学 １９９８年 市级

区安全局 １９９９年 市一级

区人民检察院 １９９９年 市一级

区民政局 １９９９年 市二级

区罗店医院 １９９９年 市级

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００年 市一级

工商宝山分局 ２０００年 市一级

宝山镇政府 ２０００年 市一级

庙行镇政府 ２０００年 市一级

大场镇政府 ２０００年 市一级

区商委 ２０００年 市二级

区财政局 ２０００年 市二级

区卫生局 ２０００年 市二级

通河新村街道办事处 ２０００年 市二级

罗泾镇政府 ２０００年 市二级

海滨中学 １９９８年 市级

宝山技术职校 １９９８年 市级

宝山精防中心 １９９８年 市级

杨行镇政府 ２０００年 市二级

顾村镇政府 ２０００年 市二级

祁连镇政府 ２０００年 市二级

区图书馆 ２０００年 市级

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２０００年 市级

上海市淞浦中学 ２０００年 市级

上海市顾村中学 ２０００年 市级

杨行镇政府 ２００１年 市一级

横沙乡政府 ２００１年 市二级

长兴乡政府 ２００１年 市二级

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２００１年 市二级

区民政局 ２００２年 市一级

区规划局 ２００２年 市一级

区业余大学 ２００２年 国家二级

区住宅发展局 ２００２年 市级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 ２００２年 市级

上海市通河中学 ２００２年 市级

宝山区中心医院 ２００２年 市级

月浦镇政府 ２００３年 市一级

宝山区殡仪馆 ２００３年 市二级

宝山区大场医院 ２００３年 市级

宝山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二干休所 ２００３年 市二级

上海宝罗暝园 ２００４年 市二级

区房地局 ２００６年 市一级

区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２００６年 市一级

宝山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一干休所 ２００６年 市二级

区文化广播和电视管理局 ２００７年 市一级

杨行镇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管理中心 ２００７年 市级

宝山区殡仪馆 ２００８年 市一级

宝山区救助管理站 ２００８年 市二级

宝山烈士陵园 ２００８年 市二级

宝山区宝凤瞑园 ２００８年 市二级

宝山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三干休所 ２００８年 市二级

宝山区月浦安息灵园 ２００８年 市二级

宝山区淞南镇 ２００８年 市一级

（胡　明）

地方史志
■概况　年内，区委党史研究室继续做
好上海解放纪念馆重扩建的前期准备工

作，宝山地区革命遗址、遗迹和革命纪念

场馆的调查梳理工作；配合区委组织部

继续开展党员经常性教育活动；与区委

组织部联合启动《上海市宝山区组织史

资料（１９９８０７～２００８０６）》编纂工作；开
展口述解放上海历史有关宝山方面史料

的采访征集、征编工作。区地方志办公

室继续做好区域内地情资料的收集整理

工作，指导、协调各镇、街道志的编纂。

年内，《宝山区志》完成总纂，并通过上

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审定；１０月，区委召
开《宝山区志》编修工作座谈会，进一步

确保区志内容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各乡

镇志的指导工作有序推进，《月浦镇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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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罗南镇志》出版发行；１１月，《宝山
年鉴—２００８》出版发行。 （方继红）

■上海解放纪念馆相关文物史料征集　
２００８年，区委党史研究室继续做好上海
解放纪念馆重扩建的前期准备工作，并

派人前往解放军档案馆、军事博物馆查

档，收集到有关解放上海的部分档案资

料。６月，征集到解放上海战役的手枪
１支。

１０月２７日，《宝山区志》编修工作座谈会召开 摄影／经瑞坤

■《上海市宝山区组织史资料》编纂工
作启动　８月，区委组织部与区委党史
研究室联合启动《上海市宝山区组织史

资料（１９９８０７～２００８０６）》的编纂工作。
按照“系统分编、纵横结合”的原则编

排，采用文字叙述、名录、图表相结合的

形式，全面反映宝山区 １９９８年 ７月至
２００８年６月十年间的党组织、政权、地方
军事、统一战线、人民团体等系统的组织

机构沿革历史和领导人名录。

（厉　莹）

■《沈同衡与漫画工学团》出版发行　
１０月，由区委党史研究室和区档案局共
同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沈同衡

与漫画工学团》一书出版。沈同衡

（１９１４～２００２），上海宝山人。《沈同衡
与漫画工学团》真实记录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由沈同衡创建的漫画工学团，

运用漫画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

争的史实。该书内容由四部分组成，第

一部分是漫画工学团的大事记；第二部

分是漫画工学团成员撰写的回忆录以及

怀念漫画工学团创始人沈同衡的文章；

第三部分是漫画工学团成员相互之间的

信函和创作的部分漫画作品；第四部分

是漫画界对漫画工学团以及沈同衡的评

价。 （臧庆祝）

■《上海改革开放３０年图志》文献图集
出版发行　年内，《上海改革开放３０年
图志》文献图集出版发行。该文献图集

共分综合卷、区县卷１和区县卷２三册。
区方志办负责宝山分册的编纂工作。宝

山分册内容列在区县卷２的开卷部分，
由“城乡一体展新姿”、“大事年表”、“见

证与文献”等三部分内容组成。

■《宝山区志》编修工作座谈会召开　
１０月２７日，区委召开《宝山区志》编修
工作座谈会。区委书记吕民元，区委常

委、组织部长朱勤皓与全区各相关单位

领导及撰稿人员１００多人出席座谈会，
共同探讨《宝山区志》的进一步修改完

善方案。会议由朱勤皓主持。《宝山区

志》是宝山建区以来的第一部志书，时间

断限为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５年。《宝山区志》
自２００４年 ５月启动编纂以来，五易其
稿，形成送审稿约２００余万字。吕民元

要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打造精品区志，

重点是要进一步加强对

区志编修工作的领导，进

一步规范区志编修工作

的各项要求，进一步确保

区志内容的全面性和准

确性。

■《月浦镇志》出版发行
　１０月，《月浦镇志》出
版发行。《月浦镇志》以

“统合古今、详今略古”

的编写原则，上限因事而

异需要溯源者适当上溯，

下限定为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底，着重记录了月浦镇

（含原盛桥镇）自１９８７至
２００４年间的重大历史变
迁和重要史实。该志以

述、记、传、录为主要表达

形式，辅以图表，采取分

编平等体，每编下设章、

节、目三个层次。全志以概述、大事记列

编首，下设地理建置人口、政党政权群众

团体、工业建筑业、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农副业水利、商贸金融、公安司法军事、

精神文明建设、建设卫生文化体育、社会

生活及专记等分志 １１编。全志 ５３万
字，印数５０００册。

■《罗南镇志》出版　年内，《罗南镇志》
出版发行。该志记述了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０
年底的罗南镇（乡）历史变迁和社会经

济文化发展史实，并对《罗南乡志》未记

述的重要史实作了适当补述，是《罗南乡

志》的续志。该志以记、传、录为表述形

式，辅以图表，采取分编并行体，编下章、

节、目三个层次，横排纵述，纵横结合。

全志分大事记、地理建置人口、党政群

团、民政司法军事、农副业、工业、商贸财

税金融、城乡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科

技、社会民情、人物１０编及志余。志书
图文并茂，彩照、地图集中列于志书之

首，其余图表、照片随文插附。全志共计

４１万字。

■《宝山年鉴—２００８》出版发行　１１月，
由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的《宝山年

鉴———２００８》出版发行。该卷是《宝山年
鉴》创刊以来公开连续出版的第十九卷。

２００８版年鉴在保持原有框架结构的基
础上，根据区情实际对内容略作了调整。

全书共７５８万字，设置３２个部类，１６６
个栏目，１３００余个条目，内附图表 １５１
幅。全书采用全彩铜版纸四色印刷，并

随书赠送多媒体光盘。

■《海家宅———殷姓子孙血脉地》一书
问世　８月，一本反映村宅历史和家族
演变情况的自然宅史在宝山区大场镇红

光村海家宅问世。大场镇红光村海家宅

位于宝山区西南部，是个只有３０多户、
２００余人口的小宅。该宅在动迁撤制之
际编撰修成《海家宅———殷姓子孙血脉

地》一书，以文字、照片和表格的形式，把

海家宅的历史、宅上大姓殷姓家族的演

变情况编撰成书。全书近１５万字，分
海家宅简况、海家宅地图、近代海家宅殷

姓族谱、海家宅特点、“知青”和“三支”

职工等五章，收录照片 ７５张、图表 ２６
张。宅史既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海家宅的

基本地情及历史、现状等各个方面，又保

存了殷姓族人珍贵的历史资料，图文并

茂、行文流畅、地方特色极其浓郁。

（方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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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方继红

基础教育
■概况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教育系统共有
中、小、幼、职等学校２３８所，有专任教师
８７２４人，学生 １１８９２人。其中中学 ５３
所、小学 ６１所、幼儿园 １０５所、特教 １
所、工读学校１所、成教１所、职校２所、
其他学校１４所。年内切实提升教育质
量，发挥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以均衡优质为方向，加快义务教育发展。

启动教育经费统筹改革方案，实现城乡

教育经费统一预算标准，加大教育转移

支付力度，保障农村教育经费“三个增

长”，确保城乡教育投入无差异。根据北

部农村教育现状以及面临的师资、生源

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加大支持力度，选派

２５名城区优秀教师支教农村。加大与
高校合作力度，完成与华东师大合作共

建沪太路沿线新农村教育发展区建设一

期项目，为罗南中学、罗店中心校在教师

培训、课程改革、特色创建等方面进行规

划和指导。完成一中心小学、宝山实验

小学、广育小学等６所学校的撤并。以
保障公平为原则，做好农民工子女义务

教育工作。制订《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

民办教育管理的工作意见》，完成６所农
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教育管理工作。

按市教委文件要求，落实符合条件的农

民工同住子女免借读费工作，对已收取

借读费的学校，全额退款，保障适龄农民

工同住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来沪人

员同住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达

５５％。宝山职校首批招收１００多名农民
工同住子女入学就读，为农民工子女义

务教育后继续接受教育作了有益探索。

以教育现代化为目标，提升教育设施整

体水平。推进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完成永清幼儿园、呼玛二村幼儿园改扩

建工程，完成区管８所幼儿园修缮，推进
海滨三村幼儿园、行知幼稚园、马泾桥幼

儿园改扩建工程。加强特殊教育基础设

施建设，与华师大合作完成特殊教育发

展规划，培智学校迁建和康复中心建设

工程启动建设。推进宝山中学综合楼、

行知中学教育研究服务中心和白玉兰幼

儿园工程建设。完成１４所区管中小学
暑期大修工程。配合有关镇完成原罗店

中学改造一期工程，并将光明中学整体

迁入，更名为陈伯吹中学；完成刘行中心

幼儿园等园所搬迁工作。以提升教育质

量为重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育

人为本，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结合抗

震救灾，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激发学

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化课程改革，围

绕“提升课堂教学有效性“的中心任务，

以“减负”和“作业有效性”为命题，推进

校本研修，不断总结推广学校改善课堂、

提升教学效益的经验。开展一系列教学

研究与实践，校长的课程领导力、教师的

课程执行力、教研员的课程指导力得到

提升，全区学校教育质量稳步提高。

２００８年中考合格率达 ９７８９％；高考达
线率、本科率、录取率稳中有升，１名学
生高考作文获满分。全面推进文体工程

第二阶段工作，加强学校体育、科普、艺

术教育，罗店中学等４所学校被命名为
上海市艺术特色学校。以骨干教师为重

点，加强干部教师队伍建设。坚持师德

为首，能力为重，开展“为人、为师、为

学”师德建设系列活动，并获上海市优秀

组织奖。以“十佳师德标兵”评选活动

为抓手，进一步弘扬崇高师德。继续推

进“名校长、名教师”培养工程，制订《宝

山区教育系统区级以上骨干教师考核实

施办法》，按照“待遇与责任对等、荣誉

与义务对等”的原则，严格骨干教师过程

管理，增强骨干教师辐射指导作用和自

我发展提升的能力。搭建名师成长平

台，组织王歆宇青少年歌曲作品音乐会，

开展区级名师教学展示活动。加强骨干

教师梯队建设，全区有特级教师１１人，
特级校长、书记７人，有１名校长、６名教

师被列入上海市“双名工程”重点培养

名单，有２４名校长列入上海市普教系统
名校长后备人选，有１００名教师列入上
海市普教系统名师后备人选，形成了市

级名师、区拔尖人才、青年尖子、区首席

教师、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的骨干教师

梯队。关注学校青年教师培养，逐步形

成教师培养机制。以课堂教学为着眼

点，推进“校本教研”制度建设，推进教

师“全员大学习、岗位大练兵、教学大比

武”活动，形成教师自我发展的良性竞争

机制。以民生为根本，促进教育公平普

惠。推进教育系统行风建设承诺活动，

加强教育规范收费检查，实施基础教育

机构信息公开工作。完善经济困难家庭

学生资助体系，与区民政局、财政局联合

制订学前教育助学政策，对宝山区城乡

低保家庭、特殊困难家庭子女按就读幼

儿园类别，分别给予每人每月减免入园

管理费７０元～８０元；对高中困难学生的
学费减免标准在上年基础上再提高１００
元；投入６４９万元，做好 ６４００多人次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两免一补”、非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的学费减免工作；投入

３０２４万，做好７３万名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的学杂费和书簿费减免。推进招生

“阳光工程”，做好中考、高考工作以及

初三学生的体育考试，完成新学年招生

入学工作，保证区域内适龄儿童少年

１００％接受义务教育，择校生比例比上年
降低３０％。以就业为导向，实现职业教
育改革创新。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

设，按时推进宝山职校实训大楼建设，确

保年底前结构封顶。进一步完善校企合

作，推进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以服务为

宗旨，加快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加强社

区学院的建设，整合区内成职教育资源，

规范社区学校管理，健全终身教育管理

和指导网络，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发

挥覆盖全区的社区远程教育网络作用，

完善远程网络为载体的学习平台，及时

３４２



发布社区教育活动信息，并提供网上在

线学习资源，已自主开发《瓷画艺术》、

《我的宝山，我的家园》、《剪纸》、《走进

奥运》４个在线学习课件。配合各镇、街
道和有关部门，做好学校体育资源与社

区共享工作，完善管理机制，全区有１０４
所公办中小学体育场地设施向社区

开放。

■师资队伍培训　根据市教委《关于开
展２００８年校园长、书记暑期专题培训通
知》要求，宝山区教育局在暑期对学校党

政领导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培训。培训

采取辅导报告、专题研讨、网上学习、自

学等方式。３月，区教育局举办了“宝山
区教育局第十五期骨干教师学习、继承、

发杨革命传统研讨班”，３８名学员参加
培训。在开班仪式上，市委党校冷鹤鸣

教授作了《贯彻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

想”的思想路线》的报告。学习班为期１
年，每月安排１次集中学习，学习内容涉
及政治理论、党性党风、国情区情、业务

技能和能力素质等方面。

台湾平镇中学管乐团与高境一中管乐团交流

演出 摄影／顾鹤忠

■王歆宇作品音乐会举行　５月１７日
下午，王歆宇青少年歌曲作品音乐会

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上海市教委、上

海市音乐家协会、宝山区政府的有关

领导和各区县艺术教育工作者及学生

代表共 １１００多人参加音乐会。宝山
区少年宫教师王歆宇长期从事青少年

艺术教育，勤奋敬业，擅长词曲创作。

王歆宇将创作重点定位于青少年题材

歌曲，长期坚持为中小学生谱写喜闻

乐见的新歌，共创作歌曲近百首。由

王歆宇创作的《鸽群在飞翔》、《青春

彩虹》等歌曲分别获全国“群星奖”创

作一等奖和全国第八届运动会征歌获

奖作品第一名。

■召开推进师德建设大会　４月１７日，
区教育局以“争当人民满意的好教师”

为主题，召开全区师德建设推进会。会

议制订了《宝山区教育局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师
德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提出，

严禁学校组织有偿补课、教师从事第二

职业；严禁教师歧视侮辱学生、体罚和变

相体罚学生；严禁教师向学生推销教辅

资料和其他商品，索要或接受学生、家长

财物等。近年来，本区涌现了重病志坚、

师情不移的上海市“我最喜爱的好老

师”骆惠娣，“人民的好教师”———通河

中学徐宏杰等师德典型。

■重点中学公开招聘副校长　１２月，上
海市行知中学、上海市吴淞中学、上海市

罗店中学公开向全市招聘副校长各 １
人。招聘工作采取考试、考察相结合的

办法进行，对经过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

报名者进行笔试、面试、体检、组织考察，

所有程序均采用单一淘汰制。

■召开学校体育资源向社区开放工作推
进会　自２００５年起，宝钢新世纪学校等
百余所学校的体育资源向社区开放。学

校体育资源在向居民开放过程中存在着

健身人员安全保障、体育设施维修保养、

物耗、人员管理等诸多问题。１月 １９
日，区政府召开学校体育资源向社区开

放工作推进会，明确由政府为健身人员

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学校需在体育设施

旁张贴安全警示和安全告示，定期对体

育设施进行“体检”。意见还规定按照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设施维修、保养

及物耗纳入年初预算，镇、街道负责学校

体育设施开放的日常管理，教育局、体育

局负责学校体育设施向社区开放工作的

监督、考核、指导、培训等。

■共建创新教育联合体　２月１５日，为
响应中国科协青少年工作部“大手牵小

手，迎接新世纪”和上海市科协提出的

“百会百校”科技传播行动的号召，培育

创新人才，推进科技创新教育，上海市动

物学会与上海市吴淞中学签订了《大手

牵小手，共建创新联合体》协议书。按协

议约定，双方将在师资辅导、课题规划、

活动基地建设和经费等方面实现互补互

助，并联合开展科技活动，共同推进科普

领域创新建设。

■淞南镇社区学校聘请外教　淞南镇社
区学校是一所“面向社区、立足社区、服

务社区”的市民业余学校，长期开办的课

程有中老年书画班、电脑班、养生保健等

８个班。为迎接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社
区学校增设了世博英语培训班，学校特

聘请了４名来自加拿大、英国及中国台
湾地区的外教，每周轮流到社区学校世

博英语班、外教英语少儿班和英语成人

班执教，３个班有学员近百人。

■欧罗巴卡纳尔中学代表团访问行知中
学　３月２１日～２４日，德国巴伐利亚州
欧罗巴卡纳尔中学代表团一行６人，对
上海市行知中学进行了为期 ４天的访
问。欧罗巴卡纳尔中学是巴伐利亚州的

著名学校，与世界诸多国家的中学保持

友好往来。德国客人对行知中学的教育

教学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与行知中

学师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双方

还签署了友好交流协议书。

■宝山区学生获市“明日科技之星”称
号　在上海市第六届百万青少年争创明
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中，行知中学的

顾静杰、吴淞中学的庞博和宝山中学的

俞佳侃获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称号。

同时，区少科站、行知中学、吴淞中学、宝

山中学获得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评

选活动贡献奖。

■学前教育阶段家庭困难学生纳入助学
范围　为进一步加大帮困助学力度，自
９月１日起将学前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纳入助学范围，对区城乡低保家

庭幼儿每月减免入园管理费７０元 ～８０
元，申请手续每年办理一次。

■陈伯吹实验幼儿园开园　１０月２８日，
由中国工程院院长、上海市原市长徐匡

迪题写园名，由庙行镇政府出资１０００万
元兴建的陈伯吹实验幼儿园开园。陈伯

吹先生的儿子、中科院院士、原北京大学

校长陈佳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

及区委副书记陆学明等出席开园仪式和

陈伯吹先生塑像落成仪式。陈伯吹实验

幼儿园的建成，为传承陈伯吹先生的教

育思想拓展了新的平台。幼儿园创办

后，将依照陈伯吹先生倡导的“童心

论”，以幼儿发展为本，关注孩子需求，使

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上大附中建校五周年　９月 ９日，上
海大学附属中学举行建校五周年暨第

２４届教师节庆祝大会，上海大学常务副
校长周哲玮，区委书记吕民元，区长斯福

民等领导出席。区政府与上海大学签署

了《进一步共建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合作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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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书》。上海大学附属中学设立了

“树人”奖励基金和“永景”奖学金，分别

用于奖励在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中的优

秀教职工以及品学兼优、家境贫困的

学生。

■上大附中学生高考作文获满分　上大
附中高三（３）班女生黄莎在２００８年高考
语文考试中，作文《他们》获满分，也是

上海市唯一一篇高考满分作文。黄莎的

高考总成绩为５１９分，其中语文１２７分。
她总结语文学习的经验一是阅读量大，

二是注意观察与积累，三是勤于练笔。

　 宝山小学生参加万名游客游宝山活动 区旅游局／提供

■《师爱》获“走近陶行知”第六届全国
教师征文一等奖　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
生活教育社成立７０周年之际，中国陶行
知研究会、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联合

举办了“走近陶行知”第六届全国教师

征文活动。活动以“传承陶行知教育思

想，感受陶行知人格魅力，渗透陶行知教

育思想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为主题，

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征文近万篇，经

各省市陶研会精选出参评征文４００篇。
宝山区行知小学教师徐怡的《师爱》、江

苏薛湖小学贺雪的《奏响语文课的民主

交响曲》等７篇文章获一等奖。活动还
评出二等奖１６名，三等奖２５名。广西
扶壮学校、福建福鼎市实验小学等５家
单位获团体组织奖。

■双胞胎学生获科技创作金奖　在年内
举办的上海市少年儿童“科技启明星

奖”暨第六届上海市少年科学院小院士

评审活动中，宝山区实验学校初三双胞

胎学生沈硕文、沈志文研制的“运用手机

的蓝牙技术，用手机来指挥汽车进行泊

车”获金奖，并双双获得“上海少年科学

院”小院士称号。上海少年科学院小院

士是上海市少先队科技活动中的最高

荣誉。

■宝山中学女子篮球队获冠军　在年内
举办的上海市学生运动会高中甲组女子

篮球决赛中，宝山中学女子篮球队以１４
分的优势力克复旦附中篮球队，并以五

连胜的战绩夺冠。

■为农民工同住子女学校的师生免费体
检　从１２月１４日起，宝山区中心医院
利用双休日，分３批为惠民学校等６所
农民工同住子女学校的女教师进行免费

体检。该活动将逐步扩大到其他民工学

校。另外，由香港爱心集团出资，宝山中

心医院为７０００多名农民工同住子女进
行了免费体检。

■行知中学学生在世界学运会上获一银
一铜　２００８年泛太平洋世界中学生运动
于１１月２８日在澳大利首都堪培垃开赛。
环太平洋沿岸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加拿

大等３０多个国家的优秀中学生运动员参
赛。行知中学学生王雪毅和张驰代表中

国参赛，其中王雪毅获女子跳高银牌，张

驰获１１０Ｍ栏铜牌。张驰还代表中国队
参加４×１００Ｍ接力，获第４名。

■优质教育资源拓展　９月１日，区内３
所优质小学宝山实验小学、宝山一中心

小学、广育小学分别与进修学院附小、海

江小学、宝林二小实行资源重组，以进一

步拓展优质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

■参加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学生运动会　７月
至１２月，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市体育局召
开上海市首届综合性学生运动会。１１３１
名宝山中小学生参加３８个大项９４０个
小项中的２２个大项７１２个小项的比赛，
共获金牌４９枚、银牌４５枚、铜牌４３枚。
金牌榜、奖牌榜均位列全市第四，宝山区

并获区县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

赛区奖。

■行知中学获奥林匹克教育工作突出贡
献奖　在２００８年第２９届北京奥林匹克
运动会组织工作评比中，上海市行知中

学获奥组委颁发的第２９届奥运会教育
工作突出贡献奖，陆体金获残疾人奥运

会奥林匹克教育工作

突出贡献奖。

■６所农民工同住子
女学校纳入民办管理

　自 ９月起，宝山区
申华小学等６所农民
工同住子女学校年内

纳入民办管理，按在

校学生每人 ２０００元
的标准下拨教育经

费，６所 学 校 共 有
４８１７名学生享受免
费教育。

■宝山学生获市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 ９６

个奖项　第２３届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于 ３月 ２３日结束，宝山共获 ９６
个奖项，其中全国一等奖１项，上海市一
等奖１３项，１项被推荐参加在美国举行
的第６０届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学大
奖赛。

■区教育局第二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　７月２１日，区教育局第二期中青
年干部培训班在教师进修学院举行了

开班典礼。培训班为期７天，内容包括
专题讲座、小组研讨反思、学员自主研

修、演讲、拓展训练与人机对话等。培

训班旨在加强教育系统后备干部理论

学习能力，提升自身素养，培养管理意

识，提高工作能力，共有３４名学员参加
培训。

■吴淞中学学生参加欧盟青年科学家竞
赛交流活动　吴淞中学高三年级学生史
光远、李骁、陈洁携研究项目《红花酢浆

草记忆行为的发现与探索》，代表中国高

中生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第２０届
欧盟青年科学家竞赛交流活动。欧盟青

年科学家竞赛（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ｓｔ
ｆｏｒＹｏｕ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简称 ＥＵＣＹＳ）由欧
盟发起，其宗旨是促进青少年科技爱好

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吸引更多的青年

人投身科技事业。在交流展示中，史光

远、李骁、陈洁表现优异，获得主办方的

好评，他们的作品两次刊登在当地和组

委会的报纸，他们的研究项目和个人科

技素养得到欧盟科学家评委的高度评

价；史光远还获得 ＱＵＩＺ奖，欧盟《Ｙｏｕ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杂志社刊发了采访报
道。 （倪永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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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宝山区学校统计表（一）

类　别
单位数（所）

２００８
单位数

较上年
增减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工数（人）

２００８
学生数

较上年
增减

计
其中

专任教师

中

学

小　计

其
中

初中情况

高中情况

高　中

初　中

完
中

小　计

高 中 部

初 中 部

九年制初中部

十
二
年
制

附
设
其
他

小　计

高 中 部

初 中 部

综合高中

新疆班

５３ ０ １０２２ ３８８５８ １１ ３９０５ ３０９８

— — ７３２ ２７８８５ １０２８ — ２１７１

— — ２９０ １０９７３ －１０１７ — ９２７

８ ０ ２０６ ７６８６ －６５ ８６８ ６５１

２８ １ ５０６ １９１１７ １０２２ １８８５ １４９５

５ －１ １４４ ５５４７ －１１６４ ６０５ ５０３

— — ７６ ２９７２ －６７１ — ２６６

— — ６８ ２５７５ －４９３ — ２３７

１１ ０ １４８ ５８０２ ５１０ ５２０ ４２３

１ ０ １６ ６３２ －６４ ２７ ２６

— — ８ ３１５ －５４ — １０

— — ８ ３１７ －１０ — １６

— — — — －２２７ — —

— — ２ ７４ －１ — —

小

学

小　 计 ６１ ３ １２６６ ４６７８５ ５９５５ ３８１２ ３２７６

其中：民工转民办学校 ６ ６ ９８ ４８１７ ４８１７ ２３９ １８７

其中：九年制小学部 — — １６７ ６４２６ １４００ ４４１ ３９６

其中：十二年制小学部 — — ２１ ７５３ －１５ ２６ ２５

幼 儿 园 １０５ ２ ９３７ ２９４０５ ２１２０ ２８８５ １８５０

特　　 教 １ ０ １１ １３１ －３ ３３ ２７

工　　 读 １ ０ １７ ２７３ －７７ ４３ ２９

成　　 教 １ ０ — ４７ －７１ ３３ ２２

职

教

小计 ２ ０ ７２ ３４２３ ７７９ ２４４ １２７

其中：综合高中 — — — ２３２ ３９ — —

其　　 他 １４ １ — — — ５７５ ２９５

民工简易

学校

高中 — ０ １３ ４７０ １６７ — —

初中 — ０ ９７ ４４５３ ３０７ — —

小学 ２４ －８ ３２５ １５２５０ －６３０２ ６９３ ５４８

总　　计 ２３８ ６ ３３２５ １１８９２２ ８７１４ １１５３０ ８７２４

　注：１、总计中不含民工简易学校的数据。
２、由于统计分表的关系，从今年开始综合高中的相关数据全部包含在职校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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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宝山区学校统计表（二）

类
别

类　　　别

单位数（所）

２００８
单位数

较上年
增减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工数（人）

２００８
学生数

较上年
增减

计 专任教师

教
育
部
门
办

区

管

中

学

小　 计

其
中

初中情况

高中情况

高　中

初　中

３３ １ ７０５ ２６９２２ ５３ ２８８６ ２２８０

— — ４４８ １７３１１ — — １３９１

— — ２５７ ９６１１ — — ８８９

７ １ １８７ ６９３４ １４２ ８５６ ６４４

１６ １ ３０１ １１５０４ ９２７ １１７９ ９２５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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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类
别

类　　　别

单位数（所）

２００８
单位数

较上年
增减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工数（人）

２００８
学生数

较上年
增减

计 专任教师

教
育
部
门
办

区

管

乡

管

中

学

完
中

小　计

高中部

初中部

九年制初中

附
设
其
他

综合高中

新疆班

小
学

小　计

其中：九年制小学部

幼儿园

特　　教

工　　读

成　　教

职
教

小计

其中：综合高中

其　他

合　计

中
学

小　计

初　中

九年制初中

小
学

小　计

其中：九年制初中

幼儿园

合计

４ －１ １２４ ４７４１ －１１４８ ５３３ ４４５

— — ７０ ２６７７ －６６８ — ２４５

— — ５４ ２０６４ －５１６ — ２００

６ ０ ９１ ３６６９ ３１７ ３１８ ２６６

— — — — －１４８ — —

— — ２ ７４ －１ — —

３１ －３ ６２３ ２１８６２ ３０１ １９６０ １７０２

— — ８３ ３２５５ ３８１ ２４１ ２１５

３５ ０ ２８６ ８９１５ ４４９ ８３１ ５７１

１ ０ １１ １３１ －３ ３３ ２７

１ ０ １７ ２７３ ２３ ４３ ２９

１ ０ — ４７ －７１ ３３ ２２

１ ０ ５６ ２５４４ ７４３ ２０２ １０４

— — — ５８ — — —

１４ １ — — — ５７５ ２９５

１１７ －１ １６９８ ６０６９４ １４９５ ６５６３ ５０３０

１２ ０ １８７ ６８５４ １９７ ７０９ ５９２

９ ０ １５０ ５３３８ －７ ５６６ ４７９

３ ０ ３７ １５１６ ２０４ １４３ １１３

２４ ０ ５０６ １８７３３ ８３７ １５３９ １３２３

— — ４５ １７９８ ２５１ １２６ １１７

３３ １ ３２２ １０７６２ ７２５ ７９８ ６０６

６９ １ １０１５ ３６３４９ １７５９ ３０４６ ２５２１

合　　 计 １８６ ０ ２７１３ ９７０４３ ３２５４ ９６０９ ７５５１

社
会
力
量
办

中

学

小
学

小　　计

其
中

初中情况

高中情况

高　　中

初　　中

完
中

小　计

高中部

初中部

九年制初中

十
二
年
制

小　计

高中部

初中部

其他学校附设：综合高中

小　　计

其中：民工转民办学校

其中：九年制小学部

其中：十二年制小学部

８ ０ １３０ ５０８２ ４９７ ３１０ ２２６

— — ９７ ３７２０ — — １８８

— — ３３ １３６２ — — ３８

１ ０ １９ ７５２ ５２９ １２ ７

３ ０ ５５ ２２７５ １０２ １４０ ９１

１ ０ ２０ ８０６ ２０ ７２ ５８

— — ６ ２９５ －３ — ２１

— — １４ ５１１ ２３ — ３７

２ ０ ２０ ６１７ －１１ ５９ ４４

１ ０ １６ ６３２ －６４ ２７ ２６

— — ８ ３１５ －５４ — １０

— — ８ ３１７ －１０ — １６

— — — — －７９ — —

６ ６ １３７ ６１９０ ４８１７ ３１３ ２５１

６ ６ ９８ ４８１７ ４８１７ ２３９ １８７

— ０ １８ ６２０ １５ ４８ ３９

— ０ ２１ ７５３ －１５ ２６ ２５

７４２

基础教育



（续表二）

类
别

类　　　别

单位数（所）

２００８
单位数

较上年
增减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工数（人）

２００８
学生数

较上年
增减

计 专任教师

社
会
力
量
办

幼儿园

职
教

小　计

其中：综合高中

合　计

３７ １ ３２９ ９７２８ ９４６ １２５６ ６７３

１ ０ １６ ８７９ ３６ ４２ ２３

— — — １７４ — — —

５２ ７ ６１２ ２１８７９ ６２９６ １９２１ １１７３

总　　　计 ２３８ ７ ３３２５ １１８９２２ ９５５０ １１５３０ ８７２４

上海大学
■概况　学校有学院 ２３个和校管系 １
个，设有学士学位专业６８个，硕士学位
授权点１３１个，工程硕士领域１７个，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５个，二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３５个；自主增设二级学
科博士专业１９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１１
个，ＭＢＡ授权点１个和法律硕士授权点
１个；拥有教育部重点学科 ４个，上海市
第三期重点学科９个；拥有国家重点实
验室培育基地２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１
个和教育部共建重点实验室１个，上海
市重点实验室６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
心１个，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个，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１个。建有国家大学科技园和高新技
术开发区；有各类研究所、研究中心１００
多个。学校有专职教师２６００余人，其中
教授４００余人，副教授７００余人，中科院
院士、工程院院士１０人，博士生导师２５０
余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

专家１３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５８
人。在校学生５３４万余人，其中本科生
２７万余人，高职生６４００余人，研究生近
８０００人，成人教育学生１２万余人。校
园占地 ２００余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１１０余万平方米。图书馆建筑面积 ６４
万平方米，馆藏图书 ３６０万册，期刊
３５００余种，包括外文期刊 ５００余种，网
络和光盘数据库６０余种，电子期刊１８
万种。年内完成“２１１工程”三期总体
建设方案、“２１１工程”三期创新人才培
养和队伍建设计划，以及各重点学科建

设项目申报书，并通过教育部评审。重

点学科呈现多学科融合发展，８个上海
市第二期重点学科均通过验收，其中应

用力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被评为优秀，

９个学科列入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建
设计划。完成《上海大学发展定位规划

报告》，推动学科管理机制创新，在全校

范围内遴选２１项学科培育项目予以资

助。校学术委员会下设学科交叉小组，

进一步规范国际合作交流基金使用，促

进学科带头人、青年骨干教师赴国（境）

外著名高校进行合作交流。开展学习

宣传钱伟长教育思想活动。１月２１日
至２５日，召开上海大学第三届第二次
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４月 ２９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地方大学教育研

究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暨首届全国地

方大学发展论坛在上海大学召开。５月
１０日，主题为“现代大学体育发展和高
校体育课程改革”的第二届“长三角大

学体育高层论坛”在上海大学国际会议

中心举行。６月１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市委

副书记殷一璀等领导到该校调研和考

察高校党建工作。１０月２５日至２６日，
第七届ＷＴＯ与中国国际学术年会在上
大召开。１２月１６至１７日，第二届海峡
两岸高等学校安全管理论坛在上大

举行。

■教育科研　年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９２项，经费２９０６５万元，项目数
和经费数均比上年增 ２０％；获得国家
８６３项目１０项，国家水资源专项１项，军
工项目１０项，教育部项目１项，市科委
项目１１５项，市教委项目６３项，企事业
委托合作项目 ３７０项；重点学科经费
２１００万元，比上年增 ６２５％。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立项１４项，列上海高校系统第
三、全国高校（含中国社科院）系统第１９
位。科研到位经费３２６亿元，比上年增
３４％。获上海市第七届邓小平理论研究
和宣传优秀成果奖及上海市第九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４项一等奖、６项
二等奖。学校被收录论文２４２２篇，比上
年增８％。其中国际三大检索收录论文
１３７３篇，比上年增９％；被 ＳＣＩ收录论文
５２７篇，比上年增９％，列全国高校第２８
位；ＥＩ收录论文５０７篇，比上年增１６％，
列全国高校第３７位；ＩＳＴＰ收录论文３３９

篇，列全国高校第３２位。中国科技论文
引文数据库收录论文１０４９篇，比上年增
７％。论文被引用篇次有所提高，ＳＣＩ被
引３８３篇 ８６４次，比上年增 １８２篇 ２５２
次，列全国高校第３３位。ＳＣＩ各学科的
科技论文高产机构统计中，数学学科列

全国高校第６位。申请专利４８３件，比
上年增３６％，其中发明专利４１２件，比上
年增 ２６％；授权数 １５７件，比上年增
１５％，其中发明专利 １２６件，比上年增
４５％。基于 ＩＰｖ６的宽带接入汇聚与服
务系统和无机粉体精细化及材料复合关

键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项目，均通过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科技进步一等奖评审。
与上海东方泵业集团、上海赛帕化工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杰盛无线电设备有限

公司以及海隆石油工业集团签订产学研

合作协议；在宁波建立上海大学———宁

波技术成果转移中心；与江苏南通新兴

特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全面合作；

承担西部项目１５项。科技园区获张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专项资金 ８５０
万元。

■教学质量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学生培养的全过程，思政理论课创立

“项链模式”与“大班名师精讲、小班博

士辅导”授课模式。探索思政课专兼职

教师队伍建设试点工作新思路，以李梁

为代表的课件研制队伍，被上海市教卫

党委命名为“李梁工作室”。美术学专

业成为该校第二个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

点，工程技术训练中心被评为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物理实验教

学中心、公共艺术技术实验教学中心被

评为上海市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

单位。有５门课程被评为市精品课程，
１９门课程被评为校重点建设课程。申
报市教委的重点课程建设项目 ２２项。
《土木工程类基础课程》教学团队获国

家级教学团队和上海市教学团队称号；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获上海市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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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称号。

■就业创业扶持　编写《２００８年就业工
作白皮书》，建立就业信息资料室，拓展

就业渠道。开展学生海外实习工作，至

年底，共有 １０９人赴美国等国家实习。
在上海、长三角以及海外，建立就业与实

习基地５１家。当年有毕业生１０７２８人，
至 １１月 ２０日，毕 业 生 就 业 率 达
９８６９％。建立科技园区大学生初创企
业辅导员制度，９个大学生创业团队通
过专家答辩。上海大学被列为国家第二

批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实施学校，获

得２００８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
资助项目２０个，经费共２０万元；被列为
上海市首批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实施学

校，获上海市市级大学生创新活动资助

项目经费１００万。组织各学科竞赛小组
参加上海市及国家组织的各类科技竞

赛，共获国际级一等奖 １项，二等奖 １
项；国家级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９项，三
等奖６项；上海市级一等奖９项，二等奖
１４项，三等奖 ２０项，其他各类奖项 ７０
多项。

■师资队伍建设　年内，孙晋良院士获
中国工程院最高奖项“光华工程科技

奖”，吴明红教授获俄罗斯外国工程院院

士称号，刘云启、马国宏、雷勇、罗艳当选

首批东方学者。５人入选“上海市青年
科技启明星计划”、２人入选“启明星跟
踪计划”，９人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
划”，５人入选“曙光计划”，５人获上海
市教委“晨光计划”资助。选派２３名教
师赴美国哈佛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等大

学或科研机构访问学习；１０名教师获教
育部国家留学基金项目全额资助；１４名
青年教师获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

启动基金”资助；１０名教师获“青年骨
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资助；１１２名青
年教师获“上海市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

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资助金额 ２８３
万元。加强辅导员队伍和研究生思政

工作者队伍建设，依托辅导员培训基

地，组织各类培训 １６５人次；探索辅导
员国际合作培训新模式，连续举办三期

“中日合作上海大学国际职业人才开发

培训中心职业顾问培训班”，累计培训

学员１６０多名。

■国际交流合作　全年共接待外宾２３２
批５２８人。先后与德国卡塞尔大学、澳
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美国田纳西大学、

日本大阪艺术大学、法国 ＥＳＩ集团、俄罗
斯纳米技术集团公司等开展合作交流活

动，共举办１８次国际学术会议。与法国
ＥＳＳＩＬＯＲ国际集团合作建立的“上海大
学－ＥＳＳＩＬＯＲ（依视路）联合研发中心”
１１月挂牌成立。与１０个国家和地区的
１４所大学、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书１８份。
与爱尔兰科克大学合作建立的科克大学

孔子学院于１０月正式揭牌。至年末，有
在校留学生 ２７００人，学历生 ４３０人，均
比上年增加。

■常务副校长周哲玮应邀为宝山区委中
心组作专题报告　５月 ９日，校党委副
书记、常务副校长周哲玮应邀为宝山区

委中心组作关于《建设研究型大学，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的专题报告。区委书记

吕民元主持会议。区领导斯福民、沈秋

余、康大华、陆学明、朱勤皓、袁鹰、夏雨、

周德勋、章俊荪等，以及各镇、街道、有关

委办局等领导参加学习。

■上海大学《社会》杂志进入国际著名
权威数据库ＣＳＡ　６月２０日，上海大学
《社会》杂志正式进入前身为 ＣＳＡ的社
会学摘要检索（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数
据库。《社会》杂志创办于１９８１年，是中
国大陆社会学学科重建后最早创办的社

会学学术刊物。

■陈伯时教授八十华诞暨学术研讨会举
行　６月２９日，上海大学著名电力传动
和电气自动化专家、电力传动和电气自

动化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陈

伯时教授八十华诞暨学科发展研讨会在

延长校区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教授，浙江大学

汪賧生院士，校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

周哲玮教授，副校长汪敏教授及来自其

他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了庆典仪式和研

讨会。

■与爱尔兰科克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１０
月２１日，上海大学举行与爱尔兰科克大
学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和共建孔子学院揭

牌仪式。爱尔兰教育与科学部长 Ｂａｔｔ
Ｏ’ｋｅｅｆｆｅ先生，科克大学校长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ｕｒｐｈｙ博士，上海市教委副主任王奇，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周哲

玮，副校长叶志明、吴松出席。

■钱伟长教育思想研讨　学校和上海
书展组委会在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期

间推出“钱伟长主题馆”；年内出版《钱

伟长研究书系》４部，举办“钱伟长留学
经历与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学术研讨会

和“读你千遍”读书活动、“追寻钱校长

求学路，争做自强不息上大人”等活动。

１２月６日，“钱伟长体育教育思想研讨
暨全国高校阳光体育经验交流会”在上

海大学举行。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杨

贵仁，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主任袁大任，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

党委书记李宣海，校党委书记于信汇，

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周哲玮等出席

交流会。

■学生邵晓敏随团出访日本　１２月１２
日至１５日，上大学生邵晓敏作为中国青
年代表团一员随团中央访问日本，并受

到温家宝总理的亲切接见。

■ 《少年血》获迪拜国际电影节最佳电
影短片奖　１２月１８日，由上海大学影视
学院教师舒浩仑编导的电影短片《少年

血》，获第五届迪拜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

短片大奖（金马驹奖）。该奖是中国电

影首次在该电影节上获奖，上海大学也

成为继北京电影学院之后国内第二家能

够制作和教授胶片电影的高校。

（郭　秀）

职业技术教育
■概况　宝山区有宝山职业学校和沪台
合作办学的鸿文职校２所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以及上海行知学院、上海建峰职业

技术学院、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上海

济光职业技术学院、上海震旦职业技术

学院等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宝山职业技

术学校２００５年通过教育部验收，成为国
家级重点职业技术学校，是宝山区各类

教育中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校。上海鸿

文国际职业高级中学（原名上海鸿文国

际商业职业技术学校）是上海市政府批

准的沪台合作举办的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学校地处顾村镇，占地面积０８３公
顷。上海行知学院等５家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共设专业１１０余个，共有在校生近
２２万人。 （方继红）

■宝山职业技术学校与上海飞机制造
厂合作办班　５月１４日，宝山职业技术
学校与上海飞机制造厂合作签约，自

２００８年秋季起招收以企业冠名的班级
“上飞班”。课程实施“订单式”模式，

做到课程内容与职业岗位结合，实行工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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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交替、弹性学制的教学模式。校企合

作班学生毕业后，按照双向选择的原

则，优先成为合作企业的员工。宝山职

业技术学校在校企合作培养人才方面

已作了有益的探索，之前，学校已与中

铝上海铜业有限公司等 ６个大中型企
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为企业定向培养

专业人才。年内，在市劳动局、市教委

联合召开的上海市校企合作工作通报

会上，宝山职业技术学校以入网培养人

数位居全市第一、考证通过率高受到好

评。 （倪永培）

■上海行知学院　至年末，有教职工１１１

人，其中教授１人，副高级职称９人，讲师
４７人；有在校生 ５９８４人，当年毕业生
１９６２人。学院在发展全日制高职教育的
同时，继续承担成人高等专科教育、开放

式专科、专升本学历教育和外语、计算机

培训等各类非学历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的

继续教育。加强与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

院、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等

学校的合作办学；加大在相关乡镇设点

办学力度，先后在罗泾、罗店、月浦、大场

等镇开设４个电大开放教育大专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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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的实际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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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交流中心

合作举办的上海澳宝经济商务进修学

院，设有剑桥商务英语、大学英语四级、

ＰＥＴ三级等短期培训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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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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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曲波）

!""#

年上海行知学院学历教育专业设置一览表

项　目 开 设 专 业 在校生数（人）

全日制高职 报关与国际货运、房地产经营管理、建筑装饰、艺术设计、多媒体影视制作、会展 １０１０

业余制成人大专
企业管理、计算机应用、行政管理、物流管理、会计、投资理财、形象设计、机电一体化、经济贸易与实务、计算
机应用与维护、社会工作与管理、办公室管理与办公自动化、电子商务、金融

１６８４

业余制成人专升本 经济贸易实务、物流管理、行政管理、艺术设计 ２５７

电大

大　专 财会、法律、英语、现代文员、金融、经济行政管理、社区管理、机电一体化、现代实用艺术、物流管理、行政管
理、工商管理

２１２０人

专升本 金融、会计学、英语、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小学教育、法学、公共事业管理

９１３人

建峰学院开班典礼 建峰学院／提供

■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至年末，有
教职员工１４８人，其中教授２人，副教授
６人，讲师５３人；在校生３４００余人，其中
新生１１５８人，当年毕业生１０３４人，就业
率达９８％。学院设专业３２个。年内，学
院改建医学护理、建筑经济管理、国际贸

易及酒店管理等各类实验、实训室 ２７
个。完成和经同意立项的国家、市级课

题共１１项，有４位青年教师获得市教委
科研专项基金；学院教师在国家核心期

刊和省部级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１５篇，由学院教师担任主编或主审完成

的国家规划或统编教材达１０本。承办
由商务部主办、建工集团负责的“非洲国

家项目管理研修班”和“建筑工程技术

培训班”，有５４个国家的１２２名学员参
加培训。举办“海外现场项目工程师”

培训班，共招收学员 ３５人，培训时间 １
年。制订《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年内，１０６６名
学生得到补助，补助金额共计１３０万元。

（刘一林）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下设９
个分院，专业 ２６个。年末有在校学生
４１６７人，其中２００８年招收新生１３７０人。
有教职工２４０人，其中专职教师１５７人。
有实验实训室１４个，校外产学结合的实
习实训基地４９个。年内毕业生就业率
达９７３２％。成立技师学院，其中汽车运
用技术、物流管理、乐器维护服务、酒店

管理、影视动画、计算机技术及应用、应

用艺术设计等７个专业校企合作项目培
养实施方案获市、区二级劳动保障局专

家组的审核通过。该校根据社会发展、

市场需求和学院实际，调整专业结构，启

动重点专业建设工作和重点课程改革工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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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确定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应用英语

（旅游会展）、物流管理 （报关与货代）

等３个专业为学校重点建设专业，确定
校内精品课程 １２门。５名青年教师获
２００８年“上海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
项基金”共１１万元。在全国大学生数学
计算机模型比赛中，该校获上海赛区 Ｄ
题一等奖、Ｃ题二等奖。在第五届上海
市大学生社团文化节上，该校获“我与改

革共成长”辩论大赛“最佳辩手”奖。年

内，在校学生中获国家奖学金３人，国家
励志奖学金１１９人，国家助学金４７０人，
上海市政府奖学金５人。获上海市优秀
学生干部２人、优秀学生６人、优秀毕业
生３７人。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参军，有５
名学生应征入伍。１２月２８日，该校举行
建校十周年庆典活动。全国人大常委、

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为学校题词：“知

理立邦，聚德育才”。年内，该校董事长

朱德炎被评为“中国民办教育管理杰出

人物”。 （沈乐华）

１２月２８日，邦德学院召开建院十周年座谈会 邦德学院／提供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至年末，有
教师３３４人，有行政管理及工勤人员９７
人，教学辅助人员３２人；有在校生４７３２
人，其中年内招生 １７０６人。设有建筑
系、建工系、经管系、机电系、外语系、护

理系、基础部等７个系部，共２５个专业。
年内，护理专业学生就业率达 １００％ 。
在上海市首届高职高专实用英语作文竞

赛中，有５名学生获奖。年内，学院与光
大银行上海分行达成“银校合作”意向。

年内，该校调整了教学督导组、教学工作

（学术）委员会成员。该校对专职教职

工实施年金制度。１２月，校党委、校纪
委成立。 （马正涛）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至年末，有在校
生４５００人，其中招收新生１４５１人，２００８
年毕业生就业率达 ９８８％；有教职工
３００余人。年内，新成立机电一体化技
师学院和广告技师学院，新建实训大楼

和情景模拟实训广场，共有校内实训室

６６间，校外实训基地４２个；新建学生公
寓２幢；图书馆馆藏图书 ２７１２万册。
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推行与生产劳动和

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

合作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切入点，在

教学阶段采取“１４＋４”教育模式（１４周
为理论教学阶段，４周为实践实训阶
段）。与企业合作推行订单培养模式，先

后与上海惠氏、春芝堂制药公司、浦东香

格里拉大酒店签订培养协议。医学卫生

系申报的营养与食品检测实验室建设获

上海市教学成果三等奖。完善以“奖、

贷、助、补、减”为主的助学体系。年内，

有３人获国家奖学金，５人获上海市奖
学金，１２４人获国家励志奖学金，４９７人
获院各类奖学金。１２月３１日，中共上海
震旦职业学院委员会成立，有党员 １５６
人。 （震旦学院供稿）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学校由校
总部、行知校区、爱晖校区和三门路校区

组成，占地 ６７５万平方米。有教职工
２７０余人，在校生 ５０００余人，设加工制
造、交通运输、信息技术、商贸旅游、财

经、文化艺术与体育、社会公共事务和综

合高中八大类共２２个专业，是上海市大
型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之一。校内设有烹

饪、电焊、电子电工、装潢设计、美容美

发、汽车维修、空调制冷、多功能实训中

心等２４个实训场地，该校是国家级重点
职业技术学校，是宝山区各类教育中唯

一的国家级重点学校。 （方继红）

■上海鸿文国际职业高级中学　学校原
名上海鸿文国际商业职业技术学校。该

校有教职工５０人，有在校生１０００余人，
有综合高中班７个，另有计算机及应用、
电子商务、商务英语、日语、数控技术应

用等职业中专班９个。 （方继红）

成人教育
■概况　宝山区成人教育院校有上海行
知学院和区属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成人

教师进修学校、泗塘成人职业培训学校、

大场中等成人学校、罗店中等成人学校

等，共有教职工近３００人。１１个乡镇有
乡镇成人学校１１所和民办非学历培训
机构７８所。年内，各成人培训机构围绕
区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展文化教

育、社区教育和各类培训１４万人次。

■“全民终身学习周”表彰会召开　１１
月２５日，召开 ２００８年“全民终身学习
周”表彰大会。全民终身学习周以“精

彩世博，文明先行”为主题，历时１个多
月，开展了“我与宝山”故事小品演讲比

赛、“万册好书进社会”、“共享读书乐”

征文、百所教学点评比等一系列学习活

动。 （倪永培）

■宝山老年大学　原名上海市老年大学
宝山分校，１９９２年创办，校本部设在宝
山区行知学院内，另有泗塘、月浦、“一干

所”和“未央苑”等４所分校，开设国画、
书法、外语、音乐、钢琴、交谊舞、健身舞、

舞蹈表演、时装表演、工艺美术等２０个
专业、６２个班级，有学员２３００余人。工
艺美术（瓷绘）特色班先后在罗店、顾

村、淞南、月浦、庙行、大场、高境等７个
镇办班，有学员２００多人。瓷绘教材《瓷
绘工艺》出版，该教材自２００７年起，由该
校组织编写，２００８年由上海高等教育出
版社出版，被列为上海市“新世纪老年课

堂”九本教材之一。年内，该校还组织编

写了区老年教育教学提纲、讲稿和教学

参考资料２０余万字。每年举办老年教
育师资培训综合班，年内有学员１８９人。
１２月，经上海市教委、市老龄办审定，该
校被评为上海市示范性老年大学。

（赵志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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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方继红

医疗保健
■概况　至年末，区卫生局下属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有３５所，比上年增加１所，
其中包括二级综合性医院６所（市一宝
山分院、宝山中心医院、华山医院宝山分

院、大场医院、罗店医院、一钢医院）、专

科医院３所（宝山中医院、精神卫生中
心、老年护理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７
所、预防保健机构３所（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妇幼保健所）、

１２０急救中心、爱卫办、合作医疗基金管
理中心、血液管理办公室、社区卫生事务

中心、卫生成人中等专科学校等。全系

统共有职工５１２０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４０７１人（执业医师１５６９人，执业助理医
师７４人，注册护士 １５１７人，药剂人员
２１３人，检验人员 １７３人），有固定病床
２９２２张。全区无甲类传染病发生，报告
乙类传染病１３种１７７４例，乙类传染病
发病率 １１７６１／十万；新增 ＨＩＶ感染者
１２２例，累计５３７例；新增艾滋病人６例，
累计２３例。婴儿死亡率为２０４‰，比上
年下降 １５３个千分点；出生缺陷率
７７‰，比上年增加１９个千分点。本区
人口孕产妇死亡率为 ０，人均期望寿命
为８１６２岁，比上年提高 ０３２岁，其中
男性 ７９８２岁，女性 ８３４８岁。全年区
镇两级财政卫生事业费为３１９亿元，占
全区两级财政经费的 ３５％，比上年增
长３０７％，其中经常经费２５７亿元，专
项经费０６２亿元。区级财政卫生事业
费２５４亿元，增３１６％，其中经常经费
１９５亿元，专项经费０５９亿元。

■医疗服务　全年区属各医疗卫生单位
诊疗７２０２６万人次，比上年增加１１６７６
万人次。其中门急诊７１５４５万人次，出
院５６９万人次，实际占用总床日数
１１０４３万床日，住院手术１６０１２人次，出
院病人治愈好转率９１８６％，病床使用率

１０３２８％，周转率 １９４６次，平均住院
１９２２天，均次费用１１９７元，床日费用
３３５２５元。区级综合性医院的急诊抢
救人数９７０２人，成功率９７０３％。区医
疗救护站全年出动急救车２５７万车次，
增加４２００车次，救护病人２５０万人次。
全年巡回医疗车共送医下乡出车 １４８
次，诊治病人 ３８４２９人次，免费赠药
３２２６万元。

■医疗资源整合　依托华山医院、曙光
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三人民

医院，组建 ４个以三级医院为主导、二
级医院为支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落

脚点的社区卫生服务集团。集团组建

后，二、三级医院医生到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进行坐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

生到二、三级医院接受培训，同时开通

向二、三级医院转诊的绿色通道，进一

步完善双向转诊制度。年内，集团共派

遣专家库４８名专家、教授下社区，开展
健康教育讲座２０１次；举办大型健康咨
询和宣传活动６次，参与咨询的专家６２
人，咨询近千人，发放健康宣传资料

７０００余份。曙光集团还邀请曙光医院
中医专家２２人到９个镇举行“中医中
药宝山社区行”活动。

■医学科研　组织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社
区中医药科研项目、宝山区科学基金项

目、上海市卫生局中医药科研基金课题

及上海市卫生局科研课题的申报工作，

完成２００８年卫生系统申报区年度科学
技术进步奖工作。组织有关人员参加由

上海市卫生局中医药管理处主办、上海

市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承办的

“２００８年中医专科委培班”。全年宝山
卫生系统共有４０项课题立项，获经费资
助共１０５５万元。

■卫生实事项目　全区共实施白内障

贫困患者免费复明手术 ２９９例，脱盲
率９７９９％，脱残率 ８８６３％。完成 １２
个街镇共 ４０８万人次的体检，查出患
病者１４５７７人，对查出的 ２３例恶性肿
瘤患者实施手术，并进行个案调查和追

踪随访。全年共有３８７名（４０５８人次）
免费服药对象到区精卫中心就诊，完成

所需基本检查，免费服药经费由 ２００７
年的每人每年 ５００元增至 ２００８年的
７００元。

■重大卫生工程建设　９月 ８日，宝山
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改造工程举行开工仪

式，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建

设，一期工程建筑面积１４１万平方米。
完成菊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并于

１２月试运转。完成杨行救护分站新建
工程、吴淞救护分站的改建工程，以及

１５个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站和２０个标
准化村卫生室的建设，并通过市重大办

验收。由区财政投入１７６０万元的月浦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建工程，于１２月底
开工。

■民营医疗机构　年内核准登记民营医
疗机构共６所，其中５所门诊部（３所为
口腔门诊部，２所为综合门诊部），１所诊
所。至年末，核准登记的民营医疗机构

共有８２所，均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其中
医院３所（综合性医院１所，泌尿专科医
院１所，妇科专科医院 １所），门诊部３６
所（口腔门诊部２５所，综合门诊部９所，
医疗美容门诊部２所），个体诊所４３所
（口腔诊所２６所，中医诊所１６所，整形
外科诊所１所）。

■对口支援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发
生后，区卫生局共派遣１１批３２名医务
人员奔赴灾区一线８个区域开展急救、
医疗和卫生防病工作，累计工作日 ６３０
天，带往灾区药品、后勤保障等救灾物资

３５２



上图：４月２４日，就医指南发布会召开
摄影／蔡　康

下图：２月１８日，淞南医务楼启用
摄影／顾莉莉

折合人民币 １２７万余元。根据上海市
卫生局《上海市医疗卫生人员对口支援

都江堰市工作方案》的要求，区卫生局

先后派遣３批医疗队共２８人前往都江

堰向峨乡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帮助向峨

乡基本恢复正常的医疗服务秩序和疾

病预防控制及卫生监督机构，妥善解决

灾民病有所医问题，确保大灾之后无大

疫。组建医疗队赶赴云南省迪庆藏族

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开展为期３
周的巡回医疗对口支援服务，捐赠药

品、医疗设施设备折合人民币 ３０余万
元，诊治患者约 ３００人，并举办多次学
术讲座，以促进当地卫生技术人员业务

技术水平的提高。

■医疗保险 　（参见“社会生活·社会
保障”）

■合作医疗 　（参见“社会生活·社会
保障”）

■公共卫生服务　与区教育局、区外来
人口管理办公室等单位联合防控，遏制

手足口病的发生和流行。健全计划免疫

三级管理网络，提高本地及来沪流动儿

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组建高危人群

干预工作队，开设艾滋病自愿免费检测

咨询门诊，落实艾滋病病人医学随访和

艾滋病减免治疗。推行美沙酮社区药物

维持门诊工作，开展国家病媒生物监测

点工作。加强社区卫生防病应急队伍建

设，完善常见传染病、水污染、急性职业

中毒等项目的应急预案，开展呼吸道传

染病应急模拟演练。改进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监测预警系统，加强门急诊预检、分

诊工作，落实首诊负责制和责任工作制。

与 多 部 门 合 作，加 强 联 防 联 控，

全年共参与处置 ４３起应急突发事件，
保障居民的卫生安全，确保奥运会、残奥

会“百日保障”等期间的社会稳定。完

善《宝山区接产医院妇产科工作制度》，

制订出生缺陷报告与管理工作相关制

度，加大对儿保门诊规范化管理力度。９
月起，推行婚姻登记与婚前检查一门式

服务，婚检率从 １３８９％升至 ４９６４％，
咨询率从 ５９０６％升至 ９２０４％。开展
以公共场所、职业卫生、医疗执业、传染

病以及打击无证行医等为重点的专项监

督执法行动，全年共进行监督检查２５８６
户次，实施卫生行政处罚５９４户次，累计
罚款金额６４２６万元。

■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　成立创建
全国中医药特色服务示范区联席会议

办公室，制订《宝山区创建全国中医药

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实施方案》。

年内有５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中
药房，全区共有 １５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设中医科，开设中医诊室和中药房。

制订《宝山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品

“零差率”改革实施方案》，７月 ２５日
起，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实行基

本药品“零差率”；根据《上海市郊区村

卫生室基本药品按实际进价收费实施

意见》文件要求，从 １０月 １日起，全区
９４所村卫生室全面“实施基本药品按
进价收费”。至年底，全区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总计让利３５３８万元。
（房信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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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主要医院一览表

分类 名称 等级 地址
床位
（张）

年门急诊
（万人次）

主要科室

三级 交大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漠河路２８０号 ５５０ ４８．９ 内、外、妇产、儿、五官、传染、中医、肿瘤

二级
医院

市一院宝山分院 二级甲等 牡丹江路２１６号 ５００ ６８．７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宝山中心医院 二级甲等 友谊路１８１号 ３４６ ５７．６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大场医院 二级乙等 少年村路２１８号 ２０５ 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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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 ３２．４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精神

一钢医院 二级乙等 卫生科路１１１号 ２００ ６．７ 内、泌尿外、骨、妇、五官、皮肤、精神、肿瘤、中医

华山宝山分院 长江西路１９９９号 ３１０ ５５．５ 内、泌尿外、骨、妇、儿、五官、皮肤、传染

中医医院 二级乙等 友谊支路３０２号 ４０ １４．１ 内、外、妇、儿、中医、肿瘤

精神卫生中心 友谊支路３１２号 ４８０ ６．４ 精神科

老年护理院 共和新路５４２５号 ２６８ ０．８ 老年护理、康复科

４５２

卫　生



（续表）

分类 名称 等级
地址
（张）

床位
年门急诊
（万人次）

主要科室

社区
卫生
服务
中心

泗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虎林路４３９号 ６９ ５０．６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月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龙镇路２号 ８０ １４．５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友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宝杨路３３３号 ３２．９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长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通河路６３９号 ５１．３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祁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乙等 祁连山路２８９１号 ７０ ２３．８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吴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同济路３１３号 ６０ ４０．９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杨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杨泰路２３９号 ８２ ２０．１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顾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泰和西路３３６９号 ２０ ２２．１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盛桥一村２６号 ２０ ９．９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淞良路３９５号 ２０ ５０．６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高境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共康东路５５号 ３８ ２９．１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大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汶水路１６６２号 ２９．８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庙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长江西路２７００号 ２４．９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大场第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沪太支路１３０６号 ７．８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罗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潘沪路２８号 ２０ ２３．７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罗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东太路３５５号 ２０ １１．９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菊泉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菊盛路２１８号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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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民营医院、门诊部机构一览表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　　址 邮编 电话

１ 上海钢城门诊部 湄浦路４００号 ２０１９００ ５６７８９８４６

２ 上海人寿堂大华中医内科诊所 新沪路６８９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３７３３９４

３ 上海一德中医内科诊所 淞滨路１３０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６７３５５１

４ 上海佳雅口腔门诊部 东林路３９５弄９号 ２０１９００ ５６７８６３９８

５ 上海凯德口腔门诊部 华灵路１９４５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４０７６１１

６ 上海邦缔口腔门诊部 顾太路１９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３６１９０４０４

７ 上海博恩口腔门诊部 长江西路１４１０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２１０８０８

８ 上海沪太医院 沪太路２５５５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５１６１２０

９ 上海康乾中医内科诊所 殷高路３５号－１ ２００４３９ ６５９１９０６４

１０ 上海友用口腔门诊部 友谊路３８号－４ ２０１９００ ５６６９５８６０

１１ 上海雅杰口腔门诊部 共富路５００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６６０４６１９９

１２ 上海博信口腔门诊部 聚丰园路１８８弄２７８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１２７０３８

１３ 上海莱科斯康口腔门诊部 真金路１０４１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３７８７２５

１４ 上海英港泌尿外科医院 淞滨路１３０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８４１６６６

１５ 上海博缘口腔诊所 共康路１５７—１５９号 ２００４３５ ５６４８６８７６

１６ 上海义德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长江南路５７７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６６３６３２８１

１７ 上海超美口腔门诊部 环镇北路７２１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５１９１２３２

１８ 上海康宏口腔门诊部 淞兴路２３６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６７２０６９

５５２

医疗保健



（续表）

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地　　址 邮编 电话

１９ 上海庆华口腔门诊部 水产西路１７８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６６７６０７６７

２０ 上海淞康口腔门诊部 淞南路４０５号－４ ２００４４１ ６６１５１１２７

２１ 上海罗太门诊部 罗太路３５０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６６８６７７７９

２２ 上海宝都口腔门诊部 共江路１０７０—１０７２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６６２２３９１６

２３ 上海美冠口腔门诊部 牡丹江路７２２－７２４号 ２０１９００ ５６１７７０９２

２４ 上海浦华口腔门诊部 灵石路１５０１号 ２００３３６ ５６３５７１６３

２５ 上海泰康门诊部 共康路７５８－８１０号 ２００４４３ ６６２４１９１９

２６ 上海昊艳口腔门诊部 三泉路１９１６号 ２０１９００ ５６６９０６１５

２７ 上海齿伽口腔门诊部 呼玛路５７９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６６２２３７０６

２８ 上海博美口腔门诊部 同泰北路５３３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５８５１９９

２９ 上海金悦门诊部 绥化路２３８—２４４号 ２００９４１ ６６９３０８２２

３０ 上海毓华口腔门诊部 共和新路５２１２弄８９—９１号 ２００４４３ ６６２４２６２３

３１ 上海文峰医疗美容门诊部 一二八纪念路６４４号 ２００４３５ ６６８２２１１８

３２ 上海新园门诊部 电台路５６７、５７５、５７７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５６１８２２８８

３３ 上海牡丹妇科医院 牡丹江路１０８１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５７５９９９×８８０７

３４ 上海雅郑口腔门诊部 杨鑫路３５０—２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３３７０６１９９

３５ 上海昌豪门诊部 水产西路１８８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１３７６１９１９８８０

３６ 上海罗和门诊部 罗泾镇陈行街１３２－１３８号 ２００９４９ ５６８７５４１１

３７ 上海大众口腔门诊部 一二八纪念路７７５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７４３７８０

３８ 上海佳十美宝杨口腔门诊部 宝杨路８２６－８３０号 ２０１９００ ５１１９６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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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个体诊所一览表

序号 医疗名称 机构地址 邮编 电话

１ 上海陈明口腔诊所 新沪路１４６８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３５７６１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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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５１６７９３

３ 上海刘理口腔诊所 友谊支路３６号 ２０１９００ ５６１１７０６８

４ 上海陈昌富口腔诊所 长江西路１８４９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７３９６５２

５ 上海李作初中医内科诊所 大场镇南大路２２弄１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６８１８８９

６ 上海杜光明口腔诊所 绥化路９０号 ２００９４１ ５６６４７８１９５６６０２８７６

７ 宋庆华私立口腔诊所 月浦八村１号１０２室 ２００９４１ ５６９３１３６０

８ 上海沈鼎侯中医诊所 行知路５７２弄１２号１０２室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３４６０５５

９ 上海覃荣林口腔诊所 永乐路５３８号－５４０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５６５１８７

１０ 上海俞亦炯口腔诊所 祁连山路２６２０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５１１２７７

１１ 上海周黎明中医诊所 共富路７２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５６１８９８５８６５４０５９０４

１２ 上海陈文华口腔诊所 古莲路３５８弄（盛桥休闲街）７８号１－２０５ ２００９４２ ５６１５１５８７

１３ 上海吴月兰整形外科诊所 牡丹江路１６４５号 ２０１９００ ５６１２２８９０１３８０１７７４３６４

１４ 上海朱和相口腔诊所 行知路３９６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３６０８１１

１５ 上海宋敏口腔诊所 新沪路４７３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３６１８０７

１６ 上海黄怡口腔诊所 大场场联路２１－２３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５１１２７７

１７ 顾孝信私立中医针灸诊所 罗店镇新桥街１９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５６８６２９８６

１８ 上海周乃琴口腔诊所 罗店镇亭前街８０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５６８６１０８６

１９ 上海包春荣口腔诊所 大华小区华灵路６２３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３９９６２８

６５２

卫　生



（续表）

序号 医疗名称 机构地址 邮编 电话

２０ 上海忻雅萍口腔诊所 共富路１２７－１２９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５６０４２９２０

２１ 上海金圣章中医骨伤科诊所 罗店镇水果弄１８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３６１３０１６８

２２ 上海朱恬口腔诊所 华灵路１６８１弄３７号１０５室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３９５７６５

２３ 上海潘志强口腔诊所 双城路１２４号 ２０１９００ ２７４３５３５５

２４ 上海丁士德口腔诊所 永乐路３６１号 ２０１９００ ５６１２６４６７

２５ 陆元桴私立中医内科诊所 沪太路２４４２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５１１１１０

２６ 上海金
!

口腔诊所 海江路３２号 ２０１９００ ５６１２８６６２

２７ 沈建明私立中医骨伤科诊所 华灵路１６８１弄３７号１１４室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４０２３３９

２８ 上海罗道友中医骨伤科诊所 聚丰园路３３８弄７５－５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１２６３９１

２９ 上海张朝旭口腔诊所 聚丰园路３３８弄７５－４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１２６３９１

３０ 上海汪金宝中医针灸推拿诊所 淞兴路３０８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１３６１１９９４９３３

３１ 上海郑光榕口腔诊所 共江路８２０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６６６５０５７０

３２ 上海陈国民口腔诊所 新村路８１３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３５５１５３

３３ 上海李秋华口腔诊所 上大路１２８８弄１０２号２０７室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１３５２６６

３４ 上海李浩中医骨伤科诊所 春雷路３６３号乙 ２００９４１ ２７４２７３４９

３５ 上海杨中奕中医针灸推拿诊所 区长江西路１８４３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７６５４７８

３６ 上海李正炎中医内科诊所 罗泾镇陈镇路８８号 ２００９４９ ５６８７０３２３１３１４８１７９０１７

３７ 上海王延萍口腔诊所 同济支路３０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６６６５０５７０

３８ 上海姚民生口腔诊所 绥化路２５７号 ２００９４１ ３６３００８４５

３９ 上海方捷敏口腔诊所 新二路９９７弄３号店铺甲 ２００４３９ ６６１５８０９８

４０ 上海虞松寿口腔诊所 杨桃路３１８４弄１６７－１６９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７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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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主要死因顺位百分比情况表

顺
位

合　计 男 女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占总
死亡
％

与上年
相比增
减％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占总
死亡
％

与上年
相比增
减％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占总
死亡
％

与上年
相比增
减％

１ 循环
系病

２２４８ ２７１．１３ ３７．３７ －０．６４ 循环
系病

１１１２ ２６０．９５ ３４．８５ －０．２１ 循环
系病

１１３６ ２８１．８９ ４０．２３ －１．０６

２ 肿瘤 １７７２ ２１３．７２ ２９．４６ －２．６３ 肿瘤 １０５７ ２４８．０４ ３３．１２ －３．６５ 肿瘤 ７１５ １７７．４２ ２５．３２ －１．００

３ 呼吸
系病

６５６ ７９．１２ １０．９１ １０．１８ 呼吸
系病

４１５ ９７．３９ １３．０１ ６．４８ 呼吸
系病

２４１ ５９．８０ ８．５３ １７．３７

４ 损伤
中毒

３３８ ４０．７７ ５．６２ ３．６０ 损伤
中毒

１７６ ４１．３０ ５．５２ ７．４１ 损伤
中毒

１６２ ４０．２０ ５．７４ －０．２５

５ 内分
泌病

２０４ ２４．６０ ３．３９ －０．９５ 内分
泌病

８３ １９．４８ ２．６０ －９．３７ 内分
泌病

１２１ ３０．０３ ４．２８ ５．７６

６ 消化
系病

１６２ １９．５４ ２．６９ ２０．３８ 消化
系病

７１ １６．６６ ２．２３ １．１０ 消化
系病

９１ ２２．５８ ３．２２ ４１．４０

７ 精神病 ８６ １０．３７ １．４３ ２９．７７ 传染
寄生虫

５７ １３．３８ １．７９ －６．６６ 精神病 ５７ １４．１４ ２．０２ ５０．７９

８ 传染
寄生虫

８０ ９．６５ １．３３ －１０．８３ 神经
系病

３９ ９．１５ １．２２ ３２．０６ 泌尿
系病

３７ ９．１８ １．３１ －１３．７９

９ 神经
系病

６９ ８．３２ １．１５ １８．７２ 精神病 ２９ ６．８１ ０．９１ １．７２ 神经
系病

３０ ７．４４ １．０６ ４．８５

１０ 泌尿
系病

６３ ７．６０ １．０５ －２５．５８ 泌尿
系病

２６ ６．１０ ０．８１ －３７．６８ 传染
寄生虫

２３ ５．７１ ０．８１ －１９．６２

７５２

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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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主要疾病死亡率与上年比较表

死亡原因

合计 男 女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增减
％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增减
％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增减
％

脑血管病 １３０１ １５６．９１ －３．６９ ６５７ １５４．１７ －４．５０ ６４４ １５９．８０ －２．８６

冠心病 ５８１ ７０．０７ ６．７２ ２６５ ６２．１９ ７．６１ ３１６ ７８．４１ ５．９３

气管炎、哮喘 ５７８ ６９．７１ ６．９７ ３７０ ８６．８３ ５．６９ ２０８ ５１．６１ ９．４７

肺　癌 ４３９ ５２．９５ －７．８０ ３１３ ７３．４５ －７．６３ １２６ ３１．２７ －７．９６

胃　癌 ２３６ ２８．４６ ９．１９ １４３ ３３．５６ ８．９２ ９３ ２３．０８ ９．６８

肝　癌 ２０２ ２４．３６ －１２．７２ １２６ ２９．５７ －２９．２５ ７６ １８．８６ ４３．０９

糖尿病 １９７ ２３．７６ －３．３９ ８２ １９．２４ －９．４５ １１５ ２８．５４ １．４１

结直肠肛门癌 １５０ １８．０９ ３．６１ ８４ １９．７１ １１．５６ ６６ １６．３８ －５．００

急性心梗 １０９ １３．１５ －３４．８１ ６７ １５．７２ －２９．２１ ４２ １０．４２ －４２．１０

精神病 ８６ １０．３７ ２９．７７ ２９ ６．８１ １．７２ ５７ １４．１４ ５０．７９

食管癌 ７４ ８．９２ －１６．５７ ５４ １２．６７ －５．２２ ２０ ４．９６ －３６．８６

病毒性肝炎 ５５ ６．６３ －１８．２６ ３９ ９．１５ －１２．９２ １６ ３．９７ －２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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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恶性肿瘤前十位死因情况表

顺
位

合计 男 女

恶性肿瘤
类别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占死亡
总数
（％）

恶性肿瘤
类别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占死亡
总数
（％）

恶性肿瘤
类别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占死亡
总数
（％）

１ 肺 ４３９ ５２．９５ ２５．７８ 肺 ３１３ ７３．４５ ３０．６０ 肺 １２６ ３１．２７ １８．５３

２ 胃 ２３６ ２８．４６ １３．８６ 胃 １４３ ３３．５６ １３．９８ 胃 ９３ ２３．０８ １３．６８

３ 肝 ２０２ ２４．３６ １１．８６ 肝 １２６ ２９．５７ １２．３２ 肝 ７６ １８．８６ １１．１８

４ 胰腺 １００ １２．０６ ５．８７ 胰腺 ５５ １２．９１ ５．３８ 乳腺 ５２ １２．９０ ７．６５

５ 结肠 ９０ １０．８５ ５．２８ 食管 ５４ １２．６７ ５．２８ 胰腺 ４５ １１．１７ ６．６２

６ 食管 ７４ ８．９２ ４．３５ 结肠 ４８ １１．２６ ４．６９ 结肠 ４２ １０．４２ ６．１８

７ 胆囊和
肝外胆管

６１ ７．３６ ３．５８ 直肠和
肛管

３６ ８．４５ ３．５２ 胆囊和
肝外胆管

３２ ７．９４ ４．７１

８ 直肠和
肛管

６０ ７．２４ ３．５２ 胆囊和
肝外胆管

２９ ６．８１ ２．８３ 白血病 ２４ ５．９６ ３．５３

９ 乳腺 ５２ ６．２７ ３．０５ 膀胱 ２６ ６．１０ ２．５４ 直肠和
肛管

２４ ５．９６ ３．５３

１０ 白血病 ４５ ５．４３ ２．６４ 前列腺 ２５ ５．８７ ２．４４ 卵巢 ２２ ５．４６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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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宝山区科技发展基金项目和经费安排表（医学卫生）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经费安排（万元）

总额 ２００８年 项目结束
执行年限

宝山区医疗资源纵向整合方式研究 宝山区卫生局 ６ ４ ２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药品不良反应补偿机制研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宝山分局 、交
大三院

６ ４ ２ ２０１０年６月

重点人群艾滋病性病危险行为的现况及干预研究 宝山区红十字事务中心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宝山区全科医师岗位培训中临床技能培训效果评估 宝山区医学会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４月

新型双极角膜接触镜电极的临床应用研究 宝山中心医院 ２．５ ２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６月

黄斑部病变色觉改变的多焦视网膜电图研究 宝山中心医院 ２．５ ２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４月

罗格列酮对２型糖尿病颈动脉硬化的影响研究 宝山中心医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３月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１拮抗剂氯沙坦对脂肪细胞胰岛素抵
抗影响的实验研究

交大三院 ４ ３ １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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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经费安排（万元）

总额 ２００８年 项目结束
执行年限

抗体芯片检测外周血细胞因子谱预警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的ＲＯＣ研究 交大三院 ４ ３ １ ２０１１年６月

外周血检测非小细胞肺癌ＥＧＦＲ基因突变的可行性研究 交大三院 ３ ２ １ ２０１０年６月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血清脂联素水平
的研究

交大三院 ３ ２ １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骨髓细胞移植促进大鼠受损肝细胞再生的实验研究 交大三院 ２．５ ２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６月

冬凌草甲素诱导人神经母细胞瘤凋亡效应的体内外研究 交大三院 ２．５ ２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６月

尿液ＢＬＣＡ－４检测对膀胱癌诊断价值的研究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４ ３ １ ２０１０年９月

宝山区社区获得性肺炎流行病学调查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４ ３ １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社区青光眼病人治疗依从性管理研究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２．５ ２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３月

股骨近端骨折内固定头颈钉生物力学研究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２．５ ２ ０．５ ２００９年２月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清心肌肌钙蛋白、脑钠肽与心肌重构
的相关性研究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３月

ＣＯＰＤ急性加重住院患者的病因学探讨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１．５ １ ０．５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亚低温联合依达拉奉治疗急性脑梗死的临床研究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１．５ １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６月

脊柱后路经椎弓根椎体植骨术临床研究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１ ０．８ ０．２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血清肌钙蛋白Ⅰ在充血性心力衰竭预后中的探讨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１ ０．８ ０．２ ２０１０年３月

嗜中性粒细胞明胶酶联合脂蛋白载体与急性肾功能损伤
关系的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３ ２ １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一种新型、快速结核杆菌诊断和药物耐受性检测技术的研
究和应用

市一宝山分院 ３ ２ １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股骨转子间骨折重建股骨矩的临床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３ ２ １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ＰＥＧ１０蛋白与肝细胞癌的关系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２．５ ２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单纯甲状腺抗体阳性妇女孕期和产后甲状腺功能变化及
临床干预的前瞻性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２．５ ２ ０．５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不同透析液对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凋亡及其机制的实验与
临床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２．５ ２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１月

消化道恶性肿瘤化疗过程中乙肝病毒再激活的临床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１．５ １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８月

产前护理干预与产妇产后情绪和生活质量关系探讨 市一宝山分院 １．５ １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５月

ＨＰＬＣ法测定酱腌菜中 ＮＯ２－、ＮＯ３－及 Ｎ－亚硝胺化合
物的研究

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３月

宝山区健康教育标准题库系统的开发研究 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 ０．８ ０．２ ２００９年９月

代谢综合征的中医药特色社区干预效果研究 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４ ３ １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玉屏风散在社区慢性阻塞性肺病防治中作用的探讨 罗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 ２ １ ２０１１年６月

补中益气丸联合生物反馈技术治疗气虚型便秘的临床
研究

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 ２ １ ２０１０年７月

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肾脏早期损害的流行病学调查 大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０９年３月

长期照顾者群体中的心理问题与干预对策研究 泗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５ ２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社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全程化药学服务研究 长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５ ２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６月

１０１．５ ７４．４ ２７．１

!""#

年宝山区卫生局抗震救灾人员情况表

批次 前往时间 人　　员

１ ５月１４日 区医疗急救中心（姬成刚、李庆魁）

２ ５月１５日 区疾控中心（刘效峰）

３ ５月１８日 市一宝山分院（舒方、张必嘏），宝山中心医院（陆文），华山宝山分院（肖萍）

４ ５月２０日 区医疗急救中心（顾云滨）

５ ５月２２日 区疾控中心（陈常），爱卫办（蔡运隆），顾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陆逸平）

９５２

医疗保健



（续表）

批次 前往时间 人　　员

６ ５月２４日 区医疗急救中心（王建忠）

７ ５月２７日 大场医院（许海明），市一宝山分院（杨文林、张蓓琳（女）），宝山中心医院（谢雄彬（女）），罗店医院（韩连园）

８ ５月２９日 区疾控中心（朱剑锋）

９ ６月３日 区卫监所（孙利勇）

１０ ６月１０日 区卫生局（宓荣刚），区疾控中心（郭祖鹏、陈文曦、朱礼明、孙春卫、李星铸），区爱卫办（胡宏），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胡卫华），泗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国超），高境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舒维峰）

１１ ６月２４日 市一宝山分院（陆春香、王玉华、张艳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
院　该医院是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
的三级综合性医院，现有临床科室 ３１
个，核定床位５０２张。至年末有在职员
工９３４人，其中医生 ２８０人，护士 ３８７
人。院内设有临床医学院和１７个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基地

（麻醉、泌尿外科、神经外科、肾内、普外、

眼科、骨科、药理、肿瘤、五官科、内分泌、

心内科、烧伤整形、风湿免疫、呼吸科、心

胸外科、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有硕士生

导师２８人，博士生导师１人。年内获国
家自然基金项目２项，在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１１０篇，其中被 ＳＣＩ收录５篇。医
院有１５梯度核磁共振（ＭＲＩ）、６４排螺
旋ＣＴ、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ＤＳＡ）、钼
靶、直线加速器、Ｘ线摄片机、深度 Ｘ放
疗机、射频肿瘤治疗仪、多尼尔震波碎石

机、骨密度诊断治疗仪、高档血透仪及大

型心电全程监护系统等仪器，普外科、骨

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烧伤整形科、放

射科、眼科等为该院特色专科。全年门

急诊量 ４８８９万人次，比上年增加
１４７４％；年出院病人１６１万人次，比上
年增加 １２５９％；年住院总床日 １９８６８６
日，床位使用率 １０７３％，比上年增加
１８％；年手术人次４９０２人次，比上年增
加１１８７％；平均住院日小于１２３５天。
５月，来自汶川、绵竹、映秀等四川地震
重灾区的１６名伤员被送至该院医治，经
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于８月全部出
院。年内，该院急诊ＩＣＵ实训基地挂牌，
心胸外科成功实施首例急诊不停跳冠脉

搭桥术。 （虞雯鸥）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共有药品生产
企业１４家，药品零售企业２１０家；有医
疗器械生产企业６３家，医疗器械经营企
业２７５家；有食品企业１０２０３家；有化妆
品生产企业１８家，经营单位（专卖店）７
家，使用单位（具备一定规模的美容美发

店）１９０家。全年食品抽检合格率为
９１３％；药品抽检合格率为９６７２％；化
妆品抽检合格率为９８６％，比上年上升
３６个百分点。全区食品药品总体上处
于安全、有序、可控状态，年内未发生食

品安全事故及药害事故。完成奥运会期

间食品安全保障和反兴奋剂整治工作、

区“两会”、中国 －克罗地亚男子篮球对
抗赛、全国计生委早教工作会议、第五届

长江口民营经济论坛、第六届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节、市委和市政协全会代表用

餐等 １１项重大活动，共计 １１４餐次、
２１４１５就餐人次的食品安全保障任务。
对街镇开展督导，完成对街镇食品安全

工作考核。全年受理各类投诉举报３０１
件，经查证属实并立案处罚的投诉举报

案件５２件；所有投诉举报案件均在 ３０
天内办结，办结率 １００％。通过在网站
建立便民短信资讯平台，及时向社会发

布食品药品安全预警信息。开展“说说

你眼中的食品药品安全”主题征文活动，

共收到征文 ４１篇，各类意见建议
１２１条。

■食品药品行政许可　全年共受理食品
卫生许可申请２４１５户，其中在区招商服
务中心现场审核２２２７户次，发放食品卫
生许可证２３３９张，注销食品卫生许可证
５４张。筹建药品经营企业１８家，受理变
更１７７家（次），许可２２家（次），不予许
可４家（次），主要原因是质量负责人兼
职。现场审核、验收、变更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１５５家，换证 ２４家，新许可 ２８家，
注销１５家。

■食品药品监督抽检　全年出动监督人
员４２６万人次，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３７９万户次，比上年增２％；实施行政处
罚６９５户，比上年减 １２％，罚没款金额
１８７３万元。取缔无证食品生产经营户
２５７户次，销毁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
及原料 ５１９１公斤，收缴加工用具 １１４４

件。监督抽检食品 １１６６件，合格率
９１３％；抽检保健食品 ６８件，合格率
８９７％；餐饮具１５１３件，合格率９１５％；
快速检测食品１３万件，合格率９４４％。

■保健食品监管　重点打击擅自添加药
物、以“免费体检”、“试用”等手段引诱

消费、以及夸大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

规行为，共检查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３６１户次，整治证照不齐经营单位６９户。
监督检查化妆品生产经营单位 ３８９户
次，抽检护肤类化妆品６６件。

■药品、医疗器械监管　ＧＳＰ重新认证
受理３家。对区内３家医用氧生产企业
进行全面检查，对２家注射剂生产处方
工艺进行核查，对比欧西氧气生产企业

进行ＧＭＰ飞行检查。对２００６年底前取
得许可证的企业进行年度等级评定并全

部进行飞行检查。对辖区内４家义齿加
工生产企业完成新标准检查。完成药品

抽样７７８件，其中监督性抽样５６１件，专
题专项抽样 ２１７件。医疗器械抽样 ８
件，其中专项抽样５件，国家局委托抽样
３件。全年立案 ４９起，比上年增 ４０％；
罚没收入８０万元，比上年增２８０％。

■药品不良反应（ＡＤＲ）监测　全年共
收到ＡＤＲ报表２６６８份，比上年增１７％，
收集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 ７８例。
９月～１１月，该局组织区内主要医疗机
构开展ＡＤＲ知识竞赛。４１家ＡＤＲ上报
单位共１１３人参加活动，其中药品经营
企业５家，药品生产企业２家。竞赛活
动分为书面笔试（初赛）和现场擂台（决

赛），共评出一二三等奖６家单位，优胜
奖５家单位，优秀选手２人。９月，开展
医疗器械不良事件认知度调查，进一步

了解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在医疗机构医务

人员内的认知情况，对１家三级医院和１
家二级医院进行了小规模调查，共收集

调查表３６份。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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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奶粉专项检查　９月，“三鹿毒奶
粉”事件发生后，区食品药品监督局第一

时间牵头组织开展市场检查和患儿筛

查，控制问题奶粉流通销售，并协调相关

部门开展奶牛养殖、涉乳产品企业和食

品市场监管。共出动监督员１９０５人次，
检查食品经营单位户５６４５次，责令企业
下架不合格奶粉 １３９２１４公斤，退换不
合格奶粉４３７公斤。

■食品安全示范街创建活动　在 ２００７
年成功创建双城路、牡丹江路食品安全

示范街基础上，２００８年增加大场真华路
为区级食品安全示范街，同时增加９条
街镇级食品安全示范街，在餐饮消费、食

品流通和生猪产品等领域全面推进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对１２条食品
安全示范街的餐饮单位全面实施等级评

分和分级管理，并试行监督公示制度，３
条区级食品安全示范街的８５户餐饮单
位全部挂起监督公示牌。

■肉制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　《上海市
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自３
月１日起实行。本区制定相关实施意
见，组织开展肉制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

和生猪产品经营许可工作。建立健全定

期检查和抽样、索证索票和亮证经营、投

诉处理、信息上报和自检等监管制度，以

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重点，全面加强

辖区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开展监督

检查和快速抽检。

■兴奋剂专项治理　奥运会开幕之前，７
次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进行宣传培训，

督导经营企业开展自查自纠。食品药品

信息员配合街镇分所在各街镇展开地毯

式核查，把市售药品和含兴奋剂类药品

安全监管作为“夜鹰行动”监管的延伸，

组织执法人员千余人次，监督检查企业

４６９家。

■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　年内，组织
“六进”（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工

地、进农村、进社区）宣传１０３０次、受众
１０５５万人次，发放各类资料１２４万份。
４月，与区教育局联合在全区中小学生
中开展食品安全知识竞赛。８月２９日，
与宝山电视台共同举办“市民话宝山”

主题访谈节目。编发《食品药品化妆品

安全知识市民手册》３万册。制作餐饮
业６Ｔ实务管理、家庭食品药品安全指南
ＶＣＤ的拍摄；制作食品药品宣传短片，

在电影放映前播放３０００场次、观众达６０
万人次；与沪剧团共同编排食品安全知

识小品，演出４０场，观众达１４万人次。
（俞佳璐）

爱国卫生
■概况　２００８年是实施宝山区第二轮
建设健康城区三年行动计划的最后一

年，全区爱国卫生工作以全民健康为主

线，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为根本

出发点，继续深化卫生创建工作，着力推

进社区居民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工作，

重点开展“５个人人”健康市民行动（人
人知道自己血压、人人参加健身活动、人

人掌握救护技能、人人了解食品安全、人

人养成健康行为）、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

动和农民健康促进行动的宣传和发动，

爱国卫生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全面启
动并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区爱卫办年内

共编印《建设健康城区工作简报》８期、
《迎世博宝山区创卫工作动态》５期。罗
泾镇成功建成上海市一级卫生镇，高境

镇通过全国爱卫会的复查复评。在全区

开展“清洁家园、健康宝山”活动，开展

石洞口码头周边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在

奥运会、残奥会期间，加大对居民区除四

害工作的力度。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期间，承担宝宸体育馆的除四害工作。

大场镇除害服务站建成上海市“Ａ级”除
害服务站，至年底，全区已建成的市“Ａ
级”除害服务站２个。加强除四害监督
执法检查，全年开展除害监督执法 ３８７
户（次），行政处罚５１户，整改８０户，罚
款金额５８４万元。开展健康社区、健康
单位、健康村建设。庙行镇被评为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建设健康城市健康
社区示范；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宝钢

分公司能源环保部、上海吴淞口开发有

限公司等５个单位，被评为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度上海市建设健康城市健康单位示

范；庙行镇共康公寓等３个居民健康自
我管理小组被评为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度上
海市建设健康城市社区健康自我管理小

组示范；朱陶源、王根娣、陈桂英、朱世

伟、徐其林 ５人被评为“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
度上海市建设健康城市优秀志愿者”。

年内，场中村、王家村、海星村等３０个村
建成上海市健康村，大场镇被评为上海

市健康社区先进，友谊路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上海淘大食品有限公司等３０
个单位被评为上海市健康单位先进。

■“百日行”主题活动　８月２１日，本区

召开爱国卫生“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
工作会议。会议明确区爱卫办作为宝山

迎世博城市健康水平提升行动指挥部的

牵头单位，在全区实施“健康宝山系列百

日行”活动：即健康环境齐动手百日行活

动、健康知识进万家百日行活动、健康行

为入校园百日行活动、健康服务送农民

工百日行活动、健康促进到农家百日行

活动、健康社区我参与百日行活动。活

动确立了４０个试行单位。

■居民健康自我管理　年内新建３１个
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１个单位职工
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实现１２个街道、镇
的全覆盖。区爱卫办编写的《宝山区居

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指导医生工作手

册》、《健康自我管理辅导读本》发放到

５００余名小组成员手中，设计了１０堂高
血压互动课程。小组成员依靠指导医生

的授课以及组员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管理

机制，初步形成“医患合作、患者互助、自

我管理”群防群控高血压病的管理工作

模式。

■开展第二轮建设健康城区终期评估　
７月～９月，开展建设健康城区终期评估
工作，确定开展终期评估工作的主体对

象为区房地局、卫生局、人口计生委、体

育局、教育局等１８个委、办、局和１２个
街道、镇。区爱卫办对１２个街道、镇的
３６０户居民进行入户调查，先后举办专
题访谈４个，对象分别是建设健康城区
有关职能部门代表、建设健康城区有关

专家和权威人士代表、社区居民代表和

建设健康场所代表，对宝山３年建设健
康城区工作以及市民对健康的实际需求

进行评估。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开展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行动，倡导“日行一万步，吃动两

平衡，健康一辈子”（即简称“健康一二

一”）的生活理念。５月２９日，区爱卫办
会同区体育局、卫生局、庙行镇政府举办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迎奥运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行动活动仪式”。９月１日，区爱卫办
在全区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日”一周年纪念系列活动，组织开展“健

康知识进万家”知识竞赛，收到答题卡

３６万余份；制作内装有控盐勺、控油
壶、健康宣传购物袋的健康大礼包３５００
份，并向居民免费发放；向全区３２万户
家庭免费发放控盐勺和介绍“食盐与健

康”知识小册子。 （周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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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方继红

百村篮球赛 摄影／王　敏

综述
　　至年末，全区共有公共运动场所２４
处，公共体育场馆面积２４万平方米，人
均公共体育设施面积１５８平方米，其中
有宝山体育中心、宝山温水游泳池、大场

体育场、通河市民健身活动中心、宝山少

体校综合训练馆等５个体育场馆。区体
育局有体育事业管理中心、宝山少体校、

第二少体校、游泳学校、宝山体育俱乐部

和区田径学校等６家直属单位，以及宝
山体育中心、宝山少体校、宝山游泳学

校、行知中学田径队、曹燕华乒乓球学校

等５个训练基地；共有职工１０５人，其中
专职教练员２９人。全区有农民健身家
园４７处，健身苑点４２３个，年内新建社
区公共运动场２处。全区有各级社会体
育指导员１３８８人，其中国家级１人、一
级６人、二级１９８人、三级１１７９人，年内
培训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１００人。全年
电脑体育彩票销售额为６６４１万元，比上
年增 １７６％，募集体育彩票公益金
３６０１万元。先后举办了中克男篮对抗
赛、区首届职工运动会、“十万农民迎奥

运，百村体育大联动”奥运倒计时１００天
活动、第三届“英港杯”体育舞蹈公开

赛、宝山区阳光体育中小学生篮球联赛、

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宝山老年桥牌双

人赛、上海市聋哑人广播操比赛等一系

列“迎奥运”体育活动，承办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赛季中国女子篮球甲级联赛上海东方女

篮主场比赛等。《宝山体育网》发布动

态信息５００余条，点击率超过１５万人
次。组织大型市民体质监测活动，区内

各行业的７００余名市民参加。区汽摩协
会先后派遣裁判执法Ｆ１中国大奖赛、中
国方程式公开赛上海站、全国汽车场地

锦标赛上海站、Ａ１中国大奖赛等大型赛
事７０余人次。年内，宝山体育中心启动
原址改造工程，总投资 ４５４亿元。年
内，大场体育场迁建工程启动，前期投资

３００万元。

竞技体育
■概况　年内，本区培养并输送的运动
员在第２９届夏季奥运会上打破世界纪
录获得女子２００米蝶泳金牌。除刘子歌
外，本区输送的游泳运动员石峰获得北

京奥运会男子１００米蝶泳第９名，并打
破全国纪录；田径运动员杨泉以５米４５
的成绩获得２００８年国内首个室外田径
积分赛撑杆跳高冠军。羽毛球、击剑、手

球等多个项目参加上海市级锦标赛，共

获２０枚金牌。

■宝山引进的游泳运动员刘子歌奥运夺
金　由宝山区引进并输送的游泳运动员
刘子歌在８月举行的第２９届夏季奥林
匹克运动会上，以２分０４秒１８的成绩
获得女子２００米蝶泳金牌，并打破该项
目世界纪录，实现了本区在奥运项目上

金牌零的突破。刘子歌被授予宝山区

“新长征突击手”、宝山区“三八红旗手”

称号，奖励三房二厅住房一套；教练金炜

被授予宝山区“先进工作者”称号，奖励

三房二厅住房一套。对一同参赛的运动

员石峰奖励人民币１０万元。

■中克男篮对抗赛　６月１４日，以“激
情篮球，魅力宝山，情系灾区，支持奥运”

为主题的中国—克罗地亚国家男子篮球

对抗赛在宝宸体育馆举行，比赛当天的

门票收入全部捐献给灾区人民。该场比

赛由国家篮管中心、上海市体育局、宝山

区政府主办，上海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

区体育局承办，同时也是中国男篮征战

奥运前的一场热身赛。

国家男篮队员和学生合影 摄影／王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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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上海市第一届学生运动会　７月
至１１月，由１５００名学生和３００名教练
组成的宝山区代表队，参加了上海市第

一届学生运动会２１个项目的比赛，并承
办手球、田径、沙排、桥牌等４个项目的
比赛。宝山区代表队以５１金、４９７５银、
５０２５铜的成绩和１６１６２５的总分在团
体奖牌榜和团体总分排名中分获第四和

第五名。

群众体育
■概况　年内，以“精彩奥运，健康宝
山”为主题的 ２００８年系列群众体育活
动———“十万农民迎奥运，百万体育大联

动”奥运倒计时１００天活动、第三届“英
港杯”体育舞蹈公开赛等成功举行。

■宝山区“百村篮球赛”　该比赛从４月

开始历时２个月，由区体育局主办，各镇
政府联合承办。在各镇域范围内进行的

分区站比赛后，获胜的９支“三队三”冠
军队于６月７日在宝宸体育馆举行总决
赛。“百村篮球赛”还设有三分球大赛

和运球接力比赛等２个项目，共吸引各
镇１００个村的近万名群众参与。区体育
局还为每个村培训国家三级篮球裁判员

１人，帮助组织村级比赛。

■举办第一届区职工运动会　４月 ２２
日至７月 １１日，区第一届职工运动会
举行，共历时４个月。运动会设有乒乓
球、羽毛球、绳健球、拔河、广播操、八十

分等６个项目。全区各镇、街道、工业
园区、委、办、局、（集团）公司和行业工

会的５２家区总直属工会，共１４５６名职
工参加。

■参加上海市第八届老年运动会　３
月１６日至６月１３日，本区２２支代表
队共２００余名老年选手参加了上海市
第八届老年运动会的１８个比赛项目 ，
其中本区在宝宸体育馆承办了花棒秧

歌比赛。

体育设施
■概况　体育设施不断完善。至年末，
全区有社区运动场２４处，健身苑１１个，
健身点２４个，农民健身家园４７处。

■新建农民健身家园 ２９处　年内，在
大场、罗店、罗泾、月浦等 ４个镇建成
并开放农民健身家园 ２９处，总投资
１７４万元。每处健身家园内均配备 １
片篮球场、２副乒乓球台、１０余件健身
器材。

!""#

年宝山籍运动员参加市级及以上比赛取得金牌一览表

时间 地点 比赛名称 项　目 运动员 备注

２００８．８ 北京 ２００８年第二十九届奥运会 女子２００米蝶泳 刘子歌 破世界纪录

２００８．３．３０－４．５ 绍兴 ２００８年全国游泳冠军赛 女子２００米蝶泳 刘子歌

２００８．１０ 山东方山 ２００８年全国室外射箭锦标赛 女子单轮６０米 陈洁新

２００８．１０ 山东方山 ２００８年全国室外射箭锦标赛 女子单轮７０米 朱文君

２００８．１０ 山东方山 ２００８年全国射箭奥林匹克锦标赛 女子淘汰赛 朱文君

２００８．１０ 石家庄 ２００８年全国田径锦标赛 男子撑杆跳高 杨　泉

２００８．１０ 武汉 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女子跳高（甲组） 王雪毅

２００８．１０．３１－１１．３ 江苏淮安 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 跳远女子青年组 孙卉卉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锦标赛 男子Ｂ组团体
罗　宇
李宇峰
孙健豪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锦标赛 男子Ｃ组团体 陈俊卉
张　亮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锦标赛 男子Ｂ单打 罗　宇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锦标赛 男子Ｃ组单打 孙　千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锦标赛 女子Ｃ组单打 魏秀明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锦标赛 男子Ｃ组直板与削球组单打 孙　千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锦标赛 女子Ｃ组直板与削球组单打 曹依芸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学生运动会 男子初中乙组团体

石铭禹
罗　宇
孙　千
孙健豪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学生运动会 男子小学乙组团体

耿　鑫
关子恒
郝利维
罗威恒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学生运动会 女子小学乙组团体
陈千里
陈　露
陈明佳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学生运动会 男子高中乙组单打 祁振宇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学生运动会 男子初中乙组单打 石铭禹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学生运动会 男子小学乙组单打 耿　鑫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学生运动会 女子小学乙组单打 陈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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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地点 比赛名称 项　目 运动员 备注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学生运动会 男子高中乙组双打
程亦山
祁振宇

２００８年 上海 上海市学生运动会 男子初中乙组双打
孙　千
孙健豪

２００８年 全国“创新杯”少儿赛 男子团体

赵子豪
胡悦锐
吴桐俣
徐泽文

２００８年 全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男子团体 许　昕

２００８年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男子双打 许　昕

２００８年 东亚“希望杯”乒乓球比赛 男子团体
孙　千
赵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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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农民体育健身家园一览表

序号 名称 镇 村委 详细地址 设施名称和数量

１ 羌家村农民健身家园 顾村镇 羌家村委会 宝安公路１１３３号

２ 沈杨村 顾村镇 沈杨村

３ 胡庄村 顾村镇 胡庄村 胡庄村老年活动室

４ 潭杨村 顾村镇 潭杨村委会 潘泾路９３１号

５ 月狮村 月浦镇 月狮村 月狮村老年活动室

６ 十年村 罗店镇 十年村 十年村委会

７ 场北村 庙行镇 场北村 场北路８１５号

８ 康家村 庙行镇 康家村 共康路６０１号

９ 泗塘村 杨行镇 泗塘村 友谊路１０００弄克山路

１０ 广福村 顾村镇 广福村 宝安公路广南路口

１１ 沈宅村 顾村镇 沈宅村 联杨路２２２８弄

１２ 张士村 罗店镇 张士村 富张支路３６０６弄１１０号

１３ 富强村 罗店镇 富强村 富张路

１４ 肖泾村 罗泾镇 肖泾村 肖泾村老年活动室

１５ 潘桥村 罗泾镇 潘桥村 潘桥村村委会

１６ 海红村农民健身家园 罗泾镇 海红村 海红村老年活动室

１７ 合建村 罗泾镇 合建村 合建路罗宁路

１８ 三桥村 罗泾镇 三桥村 三桥村老年活动室

１９ 东方红村 大场镇 东方红村 华灵路１９００弄

２０ 王家村 罗店镇 王家村 潘泾路１２０１号

２１ 天平村 罗店镇 天平村 罗东路、罗盛路

篮球场一片、乒乓球台２
副、健身器材１０件以上

２２ 南周村 罗店镇 南周村 长联路

２３ 光明村 罗店镇 光明村 罗东路３２５号

２４ 蔡家弄村 罗店镇 蔡家弄村 沪太路

２５ 远景村 罗店镇 远景村

２６ 朱家店村 罗店镇 朱家店村 东太东路６５弄５号

２７ 海星村 罗泾镇 海星村

２８ 川沙村 罗泾镇 川沙村

２９ 新陆村 罗泾镇 新陆村

３０ 塘湾村 罗泾镇 塘湾村

３１ 洋桥村农民健身家园 罗泾镇 洋桥村

篮球场一片、乒乓球台２
副、健身器材１０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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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称 镇 村委 详细地址 设施名称和数量

３２ 牌楼村 罗泾镇 牌楼村

３３ 花红村 罗泾镇 花红村

３４ 黄家楼村 罗泾镇 黄家楼村

３５ 高椿树村 罗泾镇 高椿树村

３６ 段泾村 月浦镇 段泾村 月新北路

３７ 聚源桥村 月浦镇 聚源桥村 聚石路

３８ 北金村 罗店镇 北金村 沪太路长联路

３９ 毛家弄村 罗店镇 毛家弄村 毛家路３９８号

４０ 束里桥村 罗店镇 束里桥村 罗东路１００号

４１ 长春村 月浦镇 长春村 长春园和路８１９号

篮球场一片、乒乓球台２
副、健身器材１０件以上

４２ 四方村 罗店镇 四方村 石太路３６０５号

４３ 繁荣村 罗店镇 繁荣村 月罗路

４４ 罗溪村 罗店镇 罗溪村 罗太路３３１号

４５ 东南弄村 罗店镇 东南弄村

４６ 义品村 罗店镇 义品村

４７ 金星村 罗店镇 金星村

篮球场一片、乒乓球台２
副、健身器材１０件以上

!""#

年宝山区社区公共运动场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地 　　址
项 目 内 容

篮球场 笼式足球 网球场 门球场 羽毛球场 塑胶跑道

１ 吴淞十一街坊 淞兴路西侧 ２

２ 上港十四区 漠河路、友谊支路口 ４

３ 宝钢林带 漠河路、牡丹江路口 ２

４ 高境二村公共运动场 殷高西路高境二村 １ １ １

５ 通河二村公共运动场 长江西路通河二村内 １ １

６ 罗店富丽苑公共运动场 东太路、富南路北侧 ２ １

７ 月浦公园公共运动场 四元路、宝泉路口 １ １

８ 淞南八村公共运动场 长江南路、二号路淞南八村 １ １ ２３０米

９ 泗塘篮球公园公共运动场 共江路、爱晖路 ３ ３００米

１０ 庙行公园公共运动场 刘场路 ２

１１ 罗泾镇配套公园 罗宁路西侧、潘沪路北侧 ２ １ １ ３００米

１２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塘后路２０６号 ２ ２ ２

１３ 高境小游园（阳泉） 阳泉路东侧、１２８纪念路南侧、西泗塘西侧 １ １

１４ 生态专项建设工程１．２标 Ａ２０南侧、沪太路西侧、顾陈路北侧 １ １

１５ 淞南十村小公园 新二路、振新花园南侧 １ １

１６ 月浦盛桥中心绿地 古莲路西侧、塔元路 ２

１７ 月浦农家乐 ?川路 １

１８ 锦秋花苑 锦秋路 １

１９ 罗店镇联合公共运动场 联杨路 １

２０ 罗店镇西埝公共运动场 沪太路、李东路 １ １

２１ 杨行镇北上海公共运动场 ?川路、杨鑫路 １ １

２２ 庙行共和公园公共运动场 场北路、长临路 ３

２３ 罗泾镇陈行公共运动场 陈镇路 １ １

２４ 宝山区文广公共运动场 友谊西路 １

（王　敏）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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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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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方继红

　 １１月６日，公务员电子政务竞赛决赛现场 区信息委／提供

信息化建设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信息化工作以“加
快电子政务建设和应用，加强政务信息

资源开发利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目

标，重点开展信息化项目建设与应用、信

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与管理、电子政务推进、社区和城镇信息

化建设、农村信息化发展、政府信息公

开、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社会保障卡工

作、信息安全保护、信息化队伍建设及培

训等工作。在市信息委对各区县电子政

务总体框架建设现状开展评估中，宝山

区在１９个区县中处于前列水平。５月
２７日，区信息委等单位联合发布《上海
市宝山区信息化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实施细则（修订）》。全年信息化建设项

目共７０项，建设经费３０８６万元，其中新
建项目 ３１项，跨年度项目 ３９项。６月
２９日和７月６日，区信息委分别就电子
政务网络的物理环境应急和网络平台应

急进行演练。年内，大华中学和月浦新

村小学被列为“上海市教育信息化应用

实验学校”；宝山区信息化项目绩效评估

课题研究被评为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区县
信息化优秀项目；宝山区社保卡服务中

心被评为上海市社保卡服务先进集体。

■政府信息公开　至年末，共梳理主动
公开政府信息７４００条，比上年增２４７％；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７２７条，比上年增长
７２３％；网上咨询８０５５人次，比上年增加
３１６９人次；咨询电话２０５３人次，比上年减
少４２３人次；现场接待６６２８人次，比上年
明显减少；政府信息公开专栏的页面浏览

累计６９９９亿人次，比上年增１２％。

■宝山区公务员门户网和新版协同办公
系统启用　８月 ８日，区公务员门户网
和新版协同办公系统正式启用。由区信

息委承建的“宝山区统一身份认证和授

权管理系统二期———公务员门户”和新

版协同办公系统主要提供以下功能：信

息共享（信息发布系统、文件资料库），

协同工作（门户全文检索、工作交办），

日常管理（用户变更申请管理）。通过

各子系统建设，为全区公务人员提供更

多信息共享和协同功能，降低沟通和人

工数据整合的成本，同时加强区电子政

务平台管理，提高区电子政务平台可用

性，深化区电子政务平台应用，缩短内部

协同办公时间，提高办事效率。

■公务员电子政务培训　在全区公务员
中开展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培训，培训内容

包括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培训采取集中

培训、个人自学、网上自测、技能竞赛等形

式。培训分准备阶段、宣传动员、学习培

训、技能竞赛、总结评比等六个阶段，历时

９个月。通过对全区８５家委办局和街镇
及相关单位８００人次的分批培训，使全区
公务员掌握信息化和电子政务的基础知

识和计算机网上办公实务，提高信息化和

电子政务工作水平和实际应用能力。

■无纸化办公　８月，启用新版协同办
公系统，项目包括信息共享和发布网站、

办公自动化系统、公文交换平台、工作流

平台和邮件系统等。系统部署和应用推

广已覆盖全区各级党

政机关以及居委会、

村委会近 １００家单
位，系统用户３０００多
人。各部门累计发布

工作动态１６６万篇，
累计发布刊物 １７７０
期。各部门的公文、

会议通知和非正式公

文等大量文件，通过

系统实现跨部门发送

和接收，累计发布各

类会议通知６２９０篇，

网上发布和流转公文３５万多份。

■社会保障卡服务　区社会保障卡服务
中心全年完成社保卡信息采集４８３万
人，发放社保卡 ４１６万张，补卡 ８４６７
张，换卡６６８８张。完成 ７０周岁以上老
年人信息采集 ７４７万人，发放敬老卡
８０７万张。完成中小学生信息采集
２０５万人，发放学籍卡４４６万张。完成
０～６岁儿童信息采集２０１万人，发放儿
童卡２１６万张。发放长期居住证１３４
万人，办理临时居住证２４７０万人次，退
旧证４５８万张，上交押金４９６６万元。

■“为民地图———实有人口”系统建设
实现全覆盖　年内，区委组织部与区信
息委共同推进“为民地图”、“实有人口

数据库”系统应用，“为民地图———实有

人口”系统在全区实现全覆盖。区信息

委配合区委组织部完成指标采集系统的

开发，整合指标采集功能，优化数据采集

界面和操作流程，通过系统对信息的统

计、图示和处理，实现“社区党建全覆盖、

社区建设实体化、社区管理网格化”的工

作目标，实现各条线部门的信息共享。

■实有人口信息更新维护机制　年内，
区１２个街镇和城市工业园区约４００个

９６２



居、村委共采集更新上海市户籍人口信

息约１５万人次，更新比率为１５６％。各
街镇和工业园区来沪人员管理服务中心

通过协管员队伍，共采集来沪人员信息

５８万多条。至年末，区实有人口数据库
共收录约１５４万人口的基本信息，其中
上海市户籍人口约９６万，来沪人员约５８
万。为推进实有人口信息更新维护机

制建设，区信息委组织基层社区干部和

协管员开展业务培训，共培训 １９批约
６００多人次；打印发送实有人口信息档
案８５７册；为社区基层采购和安装电脑
设备２２３台。实有人口信息在区内多
个部门实现共享和应用，如区委组织部

为民地图系统、区卫生局居民健康档案

系统、区民政局救助信息资源管理平

台、区人口计生委对外来育龄妇女管理

和服务系统、区公安分局人口数据比对

系统等。

５月１４日，区政府与中国电信公司举行签约仪式 摄影／徐　敏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　年内，启动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共完成７家，并
投入使用。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包括以村

级事务代理室、村级标准卫生室、村级综

合文化活动室、便民农家店、为农综合服

务站为重点的“三室一站一店”，以及村

委会、党支部办公室、党员活动室、综治警

务室、老年活动室、小食堂、理发室、户外

文化活动广场等，具备了办公会议、教育

培训、事务代理、信访调解、文体娱乐、医

疗保健、农经商贸服务等多种功能。至年

末，宝山共完成２４个村级“代理室”、７５
所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建有综合文化活

动室９４个，其中面积达１５０平方米以上
的有４２个，占活动室数的４５％；试点建
设村级为农综合服务站１１家。

■软件业统计报表制度实施　根据上海
市信息化委员会统一部署，２００８年宝山
区实行软件业统计报表制度。至年底，

共有１３家注册在宝山的软件企业通过
审核，全年营业收入计４２３亿元，其中
软件业务收入计２７８亿元，软件行业从
业年平均人数为１０２１人，人均产生营业
收入４１４万元。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区内企事业单位
和市民对数据通信业务（固定电话、移动

电话、数据业务）的需求量增长迅速，区

信息委全年共受理管线建设 ２４８条路
段，管线长度２５５６公里，比上年分别增
长５１％和６３％。１２个街镇中，顾村、罗
泾和大场镇成为建设的核心区域，３个
镇的信息管线建设总长度达１４５３５公
里，占全区建设量的６６３９％。

■“无线城市”建设签约　４月３０日，区
政府和中国移动上海公司举行关于持续

推进宝山信息化建设及“无线城市”建

设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共同签署《２００８
年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和“无线城市”

建设合作协议》，双方在基础通信设施建

设、政务信息化、钢铁物流行业信息化解

决方案等多个领域达成合作共识。５月
１４日，区政府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签
约，合作推进宝山“无线城市”建设，计

划在三年内基本完成宝山区“无线城

市”建设，为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提供成
熟全面的无线网络服务。整个项目共分

三期：首期至２００８年底，完成宝山重要
区域热点覆盖，初步形成无线网络规模；

第二期至２００９年底，继续扩大无线网络
覆盖至轨道交通、轮渡、商业场所等；第三

期至 ２０１０年上海世
博会之前，在宝山所

有有需求地区广泛覆

盖无线网络，基本建

成宝山“无线城市”。

■宝山区信息化项目
绩效评估研究　按照
《宝山区信息化项目

管理暂行办法》的要

求，区信息委通过对

信息化项目绩效评估

指标、模型、方法等方

面的研究，探索建立

科学合理的信息化项

目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和管理机制。研究内

容包括：评估指标体系研究、评估方法研

究、评估试点（指标试行）。分研究阶段

和试点阶段。项目自２００７年４月起至
２００８年５月结束，由区信息委和上海互
联网咨询公司共同参与合作。指标体系

采用国内评估常用的三级结构，由３７项
评估指标及评估指标、评分标准、指标采

集方法等要素组成。评估方法采用自

查、用户调查、专家现场评估等多层面、

多视角的多种评价方法。该项研究通过

对２个不同专业、不同类型和不同应用
实践项目的评估试点后，经初步验证，通

过区科委项目验收。

■政府资源开发利用课题研究　年内完
成《上海市宝山区电子政务信息资源规

范》和《上海市宝山区公共数据共享平

台可行性研究方案》课题研究报告，进行

信息数据规划和数据库群规划研究。编

制《宝山区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暂行办

法》和《宝山区人口信息资源管理暂行

办法》，规范宝山区在管理人口、法人单

位、自然资源与地理信息、决策信息时所

涉及的资源目录、数据标准，便于实现全

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信息化应用系统

的跨平台、跨系统、跨应用、跨地区的信

息交换和信息共享。

■启动“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培训普
及工程　６月２６日，本区举办“千村万
户”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启动仪式，

副区长李原宣布宝山区“千村万户”农

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正式启动，市、区

领导共同为“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培

训点授牌。工程由区信息委牵头，区农

委、教育局、妇联、各镇联合实施，中国电

信上海公司独家协办，被列为国家农村

信息化综合信息服务试点项目。年内，

制订《关于启动宝山区农村信息化培训

普及工程的实施意见》，确立三年行动计

划。一年来，在全区９个镇１００多个村
中全面实施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完成

６个培训点共１０００人次每人２４学时的
培训任务和５０００人次的宣传任务。

■举办“诚信活动周”现场咨询活动　
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９日，开展“２００８年诚信
活动周”系列宣传活动。１０月２５日，作
为“诚信活动周”系列宣传活动之一，

２００８年宝山“诚信活动周”现场咨询活
动在庙行镇北斗星商业广场举行。区质

监局、区食品药品监督局、区旅游局、区

酒类专卖局、区消保委等１７家区社会诚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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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在现场设

摊，向市民宣传家电节能标准、商品选购

常识及真假鉴别等知识，并接受市民关

于信用产品、劳动权利维护、消费者权益

维护、青少年维权的等方面咨询，发放诚

信知识手册７５０份。

■举办青少年“诚信”主题演讲赛　１０
月２３日，由区信息委、区文明办和团区
委承办的“诚信塑造宝山 诚信成就事

业”———宝山区青少年演讲比赛在区委

党校举行。演讲比赛是宝山区“诚信宣

传周”重要活动之一。比赛以区各企业

单位的团员青年、区第七次团代会代表、

“三联系”网络内的青少年为参赛主体，

共有百余名团员青年参加；经过历时 ２
个多月的代表团选拔赛和复赛，最后有

１２名选手参加决赛。

■举办“我眼中的诚信”网上讨论活动
　７月，区信息委、区文明办和团区委在
区政府门户网站举行“我眼中的诚

信”———为塑造诚信宝山建言献策网上

讨论活动。共有２００余名团员青年和网
民参与讨论活动。

■企业信用等级评定　按照宝山区社会
诚信体系建设工作要点，组织开展“推进

企业诚信、构建和谐宝山”系列创建活

动，旨在围绕各行业监管部门诚信建设，

在行业内推进诚信创建活动，加强区企

业诚信体系建设。区经委、工商宝山分

局、区财政局、食药监宝山分局、区信息

委等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参与创建活动。在企业合同信用等

级评定活动中，宝山区获上海市“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的数量达２４４家，遍及
２２个行业，其中１０家企业获全国“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称号；在财务会计信用

等级评定活动中，宝山区共有６１家企业
获财务会计信用等级评定Ｂ级，４６３家企
业获财务会计信用等级评定 Ｃ级；在学
校食堂信用等级评定活动中，宝山区共有

８家学校食堂达食品卫生Ａ级；牡丹江路
成功创建市级放心示范街。 （钱帼婷）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概况　２００８年，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
站（以下简称网站）第六次改版，中文版

增设经济投资、消费指南等栏目，英文版

增设生活服务等栏目。全年网站共发布

各类信息１２０００余条，转、督办市民电子
邮件２１１４封，继续开展网谈热线、网上

调查，进一步规范政务信息发布、政府信

息公开运作机制，及时解读政策法规，调

整充实便民服务、网上办事等传统版块

内容，网站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当年，网

站首页访问量１７０万人次，页面访问量
突破７９００万人次，均居上海各区县政府
门户网站前列。在首届中国互联网品牌

大奖评选中，宝山政府门户网站获全国

地方政府网站创新品牌奖。

■第六次改版凸显投资与消费服务　４
月，网站完成第六次改版，在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背景下突出对投资与消费的引

导。新版增加“投资指南”频道，下设产

业布局、特色园区、商务楼宇、重点项目、

工业园区、相关机构、中介服务、数据宝

山等专栏，方便投资者到宝山投资建业。

同时，对宝山投资概况进行了全面梳理，

新增市民关注的社会事业信息。便民生

活频道新增购房装饰、移动电信、餐饮美

食、购物休闲、旅游度假、金融保险、汽车

服务等服务市民的消费信息专栏，为百

姓生活消费提供指南，新增信息１１００多
条。此外，网页框架、栏目设置、界面外

观等也作了相应调整。

■获全国地方政府网站创新品牌奖　
２００８年，在由中国互联网协会支持指导，
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与国务院新闻办

《网络传播》杂志联合主办、中国网联网

承办的首届“中国互联网品牌大奖”评选

中，宝山政府门户网站获全国地方政府网

站创新品牌奖。评比依据各类网站的访

问量、点击率、诚信度、传播力，同时参照

组委会在中国互联网与各大网站链接的

网络投票情况，并结合中国互联网站品牌

评价体系，最终对评比结果进行了综合平

衡。比赛主要设“新闻网站品牌奖”、“政

府网站品牌奖”、“商业网站品牌奖”等大

类奖项。其中，获地方政府网站创新品牌

奖的共有１２家政府网站。

■获第四届上海市优秀网站　在６月起
开展的第四届上海市优秀网站评选活动

中，宝山政府门户网站被评为政务类优

秀网站。本次评选活动是在市委宣传

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市互

联网舆论宣传领导小组办公室等１５家
单位的指导下，由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

会等单位主办，共有２０００多家网站报名
参加，经过首轮资格审查、两轮网上投

票、专家和公众评议团评选，最终产生

１１类共 ９５家获奖网站，其中政务类获

奖网站２０家。

■英文版被评为优秀外文网站　年初，
英文版在继续拓展网上外宣功能的同

时，增加了生活服务栏目，方便宝山外籍

人士的食、住、行、购、娱、医。在５月份
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政府网站国际化程度

测评结果发布暨研讨会上，网站英文版

被评为优秀外文网站。本次测评由中国

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国脉互联政府

网站规划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共有５家
区级政府网站外文版获奖。

■网上信访系统上线　１０月，网站与区
信访办联手，建立“宝山区网上信访（投

诉）中心”。该系统由书记区长信箱、街

镇领导信箱、在线信访、在线咨询、信访

政策法规等版块组成，具有受理、查询、

反馈、满意度测评等一体化功能，实现信

访事项“网来网去”，进一步方便了市

民，提高了办理效率，实现了实时互动。

为充分应用好该系统，网站与区信访办

联合制订了工作规范，并对政府各部门、

各街镇信访干部进行了专题培训。全

年，网站“书记、区长信箱”及网上信访

系统共受理市民电子邮件２１１４封，比上
年增加５７４％，继续保持１００％回复率。

■开通免费短信服务平台　在２００７年底
试运行的基础上，网站正式开通市民手机

短信服务平台。只要上网申请，就能每天

免费获取由网站发送的公共服务信息，手

机定制短信的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网

站对个人用户主要提供民生关注及衣、

食、住、行等实用信息，对企业用户则主要

提供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等政策信息。截

至年底，已有８００多个用户订阅。

■专题网（页）建设　网站围绕区重要会
议、重大活动等，通过制作专题网形式，加

强网上正面宣传，引导舆论。年内，制作

开通了抗雪防冻、抗震救灾、区“两会”、纪

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建区２０周年征文、
２００８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迎奥运、迎世
博等１０多个专题网（页）。 （王春明）

广播电视
■概况　宝山区广播电视台的前身为宝
山县有线广播站，创办于１９５６年。至年
末，全台有在编工作人员８６名。下设办
公室、总编室、新闻部、专题部、广播编辑

部、技术部、广告部。拥有专业频率１套
（调频９６２兆赫），每天播音１４５小时；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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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频道１套，每天播出１７５小时；宝
山新闻视频网站１个。电台全年自制节
目８９６小时；电视台全年制作新闻 １５０
小时。区广播电视台被上海文广传媒集

团电视新闻中心新闻坊栏目评为 ２００８
年度集体银奖，台长徐祖达及新闻部记

者孙子璎、张晖分获新闻坊“十佳站

长”、“十佳记者”、“十佳摄像”称号；常

务副台长李学军、播音员李灵分获中广

协会全国县（市、区）广播电视“优秀局

（台）长”、“优秀主持人”称号。

■电台、电视台栏目设置　２００８年，宝
山人民广播电台整合创办了《宝山新

闻》、《滨江故事》、《百姓连线》、《与法同

行》、《少儿广播台》、《布袋音乐》等新闻

及专题类栏目。宝山电视台新闻节目开

设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又好又

快建设滨江新区”、“迎奥运，办世博，创

文明新宝山”及“市民呼声”、“滨江故

事”等专栏。３月，电视台在保留《精彩
人生》人物访谈节目的基础上，开设《市

民话宝山》专题访谈类节目，制作播出了

“践行十七大精神，争当五大使命者”、

“加强政风建设，纯洁文化市场”、“我们

的美丽家园”等１０档节目。７月，把《宝
山纪实》、《宝山警苑》、《党旗颂》、《风雨

同舟》等专题栏目整合为一档周播板块

类的综合型杂志栏目《宝山纪实》。

■重点宣传报道和重大报道活动　完成
区“两会”、区委区政府集中调研、区处

级党政“一把手”培训班、滨江带开发建

设、抗震救灾、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奥

运会等重大活动、重点工作和重要事件

的宣传报道。组织拍摄大型电视专题片

《２００８，我们开拓奋进》，以及反映改革开
放３０周年、宝山建区２０周年成就的专
题片《我们走在改革开放大路上》。广

播电台《百姓连线》栏目以“３·１５消费
者权益日”宣传活动为契机，首次采用

９０分钟“三地连线”模式，让市民参与节
目，同时邀请商家代表及相关职能部门

的负责人围绕“消费与责任”的主题，现

场讲解维权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８
月２０日，举办《百姓连线》一周年庆典活
动。１２月１３日，宝山人民广播电台（调
频９６２兆赫）在牡丹江路文化广场举行
“看广播”大型广场听众见面会。所有

电台栏目的责任编辑、主持人及特邀嘉

宾在透明的直播间里现场操作、现场主

持，接听听众来电，现场直播 ２个多小
时。８月，举办 “风雨兼程２０年—纪念
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宝山建区２０周年诗

歌散文、ＤＶ图片新闻大赛”，共收到稿
件２００篇（条）。１１月８日，举办“荧屏
颂”———庆祝宝山电视台开播２０周年暨
第九届中国记者节文艺晚会。在宝山国

际民间艺术节期间，广播电视台完成了艺

术节节徽、吉祥物揭晓晚会、开幕式、闭幕

式、庙行秧歌大赛、月浦锣鼓年会、顾村诗

乡年会、艺术节论坛等系列活动的直播、

录播以及 ＶＴＲ制作等工作。同时，在两
台新闻栏目中采制播出新闻７０余条，《新
闻扫描》３档，制作播出电视专题访谈节
目和专题片４部，广播专题１６部。承办
２００７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电视初评活
动。配合上海东方卫视，连续两次直播了

抗震救灾特别节目“加油，２００８”。全年
被央视录用新闻６条，被市级媒体录用新
闻３６０条。有５６篇广播作品被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和上海经济区广播电视协作会、

ＳＭＧ广播新闻中心录用，２０多部专题片
在美国斯科拉卫星电视网播出。

■安全播出及设备改造　落实各项安全
播出预案，全年未发生安全播出事故。

投入资金２２０余万元，对广播电视设备
进行更新改造。新添演播室电脑灯及高

清数字摄录一体机，升级改造宝山电视

点播系统，扩展电视机房总控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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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宝山电视台新闻获奖作品一览表

姓　名 作　品 活动（奖项）名称 获奖情况

李　畅 播音 上广学会２００８年度播音主持评比 三等奖

史美龙 《奥运火炬手金晶回家了》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区县广播电视奖 广播新闻类二等奖

李学军、常　亮 《“草根”火炬手 八年圆一梦》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区县广播电视奖 电视新闻类三等奖

马　萧 《妞妞的日记》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区县广播电视奖 广播文艺类三等奖

段小龙、李学军、王忠伟 《当代“知青”的绿色银行》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有线电视协会奖 电视新闻类二等奖

卫　霞、叶　斐 《天使 在“迷失的世界”里展翅》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有线电视协会奖 电视专题类二等奖

孔祥俊 《“能耗大户”变身“环保乐园”》 ２００８年中华环保世纪行（上海）宣传活动 好新闻二等奖

梁晓峰、袁国良、李　畅 《昔日污染大区今朝获中华环境奖》 ２００８年中华环保世纪行（上海）宣传活动 好新闻三等奖

（王怡荣）

有线电视中心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有线电视中心
共有职工 ９１人，其中在编职工 ６７人。
下设办公室、工程部、技术部、运维部、财

务室５个职能部门及淞宝、泗塘、大场、
罗店４个分中心，１６个业务受理处。传
输有线电视节目频道６４套，其中包括央
视１６个节目频道、上视及东视共１５个
节目频道、各地方卫视节目３１套、及宝
山台自办节目２套。全区有线电视户数
有４２６８万户，其中居民４０１７万户，农

村２４５万户，用户总数比上年增长２６８
万户。全年有线电视初装及配套工程共

签约２４８个，其中居民住宅配套工程７０
个，配套用户数１５０００多户，商业用户共
安装终端９００多个。年内，完成沪太路
拓宽工程、轨道交通 Ｍ７线、同济高架路
等多个有线电视动迁工程。利用有线电

视光缆资源完成党员远程教育网、工商

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等网

点的有线电视增值业务。

■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完工　年

内，在全区范围内继续推进农村有线电视

“户户通”工程，对区内未安装有线电视

的农户免费安装，对符合民政补助规定的

８类对象（五保对象、低保家庭、烈属家
庭、因公牺牲人员的遗属、在乡复员军人、

残疾军人、带病回乡的退伍军人、因工作

关系患病并导致病故的人员）免除今后５
年内收视维护费。至７月底，完成全区农
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共免费安装

农户近６０００户，其中符合条件的八类对
象约５００户。宝山区成为上海市首个完
成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的区县。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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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机房设备技术改造　年内，罗店、
顾村机房投入运行，至此，全区网络规划

中所有前端机房均完成建设并投入运

行。建立各机房间互通的 ＩＰ电话、视频
监控和摩卡网管等监控系统，在技术部

设立视频监控装置２套。 （张　磊）

宝山报
■概况　全年共出版 ５３期（１５４０期至
１５９２期）、增刊 ８０个版面，全年新闻宣
传的文字量 ３００万字，图片近 １０００幅，
文字和图片中 ３０％由通讯员提供。每
期发行量近３２万份。头版为要闻版、
二版为综合新闻版、三版为社区新闻版、

四版为专副刊，包括“吴淞文化”、“百姓

生活”、“专题报道”、“副刊”等。在第九

届上海市区县报好新闻评选中，获一等

奖１个、二等奖３个、三等奖３个。

■重点工作宣传报道　年内，根据区委、
区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四个

更”的目标建设滨江新区的一系列重大

部署和重要任务为主线，把相关宣传贯

穿在经常性的各类报道中。对区委、区

政府阶段性的重点工作给予全方位的和

深入的报道，及时报道支援灾区，节能减

排，迎奥运、迎世博，创文明城区，纪念改

革开放３０周年和建区２０周年，应对经
济形势的宏观变化，以及贯穿全年的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民生工作等。在不同

版面开设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又好又快建设滨江新区”、“科学发展、

互动共赢”、“同创文明城区，共建和谐

家园”、“解放思想 转变作风，扎实推进

各项工作”、“迎奥运 讲文明 树新风，解

放思想振奋精神”、“迎奥运办世博，创文

明城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创文明滨
江新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解

放思想攻坚克难全面完成全年各项任

务”、“时政要闻”、“区县区域信息”、“统

战时讯”、“税收连着你我他，富国强民靠

大家”、“回望改革开放成果，印证宝山城

乡巨变”、“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

神，共建共享和谐社会”、“身边好党员”、

“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长江口时

评”、“改革开放三十年周年征文”、“生活

顾问”、“感性人生”、“宝山史话”、“百姓

故事”、“人在宝山”等栏目。

■专题报道　年内刊发了一系列新闻专
题、专版报道。组织记者深入一线采访，

及时报道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全区抗雪

灾的情况；开设“宝山区六届人大三次会

议、宝山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专题报道”

专版；开设“全面贯彻落实区委五届五次

全会精神”专版；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开

设“抗震救灾”专版；开设“第六届上海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奥运视点”、“奥运

特刊”、“迎世博”专版；针对整个国际经

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可能带来的

影响，策划组织各街镇采取措施完成全年

任务的专题报道等。 （徐　蔚）

宝钢新闻中心
■概况　宝钢新闻中心隶属宝钢集团公
司宣传部，下辖《宝钢日报》社、宝钢新

闻中心专题室。《宝钢日报》国内统一

刊号ＣＮ３１—００５８，有在册人员３９人，其
中在编人员２７人，借聘人员１２人，实行
总编负责制；全年出版３０３期，每期发行
量７万份。宝钢电视台对外保留宝钢电
视台名称，对内为宝钢新闻中心专题室，

共有采编、技术岗位员工１６名；每天制
作１０分钟的新闻或专题节目，由宝山有
线电视台１套、２套播出，并通过每周快
递的方法，将录像带集锦送达南京梅山、

浙江马迹山港区、新疆八一钢厂播放。

■《宝钢日报》　全年围绕各阶段中心工
作，先后推出《改进作风的脚步》、《和谐

春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行为养成》、

《感动员工感动用户》、《聚焦‘金牛’》、

《专家视点》、《如何应对当前市场压力和

挑战》、《创造更多价值，我为企业分忧》

等新栏目；推出“冰雪无情人有情”、“全

国人民看宝钢”、“情系地震灾区”、“宝钢

人喜迎奥运”等专栏；编发“宝钢建设３０
年”特刊，开展“我的宝钢岁月”、“我心

中的宝钢”征文活动等。年内，《宝钢日

报》被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上海

市最佳企业报”；５人被上海市企业报协
会、全国冶金记协、中国新闻记者协会企

业分会授予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有２３
件新闻作品，获得包括上海市政府新闻奖

在内的上海市及冶金行业新闻奖；共有

１７５篇（幅）稿件被解放日报、文汇报、新
民晚报、中国冶金报等社会媒体刊登。全

年有３８１７篇稿件由各级通讯员提供，约
占全部新闻稿件的五分之二。

■宝钢新闻中心专题室（宝钢电视台）
　年内分别制作了《引领二次创业》、
《宝钢马迹山港》、《创新路上领头人》、

《飞扬激情战硅钢》等７部电视专题片，
制作了《宝钢３０年》１２集大型电视专题

片。全年新闻报道 ２４４０条。做好宝钢
党代会、干部大会、政工会议、职代会、预

算计划会、宝钢３０周年纪念大会、宝钢
年度人物颁奖大会、宝钢对外兼并重组，

年初的冰雪灾害、５月汶川地震、８月奥
运会等动态性、纪念性活动的报道，并根

据宝钢新一轮发展战略，围绕“精品＋规
模”主线，把镜头聚焦于宝钢各钢铁子公

司产量创新高、新产品研发、管理技术创

新、清洁工厂、节能降耗等生产经营过程

中的人物和事件。１０月，宝钢电视台被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企业电视分会授予

“最佳企业台”称号。至年末，宝钢电视

共外发新闻稿件１３６篇（条），其中１１件
为电视新闻和电视专题片，被上海电视

台、东方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等主流

媒体录用播出。

■宝钢日报电子版　《宝钢日报》电子
版（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ｂａｏｓｔｅｅｌｃｏｍ／ｎｅｗｓ）于
２００５年２月４日在互联网上发布，栏目
有一版要闻、经济新闻、综合新闻、行业

动态、时事评论、报纸版面、图片新闻等

八大板块，并能连接宝钢视频新闻。至

年底，《宝钢日报》电子版的新闻总数达

２５３１２条，图片 １６５９幅，报纸版面 １４６４
多个。栏目分为：一版要闻、经济新闻、

综合新闻、行业动态、时事评论、报纸版

面、图片新闻等八大板块，并能链接宝钢

视频新闻。 （刘元杰）

电信
■上海市电信有限公司宝山电信局　该
局是上海市电信有限公司二级直属单

位；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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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ＭＡ）、宽带业务、
小灵通、ＩＰＴＶ等各类电信基础业务和增
值业务。作为区政府“千村万户”农村

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的唯一合作单位，

该局承担了区内５０００人次的培训任务。
６月２６日，协助区信息委在罗泾中学举
行宝山区“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培训

普及工程启动仪式。年内，在全区９个
镇进行信息化普及培训 ６０多次，培训
５１７０人次。年内推进品牌业务建设，在
用户中进一步加强“我的Ｅ家”和“商务
领航”两大业务品牌的宣传与推广。自

１０月中国电信正式接手 ＣＤＭＡ业务以
来，推出移动业务品牌“天翼”，并重点

做好固定电话与移动业务的融合。开展

“诚信服务，满意服务”竞赛活动，进一

步提升服务质量。 （张明之）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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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方继红

审判
■概况　区法院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１７２９７件，比上年增加０８７％，连同上年
存案审结（执结）１７３１３件，比上年增加
０４８％；结案诉讼标的金额１８５６亿元；
审理中和执行中的案件１５０１件，比上年
减少１０５％。根据市高级人民法院的
部署，开展立案接待大厅“达标评优”、

裁判文书附录法律条文抽查评比和案件

质量点评活动。推进裁判文书上网，实

施庭审录音录像和网络直播工作。严格

执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对经济确有

困难的当事人减交、免交、缓交诉讼费共

５０万元。查找人民陪审员工作薄弱环
节，召开人民陪审员工作推进会，为人民

陪审员开展为期一周的集中培训，内容

涉及劳动合同法、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

和庭审规范，通过案例教学和讨论交流，

提高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能力，全年人

民陪审员共参加 １０３２件案件的庭审。
制订《关于加强调研工作考核的若干规

定》，３个研究课题和３篇案例被市高级
人民法院选中；创办《审判实践》刊物，

拓展调研成果转化，优化调研工作氛围。

采编《每日信息》２３７期。以建院 ２０周
年为契机，编写《实践》一书，总结２０年
的审判实践经验。选择典型案例，制作

４０块法制宣传版面深入机关、学校、企
业、社区和农村进行巡回展出，并进行法

律咨询服务。加强司法警察工作，安全

提押刑事案件被告人２７４９人次，实施诉
讼安全检查１０６２１０人次，参与执行和财
产保全 ２０３人次，送达各类法律文书
３８５１件。开展“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主
题实践活动，围绕人民法院如何回应人

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进行“假如我

是当事人”大讨论，通过换位思考，着重

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成立由

全体中层干部组成的督查组，进行不定

期的巡查和检查，对不规范行为进行当

场指正并记录在册，由职能部门跟踪整

改情况，推动审判作风建设。先后５次
邀请特邀监督员旁听案件庭审，参与集

中执行６人次，召开座谈会３次，上门走
访征求意见１２人次，办理人大交办督办
案件１０５件。配合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调
研活动，向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扩大）会

议报告 ２００５年以来人民陪审员工作
情况。

■刑事审判　年内共受理各类刑事案
件１２７０件，比上年增加 ３８４％。在受
理的案件中，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

罪案件１３１件，比上年减少２３８４％，其
中故意伤害罪、强奸罪案件分别为 ８２
件 和 １３件，分 别 减 少 ２４７７％ 和
４０９１％，故意杀人罪和非法拘禁罪案
件分别为 ３件和 ２４件；侵犯财产罪案
件６８３件，比上年增加２６０１％，其中盗
窃罪、抢劫罪和抢夺罪案件分别为４７３
件、９２件和 １９件，分别增加 ２５１３％、
１７９５％和４６１５％，职务侵占罪和敲诈
勒索罪案件分别为３３件和２６件，分别
比上年增加 １０６２５％和 ６２５％；破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案件 ８３件，
比上年减少１８６３％，其中合同诈骗罪
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

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案件分别为 １５
件和９件，分别比上年减少 ５４５５％和
５５％；信用卡诈骗罪、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案件分别为２４件和１５件，分别比
上年减少 １４０％和 ６６６７％；危害公共
安全 罪 案 件 ９２件，比 上 年 减 少
１０６８％，其中破坏电力设备罪和交通
肇事罪案件分别为１１件和６９件，分别
比上年减少５４１７％和４３４％，妨害社
会管理秩序罪案件２６２件，比上年减少
７７５％，其中赌博罪、妨碍公务罪、引
诱、容留、介绍卖淫罪、走私、贩卖、运

输、制造毒品罪案件分别为 ２９件、１２
件、４５件和 １９件，分别比上年减少

１７１４％、４０％、１９６４％和 ５６８２％；寻
衅滋事罪和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

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案件分别为６６件和
１６件，分别比上年增加 １７８６％和
１００％，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和
聚众斗殴罪案件分别为２１件和１５件，
与上年基本持平；贪污、贿赂罪案件１４
件，比上年减少２６３２％，其中贪污罪和
受贿罪案件分别为４件和８件，挪用公
款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案件各 １件。
全年连同上年存案审结 １２７４件，比上
年增加５５５％。判决生效１２３７件１９１８
人，分别比上年增加１０６％和１５９％，
其中判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１０４人，３
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３１８人，３年
以下有期徒刑７９５人，拘役、缓刑、管制
６６３人，单处附加刑和免予刑事处罚３８
人。共审结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绑架

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案件８１８件，使用
暴力妨害警察执行公务案件１２件。被
告人唐某等６人经预谋，携带自制土枪
及砍刀至上海一钢企业开发有限公司

废钢堆场，持枪威胁保安，抢运不锈钢

废料，当民警进行拘捕时持枪拒捕，分别

以抢劫罪被判处８年至８年６个月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审结走私、金融诈骗、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破坏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序案件８３件。审结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件５件，被告人徐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７年。审结贪污、贿
赂罪案件 １３件，涉及国家工作人员 １３
人，其中处级干部４人。全年审结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案件１２８件，调解结案率
７３４４％，案件的被害人获得７６９万元赔
偿款。区法院认真落实涉及审判工作的

平安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选

择典型案件到宝山看守所进行法制教

育；年内，召开毒品犯罪、严重暴力犯罪

和暴力袭警等妨碍公务案件的集中宣判

会，３５０名群众参加旁听。截至年底，未
审结案件３４件，比上年减少１０５３％。

５７２



■民事审判　全年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含商事案件）１０３２５件，比上年增加
４３０％。受理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
２１３３件，比上年增加 ８３３％，其中婚姻
家庭纠纷案件 １９９７件，比上年增加
７１９％，包括离婚纠纷、登记离婚后财产
纠纷案件为１６８３件和５５件，抚养、扶养
关系纠纷、抚育、扶养费纠纷和赡养费纠

纷案件分别为８６件、８９件和２０件，解除
收养关系、分家析产和探视子女权纠纷

案件为分别１４件、２０件和２０件；继承纠
纷案件１３６件，比上年增加２８３０％，包
括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案件分别为１１３
件和 １６件。受理合同纠纷案件 ６６０８
件，比上年增加 ５１２％，其中买卖合同
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和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分别为１２６９件、１３９件和４３７件，
比上年分别增加 １８１６％、６９５１％和
１１２０％；劳动争议合同纠纷、服务合同
纠纷和其他合同纠纷分别为６４１件、６３５
件和５５２件，比上年分别增加１４０６％、
８０９１％和３６１２％；房地产合同纠纷、借
款纠纷、承揽合同纠纷和电信合同纠纷

案件分别为５６件、９６７件、１９２件和１７３０
件，比上年分别减少 ２３２９％、６５４％、
１９６７％和１７０３％。受理权属、侵权纠
纷案件１５８４件，比上年减少３６５％，其
中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和

股东权纠纷案件分别为１７６件、１１２件和
３８件，比上年分别减少 １６８％、１０４％
和７３９７％；财产权属纠纷、票据追索权
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和不当得利案

件分别为１９８件、３９件、８４２件和３３件，
比上 年 分 别 增 加 ２４５３％、８３３％、
１４２４％和 ９４１２％。包括申请公示催
告、申请支付令、诉前财产保全、认定行

为能力等适用特别程序案件９３件，比上
年减少１５４５％。全年连同上年存案审
结１０３３９件，结案标的金额１４１５亿元。
其中审结婚姻家庭、劳动争议、损害赔

偿、相邻关系等民事纠纷案件１９８４件；
审结各类商事案件１９３４件，结案标的金
额６６５亿元。根据市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诉讼标的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以下民商
事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制

订《关于大额标的民商事案件诉讼管理

的若干规定》，审结诉讼标的人民币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案件 ３１件，涉案标的金额
３２２亿元；审结房屋买卖、房屋租赁和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等涉及房地产案件

１１３７件。在审结的１０３３９件案件中，结
案方式为判决的４１０６件，占３９７１％；调
解的２８４２件，占 ２７４９％；撤诉的 ３１７６

件，占 ３０７２％；驳回起诉、移送等 ２１５
件，占２０８％。为提高审判效率，深化案
件繁简分流，通过速裁方式审结 ４２２９
件，比上年增加 １３２％，案件平均审理
天数为２２天。共审结一审涉外、涉港、
澳、台案件５４件，均为民事案件，比上年
减少１０％，其中涉外案件４０件，涉港案
件７件，涉台案件７件。淞南人民法庭
加强与基层组织的协调配合，形成化解

社会矛盾的合力，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

９７９件。规范诉讼保全财产控制告知制
度，根据当事人申请，共对６９０件案件实
施了诉讼保全，保全标的金额人民币

５６亿元。将调解工作贯穿于民事诉讼
的全过程，民事案件调解撤诉结案率

６０％；探索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相衔接
的工作机制，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

导，淞南人民法庭被评为“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度上海市指导人民调解先进单位”。

适当扩大委托人民调解的范围，共委托

调解案件 １９８４件，调解成功 ８１９件，调
解率为 ４１２８％。至年底，未审结 ９４９
件，比上年减少１４５％。

■行政审判　全年共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６２件，与上年持平。其中公安类、城建
类和工商类案件分别为１９件、２２件和５
件，分别比上年增加７２７３％、８３３３％和
６６６７％；交通类、其它类分别为 ２件、７
件，比 上 年 分 别 减 少 ６６６７％ 和

４６１５％；劳动和社会保障类 ７件，与上
年持 平。审 结 ６２件，比 上 年 减 少
１５９％，其中维持行政机关决定、驳回起
诉和驳回诉讼请求各１７件，以协调和解
方式结案原告主动撤诉 ２１件，移送 １
件，另有 ６件为裁定不予受理的案件。
根据行政机关的申请，加强合法性审查，

依法执结非诉行政案件 ２１７件。至年
底，未审结３件，与上年持平。根据市高
级人民法院《关于积极配合市人大有关

行政审判工作专项调研进一步推进法院

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配合市人大有关

行政审判工作专题调研工作。

■执行工作　年内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５６１９件，比上年减少４７５％。其中刑事
类 １１５２件，占 ２０５％，比上年减少
１７０６％；民 事 类 案 件 ４１３０件，占
７３５％，与上年基本持平；行政非诉案件
２２７件，比上年增加 ４６４５％；仲裁案件
９７件，比上年减少５８１９％；公证债权文
书１３件，比上年减少 ４０９１％。执结
５６１５件，比上年减少５９％，执结标的金

额人民币４３４亿元。执行方式为被执
行人自动履行和强制执行的分别为１８６５
件和 ５５９件，分 别 增 加 ９０６％ 和
２７６％；和解、终结和其他的分别为６７５
件、２５１１件和 ５件，分别减少 ３４３３％、
５３２％和８４３８％。落实中央政法委员
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清理执行积

案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提高执行效率，探

索执行财产集约化调查，完成集中查控

房产、银行、股票、车辆１８７９０次，实际查
控财产价值４２００万元，案件平均执行天
数比上年缩短 ３０天；以服务民生为主
题，加大对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农民

工工资、社保基金等与公民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案件的执行力度；建立执行值班

电话专人接听处置制度，及时处理答复

当事人的信访；对经督促拒不履行义务

的３７名被执行人采取司法拘留强制措
施；会同区公安分局制订《关于依法加强

和规范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实施细则》，

通过公安机关在网上发布追逃信息；依

靠地方党委和政府积极化解执行矛盾，

执结罗店镇东电台路、吴淞豆制品厂、月

浦镇月狮村等房屋、土地迁让案件，支持

一批市政民生工程的开展。至年底，未

执结各类执行案件 ５１４件，比上年增
加０７８％。

■审判监督　全年共受理申诉和再审案
件２１件，比上年减少６９３５％。其中刑
事类、民事类和行政类案件分别为２件、
１７件和２件，连同存案审结２３件，比上
年减少６５５７％。结案方式为驳回申诉
６件、本院决定再审３件、其他１４件。与
区检察院共同签署《关于加强民事行政

诉讼监督工作中协作配合促进司法和谐

的联席会议纪要》，加强协调配合化解

矛盾。

■信访工作　年内共审查立案 １７２９７
件，接待当事人来访２１８５件，比上年减
少３８０７％；处理当事人来信２６９５件，比
上年增加１０８１％。完善院、庭长接待制
度，规范判后答疑工作，引导当事人以理

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从源头上

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配合区政府有关

部门及时介入，采取非诉讼调解方式，有

效化解因集装箱货柜在外环线翻落致人

伤亡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闽吉花木市

场非法转包及拆迁纠纷、大华二村 ３１３
名业主诉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纠纷等，

避免矛盾激化。 （陈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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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

庭审现场 区检察院／提供

■概况　年内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
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坚持以“社

会更加和谐”为目标，全面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职责。（１）打击各类刑事犯
罪。全年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

件１２３３件 １７９６人，比上年分别上升
４８％和 ５５％；依法批准逮捕 １１９２件
１７３４人，分别比上年上升 ３５％ 和
３３％；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
１４３１件２２７７人，分别比上年上升４４％
和 ３１％；依法提起公诉 １３５１件 ２１６０
人，分别比上年上升２％和２７％。（２）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受理贪污贿赂等

职务犯罪案件线索９２件，初查５７件，查
结５７件，立案侦查２４件３２人；初查渎
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１５件，查结１５件，
立案侦查３件３人。（３）履行对诉讼活
动的法律监督。在刑事审判监督中，立

案监督２３件４３人，追捕到案８０人，追
诉到案６７人；按照二审程序依法提出抗
诉１件，建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
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１件。在
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中，建议提请

和提请抗诉５件。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执
法活动监督中，对监管场所进行安全防

范检察５３３次；审查监狱、看守所呈报的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材料 ６７２
份。参与上海市检察院“集中听庭评

议”和“公诉文书评选”活动，完成参评

庭２８次、示范庭２次，其中６个参评庭
被评为上海市检察机关优秀公诉庭；完

成参评文书２９篇，其中１篇文书获上海
市检察机关公诉文书评选活动二等奖。

在公诉科及反贪局先后成立“青年办案

组”３个，独立开展审查起诉、反贪查案
及相关职能延伸工作。院信访室被最高

人民检察院评为２００８年度全国文明接
待室。

■查办职务犯罪　全年受理贪污贿赂等
犯罪线索９２件，比上年减少９件；立案
侦查２４件３２人，比上年增加２件６人。
其中涉案金额５万元以上的大案１８件，
涉及副处级以上干部的要案４件，大要
案率９１７％。受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
线索１２件，初查１５件，立案侦查３件３
人。深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措施，健全

预防职务犯罪制度，开展个案预防 １０
件、系统预防２件、创“双优”专项预防４
件。办案中追缴赃款１１４０万元。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坚持
“该严则严”，重点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

安稳定、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

活动，共批准逮捕“八类”（故意杀人、抢

劫、强奸、绑架、故意伤害、放火、爆炸、投

放危险物质）案件犯罪嫌疑人３３１人，提
起公诉１９４件３６８人，分别占起诉案件
总数的 １４４％和 １７０％。适时介入侦
查引导取证１１４次，围绕北京奥运会、全
国“两会”等重要时期，组织参与集中公

诉４批２３件３９人。贯彻“当宽则宽”，
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

不诉，对１５名（其中未成年人１人）涉嫌
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

逮捕；对３名（其中未成年人２人）犯罪
情节轻微、社会危害小的犯罪嫌疑人依

法不起诉，同时对３名不捕不诉的未成
年人开展考察帮教。探索刑事和解制度

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的合理运用，

共对１０件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
运用量刑建议落实非监禁化措施，共建

议法院适用单处罚金刑罚１１件１３人，
适用管制刑罚１件１人，适用缓刑８６件
１０４人，占总审结案件数的 ７３％，法院
采纳率达９９％。

■法律监督　在刑事立案监督中，全年
共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

由通知书》２３件４３人，公安机关均予立
案；建议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

案件 ９件 １５人，比上年分别上升
２８５７％和５０％；对应当逮捕而未提请逮
捕的，追捕到案８０人；对应当起诉而未
移送起诉的，追诉到案６７人。在刑事审
判监督中，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判决、裁

定，按照二审程序依法提出抗诉１件；建
议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按照审判监督

程序提出抗诉１件；对法院审判过程中
存在的文书差错、刑期折抵错误等情况，

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２９次，均被法院采
纳。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中，对

认为确有错误的已经生效判决、裁定（建

议）提请抗诉５件；完善律师代理申诉制
度，全年律师代理申诉案件２８件，占受
理数３６４％，比上年上升 ８５％；探索运
用检察和解等多种形式，加强民事申诉

案件息诉工作，全年息诉５４件，占受理
数７０１％，比上年上升３１７％。在刑罚
执行和监管执法活动监督中，对监管场

所进行安全防范检察５３３次，发现安全
隐患５０次，纠正意见均被采纳；审查监
狱、看守所呈报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

执行等材料６７２份，对其中２２份减刑材
料提出不同意呈报的意见，均被采纳；开

展“地下航线”专项打击活动，收缴现金

１４１００余元、各类香烟８３１包、银行卡 ３
张及大量食品；受理在押人员的控告申

诉件４２件，依法清理扣押物品２４件，纠
正刑期折抵错误等法律文书差错４份。

■信访接待和巡访　制订《检察长接待
处理疑难信访工作暂行办法》，落实领导

包案，组成化解小组，做好疑难信访的化

解稳控工作。开展涉检重信重访专项治

理工作，有效防止越级访、进京访。深化

“受理举报、下访接待、化解矛盾”三位

一体的下访巡访工作机制，做好初信初

访接待处置工作。全年共受理各类群众

举报、控告、申诉等来信３２３件，接待来
访群众３４３批４６９人，均依法及时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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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对可能出现的不稳定信访，逐案排

查，逐案化解；成功化解、稳控上级转交

办的疑难进京访３件、重点排查的涉检
疑难信访７件，化解集体访、缠闹访 １１
件；做好当事人服判息诉工作，息诉

７６件。

６月２５日，区检察院干警上街开展法制宣传 区检察院／提供

司法援助 区司法局／提供

■检察调研　全年共撰写检察调研报告
９３篇，被《检察日报》、《中国检察官》等
国家级报刊采用５７篇（次），市（省）级
报刊等采用８０篇（次），在高检院、市院
等调研评比中获奖１４篇；制作并播出法
制专题片９次；编发各类情况信息、统计
分析１８１期，其中领导批示５篇，被高检
院、市院采用９３篇（次）。 （陈怡怡）

司法行政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司法行政工作围绕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开展“百名律

师进社区”活动，强化法律服务行业行

风建设，引导律师参与化解突发事件和

群体性矛盾。拓展公证服务领域，调整

宝山公证接待窗口职能，增加公证法律

服务网点。开展“五五”普法中期检查，

推进法律“六进”活动，开展“学法用法

模范公务员”、“学法用法示范机关”评

比活动和“民主法治示范村”、“民主法

治小区”创建活动。推进民事纠纷、轻伤

害案件、治安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工作，建

立信访案件和物业管理纠纷委托人民调

解工作机制。落实安置帮教工作措施，

提升帮教矫正效果。拓展法律援助受案

渠道，开展为困难群体上门发放“法律援

助证”工作。年内，区司法局法制宣传教

育科被评为区平安建设先进集体，公证

律师管理科被评

为上海市司法行

政系 统 先 进 集

体，诚建成律师

事务所被评为上

海市司法行政系

统先进集体并记

集体三等功。

■律师代理诉讼
　至年末，全区
有注册律师事务

所 １５家，律 师
１１８人，比上年增
９人，全年创收
４２１２万元，比上
年增加９３５万元。共代理诉讼案件３７５０
件，比上年增加４１３件，其中刑事诉讼代
理 ６４９件，占 １７３％；民事诉讼代理
２４５１件，占 ６５４％；经济诉讼代理 ６３８
件，占 １７０％；行政诉讼代理 １１件，
占０３％。

■办理公证件　全年办理公证９１１１件，
比上年减少５２７５件。其中，国内民事公
证 ３３３９件，占 ３６６％；国内经济公证
２３２９件，占２５６％；涉外民事公证３０６７
件，占３３７％；涉外经济公证１８４件，占
２０％；涉台民事公证６２件，占０７％；涉
台经济公证１９件，占０２％；涉澳民事公
证１１件，占０１％；涉澳经济公证０件；
涉港民事公证６７件，占０７％；涉港经济
公证３１件，占０３％；提存公证１件。全
年创收 １４１６万元，比上年减少 １９６
万元。

■承办法律援助案件　区法律援助中心
全年受理法律援助案５０２件，比上年增
加１１０件，增２８１％，其中民事法律援助
２６３件，刑事法律援助２３９件。接待法律
咨询３８７９批，接听１２３４８专线咨询电话
６４３４个；受理 １１０公安、司法联动案
７６５５件。为２７５名困难群众发放了“法
律援助证”。

■法制宣传教育　年内继续推进“法律
六进”活动，抓好领导干部、行政执法人

员、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

每季度编发《学法参阅》，举办处级领导

干部法制讲座６次，４５０余名处级领导干
部参加并通过网上学法测试。围绕“平

安宝山建设”、“平安奥运”、“迎世博６００
天行动计划”、“第二十届宪法宣传周”

等中心任务，开展宣传活动。依托市民

法制学校、民工法制学校和各类宣传媒

体，举办《劳动合同法》、《物权法》、《突

发事件应对法》、《食品卫生法》、《产品

质量法》等法律法规讲座。加强法制宣

传教育阵地建设，设置法制宣传固定设

施，开播法治栏目，健全法制学校，发挥

普法队伍作用，提升法制宣传教育效果。

■人民调解　至年末，全区有调解委员
会 ４６７个，比上年增加 ４０个，增幅
８６％；有人民调解员２５４４名，人民陪审
员４０名。加大人民调解协议书指导备
案制度，规范人民调解协议书制作，各

街、镇调解委员会及各联合调解委员会

共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３３６６份，比上年
增５９％。举办基层调解干部培训班 １８
期，参加培训８００余人。全区各级人民
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７７１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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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上 年 增 ３２５％，成 功 调 解 率

达９９９％。

■社区矫正、安置帮教　年内组织各街
镇认真落实社区矫正工作目标管理规

范，首批 ４个街镇通过市矫正办验收。
推广社区服刑人员补偿性公益劳动制

度，试点侵财类社区矫正对象分类矫正

工作，实施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分类矫

正制度，开展社区服刑人员个性化教育

矫正研讨活动；组织心理健康专题教育，

举办“以社区矫正见成效”为主题的第

三届宝山矫正论坛活动；开展刑释解教

人员生存和思想状况调查，完善重点必

控对象防范措施，规范刑释解教人员医

疗救助工作。全区有五年内刑释解教人

员２５０３人，落户２４９０人，落户率９９５％；
安置２４９１人，安置率９９５％；实施帮教
２４８４人，帮教率９９２％；建立刑释解教人
员过渡性集体户口１５个，刑释解教人员
过渡性安置基地２６个。 （颜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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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街镇司法服务窗口一览表

单位 地 址 服务电话 监督电话 单位 地 址 服务电话 监督电话

大场镇 沪太路１８５８号 ５６６８３１７９ ５６５０７６７４

顾村镇 泰和西路３４３１号 ５６０４３０８５ ６６０４２０６８

庙行镇 长江西路２７００号 ５６４７０６３３ ５６４０３８６８

高境镇 殷高西路１１１号 ３６１４００１９ ５６１４５４６４

杨行镇 水产路２６９９号 ３６０２０４２２ ５６８０１９５４

淞南镇 长江南路５８３号 ６６１８６５１０ ３６１４０４１１

月浦镇 月罗路２００号 ５６６４９５５６ ５６６４９５５２

罗店镇 市一路２００号 ５６８６７３８５ ５６８６５３７９

罗泾镇 飞达路８５号 ６６８７６８１５ ６６８７６８０５

友谊路街道 友谊路１９７弄１２号 ５６６０３８８２ ５６７８７７０５

吴淞街道 淞滨路３８５号 ５６６７５２９１ ５６８４４７０４

张庙街道 呼玛路８００号 ５６７５０９１２ ５６７６６８６９

!""#

年宝山区法律服务所一览表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庙行镇法律服务所 三泉路１３４８号 ５６４０５４７３

顾村镇法律服务所 泰和西路３４３１号 ５６０４３０８５

月浦镇法律服务所 月浦四村６号 ５６６４９５５１

吴淞街道法律服务所 淞滨路３８５号 ５６８４２２６１

!""#

年宝山区公证处、律师事务所一览表

所　名 地　址 人数 电 话 邮 编

公证处 牡丹江路７３８号 １９ ５６５７８８０９ ２００９４０

瑞和所 友谊路１１０号 ８ ５６６０３０７５ ２０１９００

诚建成所 宝林路５０弄１７号 １１ ５６１１７６０２ ２０１９００

银星所 友谊支路１７３弄１号 １１ ５６６０１０４０ ２０１９００

昊坤所 牡丹江路１３２５号３楼 ８ ３６０１１１８６ ２００９４０

利歌所 宝辰花园７９号 ３ ５６１６７９７９ ２００９４０

东海所 友谊支路２２５号 １０ ５６６０２１７３ ２０１９００

致真所 友谊支路１７３弄１号４楼 １１ ５６６９１００８ ２０１９００

沪北所 友谊路４８号 １１ ５６６０１６２６ ２０１９００

江南所 友谊支路１８１号３楼 ５ ５６７８５９７７ ２０１９００

范仲兴 友谊路４８号 ６ ５６６９６７９７ ２０１９００

孙正杰所 行知路６５１号 ３ ６６３５４３１９ ２００４４２

百汇所 汶水东路１２１号５楼 ７ ６５１７０２１５ ２００４３７

天云所 泰和路２４５号 ６ ６５２２５７９２ ２０００８１

政明所 永清路８９９号６０２室 ７ ５６１１９９９３ ２０１９００

沪港所 友谊路４３弄２号３０２室 ３ ５６６９２８６８ ２０１９００

（颜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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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与社会安全
ＪｕｎＳｈｉＹｕＳｈｅＨｕｉＡｎＱｕａｎ

■编辑　方继红

宝山民兵举行双２５高炮实弹射击，左上方光点为弹着点 摄影／胡晓春

人民武装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人武部推进民兵应
急作战能力和一流“窗口”部队建设，坚

持从严治军。在人武部和民兵预备役

部队中抓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

念，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教育、战斗

精神教育和“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系列教
育活动。以“同学创新理论、同树文明

新风、同保社会平安”活动为载体，组织

民兵预备役人员积极投身和谐社会建

设实践活动。按照“快速反应、随时应

急”要求，有效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组织

民兵整组工作，修订完善《宝山联防区

应对重大“台独”事变军事行动方案》、

《宝山区局部应急动员方案》和《宝山

区地面战场管制方案》３个基本方案，
修订《宝山区维护社会稳定方案》和

《宝山区抢险救灾行动方案》。落实各

项战备制度，加强指挥所和战场建设，

强化民兵应急分队处突维稳等技术技

能课题训练，实现应急作战准备向常态

化准备转换。全年共参加导弹、通信、

防化、高炮等各类专业集训、培训 ２５
期，完成训练时间１９４天，参训８７４人。
奥运安保期间，按要求组织民兵防化连

在民兵训练基地集中备勤。严格按照

“四个管出”（即管出战斗力、管出正规

化、管出好作风、管出安全稳定）和“安

全发展、服务准备”的要求，开展“学法

规、用法规、守法规”活动，抓好条令条

例、规章制度和《生命的关口》学习教

育。从人武部和民兵预备役建设薄弱

环节抓起，强化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

意识，逐级签订安全管理目标责任书。

全年实现人员车辆管控、训练安全、枪

弹管理、季节性事故预防和保密安全等

安全无事故的目标。年内，双 ２５高炮
营在警备区组织的民兵实弹射击中取

得总评成绩第一；完成２７１名（含女兵５
名）新兵征兵任务。

■双２５高炮实弹射击总评成绩获第一
　９月１６日至１０月１６日，按照上海警
备区部署，分两个阶段组织民兵双２５高
炮连集训，并赴江苏射阳完成实弹射击，

训练时间２４天，参训５０人。期间完成
了１次班试射、２个排射击和５个连次的
考核射击，连队射击成绩优秀，总评名列

警备区参训分队第一。

■民兵组织对接点验　按照上海警备
区后备力量整组任务部署，３月底前，完
成全区预备役部队、基干民兵、人防专

业队伍和交战专业队伍的整组任务。

特别是重要目标协防分队和民兵防化

连的整组工作按照“四个现地”（现地

明确任务、现地对接、现地点验、现地演

练）的要求，组织现地点验，与协防单位

进行任务对接。队伍中退伍军人的比

例达３３％，到点率达９５％。３月下旬至
４月上旬，分３个批次完成整组分队的
点验工作，到点率均在９５％以上，警备
区抽点的２个分队到点率达１００％。３

月２５日至３０日，分别组织吴淞街道民
兵海防连与海防部队某部，宝钢集团五

钢公司高炮阵地抢修分队与空军某部，

以及大场、月浦民兵协防分队与石洞口

电厂的对接点验。９月、１０月，组织海
军军港码头抢修分队参加海军某部实

兵演练、吴淞街道民兵海防连干部参加

海防部队实兵演习。

■应急预案和奥运安保备勤　按照“管
用、配套、规范”要求，结合实际制订《宝

山区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宝

山区民兵部（分）队参与处置突发事件

行动方案》以及核化生、工程抢险、抗震、

防台防汛、重要目标警卫等各类１４个应
急预案，制订《宝山区人武部一级值班备

勤计划》。区分基本指挥所和现场应急

指挥所组织干部、职工担负各时段值班

备勤。８月 ５日，按计划组织民兵防化
连在民兵训练基地集中，现场应急指挥

组全程跟勤。奥运安保期间，重点加强

重要目标的警卫，调整营门和武器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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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勤务，落实２４小时值班制和干部巡
查计划，重点检查人员在位和警卫装备

携带情况，做到全方位有警卫力量。区

人武部和武器库值班室安装报警电铃，

配备对讲机、电击棍和防暴警棍等设施；

武器库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实施２４小时
监控。完善军、警、民联防制度，建立与

区１１０直接报警专线，确保对各种应急
情况的处置。

《上海市宝山区军事志》 摄影／方四青

■基层人武部建设　按照《民兵预备役部
队正规化建设检查标准》，逐项抓好民兵团

部、营部、连部和基层人武部规范化建设。

在全区民兵预备役中，开展《争创先进人武

部、先进专武干部》和“十佳人武干部”、

“十佳基层专武干部”评比活动，开展“学

理论、学科技、学业务、强素质”活动。大

场、月浦、淞南、庙行、罗泾镇和友谊路街道

人武部被评为宝山区先进基层人武部，友

谊路街道人武部部长韩建明、宝钢集团一

钢公司人武部部长陈来宝等１２人被评为
宝山区先进专职人武干部。

■新民兵训练基地开工建设　１１月１０日，
新民兵训练基地正式开工建设，上海警备

区副司令员张先汉和区长斯福民等领导出

席开工典礼。新民兵训练基地将以民兵预

备役训练为基础，以国防教育为依托，重点

突出对抗训练、军事体验等趣味性、竞技性

和实战型的项目特色，与周边地区发展联

动。新民兵训练基地位于罗店镇境内，包

括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建筑面积约２万平
方米，总投资约１１亿元。

■《宝山区军事志》编印出版　１２月，由

上海市宝山区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印的

《上海市宝山区军事志》出版（内部资

料）。该志是宝山历史上第一部军事志

书，记述了宝山地区自南宋建炎元年（公

元１１２７年）至２００６年长达 ８８０年的军
事历史。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江勤宏和区

委书记吕民元、区长斯福民分别为志书

作序。《宝山区军事志》包括概述、大事

记和军事地理、军事设施、驻军、地方武

装、兵役、民兵、国防教育与国防动员、人

民防空、拥军爱民、重大战事、人物、特记

１２篇，计 ４８章、１５５节、３６２目，有彩照
５６页１４７幅、随文照片２６３幅、图表 ７１
幅，全志共７４５万字。

（李长明　方四青）

驻军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域内驻有陆海空三
军、武警、边防、消防部队，分别驻扎在沿

江、沿海及内陆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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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区陆海

空军、武警部队参加各军种组织的实兵

演练和预备役高炮部队实弹射击，完成

演练和训练、执勤任务。吴淞军港接待

来自日本、法国、加拿大、美国、新加坡、

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家舰艇来访、外宾参

观４２批次。年内，吴淞军港被海军评为
“优秀军港”；武警七支队连续七年被武

警部队评为“预防事故案件先进单位”，

其三大队被武警部队评为“抗灾救灾先

进单位”和“奥运安保先进单位”。

■拥政爱民　年内，驻区部队在完成军
政训练、执勤任务的同时，支持地方经济

建设。年初，面对连续的强降雪，２０多
支部队第一时间派出官兵２２５７人次、车
辆１７５台次，及时奔赴车站码头、街道企
业、社区学校，帮助有关单位维持治安，

清雪排障，保护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后，广大官兵积极
奉献爱心，踊跃捐献工资和特殊党费，捐

款总额达１３００万元；宝山消防支队、宝
江消防支队、武警七支队等部队先后派

出１５０余名官兵奔赴抗灾救灾第一线。
驻区部队参与宝山滨江发展带、轨道道

路交通、现代服务集聚区、城市环境绿化

等部分区重大项目的建设。武警七支队

等部队全年出动兵力６３４６４人次，出动
车辆１８７３辆次，完成上海新客站春运执
勤、越江大桥和中环线扫雪除冰、松江佘

山天主教朝圣安保、奥运安保任务、西气

东输白鹤夔、陈行水库等民生目标守卫，

国庆彩灯开放安保、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节等１０２起重大临时勤务和７１批次货
币武装押运和人犯武装押解任务，协助

公安部门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驻区

部队积极参与创建文明城区、文明行业、

文明街镇、文明社区等军地共建活动，开

展全民国防教育、军营文化进社区、为民

服务等活动。开展“军营文化进社区”

活动，全年共有１９支部队接待社会各阶
层的国防教育活动，部队双拥艺术团和

文艺小分队先后为宝山人民举办大型文

艺演出２场、文艺表演６２场。４３对共建
单位被推荐为上海市军民共建先进集

体；陆军预备役师高炮１团、６１８００部队、
海军上海保障基地供应站、武警边防教

导大队等驻区部队与１２０余名困难学生
结对，资助金额１３５万元；全年开展“３
·５学雷锋”、“９·１７科普日”以及每月
定期为民服务活动约１７６次，受益群众
２５万人。（李长明　方四青　贾永良）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社会治安治理工作
以“社会更加和谐”为目标，不断加强新

形势下社会稳定工作新情况、新问题的

研究，主动协调各个职能部门，推进平安

宝山建设。全区刑案总量比上年下降

２％，其中 “八类”案件比上年下降
１０６％，“凶 杀”案 件 比 上 年 下 降
３３３％，“两抢”案件比上年下降 １４％。
打击处理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２７３６人，
摧毁作案团伙２０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５７８名。开展《禁毒法》培训，建立区戒
毒（康复）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开

展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建有戒毒康复

２８２

军事与社会安全



基地（点）１１个。

■社会矛盾化解　年内下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集中排查调处矛盾纠纷的通知》、

《关于排查社会热点敏感问题的通知》

等文件，组织协调各街镇、政法各部门加

强不稳定因素的排查调处，落实各项稳

控措施。加大涉法涉诉信访矛盾的协

调、督办力度，对中央、市交办的涉法涉

诉案件逐一研判，制定切合实际的化解

方案。化解中央政法委交办的非正常信

访案件６件。积极协调，主动参与突出
矛盾的化解工作。进一步理顺民事纠

纷、轻伤害案件、治安案件委托人民调解

工作机制。建立信访案件和物业管理纠

纷委托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来沪人员管理　加强来沪人员基础信
息采集、居住证办证、续证工作。制订

《来沪人员服务管理工作抄告制度》等

文件，初步建立由人口部门牵头、相关部

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促进基层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加强源头治

理，对房屋租赁户实行统一编号，并在拆

违达标验收的４３个村推行挂牌出租模
式，规范房屋租赁管理。落实来沪人员

就业、就医、子女就学、社会保险等公共

服务。全年共采集来沪人员信息 ５８４
万人，办理居住证５５１万张，办证率达
９４３％；流转抄告单 ３５７８份，查处案事
件２９９２起，办结率达８０％。全区现有社
区综合协管员 １２６０人。年内分别组织
来沪人员服务管理中心主任、工作站站

长和新进协管员培训；规范协管员工资

待遇，落实工作考核。制订《２００８年宝
山区来沪人员服务管理工作考核办法》，

两次组织公安、计生等职能部门对街镇

人口工作进行抽查考核。

■完成平安建设１０项实事　推进平安
建设１０项实事落实，开展基层“六无”和
“平安小区”、“平安单位”创建活动，推

进村居委“六位一体”综治警务室建设。

加大基层一线警力投入，社区警力比上

年增加７１８％。加强护村队、护楼队、治
安志愿者队伍建设。在罗泾镇建立宝山

区首家街镇综治工作中心。进一步加强

技防物防建设，全区共安装电控防盗门

４３１８扇，完成１２个售后公房小区的技防
改造，建成１３个派出所图像监控室，安
装街面监控探头６７６个。加强基层安全
生产监管，深入开展安全大检查和交通、

消防安全攻坚战，全区未发生较大以上

生产安全事故，一般事故死亡人数总量

下降４５％。

■治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区综治办根
据中央综治委和上海市综治委关于集中

开展“两个排查”活动的要求，会同公

安、工商等部门，组织各街镇、各派出所

深入排摸，确定吴淞水产路、顾村联谊

路、杨行东西街村等５个地区为治安整
治重点，对卖淫嫖娼、赌博、无证网吧、游

戏机房等治安突出问题，制定整治方案，

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单位，组织开展集

中整治行动。全年共查处“黄赌毒”治

安案件１２８９起，取缔无证照美容美发沐
浴足浴“四小”场所３６３户，取缔无证游
戏机房１４２家。围绕“平安奥运”目标，
深入推进“两个排查”活动，严密社会面

巡防工作。加强重要目标的安全守护，

完善反恐预案和演练，组织多轮次的检

查、督促、整改，确保１５个市级和９７个
区级反恐重要目标的安全。严格枪支弹

药和爆炸、剧毒、放射性、易燃易爆等危

险物品监管，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公共安

全。奥运期间，宝山区未发生影响北京

奥运会、地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案

（事）件，未发生进京非正常上访。

■新一轮拆违工作　开展以拆除农村宅
基地、自留地范围内违法建筑为重点的

新一轮拆违工作，建立拆违对口联系制

度，落实领导干部分片包干责任制和下

基层检查督办等措施，实施行政村拆违

控违全面达标验收制度，使农村宅基地、

自留地拆违工作取得较大突破，村容环

境明显改善。年内，全区共拆除农村区

域各类存量违法建筑４５５万平方米，４７
个行政村通过了拆违控违达标验收，达

标率为４３６％。

■平安社区表彰　庙行镇、淞南镇、顾村
镇、月浦镇、友谊路街道、杨行镇等６个
街镇被评为“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平安社
区”，陆继纲、严鲤生、刘美娟等３人被评
为“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平安建设优秀组织
者”；吴淞街道牡丹江路居委等１９０个居
民小区、宝山中心医院等１００个单位分
别被评为“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平安小区”
和“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平安单位”；吴淞街
道吴淞三村居委等１２４个居民小区、区
环境监测站等 ９６个单位分别被评为
“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平安小区”（其中新创
５６个）和“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平安单位”
（其中新创４２个）。全年表彰区级见义

勇为先进分子３批３８人，其中２１人同
时获“上海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

（陈伟华）

警务
■概况　２００８年，区公安分局推进“三
基”（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工程

决战、决胜建设，加强三大防控体系建

设，维护区域社会政治和治安稳定。完

成奥运会火炬接力上海段首日传递活

动、奥运赛场、第六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节安全保卫和５１１批（次）内外宾警卫任
务。成功主办苏、浙、沪１６市（区、县）第
５１次警务合作会议。年内，区人口总户
数３２７２５５户，比上年增加２１％，总人口
８４６９４５人，比上年增加１９７％；登记、审
批（核）常住户口申报材料 ８６６５份，审
核、申报蓝转常住户口１４７人；受理群众
申领、换领、补领第二代身份证 ３３８３２
张，更改上海市身份证重号７４人，制发
临时身份证８３１１张。共登记来沪人员
信息３６４９０１条，注销３０９６２７条；来沪人
员总数６２１７２８人，比上年增１１２１％，办
理《居住证》２６００５４张，累计达 ７４３８５２
张。上报处置网上情报信息２５６万条，
协助侦破案件 ３７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１６２人。疏导、化解不安定因素 ３５２起
８０８５人次。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２３３２件，
比上年减少 １６％；办结上级部门交办
的“消化信访存量”５３２件。全年区看守
所共收押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３７８８人，
深挖各类线索４５３条，查破各类案件２８４
起，查获犯罪娣人３人。区拘留所共收
押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３７９２人，深挖各
类线索２２条，查破各类案件１１起，查获
“网上逃犯”２人。年内，全区万人“１１０”
报 警 率 为 １９０８１，万 人 发 案 率

为４４０６６。

■刑事案件侦破　年内组织开展“打盗
抢抓逃犯”，打击“两抢”、盗窃破坏“三

电”设施、入室盗窃、“盗窃汽车和街面

两抢”犯罪、嫌疑车辆查控等一系列专项

行动。全年共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２６６２
起，破案率４０４％。其中破“八类”案件
２７３起，侦破 “命案”３１起，破案率
９１２％；侦破各类盗抢案件１６６１起（“两
抢”案件１８１起、盗窃案件１４８０起）；破
毒品案件３３起，缴获毒品１２千克，毒资
２７０万元。打击处理各类违法犯罪嫌疑
人员２９１０人，破获恶势力犯罪团伙专案
８起，查处恶势力犯罪团伙２０个。组织
开展打击网络传销、跨境资金违规流动、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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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剂生产经营专项治理等专项行动，

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２０６起，破案率
６１３％，追回经济损失１２亿元，经济损
失追缴率８７７％。年内共抓获“网上逃
犯”６１６人，比上年增加２２７％。

■社会治安管理　年内围绕奥运安保中
心工作，全面加强社会面治安管控，大力

开展查禁行动。全年共查处各类治安案

件４１１３４起、７２９８人次，行政拘留 ３９８３
人。其中查处“黄、赌、毒”案件２３２２起、
２８７７人次，行政拘留２３８５人，强制戒毒
２９７人，社区戒毒１５人；查处并行政处罚
“黄、赌、毒”违法活动场所２６家，停业整
顿８家；查处场所内设置赌博机案件３０４
起，收缴各类赌博游戏机１５６２台，电脑
主板４２９３块，没收赌资５５万余元。收
缴各类非法枪支 １３４支，子弹 １７２３发，
管制刀具 ３９２把。取缔无证游戏机房
１４７家，行政处罚违法经营 ＫＴＶ等场所
１２家，开具告知单２４８份。取缔无证无
照经营废旧金属收购站（点）１２１家，收
缴废旧金属４００余吨，行政处罚有证单
位６家，行政拘留７８人。检查剧毒化学
品从业单位６３８家次，放射性同位素从
业单位１３８家次，提出整改意见１７１条。
办理犬类准养证１３３４７张，捕捉无证犬
５１４３条。培训物业保安经理１２８人，培
训物业保安人员２３期２６１２人，在４８个
小区派驻保安队员９９１人。累计新装售
后公房小区电控防盗门 ４３１８扇，全区
３６２８家企事业单位内部安全防范达标
率达到８６２％，小区、企事业单位内部、
街面刑事案件同比分别减少 ０５％、
１９％和２４％。

６月１９日，区领导慰问“５·１２”四川汶川特大
地震中受灾的川籍官兵 摄影／王卫锋

■出入境管理　全年共受理各类出国
（境）材料申报６４５９份，境外人员申报临
时住宿登记７７６８１人次（包括港、澳、台、
华侨人员）。查处境外人员违章住宿案

件３５１起，“三非”（外国人非法入境、非
法居留、非法就业）案件５５起（非法入境
案件６起，非法居留案件３８起，非法就
业案件１１起）。办理法定不准出境人员
２０００余人次。侦破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境及骗取出入境证件案件６起（其
中协助侦破公安部督办的“１·１０”组织
偷渡案件１起），起诉１人，逮捕８人，行
政拘留７人。

■“三基”工程决战年建设　年内推进
“三基”决战年工程建设。投入资金２０
余万元，建成第二批多警一室社区（农

村）警务站（室）８３个，社区民警工作点
１７１个，首个以民警名字命名的 ９人警
务组———“潘群艳警务组”在月浦派出

所揭牌。投入７６万元，开发新版派出所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投入１４万元，开
发办公管理 ＯＡ系统。投入３４００万元，
建成１４个派出所的图像监控室，安装街
面监控探头 ８２４只。投入 ９７３万元，改
建海滨新村派出所和罗店派出所。投入

５００万元，启动新建罗泾派出所和大场
派出所工程。

■公安队伍建设　推进窗口管理和内部
安全防范工作，落实从优待警措施，全年

组织２０批１０７０人次的民警到杭州疗休
养，发放帮困补助 ５８０人次共计 ４００８
万元。加强纪律作风建设，贯彻执行公

安部“五条禁令”，全年民警违纪率

０８５‰。加强培训考核，年内共举办各
类培训７０期，培训人员 １５３３０人次，其
中日常业务培训 ４４次 １４８０５人。试办
警衔晋升培训（积分制）２６期，培训５２５
人。组织公务用枪训练考核１８次、４８００
人次，验证合格１３７５人次，新申领枪证
２５５人。组织民警体能测试１８次，日常
体测合格 ２１５７人，能级测试合格 ２４８
人，其中领导干部参加体测１６３人，日常
体测合格１３４人，能级测试合格２７人。
组织ＭＰＡ核心课程培训 ３期 １９１１人，
通过考核 １６８１人。组织计算机汉字输
入考核５次，参加１９３０人次，合格１７６７
人。做好支援四川灾区抗震救灾工作，

先后派出１３名特警和１５名民警支援灾
区，为地震灾区捐款总额达 １６２３０万
元。举办“迎世博６００天第四届宝山公
安分局文艺汇演”，有２１个单位演出节
目２１个。年内，有 ５３个集体和 ４１８名
个人被记功嘉奖。

■交通安全管理　年内开展“迎奥运，文
明出行”、“预防交通事故百日行动”，组

织“两乱（行人乱穿马路、非机动车乱骑

行）、四车（人力板车、燃油助动车、残疾

车、三轮车）”、机动车遮挡号牌、违法鸣

号、酒后驾车、渣土车超载等突出违法行

为区域性整治行动５６次，共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５２６６７１起，查处行人和乘车
人交通违法２２０２３起，查获被盗车辆１１５
辆，行政拘留３４８人。审批占掘路施工
项目５６０项；复划标线 ５７８２３公里，横
道线５９０２３６平方米；增设各类交通标
志２１５块，新增、改建路口信号灯２１个。
核发《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

１２０４张，办理“三超”（超长、超宽、超高）
许可证２５８０张，占掘路施工交通安全意
见书４７２张。审核各类住宅、道路等公
建项目１０５项。发放校车标牌５６张，交
通安全宣传资料２６万余份。全年发生
道路交通事故 １４１起，比上年减少 １６１
起。其中死亡事故１１６起，比上年减少
１２起；死亡１２７人，比上年减少３人；伤
６３人，比上年减少１７８人。直接经济损
失 ４８８５万元，比上年减少 １４９亿
余元。

■召开苏、浙、沪１６市（区、县）第５１次
警务合作会议　５月 ７日至 ９日，苏、
浙、沪１６市（区、县）第５１次警务合作
会议在宝山区美兰湖会议中心召开，与

会代表１７０人。上海、嘉兴、南通、苏州
市公安局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区委副

书记陆学明致辞，市公安局副局长朱影

到会讲话。宝山公安分局局长姚志荣

回顾总结第５０次会议以来开展警务合
作的工作情况。会议结合当前治安特

点，围绕“迎奥运，强‘三基’，进一步推

进区域警务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主题，

就如何提升区域警务合作水平进行了

专题研究。

■支援四川汶川“５·１２”抗震救灾　四
川汶川“５·１２”特大地震发生后，该分
局根据市公安局要求，迅速组织警力投

入抗震救灾。５月１４日至 ２６日，紧急
抽调１３名特警队员投入四川汶川参加
抢险救灾；７月１９日至 １０月 １５日，向
四川都江堰地震灾区派出 １５名社区、
治安民警，对口支援工作。其间，全体

民警、文职人员、社保队员等共向灾区

捐款１６２３０万元；１１名特警队员在抗
震救灾中火线入党；分局特警支队支队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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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吴良斌被公安部评为“抗震救灾先进

个人”。

■完成宝江分局整体撤并　１２月 ２３
日，市公安局召开会议，宣布市公安局党

委关于宝江、宝山分局职能调整、机构设

置及人员安置的决定，撤销原宝江分局

机构，整体归并宝山分局。至 １２月 ３１
日，原宝江分局整体撤并工作基本完成，

现职领导干部３２人、民警２４１人及全部
装备归并宝山分局。撤并后，宝山分局

指挥处增设警卫科（正科级），基层派出

所从２２个增加到２５个，民警从２３３９人
增至２６１２人。

５月３０日，公安宝山分局开展技防宣传活动 摄影／钱　庆

■推进“三大防控”体系建设　年内按
照区委推进居民住宅小区、企事业单位

内部及街面“三大防控体系”建设的要

求，织密地区防控网络，加强对地区治保

会和群防群治队伍的管理。对１２８名物
业公司保安经理和２６１２名物业保安队
员进行业务培训。累计新装售后公房小

区电控防盗门４３１８扇，占全部建设任务
的８３％，其中４个街镇实现全覆盖。全
区３６２８家企事业单位内部安全防范达
标率８６２％。小区、企事业单位内部、街
面刑事案件比上年分别减少 ０５％、
１９％和２４％。

■完成奥运安保工作　奥运期间，按照
市公安局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总体部

署，抓好奥运安保各项措施的落实。５
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全体干警取消节假
日，全员加班备勤，共发现、纠正各类问

题９００余个（次）；对辖区１５家重点单位
进行检查督导，提出整改意见８３条；加
大对危险物品检查管控，发现安全隐患

７９６处，当场督促整改３２８处，限期整改
４６８处。８月９日至２２日，出动３６００人
次警力支援徐汇分局现场保卫，完成奥

运赛场上海赛区的安保工作任务。副局

长陈炳文在奥运安保工作中，表现突出，

荣立个人二等功。

■举办“迎世博６００天”第四届文艺汇演　
１２月１７日，举办“‘迎世博６００天’第四届
宝山公安分局文艺汇演”。分局下属２１个
单位的民警演出了小品、舞蹈、独唱、合唱、

器乐演奏、朗诵等２１个文艺节目。

■侦破“２·２７”制贩毒品案　３月１８日，
在市公安局刑侦、行技总队及四川省公安

厅禁毒总队协助下，经过和虹口分局联合

侦查，抓获犯罪嫌疑人 ７人，缴获冰毒
８５千克、毒资人民币２１０余万元、涉毒
车辆２辆，摧毁了跨江、浙、沪数地的贩毒
网络。该案的侦破工作在２００８年度“刑
警８０３破案奖”评比中获“金奖”。

■侦破“８·２３”系列抢劫杀人案　８月
２３日晚，分局接报一起抢劫出租车司机
案件，２名犯罪嫌疑人在普陀区岚皋路
铜川路口抢劫一辆出租车，开至宝山区

真北路汶水路一偏僻路段。分局在市公

安局领导指挥下，会同普陀分局、江苏省

太仓市公安局成立跨省联合专案组，在

西安、甘肃分别抓获犯罪嫌疑人３人，一
举破获江苏太仓“７·１６”抢劫杀人案、
宝山“８·２３”抢劫案、无锡“８·２８”抢劫
案。该案的侦破工作在２００８年度“刑警
８０３破案奖”评比中获“银奖”。

■侦破“３·１９”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案　５月 ２２日，在市公安局经侦总
队、行技总队协助下，破获了浙江天台籍

犯罪嫌疑人以“买壳”方式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团伙犯罪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齐文强等１０人。查明涉案开票公司２０
余家，受票公司１５００余家，案值价税合
计３８亿余元，税款６４００万余元。该案
的侦破工作在２００８年度上海经侦系统
“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破案精品案例评

选”中获“银奖”。

■侦破“６·０２”出售假币案　６月２日，
在市公安局经侦、行技总队协助下，破

获一起市局督办的出售假币案，捣毁一

处贩卖假币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 ３

人，缴获假人民币 １２３万余元，收缴赃
款７５万余元。该案的侦破工作在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经侦系统“经济犯罪案
件侦查破案精品案例评选”中获“铜

奖”。

■侦破“４·１５”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
及事业印章系列案　４月１５日，宝山分
局根据线索，在大场镇地区抓获犯罪嫌

疑人２人，缴获大量伪造的身份证、结婚
证、文凭及伪造的国家机关印章。经深

挖扩审，又抓获两个专门从事制作、贩卖

伪造证件、印章的制假犯罪团伙，抓获犯

罪团伙成员６人，查获伪造的“货运机动
车通行证”４５００余张、伪造的“上海市贷
款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缴单”２０００余
张、电脑２台、打印机２台、塑封机１台、
伪造证件的打印底板２套。该案的查处
工作在２００８年度上海治安系统综合评
比中被评为“十大优秀案例”之一。

■“５·６”集装箱坠落交通事故　５月６
日１４时３０分许，上海凯元集装箱储运
有限公司驾驶员刘玉飞，驾驶牌照沪

Ａ９２３９６重型平板货车沿同济高架北向
南进入外环隧道方向匝道时，车辆失控

与匝道防护栏相撞，导致车上装载的集

装箱坠落至地面绿化带内。事故发生

后，区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消防支队、吴

淞派出所、１２０急救中心等单位迅速赶
赴现场处置。区委、区政府、市公安局和

分局领导分别赶赴现场指挥处置。经

查，事故原因系肇事车辆严重超载，事故

车核定载重１５吨实际装载２２吨，同时，
车体与集装箱箱体的固定装置不符合要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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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固定插销只有１处，致使车辆在急速
转弯时箱体离心力偏大被甩出。事故中

死亡３人，伤５人，其中重伤２人，轻伤１
人，轻微伤２人，经济损失达数百万元。

区法院一审分别判处驾驶员和车主有期

徒刑４年。

!""#

年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名录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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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安支队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刑侦支队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经侦支队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出入境办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交警支队 宝杨路２０３１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友谊路派出所 友谊路１９７弄１０号 ５６６９１６２１ ２０１９００

双城派出所 淞宝路１１０１号 ５６１６７１００ ２００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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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河新村派出所 通河路６８９号 ５６９９５８０８ ２００４３１

高境派出所 新二路１０１号 ６６１８０１１０ ２００４３９

淞南派出所 淞良路１８８号 ５６１４０３９１ ２００４４１

庙行派出所 三泉路１５０１号 ５６４１６６１０ ２００４３５

大场派出所 沪太支路１３００号 ５６６８０７４８ ２００４３６

大华派出所 汶水路１６６６号 ６６３９００９２ ２００４３６

祁连派出所 锦秋路１２８１号 ５６１３１１１０ ２００４４４

顾村派出所 电台路５号 ５６０４２２８４ ２０１９０７

刘行派出所 沪太路５２００号 ５６０２２００３ ２０１９０７

杨行派出所 杨泰路１９８号 ５６４９２０２２ ２０１９０１

宝杨派出所 克东路１８号 ２６６４７５４８ ２０１９００

宝钢治安派出所 宝钢厂区经六路底近大件码头 ５６６０２１１０ ２０１９００

罗南派出所 南东路１０７号 ５６０１０１０８ ２０１９０８

罗店派出所 罗太路２３２号 ５６８６３６３０ ２０１９０８

月浦派出所 月罗路１６８号 ５６６４６４８２ ２００９４１

月新派出所 月罗路３１０号 ５６９２０１１０ ２００９４１

盛桥派出所 塔源路２８８弄１号 ５６１５０２５０ ２００９４２

罗泾派出所 新川沙路５３５号 ５６８７１８０８ ２００９４９

吴淞码头派出所 淞宝路２５５号 ５６５８５１０１ ２００９４０

水上治安派出所 淞浦路６５０号 ５６６７５５７７ ２００９４０

区看守所 月罗路２１０１号 ２８９５９５３４ ２０１９０８

区拘留所 月罗路２１０１号 ２８９５９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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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忠才）

消防
■概况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公安消防支队
（以下简称“消防支队）”下辖消防中队８
个，支队辖区面积３００余平方公里，全区
共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６１１家。全年出
警３１７５次，出动车辆４５３９辆（次），出动
消防干警４１０４１人（次），保护财产价值
２２７４３万元；抢救人员２２５人，疏散被困
群众６４人。实际发生火灾数２６３起，比
上年下降３０２４％，直接财产损失３０６３
万元，比上年上升２５９５％，火灾原因查
结率１００％。未发生群死群伤等重、特
大火灾事故。全年依法审批行政许可项

目１５３７个，发出各类法律文书１５２３份，
其中《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６８６份，《重
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６份，《复查意
见书》６７３份，到期复查率１００％；实施火
灾勘查２６３起，发出《火灾原因认定书》
２２份。受到消防行政处罚单位１５８家，
个人１２９人，罚款总额１３７４７万元。年

内加强对已排查场所的核查力度，开展

对７３家“三合一”场所、１０９８家人员密
集场所、１８８家易燃易爆场所、７６家地下
人防、５６家寄宿制学校、６５家闲置厂房、
２８４家群租房和１５家违章建筑的火灾隐
患核查专项整治行动。

■开展公众娱乐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
理行动　根据分局《关于组织开展本区
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行动

的实施意见》，支队成立领导小组，及时

下发实施意见，组织召开公共娱乐场所

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行动动员部署会。

支队防火处作为专项治理的主要职能

部门，分别召开处务会和各派出所消防

民警会议，下发《公共娱乐场所检查要

点》，通过以会代训的形式就开展公共

娱乐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进行了再

动员，进一步明确专项治理的范围、重

点、步骤和要求。支队以分局名义向社

会发布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

理通告，组织辖区各公共娱乐场所单位

负责人召开消防安全会议，下发《公共

娱乐场所消防安全自查申报表》，督促

各使用单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消防技

术规范、标准以及实施意见的要求，认

真自查自改，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　年内集中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隐患专项整治。支队会同各派出所对

全区已投入使用的所有高层建筑采取

边排摸、边登记、边检查、边整治的形

式，全面排摸辖区高层建筑的基本情

况，全面检查高层建筑存在的火灾隐

患，并及时做好数据信息录入工作。共

排查、登录高层建筑 ９０３幢，发现火灾
隐患１３５处，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１３份。在治理过程中，支队加大处
罚力度和执法强度，确保被排查出的火

灾隐患得以全面整改，改善辖区内高层

建筑的消防安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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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春季消防安全检查整治行动　年
内根据《宝山区消防安全集中检查整治

行动方案》要求，支队及各派出所对全区

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以及城乡从事第

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生产活动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集

中检查。行动共检查９９８１家，其中消防
重点单位 ５２５家，一般单位 ９４５６家，木
器加工厂、堆场及仓库９６０家，劳动密集
型生产车间、宿舍１３２０家，易燃易爆物
品生产、使用、储存单位１９１家，公众聚
集场所６４０家，废旧物资回收、地下车库
等单位 １２７０家，其他单位 ５６００家。检
查发现存在火灾隐患单位１２３６家，存在
火灾隐患 ２５６０条，其中当场整改 １１０２
家，责令限期整改１３４家。共对６６家单
位和４０名个人进行了行政处罚，罚款总
额１８５６万元，并对 ３２家单位进行了
“三停”处理。

６月２４日，区消防支队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 摄影／王卫锋

■开展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专项整治行
动　加大对易燃易燃爆单位的监督检
查，有效打击易燃易爆单位违规生产储

存，非法销售经营等行为，防止奥运期

间发生有影响的爆炸事故。支队分三

个阶段对全区民用爆炸物品单位、易制

爆化学物品和加油加气站进行集中检

查整治。共检查规模以上易燃易爆生

产、存储单位 １８８家，烟花爆竹零售单
位１３０家，硝酸铵、氯酸钾等民用爆炸
物品经营单位 ７５家，易制爆化学物品
经营单位１２０家，加油加气站７８家，各
公安派出所累计排查各类小化工单位

４００余家。

■开展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排查整治
行动　加大对市场及人员密集场的监督
检查，消除火灾隐患，确保该类场所不发

生群死群伤和大面积恶性火灾事故。支

队分两个阶段对全区大型商（市）场、宾

馆、饭店、寄宿制学校等公众聚集场所及

歌厅、舞厅、ＫＴＶ、酒吧等公共娱乐场所
及进行集中检查整治。采取日查和夜查

相结合、常规检查和突击抽查相结合、属

地检查和对口检查相结合等多种检查形

式，着重对未经消防审核验收擅自开业、

违章停用消防设施、“三合一”等行为进

行检查整治。检查中，支队严格落实执

法检查错时工作制，加大场所在营业期

间的监督检查力度。

■开展挂牌督办单位整改情况检查　全
区共有挂牌督办单位３家，其中报请市政

府挂牌督办１家，报请区政府挂牌督办２
家。支队在加大检查督促力度的同时，也

做好隐患的跟踪督办和服务指导工作。

挂牌单位都在“奥运会”前如期摘牌。

■开展门面出租房集中整治行动　组织
开展对沿街门面出租房的消防集中检查

整治专项行动。消防支队坚持“以疏为

主，疏堵结合”的工作方针，对存在“三

合一”问题不是很严重的店面，执法人员

首先劝其进行必要整改以达到安全要

求，对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则劝其限

期搬离。对于存在“三合一”问题严重

的店面，执法人员一方面劝其限期搬离，

对到期不搬的，则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

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对拒不改正再实

施必要的行政处罚措施，并动员居委、物

业等单位做好相关劝说工作。经过为期

一周的集中整治，共有５０余家“三合一”
店面主动将人员搬出，有２００余家“三合
一”问题得到整改。

■开展部队企业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加大对部队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该
类企业场所在奥运期间不发生有影响的

火灾事故。宝山部队出租企业由于企业

权属、消防监管责任不明，导致相关企

业、场所消防管理紊乱，火灾隐患严重。

为防止此类企业场所成为奥运消防安全

保卫工作的盲区，支队与区人武部及驻

地部队达成共识，在６月全面展开对部
队出租企业场所的集中检查整治。检查

小组对部队出租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并开

展宣传指导，共对水产路沿线、塘后街沿

线、广福电台周边、大场机场周边等部队

出租企业较为集中的区域进行监督检

查，帮助６０余家单位整改火灾隐患２００
余处。

■开展消防宣传　召开多种层面的会
议，部署落实全区消防安全工作；组织好

消防文艺巡演，由总队组织在宝山演出

的５场文艺巡演观众人数３０００余人；通
过电视、广播、网络、报刊等宣传媒体，宣

传消防法律法规，普及消防常识，表扬先

进，曝光隐患单位，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

识；通过开放消防站，组织群众参观社区

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和上海消防博物馆，

增强群众消防安全意识；选取经典火灾

案例制作成消防宣传图片，在全区巡展，

制作宣传资料 １０万份并分发到居民
家中。

■开展“奥运会”消防保卫工作　８月，
上海作为奥运会分赛场，肩负着“奥运

会”消防保卫任务。宝山支队根据公安

部“４１４”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部局、市
局工作方案，认真研判本区火灾形势和

突出火灾隐患，制订周密切合本区实际

的工作方案，加大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力

度，在　月对全区所有单位进行地毯式、
全方位消防安全检查，消除一批火灾隐

患。确保“奥运会”期间宝山地区的消

防安全。 （翁世勇）

民防与救灾
■概况　２００８年，全区现有民防工程
４６０个，比上年增加２４个；使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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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２日，防汛演练模拟行人被砸伤实施抢救场景 摄影／尹晓信

５１４７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６１６万平
方米；人均使用面积０７１５平方米，比上
年增加００４２平方米。其中公用类民防
工程１４９个，使用面积 ８１６万平方米；
非公用类民防工程 ３０９个，使用面积
４３４０万平方米。已使用民防工程 ２０８
个，使用面积 ３４１０万平方米，使用率
６６％。新增民防工程面积 ６２８万平方
米，合格率１００％，优良率８０％。有非人
防地下室１０１５个，使用面积８６５７万平
方米。维修养护和主体改造民防工程

３２个，面积１６８万平方米。公用类等级
工程完好率达９６％，非公用类等级工程
完好率达 ８７％。民防工程建设审批制
度进一步改革，建立行政审批事项受理

中心。继续对民防工程管理员，实行经

济责任和安全责任承包制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上海市民

防条例》、《上海市民防工程建设和使用

管理办法》，对民防工程建设质量、安全

使用，进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全年发

放整改通知书１２０份，未发生要求行政
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例。对全区

非民防地下室再次进行普查。全区有

区级化救兼职队伍６支，并有一支由９
名化学专业人员组成的区化学事故应

急救援专家组。经普查，全区从事生

产、使用、经营、储存有毒有害、易燃易

爆化学危险品的单位有４００余家，化学
危险品重点单位 ４３家，其余为一般监
控目标单位。３９０家化工单位制定了化
救预案，其中新制订化救预案单位 ４０
家、修订化救预案单位 ４３家。自上年
实施ＩＳＯ９００１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后，区
民防办于２００８年底通过国家认证机构

的认证审核。

■修订人民防空应急行动方案　年内在
修订《宝山区人民防空应急行动方案》、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人民

防空应急行动人员隐蔽方案》、《上海市

宝山区域内重要经济目标应急行动方

案》、《宝山区各镇、街道、工业园区人民

防空应急行动人员隐蔽方案》、《居民小

区昼夜间人员疏散预案》的基础上，制订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防空战备等级转换

应急行动方案》、《宝山区民防办一级战

备状态应急行动方案》、《宝山区人民防

空民防工程平战转换应急实施方案》和

宝山区各镇、街道《居民小区防护工作预

案》。

■指挥场所建设　从 ２００７年起，投资
３００多万元，对“２１５”人防指挥所和民防
救灾应急指挥中心进行升级改造，并于

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完成。完善人防指挥软
件、信息数据导入、民防网站版面、空情

报知、文电传输、作战值班等模块，优化

和改进原系统的功能，提高人防和减灾

指挥辅助决策系统实战能力。全年投入

７５万元，建设民防移动指挥所１个。

■防灾防事故预案修订　年内修订《宝
山区核事故应急预案》、《宝山区灾害事

故应急处置总体预案》、《宝山区灾害事

故处置应急手册》、《宝山区化学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区防核化事故保障计

划》、《防核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案》、

《防化学类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案》等

防灾防事故两级（区、街道镇）预案。制

订《奥运会期间化学事故应急处置预

案》、《人员密集区域核化恐怖袭击应急

预案》、《放射源处置专项预案》。收集

４３家重点化学危险目标单位、１４家放射
源使用单位、８家生化物品使用单位的
信息并进行整合。

■区人防（民防）专业队伍整组　２月至
３月，进一步对抢险抢修、医疗救护、消
防、治安、防化防疫、通信、运输等７支人
防专业队伍和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中国

第１３冶金建设公司、中国第２０冶金建
设公司、上海宝钢设备检修有限公司、上

海一钢公司、上海五钢公司专业人员组

成的６支民防救灾队伍、中远化工有限
公司等６支化救队伍及民防志愿者队伍
进行整组和调整，并新组建对空观察队

１支。其中抢险抢修队２１０人、医疗救护
队１２０人、消防队 ２００人、治安队 ２７０
人、防化防疫队５０人、通信队６０人、运
输队６０人、对空观察队１３０人。

■“检验—２００８”演习　１月份，成立演
习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演习协调、综合计

划、信息技术、通信保障、工程保障、应急

救援、后勤保障、疏散引导、设备等９个
分组，制订演习工作计划和演习方案。２
月３日９时，区民防系统全体职工、区人
防指挥部成员和部分人防专业队骨干

７７人，全部身穿迷彩服，以临战姿态，依
照《上海市宝山区民防平战转换方案》，

迅速而紧张地展开各种作业。与此同

时，在宝山八村组织２００名居民进行防
空袭疏散演练，进行人防专业队伍集结

演练。１７时，完成以“组织战备等级转
进”、“组织平战体制转换”为重点科目

的宝山民防“检验—２００８”演习任务。

■“４·２２”人防演习　根据市民防办的
要求，成立以分管副区长为指挥长、区民

防办公室主任为副指挥长的宝山区人防

应急行动指挥部，下设综合指挥组、抢险

抢修组、抢救防疫组、消防防化组、通信

保障组、城市管制组、政治宣传组、综合

保障组，并确定参演单位和参演人员。４
月２２日，区民防办、人武部、宣传部、建
交委、发改委、经委、公安分局、卫生局、

民政局、消防支队、钢铁系统、港口系统

负责人和各镇（街道）人武部长共９７人，
身穿迷彩服，以临战姿态，准时进入区人

防指挥所，进入演习状态。至４月２３日
演习结束，共拟制和传输各类“作战”文

书６０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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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救演练　４月中旬，组织区化救站、
区级化救队、化救协管员参加模拟事故

现场抢救演练，共有８６人参加演练。区
级化救队和化救协管员队伍，根据民防

办发出的指令，均能按规定的时间、地

点、人数、着装、装备器材等要求，以最快

速度紧急出动，最先到达集结地的仅用

时１５分钟。完成集结任务后，紧接着迅
速展开模拟事故现场抢救演练。

■应急救援　与安监、公安、消防、环保、
水务、气象、卫生等部门，保持经常性协

调与沟通，做到防灾减灾信息共享。年

内组织化救专家进行减灾课题研究，召

开研讨会３次。对６支区级化救队伍集
中训练２次，分散训练４６次。化救专家
和化救队伍出动对化学事故进行应急救

援分别为４次和１１次。对应急救援小
组人员进行救灾技能培训１２次。进行
化救指挥人员、化救骨干人员、化救抢险

人员演练２次。编印《减灾简报》４期、
化救工作简报６期，提供区委、区政府领
导参考。实施民防应急救援和“１１０”社
会联动行动３０次，其中化学事故１１起，
煤气事故４起，火灾５起，刺激性气味测
查８起，其他 ２起。

■警报音响发放实现有线无线双控制
　年内，全区有警报器８５台，其中新装
警报器 ７台，更新警报器 ２台，调整警
报器设置点 ５台，维修养护警报器 ７８
台，对７８台警报器的控制设备进行信
号强度检测，更新 １６台警报器的信号
发放无线控制终端芯片，对 ８５名警报
器专管人员进行管理业务和操作业务

的培训。投资 ４５３万元，使音响发放
全部实现有线、无线双控制。中心城区

警报音响覆盖率达１００％，街道、镇政府
所在地警报音响覆盖率达１００％，重要
经济目标单位警报音响覆盖率达

１００％，警报音响发放自动控制率达
１００％。５月 １９日、９月 ２０日，组织全
区警报音响鸣放２次。

■民防通信实现零投诉　至年底，区民
防通信器材有程控电话总机１台、程控
电话分机６５０个、８００兆数字无线固定
电台１８台、８００兆数字无线手持电台
４６台、４５０兆无线电台 ２０台、小灵通
１００个（已使用４６个）。民防通信站话
务班继续开展 “接转电话百日无事故”

活动和坚持故障报修“零时间”服务制

度，区级机关内电话分机全部实现人机

对号人工转接，全年接转电话 ６５万
次，受理各类查询电话５５００次，进行程
控总机维修维护９次，对用户进行上门
服务１３０多次，新装电话２０门，移装电
话机３０门，维修电话机 ２５部，维修线
路８５次，排除电话故障４６次，民防通
信全年做到了无事故、零投诉。对 １２
支区级兼职救灾队伍和区武装部的８００
兆无线电台进行模转数安装，对奥运

会、国际文化节等市、区两级组织的各

类大型活动进行通信保障。每月对地

下人防指挥所发电机组进行２次试车，
确保性能完好。

■“２１５”人防指挥系统升级　年内投入
３０９万元，对“２１５”人防指挥系统中的
计算机网络系统、大屏幕投影系统、会

议集中控制系统、声响系统进行升级改

造，并通过国家人防办的检验。继续参

照国家和上海市民防办公室数据库标

准，修订数据格式，完善人防减灾信息

数据管理、人防减灾指挥软件、信息数

据导入、民防网站、空情报知、文电传

输、作战值班等模块，优化和改进系统

功能，提高人防和减灾指挥辅助决策系

统的实战能力。继续开展全区基础地

理信息采集工作，更新区内地理信息

资料。

■减灾应急指挥中心改造　年内投资
４８万元，对减灾应急指挥中心进行改
造。增加ＵＰＳ系统，实现设备监控、供配
电监控、环境参数监控；采用静电地板、

无管网 ＦＭ２００气体灭火、消防自动报
警、两级防雷设备设施。

■人防救灾移动指挥系统建立　年内投
资７５万元，建立人防救灾移动指挥系
统，制订《移动指挥系统开设程序》，明

确人员分工和开设步骤，并进行多次训

练和演练。投资３０万元，安装宝山防空
监测系统，设在长江口商城股份有限公

司南楼楼顶，并与市公务网管理中心、市

民防办公室、区信息委、区应急指挥中心

等多个部门相连接。

■民防宣传教育　全年以《民防知识》
读本为教材，将民防知识教育纳入区

委党校培训范围。组织研讨报告会和

民防救灾知识讲座 ５次，计 ２００多人
参加。举办民防法律法规和规章学习

培训班 ２期，房地产公司法人代表和
项目经办人共 １２０人参加。组织机关

工作人员对已使用的公用人防工事进

行安全监督检查，宣传《上海市民防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和《上海市民防工程建设和使用管理

办法》。在区政府门户网上开辟民防

网页，在“宝山民防”网站上刊登民防

工作信息和防灾救灾常识 １２期。组
织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订阅《民防

之声》８００多份，汇编减灾简报和化救
简报１２期。３月 ５日学雷锋活动日，
发放防灾宣传资料１２万份。结合“９
·２０”警报试鸣，通过各个街道、镇及
其居民委员会，向全区居民发放《民防

知识问答》３５万份，在人员密集场所
张挂横幅 ２８条。制订《２００８年中、小
学生民防知识教育计划》，组织民防知

识教育培训 １次，６０名学校教导主任
参加。向全区有关学校发放民防知识

手册 ５３００套、民防宣传挂图 ４５０套、
民防知识电教片 ３８９盘、民防知识培
训教材２６１本，全区有 １５７万名中小
学生接受了民防知识教育。

■“八一三”抗战日民防知识宣传　为
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７１周年，区民防
办于“八一三”期间开展民防宣传周活

动，在友谊路、淞滨路等主要路段和临江

公园、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等大型绿化

地带，展出数十块有关民防工作、民防知

识和防空袭知识的图版，发放宣传资料

５００多份、宣传图片３００套，接受市民有
关防空防灾事项咨询。

■举办民防知识竞赛　６月，组织４５所
中学的初一、初二学生近１４万人，进行
民防知识竞赛，有１０个学校获团体奖，
４０名中学生获个人奖。８月，选送上海
大学附中实验学校组队参加上海市民防

知识竞赛。

■中学防空袭演练　年内加大中学生防
空袭演练力度，使中学生熟练掌握防空

袭警报信号、防空袭疏散预案、防空袭隐

蔽疏散的方法和要求。自４月份开始，
分别组织上海大学附中实验学校、宝山

实验学校、宝山中学、吴淞实验学校、宝

钢新世纪学校、宝山进修学院附中等３１
所中学，２９万名师生，进行以“进入人
防工事”、“野外空旷地展开”为科目的

防空袭人员隐蔽疏散演练。

■地下空间管理　区民防工程监督
检查站现有地下空间安全协管员１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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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统计表

队伍名称 人数 器材名称 数量

上海中远化工有限公司化救队 ８

进口呼吸器 ４

过滤式呼吸器 ２

堵漏器材 ５

化救服 １４

备用钢瓶 ４

充气泵 １

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化救队 ８

进口呼吸器 ４

化救服 ８

备用钢瓶 ４

堵漏器材 ２

上海华丰仓储贸易公司化救队 ８

进口呼吸器 ４

化救服 ８

备用钢瓶 ４

上海跃龙新材料股份公司化救队 ８

备用钢瓶 ４

进口呼吸器 ４

化救服 ８

上海铁路分局桃浦车站化救队 ８

进口呼吸器 ４

备用钢瓶 ４

化救服 ８

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化救队 ８

进口呼吸器 ４

备用钢瓶 ４

化救服 ８

区武装部防化连

进口呼吸器 ４

化救服 １０

年内进一步完善地下空间管理联席会

议、法人负责制、网络信息、监督检查等

机制，健全区地下空间安全管理法人负

责制度、地下空间安全管理联络员网络

制度、地下空间安全协管员管理制度、

宝山区地下空间安全管理宣传教育和

培训制度等，与１３６个非民防地下空间
使用单位签订《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

法人责任书》。为加强对协管员队伍的

管理和落实地下空间安全管理的责任，

８月份，向 １５０多个单位和部门发出
《评议表》，评议结果良好。全年对非公

用类民防工程进行执法检查 １４３０个
（次），对非民防地下工程进行日常检查

１９４８８个（次），发现安全隐患 １３０余
起，并及时整改。

■民防工程安全管理“网格化”　年内，
民防工程管理所加强与派出所、公安消

防、３个街道、２３个居民委员会组成的
民防工程社会化管理的“４网络 ５防
线”（即民防工程管理志愿者、街道居委

会、区防火监督处、派出所户籍警“４网
络”，民防工事经营者自查、民防工程管

理所管理员分片包干检查、民防工程志

愿者督促检查、区民防办机关人员责任

检查、办领导督查“５防线”）的建设，并
将此管理模式延伸至大型国有企业自

建的非公用民防工程的安全管理和非

民防地下空间的安全管理中。凡是已

使用的民防工程，都建立了“一板”即管

理制度联络板、“一图”即地下室平面

图、“三册”即民防工程检查反馈册、民

防工程安全检查登记册、管理人员岗位

职责手册。全年对公用类民防工程日

常检查 １１２万次，检查面积达 ６５３万
平方米。

■民防工程“三化”管理　加大民防工
程“管理数字化、使用规范化、监督社会

化”的“三化”管理力度，对使用单位的

法人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培训２次；对２３６
个非公用类民防工程的使用管理情况、

对近年已批准建设的９１个民防工程的
建设情况进行依法检查；新建１５０多份
民防工程电子档案；召开民防工程规范

使用现场会２次。完善民防工程安全使
用和维护保养台帐登记制度，对已建民

防工程的使用继续实行社会化安全管理

和分行业治理，按香蕉房、旅馆招待所、

仓库工场分为三大类，完善各类管理规

定。为完善对公用类民防工程的社会化

管理，民防工程管理所与区内２３个居民
委员会签订创建文明社区协议书，与６８
个民防工程使用单位签订消防安全责

任书。

■重点民防工程建设　年内完成宝山
中心医院民防工程和宝山民兵训练基

地民防工程可行性研究评审、项目建

议书的报批，编制项目的初步设计文

本和初步设计概算。宝山中心医院民

防工程面积 ４３６５平方米，预算投资
３１４６万元，于 ９月 １８日开工；宝山民
兵训练基地民防工程面积 ４６７７平方
米，预算投资 ３１４５万元，于 １１月 １５
日开工。同时，庙行镇的镇级人防指

挥场所纳入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项

目，高境镇的镇级人防指挥场所纳入

高境新城项目已批准。罗泾镇、大场

镇人防建设规划已确定。

■地下空间专项整治　年内对地下空
间开展专项检查整治４次，分别进行地
下空间火灾隐患排查整治、防台防汛安

全整治、非公用民防工程大检查整治和

奥运安全检查整治。成立宝山区地下

空间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制订专项整治工作计划，召开专项整治

动员大会。区级机关相关单位和各个

镇、街道相应建立领导小组并召开动员

会。下发检查整治工作通知 １８０多份
和有关情况报表１２６５份，检查公用、非
公用民防工程和非人防地下室１１３７个
（次），查出隐患和问题１８０多个，发出
维修养护通知书和整改通知书 ８２份。

０９２

军事与社会安全



经复查，新增防汛沙袋 ８００只，修复应
急照明设备 ３０个，修复水泵 １５只，增
加疏散标志 ４０个，新增灭火器材 ５０
套，疏通消防通道１６条，更换电线线路
８０条，更换电线插座３０个，落实值班人
员１５０人。

■实施受理与审批分离　年内，进一
步改革民防工程建设审批方式和程

序，完善网上审批和备案工作。在原

来实行传真、窗口审批相结合，审批制

与承诺制、登记制相结合，审批权限、

事项、标准和程序公开的基础上，根据

市民防办的有关文件和要求，结合宝

山民防的实际，建立区民防工程建设

审批受理中心，实施受理与审批分离，

完善行政审批受理窗口的《项目审批

规则》、《接待日规则》和告知等制度，

告知内容更详细，程序更简便、更规

范，承办人的责任更明确，同时进一步

加强监督，提高效率。自受理中心成

立以来，参与审批建筑项目 １７１个，面

积５３２８５万平方米，审批结建民防工
程２７个，面积１４４９万平方米。实施
行政审批１９８个（次）、竣工备案４１个
（次），对公用类民防工程进行行政执

法监督检查 ２６４０个（次），发整改通
知书１０５份。未发生针对行政许可等
行政执法行为进行举报、投诉、上访和

行政诉讼的案例。组织 ２８人次进行
了法律知识的学习培训，２２人获得
《上海市行政执法证》。 （杨衍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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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化救专家队伍组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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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远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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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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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材统计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型号 序号 名称 数量 型号

１ 进口空气呼吸器 ５套

２ 过滤式呼吸器 ６１套

３ 有机毒气侦检仪ＰＩＤ １台 ７６００

４ ４合１气体侦检仪 １台 ７８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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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燃易爆侦检仪 １台 （烷类）

１１ 无线遥控侦检仪 ３台 ＰＧＭ－５０２０

１２ γ射线侦检仪 １台 ＰＲＭ－１７３０

１３ 中子侦检仪 １台 ＰＲＭ－１７３０

１４ 长柄核子侦检仪 １台 ＦＤ－３０１３

１５ 剂量侦检仪 ２台 ＤＭＣ－２０００

１６ 辐射侦检仪 ２台 ９４５１、０６

１７ 进口防化服 ２套

１８ 国产防化服 ３１套

１９ 化救车 １辆

２０ Ｐｐｂ有机毒气侦检仪 １台 Ｐｉｄ－ｐｐｂ

２１ 气象色普仪 １台

２２ 手持式化学探测器 １台 ＣＨＥＭＰＲＯ１００

２３ ０３型防毒衣 ９套

２４ 侦检管 １盒

２５ 毒剂报警仪 １台 ０３

２６ 侦毒枪 １把 ０４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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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方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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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百户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表

消费品名称 单位 城区 农村

家用汽车 辆 ８ ７

摩托车 辆 ７ ４０

家用电脑 台 ７６ ４９

摄像机 架 １０ ６

钢琴 架 ３ ２

洗衣机 台 ９９ ９８

电冰箱 台 １０１ ９８

彩色电视机 台 １８２ １７１

影碟机 台 ７０ ３５

空调器 台 １６７ １５８

淋浴热水器 台 １０１ ９１

移动电话 部 １７５ １４９

健身器材 套 ５ １

（区统计局提供）

１１月５日，区举行“五好文明家庭”表彰会 摄影／顾莉莉

居民生活
■ 概况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家庭耐用消费

品拥有量增加。据抽样调查，全区城镇

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２１５０元，比
上年增长１０７％；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
收入１４５９２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４％。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１６３５１元，比
上年增长 ８８％；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
活消费支出９８３２元，增长４９％。至年
末居民家庭储蓄存款余额６８５９１亿元，
比上年增１５１５３亿元，增长２８４％。居
民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不断改善。至年

末，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２６４平
方米，比上年增加０４平方米。

（方继红）

就业
■概况　年内贯彻落实《就业促进法》，
坚持市场就业导向，强化政府促进就业

责任，提升劳动者职业素质。新增就业

岗位 ３２７３９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１２３１％；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 ２９０２８
人，控制在年度指标２９１００人以内；实现
非农就业６０４４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２０１５％；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２１２７１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３２９％。

■创业扶持　推进自主创业优惠政策的
落实，加强对开业资金、场地、能力的扶

持力度，鼓励失业人员通过从事微小型

社区服务实现创业。全年自主创业登记

人数３６８人，开业贷款担保累计放贷２３５
笔，金额 ８６２６万元，开业贷款贴息 ９８
笔，贴息７４５万元。开展创业培训，加
强开业指导服务，实施“开业导师”制

度，发挥开业指导专家志愿团作用，探索

开展个性化菜单式的培训方式，全年开

办创业培训班５期，学员共１７７人，培训
后开业率达７０％以上。在１２个街镇成

立专家志愿服务团，共开展专家志愿活

动２１次。

■就业援助　成立街镇就业援助工作
站，实现职业指导服务延伸到街镇。政

府出资为就业困难群体购买岗位，全年

新开发“万千百人项目”及公益性岗位

１４４６个。开展就业困难人员托底安置，
共安置“零就业家庭”６１６户，“双困”人
员４２２０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就

３９２



业和实现自我创业的给予就业和创业补

贴，年内实现非农就业６０４４人。建立失
业青年预警分析制度，组织“公共就业服

务进高校”、“２００８年应届毕业生就业服
务月”等活动，完成青年职业见习

１６３９人。

■就业服务　职业指导推出特色服务，
每月开展不同主题的职业指导开放式讲

座，发放职业指导联系卡，方便群众申请

职业指导服务。实现职业指导服务延伸

至街镇，全年共实现职业指导服务１１６５３
人次。

■职业技能培训　全年组织完成各类职
业培训２１２７１人次，其中失业、协保和农
村富余人员培训６２７７人次，中高层次人
员培训１１９０３人次，政府补贴培训１６７４０
人次，培训补贴 １６８７８５万元。区劳动
和社会保障局、区教育局、区总工会联合

组织２００８年宝山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竞赛项目为多媒体作品高级制作员和网

页设计员，有１１９人参加多媒体作品高
级制作员竞赛，１４８人参加网页设计员
（中级）竞赛，其中６４人获多媒体作品高
级制作员合格证书，８１人获网页设计员
（中级）合格证书，１２人晋升网页设计员
证书。 （高　丹）

社会保障
■概况　以“保基本、广覆盖”为目标，
初步建立与本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

适应的保障政策体系。年内，农民通过

征用地参加镇保或征地养老 ４１６４人，
农村户籍无保障人员落实社会保障

１１７０７人。至年末，有５３８万人参加农
村养老保险，全年发放农村养老保险金

３２００万元。来沪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覆
盖人数达２３６１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的１０２１％。至年末，有５２８人参加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全年筹集医疗基金

４８６９万 元。全 年 共 发 放 失 业 保 险
１１２６万人次，共计 ５２６５５万元，比上
年增１７％。

■新征用地人员及历年遗留问题人员落
实社会保障　继续推进小城镇社会保险
工作，全年共完成新征用地人员纳入小

城镇社会保险体系３９２１人，新征地养老
２４３人，新征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率达
１００％。逐步化解老征地等相关人员落
实社会保障问题，年内落实各类历年遗

留问题人员纳入镇保计２７１人，完成６７３

名“农来农去”人员的身份核定。征地

养老人员月生活费标准由原来的５２０元
提高到６２０元。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制订《关于贯彻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本市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的实施

意见》、《宝山区推进农、副业人员参加

农保实施方案》。全年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新增投保４２７２人，年末参保单位１１９３
家，参保总人数５３７８０人，其中处于缴费
期总人数４５２６７人（正常缴费１８９１２人，
停止缴费２６３５５人），享受农保待遇总人
数８５１３人。完成征缴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费５５２５５万元，比上年增２３２％。加
强农保基金管理，制订《宝山区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管理实施办法》，建立

专户储存、收支分开、预算控制、多层次

监督的管理控制制度。全区农保人均月

养老金水平由２００７年的２７４元提高到
２００８年的３７３元。老年农民最低养老金
标准由每人每月１４０元提高到１８０元。

■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　全区共有参
保单位 １４２２５家，其中新增参保单位
３０７３家，比上年增 ２４％，发放综合保险
卡７９６９５张，新增参保２３５万人。年末
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覆盖人数达

２３６１万人。

■工伤保险　年内进一步充实工伤认定
调查力量，完成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成员单位、鉴定定点医疗检查机构、劳动

能力鉴定专家的调整和签约工作。全年

共受理工伤认定 ５３０４件，比上年增
２７２％，受理劳动能力鉴定 ３５０３件，比
上年增 ３６９％，按期认定和鉴定率
达１００％。

■城镇高龄无保障老人纳入社会保障　
全年共有 １３４名城镇高龄无保障老人
（年满７０周岁，在上海居住、生活满 ３０
年，从户籍制度建立起就是上海市城镇

户籍，且未享受基本养老、医疗以及征地

养老待遇的老人）纳入社会保障。

（高　丹）

■医疗保险　１月１日，实施《上海市城
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至年底，全区城

镇居民参保人数累计达１２２７万人。年
内，对区２４家医疗机构的２３４万人次
结算情况跟踪检查，重点检查医疗机构

自查病史、定点药房医保操作。发放《宝

山区医疗保险服务指南》，对新参保企事

业单位进行医保政策宣传和培训。在

１２个街镇、２４２个小区安装医保政策宣
传栏；通过政府网站、电视台、宝山报等

媒体对居民进行医保纳保的宣传引导。

■合作医疗　全区应参合人数 ５２３６５
人，实参合人数５２８４２人（其中６０岁以
上老年农民参合数１６４８７人），应参合率
１０１％，１６３７名农村应保尽保对象全部参
加合作医疗。对合作医疗保险基金投入

由原按个人缴费的 １：１匹配提高到 １：
１２５匹配，人均筹资水平由上年的 ６７５
元提高到８３９元。门急诊和住院报支比
例分别为６４％和７１％，较上年分别提高
６％和１５％。建立信访接待制度，调整区
合作医疗减负和医疗风险救助程序，医

疗减负由每年年终一次改为每季度一

次，医疗风险救助由每年年终一次改为

半年一次，同时推出门急诊医疗费用镇

级即时结算制度。 （房信刚）

劳动关系协调
■概况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加强劳动力市场监

管，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年内，通过开展

专题讲座、现场设摊咨询、组织知识竞

赛、播放宣传短片等多种形式，开展《劳

动合同法》宣传。建立和完善区内企业

劳动保障分类监管制度，提升劳动保障

监管效能，区域内监察案件比上年有所

下降，其中补发拖欠工资的人数和补缴

社会保险费的人数分别下降 ２１４％和
１３７％；补发加班工资的人数和金额分
别下降７５７％和２１６％；补缴外来从业
人员综合保险的人数和金额分别下降

２０％和２０８％；补签劳动合同的人数下
降２６９％。组建宝山区劳动争议仲裁
院，加大劳动争议案件的调解力度，通过

劳动争议仲裁，为劳动者维护利益折合

人民币３１１０万元，为用人单位维护利益
折合人民币２１９１万元。制订《关于本区
劳动关系应急处理方案》，及时处理各类

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突发事件。开展

评选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劳动关系
和谐企业、和谐劳动关系优秀工作者活

动，共评选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５４家、
和谐劳动关系优秀工作者６７名。开展
集体合同扩覆工作和工资集体协商工

作，年内审查集体合同１０６家，涉及职工
３１６２７人，审批申请执行不定时和综合
计算工时工作制企业４００家。推行开门
办信工作，加大初信初访化解力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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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共接待群众来访 １７５６批 ２７４４人次，
受理群众来信 ５１５件，接听群众来电
４７２４次，信访按期办结率１００％。

■《劳动合同法》宣传　１月１日起《劳
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年内共开设专题

讲座３０余场，有２８００多家用人单位计
４３００多位管理人员参加培训。开展“法
制讲座进社区”活动，安排《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讲座１２场，培训１３９２人。组
织现场宣传设摊咨询，接待群众４００余
人。组织召开企业座谈会６场，指导企
业规范用工行为。联合团区委，组织开

展“学法辨是非，守法促和谐”《劳动合

同法》知识竞赛，有 ４１支队伍参赛，有
５８５９名市民通过宝山区政府门户网站、
《宝山报》等平台进行参赛。制作《劳动

合同法》宣传短片，借助区文广局“电影

下乡”活动共播放３８００余场，惠及群众
８５万余人次。

■劳动保障监察　开展“劳动保障监察
执法年”活动，联合相关部门先后组织开

展了农民工工资支付、女职工权益保障、

人力资源市场清理整顿、美容美发和小

砖窑、印刷行业劳动用工等专项检查活

动，主要检查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支

付、社会保险费缴纳等劳动者权益保护

情况。制订《宝山区企业劳动保障守法

诚信管理暂行办法（试行）》，建立和完

善区内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根

据企业守法诚信情况实施分类监管。全

年共监察用人单位２１４２户，发出责令改
正通知书８８４份，行政处理５６户，行政
处罚３４户，罚款３５５万元。通过监察，
补签劳动合同４４５９人，补办用工登记手
续１２７５人，查处违法使用童工单位 ４
户、清退童工５名；补缴社会保险费３４１
人，计２５９１万元；补缴外来从业人员综
合保险费 ５９２１人，计 ４１７４万元；追发
职工被拖欠、克扣的工资（含加班工资）

１４８８５人，计１７８６４万元；补发低于本市
最低工资标准差额２４２２人，计１０２４万
元；取缔违法职业中介２１７户；清退收取
１１７３名职工押金７８２万元。

■劳动争议仲裁　５月１日起《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正式实施。《劳动合同

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两法颁

布实施后，由于企业和劳动者对两法的

理解存在差异及劳动争议仲裁取消收

费等多种因素，使得劳动争议案件数量

剧增，案件类型逐渐呈现新型化、多样

化、复杂化态势；劳动争议案件由单一

标的逐渐发展为多个标的，由单纯的工

资报酬等各种简单请求发展为要求恢

复劳动关系、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等复杂请求，要求支付带薪年休假加班

工资争议、支付两倍工资争议、支付两

倍赔偿金争议等新型劳动争议案件逐

渐涌现。年内，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３３７５件，比上年增
２８５７％，其中私营企业劳动争议案件
１０８２件，占立案总数的３２０６％；劳动报
酬类争议 １９８７件，占总数的 ５８８７％。
组建宝山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加大劳动

争议案件的调解力度。年内审结案件

２２８４件，比上年增１８９１％，实现调解结
案１６２９件，调解率达７１３２％。

１０月９日，区劳动局与团区委共同举办的《劳
动合同法》知识竞赛 区劳动局／提供

■农民工服务　开展对来自地震灾区在
沪农民工实施一次性特殊帮困救助工作，

共为４３８９名来自地震灾区在沪农民工发
放救助金４４１４５万元。开展对口支援都
江堰市就业援助工作，提供就业援助岗位

５４３个；赴都江堰市组织现场招聘活动，
提供岗位１３０个。开展农民工培训工作，
全年共培训农民工９７４２人。年内，上海
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的秦海涛和江杨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王同济被授予“全国

优秀农民工”称号。 （高　丹）

人口与计划生育
■概况　全年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６９１７例，换领２２４例，补领１０１４例，
注销２６０例；再生育子女审批４４４例，出
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７０例，实际征
收社会抚养费１００万余元；申请法院强
制执行１８例，强制执行到２５万余元，结
案率７９％，未发生一起行政复议和行政
诉讼案件。开展城镇违法生育专项治理

行动，出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５１
例，结案率７４５％。全区免费药具发放

点共１３０５个，自助发放点规范化达标率
８１９％。全年发放免费药具７３６万元。
完善《避孕药具跟踪随访工作制度》，将

随访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考核，全年随访

重点对象３６３５８人次，重点对象避孕药
具随访服务率达９８％。１０月，全国人口
早期教育工作经验交流（培训）会在宝

山召开。１１月２８日，宝山区计划生育协
会完成换届，选举产生第五届理事会理

事、常务理事、正、副会长及秘书长。开

展《宝山区常住人口社会公共服务需求

现状及对策研究》课题研究，提出改进完

善与宝山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变化相适

应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模式和

运作机制的建议和措施。年内，宝山区

被评为“中国人口早期教育暨独生子女

培养示范区”；杨行镇、顾村镇、大场镇、

高境镇被评为“上海市社区优生优育指

导服务示范单位”。

■计划生育奖励补助　全年为２７８１人
颁发农村奖励扶助金共１５４２万元；审
核发放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１１２８人，共
发放２６１２８万元；审核发放独生子女意
外伤残和死亡补助１２０人，共发放４１４
万元；为３６９４人提供免费基本项目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折合人民币５５３６万元，
为１８８５人发放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共
２７４万余元。根据《宝山区独生子女困
难家庭扶助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试行办

法》，全年共资助独生子女特困家庭、外

来困难女孩及其家庭４８４户，资助金额
共２１４５万元。人口计生流动服务车每
周２～３次下农村、进企业、进社区，全年
为６０８０名常住育龄妇女提供免费 Ｂ超
检查、宣传咨询等服务。启动计划生育

保险，共有１２００余户家庭办理独生子女
保险。开展“大雪无情人有情，计生为你

送真情”专项行动，为吴淞标准化菜市场

的１００户外来经营户开展“送知识、送温
暖”专题活动。完成上海市扶助独生子

女困难家庭福利彩票销售２４万元。

■ ０～３岁社区婴幼儿科学育儿指导服
务　制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优生优
育指导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社区

优生优育指导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全区

两级财政共投入２８０万余元，初步形成
“１＋ｘ＋ｙ”工作体系（１即１个区０－３
岁科学育儿指导服务基地；ｘ即１２个街
镇社区优生优育指导服务点和１１个区
级示范服务点；ｙ即２１０个街镇幼儿园、
家庭计划指导室、人口学校及人口计生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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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服务站），架构区、街镇、村居三级服

务网络。通过开展集体活动、上门个别

指导、入室教学等，形成“孕妈妈沙龙”、

“大妈妈课堂”等品牌项目，全年共举办

讲座培训２６次，开设亲子课（活动）２３００
次，发放早教宣传资料 ４万余份，发放
《０～３岁婴幼儿健康成长指南》１３万
册；出版《科学育儿家长 ５０问》１３万
册，并发放到０～３岁婴幼儿家庭中，建
立０～３岁婴幼儿个案１３１９３个，获得４
次及以上指导服务的０～３岁婴幼儿家
庭为１３０１０户，累计受益５３万人次。

６月６日，关爱川籍女孩主题班会在友谊路街道市民中心举行 区计生委／提供

■温馨空巢家庭生育关怀行动　年内，
区计划生育协会为９６户计划生育空巢
家庭提供“六送”菜单式综合服务。“六

送”即送政策，对空巢家庭给以长期救

助；送健康，送上一张生育关怀健康卡，

建立健康档案，全科医生定期上门提供

医疗保健服务；送服务，为空巢家庭开展

长期免费家政服务；送温暖，不定期走访

慰问计划生育空巢困难家庭；送亲情，送

一张温馨长途电话卡，团支部与每户空

巢家庭爱心牵手结对；送知识，发放生育

关怀大礼包，赠送老年保健书籍，免去老

年大学学杂费。

■关爱女孩行动　年内，在全区组织开
展“关爱女孩行动”宣传服务月和“人口

文化宣传活动月”活动。在“关爱女孩

行动”宣传服务月期间，开展“女儿健

康，母亲幸福”来沪女孩家庭优生优育主

题活动；举办“心手相连、共渡难关”主

题班会。创建永清路人口文化街，更新

牡丹江路大型人口文化广告牌，在流动

人口集聚地———大康公寓创建“生育关

怀文化苑”。免费发放以“关爱女孩”为

主题的抽拉式无纺布行李袋１万个、无
纺布资料包７０００个、无纺布行李包８０００
个等。深入实施关爱女孩进学校、进课

堂、进学生头脑。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关

爱女孩指导室”开展“六个一”活动。下

发《宝山区“关爱女孩指导室”评选活动

通知》，对外来农民工子女学校“关爱女

孩指导室”开展“六个一”活动情况进行

评比表彰。区人口计生委、区教育局联

合在区早教中心举行“女儿健康母亲幸

福”来沪家庭优生优育主题活动。区人

口计生委与友谊路街道办事处在农民工

子弟学校———育才小学，举办“心手相连

共渡难关”———关怀关爱川籍女孩主题

班会。月浦镇人口计生办组织农民工子

弟学校———惠民学校的女孩们共度“六

一”。大场镇深入开展“孕妈妈沙龙”活

动，组织来沪女孩开展“一日游”活动。

在“人口文化宣传活动月”期间，举办

“飞扬的青春”———宝山区纪念９２５《公
开信》发表２８周年主题活动。在月浦镇
盛星村开展“坚决打击非法行医保障群

众健康权益”宣传服务活动。组织发动

５０００余名育龄妇女参加“全国预防出生
缺陷知识竞答”活动；为６７９名流动人口
育龄妇女进行免费 Ｂ超检查；举办各类
讲座２３场，２１８５人参加；发放宣传资料
（物品）３２０００余份、避孕药具５万余只，
受益群众５８６万人次。

■现居住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
　 制订《宝山区关于加强基层流动人口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实施意见》，从区人

口计生事业经费中列出专项经费，加大

对村居委计生干部的考核激励力度。将

“计划外孕情”纳入区人口办抄告范围，

全年共计抄告１６０条，办结率１００％。制
作《来沪人员计划生育知识小贴士》２０
万份，在各《居住证》办证点发放。全年

共兑现“一例一奖”２６７１例，街镇兑现共
６３８万元。为１５７３６名外来育龄妇女提
供孕检，及时采集孕妇信息１３６４７条，实
行动态管理，并与４０个外省市区人口计
生部门签订《流动人口源头互动有序管

理服务协议书》。取缔庙行镇康家村和

大场南大村野猫弄２个“两非”窝点，没
收Ｂ超机２台、吸引器１台、药品及医用
器械若干。制订《宝山区“幸福泉计

划”———出生缺陷一级预防工作方案》。

自６月 １５日起，在友谊路街道开展试
点，为高危人群免费发放叶酸；联合区卫

生局举办“提高人口素质 共渡幸福人

生”———纪念‘７１１’世界人口日暨“幸
福泉计划”主题活动，邀请心理专家为新

婚夫妇进行辅导。

■人口与计划生育数据　至年末，区户
籍人口总数为 ８４６９４５人，比上年增加
１６３８４人；常住人口 １４１６４５０人，增加
３６７４１人。户籍人口出生６０７０人，减少
２３４人，减幅为 ３７１％；人口出生率为
７２４‰，下降０４２‰。常住人口共出生
１２９６１人，减 少 ２３０人，出 生 率 为
９２７‰；自然增长率为４４‰，下降１０３
个千分点。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为

９９７４％，增加０６３％；常住人口计划生
育率为 ９４８０％，增加 ０８４％。户籍人
口一孩率为９６０９％，增加０１４％；二孩
率为 ３８６％，减少 ００９％；多孩率为
００５％，减少 ００５％。至年底，全区有
３９０８１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领证
率为 ２９６９％，减 少 １％；晚 婚 率 为
８６５６％，上升１６６个百分点；一般生育
率为２９２０‰，下降０４０个千分点；总和
生育率为 ０９２０８，下降 ００３０８；全区生
育峰值年龄为 ２６岁，上升 １岁。至年
末，全区共有育龄妇女 １８３８１２人，占总
人口总数的 ２１７０％，增 ７０５６人，增幅
３９９％。其中，已婚育龄妇女 １３１６２０
人，增６６７４人，增幅５３４％。

■纪念“７·１１”世界人口日暨“幸福泉
计划”主题活动　７月１１日，区人口计
生委、区卫生局在友谊市民中心联合举

办“提高人口素质共渡幸福人生———纪

念‘７·１１’世界人口日暨‘幸福泉计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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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主题活动。市、区领导、优生优育

专家、新婚夫妇代表等共１５０余人参加
活动。“幸福泉计划”试点工作针对３５
岁以上高龄育龄妇女、夫妇双方或家庭

成员患有遗传性疾病等高危人群，通过

宣传普及预防出生缺陷科学知识、加强

婚前检查、组织开展优生咨询、开展孕前

检测等工作，帮助准备怀孕的夫妇切实

从孕前做好充分的生理、心理准备，减少

婴儿出生缺陷的发生。

!""#

年宝山区持证残疾人情况表

类别 精神残疾 视力残疾 听力残疾 言语残疾 肢体残疾 智力残疾 总计

人数 ２８３９ ２６０９ １１９２ ２９４ ７０２９ ３４６３ １７４２６

!""#

年宝山区智障人士“阳光工场”一览表

序号 街镇 阳光之家地址 阳光工场学员人数

１ 友谊路街道 宝山八村２８号 ４２

２ 吴淞街道 二纺新公房１７－２１号 ２３

３ 泗塘街道 泗塘三村４９号 ３６

４ 淞南镇 淞南路３８８号 ５７

５ 高境镇 殷高路２１弄２号 ２２

（邬维玉）

■为贫困母亲慈善募捐　吴淞街道为辖
区内贫困母亲家庭开展募捐活动，共筹

得“幸福工程”款５８５７元；高境镇为一户
困难独生子女残疾家庭共募集善款

３６１６元，同时为该家庭申请了贫困母亲
补助金；庙行镇走访慰问了３户困难来
沪女孩家庭，为她们送上慰问金和慰问

品；张庙街道为辖区内８位生育女孩的
来沪贫困母亲送上３０００元扶助金，并走
访了４６户川籍来沪家庭。

■区计生协会换届　１１月２８日，区计
生协会召开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完成

换届。选举区政协副主席顾佳德担任协

会会长，区人口计生委主任委员卫健为

协会常务副会长，周秋琴、王岚、赵学勇

为协会副会长。 （唐　菁）

民政
■概况　至年末，全区累计支出各项社
会救助资金１４亿元，建成标准化老年
活动室５４个，对３０个历年创建的标准
化老年活动室进行更新维护；新建养老

机构１个，改扩建养老机构７个，新增养
老床位８７２张；新增居家养老服务对象
１９３３人；新建示范型老年人日间服务中
心５个，建成社区老年助餐点１２个，每
天为１６００多名老人提供助餐服务；安装
紧急呼叫装置“安康通”３０７个；新建、改
扩建社区事务受理中心６个。全年完成
社会福利彩票销售１５亿元，筹集社会
福利金 ８８５２万元，支出福利基金 ２８２
万元。“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累
计收到社会各界捐款 ８６０３３万元。年
内，区救助管理站受到民政部通报表扬；

宝山区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

■最低生活保障　从４月起，全区调整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城镇从每人每月３５０元
提高到４００元，农村由每人每年２８００元
提高到３２００元。至年底，全区共有最低
生活保障对象２８２３４人，其中城镇居民

２６９０９人，农村居民１３２５人，较上年底新
增低保对象１９３７人，全年累计发放低保
资金７９８２４万，比上年增２５５％。

■社会救助　年内，全区共实施医疗救
助１８９０人次，支出资金６０９７万元。累
计救助因突发性事件造成突出困难的家

庭３６人次，支出救助金１７９万元。为１１
户农村困难家庭实施危房翻建，支出资金

１４７万元。共发放助学券７７２１张，资助
贫困高中生、大学生４９３３人次，支出帮困
金４１９１万元。全年共有２１８８８名支内
回沪人员享受各类补贴，共计３５４２万元。

■双拥优抚　年内，全区共接收退役士
兵２８１人，安置城镇退役士兵２５６人，其
中自谋职业１２８人，自谋职业率达５０％。
全年为３５４名伤残人员发放伤残金４７８
万元，为３４７名农村义务兵及优抚对象
发放优待金１７０余万元，为４５７名城镇
义务兵及家属发放优待金８１１万元。８
月，召开宝山区第 １２届军嫂就业促进
会，安置军嫂就业４０人。

■基层民主和社区建设　完成新建大
场、月浦、淞南、罗店４处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改扩建罗泾、顾村受理中心２
处。全区９２个村委会建成“上海市村务
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位”，７３个居委会
建成“上海市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

■婚姻登记管理　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
记 ７７８９对，比上年增 ２４％，离婚 １９２１
对，比上年减 ３％。全年累计办理收养
登记２４对，比上年减 ４０％。８月 ８日，
区婚姻登记管理所通过电话预约、网上

预约、开辟绿色通道、延长服务时间、错

时接待等便民方法，为全区４５２对新人
颁发结婚证。

■市民综合帮扶　全年累计综合帮扶
３２６１人，支出帮扶资金２６９２４万元，其
中个案帮扶６９８人，帮扶资金１８４１５万
元；区级项目帮扶 １０９９人，帮扶资金
４５１５万元；街镇特色项目帮扶１４６４人，
帮扶资金３９９４万元。

■殡葬事业　全年共火花遗体１５７万
具。加快殡葬改革步伐，推进小型墓建

设，年内新开墓区全部达到小型化标准。

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全区殡葬服务业，组

织开展全区公墓年检登记工作，及时制

止个别公墓违规经营行为。推出等惠民

新举措，提高对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的

补贴标准。

■救助管理　奥运期间，区救助管理站
配合公安、城管等部门，加强对城市主要

景点、干线和人群密集区域的巡查，妥善

安置流浪乞讨人员１８２人。

■抗震救灾　“５·１２”四川汶川特大地
震发生后，区民政局在第一时间制定捐赠

方案，开通２４小时捐赠热线，成立区捐赠
接收站，在街镇设立捐赠点，及时将捐赠

方式和捐款情况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全

区累计接收捐款８６０３３万元。８月，区民
政局接待都江堰市的１４名师生代表，通
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暑期社区文化活动，帮

助受灾青少年重树生活和学习信心。１０
月，在全区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共

计募得善款２４３６９万元，其中１２１２万元
用于购买新衣、新被各６０００件，另接收新
旧衣被４９１８万件。 （王煜民）

残疾人事业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持证残疾人
１７４２６人，占总人口的５８％。年内制订
和完善残疾人各项优惠政策，推进创建

７９２

残疾人事业



全国残疾人示范城市工作，为１３２１名视
力障碍者提供信息沟通服务，为依靠轮

椅出行的８８７名残疾人办理优惠乘车服
务卡，完成４０６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建
设。全年办理发放《残疾人证》７８７张，
为１０２名盲人办理免费乘车证，为 １１７
户“老养残”家庭申请志愿者，受理、审

核残疾人配偶户口登记２２件，申报办理
残疾人配偶户口落沪３７人。共处理来
信９３件，接待残疾人来电、来访９４３人
次，办结率 １００％。６月，完成 ７０１辆残
车的年检工作，年检率达 １００％。１１月
１９日，中共中央委员、中残联党组书记、
理事长王新宪，中残联党组副书记、常务

副理事长王乃坤一行到宝山视察。各街

镇市民服务中心开设残疾人办事窗口，

实现全部业务网上“申请、审核、审批、下

拨”流程。编发《残疾人服务指南》１０００
册。开展对全区１７万名持证残疾人上
门调查工作。

■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２月２１日，宝山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五
次代表大会召开，共有１３１名代表参加
会议。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区残联第四届

主席团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区残联第五

届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新一届执行理

事会。张浩亮当选区残联主席，郭廷育

当选理事会理事长。

■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创建　１
月，召开创建工作第一次专题会议，讨论

“宝山区创建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

总体方案”。７月，举行“宝山区创建全
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签约”仪式，区政

府分别与区残工委成员单位和各街镇等

４３家单位的分管领导签订《宝山区创建
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任务书》，内容

涉及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社会参与、

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等１６个“工作目
标”、８９项“任务要求”、共计２５２款“具
体措施”。

■政府实事项目　采取现场设计、统一
施工的方法，修建进门坡道、安装卫生间

抓杆和楼梯扶手等无障碍设施，全年共

完成４０６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建设，超
额完成 １６％。配合区建交委做好白玉
兰、美兰湖等１０处公共建筑无障碍设施
改建工作。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推

进“为视力障碍者提供信息沟通服务”

实事项目。５月２０日，各街镇残联全面
受理区域内视障人士固话优惠申请服

务，共受理申请１３２１人。做好为依靠轮
椅出行的残疾人提供“阳光车队”优惠

乘车服务工作。通过助残员入户调查，

完成４８５９名肢体残疾人的情况信息调
查。１２月底，为８８７名中重度肢残人办
理“阳光车队”乘车卡。

■残疾人救助　元旦、春节期间，区残
联、街镇残联投入帮困资金４６３９万元，
帮扶困难残疾人２７１９人次。１月起提高
助残实物帮困卡标准，城镇提高到每月

９０元，农村提高到每月６０元，全年共投
入９１７万元，共有９１１个贫困残疾人家
庭得到补助。多残家庭补助制度化，投

入１３６万元为“一户多残低保家庭”发
放每人每月５０元的困难补助金，使１１０
户特别困难的多残家庭月月有补助。将

２０６３名重残无业人员纳入基本医疗保
障，全年共受理重残无业人员住院医疗

帮困１７０人次，投入助医资金共２０２万
元。受理重残无业人员门急诊医疗帮困

７７５人次，投入助医资金２３５万元。做
好健康体检延伸服务，对４２２名具有区
常住户口、经体检患有慢性疾病的低保

和低收入家庭的持证残疾人，分别发放

医疗救助券共２６万元。对２２３名残疾
人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实施“扶残助

学春雨行动”，发放补助金共４５５万元。

■残疾人康复　坚持社区群众医疗保健
与残疾人康复指导服务有机结合，“送康

复上门”服务１５６４５人次，投入康复资金
１０４万元，残疾人满意度达 ９２９８％。
１２月，通过创建全国白内障无障碍城市
工作验收。全年完成白内障筛查 ４１５９
例，手术或转介服务３８３７例，康复服务
覆盖率 ９２２６％。完成白内障手术 ９８５
例，其中人工晶体植入术９８１例，人工晶
体植入率９９５９％；脱盲９５５例，脱盲率
９６９５％；脱残 ８９３例，脱残率 ９０６６％。
为全区享受城乡低保的贫困白内障患者

提供医疗费用全免手术，对未享受城乡

低保而又生活困难的白内障患者减免手

术费用３００例，救助医疗金额１１１９６万
元。为有需求的２５４名重残无业人员提
供养护服务，支出养护资金 １２０万元。
组织１２２５名残疾人参加市康复中心组
织的体检，支出健康体检资金３０６３万
元，其中重残参检率名列全市前茅。改

扩建用品用具展示厅，开展辅助器具的

供应、租赁、维修等日常服务，全年共免

费配发残疾人用品用具 ４０００件，价值
２９７万元。试点残疾人辅助器具“５＋

２”家庭组合和职业定向适配工作，７户
家庭受益。

■残疾人就业　年内组织９４１名残疾人
报名参加计算机操作、计算机安装与调

试、手语培训班，组织“残疾人求职心态

及职业心理培训”等。１１月１４日，建立
上海博研科技有限公司残疾青年见习基

地，采取集中就业和分散安置相结合的

办法，招聘助理员６２人。建立张庙街道
“阳光职业康复工场”，建筑面积６５０多
平方米，吸纳５种类别的残疾人５７人。
全区 １４所“阳光之家”、５所“阳光工
场”，共有 ４８６名智障学员参加简单劳
动、教育培训、特奥运动和康复训练，加

工产品２８种，加工产值４８４９万元。全
年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１２６人，分散安
置残疾人就业 ８５人，除 １名读研深造
外，其余６名应届残疾人大学生全部推
荐就业。

■残疾人文体活动　围绕“全国助残
日”和“国际残疾人日”等纪念日，组织

并指导社区开展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

组织残疾人运动员参加市第七届残运

会，４８０名运动员参加了１１个项目的比
赛。共围绕“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建
区２０周年”开展系列活动，组织４００多
名残疾人参观部队军舰和炮台湾湿地森

林公园，组织４００多名残疾人进行歌咏
比赛，组织６５０多名残疾人参加宝山区
首届残疾人才艺大比武，邀请钢铁战士

刘琦作“自强不息再铸人生”讲座。

（邬维玉）

老龄事业
■概况　至年底，全区共有户籍老年人
１７７２万，占户籍总人口的２０９２％。其中
６０岁至６４岁低龄老人５５５万人，占老年
人总人口的３１３２％；６５岁至７９岁中龄老
人９２２万人，占老年人总人口的５２０３％；
８０岁至９９岁高龄老人２９５万人，占老年
人总人口的１６６５％；百岁以上老年人５０
人，占老年人总人口的００３％。

■老年维权　年内，全区各级老龄组织
共接待老年人来信来访１１３８人，比上年
增１７０８％。受理涉老纠纷１０３８件，比
上年增９７２％（区老龄办受理２２８件），
其中涉及赡养权３３６件，居住权３８１件，
财产权１７５件，婚姻自由权３７件，人身
权４６件，其他纠纷３８件，调处１０１３件，
调处率达９８％。

８９２

社会生活



■老年活动室　全区已建立老年活动
室３８４个，比上年减少２９个，建筑面积
１０６３９４８７平 方 米，比 上 年 增 加

１０６２５８７平方米。其中镇、街道老年活
动室１１个，建筑面积 ８０５４平方米；村
委老 年 活 动 室 ９１个，建 筑 面 积
３９０９５７７平方米；居委老年活动室２８２
个，建筑面积 ５９２４５１平方米。年内，
市、区政府实事项目共创建标准化老年

活动室５４个。

■涉老政府实事项目　新建、改扩建老
年活动室５４个。新增养老床位８７２张。
新增居家养老服务对象１８００人，全区享
受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数达６３００人。
年内，１２个街镇各创建助餐点１个，其
中创建综合示范型助餐点１个，综合型９
个，单一型２个。新增示范型老年人日
间服务中心５个。安装“安康通”紧急呼

叫器３０７只。

■养老机构　至年底，全区执业的养老
机构共３８家，其中政府办的１８家，社会
办的２０家。一级养老机构６家，二级养
老机构１５家，未定级１７家。核定床位
５７７０张，床位入住率为 ５７６３％。年内
新增床位 ８７２张，其中新建养老机构 １
所，新增床位３９６张，改扩建养老机构７
年，新增床位４７６张。 （孙明珠）

社会组织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注册登记的社
会团体共１３５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２７１
家。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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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开展民间组织管

理工作，批准筹备社会团体 ４家，核准
登记４家，社会团体变更登记１９家，办

理换届手续 １７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办
理核名３３家，核准登记 ２３家，变更登
记２０家，注销 ７家。区内新增社会团
体４家，新增民办非事业单位 ２３家。
２００７年度社会团体共收入２５９３８１万
元，支出２４６４５５万元，净资产５７４０１１
万元。２００７年度民办非企业单位收入
３１亿元，支出２８７亿元，净资产１８５
亿元。

■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对全区
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年检，根据规

定属于２００７年度社团年检范围的区社
团共１２６家，其中合格１２０家、不合格６
家；应参加年检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２２８
家，其中合格２０７家、基本合格１６家、不
合格 ５家。社会团体年 检 合 格 率
９５２％，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合格率为
９７８％。 （王昕钰）

宝山区社会团体一览表

上海市宝山区电子工程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企事业单位治安责任人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气象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私营企业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蔬菜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建筑企业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统计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政治思想工作研究会 上海市宝山区棋类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植物保护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税务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理科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卫生工作者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奶牛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陶行知研究会 上海市宝山区伤残人体育运动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人才开发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桥牌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吹塑版画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乒乓球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农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会计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林业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建筑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养猪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少数民族联合会 上海市宝山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除四害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上海大学校友会 上海市宝山区安全生产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佛教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体育舞蹈运动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企业管理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健康教育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自行车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个体劳动者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民防工程管理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企业法律顾问工作者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各地投资企业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广告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职工技术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劳动保障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管理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社会福利企业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台胞台属联谊会 上海市宝山区劳模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老工程师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消费者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人大工作者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网球运动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海外联谊会

上海市宝山区民间组织管理系会 上海市宝山区地方史志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文化经营管理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化学救援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上海市宝山区企业合同信用促进会 上海市宝山区仓储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职业与成人教育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癌症康复俱乐部 上海市宝山区科学技术普及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工会俱乐部工作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环境监测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质量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反邪教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调解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殡葬管理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科技企业联合会

上海市宝山区监察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印刷业管理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游泳救生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田径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政协之友社

上海市宝山区篮球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体育总会 上海市宝山区游泳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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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宝山区信鸽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高级专家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医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关心下一代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职工集邮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台球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环境科学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山海工学团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土木建筑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青年人才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射击运动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为老服务联合会

上海市宝山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街道红十字会 上海市宝山区工业合作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张庙街道红十字会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科学技术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红十字会

上海市宝山区土壤肥料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淞南镇红十字会 上海市宝山区种子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红十字会 上海市宝山区电气工程学会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红十字会

上海市宝山区焊接技术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红十字会 上海市宝山区社区体育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红十字会 上海市宝山区足球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红十字会

上海市宝山区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红十字会 上海市宝山区天主教爱国会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红十字会 上海市宝山区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街道红十字会

上海市宝山摄影家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价格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钓鱼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酒业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商业联合会 上海市宝山书法家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灾害防御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企业联合会 上海市宝山美术家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宝山区温州企业协会 上海陈式太极拳陈小旺拳术研究会

宝山区民办非企业单位一览表

上海市宝山区祁连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贝贝佳双语幼儿园 上海市宝山区高境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宝冶养老保障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徐悲鸿艺术幼儿园

上海市民办锦秋学校 上海民办和衷中学 上海市宝山区长江现代科技进修学校

上海民办行知二中 上海宝山区海滨科技进修学校 上海宝山区泗塘承苗养老院

上海宝山区新卓越业余培训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杨中业余学校 上海宝山区吴淞精英进修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惠扬科技培训中心 上海宝山区文华淞南安养院 上海卓越美式幼儿园

上海宝山区肃苑会计进修学校 上海金罗敬老院 上海宝山区锦绣业余学校

上海野山藤保健食品研究中心 上海宝山区育英业余科技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好合婚姻介绍所

上海宝山区新街养老院 上海宝山现代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上海宝龙培训中心

上海江海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市爱晖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宝山画院

上海宝山区罗店镇敬老院 上海临江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宝山区罗店镇罗南敬老院

上海慧泉科技职业培训中心 上海爱使福利院 上海市宝山区晓晓科艺业余学校

上海宝山区杨行镇敬老院 上海市宝山区三之三幼儿园 上海宝山区顾村镇敬老院

上海宝山区小牛犊业余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镇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幼托中心

上海宝山区吴淞街道敬老院 上海宝山区吴淞镇街道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宝山区通河新村街道敬老院

上海精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上海市民办交华中学 上海市宝山区自强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宝山区友谊路街道敬老院 上海盛达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宝山区杨行镇宝山敬老院

上海宝山区月浦镇天颐敬老院 上海宝山区未央安养苑 上海宝山区月浦乐业养老院

上海宝山区泰和养老院 上海瑞博医疗卫生技术服务中心 上海宝山区泗塘街道敬老院

上海宝山区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 上海宝山区罗泾镇敬老院 上海宝山区泗塘街道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宝山区海滨新村街道敬老院 上海宝山区月浦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东方职业培训学校

上海中冶宝钢技术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宝山区永清养老院 上海宝山区海滨新村街道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山钟业余文化艺术学校 上海依乐新天地幼儿园 上海市宝山区学启业余学校

上海宜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上海宝山区永乐卫生培训中心 上海宝山贝贝艺术幼稚园

上海市宝山区虎中业余学校 上海吴淞国际物流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申佳职业进修学校

上海宝山区新苗幼稚园 上海市宝山区密林业余学校 上海宝山区月浦八村幼稚园

上海市宝山区永清业余进修学校 上海宝山区行知幼稚园 上海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

上海宝山区实验幼稚园 上海市宝山区罗阳业余学校 上海宝山区海滨幼稚园

上海市宝山区宝林业余培训学校 上海宝山区小百花幼稚园 上海市宝山区育谱业余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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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山区星河幼稚园 上海国立尚大继续教育进修学院 上海宝山区泗塘幼稚园

上海市宝山区石洞口业余少儿艺术学校 上海宝山区苗苗幼稚园 上海市宝山区淞苗艺术培训艺校

上海紫晶职业技术学校 上海紫晶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上海宝山区叮咚幼稚园

上海市宝山区华能培训学校 上海宝山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上海宝山区业余科技进修学校

上海宝山区淞南镇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山海科艺进修学校 上海宝山区大场镇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高境现代职业技术进修学校 上海宝山区庙行镇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通河科技艺术培训学校

上海宝山区罗泾镇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罗南文峰业余学校 上海宝山区高境镇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宝山区友谊现代应用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宝山区罗店镇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宝山区泗塘进修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菲贝儿幼稚园 上海市宝山区罗溪进修学校 上海宝山区徐悲鸿第二艺术幼儿园

上海燃气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红黄蓝双语幼稚园 上海市宝山区虎林业余学校

上海宝山区新康安养院 上海市宝山区振业科技进修学校 上海宝山区杨行镇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星星业余学校 上海世纪出版印刷技能培训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淞浦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市技工业余体校 上海市宝山区阳光科技进修学校 上海宝山区友谊路街道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海尔业余文化进修学校 上海宝山区七色花第二艺术幼儿园 上海东方行知钢琴进修学校

上海伊柏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培新业余辅导学校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奥星业余学校 上海培德职业技术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民盟业余文化艺术学校

上海瑞博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育苗业余学校 上海宝山区关爱慈善救助服务社

上海市宝山区小银杏业余艺术培训学校 上海宝山区育才文化艺术专修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宝晖业余技艺培训学校

上海宝钢东大继续工程教育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希望业余艺术学校 上海博益进修学院

上海宝山区康乐敬老院 上海宝山区瑞德进修学校 上海幸福摩托车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上海宝山区金色晚年敬老院 上海市宝山区格致科技进修学校 上海宝盛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同方进修学校 上海罗泾丽康养老院 上海建峰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交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求知科技文化进修学校 上海宝山罗福养老院

上海市宝山区培艺业余少年美术学校 上海宝山区交响音乐专修学校 上海宝山区大场镇祁连敬老院

上海宝山区大场镇大华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长江口商业人材培训中心 上海行林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宝山区大场镇敬老院 上海长三角画院 上海爱使书画院

上海宝山区月浦镇怡康敬老院 上海长江口职业技术学校 上海市宝山博士娃幼儿园

上海市宝山区罗南业余技艺学校 上海宝山区乾溪小蝌蚪音乐园 上海宝冶建设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西埝敬老院 上海钢城门诊部 上海宝山区徐悲鸿第三艺术幼儿园

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附属高级中学 上海宝山区德照敬老院 上海民办日日学校

上海宝山爱心慈善服务社 上海市宝山区小蝌蚪音乐园 上海宝山圣洁婚姻介绍服务所

上海市宝山区大华第二幼儿园 上海济光高级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八棉幼托所

上海金禄敬老院 上海市宝山区安琪儿联合幼稚园 上海华文进修学院

上海市宝山区雪绒花幼儿园 上海绿色休闲颐养苑 上海市宝山区大华小蝌蚪音乐园

上海永福养老院 上海市宝山区博爱双语艺术幼儿园 上海海隆石油管材研究所

上海市宝山区锦秋樱之花幼稚园 上海宝山区庙行镇敬老院 上海市宝山区宝星幼儿园

上海宝山区海剑敬老院 上海市宝山区桃李艺术培训学校 上海宝山区东方剑桥幼儿园

上海市宝山区江源培训中心 上海宝山区好时光－－小拇指幼儿园 上海石山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上海宝山区峰华养老院 上海宝山区顾村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宝山明珠养老院

上海市宝经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宝山区百姓敬老院 上海市宝山区庙行少儿业余学校

上海宝山区通河温馨敬老院 上海宝冶建设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市宝山安全技术培训中心

上海宝山华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宝山区第三军休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行知育才业余学校

上海禄神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婚姻服务中心 上海同创职业进修学院

上海市宝山区宝钢红十字老年护理院 上海鸿博养生艺术院 上海新少年小记者宝山培训学校

上海运良职业培训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泗塘博士娃幼儿园 上海市同洲模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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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宝山区大华博士娃幼儿园 上海市宝山教育评估中心 上海民办行中中学

上海致程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海滨地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宝山区山海书画院

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残疾人服务社 上海市宝山交中进修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残疾人服务社

上海行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宝山区张庙街道残疾人服务社 上海市宝山区菲贝儿第二幼稚园

上海市宝山区淞南镇残疾人服务社 上海宝山区晓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残疾人服务社

上海宝山区月浦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残疾人服务社 上海宝山逸仙国画院

上海市宝山区海滨新村街道残疾人服务社 上海市宝山月浦博爱幼儿园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街道残疾人服务社

上海宝康老年公寓 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残疾人服务社 上海宝山区月浦镇慈善爱心超市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残疾人服务社 上海宝山区东英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镇街道残疾人服务社

上海长江现代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残疾人服务社 上海宝山区张庙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上海市宝山区通河新村街道残疾人服务社 上海爱之侨婚姻介绍所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残疾人服务社

上海宝山区庙行星星点点科学育儿指导服务中心 上海华安新科技人才培训中心 上海宝山区民办沈巷小学

上海格致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宝山区民办惠民小学 上海宝通物流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宝山区大场镇民办申华小学 上海市宝山区银星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宝山区民办罗希小学

上海宝山区通河新村街道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宝山区民办肖泾小学 上海攀登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宝山区民办杨东小学 上海宝山区服务外包发展中心

民族与宗教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有常住少数民
族４７个共１２９６９人，分别比上年增加９
个、５５９７人。其中户籍少数民族３７个，
共７８２５人，来沪半年以上的少数民族４３
个，共５１４４人。在少数民族人口中，回
族占７０％，其次为满族、蒙古族等民族。
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本区各街道、镇，其

中以３个街道和大场、月浦、顾村等镇人
数居多。宝山区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

三大宗教，有宗教场所１８处，比上年增
加２处；宗教教职人员有１０９人，信教群
众约５５万人。年内，区民族宗教事务
办公室（以下简称区民宗办）走访慰问

困难少数民族家庭１１７户，发放慰问金
共４２４万元；为参加中考、高考少数民
族学生和申报户口、按照政策办理民族

成分更改审核事项１１０余项。为考取大
学的少数民族学生３２人发放奖金共１１
万余元，对其中的３个困难少数民族学
生给予一次性助学帮困。在“开斋节”，

组织少数民族３０多人参观上海市回民
公墓和松江清真寺，看望和慰问上大附

中新疆班的少数民族学生。区民族联组

织开展“看变化、话改革、谋发展”观摩

活动。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教育和执行情

况的专项检查，确保党的民族政策的贯

彻执行。配合市民宗委和市基督教两

会，完成基督教市两会换届工作，余库

牧师当选市基督教两会副秘书长。组

织基层街道、镇的民族宗教干部８人参

加市法制办、市民宗委举办的为期３天
的行政执法培训并取得行政执法证。６
月２７日，召开区民族宗教工作联席会
议暨基层宗教事务委托管理签约仪式，

区民宗办与 １２个镇、街道和工业园区
签订《基层宗教事务依法管理委托书》，

在上海市率先实现基层宗教事务委托

管理的全覆盖。发动街镇、居村委会在

全区开展基督教专项调研工作，掌握基

督教非正常活动的基本情况。１月 ３１
日，召开区民族宗教工作联席会议，对

治理非正常宗教活动工作进行总结，罗

店镇、吴淞街道、顾村镇、罗泾镇等４家
单位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关注宗教

教职人员的培养教育，召开表彰会，评

选表彰优秀学员７人。年内，召开宝山
区民族宗教界迎世博动员大会、民族宗

教界“改革开放３０年与宪法宣传”座谈
会，举办宗教场所档案和财务管理培训

班等。

■民族宗教法制宣传　３月１日～７日，
围绕“宣传贯彻民族和宗教法规，为和谐

社会建设培养具有法律素质的公民”主

题，开展“民族宗教法制宣传周”活动。

友谊、吴淞、张庙、大场、月浦、庙行等街

道、镇利用广场、大卖场等闹市地段设立

集中宣传点，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咨询问

答、为民服务、文艺表演等形式，集中开

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区民族联为各基

层联络组发放宣传专页１００多份，组织
联络员在各自社区向少数民族同胞和居

民群众进行民族政策法规宣传。区各宗

教团体在１８个宗教活动场所通过悬挂
横幅标语、编写宣传口号、出宣传专栏等

形式，向信教群众宣传宗教政策法规。

举办清真食品监督工作专题报告会，对

各街道、镇的清真监督员３０多人进行培
训辅导，发放《上海市清真食品管理条

例》以及相关的宣传资料，让清真监督员

对各自辖区内的清真网点、非正常清真

店摊进行上门宣传。宣传周期间，全区

各街道、镇、各民族和宗教团体以及宗教

活动场所共设立宣传咨询点１４８个，咨
询人数 １１１３６人，发放宣传资料 １０８６６
份，出大、小黑板报３１６块专题墙报３２２
块，设宣传栏 ４５４个，拉横幅 １５２条，张
贴宣传标语３３７条。

■社区民族创建工作　组织开展新一轮
民族创建工作，召开全区社区民族工作

推进会，向参加上海市民族创建活动的

吴淞街道等６家单位颁奖。组织９家申
报民族创建工作街镇召开专题会议，指

导做好创建工作计划和实施办法的制

定。指导张庙街道、顾村镇、淞南镇成立

基层民族联分会。顾村镇开展“民族关

爱３６５”主题活动，并建立区首个民族服
务管理系统；淞南镇开通“王姐”２４小时
服务热线。协助市民宗委在顾村镇召开

上海市城郊结合区社区民族工作联席会

议，交流工作经验。指导区民族联开展

“联通、联谊、联心、联动”的“四联”主题

特色活动。

２０３

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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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清真供应网点一览表

类目 网 点 名 称 地 址 所属街道、镇

副食品

（６家）

吴淞菜场清真专柜 淞兴路１６３号 吴淞街道

友谊副食品商场清真专柜 团结路４号 友谊路街道

通河菜场清真专柜 通河集贸市场 张庙街道

上海为民商行清真专柜 南大路１６４号 大场镇

东东伊斯兰牛羊肉经营部 淞兴西路１２１弄５２号 吴淞街道

淞南集贸市场清真专柜 淞良路菜场 淞南镇

饮食

（９家）

上海为民清真饮食店 南大路１６４号 大场镇

清真马源斋烧烤店 聚丰园路９９号 大场镇

上海豫纪斋清真餐饮公司 同泰北路４０３弄－２ 吴淞街道

清真兰州牛肉拉面店 淞滨路５４号 吴淞街道

兰州清真牛肉拉面店 牡丹江路４５５弄４号 友谊路街道

兰州清真拉面馆 盘古路４９６号－１８ 友谊路街道

宝山岩岩烧烤店 密山路１０１号 友谊路街道

一绝面馆 友谊支路３６号－３ 友谊路街道

福成拉面馆 顾新路１０号－２ 顾村镇

!""#

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一览表

教别 宗教场所 地址 联系电话

佛教

宝山寺 罗店镇金星村 ５６８６２４１１

太平禅寺 顾村镇盛宅村 ５６１８１６５５

永福庵 大场镇联西村南陈路３５１弄２号 ５６１３９１３７

察司庙 杨行星火村 ５６４９５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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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８４２３５３

基督教

吴淞堂 宝杨路７４号 ５６１１６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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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浦北安路１０３弄１５号 ５６９３７９８０

罗店堂 罗店镇界泾村６３号 ５６８６２０５９

大场堂 大场沪太支路１２２５号 ５６５０２３４８

野猫弄聚会点 大场镇南大村野猫弄生产队 ６３６３７８３３

葑塘聚会点 大场锦秋路２３２０号 ６６１２８３４１

宝山聚会点 宝钢十村６号地下室 ５６６９３６３７

刘行聚会点 顾村联杨路１８５５号

盛桥聚会点 月浦盛桥老街原农村信用社 ５６１５０３６９

罗泾活动点 罗泾牌楼村三房宅 ６６８７３６６８

■少数民族古尔邦节活动　１２月９日，
由区民宗办、区民族联、上大附中共同

主办的“爱祖国、爱民族、爱宝山”共庆

古尔邦节活动在宝山电视台演播厅举

办。市、区有关领导及上大附中新疆班

师生２００余人参加活动。庆祝活动上，
市、区领导向同学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并

赠送礼物。上大附中新疆班全体师生

以民族歌舞、诗歌朗诵、乐器弹唱、小品

等精彩的表演欢庆自己的民族节日。

■市文明宗教场所创建　组织全区宗教

活动场所开展第二轮创建上海市文明宗

教场所活动。年内，天主教孟家宅堂、佛

教永福庵、宝山寺、太平禅寺被评为２００７
年度“上海市文明宗教场所”，全区的市

级文明宗教场所由１个增至４个。在全
区民族宗教迎世博动员大会上，区领导为

获得市文明宗教场所的单位授牌。

■清真食品供应　加强对合法清真食品
供应点的监督检查，举办清真食品监督

工作专题报告会，组织清真食品监督员

对各自辖区内的清真食品网点、非正常

清真食品店摊进行上门宣传和监督检

查。指导张庙、顾村、月浦开设清真牛羊

肉专柜。与经委、国资委、财政局等部门

协商区清真食品网点的设置、规划和管

理问题。在全区组织开展来沪少数民族

开设清真食品网点调查，对具备条件的

网点组织申办清真食品标志牌。

■宗教场所管理　依法加强对合法宗教
场所管理，采取场所自查、团体互查、重

点抽查等方法，对全区１６个宗教场所进
行监督检查，对存在问题的场所进行整

改，促进场所自身建设。通过年度监督

检查，完成２００７年度宗教信息的采集上
报和宗教教职人员的备案工作。协调解

决宝山寺建设资金、天主教吴淞活动点

用房、基督教大场老镇动迁安置等实际

问题。 （陈　雷）

红十字会
■概况　至年末，全区各级红十字会组织
共有４７６个，成人会员９４１７名，青少年会
员２８８８１名；建立红十字志愿服务队１３５
支，红十字志愿服务者３１６６名。全区建
成社区红十字服务站２４２所，镇（大场）
红十字服务中心１所。全区居、村委会红
十字会组织基本实现全覆盖，从事社区红

十字服务的工作人员３６３名；建立社区红
十字报灾员队伍５１０人，红十字宣传通讯
员队伍２６２人。大场镇红十字会获“全国
优秀乡镇（街道）红十字会”称号；上海市

交通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获“全国优

秀红十字冠名医疗机构”称号；顾村镇副

镇长、镇红十字会会长高静娟获“中国红

十字会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邵琦、

韩卫红、赵金苓、章金娣等获“全国红十

字志愿者之星”称号。

■“５·１２”抗震救灾活动　四川汶川特
大地震发生后，全区各级红十字会积极

行动，共募集社会捐款５５１１２５万元，其
中，街、镇、宝山城市工业园区红十字会

接受社会捐款 ３６２２７０万元；区红十字
会接受社会捐款１８８８５５万元。区红十
字会系统募集的社会捐款占全区募捐款

总额的三分之二，列各区、县红十字会赈

灾募捐总额排名榜第三位，宝山区红十

字会被上海市红十字会授予抗震救灾最

佳组织奖。会同中冶医院组成“宝山区

红十字会中冶医院红十字康复医疗队”，

赴四川省都江堰市向峨乡为１００多名灾
区伤病员进行了康复治疗。区红十字会

领导慰问了四川灾区来沪在上海市交大

３０３

红十字会



５月１５日，宝山区举办“宝山区人民与灾区人民心连心”赈灾捐赠仪式 区红十字会／提供

１２月１日，大场镇举办健康“一二一”运动暨红十字“四大”救护技术决赛 区红十字会／提供

附属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１６名伤
病员。

■救护培训　年内，区红十字会会同各
街镇、宝山城市工业园区红十字会完成

了市政府实事项目———群众性现场救护

培训任务。全区新建红十字救护培训站

（点）１４个，培训师资人员４５名，培训红
十字救护员 ２０９２人和普及对象 １６６４６
人，分别完成市下达任务指标数的

１０２９％和１０２５４％。

■人道关爱　年内，区和街、镇红十字会
共救助贫困者１４４８人次，救助金额１３０
多万元。年初，在全区开展“千万人帮万

家”红十字迎春帮困活动，区和街、镇红

十字会共出资２７５万元，帮助特困家庭
共５５０户；春节过后，区红十字会会同区
教育局、团区委开展“帮助大病孩子”募

捐帮困活动，慰问身患大病的孩子４３名，
捐助金额１２９万元。区和街、镇红十字
会应急救济７次，向受灾者和突发事件的
受害者资助金额２万多元；为区两位接受
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的特困家庭儿童，争

取企业捐助的专项医疗帮困基金９万元。
区红十字会在信访求助接待中共资助特

困者９３人次，金额４６５６万元；资助中冶
医院脑瘫儿康复中心３万元；资助月浦老
年护理院５２４３元；资助海滨敬老院２０００
元及两辆轮椅车；资助淞南一村“外来媳

妇”家庭保健小药箱１５０只，价值１１２５０
元。争取市儿童健康基金会的支持，为区

两所民工子女学校的２２１６名学生参加少
儿基金，捐助参保费１１２６万元。

■社区红十字服务　年内，全区红十字
服务站为社区居民提供测量血压、借轮

椅车和拐杖、健康咨询等服务共计２５８６
万人次。各街、镇红十字会组织无偿献

血活动，为６５０２人办理登记手续，其中
有５３２９人献血。开展遗体（角膜）捐献
宣传服务工作，为７１人办理登记手续。
组织预防艾滋病宣传、健康咨询服务等

志愿服务活动１５０次。

■少儿基金　会同区教育局、区卫生局
共同做好少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和少儿

医疗保障基金的收费、办证、审核、报销

等服务工作。２００８学年，区少儿互助基
金参保学生、儿童 １４３１１６人，参保人数
比上年增加９４４８人，增幅为７０２％，参
保率达９９６１％，收缴参保费７５８６８万

元；１１１８３７名具有上海市户口的学生、
儿童参加了少儿医保基金，参保人数比

上年增加９００５人，增幅为８７６％。区红
十字会会同区财政局、民政局、残联等有

关部门，为未入学的４７０４名低保家庭子
女和残障少儿减免参保费２４３４万元，
为来自地震灾区在本区就读的１１７名学
生办理了参保减免手续，减免金额５８５０
元。年内，区少儿基金办共受理在区（不

含在市三级医院住院治疗者）住院治疗

费用报销者 ４８９５人次，支付报销金额
３０４６９万元；受理大病门诊报销者 １２３
人次，支付报销金额８０９万元。

■造血干细胞捐献　年内，会同团区委、
上海大学团委、区教育局、卫生局等单

位，动员、组织了５３５名团员、青年加入
造血干细胞捐献队伍。上海大学１名志
愿者向配对成功的白血病患者捐献了自

己的造血干细胞，为挽救病人的生命做

出了无私的奉献。

■红十字宣传　年内，区红十字会向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市红十字会网

站、报社报送信息３９条；向区政府门户
网站、区“一报两台”、宝钢电视台等新

闻媒体报送信息 ７５条；在区红十字会
网站报道红十字会工作信息 １０１条。
以“５·８”世界红十字纪念日、“世界急
救日”、“千万人帮万家”等重要活动为

契机，区和街、镇红十字会采用宣传画、

标语、黑板报、版面、活页等多种形式，

向市民传播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

的精神，宣传红十字会在协助党和政府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所做的工作。

（孙晓芳）

４０３

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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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国际民间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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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国际民间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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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杨行镇
%"

岁以上老年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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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０３ ５６８２ ２６１２ ３０７０ １２．４４ — —

２００４ ５９８３ ２７８７ ３１９６ １２．８８ ３０１ ５．３０

２００５ ６３４１ ２９７９ ３３６２ １３．４３ ３５８ ５．９８

２００６ ６７７８ ３２２８ ３５５０ １３．７５ ４３７ ６．９０

２００７ ７３２２ ３５０３ ３８１９ １４．４５ ５４４ ８．０３

２００８ ７９４５ ３８７３ ４０７２ １５．１３ ６２３ ８．５０

!""#

年杨行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个） 教职员工（个）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上海市天馨学校 ２３ ９０７ ７９ 水产西路２８９弄 ５６４９９６５９

杨行中心校 ２３ ８７９ ７５ 杨泰路３２１号 ５６８０１０６８

杨泰小学 ２９ １１３９ ９８ 杨鑫路２８９号 ５６４９７２４４

杨行中心幼儿园 １４ ４７６ ３９ 杨泰路３５８号 ３６０２００３１

杨泰三村幼儿园 ９ ３１５ ３０ 杨泰三村东区 ３３９１２８４２

四季万科幼儿园 ６ ２０３ ２１ 镇泰路１９８号 ３６０４２８５０

友谊社区幼儿园 ５ １５９ １８ 铁锋路１９９１号 ３３７９９０９９

民办杨东学校 ２１ ９３６ ６４ 宝杨路２０４３号 ３３７９５０２７

杨行镇
■概况　杨行镇位于宝山区境中部，周
边分别与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淞南

镇、张庙街道、顾村镇、罗店镇、月浦镇相

邻，总面积３４７７平方公里。辖１８个行
政村、２２个居委会。年未有户籍 １７５３６
户、５３０２４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７８０００人。户 籍 人 口 计 划 生 育 率
９９４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２５％，
人口出生率 ７８５‰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４２５‰，人口密度 ３７６８人／平方公里。
镇党委下辖９个党总支，１４５个党支部。
辖区内有各类法人单位２３２７个，学校８
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 ４个，居民健身
点 ２６个。２００８年全镇实现增加值
５２５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９％；完成工业
销售产值４１１亿元，增长１３％；完成财政
收入５０４亿元，增长１３３％；完成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３２亿元，增长２９％；
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２５亿元。二
产完成总税收７９５亿元，三产完成总税
收８８５亿元，民营企业完成总税收５９３
亿元。全年经营性房产开工建设 ６７２
万平方米，配套商品商建设 ２４万平方
米，销售房产１６万平方米，实际销售总
额３５１亿元。农民年人均收入 １４７３０
元，增长１０２％；年劳均收入２２９０７元，
增长７８％。注重调整农业结构，“现代
蔬菜园艺场”项目已启动。开展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年度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果被上
级所肯定。推进村级财务规范化管理，

设立杨行村级会计服务中心。加强集体

资产管理，完成钱湾生产队、杨东１０队、
杨北万家宅３个生产队的撤制工作。年
内获全国计生协会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镇政府地址：水产路２６９９号。

■城镇建设与管理　西城区在建房产项
目６个，总建筑面积３７万平方米，新建
房产项目 ７个，总建筑面积 ４３万平方

米。建成大黄馨园动迁房，完成分房

１２００余套；Ｄ地块（星火基地）配套动迁
房主体结构封顶。新开工道路５条，总
长３７００米；新建雨水泵站２座；杨行社
区文体中心、老年活动中心、松兰路和杨

泰二期集贸市场结构封顶。完成３００余
户居（农）民动迁工作。配合外环生态

林带、富长路、西干线等市、区重大工程

建设。以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整治行动
为契机，推进拆违整治工作，拆除各类违

法建筑６４万平方米，整治河道１０条，
新建改建农村公路４公里。推进“节能
降耗”工作，实施污染减排计划，完成污

染单位上大方圆涂料厂关停工作。加快

推进镇域内污水纳管工程，一期（宝杨路

以北地区）已开工建设。

■就业和社会保障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３７９５个，完成年度指标的１０６％；城镇登

记失业人数 １６１０人，控制在年度指标
（１６１７人）范围内，城镇登记失业率
３７％；职业技能培训１３８８人，完成年度
指标的 １３８９％；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
险月均参保２２８１４人，完成年度指标的
１０４０８％。推进市场化就业，实现劳动
力就业１６０５人；加强弱势群体的就业援
助，安置 ３３名“零就业”家庭成员和 ２２２
名“双困”人员就业，安置率达 １００％。
扩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４９５名
农村农副业人员纳入了农保。提高农保

养老人员养老金，建立农保村属养老人

员养老金社会化发放机制。为１７个征
地项目１０８４人落实社会养老保障，支付
保障资金１５８亿元。提高合作医疗报
销标准，实现医疗保障全覆盖。制定出

台《杨行镇社区市民综合帮扶工作实施

意见》，全年救助各类社会对象９２６０人
次，发放各类社会救助金４８０万元，全镇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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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杨行镇各村（居）委会一览表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东街村 ９２５ ２９３２ 杨泰路７２５号 ３３９１２３８８

西街村 ６７０ ２５０５ 宝杨路３２５８号 ６６７６３３８５

星火村 ４５０ １８０５ 江杨北路３８８号 ５６８０１０４６

钱湾村 ３９０ １５５０ 杨泰路１１８号 ５６８０５８１８

西浜村 ４８０ １３７０ 泰和路１９６９号 ５６８０３５２９

大黄村 ３４１ １１５８ ?川路１１８８弄４８号 ５６８００２２５

城西一村 ３７１ ９０６ 江杨北路１５１９号 ５６８０２８７６

城西二村 ５６８ ２１８７ 富杨路３８８号 ３３９１１０５１

湄浦村 ４２９ １５４０ ?川路２２５２号 ５６８０１３３９

杨北村 ４００ １５２６ 杨北路１８５弄３６５号 ３３８５３５２７

苏家村 ３８０ １３３８ 共祥路２５５号 ５６３９１８５６

桂家木村 ３６０ １３０７ 富锦路２３７９号 ５６３９１０４５

北宗村 ５８５ ２１１９ 杨宗路３６８号 ３３８５２７５２

陈巷村 １７３ ６１９ 铁力路２８８号 ３３７９２５３５

泗塘村 ４２１ １５７０ 铁力路７８５号 ５１２６７１５７

杨东村 ５５４ １７６５ 宝杨路２０２６号 ３３７９２３１１

八字桥村 ６７ １６７ 宝杨路２０１７号 ５６１２３７９１

三汀沟村 １４０ ３６３ 铁山路１２８号 ３３７９４２２１

杨泰二村一居 ２１６０ ６７３９ 杨泰二村２５号 ５６８０３１１６

杨泰二村二居 ５８８ １５７２ 杨鑫路１５２号 ５６８０２５８０

富锦苑 ８８８ ２７００ 富锦苑９０号 ３６３００４１８

城西 ５２８ １５８４ 富锦路１６５９号 ５６９２０１７６

杨泰三村一居 １９１８ ６３４５ 杨泰三村１１２号１０３室 ３３９１１０８５

宝地绿洲 １１３９ １５００ 湄浦路２１８弄３４号１０２室 ３６２１６５６８

２０２１弄漠河路１１００弄 １８７ ５１０ 宝杨路２０２１弄 ３３７９５０２１

杨泰春城 ６００ ２０１２ 镇东路３８２号 ３６０４５６５８

天馨一居 １６５０ ４９３０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６弄 ５６８０７８４３

天馨二居 １２６６ ３４５２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６号 ５６４９３５８０

宝启公寓 ７９０ ２１８８ ?川路１６２５弄 ５６８０９６５９

康桥水都 ６５８ １６６４ 水产西路２９００弄 ６６７６３３３４

宝启花园 ６７５ １８２０ 宝杨路３２８８弄７８号 ５６４９２６８５

友谊家园一居 １２４７ ３９８６ 铁峰路２０００号会所２楼 ３３７９７０８８

友谊家园二居 １０８６ ４１５０ ３３７９７３７８

四季花城 １５７７ ４１８０ 松兰路１１６９弄３９号 ３６０４５５０２

富杨居委 ５８８ １７００ 富杨路２２３号 ５１０５２０６９

杨泰一村一居 １１４０ ３６８７ 杨桃路２号 ５６８０１３５８

杨泰一村二居 １１６０ ４３９２ 杨泰路３３８弄５７号 ５６４９２００８

梅林居委 １２２ ５００ 梅林路２８号 ５６４９２６９６

禄德嘉苑 ６０ ２４０ 竹韵路２５８弄２７号２楼 ５６８０７２７７

柏丽华庭 ８０ ３５５ ?川路１６２３弄４号１０３室 ６６７６０５８７

为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募集捐款 ７３５３６
万元。

■发展教育卫生事业　镇财政年内投资
６００多万元，用于教育卫生事业发展。
完成杨东民工子弟学校转制工作，杨泰

小学、天馨学校体育资源向社区有序开

放，实施区级骨干教师奖励政策，进一步

推动教师内涵建设。做好爱国卫生工

作，推进镇村卫生机构一体化管理，新建

四季花城、同盛家园２个标准化卫生服
务站，完成西浜村、湄浦村卫生室标准化

改造。培训红十字救护员１２５人，居民
救护普及培训１００１名。

■平安建设　全面实行领导干部、机关

科（室）长、人大代表接待和联系群众制

度，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渠道进一步畅通。

落实领导干部包案制，杨泰三村老年活

动室建设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因动

迁、分房等引发的各类矛盾得到有效化

解。全年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４９６件，
比上年下降２６％，到市、区两级政府的
集访均大幅下降，不稳定因素处在受控

状态。加大打击刑事犯罪的力度，全镇

刑案发案增长势头得到有效遏止，恶性

案件明显下降，全年刑案比上年下降

２６％。开展“六无”平安创建活动，新建
村、居“六位一体”综治警务室２０个，总
数达到３５个。开展社会治安专项整治，
取缔无证废品收购站１４家、地下食品加
工窝点２家、无证行医８家、非法收购柴
油摊点４家。重点开展杨行老街地区专
项整治，健全老街社会治安图像监控系

统，有效改善老街地区的治安状况。投

资１００多万元，基本完成社区居民楼防
盗门工程。加强对来沪人员管理与服

务，落实综合信息抄告制度，来沪人员办

证率达８２７％。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整
治和服务力度。基层单位安全生产责任

书签约率达 １００％，完成农民工安全教
育培训６２２６人次。全镇生产经营性单
位到检率９８％，关闭不合格危化单位３
家，整改火灾重大隐患单位２家，通过督
促检查和整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４９２条。

■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开展以党的十七
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学习

宣传教育活动，发挥东方讲坛、社区学校

等学习阵地的作用，举办“东方讲坛”市

民讲座１５场，社区学校组织各类宣讲培
训２９００课时，受益群众 ２５８５０余人次。
成功举办杨行“邻里文化节”系列活动

和杨行镇第二届运动会，丰富全镇居民

的文化体育生活。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申报市、区两级文明村８个、文明小
区２０个和文明单位１０家。制定特色文
化发展规划，通过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复

审。成功举办第六届宝山区民间艺术节

分会场活动，全面完成农村有线电视“户

户通”惠民工程，开展每周免费电影播

放、每周日沪剧演出等文化活动。

■宝山钢铁物流商务区一期工程启用　
上海宝山钢铁物流商务区（钢领 －上海
国际钢铁服务业中心）总占地面积３２４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４０多万平方米。该
项目自２００５年启动，按国家规定完成了

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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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浦镇
%"

周岁以上老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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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０６ ９９６９ ４８５３ ５１１６ １４．６０

２００７ １０１３８ ４８９３ ５２４５ １５．００ １６９ １．７

２００８ １２１５３ ６２１６ ５９３７ １４．３７ ２０１９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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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浦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个） 教职员工（个）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月浦实验学校 ３７ １４３８ １１９ 庆安路２５号 ６６９３０１６０

盛桥中心校 １８ ５９６ ６１ 古莲路２７１号 ５６１５１７９３

小红帽幼儿园 １０ ３０７ ４２ 绥化路５２弄６０号 ６６６８０２２０

盛桥中心幼儿园 ６ ２０８ ２０ 石太路３１弄１号 ５６１５０２６４

土地批租等各项手续。项目总投资额逾

２４亿元，分二期开发，其中一期工程投
资近１３亿。一期工程１５２万平方米于
２００８年８月落成并启用，招商工作获得
重大进展，目前已经签约入驻客户 １２７
家，其中国内有１７个省市１１６家企业、
国外有５个国家１１家企业入驻。

■上海江阳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启用　
由上海轩成物流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上

海江阳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负责经营管理的上海江阳水产品

批发交易市场于９月２日启用。市场占
地面积１０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１２万
平方米。原铜川路一带３大水产市场拆
迁之后，其中７０％的水产经营户入驻江
阳水产市场经营。场内现代化的商务中

心、结算中心、监控中心、信息中心、检测

中心等市场服务功能齐全，商务办公、餐

饮娱乐、停车住宿、冷库储藏、制冰供氧、

宽带通讯等配套设施完备，食品安全、治

安、消防、卫生等管理规范。

■颐景园对外开放　颐景园（原西城区
北块一期６６７公顷公共绿地）位于杨泰
路以东、友谊路以南、庵木港以北，占地

６６７公顷，其中建筑面积８００平方米，水
体面积３６４０平方米，绿化面积５３２２７平
方米，绿化率７９８％。公园设施主要包
括：管理房、公厕、茶室、运动广场、喷泉

水池、儿童嬉戏墙、发光塔等。该项目于

２００６年 ３月开工建设，２００７年 ７月竣
工，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８日正式对外开放，
项目总投资约２０００万元。 （朱思民）

月浦镇
■概况　月浦镇地处上海北翼，东临长
江入海口，南接宝山西城区，西连罗店中

心镇，北与宝山工业园区相邻。全镇总

面积４７．３４平方公里，其中宝钢等大中
型企业占地２２．３７平方公里，镇政府行
政管辖区域２４．９７平方公里，下辖１３个
行政村、１７个居民区。年末全镇有常住
户籍３２６２１户、８４５８３人，列入管理的来
沪人员４５１２２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０２％，人口出生率７５２‰，人口自然
增长率２２２‰，人口密度３３８７人／平方
公里。镇党委下辖２个分党委，２２个 总
支部，１８７个党支部。辖区内有法人单
位２９７７个，学校３２所（其中民工子弟学
校２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４个，居民
健身点３９个，农民健身家园４个。２００８
年，全镇实现工业销售收入 １３５５７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３％；实现增加值
４３１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１％；实现区
级税收３９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７％；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８７亿元，比上
年增长１９１％。农民年人均收入１２５８１
元，增长１２０３％；劳均年收入２２６８５元，
增长１２０４％。年内先后获全国文明镇、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上海市拥军优

属模范乡镇、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优秀

社区、上海市信访系统先进集体、上海市

征兵工作先进单位、上海市优秀基层商

会等荣誉称号；镇团委被团中央命名为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月浦锣

鼓队获“鼓舞东方激情上海”第三届全

国鼓艺大赛金奖。镇政府地址：月罗路

２００号。

■就业和社会保障　全年实现新增岗位
３００２个，安置“双困”人员２０１人，“零就
业”家庭就业３３户。举办各类招聘会８
场，发布岗位信息 １２８７５条。发放社会
保险费补贴卡９６张，支付跨区就业补贴
近９０万元。全年实现自主创业登记人
数１０６人，认定非正规组织１７家，吸纳
从业人员４４人。至年末，登记失业人员
２３２６人，登记失业率 ４６％。完成 ８个
征地项目，落实保障８０人，为１３名历史
遗留人员解决镇保。全年共有 ２０７６名
务工人员参加农保，收缴保费 ５９７１９
万元。

■城镇建设与管理　年内推进旧城改
造，完成月浦六、七村建筑面积３４万平
方米“平改坡”综合改造；全面完成盛桥

桃园新村管道煤气铺设工程，实现盛桥

社区居民户户通煤气。推进新农村建

设，全年共拆除宅前屋后违法建筑 ２２
万平方米，补种绿化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

１２个村通过区拆违办的验收。组织力
量编制基本农田保护区内自然村宅改造

三年行动计划，基本完成沈巷村、聚源桥

村、沈家桥村近５００户的自然村宅改造
试点。推进道路网络建设，投资近２１００
万元完成对钱陆路改扩建工程；建立健

全镇级管辖道路资料库，实施一路一档

案、一桥一卡片，并形成镇域道路管理专

人负责制，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长效管

理模式。

■开展专项整治　７月，成立专项整治
办公室。年内开展住宅小区“群租”专

项整治，通过调查摸底、宣传发动、思想

教育、联合执法，使群租现象基本消失。

取缔无证四小行业（美容、美发、沐浴、足

浴行业）４６家、无证非法行医 ４５家、无
证废品收购站２５家、无证茶炉１０家、无
证地下食品加工点８处、无证网吧３家、
无证游戏机房 ６家，收缴大型游艺机 ３
台、赌博机３台。

■安全生产推进　春节前夕，镇政府与
３８２户企业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签约
率为１００％。全年取缔 “五小”（泛指高
污染、高水耗、高能耗的作坊或小规模企

业）、“三合一”（企业员工集体宿舍与生

产作业、物资存放场所相通连的家庭作

坊式企业）、“三无”（无营业执照、无生

产许可证、无安全检查合格证的企业）企

业１４户，整改安全隐患１４８１处，培训特
殊作业人员８３１人，培训厂长、经理、法
人、安全干部 １３０人，培训农民工 ５０００
余人。开展迎奥运百日安全消防大检

查、大整治和化工企业的安全生产大检

查活动。

■建成２个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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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浦镇各村（居）委会一览表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长春村 ３６３ １０３１ 月浦镇月春路 ５６６４６６２１

茂盛村 ３９３ １３４９ 月浦镇新镇车站南首 ５６９３１５８８

沈巷村 ２８４ ６３８ 月罗路３０９号 ５６６４６５１８

段泾村 ３００ ９４９ 月浦镇段泾路２８号 ５６９３１４９２

勤丰村 ４６８ １２７９ 月罗路８８８号 ５６９３１５８４

新丰村 ２９４ ９７８ 石太路９８号 ５６１５１５２０

海陆村 ５１２ １７４８ 盛桥镇北海陆村 ５６１５０７２６

盛星村 ４４９ １５５６ 石太路６６５号 ５６１５１７９７

沈家桥村 ３４７ １１１９ 石太路４００号 ６６７５００３０

聚源桥村 ２７８ ８０３ 月浦镇聚源桥村 ５６１５３３６５

月狮村 ２４０ ７６７ ?川路５４７９号 ５６１５２１０７

友谊村 ２８７ ９１７ 钱潘路张家宅２２号 ５６１９６００４

钱潘村 ２５８ ７９６ 月浦镇钱陆路练祁河桥南 ５６６４１３９９

第一居民区 ２７６４ ７０４２ 绥化路５２弄６３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４

第二居民区 １１１６ ３２８４ 绥化路２６０弄２２号 ３６３０１０３０

第三居民区 ２２５ ５６８ 德都路２８弄２５号 ３６３０２５１２

第四居民区 １２３４ ３０３７ 绥化路２０１弄２０号１０２室 ３６３０３２２８

第五居民区 ２０５７ ５５６７ 春雷路３３１弄８号 ５６９３４６１４

第六居民区 １０３８ ２９４６ 春雷路３５４弄３号 ５６６４３５１４

第七居民区 １５８０ ４０１０ 德都路２６９弄３７号 ５６１９８９６１

第八居民区 １６５５ ４３０８ 月浦八村８４号 ５６９３５５４０

第九居民区 ２４７８ ６８８５ 德都路２１８弄５号 ６６９３００３８

第十居民区 ２４７９ ６５４１ 宝泉路６５号二楼 ５６６４７４７１

第十一居民区 ２６４０ ６９０１ 月浦七村３５号１０３室 ５６６４２４１３

第十二居民区 １６３２ ４１６５ 德都路３９９弄６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３３３０８

第十三居民区 １７１５ ２８５６ 马泾桥二村１５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５

第十四居民区 ６２１ １８６３ 盛桥四村５８号 ６６０３６６１８

第十五居民区 ２５３４ ５００４ 盛桥一村３８号二楼 ５６１５４０１０

第十六居民区 １６５８ ３５１０ 塔源路２５８弄５８号 ６６０３２０７８

第十八居民区 ７２２ ２１６６ 鹤林路５８弄８９号 ６６０３６９８８

“三室一站一店”要求，以丰富农民业余

生活质量为宗旨，集医疗卫生、教育技能

培训、农村文化建设、娱乐休闲为一体的

段泾村、聚源桥村综合公共服务中心年

内建成。该中心包括集图书阅览室、棋

牌室、东方农村信息苑等多种功能为一

体的综合文化活动室，帮助解决合作医

疗投保报销、缴纳水、电费等业务的村民

事务代理室，为村民提供疾病预防保健、

卫生康复、就医指导等内容的标准化卫

生室以及农村“六位一体”（集综治室、

警务室、治保会、人民调解会、社区保安

队伍〈护村队〉、来沪人员管理服务站为

一体的工作机制）综治室。

■月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启用　月浦
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位于龙镇路８８号，
由月浦镇投资５００万元对月浦文化馆部
分设施进行改造而成。中心设有阅览

室，少儿图书室、电影院、书画、摄影展示

厅，会议、讲座多功能厅、健身房等文化

活动场所，于６月２３日对外开放。至年
末，已有 １３７００余人次市民参与各类
活动。

■月浦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启用　该
中心位于德都路１１１号，共投资１８００万
余元，总建筑面积５４９９平方米，于１１月
３日正式投入使用。中心分 Ａ、Ｂ两区，
集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区管理办、计

生工作站、为老服务社、党员服务中心、

少数民族之家等众多政府职能部门于一

楼。底楼服务大厅设接待窗口２０余个，
涉及社保、医保、镇保、农保、救助、计生、

助残、优抚、老龄、工会、房屋租赁、居住

证办理、合作医疗、劳动争议调解等８０
余项内容；另外设有排队叫号系统、查询

系统、书写区、无障碍设施、社保卡外口

摄影室、职业指导室等便民项目。窗口

工作人员统一着装，挂牌上岗，优化办事

流程，为全镇百姓提供“一门式”的综合

服务。

■举办首届青年体育节　由月浦镇团
委、月浦鼓乡体育社团策划，上海颐新置

业有限公司赞助的月浦镇“嘉诚国际花

园杯”青年体育节成功举办。体育节自

５月１８日开幕到１１月２２日闭幕，期间
分别举办了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

和家庭趣味运动会，共吸引月浦镇及周

边乡镇青少年体育爱好者５００多人次参
与各项比赛和活动。

■第十届月浦锣鼓年会举行　第十届月
浦锣鼓年会以“锣鼓的盛会，百姓的节

日”为主题于１０月１８日举行，这是月浦
锣鼓被列入首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后的又一次展示。整个年会活

动由“灯光游园”和“焰火联欢”两大部

分组成，共有６支外国团队和１５支本土
团队参加演出。“篝火演出”是年会活

动的重头戏，分为《共同的心愿》、《共同

的节日》、《共同的希望》三个乐章，年会

首次尝试以草坪为表演区、篝火为场景

衬托，在形式上进行新的尝试、在视觉上

给予新的感受。场内３０００余名观众、演
员与场外上万名市民一起狂欢。

■锣鼓艺术团出访新西兰　２月 ２０日
至３月７日，月浦锣鼓艺术团应新西兰
亚洲基金会的邀请参加当地“华人元宵

灯节”活动。艺术团先后访问惠灵顿、基

督城和但尼丁市，参加市政府广场演出

和庆祝中国新年的系列活动，还深入中、

小学校和奥塔克大学，与师生们沟通交

流。出访过程中共演出１６场，观众达２９
万人次。

■月浦镇农村会计服务中心成立　中心
位于?川路５５０３号，共投入资金２５万
元，办公设备与人员配备齐全，于１２月
２６日成立。中心主要负责各村委会、经
济合作社、合作农场、村级实业公司等机

构的会计帐套设置，建立资产、合同等台

帐，并做好记账及报税工作，以进一步提

高村级集体经济的民主管理水平。

■市委书记俞正声视察新农村建设　１
月１６日，市领导俞正声、丁薛祥在区领
导吕民元、斯福民等陪同下来到月浦镇

视察新农村建设。市领导前往沈家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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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老年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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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０３ ４１６７ １９６２ ２２０５ １９．９０ ６２７ —

２００４ ４５３８ １８７７ ２６６１ ２１．３０ ３７１ ８．９０

２００５ ５７４９ ２４６８ ３２８１ ２０．８０ １２１１ ２６．６９

２００６ ６４０２ ２８８８ ３５１４ ２３．００ ６５３ １１．３６

２００７ ６５５２ ３００８ ３５４４ ２３．００ １５０ ２．３４

２００８ ７０９６ ３３１２ ３７８４ ２５．００ ５２７ 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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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罗泾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个） 教职员工（个） 地址 电话

罗泾中学 １６ ５４２ ８１ 东朱路８号 ６６８７０１０５

罗泾中心校 １８ ６８８ ７０ 陈东路１１８号 ５６８７１８６４

罗泾中心幼儿园 １３ ４２５ ４１ 陈东路８６号 ５６８７１９８１

上海宝山民办肖泾

小学
２１ １０６３ ４９ 沪太路９１０３号 ６６８７８２０８

宝丰民工子弟学校 １８ ７８９ ２５ 新陆村（原新陆小学） ５６８７０７４７

梅园宅察看农村河道整治和村容环境整

治情况；来到聚源桥村蔬菜园艺场，深入

大棚察看蔬菜长势，了解基地生产经营

情况，并走进村民家中进行座谈，详细询

问劳动就业、家庭收入等情况。

■月浦电镀厂停产歇业　建于１９８３年、
于２００３年改制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
月浦电镀厂于２月２９日正式歇业。近
年来，由于厂方业务拆分，车间主任承包

经营并租赁给私营业主，并因操作不规

范引发多起环境污染事故，造成较为严

重的社会影响，企业方决定实施停产歇

业。月浦镇对电镀厂处置工作高度重

视，先后召开专题会议３０余次，并由镇
领导负责，组成３个停产歇业工作指导
小组，通过企业自主歇业的方式实现关

停歇业，３６户租赁企业、５００余名职工得
到妥善处置，未引发一起越级上访。

（王秀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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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平方公里，其中宝山工业
园区规划占地 ２３平方公里，浦钢基地
３３０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１３９８公顷，其
中粮田 ８８２公顷，花木 １８６公顷，其他
３３０公顷。下辖２１个行政村、３个居委
会。年末有户籍８６２０户、２８８８０人，列入
管理的来沪人员２８９５３人。人口出生率
６６７‰，人口自然增长率 －１９３‰，人口
密度１２１９人／平方公里。镇党委下辖２
个二级党委，５个党总支，５１个党支部。
辖区内有法人单位４８７２个（罗泾工商所
统计），学校５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５
个，居民健身点７３个。２００８年，全镇实
现增加值２７７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６％；
完成区级地方财政收入２２３亿元，增长
８９８％；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８３０７亿元，
增长１１８０％；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１２亿元，增长１１％；农民年人均收入
１０５３６元，增长１１％；劳均年收入２０４２２
元，增长１２％。粮食总产量９１００吨，比
上年增０１９％；上市蔬菜２９６０吨，增长
１１５７４％；上市水产品９０１吨，与上年持
平；水果总产量 ２４５吨，比上年增长
４７９％；生 猪 出 栏 １１２５０头，增 长
２２１５％。年内，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
２００８年全民健身先进单位。镇政府地
址：飞达路８５号。

■民营经济发展　年内，上海飞士工贸
实业总公司和上海民营科技实业发展总

公司共完成区级地方财政收入１６０亿
元、增加值 ２０２０亿元、工业销售产值
６０８４亿元，分别占全镇的 ７１７０％、
７２８０％和 ７３２４％，比上年分别增长
１９１％、１２８４％和２１６８％。

■城镇建设与管理　年内坚持规划先
行，新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及核心区修建

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获批准。宝悦

家园一期８５０万平方米配套商品房竣
工交付使用，３６０多户动迁户安置入住，
１４户历史遗留疑难动迁户得到妥善处
置。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罗宁路北段工

程９８０米竣工通车，陈功路１１２０米道路
景观建设完工，集宁路公交枢纽站建设

启动。实施“公交村村通”惠民工程，

“宝村１路”乡村巴士线于７月２８日开
通，全长１２５公里，起点站为罗店镇汽
车站，终点站为新陆村。推进“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计划”，完成陈行街区“四个
一”（一条河是四眼河、一条街是陈镇

街、一条路是新川沙路、一个点是农贸市

场）改造工程。全年拆除违法建筑３５０
万平方米，遏制新违法建筑２０起、１０００
多平方米，有１２个村、居委会通过拆违
整治验收。巩固烟尘、扬尘控制成果，宝

通家园创建“绿色小区”验收合格。

■就业和社会保障　年内成立镇促进就
业办公室，制定《罗泾镇公益性组织和岗

位管理暂行办法》、《罗泾镇征地劳动力

参加自谋职业享受就业补贴的暂行办

法》等政策措施。新增就业岗位 １８６３
个，完成年计划１０５％；申领自谋职业人
员７４７人，配套资金１４０万元；安置双困
人员３３２人，安置率１００％。至年末，登
记失业人员５７８人，登记失业率３３０％。
提高农村养老水平，企业农保退休月基

础养老金人均３００元；老年农民月生活
补贴人均２００元，比上年增４２８５％；新
征地人员１１０５人，全部落实社会保障。
镇、村合作医疗门急诊批支比例提高为

７０％和８０％；社会救助网络和工作体系
不断完善，全年共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资

金２７３万元，救助８２９１人次。

■社会综合治理　年内成立镇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中心，落实“五五”普法规

划，完善矛盾纠纷超前预警、源头化解、

就地处置等信访工作机制和责任机制。

全年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来电及电子

邮件４１２件次，初访按时办结率１００％，
重要交办件解决率８０％，一批涉及动拆
迁、就业、环保等焦点问题和历史遗留问

题得到解决，无大规模集访市、区政府和

京访现象。基层综治警务室建设全部完

成，组建社区治安巡逻队，组织开展“六

无”（无重大刑案、无越级集访、无房屋

群租、无无证照经营食品和废旧金属收

购站、无安全生产死亡事故、无新的违法

建筑）村、居委会平安创建活动。实行来

沪人员抄告制度，来沪人员登记办证

２８９５３人，比上年增 ２６０３％，办证率
９５％以上；登记租赁出租房 ２６５９户、

３１３

罗泾镇



８０８６间，分 别 比 上 年 增 ７４３％ 和
２３２９％，登记率为１００％。开展防火安
全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健全安全

生产长效管理机制，取缔存在严重安全

隐患的企业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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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罗泾镇村（居）委会一览表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海红村 ４７２ １６３１ 金石路东首以南 ５６８７１０７０

川沙村 ４８６ １６１９ 长建路７７７号 ５６８７１８４５

宝丰村 ４６７ １４８６ 潘川路２７１号 ５６８７１５２５

牌楼村 ２７６ ９１７ 青年桥西南处 ５６８７５２９５

合建村 ４２６ １４２５ 罗宁路２０１０号 ５６８７１０８９

潘桥村 ４９４ １６９４ 潘川路１号 ５６８７１８５６

陈行村 ４４４ １４６０ 陈镇路２８５号 ５６８７２０８９

海星村 ５６４ ２０１６ 新川沙路２５１号 ５６８７００２７

花红村 ３９４ １３３７ 跃龙桥东北堍 ５６８７０３１３

新陆村 ３５２ １０３３ 东升路６号 ５６８７００１３

王家楼 ３０７ １１４７ 罗北路１５５８号 ５６８６１４２２

新苗村 ４８７ １６１１ 沪太路９４０５号 ５６８７１７６９

塘湾村 ３８０ １２７２ 沪太路９６０５号 ５６８７７１６５

洋桥村 ３６５ １１３１ 沪太路９８９８号 ５６８７８７９５

合众村 ２６９ ８８５ 潘金路９８８６号 ５６８７０２１４

高椿树村 ４０２ １３３８ 潘川路９９９号南首 ５６８７４１２０

三桥村 ４１２ １４５４ 金石路富长路口 ５６８７０２０３

肖泾村 ４２３ １３４３ 沪太路８８７２弄 ５６８７０１２２

民众村 ２６９ ９３９ 罗东路１２５０号 ５６８６０１３０

解放村 ３３３ １１６６ 沪太路８２３７号 ５６８６７８５１

和平村 ３０７ １０３２ 罗北路 ５６８６２５９４

一居委 ７７８ ２０７２ 陈行街６６号 ５６８７８６５１

宝虹家园 ２７７１ ４３３６ 陈川路５５５号 ５１２８３０２５

宝通家园 ７９６ ２０５６ 萧月路１６６号 ５６８７３８４１

　注：３个委居会户籍人口数和部分村有重复

■社会事业发展　年内进一步发展社会
事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新建健身苑点

５８个，购置健身器材６１５件，基本覆盖全
镇各村民小组；完成１所民工子弟学校
的转办和规范化建设及罗泾中心校、成

校等教育设施改造工程；建成１个老年
人日托中心；对９个村的文化活动中心
进行改扩建；完成各村卫生室标准化建

设。落实教育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农村岗

位补贴；小学初中毕业率１００％，初中升
高中率为 ５７％，其中升重点高中为
２５３０％。卫生医疗服务工作细化，落实
药品零差价、中医药示范点建设；合作医

疗覆盖率和基金到位率 １００％，开展送
医、送药、义诊等下乡活动３２次，受益群
众８６００人次。活跃社区文化阵地，创建
文化示范村、农家书屋３家；建设数码电
影放映点１０个，放映露天电影１６８场；

沪剧送戏下乡１０场，欢乐在社区群众文
艺演出 ２１场；举办书画、十字挑花、菊
花、丝袜花等展览 ４场，各类观众合计
６５０万人次。为１０个村５５０名农民作
信息化知识培训。

■迎奥运百村篮球赛　４月２６日，宝山
区迎奥运“百村篮球赛”在罗泾公园揭

幕。市、区有关部门的领导及上海西洋

男篮总教练等出席揭幕仪式并致词祝

贺。同时，罗泾镇农民男子篮球“三对

三”比赛全面展开，共有２１个村和部分
企事业单位２７支球队参加。在区百村
篮球总决赛中，罗泾队获亚军。

■有线电视户户通　年内，镇政府投资
５８万元，免费为１２２５户农户安装有线电
视，同时向“五保”对象等特殊农户赠送

２５寸彩电 ２６０台，价值 ３１万元。至年
末，全镇共有有线电视用户７８３２户，实
现了“有线大家看，有情一线牵”宝山区

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的目标。

■为４名百岁老人过生日　年内先后有

４名老人度过１００岁生日，他们是新苗村
徐月舍，女；潘桥村高兰芬，女；海红村林

其仁，男；牌楼村施阿舍，女。这４名老
人是罗泾镇仅有记载的百岁老人。

■联村“双创”共建新农村活动　年内，
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等５个非公
经济组织党支部和肖泾村等５个村党支
部分别结对，开展“联村双创（创企业五

星党支部、村五好党支部）共建新农村”

活动，主要内容包括“联合上一次党

课”、“解决一批村民就业”、“开发一个

新的经营项目”等“八个一”活动。

■新农村形态建设　年内，花红村袁家
宅、潘桥村何家宅等７６３户村宅改造工
作全面启动；陈行村蔡家宅、徐家宅，合

建村陶家宅等３个村民小组１００多户自
然村宅改造通过市、区验收；全镇共整治

河道６３条（段），总长３９９５３米，建设农
村公路１７７０公里；河边路旁种植树木
１７４７４棵，草坪２４９５５平方米，水生植物
６６９６０米。

■农业发展多元化　年内，全镇１８个合
作农场基本通过验收，共流转土地

７９０８６公顷，安置劳动力 ４８５人，新建
１０个农场库房和１个为农综合服务站。
全面实行粮田全程机械化生产，种植优

质稻米２１３３３公顷，实现蔬菜规模经营
４４９３公顷。洋桥村优质稻米深加工项
目、塘湾村园林养家禽项目完工投产，陈

行村“农家乐”项目启动。

■农机投入１６５５万元　至年末，新农村
建设农机投入总额１６５５万元，其中市财
政占３０％，区财政占６０％，镇财政１０％。
新购置育秧播种机１５台，插秧机３２台，
收割机２８台，大拖拉机４５台，烘干机６
台，农业生产全面实现机械化。

■创建市一级卫生镇　年内成功创建市
一级卫生镇。创建活动将“治乱、建新、

添彩”工作有机结合，健全“有害生物防

治、食品安全监控、预防保健”网络，做到

“组织、责任、经费”三落实。以陈行老

镇区改造为重点，新农村形态建设为亮

点，向社会发放各类宣传品２２０万份，
环保袋、油壶等日用品１５万份；设置立
杆广告、对旗、横幅标语２００余条；重组
农村保洁队伍４２５人，设置公厕９６座，
规范化垃圾房 ３６座，垃圾储存桶 ８６３８
只，专用拖车 ２０７辆；新种绿化 １５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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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改建花坛７５只，粉刷建筑立面
９６０万平方米。 （汤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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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老年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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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０３ ９７６３ ３９７６ ５７８７ ２１ １１０ １．１４

２００４ １０６０２ ４３７９ ６２２３ １９．２ ８３９ ８．５９

２００５ １０１３４ ４２１１ ５９２３ １９．１７ －４６８ －４．４２

２００６ １０２０８ ４４１１ ５７９７ ２０．０２ ７４ ０．７３

２００７ １０９０５ ４９６５ ５９４０ １９．６１ ６９７ ６．８３

２００８ １１６５１ ５１１０ ６５４１ ２１．４ ７４６ ６．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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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罗店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个） 教职员工（个）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罗南中学 １８ ６７３ ８３ 富南路１９８号 ６６０１３１８３

陈伯吹中学 １４ ５５２ ５３ 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 ５６８６１６６４

罗店中心校 １８ ６５４ ６４ 市一路１６２号 ６６８６６８３０

罗南中心校 ２６ ８３９ ９８ 富锦路５８５５号 ３６１３３２２７

申花幼儿园 １１ ４２８ ４０ 祁南一村３号甲 ５６８６１０７９

小天鹅幼儿园 １５ ４５６ ５９ 南东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１１９００

罗店中学 ３４ １５３３ １４６ 罗新路７０７号 ５６８６１１５７

罗阳小学 ２０ ７２６ ７３ 东西巷街３３号 ５６８６０５６３

罗店镇幼儿园 １１ ４１５ ２４ 东西巷街７９弄２３号 ３６１３０３０１

罗希小学 ２２ ９７８ ３８ 十年村张家桥 ５６８６１１１０

罗店镇
■概况　罗店镇位于宝山西北部，南与
顾村镇为邻，东与宝钢、月浦相依，西与

嘉定相连，北与宝山工业园区北区、罗泾

镇相接，镇域面积 ４４１９平方公里。下
辖２１个行政村、１个捕捞大队、１０个居
委会。年末有户籍１６７４１户、４９６８５人，
列入管理来沪人员５２６２６人。计划生育
率９９５７％，户籍人口出生率７０８‰，户
籍人口自然增长率 －０８９‰，人口密度
１１２４人／平方公里。镇党委下辖６个党
总支，１１４个党支部。辖区内有法人单
位１６５０个，学校 １０所。建有公共运动
场所２个，居民健身点３９个，居民健身
苑１个。２００８年，全镇完成区级财政收
入３４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完成增
加值３８７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４％；完成
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６亿元；完成合同
利用外资 ２６０２万美元，实际到位 １７４５
万美元；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５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２０％；万元增加值综合
能耗下降 １２％；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
１７∶８６３∶１２。农民人均年收入 １４５４９
元，比上年增长１１％，劳均年收入２２８２１
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８％。完成配套商品
房建设９４万平方米。创建市模范居委
５个，市示范居委５个，市一级居委５个，
市文明小区２个、市级文明村３个，市平
安小区１３个，党建示范点３个。天平村
被评为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富强、罗溪

等５个村（居）委被评为上海市民主法制
示范村、示范小区。年内，“端午节罗店

划龙船习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罗店镇被文

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称号，“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罗

店龙船”获“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基地”称号，罗店文化活动中心被国家

广电总局评为“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先进

集体”，东方假日田园被评为宝山建区十

大建设亮点之一。镇政府地址：市一路

２００号。

■推进新农村建设　年内组建１８家合
作农场，吸纳 ７４０人就业。投入 ２３７万
元对联合村２０公顷粮田实施农田设施
建设、对光明村２５１２公顷菜田实施菜
田基础设施改造。联合村 ３３３３公顷、
王家村３３３３公顷、天平村２０公顷菜田
建设项目进入招标阶段。张士村和天平

村３８３户自然村宅改造工程结束，投入
６３２２万元的光明村都市型蔬菜配送基
地项目（冷库）基本完成。天平村与超

大集团合作的食用菌出口加工基地项目

已获市农委批准。完成“千村万户”农

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合格率１００％。

■改善城镇环境建设　年内完成宝泰豆
制品有限公司及上海百振针织有限公司

两个重污染企业的关停工作。完成沪太

路一、二期拓宽改造工程前期动拆迁和

Ｍ７号线工程企业及民房动迁；完成祁北
路公交车站改建及“宝村１路”公交线路
的开通，祁北路与罗溪路口、祁北路与集

贤路口两个信号灯的安装；完成远景村、

北金村和西埝村共１０公里农村公路建
设。完成集贤路、抚远路天然气管道的

铺设和罗南二村４２０户居民的煤气改造
工程。罗店派出所改造工程进展顺利。

完成张士村等５个村的“整洁村”复验收
工作。完成白荡河改造及陶浜河、罗新

河景观河道建设。拆除违法建筑 ２３７９
间，建筑面积２８１８０平方米，劝走来沪人
员４７８１人。

■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　年内完
成沪太路沿线建筑及景观改造设计方案

并开始实施；完成石太路两侧环境整治；

完成市一路、塘西街、罗升路道路交通整

治，１１月１０日起实行单行道，１２月２日
起实行道路停车收费。完成迎世博６００
天行动计划的第一个１００天任务，即“５
＋１”工程（一个居住小区———罗溪花
苑、一条河道———陶浜河、一个广场———

罗店龙船广场、一片绿地———罗新路林

带、一条道路———塘西街、一个新农

村———张士村王家宅）。

■就业和社会保障　年内加大“助困、助
学、助医、助老、助残”工作力度。实现新

增就业岗位３１１２个，职业技能培训１３００
人，安置双困人员４９３人，发放就业补贴
１６３１人，发布公共职介招聘信息９６条，
提供岗位 １１４９个，实现成功就业 １１０３
人，完成自主创业３１家。至年末，失业
登记１１４５人次，登记失业率４３％。完
成Ａ３０征地 ６１６人、中镖实业征地 ４１
人、１１名家属农转非及１１名老征地人员
的社会保障，投入５３０万元完成全镇２９
名到龄离岗乡村医生和３８名在岗乡村
医生小城镇社会保障，发放３６００人次的
征地养老费，完成１３名“农来农去”人员
的保障改善工作，完成近２６００多名农副
从业人员的参保，完成１４０００多人次的
农保缴费，完成近４０００名农保退休人员
及３０００名老年农民２００８年养老金的增
资工作，完成对原罗南地区各行政村

７６３名因少缴未缴统筹金的“非正常”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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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退休人员清理核实及增幅养老金工

作，确保每月来沪人员综合保险参保

１４９９２人次。处理咨询劳务纠纷１６１起、
劳务投诉 ５８起，成功调解劳动争议 ５４
起。受理城镇低保 ２３２户 ４９７人，农村
低保１７４户４３９人，累计发放低保金１７４
万元。受理医疗一卡通 ２４６人，共计
１２３万元；为大病救助８２人次发放救助
资金５１２２２万元。发放助学资金１４４６
万元，受理综合帮扶２０人次，发放救助
资金３９万元。安置残疾职工 ６０７人，
发放重残无业人员补助金 ４３５４２９万
元。２００７年农村籍退伍兵安置及残疾
职工两金投保率均为１００％；为４户困难
家庭危房进行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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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罗店镇村（居）委会一览表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东南弄村 ６８１ ２０３３ 永顺路７１号 ５６８６５１９８

金星村 ７３７ ２４５２ 罗溪路３７１弄１２号 ５６８６３５７１

罗溪村 ７７８ ２３１５ 罗太路３３１号 ５６８６０３２５

四方村 ４８７ １６０６ 石太路３６０５号 ５６８６１７９６

天平村 ５２７ １８４８ 石太路１８３３号 ５６８６０１７４

光明村 ５５１ １７４４ 罗东路３２８号 ５６８６１２９３

束里桥村 ４４７ １４７８ 罗东路１００号 ５６８６１１２９

毛家弄村 ３１０ １０１７ 毛家路３９８号 ６６８６１４６２

义品村 ２９０ ９２２ 石太路２３９８号 ５６８６２７１５

王家村 ５６４ １８０７ 潘泾路１２０１号 ５６０１４９２０

朱家店村 ５７５ １７９３ 东太东路６３弄５号 ６６８６２７４０

十年村 ５８４ １８８１ 罗店杨南路 ５６８６０９１２

蔡家弄村 ５５５ １６９９ 沪太路６０５６号 ５６０１２３４８

西埝村 ８００ ２４１３ 沪太路６５１５号 ３６１３３２３０

繁荣村 ８８８ ２９４３ 月罗路马桥车站南 ５６８６１３６０

北金村 ５９６ １８３８ 沪太路６４８６弄１６号 ５６０１０９２８

南周村 ６５６ ２０５４ 沪太路长联路７０１号 ５６０１０９３７

张士村 ６１１ １８６７ 联杨路３６０６弄１１０号 ５６０１１５５７

富强村 ７３４ ２３４０ 沪太路６６６６弄１０１号 ５６０１０２２５

远景村 ６５２ １９３９ 陶浜路 ５６０１０３２１

联合村 ４９１ １４３６ 联杨路４５６８号 ５６０１０３０８

捕捞大队 １８７ ５２５ 月罗路２４６８号 ５６８６０２１１

古镇居委 ５７０ １３１４ 市一路２５６弄１１－１３号 ５６８６３８２９

罗南居委 ３４０ ６３５ 南东路３３号２０３室 ５６０１０７８６

新桥居委 ６０４ １４８７ 市河街３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２

向阳居委 ５６１ １３４３ 向阳新村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６３８１３

祁南居委 １０６５ ２３９１ 祁南二村３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７

富丽居委 １７７ ４４３ 富南路１９９弄５５号 ５６０１０９９６

富南居委 ２３ ４７ 南长路１１１弄１１１号 ６６０１０３４０

金星居委 ５９ １２４ 集贤路５００弄３４号 ６６８６６２６９

富辰居委 １８８ ４９８ 南东路１０８弄１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０１２７５５

罗溪居委 ５２ １００ 罗溪路６７１弄１６号 ６６８６６６５１

■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年内以建设“文化罗店”为目标，社区文

化活动蓬勃开展，“罗店龙船”、“罗店彩

灯”申报上海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获得成功。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８年，成功
举办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上

海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２７日，罗店镇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

■土地二次开发　年内，针对产业用地
供需矛盾突出的现状，通过淘汰劣势企

业、盘活存量资源等方式，土地二次开发

取得实效。利用上海东升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的部分闲置厂房引进西门子制

造工程中心有限公司。利用原上海朝晖

药业有限公司的存量土地引进上海新晖

酿造有限公司、上海天图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美愉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罗南工

业小区规划调整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正

着手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繁荣村吹罗

角、朱家店工业点及上海驰誉织造有限

公司“退二进三”用地性质，正协调通过

规划调整予以改变；化工企业集聚地

６６７公顷土地和宝冶钢构三厂６６７公
顷土地的商业及房地产开发的规划落

地、土地储备等工作顺利完成。推进部

分村级企业的土地二次开发工作。

■招商引资　年内引进投资总额为２３
亿元的宝钢热冲压汽车零部件、２１８亿
元的宝钢液压成形零部件、２亿元的宝
冶建设有限公司、１１亿元的上海美兰
湖生物有限公司、１８８亿元的上海中镖
实业有限公司等超亿元项目。全年引资

３３７５２１万元，注册企业１２８家，注册资
金３３７５２１万元。

■罗店新镇开发　年内，北欧商业街改
造已全部完成，正在抓紧招商。新镇配

套项目美兰湖幼儿园、小学、中学已开始

建设，新镇居委会、社区医疗中心、新镇

菜场、社区服务中心等社会事业配套项

目在逐一落实中。２００８年新镇出让土
地１７５３公顷；新镇万科地产项目进展
顺利，已对外销售；“美兰湖时尚之都”
于９月２８日正式启动，“上海总部经济
促进中心北上海分中心”、“上海美兰湖

总部基地”正式揭牌。

■罗店老镇改造　年内完成老镇核心风
貌区亭前街、市河样板段的景观设计及

老镇详细规划局部调整，完成老镇市政

专业规划设计。向阳新村１～５、６～８号
两幢改造基本完成。

■举办第六届上海罗店龙船文化节　１０
月２０日，第六届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暨
第三届罗店灯彩年会在东方假日田园举

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

节罗店划龙船”揭牌仪式与独具罗店风

情的龙船点睛，给远道而来的国际民间

艺术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举办东方讲坛、
十七大精神宣讲报告会和宣传图片展等

活动２４场次。发放《金罗店》报１２期及
增刊３期，总计１８万份。做好罗店党政
网的维护与更新，政府信息得到及时公

开，方便市民对该镇发展动态的了解。

开展“知荣辱、讲文明、迎世博”罗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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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践行公民道德教育活动及“文明在手

中、文明在脚下”、“迎世博、清洁家园”

志愿者活动。

■教育设施建设　年内，镇政府继续加
大对教育的投入，全年用于教育设施建

设投入２００３９８万元。完成陈伯吹中学
一期改造工程及罗南中心校、罗店中心

校、申花幼儿园校舍修缮，小天鹅幼儿园

天棚维修及设备配备，陈伯吹中学、罗南

中学教室光环境改造。成立民办罗希小

学并完成其校舍的维修及农民工子女招

收工作。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年内，镇政府加
大对民事行政卫生的投入，全年投入民

事行政卫生经费８４０６９万元，比上年增
加９９％。投资１２００万元的镇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完成结构封顶及水电、门

窗安装；投资１２亿元的金禄敬老院基
本建成；完成金星绿苑社区卫生服务站、

北金和蔡家弄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投

入３００万元完成镇村医疗机构一体化建
设；对８４名６０岁以上的白内障病人实
施免费复明手术。取缔无证照保健品经

营场所６家，收缴各类经营用具２８件、
各类假冒保健品２３０余件。开展“奶粉
事件”专项检查，共下架封存各类问题奶

粉２００多公斤。开展夏季无证照食品经
营整治活动，取缔无证照经营及加工场

所５０余户，收缴各类经营及加工用具
７００余件、不明来源及不洁食品１３００多
公斤。

■平安建设　（１）完善信访制度。针对
全镇突出的信访事项和不稳定因素，予

以全面梳理、仔细分析、认真研究，以领

导包案、责任到人的形式，对重点稳控对

象，分别采取不同的稳控措施，重复信

访、重复上访事项得到妥善化解，确保社

会稳定。全年共接待群众来访 ２８２批
５５５人次，收到信访信件４５９件，接到信
访电话５９件，处置率为１００％，重信重访
化解率、办结率分别达到１００％。（２）维
护社会良好秩序。年内取缔无证美容美

发店３０家、无证无照地下食品加工点５１
家、非法劳动中介１５家、网吧１４家、废
品收购站８７家、黑心轮胎５家；完成２２３
扇电控防盗门的安装。（３）加强安全生
产工作。年内排查企业单位１５３３家次，
发现隐患 ７０７处，整改 ６５９处，整改率
９３２％。对网吧（游戏机房）、ＫＴＶ公众
聚集场所进行联合专项检查；取缔液化

气私自灌装场所３处、没收液化气钢瓶
６９只，关闭取缔“三合一”（吃、住、生产
在同一建筑物内）企业８家、“五小”（小
化工、小木器、小浴室、小服装、小豆制

厂）企业５家及非法加工点１６家。组织
培训农民工２４批５００２人，企业法人代
表、安全干部４２０人，组织举办９次东方
讲坛交通安全知识讲座。

■政府信息公开　年内，在区政府门户
网站发布动态信息１１０多条、区办公业
务网发布２３０多条、罗店镇党政网发布
３６０多条。产生政府信息２０２条，其中主
动公开政府信息２７条，依申请公开政府
信息１４２条，免于公开政府信息３３条。

■抗震救灾募捐活动　动员广大党员干
部和广大群众参加四川大地震等救灾赈

灾各项工作，举办各种募捐活动 １０多
场，特别是在５月１５日举行了援助四川
地震灾区捐款活动。据统计，全镇共募

集善款３４０多万元，其中企业等集体捐
款１３６万元 ，个人捐款２０４５１７８万元，
衣物１４６６５件。

■陈伯吹中学新校舍启用　上海市宝山
区陈伯吹中学于２００８年９月落成，地处
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该校是在原罗店
中学老校舍基础上，由罗店镇政府邀请

上海市高等教育设计院按罗店古镇的明

清风格设计，并投入１８００万元进行一期
大修改造而成。该校前身是宝山区光明

中学，占地面积３５９６７平方米，建筑面积
１２０６６平方米，绿化面积２３９２２平方米，
是宝山区唯一的一所明清建筑风格的学

校。现有教职工５３人，其中教师４３人，
现有１４个教学班、５５４名学生。

■基层组织建设　年内开展“走进基层、
服务群众”和双结对活动，组织开展以

“走进基层树形象，服务群众献真情”为

主题的“联系服务群众六个一”（联系一

批群众，帮助一个家庭，化解一个矛盾，

提出一个建议，做一回志愿者，撰写一篇

心得）活动。“双亮底”（党支部向党员

亮工作底，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亮家底）活

动进一步深化，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基层

党建创新成果。成立社区党委，推进社

区大党建格局建设；与轨道交通７号线
和施工单位党组织建立联系会议制度，

落实地铁社区党建联建工作要求。充实

调整综合党委班子，理顺体制机制。开

展党支部“达标创优”和“党员红帆岗”

建设活动，落实“两新”组织党员联系卡

发放工作，做好综合党委委员联系“两

新”组织党建工作，筹措罗店镇“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研讨会，探索实践“大党

建”格局，参加由区委组织部和区社会工

作党委主办的“共康杯·爱我宝山”文

学、书画、摄影作品征集活动，组织党内

外群众参加由罗店镇党委举办的“纪念

建党８７周年系列活动”，探索“两新”组
织党建特色工作新途经。

■罗店旅游　“罗店一日游”影响日益
扩大，全年接待游客７８７万人次，旅游
营业收入 １２４２９万元，形成了集文化、
观光、休闲为一体的“都市农村”特色。

罗店旅游分为一日游和二日游，一日游

的景点为东方假日田园（可游览的内容

为农业科普馆、地质科普馆、农业展示

园、动物乐园、迷你宝贝园、铁索桥、儿童

乐园等）及罗店北欧新镇（可游览的内

容为北欧风情街、美兰湖、奥特莱斯购

物、高尔夫练习场等）；二日游的景点为

东方假日田园、罗店北欧新镇及参观宝

山寺、罗店龙船馆、卫斯嘉生态园。

（周　祺）

顾村镇
■概况　顾村镇位于宝山区中西部，东
临杨行镇，南濒大场镇，西接嘉定区马陆

镇，北靠罗店镇，总面积 ４１６６平方公
里，耕地面积７９６９公顷。下辖２０个行
政村、２２个居委会。年末全镇有户籍
２４７５４户、６６３４５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
员９６７０６人，计划生育率９９５４％，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２２％，人口出生率
７５１‰，人口自然增长率３‰，人口密度
１５９３人／平方公里。镇党委下辖７个党
总支，１４２个党支部。辖区内有法人单
位１４２６个，学校 １１所。建有公共运动
场所２个，居民健身点３８个。２００８年，
全镇实现增加值３３２８亿元，比上年增
长１４３％；工业销售产值１０９４４亿元，
增长 １５１％；完成合同外资 ２５１７万美
元，增长４８０％，外资到位８０３万美元；完
成国家税金１１７１亿元，增长１０９％；财
政收入３５亿元，增长１０７％；实现社会
商品 零 售 总 额 １１５８２２万 元，增 长
１１４％；完成固定资产投入 ４９１亿元；
农民年人均收入１４２４５元，增长１５％；年
劳均收入２１１０５元，增长１５％；粮食总产
量９９２吨，上市蔬菜１万吨。年内，顾村
镇先后获“全国百佳历史文化名镇”、

“全国百佳文明生态建设示范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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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模范职工之家”和“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上海市文明镇”等称号。镇

政府地址：泰和西路３４３１号。

!""$

年～
!""#

年顾村镇
%"

岁以上老年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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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０３ ８８０３ ３９９８ ４８０５ １７．９１ — —

２００４ ８９７３ ４０５３ ４９２０ １７．７９ １７０ １．９３

２００５ ９３２５ ４１８３ ５１４２ １７．００ ３５２ ３．９２

２００６ １００３５ ４５６７ ５４６８ １７．２９ ７１０ ７．６１

２００７ １１４４７ ５２４９ ６１９８ １８．６９ １４１２ １４．０７

２００８ １３３３９ ６３１９ ７０２０ ２０．５１ １８９２ １６．５２

!""#

年顾村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个） 教职员工（个）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顾村中学 ３７ １３６８ １５８ 电台路９３号 ３６１９０２８１

刘行中学 １６ ５９１ ６５ 菊泉路５２８号 ５６０２０１７２

顾村中心小学 １９ ８３６ ６１ 顾北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４３１４８

泰和新城小学 １７ ７１２ ５２ 泰 和 西 路 ３４９３ 弄
１８８号 ５６０４６６６２

共富新村小学 １６ ７４２ ５１ 共富路７５号 ３３７０６８７６

菊泉学校 １８ ６７７ ５５ 菊太路３２１号 ６６７３００４７

共富实验学校 ２２ ９９７ ７５ 共富路５０１号 ３３７０２０３６

顾村中心幼儿园 １１ ３９８ ４３ 幼儿园路３１号 ５６０４２９３８

刘行中心幼儿园 １１ ４０８ ４２ 菊太路４５６号 ５６０２２８１４

泰和新城幼儿园 ９ ３３２ ４０ 泰 和 西 路 ３４６３ 弄
３５号 ６６０４１１２６

荷露幼儿园 １１ ４４０ ４５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１５号 ６６０４９２３３

贝贝佳幼儿园 １４ ４５０ ５１ 共富路３２１号 ３３７０１５６８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落户顾村
　２月２６日，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
司正式签约落户顾村工业园区。上海发

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是由上海电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和日本 ＦＡＮＵＣ公司共同
合资成立，主要从事机器人、智能机器以

及包括机器人的自动化成套生产系统的

销售、安装和保养。

■活网国际集团入驻共富园　１２月２８
日，来自中国台湾的活网国际集团入驻

宝山区服务外包基地共富园。共富园共

分三期进行建设，建成后面积将达到２０
万平方米左右。共富园一期工程作为中

国中小企业协会批准的“长三角中小企

业上海服务外包基地”启动项目和宝山

区服务外包基地重点项目。活网国际集

团此次入驻共富园的是其下属子公司上

海活网数码营销有限公司。

■推进农业产业化　年内，顾村镇建成
胡庄村３３３公顷林带生态草鸡园、星星

村２６７公顷花卉展示园、谭杨村 ６６７
公顷绿色蔬菜园以及沈宅、羌家村 １００
公顷苗木果树示范园。上海景瑞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已与谭杨村和胡庄村签

约成立星泰杨蔬菜专业合作社和胡庄家

禽养殖场，优化品种结构，提高精深加工

水平，拓展产业发展渠道，延伸产业“产、

加、销”链条，促进农民增收。

■盛宅村异地种植江西脐橙获丰收　１１
月１７日，盛宅村农技人员组织江西上犹
农民采摘脐橙，参加第六届赣州脐橙节。

该村在当地投资建造的“上犹脐橙分级

包装厂”也于当天开始运转。５年前，盛
宅村经过考察决定租下上犹县油石乡河

唇村３３３公顷坡地种植脐橙，现已投入
１００多万元用于初期的开山、机耕、开辟
林带，包括支付当地人劳务费等。当年

种下的树苗如今长大成林，年内可收２０
吨左右的脐橙。

■获“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　
该镇已申报成功“上海市民间艺术之

乡———诗歌之乡”，年内又被文化部命名

为“全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诗歌）。

经过精心挑选的１１１篇佳作编成《诗乡

和韵诗选集》由上海文汇出版社汇编出

版，并在１０月举行的第二届“诗乡顾村”
年会上进行首发。

■第二届“诗乡顾村”年会文艺演出　
１０月２１日，５０００多名顾村居民来到共
富实验学校，参加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节顾村分会场暨第二届“诗乡

顾村”年会“诗乡和韵”专场文艺演出。

联合国国际民间艺术组织副主席伊廷、

国际民间组织亚洲区秘书长文亨硕、比

利时弗莱芒区议会副主席卡尔、前中国

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参赞余美和等出席

观看民间文艺表演。来自日本、韩国、奥

地利等国民间艺术团队和“诗乡顾村”

民间艺术团等１１支艺术团队为顾村群
众表演打击乐、印度舞、诗朗诵、萨克斯

独奏等精彩节目。

■顾村公园一期建设框架形成　顾村公
园规划总用地４３４５公顷，项目的规划
定位为“生态公园绿地”，建成后将成为

全新的大型城市郊野生态公园，是目前

国内较大的城市郊野森林公园。顾村公

园一期规划用地１８３９公顷，一期动迁、
绿化建设工作基本完成，一期东块（９８
公顷）绿化景观框架基本形成，完成建绿

约２１公顷，所栽苗木进入养护阶段。一
期内各项单体项目设计工作基本形成框

架，对体育公园、儿童公园、漂流３个项
目进行了方案论证及修改。顾村公园二

期详细规划已启动编制，规划用地２４５６
公顷。

■大批喜鹊落户顾村生态林　上海市野
生动物保护站和上海野鸟会的“爱鸟一

族”，在该镇大陆村北戴生产队的生态林

里，观察到三、四十只喜鹊在林间活动。

其中，最大的一群有１４只喜鹊。泡桐树
和杨树梢上，喜鹊巢更是随处可见。

■菊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竣工　菊泉新
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市政府“四高小

区”建设的配套项目，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动
工兴建，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３日竣工验收，１２
月１８日开始对外试开诊。该中心占地
约６６４７平方米，建筑面积近４５００平方
米，为３幢多层建筑，主楼为综合楼，还
有感染楼以及后勤楼，项目总建设费用

为２３５０万（市政府出资５００万，区政府
出资１８５０万）。中心设全科诊疗、中医
诊室、康复治疗、妇儿保健、口腔卫生、预

防保健等科室，配备检验、Ｂ超、心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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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顾村镇村
&

居
'

委会一览表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白杨村 ４３３ １３４３ 顾陈路１５１号 ５６０４３７９３

顾村村 ５２３ １６４９ 顾北路８１号 ５６０４３７２１

朱家弄村 ４１６ １４５８ 佳龙路２００号 ５６０４２６２７

羌家村 ７０８ ２３９８ 宝安公路１４３５号 ５６０４２５１７

谭杨村 ５７５ １８３８ 潘泾路８１５号 ３６０４２９７８

盛宅村 ７２９ ２４３９ 泰和西路３３５８号 ５６１８２５７３

星星村 ４５０ １４９３ 富长路跃进路 ５６０４３０６７

杨木桥村 ２７６ ９４７ 潘泾路８号 ５６０４３２２１

长浜村 ５５ １４２ 宝安公路殷家宅桥北首 ５６０４０２５１

胡庄村 ４９６ １５７７ 共富路西端 ５６０４１９４３

老安村 １０９５ ３２８６ 沪太路潘广路口 ５６０２２６５１

沈宅村 ５０７ １６８４ 联杨路２２１１弄５号 ５６０２３８７０

归王村 ５８９ １９０１ 宝安公路１９５７弄 ５６０２３２５０

毅翔村 ７６２ ２４７６ 宝安公路１６５７号 ５６０２３８３７

广福村 ５８９ １８７４ 宝安公路２２８５号 ５６０２２１６２

陈行村 ７５６ ２１４９ 陈广路富家宅南侧 ５６０２９００３

正义村 ５２６ １６３０ 宝安公路２１６０弄８号 ５６０２３０３８

沈杨村 ４５４ １５７３ 顾陈路８０５号 ５６０４２６７５

王宅村 ５７８ １８８７ 陈富路１３２５号 ５６０２３１４７

大陆村 ６７１ ２２１８ 陈富路５１１号 ５６０２３５１３

泰和一居委 ６１８ ２４８０ 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４７号１０３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６

泰和二居委 ６５０ １５６７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６３号２０２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０

泰和三居委 ６４３ ２０６７ 泰和西路３４９３弄４２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１９

荻泾居委 ２６９ ６０１ 泰和西路３５２７弄３０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１

大唐居委 ７２１ １５２３ 大唐花园３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０４９５０４

天极居委 ３８１ ８４５ 富联路２５弄４８号 ５６１８２７７４

共富一居委 ６２１ １６０７ 共富路９９弄１８号 ３３７１０９４２

共富二居委 ８６１ ２０２９ 共富一村８８９号 ３３７０２２７３

共富四居委 ７５６ ２０２９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４室 ３３７１２３０５

共富五居 ２６１ ６６５ 联谊路５０１弄３７号３楼 ３３７０７３１６

共富六居委 ７１０ １６３０ 共富二路１２０号 ３３７００３８７

共富七居委 １３５６ ２４９１ 共富路３５１弄８８号 ３３７０８３４２

菊泉居委 ３９３ ８３６ 菊泉街６００弄１０２室 ５６０２０９７９

顾村居委 ９１０ １６５０ 顾新路３２号 ５６０４３３４９

共富三居委（筹） ６６０ １３２０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２室 ３３７１２５５３

菊泉新城第二居委会（筹） ２２８ ４４７ 菊盛路５０弄１０号 ６６０２５０９２

菊泉新城第三居委会（筹） １８２ ３５３ 陆翔路３５８弄９２号１０２室 ５６０２９７６８

新顾村大家园Ａ（筹） ３６８ ９７８ 顾北东路５０１弄１３１号 ３３７１９２２９

新顾村大家园Ｂ（筹） ４６６ １３０４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２９号甲 ３６０４１０３５

新顾村大家园Ｃ（筹） ７５ １８７ 顾北东路１５５弄１８３号 ３３７１９０３１

成亿宝盛（筹） ４０９ ７６８ 水产西路８５８弄３５号 ３６０４４２９６

丰水宝邸（筹） ５３３ １０１７ 教育路５５５弄５１２号２０２室 ５６１８６７０２

放射等医技科室。主要承担镇域沪太路

以西辖区的沈宅、归王、毅翔等１１个村
和菊泉新城７个居委会及辖区内企业、
学校、商店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服务面积约２１６平方公里，服务人口近
７万（其中外来流动人口约４万）。

■七牧小区成套改造项目签约启动　年
内，列入区政府重点工作的顾村七牧小

区改造项目正式签约启动。始建于 ５０
年代的七牧小区共涉及７２户居民。该
项目将采用全区旧改工程中尚属首次

采用的“拆落地”改造方式，即拆除旧

房、原地重建、居民回搬。为顺利完成

改造项目，制定了一系列“阳光政策”，

规定新建后的房屋每户比原来增加约

２０平方米建筑面积，再有超出的部分可
按市场价购买；实行“先签约，先选房”，

即居民签约的顺序号直接成为今后选

房的顺序号，以保障积极签约居民的

利益。

■镇少数民族联合分会成立　５月 ８
日，镇民族联合分会正式成立，选举产

生镇民族联分会第一届领导班子，达翰

尔族的李双全当选为顾村镇民族联分

会主任。镇域内现有少数民族 ２２个，
人口４０３人；来沪少数民族有２５个，人
口３８５人。镇民族联分会探索富有顾
村特色的民族工作思想融通、组织融

入、生活融合、关系融洽“四融”法，使民

族工作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创出新的特

色，并成功创建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优

秀镇。

■顾村镇赈灾捐款 ６８０万元　５月 １５
日，全镇２０个村９个镇属公司向四川汶
川地震灾区捐款 １１９８５６５元；上海新格
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向四川灾区捐款１１０
余万元；社区居委、学校、机关、企事业单

位捐款２０万元；上海东方泵业有限公司
捐款１０万元；上海旭东制造有限公司捐
款２０万元；上海环北房地产有限公司向
四川灾区捐赠１５０万元（其中１００万元
为定向捐款，用于四川灾区建设一所抗

震希望学校）。截止５月３０日，全镇的
捐款额达６８０万元，并通过红十字会寄
往四川灾区。副镇长高静娟获全国红十

字会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

（朱祖香）

大场镇
■概况　大场镇位于宝山区西南部，东
与闸北区彭浦镇和大场机场为邻，南与

普陀区交界，西与普陀区桃浦镇及宝山

城市工业园区接壤，北以?藻浜为界，总

面积２７２２平方公里。辖１０个行政村、
６５个居委会（包括筹建）。年末，有户籍
４７６５３户、１２６９０２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
员１１７９万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９０％，人口出生率８３７‰，人口自然
增长率０９８‰，人口密度８９９３人／平方
公里。镇党委下辖９个党总支，１５３个党
支部。辖区内有各类法人单位９６００个，
学校３８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１个，居
民健身点９０个。２００８年，全镇完成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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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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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老年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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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０３ ２０４９４ ９８５７ １０６３７ １２．６４ — —

２００４ ２０８９７ １０００９ １０８８８ １２．７１ ４０３ １．９７

２００５ ２１００１ １０１１５ １０８８６ １１．６３ １０４ 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８５１６ １３６６９ １４８４７ １７．０３ ７５１５ ３５．７

２００７ ２６１３７ １２５６２ １３５７５ １７．４１ －２３７９ －８．３

２００８ ２８５４１ １３４１５ １５１２６ １８．０５ ２４０４ ９．２

!""#

年大场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个） 教职员工（个）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大华小学 ２０ ７０２ ５３ 沪太路１５００弄６６号 ６６３７４４２７

大华二小 １７ ５６２ ４９ 大华路８６３号 ６６３５３３００

行知小学 ２５ ９８８ ６７ 行知路３８９弄１号 ６６３９８９９５

大场中心校 ２５ ９４０ ６７ 南大路１６弄６号 ５６５０４３２６

祁连中心校 ２０ ６８９ ５８ 祁连二村１１８号 ５６１３２２１６

祁连二小 ２０ ８５６ ５８ 上大路１２６５号 ６６７４００２４

大华中学 １６ ３２３ ３７ 华灵路１３９１号 ６６３４０７０７

存瑞中学 １６ ５６０ ５４ 上大路１２８９号 ５６１３３３６０

山海幼儿园 １３ ４５８ ２８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４６号 ６６３５１７８４

大华一幼 ８ ２９０ １６ 华灵路５３９号 ６６３４５４９６

行知实验幼儿园 １３ ４３６ ２７ 真金路４１路 ６６３７０９９７

乾溪二幼 ９ ２６３ ２１ 环镇北路４００弄１９号 ５６６８１５６９

联建幼儿园 ７ ２７６ １４ 南大路１３８弄５号 ５６６８１９０３

祁连幼儿园 １４ ４６８ ２６ 锦秋路１２８２号 ５６１３１６１３

经纬幼儿园 １１ ３８５ ２１ 纬地路８８弄１０５号 ６１０７３０１８

真华幼儿园 ９ ３０９ ２０ 真华路１３９８号 ６６４０７１７８

!""#

年大场镇村（居）委会一览表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场南村 ８８０ ２９９０ 沪太路１８５６弄龙珠苑２００号 ５６６８６５３３

东方红村 ９４７ ３３９７ 华灵路１９１８号 ６６３６４１６９

场中村 ６４８ ２１４４ 沪太支路１１０７弄８号 ５６６８１２４４

联东村 ３０２ １２６５ 上大路１８５号 ５６５１３６０４

联西村 ２５２ ８２５ 南陈路１２８号 ５６１３６７６２

南大村 １０５０ ３８８０ 南大路３９５号 ６２５０２４１３

红光村 ６１４ ２２７０ 沪太路３６５１弄１５５号 ５６５１５６２９

丰明村 ２５３ ８４５ 上大路１５８８号 ６６７４００３３

丰收村 ３８５ １３７６ 祁连山路２３９６号 ６６７４０２１４

葑村村 ５２７ ２０５１ 锦秋路１５０５弄６８号 ６６１２９６９２

大华一村一居 １３４６ ２６４５ 沪太路１５００弄２８号甲 ６６３４００５３

大华一村二居 ８２８ １４４２ 华灵路５９１弄１６号甲 ６６３４９３１３

大华一村三居 １９９６ ５８６８ 华灵路５１０弄１６号甲 ６６３４７６６５

大华一村四居 １４８８ １８０７ 华灵路８６０号 ６６３４７７４７

大华一村五居 １２０７ １１８４ 华灵路８２弄６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４８７３

大华一村七居 １１４７ １０９６ 华灵路１３５１弄５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７９９３

大华二村一居 ２１１８ ３６５９ 大华路４５５弄３８号旁 ６６３４３４６８

大华二村二居 １２０２ １５２５ 新沪路５５５号 ６６３４０５２４

财政收入５７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５％；
完成增加值 ５７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５４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完成工业销售产
值７０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完成生
产性固定资产投资４２亿元；完成合同
利用外资 ８０２８万美元。种植蔬菜面积
１５公顷，全年上市蔬菜５０７４０吨，产值
１０８８１万元。农民年人均收入 １９４９１
元，比上年增９％；劳均收入２６０７２元，比
上年增８％。全年创市、区文明小区５６
家、和谐小区３１家、绿色社区４７家，百
佳文化社区４７家，科普居委５９家。获
全国“十佳百优千星”优秀乡镇红十字

会、上海市“Ａ”级除害服务站、上海市拆
违先进单位、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推
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位、上

海市志愿服务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镇

政府地址：沪太路１８５８号。

■房产开发　年内，镇域内铂金华府一
期、大华河畔华城、联建北块、绿洲家园

Ａ块等一批楼盘开工，全年房产施工面
积 ２４５３３万 平 方 米，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０３２％；竣工面积１０００９万平方米，比
上年增加 １５７２３％；商品房销售面积
４５１９万平方米（含预售和现房销售），
销售额 ３９８０亿元，分别比上年减
３０８８％、２３１６％。

■招商引资　年内利用镇经济发展区和
宝山科技园平台，加大招商政策扶持力

度；加强主导性、专业性招商队伍建设，

引进扶持科技含量高、成长速度快、发展

前景好、业内知名度高的企业。全年招

商２０２户，注册资金２１６亿元。

■城镇建设和管理　年内完成“五个
一”亮点工程，即：一条道路“汶水路景

观道”、一条河道“龙珠江河”、一片绿地

“沪太路立交桥两侧绿地”、一个广场

“红星美凯龙广场”、一个小区“滨江雅

苑”。对真华路、大华路、行知路等主干

道两侧门面房店招店牌进行“三统一”

整治改造，即广告店招店牌统一、卷拉门

统一、立面统一；启动汶水路特色商业街

改造。完成上大路延伸段（沪太路 －西
弥浦河）建设；完成沪太路、祁连山路、南

大路、丰翔路、环镇北路、锦秋路等１０条
道路雨污水排管工程。共拆除各类违法

建筑约１７万平方米，完成南大、葑村、场
中、联东等村 ５８８７公顷农村生态林
建设。

０２３

街道与镇



（续表）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大华二村四居 １７６２ ２６０５ 大华路７８１弄６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２０７５

大华二村五居 １７７４ ２８２８ 新沪路１０６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４９５０４

大华二村六居 ９９５ ９１７ 新沪路１０５９弄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９７８６０

大华二村七居 １８６３ １９２５ 华灵路１１８０弄４５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１９０７

大华二村八居 １７１０ ２８００ 新沪路１０９９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５５２５

二村嘉华苑 １２７８ ９６８ 新村路７８９弄４６号１０２室 ５６３５２３７１

大华三村一居 ８１６ ７８１ 沪太路１７７１弄４０号１０２室 ５６５１５０５７

大华三村二居 １０４８ ７５７ 大华路１３７６号２楼 ６６３６２２５２

大华三村三居 １０２６ １４６６ 行知路２５１弄６３号 ６６３４２９５０

大华三村四居 １０５０ １０８７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３３号 ６６３５３２３７

大华三村五居 １５７９ １５６７ 大华路１３７６号２楼 ６６３６２２６２

大华三村六居 １１２８ ９６８ 行知路５７２弄８２号 ６６３４２２３２

大华三村七居 ６４２ ８１８ 行知路６３５弄１号 ６６３４９１３３

大华四村一居 １３８７ １４６５ 华灵路１８８５弄２５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４９７１

大华四村二居 １９７３ １８５０ 华灵路１８９５弄４２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９１３４３

大华四村三居 １１６０ ５１０ 真金路１２５０弄３１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６８５９３

大华四村四居 １５１９ １６００ 行知路６３８弄１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６０８７０

大华四村五居 ２５０５ ２６７４ 华灵路１７８１弄７２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９５６７

大华四村六居 １２６７ ９４３ 华灵路１７８８弄３７号１０１室 ６６４０８１２２

乾溪一居 １９２２ ２８７８ 乾溪路１５０弄１３号 ５６６８９９４０

乾溪二居 １５９６ ２８７０ 乾溪路２５０弄２６号 ５６６８８９６２

乾溪四居 ２０７９ ３８７９ 环镇北路５００弄３８号 ５６５０４２８５

乾溪五居 １５６４ １４００ 环镇北路６００弄６１号 ５６５０１９５５

乾溪六居 １６４５ １４３８ 环镇北路４１７弄３４号 ５６５０１８５６

乾溪七居 １２１０ ２０５８ 环镇北路６５５弄４０号１０２室 ５６５１４８２５

乾溪八居 １３３６ ９６７ 上大路１２８弄１２号２楼 ５６５１０６５４

东街居委 １５１８ ２７２３ 场中路３６５８弄２８号２楼 ５６５０００２４

西街居委 １３４２ １２７６ 南大路６弄６号１０３室 ５６６８０８０４

联建居委 １７４８ ３６６３ 南大路１２６弄８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８１０７１

联合居委 ６００７ １５９０ 场中路４１５４弄１号２楼 ５６６８１０３７

联乾居委 ９２９ １２６９ 南大路１９０弄６号１０１室 ５６５０７２３８

祁连一村一居 １１５８ １２９８ 祁连一村５号 ５６１３２３３５

祁连一村二居 １４３９ １８６０ 聚丰园路３８８弄７４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３１４７７

祁连二村一居 １３３６ １７８３ 祁连山路２８２８弄２０号 ５６１３３２５３

祁连二村二居 １６５８ ４１４５ 锦秋路１４５６弄３３号２楼 ５６１３２６３４

祁连三村一居 １５０６ １２３０ 祁连三村１７０号 ５６１３３７３４

祁连三村二居 １１２８ ７２１ 聚丰园路１８８弄４９号２０３ ６６１２２７７２

祁连三村三居 １５３３ ９５２ 上大路１２８８弄１０２号 ６６１２２２１２

祁连四村 ２６３８ ２１１６ 聚丰园路１０５弄会所２楼 ５６１３２３３４

锦秋一居 １６１７ １４７１ 锦秋路６９５弄６８号 ６６１２８２７８

　注：筹建居委未列入。

■就业和社会保障　全年完成新增就业
岗位３９５０个，安置双困人员 ４７６人，解
决零就业家庭就业１６户，推出公益性岗
位２５０个，妥善做好关停企业职工分流
安置工作。至年末，登记失业人员３８０７
个，失业控制率在４２％。

■老镇改造　年内，大场老镇改造核心

区居农民动迁签约 １１５４户，占总数的
７４５％。马路桥、上大Ｂ块、葑村３个动
迁房基地交付使用，完成７５７户老镇改
造动迁居农民回搬工作。

■安全生产　年内对１５２幢高层建筑消
防、２５４个地下空间进行专项检查，对２３
家危化企业开展检查，关停４家化工企

业。对１８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单位
下达整治任务；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对

５０００余名农民工和１６０名企业负责人、
安全干部进行安全培训。开展产品质量

与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真华路成功创建

区食品安全示范街。

■来沪人员服务与管理　至年末，全镇
有来沪人员约１２万人，登记在册１１７９
万人。全年共采集外口信息 ９７８５４人，
注销８８９３９人，变更１７１６８人，列重点来
沪人员 １４２５人，抓获网上逃犯 ５１人。
办理来沪人员居住证１９０７张，临时居住
证４９６９３张。完成对３个来沪人员服务
管理中心的统一版面上墙、规范资料台

帐的规范化建设。根据《宝山区来沪人

员服务管理工作抄告制度》要求，通过组

建一支队伍、完善两项制度确保该项制

度有效落实，全年共抄告１１１５起，办结
率８９％。 （潘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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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闸北

区彭浦镇接壤，西以西弥浦河为界，与大

场镇相邻，北隔?藻浜，和顾村镇、杨行

镇相望。镇域面积为５８９平方公里，辖
康家、场北、野桥３个行政村，共康五村
等９个居委会，宝宸共和家园等４个筹
备居委会，宝业集团等７个镇直属公司。
年末有户籍１０２０９户、２５６６０人，列入管
理的来沪人员２５４００多人。常住人口计
划生育率９９４５％，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６３％，人口出生率１１１６‰，人口自然
增长率３４４‰，人口密度４３５５人／平方
公里。镇党委下辖 ７个总支部，８个党
支部。辖区内有法人单位１２８８个，学校
９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１个，居民健身
点２５个。全年实现增加值 ２５３亿元，
比上年增长１１０％；完成工业销售产值
２４５亿元，比上年下降６８％；实现财政
收入２５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０％；完
成外贸出口额３７９２万美元，比上年下降
４８％；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２５４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１％；完成工业性项目
投入（固定资产投资额）７７亿元。农民
年人均收入 １６２１４元，比上年增长
８４６％；年劳均收入 ２５９１３元，增长
２９６％。年内获“上海市文明镇”称号，
有市级文明单位 １个、区级文明单位 ５
个、市级文明小区４个、区级文明小区４
个。镇政府地址：长江西路２７００号。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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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老年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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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０３ ４４４５ １９９２ ２４５３ ２２．００ — —

２００４ ４５１０ １９３５ ２５７５ ２０．１０ ６５ －１．９

２００５ ４５４０ ２０８５ ２４５５ ２０．４０ ３０ ０．３

２００６ ４５９６ ２１７０ ２４２６ ２０．２０ ５６ －０．２

２００７ ４６５１ ２１７７ ２４７４ ２０．３０ ５５ ０．１

２００８ ５２１６ ２４７３ ２７４３ ２０．４６ ５６５ —

!""#

年庙行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个） 教职员工（个）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泗塘二中 ２４ ８８７ １０１ 共江路６６８号 ３６１１０５３３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１６ ５６６ ５３ 长临路１０００号 ５６４０４４５２

虎林路第三小学 １４ ４９８ ４５ 泗塘八村１号 ３６０９０４４１

通河新村第四小学 １１ ３３７ ３９ 通河八村１１３号 ６６２２３８６８

华师大实验学校 １２ ４０４ ３５ 长临路１２１８号 ３３８７５６７０

小鸽子幼稚园 １０ ２９０ ４１ 共康五村９６号 ５６４１５９１１

康苑幼儿园 １１ ３３３ ４０ 共康公寓８１号 ５６４０９９８８

泗塘五村幼儿园 ７ ２０５ ２６ 泗塘五村１２９号 ３６１１００１６

陈伯吹幼儿园 ７ １８４ ２９ 长临路１２３６号 ３３８７４７３８

■招商引资　年内在加强楼宇招商、项
目招商的同时，加大在地招商力度，制订

《庙行镇关于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全

年完成新办、增资及变更项目７个，新增
注册企业１４５户，注册资金１７２５４万元，
实现产值８２亿元，税金总额４亿元，其
中完成地方财政收入１３亿元，占全镇
财政收入的５１％。

■城镇建设与管理　年内以建设全国环
境优美镇为抓手，结合“迎世博６００天”
活动，加大投入，加强管理。完成结构规

划、共康社区单元控详、东茭泾河以西建

设敏感区单元控详、雨污水规划，以及上

海智力产业园总体规划的修编，基本完

成场北和康家配套商品房地块的修编。

完成长临路道路翻修，局部翻修南?藻

路，全长１３公里的呼兰西路和长临路
延伸段已开工建设。新建占地面积 １２
万平方米的共和公园并于１２月２８日对
外开放，使庙行镇人均绿化面积由１２３
平方米增加到１８１平方米，镇区绿化覆
盖率由３５％上升到３８％。加强市容市
貌管理，建立“四位一体”运行工作机

制，重设１５处爱心早餐车停放点，通过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管理达标活动

市级专家组验收。投资 ４０００万元完成
共康五村、共康六村的雨污水管网、二次

供水和小区综合改造。投资１２０万元，
将主要农村公路全部委托专业部门机扫

和清洗。全年拆除违法建筑２１２０９平方
米。加强河道综合整治和保洁，引进上

海水产大学的专利技术，利用生物治污，

将段浦河水质从原来的劣Ⅴ类改造成Ⅲ
类水质，部分河段达到Ⅱ类标准。城区
内５座公厕改造达标，实施免费开放。
投资１０００万元新建的庙行镇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结构封顶。投资 １０００万元建
造的便民服务中心于 １２月 １日对外
服务。

■就业与社会保障　年内新增就业岗位
２１０２个，完成计划的 １２４％。外劳力综
合保险计划月均参保５０７６份，实际参保
５５２３份，完成计划的 １０８８％。完成职
业技能培训４９０人。开展政府送岗位活
动，安置双困人员 １８３人，完成计划的
１２２％，对１７户“零就业”家庭及农村低
收入家庭实施就业援助。建立３个就业
援助基地和北斗星自主创业一条街，镇

财政投入促进就业专项资金 ４２０６万
元，受益人数６５００多人。至年末，登记
失业人数控制在８３４人以下，登记失业
率４３％。实施市民综合帮扶措施，形
成多方位、多层次社会救助体系，年内累

计发放低保金２７８５万元、协保困难补

助金７８８万元、医疗救助金４４万余元、
补助困难学生３０７万余元、镇扶贫基金
向特殊困难家庭发放补助金１８万元，综
合帮扶１４２万元，农民新纳入社会保障
２１４人。在共康五村开设庙行镇老年人
日间照料服务站，通过市场化运作和政

府补贴为１７０多名老人提供送餐服务。
以“阳光之家”为平台，完成５１名重残无
业人员纳入基本医疗保障的工作，为４５
名残疾人进行健康体检，“送康复”上门

８６人次，发放慈善医疗卡８８张。镇社区
事务受理中心创建市级文明窗口通过区

审核验收，建立场北村社区事务受理室。

■骏利财富大厦落成　１月，位于宝山
区共和新路５１９９号（近共江路）的骏利
财富大厦落成开放。该项目占地面积

１０３３７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２７４９平方米，
建筑密度２０６５％，机动车位数量１５０个
（其中地上１００辆，地下５０辆），为１５层
的智能办公大楼。

■北斗星商业广场开业　１月，北斗星
商业广场正式开业。该广场规划建筑面

积６３０００平方米，从设计之初就立足于
共康地区社区型商业中心的定位，并借

鉴当今商业地产整合的理念，从而形成

了以酒店商务办公、购物、娱乐、休闲为

主要特色的一站式生活广场的商业

模式。

■就业援助基地揭牌　３月，庙行镇出
台《就业援助基地扶持措施》，由就业援

助基地为低学历、无特长的“２０３０”人员
和外来媳妇提供岗位，镇政府给予用人

单位社保费补贴、就业岗位补贴和开办

费补贴。同时设立了上海世纪联华超市

有限公司共康店、上海丽鑫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２个就业援助基地。

■段浦河水质达三类标准　年内加强对
段浦河的综合整治和保洁工作，引进上

海水产大学（现上海海洋大学）何文辉

教授的“水下生态修复技术”，引种水生

植物，改善段浦河的自我净化能力，将曾

被测定为劣Ｖ类水质的段浦河水质提升
到Ⅲ类标准，部分河段达到Ⅱ类标准，昔
日黑臭的段浦河如今成了庙行镇的景观

河道。

■智力产业园开园建设　集研发中心、
科研办公、展馆、都市休闲农庄、生态公

园及配套服务业于一体的大型现代服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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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庙行镇村（居）委会一览表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康家村 ６６７ ２０３１ 共康路６０１号 ５６４１０９５７

野桥村 ５３７ １７２０ 三泉路１６７６号 ５６４０３６８９

场北村 ６６３ ２２５６ 场北路８１５号 ５６４０３１６７

共康二村 ６８５ ７９４ 共康路４００弄２３号乙 ５６４１２０６９

共康五村 ２９００ ５３８７ 共康五村２３５号 ５６４２０５２４

六村一居 １０５６ ２６６８ 共康六村１０号乙 ５６４１６２８８

六村二居 １６８３ １８０５ 共康六村１０９号旁 ５６４１８１００

共康七村 １６４３ ２１３７ 共康七村１６３号旁 ５６４２８９３６

共康八村 ２０７５ ３５０３ 共康八村５３号 ５６４１３１３２

共康公寓 １４００ ２４００ 三泉路１４９５弄共康公寓１９号 ５６４０９３１１

屹立家园 １０２０ １０３５ 长临路１１１８弄屹立家园５０号 ５６４０７７２７

馨康苑 ８８２ ４７５ 共康路１６９弄４３号 ５６４７１５３８

共和家园（筹） １６７９ ２２８ 三泉路１８５８弄共和家园２号 ３３８７３０１２

九英里（筹） ９４７ ４５０ 长临路１３１８弄３０号１０１－１０２ ３３８７３０２８

和欣国际（筹） ８６１ ２９２ 场北路３９弄３号 ３３８７３００６

新梅绿岛苑（筹） ９５８ １２６１ 场北路３９９弄２号 ３３８７３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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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淞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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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老年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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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０３ １２４１６ ５６３５ ６７８１ ２０．４０ — —

２００４ １２７７４ ５９４９ ６８２５ ２０．５０ ３５８ ２．８

２００５ １３１８５ ６０２３ ７１６２ ２０．９０ ４１１ ３．２２

２００６ １３３４７ ６１０４ ７２４３ ２１．５０ １６２ １．２３

２００７ １３９００ ６３５７ ７５４３ ２１．５０ ５５３ ３．９９

２００８ １４４０６ ６５８３ ７８２３ ２１ ５０６ ３．６４

务业集聚区上海智力产业园年内开园建

设，该产业园一期建设工程总投资１１３
亿元、建筑面积近４万平方米的老厂房
改造工程已基本完工，规划设计二期工

程１２６万平方米的建筑已完成前期准
备工作。

■成立谐康爱心服务社　６月，谐康爱
心服务社成立。服务社调动社会力量，

整合利用各种帮扶资源，采取以“个案帮

扶”为主、“项目帮扶”为辅的形式，使综

合帮扶工作由原来单一的资金帮扶拓展

为精神帮扶、企业帮扶结对、建立综合帮

扶志愿者队伍等多种渠道，以相对灵活

的操作方式对现行救助政策进行拾遗补

缺。年内总计帮扶困难家庭４６家，资金
１４２万元。

■中心校更名为区第二中心小学　７
月，宝山区庙行中心校正式更名为宝山

区第二中心小学。这为平衡区的优质教

育资源，为居住区的百姓提供优质教育

服务，全面提高区的教育质量创造条件。

■２００８宝山庙行音乐夏令营展演　７
月，由上海市音协民管协会与庙行镇政

府共同主办的“２００８宝山庙行音乐夏令
营”在庙行镇大康度假城举行结营展演

活动。这次夏令营为期８天，从７月２４
日开始至７月３１结束。

■获“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先进单位
　８月，上海市体育局转发了国家体育

总局《关于颁发２００７年度全民健身与奥
运同行活动优秀组织奖和表彰全民健身

活动先进单位的决定》的通知，庙行镇政

府获 “２００７年度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
先进单位称号。

■举行“庙行杯”农村秧歌邀请赛　１０
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宝山实验学校，举行

“庙行杯”农村秧歌邀请赛。本次比赛

邀请了上海市各郊区１２支秧歌队，展示
各自编排的具有民间性和艺术性的民间

秧歌，进一步推动民间秧歌艺术的传承

和创新。

■陈伯吹实验幼儿园揭牌　１０月，庙行
镇陈伯吹实验幼儿园举行了幼儿园开园

揭牌暨陈伯吹先生塑像落成揭幕仪式。

区领导，陈伯吹亲属、原北大校长陈佳洱

先生与夫人周维金教授等参加了揭幕

仪式。

■创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通过市级专家

组验收　１１月，市级专家验收组对庙行
镇创建全国环境优美镇进行了验收评

审。经过评审，专家组成员一致通过了

审核意见，各项指标都达到“全国环境优

美乡镇考核验收规定（试行）”的要求。

■成功创建上海市和谐示范镇　１１月，
庙行镇成功创建上海市和谐示范镇。创

建活动使庙行镇综合管理水平得到提

升，居民综合文明素质得到提高，呈现出

党建有力、民主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

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文明和谐的新

面貌。 （徐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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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邻，南到一二八纪念路与高境镇相接，

北至?藻浜，区域面积１３６５平方公里，
规划面积４２５平方公里。全镇辖 １个
村（正在撤制中）、１９个居委会和２个筹
建居委会。至年末有户籍 ２８７７３户、
６８００５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１９１２７
人。年计划生育率９９８７％，人口出生率
４８３‰，人口自然增长率 －３９９‰，人口
密度６３８３人／平方公里。镇党委下辖１６
个总支部，７９个党支部。辖区内有法人
单位１４００个，学校１５（镇管１１）所，建有
公共运动场所２个，居民健身点２０个。
全年工业销售产值２２５５亿元，比上年
增长３４１０％；实现增加值２７２１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４２０％；区级财政收入
２２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０４７％；完成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１４７１亿元，比上年增
长１９８０％。完成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
３４５亿元，实现合同利用外资１８９４万美
元。年内加强“一园一区”建设，提升园

区服务功能，推进招商引资工作。经济

小区实现税收１９０９４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６０％；都市工业园实现税收 ５０３３万
元，比上年下降０３４％。年内，获全国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镇和全国特奥活动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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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社区称号，成功创建上海市和谐社

区建设示范镇、上海市社区教育示范镇，

获上海市文明镇三连冠、上海市科普示

范镇三连冠等称号。镇政府地址：淞南

路５０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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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淞南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
（个）

学生数
（个）

教职员工
（个）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备注

长江二中 ２４ ８８３ ８５ 通南路８８号 ５６１４０９４５ 镇管

淞南中心校 １９ ７３４ ５２ 华浜新村１６８号 ５６４５０２５２ 镇管

淞南二小 ２０ ７３７ ４８ 新二路１１９９号 ５６１４９７３３ 镇管

中心幼儿园 １６ ５５７ ６２ 淞南三村６２号 ６６１８８１９０ 镇管

星星幼儿园 ７ ２５０ ２８ 淞南十村１３１号 ５６８２２０４０ 镇管

大昌幼儿园 ８ ２７４ ３２ 长江南路 ５３０弄
１６１号 ３６１４００３７ 镇管

依乐 新 天 地 幼
儿园

１２ ３２９ ４９ 华浜新村１４２号 ５６４４８７５６ 民办

东方剑桥幼儿园 １０ ２１２ ３４ 长逸路４１８号 ５６４６１８２０ 民办

好时光小拇指幼
儿园

５ １１０ ２４ 新二路 １０８８弄 ８３
号

６６１８８８１９ 民办

益钢小学 １５ ７７５ ３０ 淞南新村３１号 ５６８２１６２８ 民工子弟
学校

江杨希望小学 １１ ５４１ ２２ 长江南路９６８号 ６６２２６１０８ 民工子弟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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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淞南镇居委会一览表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淞南一村第一居委会 １６９０ ４０２０ 淞南二村５０号 ５６８２５８９４

淞南三村第一居委会 １９１９ ４３２９ 淞南三村１２８号 ５６８２２２１７

淞南四村第一居委会 １９１７ ４５４６ 淞南四村７３号甲 ５６８２２２３０

淞南五村第一居委会 ２２０８ ５０１２ 淞肇路８８号 ５６１４３４９０

淞南五村第二居委会 ２２７６ ５２５５ 新新五村５００号 ５６８２８５０３

淞南六村居委会 １３４２ ２９８２ 淞南六村８９号 ６６１８５９３９

淞南七村第一居委会 ２５２２ ５８０８ 淞南七村８７号 ３６１４０３６４

淞南八村居委会 ２１２４ ４９９６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号 ６６１８６０２５

淞南九村第一居委会 ７２３ １７９８ 淞南九村７３号 ５６８２５８７９

淞南九村第二居委会 １３０７ ２９４１ 淞南九村１９２号 ６６１５６３３８

淞南十村居委会 ２２８８ ５２４１ 淞南十村１９５号 ６６１４８９０９

长江第一居委会 １８５６ ４７８０ 长江路８４８弄４／１０３室 ６６１４３８５５

长江第五居委会 １１１６ ２８５８ 长江路４０６弄６号 ５６４４８３０２

张华浜居委会 ８４９ ２０８２ 长江路２０弄５号 ５６４５１２３３

华浜二村居委会 １２５９ ２７６８ 逸仙路３４５６弄２２号 ５６４４５１２８

华浜新村居委会 １３６９ ３１８１ 华浜新村１９号 ５６４４８３０３

长宏新苑居委会 ６０２ １４２４ 淞南路２０９号 ５６４５０８２３

嘉骏花苑居委 ６００ １３１３ 新二路１０８８弄２５号 ５１０５０００２

盛达家园居委 ４０３ ９０６ １２８纪念路５５弄４５号 ６６１５５５６５

新城尚景居委（筹） １５６ ３３９ 淞肇路３３３弄１５号二楼 ６６１８５８５６

新梅淞南苑居委（筹） １６２ ３６０ 长逸路３０１弄２４号二楼 ５６４５０３９５

■“东西联动、南北开发”发展战略制定
　围绕年初制定的“东西联动、南北开
发”发展战略，立足镇情、解放思想，正视

困难、大胆探索，在巩固调整中促进经济

的持续平稳发展。全年实现增加值增长

１４２０％，完成年度目标的１００％；区级财
政收入增长 ０６０％。“东西联动、南北
开发”发展战略具体为：东部———聚焦存

量用地转型升级，相继启动上海国际工

业设计中心和上海国际水岸工程企业总

部基地项目，完成建配龙东区改造主体

建设，顺利推进上海复地汽车城等项目

的前期准备工作，进一步推动沿轨道交

通 ３号线淞南段产业带的形成；西
部———邀请同济大学经济学院细化“小

五角场”商业中心规划定位和业态布局

调研，做好本原金属制品公司、郁江巷等

土地储备工作，为商贸圈建设奠定基础；

南部———建成盛世宝邸、逸居苑等房产

项目，１０８万平方米商品房已实现预
售；北部———巩固、深化与一钢合作平

台，拓展与中远化工的合作，推进沿长江

西路汽车名品４Ｓ店集聚区建设，深化与
铁合金厂的合作，如期落成上海国际节

能环保园一期展示中心和二期钢雕公

园，推进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城镇建设与管理　以落实迎世博６００
天行动计划为契机，制定并启动快速反

应、拆控违监管、道路立面保洁、集贸市

场标准化管理、物业自查互查、物业社区

协同等６项长效管理机制，并以６项机
制为抓手，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淞

发路辟通工程和新社区事务受理中心、

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筹划迎世博６００天
行动计划，完成迎世博第一个１００天市
容环境整治工作；结合创建文明城区和

三类区域市级规范区工作，通过实施市

容专项整治，巩固国家卫生镇、上海市文

明镇创建成果；拆违控违取得成效，２００８
年全镇拆除违法建筑４４６０平方米，１８个
小区的拆违工作通过区有关部门验收；

进一步治理河道，修复河道栏杆 ２０５０
米，疏浚南泗塘河等河道，清理淤泥 ２０
万立方米。

■就业和社会保障　年内注重民生，以
人为本，落实１３５项惠民实事项目。新
增就业岗位１８７４个，完成指标的１０６％，
至年末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２９００人以
内，登记失业率４２６％。；完成各类职业
培训１３００人，安置“双困”人员５３０人和
“零就业”家庭３７户，推介刑释解教人员
就业４２人；新增２６家自主型创业组织，
带动就业７２人。办理外来从业人员综
合保险７５２５人，完成指标的１０３％；以城
乡低保应保尽保为目标，发放各类救助

金２３８０万元；发放征地养老、企业退养
和退休老干部生活费、医药费８１２６万
元；实行综合帮扶，累计帮扶１０９７人，帮
扶资金７３８８万元；建立淞南慈善爱心
超市，接受社会各界捐赠，为困难居民发

放粮油等生活必须品，１２００多户困难家
庭从中受益；两次开展为四川地震灾区

募捐活动，募集善款４０５５万元、衣被６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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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件；建成新的“一门式”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开通运行“三网（现场受

理、网上受理、电话受理）”联通服务平

台，更加方便群众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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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老年人情况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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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０３ １０６８８ ５０３１ ５６５７ １６．００ — —

２００４ １０８７４ ５００２ ５８７２ １８．１６ １８６ １．７４

２００５ １１４６２ ５３４８ ６１１４ １８．１２ ５８８ ５．４１

２００６ １１４７１ ５４４４ ６０２７ ２０．０９ ９ ０．０８

２００７ １２２３５ ５７４９ ６４８６ １９．３２ ７６４ ６．６６

２００８ １３１８８ ６２２０ ６９６８ ２０．７４ ９５３ ７．７９

■老龄工作推进　全镇现有６０岁以上
老人１４４０６人，占总人口的２１％。年内
推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新增居家养老

１４０名；建成华浜新村等 ４个区级标准
化老年活动室；为每名独居老人购买新

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开设１个为老助
餐点，为老年人提供送餐服务；组织开展

社区志愿者与５１２户纯老家庭、５７１名独
居老人结对关爱活动；组建老年讲师团，

开展老年学校系列教育，进一步丰富老

年人生活。

■健全公共卫生体系　年内完成建设健
康城区三年行动计划，认真实施“五个人

人”（人人知道自己血压，人人参加健身

活动，人人掌握救护技能，人人了解食品

安全，人人养成健康行为）健康市民行

动，结合万人糖尿病普查和贫困妇女妇

科病检查，实施健康干预；重视食品安全

宣传、指导和监管；扎实开展红十字会工

作，新建１３个社区红十字服务站；完成
人口和计划生育各项指标，落实计划生

育奖励优惠政策，完善优生优育指导服

务工作。

■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以文明单位、文
明小区、文明楼组创建为基础，认真落实

《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加强青少年思想

道德建设，依据文明镇建设标准，开展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创成市级文

明单位３家；区级文明单位７家；市级文
明小区５家；区级文明小区１８家。实现
“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镇”和“上

海市文明镇”三连冠。淞南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获“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创建上海市和谐社区建设示范镇　加
强社区干部队伍和制度建设，健全居民

区“三会（议事会、评议会、听证会）”制

度、社区与物业联席会议制度，以社区志

愿服务、民主自治、共建共育全覆盖为抓

手，４月成功创建上海市民政局命名的
上海市首批、宝山区首家“上海市和谐社

区建设示范镇”。淞南一村、淞南九村一

居获“上海市和谐社区示范居委会”

称号。

■创建“区平安乡镇”　以淞南平安建

设１０项实事为抓手，深化治安综合治
理，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健全社会矛盾

疏导和化解工作机制，开展党政领导信

访包案、接访、下访制度，做实做细排摸

工作，落实重点对象稳控措施，完成特定

重大时期的稳控任务。全年共接待群众

来信来访４０５批１１３７人次，其中集访２１
件６７批７５６人次，办结率１００％，化解率
９３％，镇信访办被评为“上海市文明信访
室”。重视基层调解网络建设，成立各居

民区人民调解工作点，建立区首个公

安—司法联合调解工作室，进一步加强

警民联合调处力量，有效化解各类民间

纠纷。全年共接待法律咨询１０２７人次，
成功化解民间纠纷５１６件，成功制作调
解协议书１７６份。加强稳定联动机制建
设，建立?藻南路周边大型企业治安联

防体系，增设轨道交通３号线淞发路站
夜间治安巡逻警务室。全年刑案发案呈

下降趋势，刑案发案２７５起，比上年下降
２８％。开展禁毒工作，获“上海市禁毒
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机关作风建设　年内开展“讲党性、重
品行、作表率”主题教育活动，党政领导

班子带头深入基层，带头剖析问题，通过

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发放征求意见表

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落实整改

措施。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注重制度建

设和落实，落实“三重一大”决策程序、

党委工作督察、领导干部联系基层等制

度。开展２００８年度淞南镇“三新（塑造
新形象、实现新发展、争做新贡献）”立

功竞赛活动，营造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

工作氛围。以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任务

分工、实施“一岗双责”为抓手，全面落

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夯实反腐倡
廉基础。 （陈林甫）

高境镇
■概况　高境镇位于区的东南部，与虹

口、闸北、杨浦区相邻，与区内的庙行、淞

南镇及张庙街道相接，镇域面积７１平
方公里，下辖８个村级实业公司（信南
实业有限公司、奎照实业有限公司、雷博

实业有限公司、胜峰实业有限公司、新江

实业有限公司、高境实业有限公司、逸骅

实业有限公司、江杨实业有限）、２４个居
委会（其中 ４个筹建中）。年末有户籍
２６１０３户、５９９２４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
员 ２９１９６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９％，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７％；人口
出生率６２‰，人口自然增长率－２１‰，
人口密度８４４０人／平方公里。镇党委下
辖４个党总支，７６个党支部。辖区内有
法人单位７００个，学校１６所，建有公共
运动场所２个，居民健身点２４个。镇有
线电视用户 ２５０７１万户，征地农民“镇
保”参保率 １００％，新增就业岗位 １４９６
个。２００８年，实现增加值２１８亿元，比
上年增长１５％；工业销售产值２４５４亿
元，比上年减少 ６８％；财政收入 ２５５００
万元，比上年增长２４５％；固定资产投
资４５亿元；合同利用外资 １６５０万美
元。农民年人均收入 ２１４７６元，比上年
增长 １０％；年劳均收入 ２８３１３元，增长
１１％。年内，被评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
工作先进村镇”；经全国爱卫会复审再次

被命名为“国家卫生镇”。有市级文明

小区９个，区级 １１个；市级文明单位 ２
个，区级１个；市级文明标志区域１个。
创建模范小区１５个，示范小区１３个；创
市平安小区１０个，区平安小区８个；创
市平安单位８个，区平安单位１１个。镇
政府地址：殷高西路１１１号。

■城镇建设与管理　年内采取多项行
动，通过全国环境优美镇和国家卫生镇

的复审验收，综合环境形象得到全面提

升。完成第三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各

项任务，对辖区内１１３家生活污染源、１３
家工业污染源进行普查；督促整改１０起
扬尘污染事件；完成３９家企业雨污水分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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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境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个） 教职员工（个）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江湾中心小学 ２６ ８４７ ８１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号 ５５０３５１１３

高境镇第二小学 １６ ５５０ ４６ 高境一村８２号 ３６１４０１８７

高境镇第三小学 １０ ２２０ ３０ 共 和 新 路 ４７１９ 弄
１８８号 ５６８１７３４４

同洲模范学校 ３５ １３５４ １５１ 岭南路９９０弄１号 ５６８１３０７９

高境镇第三中学 １７ ５６０ ５７ 国权北路１１号 ５５０３１６４６

高境镇第四中学 １１ ３３７ ４４ 岭南路１２４９弄２８８号 ６６９８６６２６

育英学校
（民工子弟学校）

１８ ９８６ ２７ 江杨南路１１６５ ３６１２０８７７

江南学校
（民工子弟学校）

２１ １０３８ ４８ 逸仙路３８８５号 ５６４４８４６０

贺王幼儿园 ５ １５４ ２０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０３号 ６５９１６４３７

高境镇第二幼儿园 ８ ２４１ １７ 逸仙一村３支弄１０３号 ５５０３８６２８

高境镇第三幼儿园 １１ ３４２ ２２ 高境二村９８号 ５６１４１５８３

徐悲鸿艺术幼儿园 ９ ２３６ ３４ 高境一村１１２号 ６６１５６１２８

徐悲鸿第二艺术幼
儿园

８ ２３３ ３４ 国权北路２９０弄３７号 ５５０３８３４９

高境镇第六幼儿园 ７ ２１８ １７ 殷高路２１弄１号 ３３６２２０２５

高境镇第七幼儿园 １０ ３１１ ２２ 江杨四村２６号 ３６１２０７１５

七色花第二艺术幼
儿园

１０ ２６８ ４１ 阳曲路１３８８弄９９号 ５６８１６３９７

!""#

年高境镇居委会一览表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逸仙一村第一居委会 １１６８ ２７３０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９３号 ５５０３０２３４

逸仙一村第二居委会 ９７９ ２１６２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３支弄２号 ５５０３１１２０

逸仙一村第三居委会 ７１８ １４９８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支弄４１号 ５５０４４２２８

逸仙一村第四居委会（筹） ５８４ １４５４ 三门路５５５弄１６幢２号 ５５０３３６９０

逸仙一村第五居委会 ８７６ ２１７６ 逸仙路１５１１弄２２号 ６５４４５１７５

逸仙二村第一居委会 １１７５ ２６７６ 三门路４８９弄４号甲 ５５０３４４２９

逸仙二村第二居委会 １５４５ ３４６１ 国权北路２９０弄３９号 ５５０３８３６９

逸仙二村第三居委会 ２２０１ ５０１１ 吉浦路６１５弄８９号甲 ５５０３５４８２

逸仙二村第五居委会 ７６７ １８１３ 三门路４８５弄８３号 ５５０４１７６４

逸仙三村第一居委会 ９８０ ２６００ 殷高路２１弄５号 ５１０５７１６７

逸仙四村居委会（筹） ４３８ ８９３ 国权北路８２８弄１３９号 ３３６２２１９３

高境一村第一居委会 １７２２ ３９２１ 高境一村１４２号 ５６８２６５８１

高境一村第二居委会 １０５０ ２１７２ 高境一村１６０号 ５６１４０６００

高境二村第一居委会 ２２８２ ５２４９ 高境二村２０４号 ５６８２６５７９

高境三村居委会（筹） ３１９ ７１６ 新二路９９９弄４２号 ６６１８６６５７

高境四村居委会（筹） ３６２ ８２０ 逸仙路１２３８弄１７号 ６５６０１６４２

共和一、二村居委会 １５６８ ３４７７ 共和一村３５号 ６６９８５７０４

共和三村居委会 ８６０ １９８５ 共和三村４４号１０１室 ６６８３７３９５

共和五村居委会 １０７５ ２４３３ 共和五村１４号 ６６９８６３３０

共和六村居委会 ９６０ ２６８８ 岭南路１２８８弄１０号 ５６９１７６１０

共和八村居委会 １１０８ ２５２８ 共和八村７４号 ６６８３８０３５

共和九村居委会 ３３７ ７８７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２０２号 ５６８３６５４１

共和十村居委会 ５９３ １２７１ 共和新路４７０３弄９９号 ６６８３３４７２

共和十一村居委会 １６４７ ３５５７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１６１号 ６６８３５７３２

流改造和截污纳管施工，铺设总长约１５
公里管道，投入资金１２６３万元；疏通河
道７公里，清淤２０万立方。拆除原行政
村及辖区部分国有单位的违法建筑

１５２３０平方米，拆除居民小区违章建筑
１１０２６平方米，拆违封窗 ２２９扇、封门
２２３扇，补种绿化６７０００平方米。加大市
容环境整治力度，整治户外违章广告

６４０处，查处违规承运渣土垃圾事件２６
起，整治违章摊点１２０００处，处置占道堆
物跨门营业 ３２１起，清理“六乱”２７２０
起；合理安置小百货摊、早餐点６０余家，
新建晒衣架 ３９８档，修建垃圾箱房 １０３
座，调整停车位６００个，新建公交候车亭
５座，修建小区残疾人坡道２２个。全面
启动实施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以整
治一条路（殷高西路，新增新二路和阳泉

路）、一条河道（西泗塘河）、一片绿化

（逸仙路殷高西路口绿地，新增阳泉公

园）、一个广场（高境二村小区广场）、一

个居民区（高境二村，新增逸仙二村二

居、逸仙二村三居）为重点的首个“百日

行动”初战告捷，并通过区验收。

■就业和社会保障　年内通过多渠道开
发就业岗位，与９６家单位建立就业安置
协议关系，新增就业岗位１４９６个，其中
安置“双困”人员３７９人、４５户“零就业”
家庭实现就业。自主性非正规组织达

８２家，从业人员２２３人。全年提供政策
咨询３３９０人次，帮助失业人员维权１５７
人次。至年末，登记失业人员 ２３７８人，
登记失业率４２％。社保、医保服务点工
作规范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登记

审核２２０７人次，缴费１９９２人次，交费率
９０３％；综合保险参保单位６９６家，月平
均参保人数为５７９１人，完成年度指标的
１０３９５％。全年发放低保、协保补助金
６８８万元，各类优抚金９１万元，助医、助
困、助学补助等１３９万元。实施社区个
案项目综合帮扶９８７人，计７１万元。有
意向的残疾人就业率达１００％。

■“东方讲坛”举办１２个专场　依托东
方讲坛平台，邀请市社科院及高校的专

家教授，为市民作各类知识和形势的宣

传教育讲座，主要以奥运会、世博会、安

全防范、养身保健、家庭教育、崇尚科学

等专题展开宣讲。年内举办东方讲坛

１２个专场，设２个基层举办点，直接覆盖
各个基层单位，听众达２０２２人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建中医特色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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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高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创建“全国

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为契

机，开展中医进社区服务，开设中医内科

及中医外科门诊，聘请上海市曙光医院

和宝山区中医医院专家坐诊。服务中心

设置有中药房，配备各类常用中草药；运

用中医方法开展对高血压、慢性胃炎、糖

尿病等慢性常见病一体化防治菜单式服

务；针对腰椎病、颈椎病、肩周炎等进行

专病专治特色服务；开展推拿、针灸、拔

火罐、穴位注射、剌络、电针疗法、灸疗、

热烫等中医适宜技术；开设中医及中西

医相结合的家庭病床，中医家庭病床约

占家庭病床的３０％。２００８年获“上海市
中医药服务社区达标建设单位”。

■“小叮当”优生优育指导中心开班　
由镇政府投入经费６０万元、使用面积约
１０００平方米的“小叮当”优生优育指导
服务中心于２００８年７月正式开班。中
心有教室５间，设有哺乳室、活动室、家
庭计划指导室、教师办公室和会议室；专

职指导员２名、志愿者２５名，并购置了
一系列电教设备和优生优育科学育儿指

导书籍，配备婴幼儿的桌椅、教学玩具、

保健橱、常用急救用品等人性化设施。

中心开班后对辖区内０～３岁婴幼儿建
立动态数据库，针对婴幼儿的年龄特征、

个性爱好等特点分设四个班，有针对性

地进行形体、语言、游戏等服务指导，并

对看护婴幼儿的家庭人员开设科学育儿

知识培训、专家咨询、上门送教、热线电

话等多个服务项目。至年末，已接受培

训和服务５５５０人次，“小叮当”并获“上
海市社区优生优育指导服务示范单位”

称号。

■《高境》社区报创刊　高境镇历史上
第一份镇级报纸《高境报》于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１７日（即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倒计时
５００天之际）正式创刊，每月一期，发行
总量４万余份，免费向镇内各企事业单
位、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以及全镇社区居

民家庭发放。该报每月２０日左右发刊，
共设４个版面，内容有高境要闻、工作纵
览、基层动态以及市民生活四大板块，涵

盖了镇党委、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科室的

工作动态、政策信息，报道镇内的先进典

型、优秀创建成果、居家生活小常识和社

区居民、基层单位职工写作的文章、书

画、摄影作品等。

■同洲模范学校出了奥运执旗手和火炬

手　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晚，同洲模范学校
名誉校长潘多作为执旗手参加第二十九

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５月２３
日，高境镇同洲模范学校的学生蔡言嘉

作为上海市第２３号奥运火炬手，参加了
上海市奥运火炬的传递活动。

（夏　倩）

友谊路街道
■概况　友谊路街道位于区境东北部，
东临长江，西至泗塘河，南至双城路，北

至宝钢护厂河，面积１０４５平方公里，下
辖３６个居委会、１个村委会。年末有户
籍３６８９７户、人口９２１０８人，户籍人口计
划生育率为１００％，人口出生率为 ６‰，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２‰，人口密度８８１４
人／平方公里，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１９１７９人。社区党工委下辖 １８个党总
支，１１１个党支部。辖区内有法人单位
２７７０个，学校１７所，有社区事务受理中
心１个，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１个，居民健
身点５５个。年内，街道围绕“推进‘一街
三区’功能建设，打造‘繁荣优美、文明

和谐、安居乐业’的现代化中心城区”的

目标，推进地区三个文明建设。创建成

功永清路－双城路－双庆路－宝杨路总
计１５平方公里市级市容示范区域，创
建成功３个区级绿色小区，完成２个标
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宝钢地区一

至八村燃气内管改造工程，新建２座标
准化垃圾压缩站、１个港湾式公交停车
站等多个项目。加强“三个中心”建设，

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新开设“一

门热线”电话，引进“一门式软件”，建立

了服务对象信息库，将求职登记、社会保

障卡发放等 ８个服务项目延伸到居委
会；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全年开设各

类培训班１５个种类、２１个班级，各类文
体活动２０００余场，其中东方讲坛、评弹
书场、电影放映、社区剧场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化活动３０多场；卫生服务中心进
一步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业务指导

和服务项目拓展，同时协调医保卡延伸

至服务站工作。社会安全稳定得到有效

维护，全年未发生群死群伤、重特大安全

事故，全年刑案发案数比上年下降５％，
降幅列全区三个街道首位，居民安全感

满意率达７６５％。推进和谐文化建设，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共建活动和拥军优

属等活动，实现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

明素质不断提升。年内先后获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先进集体、上海市文明社区、上

海市和谐社区示范街道、上海市创建民

族团结进步优秀社区达标街道、上海市

拆违先进单位、上海市科普示范街道等

多项市、区级荣誉称号，并连续第六年获

得全区综合考核优秀称号。街道办事处

地址：友谊路１９７弄１２号。

■街道经济发展　年内，街道经济工作
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家宏观调控

等因素影响，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和经

济结构转变为重点，推进“一街三区”功

能建设。充分利用宝莲、安信、祥腾等现

有商务楼宇资源，启动友谊现代服务业

集聚示范区建设，成立友谊现代服务业

集聚区管理委员会，组建专职招商小组，

促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加强与浦江办、

宝江公司、城投公司等单位的沟通联系

和协调力度，主动参与滨江区域项目的

开发建设。抓住上摩厂部分厂区“退二

进三”发展机遇，创邑·幸福湾项目顺利

建成并开园招商营业，轨交站点综合商

务服务区粗具规模。推进安信商业休闲

广场的形成，调整周边商业业态，使牡丹

江路商业布局更趋合理。加强对街道所

属企业管理，规范企业运作，及时出台规

范资产管理的相关制度，确保街道资产

保值增值。全年完成增加值 １６９７亿
元，比上年增长２３５％左右；完成区级财
政收入２１３亿元，除二手房税收外的税
收比上年增长１０％；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４１０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４％；招
商２２４户，比上年增长６６％。

■获市“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整治贡献奖”
称号　根据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要
求，结合街道实际，将“五个一”作为首

个“百天”的整治工作重点并圆满完成，

获上海市“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整治贡献
奖”称号。“五个一”即一条道路（永清

路）：投资９０余万元改造友谊市民中心
灯光工程；对宝山八村围墙进行改造；投

资５２万元规范宝山三村商业用房的店
招店牌，永清路沿街店面形象得到改善；

对世纪联华（原家美好）永清路街景绿

化和宝山四村围墙绿化进行整修；调整

更新白玉兰外围科普走廊的科普知识内

容，并对宣传栏进行维护。一条河道（随

塘河）：协调水务部门对随塘河进行全面

整治，并制定落实长效管理制度，确保水

面整洁、河道完好。一片绿地（漠河路北

侧林带）：加强与区相关部门的沟通协

调，落实绿化保洁养护人员，实施专业日

常管理，并在健身场馆和绿地增设１５只
废物箱，新建小型垃圾压缩站，绿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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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友谊路街道居（村）委会一览表

居（村）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宝林一村 １４８７ ３４８０ 宝林一村１２４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４

宝林二村 １４６０ ３５５５ 宝林二村９３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７

宝林三村 １０３６ ２４８４ 宝林三村２６号 ３６１００３５５

宝林四村 ８９２ ２１１５ 宝林四村６６号１楼 ３６１００２０５

宝林五村 ９５１ ２１４５ 宝林五村４４号２楼 ３６１００２９５

宝林六村 １１６６ ２６５６ 宝林六村８４号１０４室 ３６１００２４９

宝林七村 ７６２ １７３５ 宝林七村５６号１０４室 ３６１００３０９

宝林八村 １０６３ ２５３６ 宝林八村５３号１０３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６

宝林九村 ７９９ １８９５ 宝林九村２７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２４８

宝钢一村 １０８６ ２９０５ 宝钢一村１１４号 ３６０７１４７２

宝钢二村 １４５３ ３９３１ 宝钢二村３２号乙１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８０

宝钢三村 １６３９ ３９７５ 宝钢三村１０号甲１０１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３

宝钢四村 １１４２ ２７７３ 宝钢四村１３号１０１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４

宝钢五村 ６０９ １５８７ 宝钢五村１号１０５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５

宝钢六村 ８５４ １９５４ 宝钢六村１号１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６

宝钢七村 ５３９ １２３６ 宝钢七村１０号旁 ３６０７１５２３

宝钢八村 １１５８ ２６６９ 宝钢八村６３号１０４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７

宝钢九村 ５９２ １３７７ 宝钢九村１２号１０３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８

宝钢十村 ７０４ １６９７ 宝钢十村６号１０７室 ３６０７１４６５

宝钢十一村 ８０１ １８１９ 宝钢十一村２５号２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６４

宝山一村 １１９５ ２８６３ 塘后路３００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２

宝山二村 ９６１ ２３３０ 宝山二村３３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３

宝山三村 １５０４ ３６９５ 宝山三村１２３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４

宝山五村 ７９２ ２０１７ 住友宝莲１０号楼东面２楼 ５６１０２４７７

宝山六村 ３９２ ９８０ 宝山七村３１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６

宝山七村 ７８７ １８８６ 宝山八村８２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５

宝山八村 １７９２ ５３５９ 宝山九村５５号 ３６０１０８３１

宝山九村 ９５７ ２５７４ 宝山十村９４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２

宝山十村 １３８６ ３８９３ 密山二村５２号１０３室 ３６０７１５９９

密山二居 ９８３ ２４３１ 临江三村２１号 ３６０７１４６８

临江新村 １３８０ ３３９７ 宝城三村１号乙 ３６０７１４６７

临江公园 １１３０ ２９８３ 宝城一村４５号 ３６０７１４６９

宝城新村 １８６８ ４７２２ 海江路６６７弄４５号２楼 ３６０１１２４２

白玉兰花园 ５３３ １３８１ 华能城市花园５５号２０８室 ５６１１０５２５

华能城市花园 ６７２ １６６９ 宝山六村６９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２００５７

同济公寓 ３００ ７１５ 同济公寓２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６０１７８３

炮台村 ４５ １１０ 水产路４０９号 ５６５６０５１９

集体户口 ７２ ６８９

好转。一个广场（牡丹江路安信广场）：

通过确定非机动车停放点、增加专职管

理人员、规范广场秩序、清洁大楼玻璃以

及加强户外广告和店招店牌管理等措

施，加强对安信广场及其周边的环境治

理，使安信广场非机动车乱停放问题得

到有效转变，重塑商业区整洁形象。一

个小区（宝钢六村）：出资５６０余万元为
宝钢六村３７幢居民楼、共计６３０００平方
米的小区进行综合整治，解决小区房屋

年久失修、房屋漏水、墙面渗水、道路破

损、绿化失衡、机动车停放无序等情况，

宝钢六村小区环境脏、乱的形象得到根

本改变。

■建成国内首个社区气象灯　为扩大和
加深市民对气象预警信号的认知程度，

促进科普知识的推广和应用，年内街道

在宝山八村建设了国内首个社区气象

灯。工程总计投入近５０万元，在小区四

幢大楼顶部玻璃棚内采用新型 ＬＥＤ光
源，按照国家标准设置蓝、红、橙、黄、白、

紫六种灯光光色变化（即：晴天显示白

色、雨天显示紫色、一级警报显示蓝色、

二级警报显示黄色、三级警报显示橙色、

四级警报显示红色）发表气象预报。

■完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　年内，街
道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救助“一口上

下”运行机制，认真开展社区“五助”工

作，以出资统购理发卡、洗衣卡等方式，

增强对社区内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和效

果，全年共发放各类救助金 ４１２５１万
元，解决廉租房３１户。通过开发“４０５０”
项目、非正规就业、公益性岗位等方式，

为社区的失业人员提供多种就业服务，

全年新增岗位１０３２个，外来人员参加综
合保险１７０３３人，均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失业人数控制在指标数内。拓展社区为

老服务功能，建成２个标准化老年活动
室；开设宝山八村、宝林八村、宝林五村、

宝钢九村４个老人助餐服务点，就餐老
人合计１２１人。

■成立社区行政事务服务社　年内，街
道为完善居委会民主自治功能，取消原

社区工作站机构，实行党总支（支部）和

居委会两套班子“议行合一”的居民区

工作模式，并成立友谊路街道社区行政

事务服务社。服务社主要承担日常居委

会电子台帐的制作、记录、维护和汇总，

实现行政事务台帐的电子化；牵头组织

完成街道布置的集中性、突击性社区调

查等行政事务工作；协助街道办事处承

担大型的社区文体活动；做好办事处安

排的其它相关工作，协助居委会完成其

它工作任务。

■社区文体建设　年内，街道申请并承
办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暨友

谊社区金秋游园会、外国团队家庭访问

活动、组织代表队参加开幕式的演出和

联欢、外国团队进社区联欢以及组织

１２０名居民参加了“亚洲艺术论坛”等其
他相关活动。开展以“美好家园，和谐友

谊”为主题的欢乐在社区广场文艺演出

１６场，观摩群众６５３５人次。参与宝山区
读书月系列活动，获庙行杯“我们的生活

充满阳光”演讲比赛一等奖、“迎世博、

学英语”情景剧比赛三等奖，在“巧手剪

出新生活”剪纸大赛中获一等奖１名、三
等奖１名、优胜奖１名，并获宝山读书月
活动优秀组织奖。发挥“社区学校———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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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小区教学点”纵横相结合的三

级社区教育网络作用，全年共开展各类

讲座、培训近６００次，受益居民达５万余
人次。以“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为主

题，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

活动，举办２４场中、小型居民运动会，新
建４个小区居民健身点。深化社区科普
工作，连续第二年被评为上海市科普示

范街道，白玉兰科普长廊成为上海市唯

一获得中国科协评定的示范项目。

■小区平安建设　年内，街道探索小区
平安建设“三个一”机制，即成立“一支

队伍”：在原有的保安、志愿者看家网两

支队伍的基础上，组建一支居民黄昏巡

逻队，由小区内４０岁左右年富力强的居
民组成，将整个小区分成若干区域，每个

区域配备２名队员，做到时间落实、区域
落实、任务落实，并向每个队员发放警民

联系卡，分发红袖章，每天晚上黄昏时段

（１８：００—２１：３０）在小区内进行巡逻。发
放“一块牌子”：根据小区摩托车、助动

车、电瓶车被盗严重的情况，统一制作并

发放“三车”车牌，做到一车一牌一号

码，进出小区便可识别放行；对于外来小

区探亲访友的“三车”车辆则实行进发、

出收牌子的方法，并要求保安必须严格

检查。用好“一个资源”：利用小区清扫

工队伍熟悉小区和居民情况的特点，在

清洁工每天凌晨及傍晚的工作时间，要

求他们担负起信息员责任。

■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街道开展包括
十七大精神宣讲在内的各类形势任务政

策宣传教育活动百余场，受教育３万多
人次；配合区相关部门做好文明城区创

建工作，涉及街道的 １８项指标全部达
标；顺利通过上海市文明社区创建验收，

创建成功市文明小区４３个，区级１４个、
１个文明示范标志区域以及２个市区交
通文明路口，基本做到文明小区全覆盖。

以 “迎奥运、迎世博、促和谐”系列活动、

“美好家园，和谐友谊”主题活动开展为

平台，认真做好“迎世博６００行动计划”
各类社会动员和宣传工作。年内，获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优秀东方讲

坛举办点、“快乐天空”东方社区信息

苑、青少年暑期公益系列活动优秀组织

奖、上海市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社区宝山

优秀组织奖、宝山区第四届“社区才艺展

示周”“我与宝山”故事小品演讲比赛优

秀组织奖、先进基层党校、改革开放３０
周年建区２０周年统战人士文艺汇演三

等奖等多项荣誉。

■建立解决群众问题三级网络平台　年
内，街道以绘制“为民地图”活动为抓

手，建立逐级解决群众问题的“居民区—

街道各职能科室—社区（街道）党工委”

三级网络平台，形成社区党建工作新格

局。第一级网络平台：街道组建３６支由
基层党员干部、党小组长、党员骨干、居

民区干部、楼组长、社区志愿者等 ２３８５
人组成的走访队伍，及时汇总发现的问

题和困难。居民区党组织采用听证会、

协调会、联席会等形式及时沟通协调，把

问题消除于萌芽状态。第二级网络平

台：针对一些居民区没有能力解决、涉及

面较广的“急、难、愁”问题，由各居民区

依托“为民地图”系统将需要街道各科

室条线解决的问题发送到相关科室，由

科室负责人牵头协调解决。对于科室不

能解决的问题，则及时向居民区进行解

释和说明，同时上报街道党工委，由党工

委确认后协调解决。第三级网络平台：

针对各居民区存在的共性化、涉及面广、

影响面大的问题，由相关职能科室会同

分管领导现场调研、形成初步解决方案

后，报社区（街道）党工委，由党工委、办

事处研究讨论、确定方案、现场办公、及

时解决。对于一些街道职责范畴所无法

解决的问题，则通过区“为民地图”系统

及时反馈区有关职能部门，共同研究解

决。年内，已收集、解决居民区群众反应

的各类诉求和问题近百项。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年内，街道党
工委进一步拓展“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继续加大“红帆港”建设，抓好非规模以

上企业和新成立企业、新社会组织党组

织的组建工作，成功组建入驻祥腾国际

广场的规模企业上海赛迪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党支部、上海益发劳动服务有限公

司党支部。探索党引领社区文化团队的

新方法和新载体，编制下发了《党的工作

引领群众文化团队的实施意见》，在街道

合唱团、戏曲队２个文化团队中建立临
时党支部，其他１３６支文化团队中建立
党建联络员队伍，增强党在社区群众活

动团队中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继续推进

楼组党建，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楼组

党建活动的实施意见》，实现党员骨干动

员在楼组、党员主体作用发挥在楼组、党

建专项经费匹配到楼组、党的资源延伸

到楼组、党建工作覆盖到楼组，年内楼组

党建比例达到６１３５％。 （唐　玮）

吴淞街道
■概况　吴淞社区（街道）位于区境东
部，东临长江、黄浦江，西沿泗塘河，南起

长江路延伸至东海船厂南围墙，北到双

城路，面积７５２平方公里，下辖２４个居
民委员会。年末有户籍３０３５９户、７７０４１
人，计划生育率 １００％，人口出生率
４７８‰，人口自然增长率 －２３３‰，人口
密度１０２４５人／平方公里，列入管理的来
沪人员１８９５９人。社区（街道）党工委下
辖行政党组、居民区党委、综合党委、２５
个党总支、１４８个党支部。辖区内有各
类法人单位１０００余家、学校２６所、团级
以上部队１８家，有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１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１个、图书馆
１座、为老服务中心１个、敬老院２所，建
有２座社区公共运动场、１个社区健身
苑、３６个居民区健身点及１个“东方信
息苑”。街 道 办 事 处 地 址：淞 滨 路

３８５号。

■街道经济发展　年内，以区域经济联
动为依托，以重大项目建设为载体，加快

推进滨江现代服务业发展带建设。利用

上棉八厂存量厂房开发的半岛１９１９创
意园区初具雏形，０２１联合滨江大厦建
成且销售过半，星港国际商务广场开工

建设，注册资金达５亿元的中国建材南
方水泥上海营销中心揭牌成立，海淞苑

房产项目开盘销售。全年完成区级财政

收入１７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１％；完成
增加值１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

■旧区改造　年内，海滨新村按照“成熟
一幢，改造一幢”的原则改造完成１４幢
（２００６年起已累计改造完成 １８幢），受
益居民４１３户；西朱１００户解困动迁进
入收尾阶段，１３２户中已签约搬迁 １２４
户，完成总户数的９３９％；启动实施泰和
路３１８弄和同济路１９１弄不成套旧公房
改造。

■拆违整治　年内成立以党工委书记为
组长的拆违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重点开

展对居民区及南杨家宅区域的拆违工

作，拆除违法建筑 １３６００平方米，有 １１
个居民区通过区拆违验收。会同城管分

队等职能部门集中开展对海三通道乱设

摊的整治，海三通道长效管理机制基本

建立。

■“三类区域”创建　年内对２００７年度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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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吴淞社区（街道）居委会一览表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西朱新村 ７９１ ２１２２ 西朱新村６４号 ５６６７８１４８

海滨新村 ３００７ ７１６５ 海滨新村６７号乙一楼 ５６５６２１８３

海滨二村⑴ １７６３ ４３９３ 同泰北路２２７弄２号一楼 ５６５６００５３

海滨二村⑵ １２０２ ３０７６ 海滨二村９５号西侧 ６６６５０７２２

海滨三村 １５４８ ３８２７ 海滨三村４５号 ５６５６０６４８

海滨四村 １２８９ ３２４５ 海滨四村３５号 ５６５６０９５０

牡丹江路 ２０９３ ５３４４ 海滨六村１３号２楼 ５６５６９８７２

海滨八村 １４５８ ３７４５ 海滨八村５０号 ５６１７２５６６

三 营 房 １３８７ ３６５１ 前三营房８８号 ５６１７２３２８

永清新村 ２１０７ ５２６８ 永清新村１１８号 ５６５６７０１０

永清二村 １５３２ ３７１０ 永清二村１１６号 ５６５６５２４９

海江二村 ２２５６ ５３７８ 海江二村１５３号 ５６５７８０３３

海江新村 ７９８ １９５３ 塘后路２０３弄２２号 ５６５６３９４８

吴淞新城 ４１８ １０１０ 班溪路５５弄８２号 ５６８４０２６５

吴淞三村 ４８３ １１５９ 吴淞三村３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４８０１

淞新 ８７６ ２２９４ 淞滨路１６５弄１号 ５６８４９７２４

和丰 １２９２ ３６２４ 淞滨路７０弄８号 ５６６７００５６

桃园新村 １２８８ ３３２０ 桃园新村２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４７０２３

长征新村 ６８９ １８５８ 长征新村８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４３２７０

一纺 ５５１ １５０９ 淞滨西路８１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５６１７

二纺 ８５４ ２４３６ 二纺新工房２１号乙 ５６８４８４５１

李金 １３５８ ３６０６ 淞滨支路４０弄２号１０３室 ５６８４９３５８

泗东 ７８６ １９１９ 泗东新村２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７９２５６

淞西 ５３３ １４２９ 同济路６０弄４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３７１６

市容环境“三类区域”（市容环境达标区

域、规划区域和示范区域）创建先进单位

进行表彰，并成立２００８年度创建领导小
组，投入资金１１５万元，完成道路两侧居
民楼立面粉刷５７００平方米，拆除违章广
告牌及店招１１５块，重新制作店招牌６８
块约６８０平方米，修补破损店招牌２５块
约３００平方米，整治跨门营业２００多处
和卷帘门１５０扇，补绿６５０平方米，修整
行道树树穴 ４７８只，安装绿地护栏 ３０
米，整修道路及人行道板２４００平方米，
清洗交通护栏５０００米，完成１个区级示
范区域（东至同泰北路、西至牡丹江路、

南至同济支路、北至水产路）创建任务。

■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　成立街道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领导小组，制定街道迎世博
６００天分阶段整治项目细化方案及工作
计划；整治淞宝路、吴淞开埠广场、?藻

浜沿线、淞浦路绿地及吴淞新城居民小

区，拆除违章广告牌和店招店牌１４４处，
清洗建筑立面５０００平方米，粉刷逸仙路
华发公司办公楼、康家宅路上钢五厂围

墙等立面７６００平方米；完成淞滨路自行
车道改建，新建牡丹江路港湾式公交站

点，启动水产路和淞宝路部队沿街门面

房整治。

■就业和社会保障　年内推进就业和再
就业工程，新增就业岗位２３７７人（目标
数７７５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
３３４２人（目标在 ３３４２人以内），来沪从
业人员综合保险参保１２７８０人（目标数
１１０５４人），完成区指标的 １１５６１％，比
上年增加 ３４９２人；职业技能培训 １７２１
人，完成区指标的８６０５％；新增非正规
就业组织３８个，从业人员１０８人；建立
青年职业见习基地２个，参加职业见习
的青年６１人。低保救助１４１５３户，发放
资金６２８３８万元，分别比上年增６６３％
和３４８６％；享受廉租房２４３人，发放资
金１１４１６万元；医疗救助９１人，发放资
金２８３８万元；发放社会保险费补贴卡
１９０张；节日补助 ２１４５人，发放资金
３９７２万元；助学８１６人，发放资金５１１
万元；重残无业 ２２２０人，发放资金

１１０９５万元；困难协保人员９５８人，发放
资金１５５３万元；发放粮油帮困卡１０４５３
人，发放资金４７０３万元；支内回沪１５２１
人，发放资金３１８６６万元。制作就医记
录册１０８２７本，门诊大病登记８０４人次，
住院家庭病床登记 ４４人次，院前急救
２６９人次，报销金额２８４万元。

■老龄事业　２００８年有６０周岁以上老
人１８２７０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２２％，其
中８０岁以上高龄老人３３２４人，孤老６０
人。街道投资７０万元，完成海滨三村、
海江新村、吴淞新城、二纺、三营房等 ５
家居委老年活动室标准化改造，至年底，

街道共有居委老年活动室２４个，建筑面
积６３７６平方米，每天活动人数３５００多
人次。投资２０万元，开办为老送餐服务
项目，有６４名老人享受服务。对４４０名
社区老人开展居家养老，其中年内新增

１５０名，落实志愿者与９６１名社区独居老
人开展结对关爱，为８８名困难老人免费
办理“安康通”，为２５０名洗澡困难的老
人提供免费冬季沐浴。

■残疾人事业　２００８年有残疾人员
１５２７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 １８４％，其
中视力残疾人 ２６５人、听语残疾人 １０３
人、精神残疾人２５５人、智力残疾人３０５
人、肢体残疾人５９９人。辖区内有２个
残疾人“阳光之家”，使用面积５００平方
米，智障学员７０名。年内为１８０名残疾
人进行免费体检，为１６３名视力残疾人
办理网上信息沟通服务，为１５０多名肢
体残疾人免费安装无障碍设施，为４５名
残疾儿童申请办理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补

助，为１３０多名残疾人发放残疾用品１９８
件。开展扶残助学“春雨行动”，为３５名
残疾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７０５００元。对
２１８名重残无业人员进行医疗救助，对
４５名贫困残疾人发放医疗救助券。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改造　年内投入资
金１９０万元，对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进行
改造，建筑面积３１００平方米。中心内设
多功能演出厅、歌舞厅、舞蹈练功房、十

字绣制作陈列室、戏剧沙龙、图书馆、健

身房、棋牌室、电化教室等，其中图书馆

建筑面积为３２０平方米，藏书２５０００册；
中心所属金波浪老年艺术团共有１４９支
文化团队。

■群众体育活动开展　年内投入资金７
万元，对３个居民区健身点的健身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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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更新改造，完善健身点定期巡查制

度，健身器材完好率达９９％。举办以迎
奥运为主题的群众性健身活动２５次，参
加居民达４５００人次，组队参加市、区各
类健身展示活动６次，获上海市第八届
老年运动会“张江杯”彩球操比赛优

胜奖。

■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　至年末，区域
内育龄妇女总数为４４３１８人，其中流动
人口育龄妇女 ８２２９人。年内与 ３９３家
社区单位签订“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

书”，经重新调整，现有计生协会会员

２１２６人、志愿者９６人。建立与独生子女
特殊家庭联系制度，向地区独生子女死

亡困难家庭发放困难补助金 １８５５万
元。为８００多名地区贫困育龄妇女和外
来媳妇开展妇科 Ｂ超检查，永清二村居
委会被评为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药具规

范化发放示范点。开展３次外来流动人
口综合执法检查，查验“流动人口婚育

证”２４３２２人。推进宝山区独生子女保
险计划试点工作，获区“关爱青春社区

行”创新奖。户籍人口和来沪流动人员

计划生育率均达到１００％。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年内，辖区２４个
居委会全面完成“六位一体”（即集综

治、警备、治保、信访和人民调解、社区保

安和志愿者、来沪人员服务管理于一体）

综治室建设，推广“三必”（即陌生人必

问、可疑者必查、来访者必带）防范工作

法，安装３８４扇电子防盗门、５３个闹市区
图像监控探头和４０个居民小区出入口
图像监控探头。全年刑案发案数为５１０
起，比上年下降 ０４％，其中盗窃案件
３４９起，下降４９％。

■来沪人员管理服务　年内推进来沪人
员管理服务和房屋租赁管理，配备外口

综合协管员４９名，成立了由１２７５人组
成的外口信息员队伍，加强来沪人员登

记和居住证办理工作。全年来沪人员登

记１８９５９人，比上年下降 ０４２％，办理
居住证 ２０８０３人，办理房屋租赁 ４９３６
户、８５９５间；全面实施情况抄告制度，办
理情况抄告单３３份，办结率１００％。

■司法矫正　至年末，社区有服刑人员
３５人，其中缓刑２１人、假释７人、管制１
人、监外执行２人、剥夺政治权力４人。
年内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分阶段、分级

矫正，其中初期矫正对象１０人、二级矫

正对象４人、三级矫正对象２１人。认真
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社区服刑

人员分类矫正工作的实施意见》，对６名
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落实了家庭责

任书。

■司法和人民调解　年内，街道及基层
调委会调解各类纠纷６２８件，调解率为
１００％，调解成功率达９６７％，制作人民
调解协议书１４７份，没有发生一起因调
解不当引起的民转刑案件。

■安全社区创建　作为区内的试点单
位，年内启动市级“安全社区”创建，与

辖区２２０家重点单位签订安全工作目标
管理责任书，与１３８２家一般生产经营单
位签订安全承诺书，全年共组织安全生

产检查 ５０余批（次），检查单位超过
１２００余家（次），出动检查人员近２００人
次，取缔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无证、无

照单位４２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一般整
改率９５％以上，严重隐患整改率１００％，
危化企业整改率１００％，特种设备检测、
检验数３５４台，检测率 ９８％。开展“五
小”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配合推进步

云胶鞋厂区域集中整治工作，全年未发

生重、特大群死群伤安全事故。

■社区党建　年内继续推进“为民地
图”活动，开展以“三园”（即党员的温馨

家园、业主的精神乐园和员工的文化学

园）建设为抓手的“两新”组织党支部

“达标创优”活动，举办“技能培训进企

业”、“十月书香飘”———“两新”组织员

工读书等形式多样的活动，５个居民区
被评为区级“社区党建示范点”，楼组党

建覆盖率达到６１％ 。开展“四位一体”
（即在居民区党总支领导下，居委会、业

委会和物业公司共同参与物业管理的机

制）居民区管理体制试点和城管执法党

建联建试点工作。

■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年内创建市级文
明小区６个、区级文明小区３０个，创建
率达到９０％，其中新创区级文明单位４
个。召开社区共驻共建工作表彰会，共

建单位达到１５０多家，建立有１６家市、
区级文明单位组成的文明单位联席会

议。完成社区学校培训任务，累计培训

２８６３５人次；年内举办“东方讲坛”讲座８
场，听讲居民达到９００多人次。举办“庆
五一、迎奥运、创文明”社区文艺展演、纪

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文艺展演、特色文化

作品展和社区书画展，开展２８场“欢乐
进社区”活动和１８场“电影进社区”活
动。 （金　明）

张庙街道
■概况　张庙街道地处宝山区南部，东
起泗塘河，西至共和新路，南迄一二八纪

念路，北临?藻浜，辖区面积５１９平方
公里，下辖 ４０个居委会（其中 １个筹
备）。年末有户籍６６１９９户、１２４６７５人，
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２２８６９人，计划生
育率 ９９１２％，人口出生率 ５７‰，人口
自然增长率 －３５‰，人口密度 ２８４２９
人／平方公里。社区党工委下辖６个党
总支、２７个党支部。辖区内有法人单位
４０１家、学校２１所。街道获上海市文明
社区称号。街道办事处地址：呼玛路８００
号。

■街道经济发展　坚持聚焦发展，强化
服务，把握重点。全年实现增加值７１３５８
万元，比上年增加１１３％；完成区级财政
收入８４００万元，比上年增加１８５％。

■社区建设和管理　继续推进拆违工
作，全年拆除违章搭建３３３９平方米，遏
制新的违章搭建 ２４７平方米，基本完成
区拆违工作任务，特别是拆除了已存在

十年的民悦苑架空层违法建筑 ３６间。
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成扬尘控制区和

２个“绿色小区”创建任务；完成“迎奥
运、办世博、创建文明社区”市容环境整

治任务；集中对小区环境、乱涂乱画、占

道经营等进行专项整治，改善社区环境

质量。在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城市市容环境
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中，位列全市 １０７
个中心城区街镇考核的第１６位。

■推进旧房改造　泗塘一村始建于１９５９
年，是张庙街道最老的新村，多数为３～
５层、２～４户的煤卫合用住宅，面临着屋
面渗漏、管线老化、立面破旧、配套设施

不足等实际问题，尤其是厨房、卫生间的

合用，造成邻里间纠纷不断，生活十分不

便。泗塘一村需旧房改建的有３４７８户，
改造面积１１４６７１平方米。８月，在宝山
区旧房改造指挥部、街道、宝房集团、设

计单位的共同努力下，酝酿已久的旧房

改造工程在泗塘一村 ４号地块率先实
施。年底前已有４幢楼的居民１００％签
约，３幢已开工，其中２幢进入内部施工
阶段。通过扩建、加层改造和抽户调整

结构平面布局，可以使每户居民具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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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张庙街道居委会情况一览表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虎林 ２５５０ ５８２４ 泗塘一村１号１０６室 ６６２０１９２３

泗塘 ２０５０ ４１００ 泗塘一村６７号 ６６２０９１０１

新桥 １７２９ ３６９６ 泗塘一村９９号１０６室 ６６２０１５４０

虎二 １７０６ ４０２３ 泗塘二村２７号１０１室 ６６２０１２１９

振兴 １６５０ ３３９９ 泗塘二村１０２号１０２室 ５６７４３６１２

泗塘三村 ２３４７ ４４３７ 泗塘三村５号 ６６２０１３１１

泗塘四村一 １２９７ ２９８４ 泗塘四村７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９３０３６

泗塘四村三 １６６２ ３２３５ 长江西路１１６０弄２０／１０４ ６６２０５８１８

泗塘五村一 １３１７ ２９２７ 泗塘五村３４号 ６６２０１９６０

泗塘五村二 １８４８ ４１００ 泗塘五村１７１号 ６６２０５６１３

泗塘六村 １００８ ２０２３ 泗塘六村５２号乙 ５６７４４４４１

泗塘七村 ２００１ ３８５５ 泗塘七村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４７９４

泗塘七村三 ３７５ ８７２ 虎林路９９弄７５号２楼 ６６２１５７２６

泗塘八村 ２２０６ ５０１６ 泗塘八村５６号乙 ６６２２００２４

呼玛一村二 １６６８ ３７８０ 呼玛一村５６号１０１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１

呼玛一村三 ２０２５ ４２１０ 呼玛一村１０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０

富浩 ４５０ １７００ 虎林路８００弄１９号３楼 ３６１１０３４９

通河一村 ３３１７ ８０１９ 通河一村１０９号 ３６１１１１３２

通河二村 ３５２４ ７３０２ 通河二村６０号 ６６２０９９０８

通河三村一 １３０３ ３１４７ 通河三村１５号甲 ５６７６５４３５

通河三村二 ９２０ ２２８４ 通河三村１０９号 ５６７６２８１３

通河四村一 ２０７１ ４９５９ 通河四村３０号 ５６７６２８９９

通河四村二 １２０４ ２７４４ 通河四村５５号 ５６７４２４５４

通河六村一 １１６２ ２６３５ 通河六村１３９号 ５６７４３６８４

通河六村二 １５１６ ３２８２ 通河六村２４５号 ５６７６２４７０

通河七村一 ９８９ ２２７５ 共江路７５８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５

通河七村二 ６１１ １４４５ 爱辉路２８弄２２号 ５６７３２８０４

通河八村一 ８６０ ２１４９ 通河八村７１号 ５６７６２７３７

通河八村二 ８５９ １８７３ 通河八村１５０号 ５６７６２９００

通河八村三 ７８４ １９１９ 通河八村１９０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３

通河九村 ９４５ ２２６５ 通河九村５８号 ５６７３０９７０

呼玛二村一 １７２５ ３８５９ 呼玛二村１２５号 ６６２０１７９１

呼玛二村二 １８４５ ４３６２ 呼玛二村２１２号 ６６２１００１８

呼玛三村一 １３４４ ４１９６ 呼玛三村３７７号 ５６７５９７０６

呼玛三村二 １１３５ ２６１６ 呼玛三村１９６号甲 ５６７５４８４９

呼玛三村三 ８４６ １９６４ 呼玛三村４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３１９１

呼玛三村四 ４７８ １１５７ 呼玛三村１１０号 ５６７６９６７８

呼玛四村 １５２７ ３３２９ 呼玛四村７４号 ６６２１０３３６

呼玛五村 １１９０ ２５８４ 呼玛五村４号 ５６７４２４４５

三湘盛世家园（筹备） １５０ ３３３ 一二八纪念路６８８弄１８号 ６６９８５０３９

立的成套厨房、卫生间，并适当增加居住

和阳台面积。

■社会救助和保障　全年共发放社会救
助款２１００余万元，３５０１户次／月；有５７４
人次老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学校

团员青年与孤寡独居老人帮扶结对

１９８６对；发放助学金 ５６５人次 ４９万余

元，发放助学券 ２１００张；大病救助 ２５６
人次６２８万元；发放廉租房补助金４３６
户２２６余万元；阳光驿站综合帮扶４３户
２７余万元。促进社会就业，全年完成新
增岗位１５７８个，实现全年目标的３２０％；
失业登记人数 ５２６４人，控制在 ５２７２目
标数以内；外劳力参加保险６６４４人，完
成指标数的１３２％。投入近百万元为民

办实事，建立了建筑面积达５３０平方米
的泗塘一村社区活动分中心，由泗塘和

新桥居委合用，活动项目有阅览室、棋牌

室、法律维权等；完成８个标准化老年活
动室建设工程；筹集近４０万元设立街道
综合帮扶专项基金；组织社区服务和广

场党员志愿者为民服务活动。

■维护社会稳定　年内以全国两会、奥
运会、残奥会等重大活动和节日为节点，

制定工作预案，建立稳控工作网络，确保

重大节日节点稳定。按时做好信访督察

工作，全年受理群众来信１６８件，群众来
电６５件，网上信访１９３件，来访１７０批
２８３人次，办结率达 ９６０５％；街道主任
信箱、区长在线、人民群众网上评议政

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议案答复

率达１００％；司法调解民间纠纷１０３４起，
调解成功率达１００％。在２００６年底诚建
成律师事务所与街道结对的基础上，该

所又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５日与张庙街道３３
个居民区签约结对，为居民区提供法律

服务和法律咨询。开展平安社区创建，

投入创安经费５７万元，开展“平安小区、
平安单位、平安校园”的创建活动；抓好

重点小区刑案控制工作，全年地区刑案

比去年同期下降０２％。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加大对人群密集场所、重点企业

的安全生产检查力度，年内未发生重大

安全事故。

■精神文明建设　继续开展文明社区和
文明小区创建，通过日常管理和考评，健

全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长效机制，开展“感

动张庙１０佳人物评选”、“迎世博，我们
与文明同行”等活动，开展各类共建和创

建，１２个居委会与部队开展军民共建，４
个单位被评为市、区级军民共建先进，４５
个小区获得市、区文明小区称号，占小区

总数的 ８０％。发挥东方讲坛和市民学
校作用，３４个教学点开展科普、法制、奥
运知识等各类教育培训，全年培训达

５７０００人次。举办“双月评一星”社区明
星事迹巡回展。结合各种节假日，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春节期

间举办“奏响２００８，创建和谐张庙”社区
艺术团新春团拜会，“三八”节期间参加

区妇联主办的歌咏大赛获一等奖，“五

一”期间在泗塘公园举办群众淮剧演出

专场，举办“庆五一，迎奥运”猜谜活动，

“六一”儿童节街道与社区单位联合举

办“阳光下成长”广场演出，还有“八一”

建军节、九九重阳老年节等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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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参与完成宝山区２００８年读书月系
列活动，获宝山区图书馆组织的演讲比

赛三等奖；邀请著名作家叶辛在张庙社

区文化中心举行讲座；在庙行杯“我们的

生活充满阳光”演讲比赛中获三等奖；组

织街道艺术团合唱队参加上海市第八届

老年合唱比赛。在辖区２０个放映点内，
完成８０场露天电影放映任务。

■开展群众体育活动　５月３１日，张庙
街道木兰拳队参加了“洋泾杯”与奥运

同行、巾帼木兰展英姿《上海市第二十届

木兰拳决赛》获得银奖。为落实“全民

健身与奥运同行”主题活动，贯彻《全面

健身计划纲要》，推动社区居民健身，６
月１０日 ～１４日，街道在通河全民健身
中心举行了张庙社区居民运动会，比赛

项目有象棋、游泳、跳绳、踢毽子、乒乓球

和扑克牌８０分比赛等，有６００人次居民
参加。１１月４日，在通河全民健身中心
三楼棋艺培训学校内，举办迎世博社区

系列围棋赛，来自社区的中老年和学生

代表共９０余人参加了成年组和学生组
的比赛。１１月，张庙街道太极拳队在

“庆奥运，迎世博”城市生活体育系列赛

“南西杯”上海市第二届社区太极拳比

赛中获三等奖。

■“阳光职业康复工场”揭牌　至２００８
年初，街道有持证残疾人２６６０人，针对
残疾人多的特点，街道为残疾人在康复、

教育、就业、文化生活、无障碍环境、权益

保障等方面做好服务工作。８月２８日，
街道在泗塘一村４３弄举行张庙街道残
疾人“阳光职业康复工场”揭牌仪式。

“阳光职业康复工场”是在原街道“阳光

工场”仅吸纳智力残疾人的基础上，扩

大吸纳了其他类别的残疾人，为残疾人

提供劳动技能培训和就业心理辅导，给

予残疾人实训和学习劳动技能的机会，

建起残疾人走上社会，融入社会的就业

支持平台。“阳光工场”升级为“阳光职

业康复工场”，规模和环境都得到了较大

的提升和改善。该工场已吸纳残疾人

５８名，并与上海奔远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心灵驿站”成立　在街道妇联的牵

头组织下，张庙社区于７月成立“心灵驿
站———家庭心理咨询室”。该咨询室设

在泗塘二村５９号１０８室，每周一、三下
午由社区内学校的心理咨询老师作为志

愿者，针对居民中不同对象进行心理疏

导，为社区群众搭建沟通倾诉的平台；同

时，通过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心理辅导方

式，开展各种心理沙龙主题活动，例如面

向老年人的“老有所乐”心理沙龙、面向

中小学生的“青春期心理教育”沙龙、面

向中年妇女的“心心相映”沙龙、面向服

刑人员“感化教育”沙龙。

■开展结对助老活动　３月２７日，张庙
社区团工委与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结对助老签约仪式，该校３７个团支部
与１３个居民区签约。下半年，该项活动
拓展到社区内各学校共６０个团支部与
街道所有居民区结对助老，助老活动每

月上门２次，内容包括为老年人阅读书
报、缴纳水电煤费用、打扫卫生、陪同聊

天等。张庙街道“区域联动的社区团建

模式”被评为２００８年“上海市优秀基层
团建项目”。 （霍利钊）

１０月１８日，２００８年杨行镇“邻里文化节”邻里才艺展示 摄影／黄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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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覃　哲

先进个人
■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申惠芳　宝山区罗店镇天
平村党总支书记，１９５５年生，中共党员。她带领村民以新农村
建设为契机，坚持改革、引进与创新相结合，改造村办老企业，

引进新企业落户；注重吸引农业科技人才，发展新品种特色农

业，建立新型农业产业基地，走农业产业化道路；投入大量资

金，兴建福利医疗设施，改善村民生活。在她的带领下，村级

经济从原来的全镇倒数第三跃居全镇乃至全区先进村的行

列，村各项事业及村民福利待遇逐年改善，天平村被评为上海

市卫生村，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６年连续三届被评为上海市文明村，
２００４年被评为上海市农村基层五好党组织。申惠芳连续三
次（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获２００２
年上海市“双学双比”女能手标兵和全国“双学双比”先进女

能手称号，当选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和中共十七
大代表。２００８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１人（２００８年度）
吴振祥———顾村镇总工会主席

■上海市三八红旗手１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
刘子歌———国家游泳队队员，第２９届奥运会女子２００米蝶泳
金牌获得者

■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１２人（２００８年度）
王　鼎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区工作站顾村

点社工

杨　辛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
李晓明　公安宝山分局团委书记
沈轶群　庙行镇党委副书记
张　华　上海聚银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郑雷飞　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倪天清　区体育局羽毛球教练
梅元钧　区教师进修学院少先队教研员
龚晓霖　团区委基层工作部部长
童晨芳　行知中学团委书记
潘宇峰　区卫生局团委书记
瞿珍真　淞谊中学教师

先进集体
■上海市新长征突击队４个（２００８年度）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注册窗口青年突击队

上海市吴淞中学青年教师先锋队

宝山区高境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青年突击队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区工作站

■上海市“平安社区”６个（２００８年度）
　　庙行镇　　淞南镇　　顾村镇
　　月浦镇　　杨行镇　　友谊路街道

■上海市“平安小区”１９０个（２００８年度）
　吴淞街道（共８个）
　　牡丹江路居委　　　　淞新居委
　　海江新村居委 长征居委

　　吴淞新城居委 李金居委

　　海江二村居委 永清二村居委

　友谊路街道（共３０个）
　　宝林一村居委 宝林二村居委

　　宝林三村居委 宝林四村居委

　　宝林五村居委 宝林六村居委

　　宝林七村居委 宝林八村居委

　　宝林九村居委 宝钢一村居委

　　宝钢二村居委 宝钢三村居委

　　宝钢四村居委 宝钢五村居委

　　宝钢九村居委 宝钢十村居委

　　宝钢十一村居委 同济公寓居委

　　临江新村居委 临江公园居委

　　华能城市花园居委 白玉兰花园居委

　　宝山一村居委 宝山三村居委

　　宝山五村居委 宝山六村居委

　　宝山七村居委 宝山八村居委

　　宝山九村居委 宝山十村居委

　张庙街道（共１３个 ）
　　通河一村居民区 通河二村居民区

　　通河三村居民区 通河四村居民区

　　通河六村居民区 呼玛一村第二居民区

　　呼玛四村居民区 呼玛五村居民区

　　虎林居民区 泗塘三村居民区

　　泗塘六村居民区 泗塘八村居民区

　　富浩居民区
　杨行镇（共１４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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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泰一村第二居委 杨泰二村第一居委

　　杨泰二村第二居委 杨泰三村第一居委（西区）

　　宝启花园居委 富锦苑居委

　　世华佳苑 城西居委

　　杨泰春城居委 万科四季花城居委

　　三汀沟村 城西二村

　　大黄村 泗塘村

　月浦镇（共２１个 ）
　　庆安二村居委 庆安四村居委

　　庆安五村居委 月浦二村居委

　　月浦三村居委 月浦九村居委

　　月浦十村居委 乐业四村第二居委

　　乐业五村第一居委 乐业五村第二居委

　　盛桥三村居委 盛桥四村居委

　　长春村 钱潘村

　　新丰村 月狮村

　　盛星村 段泾村

　　茂盛村 海陆村

　　沈巷村
　罗店镇（共１３个 ）
　　富强村 南周村

　　远景村 义品村

　　罗溪居委 祁南居委

　　天平村 金星村

　　朱家店村 蔡家弄村

　　束里桥村 富南居委

　　金星居委
　罗泾镇（共１３个 ）
　　宝虹家园居委 宝通家园居委

　　罗泾第一居民区居委 洋桥村

　　合众村 肖泾村

　　三桥村 新陆村

　　民众村 海星村

　　牌楼村 高椿树村

　　花红村
　顾村镇（共１６个 ）
　　羌家村 沈杨村

　　朱家弄村 谭杨村

　　白杨村 杨木桥村

　　王宅村 共富新村第一居委

　　共富新村第二居委 共富新村第四居委

　　共富新村第五居委 共富新村第六居委

　　共富新村第七居委 泰和新城第三居委

　　天极居委 荻泾居委

　大场镇（共３３个 ）
　　大华一村第二居委 大华一村第七居委

　　大华二村第四居委 大华二村第五居委

　　大华二村第七居委 大华二村第八居委

　　铂金华府居委 大华三村第一居委

　　大华三村第二居委 大华三村第四居委

　　大华三村第五居委 大华三村第六居委

　　大华三村第七居委 大华四村第一居委

　　大华四村第五居委 乾宁园居委

　　东街居委 联合居委

　　联乾居委 祁连一村第一居委

　　祁连一村第二居委 祁连二村第一居委

　　祁连二村第三居委 祁连三村第一居委

　　锦秋第一居委 锦秋第二居委

　　城市绿洲第二居委 和泰苑居委

　　慧华苑居委 联东村

　　丰收村 东方红村

　　联西村
　庙行镇（共９个 ）
　　屹立家园居委 共康公寓居委

　　共康二村居委 共康六村第一居委

　　共康六村第二居委 场北村

　　共康七村居委 馨康苑居委

　　野桥村
　淞南镇（共１０个 ）
　　淞南一、二村居委 淞南九村第一居委

　　淞南九村第二居委 淞南十村居委

　　华浜新村居委 长江路第五居委

　　张华浜居委 长宏新苑居委

　　盛达家园居委（筹） 华浜二村居委

　高境镇（共１０个 ）
　　逸仙一村第五居委 逸仙二村第五居委

　　逸仙三村第一居委 高境一村第二居委

　　高境四村居委 共和三村居委

　　共和八村居委 共和九村居委

　　共和十村居委 共和六村居委

■上海市“平安单位”１００个（２００８年度）
　吴淞街道地区（共１０家）
　　上海市宝山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上海市电力公司宝山供电分公司
　　宝江汽贸销售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三休养所
　　上海宝山区海滨新村街道敬老院
　　宝山烟草永清店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吴淞水厂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牡丹江路营业部
　友谊路街道地区（共４家）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宝山区财政局
　　上海市宝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张庙街道地区（共５家）
　　骏利物业公司
　　华茂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上海世纪秋雨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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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路地段医院
　　博士蛙幼儿园
　杨行镇地区（共４家）
　　上海宝山区杨行镇宝山敬老院
　　上海振杨经济发展实业公司
　　上海宝山西城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杨行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月浦镇地区（共１１家）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上海石洞口制衣厂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碧辟（上海）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上海盛宝钢铁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盛桥电器配套厂
　　诺斯克潜力纸业有限公司
　　上海广裕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昂兴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上海开源货运有限公司
　　上海阔道物流有限公司
　罗店镇地区（共７家）
　　上海宝山北部汽车检测维修有限公司
　　上海宝钢五冶结构厂
　　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宝翼制罐有限公司
　　上海美兰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假日田园
　　上海宝罗暝园
　罗泾镇地区（共１１家）
　　上海飞士工贸实业公司
　　上海民营科技实业发展公司
　　罗泾资产经营公司
　　上海新世纪纪念章有限公司
　　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
　　上海沪供电器配套有限公司
　　上海锦迪助剂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国平五金有限公司
　　上海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钢之杰钢建筑产品有限公司
　顾村镇地区（共１０家）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劳动服务公司
　　上海盛江特种耐火材料厂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泰和水厂
　　上海顾村镇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工业公司
　　上海刘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
　　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顾村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大场镇地区（共４家）
　　上海涂料有限公司南大化工厂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众出租车三分公司
　　上海立信会计账册纸品公司
　　大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庙行镇地区（共２家）
　　上海宝业集团有限公司
　　庙行共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淞南镇地区（共３家）
　　上海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大昌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一钢企业开发有限公司
　高境镇地区（共８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４８０５工厂军械修理厂
　　上海市烟草储运有限公司
　　上海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压力容器制造厂
　　上海东浩外服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市财政局票据中心１０１０仓库
　　上海百安居建材超市有限公司高境店
　　上海好百年高境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众出租汽车十分公司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共１０家）
　　上海泰雷兹电子管有限公司
　　上海真陈仓储有限公司
　　上海飞和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德宝密封件有限公司
　　光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山海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上海华丰仓储贸易公司
　　日杨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宝山公安分局治安支队推荐（共１１家 ）
　　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月浦水厂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宝山供水管理所
　　华能上海燃机发电厂
　　上海升广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电信有限公司宝山电信局
　　宝山区总工会
　　宝山区教育局　
　　宝山区教师进修学院
　　上海市宝山中心医院
　　宝山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上海市平安建设优秀组织者３人（２００８年度）
　陆继纲　庙行镇党委书记
　严鲤生　宝山公安分局副局长
　刘美娟　宝山区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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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负责人名录

中共区委

■中共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
书　记　吕民元
副书记　斯福民　陆学明
常　委　吕民元　斯福民　陆学明　姚志荣

朱勤皓（２００８１１免）　张浩亮　袁　鹰　顾亦兵
夏　雨　周德勋（女）　章俊荪
盛亚平（女，２００８１１任）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兆钢　冯健理　吕民元　朱永泉　朱礼福
朱雅芳（女）　朱勤皓（２００８１１免）　李　娟（女）
杨卫国　沈伟民　沈秋余　张志平　张浩亮
陆学明　陆继纲　陈士达　陈锡琪　周德勋（女）
钟　杰　姚志荣　姚荣民　袁　鹰　夏　雨
顾亦兵　倪诗杰　盛亚平（女，２００８１１任）
康大华　章俊荪　斯福民　程六一

候补委员　（按得票多少为序）
常积林　彭　林　周建军　刘发林　鲍永明
曹正兴

■区委工作机构
办公室（归口管理信访办公室）

　　　　　　主　任　朱礼福
组织部（归口管理老干部局）

部　长　朱勤皓（２００８１１免）
盛亚平（女，２００８１１任）

宣传部（增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部　长　袁　鹰
统　战　部（与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台湾工作办公室、台湾
事务办公室、侨务办公室合署）

部　长　周德勋（女）
副部长　刘发林（常务）

政法委员会（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合署）

书　记　陆学明
副书记　姚志荣（兼）　

钟　杰
尹有良

政策研究室 主　任　陈晓峰
６１０办公室 主　任　汤宝德
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　明瑞成
老干部局 局　长　金光明
保密委员会 主　任　陆学明（兼）
人武部 部　长　胡晓春

政　委　顾亦兵
党　校 校　长　朱勤皓（兼，２００８１２免）

盛亚平（兼，女，２００８１２任）
副校长　崔兰竹（常务）

《宝山报》 总　编　钱文俊

《宝山报》党组

书　记　钱文俊
党史研究室 主　任　仇小平
地区办公室 主　任　宋国安
信访办公室 主　任　徐佳麟
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

主　任　宋晓青　
侨务办公室 主　任　魏银发
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　任　魏银发
社会主义学院

院　长　周德勋（女，兼）
副院长　鞠明泉（常务，２００８３免）

丁建华（常务，女，２００８３任）
宝山区社会工作党委

书　记　樊　锦（女）

■中共宝山区纪委
书　记　章俊荪
副书记　何以琴（女）　 赵　平
常　委　章俊荪　何以琴（女）　 赵　平　陈国华

陶宝忠　商志高　徐文忠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　芳（女）　朱永其　 朱永锁　刘　萍（女）
纪延石　 吴华朗　何以琴（女）　张丽萍（女）
张学智　张建忠　张晓宁（女）　陈仕宏　
陈国华　林学东　明瑞成　季文武　孟建明
赵　平　姜　炜　莫新华 　徐文忠　徐佳麟
奚　玲（女）　陶宝忠　黄　辉　樊　锦（女）
章俊荪　商志高

■纪委、监察委员会工作机构
办公室　 主　任　徐文忠
监察综合室 主　任　商志高
案件检查室 主　任　张建忠（２００８１１免）

潘惠芳（女，２００８１１任）
纠风室 主　任　陈志军
案件审理室 主　任　张丽萍（女）
信访室 主　任　陈　健
教育研究室 主　任　陶宝忠
党风廉政室　主　任　陈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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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秋余
人民政府党组

书　记　斯福民
人民政协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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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记　康大华
人武部党委

　　　　　第一书记　吕民元
书　记　顾亦兵
副书记　胡晓春

人民法院党组

书　记　姚荣民
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　记　张志平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书　记　朱雅芳（女）
经济委员会党委

书　记　曹晋和
对外经济委员会党组

书　记　陈　亮
农业委员会党委

书　记　赵六弟（２００８３免）
朱永其（２００８３任）

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党委

书　记　沈忠良
科委科协党组

书　记　杨立红（女）
信息化委员会党组

书　记　浦志良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

书　记　王　建
宝山公安分局党委

书　记　姚志荣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党委

书　记　王雅琴（女，２００８１免）
顾　泓（２００８１任）

司法局党委 书　记　周有根
人事局党组 书　记　王爱芬（女，２００８４免）

杨志豪（２００８４任）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委

书　记　郑建忠
民政局党委 书　记　高　香（女）
财政局党组 书　记　方建华
审计局党组 书　记　曹乃真（２００８８免）

陈仕宏（２００８８任）
统计局党组

书　记　牛长海（２００８４免）
顾远忠（２００８４任）

教育局党委 书　记　张晓静（女）
卫生局党委 书　记　秦　冰（女）
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党委

书　记　彭　林（２００８６免）
曹正兴（２００８６任）

体育局党总支

书　记　刘　鸣
市容管理局党委

书　记　徐荣森

环境保护局党组

书　记　朱卫国
规划管理局党组

书　记　顾云飞（２００８６免）
房屋土地管理局党委

书　记　顾卫俊
水务局党委 书　记　潘锡根
档案局（地方志办公室）党组

书　记　冯启伟
国有（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组

书　记　赵小平（２００８１免）
马饮冰（２００８１任）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委员会党组

书　记　杨月明（２００８１免）
周剑平（２００８１任）

民防办公室党组

书　记　陈鹤鸣
合作交流办公室党总支

书　记　陶国强
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党委

书　记　刘建宏
总工会党组 书　记　陆春萍（女）
共青团区委党组

书　记　修　燕（女）
妇女联合会党组

书　记　李　娟（女）
工商联合会党组

书　记　居根宝
残疾人联合会党组

书　记　郭廷育（女）

人大常委会

■宝山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
主　任　沈秋余
副主任　吴德渊　周明珠（女）杨卫国

徐　楠（２００８７辞）　陆　豪
周竹平（２００８７当选）

常　委　（按姓名笔画为序）
马玉光　王友农　王开泰（２００８７当选）
冯嘉兴（２００８５辞）　冯鞍钢　
刘发林（２００８５辞）　李　明　李　娟（女）
张士青　陈　忠　陈士达　陈向峰　陈智敏
季文武（２００８７当选）　郑龙喜（２００８７当选）
修　燕（女）　钱翊梁（２００８５辞）　陶华强
梅平夷　梅秀友　曹兆麟（女）　喻碧波（２００８５辞）
谢　平（２００８７当选）鲍永明　蔡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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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德渊（兼）
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梅平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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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曹兆麟（女）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蔡永平
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李　明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梅秀友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　任　陈　忠
研究室 主　任　陈　忠

审判、检察机关

■区人民法院
院　长　姚荣民
副院长　杨美华（女，２００８１２免）　曹光曜

王国新　 韦　杨 　陈素琴（女，２００８１２任）

■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　　张志平
副检察长　黄　辉　 俞玲华　陆吉敏

人　民　政　府
■宝山区人民政府
区　长　斯福民
副区长　张浩亮　夏　雨　李　原（女）　朱永泉

钟　杰　冯健理

■区政府工作机构
政府办公室（与法制办、外事办、地区办合署）

主　任　倪诗杰
地区办公室 主　任　宋国安
外事办公室 主　任　倪诗杰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增挂物价局牌子）

主　任　朱雅芳（女）
物价局 局　长　徐林彬
经济委员会（增挂粮食局、旅游事业管理局牌子）

主　任　叶　英
粮食局 局　长　叶　英（兼）
对外经济委员会

主　任　 陈　亮
农业委员会 主　任　钱伟烈
建设与交通委员会（增挂交通管理局牌子）

主　任　周建军
交通管理局 局　长　徐维明
科学技术委员会（增挂知识产权局、地震办公室牌子）

主　任　杨立红（女）
信息化委员会主　任　浦志良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　任　李志英（女，２００８１免）
王　建（２００８３任）

监察委员会（与区纪委合署）

主　任　何以琴（女）
公安分局 局　长　姚志荣

政　委　李征静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

局　长　王雅琴（女，２００８１免）
顾　泓（２００８１任）

司法局 局　长　周有根
人事局（与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合署）

局　长　王爱芬（女，２００８５免）
编制委员会 主　任　斯福民（兼）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王爱芬（女，２００８７免）
杨志豪（２００８７任）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局　长　赵婧含（女，２００８１任）
民政局（增挂社会团体管理局牌子）

局　长　吴春梅（女）
财政局 局　长　方建华
审计局 局　长　曹乃真（２００８９免）

张晓宁（２００８９任）
统计局 局　长　牛长海
教育局（教育委员会）

局　长　楼伟俊
卫生局 局　长　李士华
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

局　长　彭　林
体育局 局　长　刘　鸣
市容管理局 局　长　徐荣森
环境保护局 局　长　魏廉虢
规划管理局 局　长　邵雷明
房屋土地管理局

局　长　金守祥
水务局 局　长　潘锡根
档案局 局　长　仇小平
国有（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　任　孙晓风（女）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　长　杨月明
民防办公室（增挂人民防空办公室牌子）

主　任　陈鹤鸣
合作交流办公室

主　任　陶国强

■区政府其他工作机构
信访办公室 主　任　徐佳麟
政策研究室（与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合署）

主　任　陈晓峰
老龄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　 窦映东
机关事务管理局

局　长　张　萍
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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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仇小平
行政管理学院

院　长　张浩亮（兼）
副院长　崔兰竹（常务）

招商局 局　长　陶国强
宝山区国家保密局

局　长　仇世平（兼）
城市管理监察大队

大队长　郭生建
政　委　刘建宏

宝山区土地储备中心

主　任　金守祥（兼）

政　协
■政协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主　席　康大华
副主席　周德勋（女）　顾佳德　徐静琳（女）

叶建英　 刘伟国
秘书长　朱　亮
常　委　（按姓名笔画为序）

马菁雯（女）　方斐均　王　锋　王普祥　尹有良
世　良　 龙　婷（女）　刘祖辰
曲国莉（女，２００８７辞）　华　雯（女）
孙勇坚（２００８７辞）　阳树智　李　俊
李建才　吴华朗　陈志军　邵金如　郑晓远
郁永清　周　锋（２００８７辞）　封伟康
赵学勇　钟国定　高　峰　顾　英（女）　奚雪明
钱伟烈（２００８７辞）　徐黎黎（女，２００８７辞）
曹　清　曹燕华（女，２００８７辞）
蒋碧艳（女，２００８７辞）　魏廉虢
万思文（２００８７当选）　方红梅（女，２００８７当选）
刘发林（２００８７当选）　庄祥弟（２００８７当选）
孙伟华（２００８７当选）　汪　怡（女，２００８７当选）
张建中（２００８７当选）　陆春萍（女，２００８７当选）
施利毅（２００８７当选）

副秘书长　李建才　沈艳兴　 陆　军　 钟国定　刘祖辰
奚雪明　徐黎黎（女，２００８７辞）　王普祥
陈志军　 黄兑菊（女）　马菁雯（女，２００８９当
选）

■区政协工作机构
办公室 主　任　朱　亮
专门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李建才
提案委员会 主　任　 彭超美 （女）
第一经济委员会

主　任　侯　艳（女）
第二经济委员会　

主　任　居根宝
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　任　钱佩珍（女）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主　任　诸理茂
法制委员会 主　任　尹有良
社会事务委员会

主　任　赵学勇
教育委员会 主　任　张步华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主　任　李建才（兼）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主　任　宋晓青

民主党派

■民革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赵学勇

■民盟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　原（女）

■民建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向峰

■民进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刘伟国

■农工民主党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陆　豪

■九三学社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徐静琳（女）

■致公党宝山区支部委员会（２００８４成立）
主任委员　孙伟华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

■区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
主　席　杨卫国
副主席　陆春萍（女，常务）

■共青团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２００８３１２产生）
书　记　修　燕（女，当选连任）

■区妇联第五届执委会（２００８９１２产生）
主　席　李　娟（女，当选连任）

■区工商联（商会）第六届执委会
主　席　叶建英

■区科协第五届委员会（２００８１１２１产生）
主　席　李海平
常务副主席　杨立红（女，当选连任）

■区侨联第四届委员会
主　席　郁锦章（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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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青年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２００８１２９产生）
主　席　修　燕（女，当选连任）

■黄埔军校同学会区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　彭望?

■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２００８２２１产生）
主　席　张浩亮
理事长　郭廷育（女，当选连任）

■区红十字会第四届理事会
名 誉 会 长　吕民元
名誉副会长　徐木泉　朱芸芳（女）　厉家俊
会　　　长　李　原（女）
副　会　长　冯海林（常务）

街道、镇、园区

■街道党工委、镇党委、园区党工委、党总支
张庙社区（街道）党工委

书　记　季文武
吴淞社区（街道）党工委

书　记　陈士达
友谊路社区（街道）党工委

书　记　鲍永明
杨行镇党委 书　记　王兆钢
罗店镇党委 书　记　程六一
月浦镇党委 书　记　沈伟民
顾村镇党委 书　记　瞿新昌
大场镇党委 书　记　陈锡琪
罗泾镇党委 书　记　常积林
高境镇党委 书　记　曹正兴（２００８６免）

顾梅林（２００８６任）
庙行镇党委 书　记　陆继纲
淞南镇党委 书　记　马饮冰（２００８１免）

赵小平（２００８１任）
城市工业园区党工委

书　记　毛菊弟
宝山工业园区党工委

书　记　曹正良
航运经济发展区党总支

书　记　詹　军（女）

■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园区管委会
张庙街道办事处

主　任　陈百勤
吴淞街道办事处

主　任　杨金娣（女）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主　任　邵　琦（女）
杨行镇 镇　长　蒋伟民
罗店镇 镇　长　徐连发
月浦镇 镇　长　王国君

顾村镇 镇　长　吴志宏
大场镇 镇　长　梁迎群
罗泾镇 镇　长　黄振德
高境镇 镇　长　顾梅林（２００８７辞）

顾云飞（２００８７当选）
庙行镇 镇　长　项明洁
淞南镇 镇　长　袁惠明
城市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滕永福（２００８９免）
张跃进（２００８９任）

宝山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杨宝康
航运经济发展区管委会

主　任　王宝龙

■镇人大主席
杨行镇 刘　慧
罗店镇 陈智敏

月浦镇 苏元龙

顾村镇 马玉光

大场镇 曹群华

罗泾镇 曹正良（２００８１０辞）
林　明（２００８１０当选）

高境镇 陆土祥

庙行镇 郁伟光

淞南镇 李建民

上海市政府工作部门在宝山的分支机构

宝山区国家税务局

税务局宝山分局党组

书　记　沈伟杰
税务局宝山分局

局　长　沈伟杰
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党委

书　记　董海明　
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

局　长　董海明
宝山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

书　记　陶永庆
宝山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局　长　陶永庆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宝山分局党组

书　记　赵　敏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宝山分局

局　长　赵　敏

区境内部分市属单位

■公用事业单位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厂　长　张茂义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厂　长　王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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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供电分公司

经　理　周新民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　殷剑君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吕　伟
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厂　长　贾建明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吴淞水厂

厂　长　杨仪敏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月浦水厂

厂　长　吕玉龙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泰和水厂

厂　长　张曙光

■金融单位
中国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行　长　郭　珩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行　长　倪家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宝山支行

行　长　谢　平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

行　长　马钦安
交通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行　长　厉　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王汉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行　长　梅福龙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丁　兵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仇忠亮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行　长　龚　兵　
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行　长　叶　梅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行　长　王治平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行　长　谭卫红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公司

总经理　陈孝亮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公司

总经理　潘红卫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跃如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晨辉

■冶金、冶建单位
宝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乐江
总经理　伏中哲

　　　　　党委书记　刘国胜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总　裁　周竹平
　　　　　党委书记　蔡伟飞
上海宝冶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法人代表　陈　明
　　　　总经理　王石磊

中冶成工上海五冶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长　程并强
总经理　周　青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培义
总经理　钱　沈

中国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李　勇
总经理　张孟星

■港口、口岸
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戌源
总经理　华保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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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书记　朱建海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

总经理　罗德明
　　　　　党委书记　罗德明（兼）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泾分公司

总经理　王海建
　　　　　党委书记　陆梁城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陶　骏
　　　　　党委书记　吴向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关

关　长　王永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站　长　曹鸿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局　长　吕祥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事处

处　长　马　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宝山海事处

处　长　巢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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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吴思敏

!""#

年区委、区政府主要文件目录

■区委
宝委（２００８）３号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工作规则

宝委（２００８）４号 关于批转《关于召开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请示》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８）５号 关于区委常委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０８）６号 关于２００７年宝山区委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０８）９号 关于对２００７年度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实绩考核中先进单位和个人实施表彰的决定

宝委（２００８）１３号 关于２００８年考核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０８）１４号 印发《中共宝山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８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８）１７号 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意见

宝委（２００８）２０号 关于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０８）２１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２００７年度局级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０８）２２号 关于成立区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建区２０周年活动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８）２３号 关于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７周年有关活动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８）２６号 关于印发《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８）２７号 关于批转《关于召开区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的请示》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８）２８号 关于命名、表彰宝山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决定

宝委（２００８）２９号 关于命名、表彰宝山区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

宝委（２００８）３０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处级领导班子党政主要负责人监督的实施办法（试行）

宝委（２００８）３１号 关于学习贯彻《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８）３２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信访工作督导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８）３５号 吕民元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五届六次全会上的报告

宝委（２００８）３６号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工作规则（修订稿）

宝委（２００８）３７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维护社会稳定应急备战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８）３９号 关于实施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的纲要

宝委（２００８）４２号 关于印发《区委、区政府集中调研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８）４４号 关于做好２００８年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实绩考核工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８）４５号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自查报告

宝委（２００８）４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贯彻落实〈上海市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

实施方法〉工作任务分工》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８）４８号 关于成立区反腐败协调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８）４９号 关于镇级机构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０８）５０号 关于２００８年度区委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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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办公室　

宝委办（２００８）２号 关于印发《关于对区纪（监）委派驻纪检组实行统一管理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３号 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信访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５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申报的函

宝委办（２００８）７号 印发《关于重视舆论监督加强督查整改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任务分工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１０号 转发《区人口办关于２００８年来沪人员服务管理的工作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１１号 关于转发《２００８年平安建设实事项目安排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１２号 关于对２００７年度先进集体和个人实施表彰的决定

宝委办（２００８）１３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迎奥运、办世博、创建文明城区”环境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１５号 关于转发《２００８年宝山区信访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１６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２００８年“扫黄打非”行动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１８号 关于印发《区青少年工作联席会议工作制度》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１９号 关于全力做好支援四川抗震救灾工作的紧急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２１号 转发《区委组织部关于开展“相聚在党旗下———走进基层、服务群众”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２２号 转发区委统战部《关于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开展第二届区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

彰活动的请示》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２４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２５号 关于转发《关于深入推进本区领导干部集中接访下访活动的工作方案》、《关于本区集中开展领导干部

包案化解信访突出问题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２６号 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集中排查调处矛盾纠纷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２７号 关于我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进入应急备战状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２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０８年区委、区政府领导同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分工》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３０号 关于切实做好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３２号 关于申请宝山区公务网涉密系统专家论证的函

宝委办（２００８）３３号 关于调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山区分会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３４号 关于转发《关于认真做好奥运后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３５号 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建设提高村级集体经济民主管理水平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４０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关于推进“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４１号 关于申请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密测评的函

宝委办（２００８）４２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关于开展娱乐场所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４３号 关于成立区娱乐场所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４４号 关于转发《关于预防和化解群体性劳资纠纷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４６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４９号 关于减少开支制止浪费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５２号 关于印发《杨行镇党政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５３号 关于印发《月浦镇党政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５４号 关于印发《大场镇党政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５５号 关于印发《罗店镇党政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５６号 关于印发《顾村镇党政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５７号 关于印发《罗泾镇党政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５８号 关于印发《庙行镇党政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５９号 关于印发《高境镇党政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８）６０号 关于印发《淞南镇党政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区政府　

宝府［２００８］１号 关于落实“２００７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０８年预算草案的初审意见”的报告

６４３

附　录



宝府［２００８］２号 关于报送审批宝山区人防应急行动方案的请示（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３号 关于上海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高境新城”商品住宅项目用地签订出让合同的函

宝府［２００８］４号 关于上海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建设锦秋花园１２、１３期、１４、１５期、１８期商品住宅项目用地签订出让合同

的函

宝府［２００８］５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信息化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６号 关于同意建立张庙街道三湘盛世花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７号 关于吴淞国际物流园区五个建设项目用地变更用途、签订补充合同的函

宝府［２００８］８号 关于宝山城区三号地块建设主体更名的函

宝府［２００８］１１号 关于请求协调推进宝山区长江口南岸（宝山段）部分区域滩涂圈围项目后续工作的函

宝府［２００８］１２号 关于２００６年度宝山区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审计结果整改情况的报告

宝府［２００８］１３号 关于请求支持筹建上海牛津高级中学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１４号 印发《宝山区农村村民住房建设规范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１５号 印发《宝山区关于撤销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建制的若干规定》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１６号 关于宝山区月浦镇配套商品房剩量房源转性销售的函（附请示、市房地局复函）

宝府［２００８］１７号 关于宝山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上报和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１８号 关于罗店新镇Ｃ５－３地块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１９号 关于宝山区罗泾镇镇域交通专项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２０号 关于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设计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２１号 关于上海吴淞口滨江景观带概念性规划设计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２３号 关于同意撤销高境镇江杨村村民委员会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２４号 关于同意建立新顾村大家园第一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２５号 关于同意建立新顾村大家园第二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２６号 关于同意建立新顾村大家园第三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２７号 关于建立共富新村第三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２８号 关于恳请市领导专题听取在吴淞炮台湾建设大型邮轮组合港建议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２９号 关于罗店中心镇公共交通配套工程高架段投资分工费用及动迁进度的复函（附函）

宝府［２００８］３０号 关于飘鹰锦和花园（暂定名）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３１号 关于共同推进宝杨路２０２１弄居民小区动迁工作的函

宝府［２００８］３２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大华虎城Ｂ、Ｃ地块项目总平面方案（调整）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３３号 关于协助建设蔬菜菜田设施基地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３４号 关于罗泾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３５号 关于要求宝杨路客运码头改造工程审批工作征询宝山区意见的函

宝府［２００８］３６号 关于《宝山新城总体景观设计》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３７号 关于《宝山新城功能建设规划》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３９号 关于上海市配套商品房顾村一号基地（上海馨佳园）Ｂ２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４０号 关于宝山区中低价普通商品房盛桥社区１号、３号地块转化问题的函（附请示、沪房地资住［２００８］５２２

号复函）

宝府［２００８］４１号 关于抓紧推出大场老镇旧区改造地块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４２号 关于申报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旧住房成套改造（吴淞地区）实施计划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４３号 关于认定已储备（无储备计划且未供地）地块的批复（附公文办理抄告单［２００８］９９号复印件）

宝府［２００８］４４号 关于拨付浦钢罗泾基地世博动迁补偿资金余款的函

宝府［２００８］４５号 关于宝山区公交三年行动计划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４６号 关于上海市配套商品房顾村一号基地（上海馨佳园）Ｂ１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４７号 关于宝山区大场镇经纬城市绿洲Ｅ地块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４８号 关于征求龙吴路２４００号港区迁建项目意见的复函（附征求建议书意见）

宝府［２００８］４９号 关于同意建立杨行镇禄德嘉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５０号 关于同意建立淞南镇盛达家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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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０８］５１号 关于同意建立杨行镇柏丽华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５２号 关于同意建立淞南镇嘉骏花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５３号 关于同意调整淞南镇淞南五村第二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５４号 关于同意建立淞南镇淞南六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５５号 关于同意调整淞南镇淞南五村第一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５６号 关于排除外环线同济路立交交通安全隐患进一步改善地区道路交通环境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５７号 关于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节能减排考核体系职责分解及成立区节能减排领导小组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５８号 关于宝山罗店新镇Ｃ４－２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５９号 关于进一步明确分工规范城市化地区拆违控违工作的意见（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６０号 关于海德花园二号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６１号 关于本区开展第二次经济普查的通知

宝府［２００８］６２号 关于审计署对上海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审计中涉及宝山区相关问题处理情况的报告（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６３号 关于商请确定宝山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６４号 关于同意建立庙行镇和欣国际花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６５号 关于同意调整庙行镇共康六村第二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６６号 关于同意调整庙行镇九英里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６７号 关于同意建立庙行镇共和家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６８号 关于罗新苑修建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６９号 关于加快推出顾村镇陈富路居住地块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７０号 关于落实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工作有关情况的报告（附函、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７１号 关于神工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项目建设情况的复函

宝府［２００８］７２号 关于请求建设宝杨码头客运交通枢纽的函

宝府［２００８］７３号 关于报请审定《宝山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纲要》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７４号 关于请求协助建设后工业景观示范园相关事宜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７５号 关于宝山区上海保利顾村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７６号 关于转发《宝山来沪人员服务管理工作抄告制度（试行）的通知》

宝府［２００８］７７号 关于组织开展宝山区“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工作的通知

宝府［２００８］７８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菊泉新城第二居委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７９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菊泉新城第三居委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８０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成亿宝盛家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８１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丰水宝坻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８２号 关于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校区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８３号 关于报送宝山区２００８年上半年节能工作进展情况和下半年主要工作措施的报告

宝府［２００８］８４号 关于宝山区２００７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措施落实情况的自查报告（附请示、宝山区节能年度目标）

宝府［２００８］８５号 关于宝山区顾村镇东方帕堤欧花园（暂定名）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８６号 关于罗店新镇美兰湖花园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８８号 关于恳请拨付浦钢罗泾基地世博动迁补偿资金余款的函

宝府［２００８］８９号 关于同意撤销淞南镇张行村村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９０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８年夏季奥运会获得优异成绩我区运动员的奖励决定

宝府［２００８］９２号 关于《宝山区绿地选址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９３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审核类出国（境）培训项目计划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９４号 关于申请试点小额贷款公司的报告（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９５号 关于申报《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区）工程》的函

宝府［２００８］９７号 关于罗店镇老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９８号 关于宝山区大场镇经纬城市绿洲Ｄ－１地块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９９号 关于申请调整宝山区庙行镇长江西路地块土地用途并签订补充出让合同的函（附请示、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１００号 关于调整本区征地土地补偿费标准的实施意见（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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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０８］１０１号 关于同意设立上海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预审报告（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１０２号 关于同意设立上海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预审报告（附请示、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１０３号 ２００８年冬季征兵命令

宝府［２００８］１０５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７年度宝山区征兵改造先进单位和个人的通报

宝府［２００８］１０６号 关于上海市配套商品房顾村一号基地（上海馨佳园）Ｂ３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１０７号 关于《宝山区公厕建设与管理发展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１１０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罗泾镇配套商品房基地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１１１号 关于推进科技小巨人工程实施意见

宝府［２００８］１１２号 关于我区上海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建设锦秋花园１２、１３、１４、１５期、１８期商品住宅项目用地签订合同的

情况报告（附专报、协调会议通知）

宝府［２００８］１１３号 关于请求协调企业用地指标等问题确保宝山区顾村镇１号基地内市保障性住房和市配套商品房如期开

工的函

宝府［２００８］１１４号 关于支持宝山区２００８年“绿色通道”产业项目落地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１１５号 关于要求协助办理宝钢厂区滩涂围垦两项目地块主体变更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１１６号 关于将宝山区罗店镇列入上海市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镇的请示（附请示、公文办理抄告单［２００８］２９０）

宝府［２００８］１１７号 关于“上海国际水岸工程企业总部基地”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１１８号 关于《上海国际研发总部基地真大园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１１９号 关于宝山区近期新建建设项目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请求市局支持的请示（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１２０号 关于宝山区基本农田指标核减请求市局支持的请示（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１２１号 关于《宝山区友谊、吴淞、张庙街道小型垃圾压缩站选址规划》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８］１２２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的通知

宝府［２００８］１２４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推进小组的通知（附通知）

宝府［２００８］１２６号 关于宝山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８］１２７号 关于建立健全落实“两个确保”协调加快项目建设工作机制的意见

宝府［２００８］１２８号 关于推荐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等二家单位申报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的函

■区政府办公室　

宝府办［２００８］１号 印发关于２００８年宝山区无偿献血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２号 关于转发《关于鼓励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开展农业规模经营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３号 关于转发《关于推进农业集体规模经营的若干补充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向社区开放的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８］５号 转发《宝山区镇级教育经费统筹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６号 关于报批《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的函

宝府办［２００８］７号 印发《关于做好〈宝山年鉴－２００８〉编撰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９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住房保障制度领导小组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１０号 转发《关于开展城市道路人行道设置各类设施专项整治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１１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１２号 印发《关于在全区纳税人中普及和推广会计电算化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１３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联席会议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１４号 转发《关于宝山区城市网格化管理部件、事件问题处置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请示同附在宝府办１５号

文）

宝府办［２００８］１５号 转发《宝山区城市网格化管理终端单位处置绩效综合评价实施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１６号 关于印发２００８年区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项目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８］１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０８年政府工作目标任务分解》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８］１９号 转发《关于加强本区社区民防建设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２０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地下空间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２１号 转发《关于开展春季消防安全集中检查整治行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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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办［２００８］２２号 印发《宝山区街镇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２３号 转发２００８年宝山区爱国卫生工作计划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２４号 印发《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８］２５号 关于转发《关于切实加强２００８年防汛防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２６号 转发《宝山区落实２００８年市政府实事项目———群众性现场急救培训、普及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

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２７号 关于表彰二七年度先进个人的决定

宝府办［２００８］２９号 关于转发《关于在本区开展黄浦江、?藻浜沿线“三违一堵”专项整治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

示）（信息公开）

宝府办［２００８］３０号 关于转发《关于加强手足口病防治工作的通知》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３１号 关于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本市抗震救灾募捐管理的紧急通知》有关事项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８］３２号 关于转发《关于加强宝山区住宅小区综合管理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０７～２００９）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

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３３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安全生产百日大检查、大整治活动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８］３４号 关于成立吴淞工业区环境保护与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３５号 关于转发《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援灾区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８］３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３８号 转发《关于加快宝山区公共交通发展的政策扶持意见（暂行）》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３９号 转发《关于落实我区建筑业税收属地化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８］４１号 转发关于２００８年宝山区纠风和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４２号 关于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指挥中心迁建工程建设项目整改情况的报告

宝府办［２００８］４３号 转发《关于开展道路货物运输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４４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投资项目行政审批改革试行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４５号 转发《关于改进和加强宝山区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４６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第二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８］４７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创建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４９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创建“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５０号 转发《关于本区做好学前教育困难学生助学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５１号 转发《关于贯彻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本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５４号 转发《关于本区火灾公众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５５号 关于请求协调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国外来宾口岸相关事务的函

宝府办［２００８］５６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金融服务（企业上市服务）办公室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８］５７号 转发《关于规范和加强道路机动车停车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５９号 关于转发《上海市宝山区知识产权强区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６０号 转发《关于本区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和理顺相关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６１号 关于转发《关于成立农村会计服务中心的实施办法》、《关于加强农村集体合同管理的实施办法》、《关于

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６］６２号 关于对２００８年度区人大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进行复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８］６３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政府采购采管分离实施方案》的通知（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８］６４号 转发《关于对经济相对困难村实行财政扶持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６５号 转发《关于加强城区无名道路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公文办理抄告单［２００８］２５９号、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６６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贯彻落实〈关于本市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若干意见〉的行动计划和措施》

的通知（附请示、函）

宝府办［２００８］６７号 关于分解和落实《任务分工》的责任的意见

宝府办［２００８］６８号 转发《关于做好〈宝山年鉴－２００９〉编撰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８］６９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集体农场开办费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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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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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一览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７年 增长％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７年 增长％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２９３．７１ ２９３．７１ 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２３６１３１１ ２０５３８１９ １５．０

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１４０．６３ １３３．２１ ５．６ 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３５３１３９ ３４３６０６ ２．８

　＃外来常住人口 万人 ４０．３７ ３４．５２ １６．９ 　进口额 万美元 １１２７１０ １０４３４５ ８．０

年末户籍人口 人 ８４６９４５ ８３０５６１ ２．０ 　出口额 万美元 ２４０４２９ ２３９２６２ ０．５

　＃农业人口 人 ６４８８５ ７１８２８ －９．７ 银行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３６２２５８２１０４１１４６２ ２７．１

出生人口 人 ６０７０ ６３０４ －３．７ 银行年末贷款余额 万元 ６０７７５２０ ６１２９２５８ －０．８

死亡人口 人 ６１９４ ６０５２ ２．３ 各类学校数 所 ２３８ ２３２ ２．６

自然增长率 ‰ －０．１４ ０．３１ 下降０．４５个千分点 　＃普通中学 所 ５３ ５３ 平

宝山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１０８５．９９ １００２．４７ ５．６ 　 普通小学 所 ６１ ５８ ５．２

　第一产业 亿元 ２．４０ ２．５５ －１３．８ 　 幼儿园 所 １０５ １０３ １．９

　第二产业 亿元 ７３１．２７ ７００．６１ ３．４ 在校学生数 人 １１８９２２ １１０２０８ ７．９

　　＃工业 亿元 ６７０．６６ ６５５．２３ ２．５ 　＃普通中学 人 ３８８５８ ３８８４７ 平

　第三产业 亿元 ３５２．３２ ２９９．３１ １０．７ 　 普通小学 人 ４６７８５ ４０８３０ １４．６

区级增加值 万元 ５０７０３０３ ４３１５３１７ １４．０ 　 幼儿园 人 ２９４０５ ２７２８５ ７．８

　第一产业 万元 ２２４３３ ２０７３９ －０．５ 义务教育入学率 ％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平

　第二产业 万元 ２４７５９１０ ２１１５９０１ １３．４ 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 ％ ９８．１ ９８．３ 下降０．２个百分点

　　＃工业 万元 ２０７６４９８ １７８３２９７ １４．０ 普通高校录取率 ％ ８７．０ ９２．０ 下降５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 万元 ２５７１９６０ ２１７８６７７ １４．７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２２１５０ ２００１５ １０．７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万元 １６４０６０８ １５８９５８８ ３．２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４５９２ １３２１３ １０．４

　第一产业 万元 １６３０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万元 ６８５９１４０ ５３４１４３６ ２８．４

　第二产业 万元 ４００１４８ ４２１０３２ －５．０ 结婚登记 对 ７７８９ ６２８１ ２４．０

　　＃工业 万元 ４００１４８ ４１６６９６ －４．０ 离婚登记 对 ２７０３ ２６６４ １．５

　第三产业 万元 １２３８８３０ １１６８５５６ ６．０ 医疗机构数 个 ４０ ３２ ２５．０

全区财政总收入 万元 １４０１４１４ １２３０７７５ １３．９ 卫生技术人员 人 ５２２５ ４９１９ ６．２

　＃区地方财政收入 万元 ５７４７７０ ５２１５６７ １０．２ 医院床位数 张 ４４９５ ４３１５ ４．２

区地方财政支出 万元 ８９６７３８ ７７６１５４ １５．５ 道路长度 公里 ５２４ ５０２．５ ４．３

利用外资合同金额 万美元 ３５１４２ ３４１７８ ２．８ 公共绿地面积 公顷 １６７４ １５３１．１ ９．３

耕地面积 公顷 ５３２１．０ ５４４６．６ －２．３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２０ １９ ５．３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６５４３６ ６６９８６ －２．３ 绿化覆盖率 ％ ４１．０ ４０．５ 提高０．５个百分点

工业总产值 万元 １０３７６５４４ ８７６９１６３ １８．３ 火灾发生数 起 ２６３ ３７５ －２９．９

工业销售产值 万元 １０２０１５４８ ８６６８２３９ １７．７ 火灾损失额 万元 ２８ ２４ １８．６

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４３２９１０５ ３１８３６５６ ３６．０ 交通事故发生数 起 １４１ ３０２ －５３．３

交通事故损失额 万元 ４９ １４８ －６７．０

　注：生产总值、增加值增幅按可比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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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增加值（区级）一览表
单位：万元

行　业 合　计 可比增长
（％） 行　业 合　计 可比增长

（％）

总　计 ５０７０３０３ １４．０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２０８０２７ ２４．８

　第一产业 ２２４３３ －０．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９４１２１ １７．２

　第二产业 ２４７５９１０ １３．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６３１３５ ９．８

　　工 业 ２０７６４９８ １４．０ 　　金融业 ２９７０８５ ２２．１

　　建筑业 ３９９４１２ １０．３ 　　房地产业 ３７９５９２ －５．１

　第三产业 ２５７１９６０ １４．７ 　　其他行业 ６４５０００ ２４．０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８５０００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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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生产总值一览表
单位：亿元

行　业 ２００８年 可比增长（％） 行　业 ２００８年 可比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合计 １０８５．９９ ５．６ 　　比重（％） ３２．４

　第一产业 ２．４０ －１３．８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６９．６７ ６．８

　　比重（％） ０．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０．０５ ９．１

　第二产业 ７３１．２７ ３．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７．４６ ６．５

　　比重（％） ６７．３ 　　金融业 ４０．２８ １７．１

　　工业 ６７０．６６ ２．５ 　　房地产业 ４０．０５ －１６．８

　　建筑业 ６０．６１ １６．９ 　　其他行业 １３４．８１ ２３．０

　第三产业 ３５２．３２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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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税收一览表
单位：万元

行　业 合　计 行　业 合　计

税收总收入 １４４４０７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７１６８１

　第二产业 ６５２０７８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３２１０

　　工业 ５２３５４３ 　　房地产业 ３２１６９９

　　建筑业 １２８５３５ 　　租赁及商务服务业 ６１６３４

　第三产业 ７９１９９８ 　　其他行业 ６２５６０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６１２１４

　注：此表由区税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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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银行年末存、贷款余额一览表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０８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０８年 增长％

存款合计 １３６２２５８２ ２７．１ 　＃企业贷款 ４３３４３１２ －１．７

　＃企业存款 ６６７５４２６ ２６．０ 　 个人贷款 １７３００４９ １．３

贷款合计 ６０７７５２０ －０．８ 　　 ＃住房按揭贷款 １５４３０７４ －１．４

　＃短期贷款 ２５２５８２１ ８．２ 居民储蓄存款 ６８５９１４０ ２８．４

　 中长期贷款 ３５１２２１９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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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财政收入一览表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０８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０８年 增长％

财政总收入 １４０１４１４ １３．９ 房产税 ２６５０７ ２８．３

　中央级收入 ５１８４９４ １９．９ 印花税 ２５６７７ ３３．２

　市级收入 ３０８１４９ １１．３ 土地增值税 ２３６０５ －１６．１

　区地方财政收入 ５７４７７０ １０．２ 契税 ６９４７４ ２７．８

　　税收收入 ５４６８９８ ９．９ 非税收入 ２７８３２ １７．３

　　　＃增值税 ７２９４０ １８．５ 专项收入 ２５１７ ２．３倍

　　　 营业税 １７６０５７ １．４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５８０７ －３７．０

　　　 企业所得税 １０１６７９ １０．３ 罚没收入 ９７７１ －１．２

　　　 个人所得税 ２８８４５ １３．２ 其他收入 ９７３７ １．５倍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２２１１４ ９．４ 附加收入 ４０ －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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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财政支出一览表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０８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０８年 增长％

区地方财政支出 ８９６７３８ １５．５ 　 科学技术 １７５２７ ２．７倍

　＃区级财政支出 ５３３５５１ ２６．７ 　 文化体育与传媒 １３６８２ ５．４

　 街道支出 ４６４９１ －０．５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８６１２８ ２８．９

　 镇级支出 ３１６６９６ ２．８ 　 医疗卫生 ４６８８３ ２２．６

　＃一般公共服务 ６４８１１ ６．４ 　环境保护 ６６８２ １４．４

　 公共安全 ５２７３４ －２．２ 城乡社区事务 １９６７６３ ６９．９

　 教育 １３１３３４ ８．９ 　 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 １９３３６７ ５．２

　注：由区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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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一览表
单位：万元

类　　 别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７年 现价增长％ 可比价增长％

合计 ６５４３６ ６６９８６ －２．３ －１３．４

　种植业 ２９８１４ ３３７９２ －１１．８ －１８．５

　　＃稻谷 １８７７ １６０８ １６．７ １１．８

　　 小麦 ７２１ ５８３ ２３．７ １３．７

　　 油菜籽 　 　 　

　　 蔬菜 ２２６３４ ２８３９６ －２０．３ －２７．０

　　 水果 ２１５４ １７２６ ２４．８ １６．６

　林业 ４１６７ ３３００ ２６．３ １２．１

　畜牧业 ２３２１４ １７７４８ ３０．８ ７．７

　　＃猪 １０３７９ ８６７８ １９．６ ４．０

　　 禽 　 　 　

　　 蛋 　 　 　

　　 奶 １２３００ ８３５１ ４７．３ １４．７

　渔业 ３５４８ ７２１５ －５０．８ －５５．６

　农业服务业 ４６９４ ４９３１ －４．８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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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期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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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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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户籍人口 ２．５ ３．８ １．８ １．６ 财政

　 ＃农业人口 －４．３ －４．３ －６．１ －９．８ 　区地方财政收入 １３．０ １４．８ ３１．５ －３．３

增加值（可比增长） １３．８ １８．７ １４．８ 　区地方财政支出 ２９．１ １７．５ ３２．２ ８．６

　第一产业 ３．０ －７．６ －２．１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７３．９ ２．２ ３２．３ －６．８

　第二产业 １３．４ ２０．７ １６．７ 　第一产业 ２１．６ －２３．８

　　＃工业 １４．３ ２０．９ １７．５ 　第二产业 ５９．７ ２．８ ２３．４ －６．４

　第三产业 １５．１ １７．５ １３．３ 　　＃工业 ５３．２ ７．０ ２３．６ －６．４

农业 　第三产业 ９０．６ ２．２ ３６．３ －６．９

　耕地面积 －４．７ －２．８ －５．４ －１０．７ 商品房竣工面积 ５０．６ －１２．６ ２０．０ ３．３

　总产值 ２０．３ ０．１ －５．５ ５．２ 人民生活

工业 　职工年平均工资 ２７．６ １０．０ １８．６ １２．３

　工业企业户数 １４．６ ９．２ ７．５ ５．３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２１．６ ７．０ １１．８ １０．５

　总产值 ３５．９ １３．１ ２２．５ １８．８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１．０

　销售产值 ３５．４ １３．５ ２２．７ １７．８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４２．２ １７．４ ２０．０ １４．２

商业 银行存贷款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１．５ １１．６ １５．３ １６．１ 　银行存款余额 １６．４ １８．７ １５．９

　　＃吃 ２４．６ １７．１ １３．１ ９．６ 　银行贷款余额 １５．３ １５．２ ８．５

　　 穿 ３８．８ ９．５ ７．８ １１．１ 私营、个体经济

　　 用 ３５．４ ６．４ １９．１ １５．８ 　户数 ２０．７ １３．３ １３．７ １．５

外经 　　＃私营 ３６．９ ２０．２ ２．３

　三资企业批准数 －１０．５ １６．６ －１２．１ 　从业人员 ３４．９ ２７．２ １９．９ ２．８

　投资总额 －２４．１ ５３．２ －１３．５ 　　＃私营 ３６．７ ２１．７ ３．０

　合同外资额 －２７．４ ４１．９ １．６ 　注册资金 １．４倍 ３９．６ ３９．３ １１．４

　外贸出口 １９．３ １３．６ 　　＃私营 ４０．４ ３９．７ １１．４

!""#

年宝山区耕地面积一览表
单位：公顷

镇 上年末耕地面积 当年增加耕地 当年减少耕地 １、国家征用 ２、乡（镇）村基建 年末耕地

合计 ５４４６．５ １７．５ １４３．０ １４０．９ ２．１ ５３２１．０

罗店镇 １５５４．７ ８．６ ３３．９ ３３．９ １５２９．４

大场镇 ２２７．８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７．８

杨行镇 ５２９．３ １８．１ １７．７ ０．４ ５１１．２

月浦镇 ７４０．９ ４．７ ５．５ ５．２ ０．３ ７４０．１

罗泾镇 １４３９．８ ４．２ ４６．０ ４６．０ １３９８．０

顾村镇 ８１３．７ １６．８ １５．４ １．４ ７９６．９

高境镇 ２１．９ ２１．９

庙行镇 ６３．９ ２．７ ２．７ ６１．２

淞南镇 １．５ １．５

城市工业园区 ４６．４ ４６．４

其他 ６．６ ６．６

　注：耕地面积本年变化情况由区房地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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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邮政、电信情况表

指　标 单位 ２００８年 增长％ 指　标 单位 ２００８年 增长％

邮政支局 个 ２３ 平

邮政所 处 ４７ －７．８

邮路总长度 公里 ３４２ 平

邮政业务总量 万元 ５２０２６ ３３．３

函件 万件 ９５１０ ３１．１

国内特快专递 万件 １３３ ４０．１

国际特快专递 万件 ３５ ９２．０

报刊累计订销数 万份 １３６９４ ５．４

市内电话用户 万户 ４２ ２．９

　
!

住宅电话 万户 ３０ ２．２

电话交换机总容量 万门 ５０ ２．２

　注：本表由区邮政局、区电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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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文化事业情况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公共文化设施总数 个 ３９５ 文化市场经营单位 家 ９２４

　区县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１ 　娱乐经营场所 家 ３４８

　区县级公共文化馆 个 ２ 　　＃网吧 家 １２２

　街镇级公共文化站（中心） 个 １２ 　音像制品零售 家 ６５

　街镇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１２ 　影剧院 家 ８

　文化活动广场 个 １５ 　书场 家 ４

　名人故居、纪念馆 个 ６ 　印刷机构 家 ３４０

　博物馆、美术馆 个 １ 　出版物零售 家 １４７

　居（村）委文化活动室数 个 ３４５ 　卫星接收 家 １２

　其他公共文化设施 个 １

　注：本表由区文广局提供。

!""#

年宝山区广播电视业情况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全区广播电视机构 个 １ 　＃自办节目 小时 ４２２７

广播电视工作者 人 ８５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１４２９

区电视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６４３９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３６６

　＃自办节目 小时 ３２０８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６９６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９２０ 　 广播剧类节目 小时 ２０１１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２２６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５２２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２０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７９

　 影视剧类节目 小时 ２９６６ 区广播电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２３５９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１８４６ 有线电视分中心 个 ４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４６１ 有线电视总用户数 万户 ４２

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３７８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干线总长 公里 ５０８

区广播电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５１０３

　注：本表由区文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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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０８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０８年 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３６１３１１ １５．０ 　
!

批发零售业 ２２２４５４０ １４．５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

汽车零售 ２６０８４１ ９．８

　　国有 １８２２０２ ３９．２ 　餐饮业 １２３２２３ ２２．４

　　集体 ７９６５８ －１７．０ 　按商品类型分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１７０８１２ ５７．３ 　　吃 ７５９８４４ ８．９

　　私营及个体 １３７６８６７ ２０．２ 　　穿 １８３９２５ ０．９

　　其他 ５５１７７２ －３．６ 　　用 １１５４６６８ １９．２

　按行业分 　 　　烧 ２６２８７４ ２８．３

!""#

年宝山区公共图书馆基本情况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机构数 个 １ 　书库 平方米 １２３１

从业人员 人 ６２ 　阅览室 平方米 １９０３

总藏量 册、件 ６２２５４７ 阅览室座席数 个 ６１０

　＃图书 册 ５９９７３１ 总流通人次 人次 １０８１７７０

　 报刊、期刊 册 ２２２３ 　＃外借 人次 ３９１５５５

　 视听文献 件 １９３７９ 书刊文献外借册次 册次 ５７４８６２

　 外文书刊 册 ５１７ 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 　 　

本年新购藏量 册、件 ３３９９６ 　次数 次 ５８

　＃图书 册 ３１２２５ 　参加人次 人次 ５５１７９

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５２８６

　注：本表由区文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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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体育事业情况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举办运动会和比赛次数 次 ２１ 　　国际级（健将） 人 １

　＃综合运动会 次 ４ 　国家级（运动健将） 人 ５

　 单项比赛 次 １７ 　　一级（高级） 人 ２

举办全民健身活动次数 次 ２１６ 　　二级（中级） 人 １５０

参加体育赛事 　 　 　　三级（初级） 人 ４７０

　国家级赛事 项 １５ 　专职教练员 人 ５０

　市级赛事 项 １３ 　裁判员 人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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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体育馆 个 １

　　亚军 项 １１ 　游泳馆 个 ２

　　季军 项 １５ 　运动场 个 ２

　参加市级比赛 　 　 　训练房 个 ２

　　冠军 项 ９６ 社区健身设施 　 　

　　亚军 项 ８０ 　健身苑 个 １１

　　季军 项 ８４ 　健身点 个 ４２１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社区公共运动场 处 ２４

　运动员 人 ６２８ 　农民健身家园 个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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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火灾事故与消防情况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火灾事故 　 　 　损失折款 万元 ２８

　发生次数 起 ２６３ 消防情况 　 　

　＃放火 起 ３ 　消防队 队 ５

　 电器 起 ８８ 　消防车辆 辆 ２１

　 违章操作 起 ３４ 　消防人员 人 ２１０

　 吸烟 起 ２２ 　出动起数 起 ３１７５

　 用火不慎 起 ４６ 　出动人次 人次 ４１０４１

　 玩火 起 ６ 　出车辆次 辆次 ４５３９

　 自燃 起 １７ 　抢救人员 人 ２８９

　死亡人数 人 ６ 　抢救财产价值 万元 ２２７４

　受伤人数 人 ４

!""#

年宝山区社会治安情况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刑事案件 　 　 　查处数 起 ６１４８７９

　立案数 起 ６５９１ 　查处违法人员数 人 ５４１６０９

　破案数 起 ２６６２ 　＃治安案件 　 　

　刑事案件作案人员中青少年比重 ％ ３８．１ 　 受理数 起 ４９５４８

行政案件 　 　 　 查处数 起 ４１１３４

　受理数 起 ７３５４８６ 　 查处违法人员数 人 ７２９８

!""#

年宝山区机动车车辆情况表
单位：辆

类　别 ２００８年 类　别 ２００８年

合计 １８５５４４ 　轻便摩托车 ７８２９９

　大型汽车 ２５０３４ 　挂车 ８２８０

　小型汽车 ６８１７５ 　其他 ２４０

　两、三轮摩托车 ５５１６

　注：由区公安局提供。

!""#

年宝山区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作情况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

律师工作 　 法律服务 　

　律师事务所 个 １５ 　基层法律服务所 个 ４

　取得律师职业资格 人 １２５ 　基层法律工作人员 人 ２８

　　＃专职律师 人 １２３ 调解工作 　

　　 兼职律师 人 ２ 　街镇建司法所 个 １２

　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司法所工作人员 人 ３５

　　担任法律顾问 家 ５８８ 　人民调解委员会 个 ４６７

　刑事诉讼辩护及代理 件 ６４９ 　调解人员 人 ２５４４

　民事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２４５１ 　调解民间纠纷 件 ７７２５

　经济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６３８ 　　＃调解成功 件 ７７１４

　行政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１１ 法律援助工作 　

　非诉讼法律事务 件 ３０５ 　受理援助案件 件 ５０２

　解答法律询问 人次 ４１４６ 　接听１２３４８咨询电话 个 ６４３４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件 ７２９ 　接待来访当事人 批 ３８７９

　注：由区司法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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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及平均工资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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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３９ ７４９０４ ６４３９６ ６１５４３ ７６０７０ ６５１５０ ６２０９３ ３５６０４３２ ３２０６９５４ ３１８０９０２ ４６８０５ ４９２２４ ５１２２８

　按注册类型分 　 　 　 　 　 　 　 　 　

　　国有企业 ４４４ ３０６１４ ２６８０３ ２５９６８ ３０３９９ ２６６２２ ２５７３７ ２０１３２３７ １９２３３６２ １９０８７３０ ６６２２７ ７２２４７ ７４１６３

　　集体企业 １００ ３４００ ３７３４ ２６１９ ３４８６ ３８０４ ２７０４ １００６８７ ９３７６８ ８８６０４ ２８８８３ ２４６５０ ３２７６８

　　股份合作 ３６ ７７６ ５８７ ５１４ ７５３ ５６７ ４９２ ２１０９２ １５１１０ １４２４２ ２８０１１ ２６６４９ ２８９４７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１ １２０ ４８ ４８ １１４ ４９ ４９ ３３４１ １７２９ １７２９ ２９３０７ ３５２８６ ３５２８６

　　其他联营企业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５１５３ ４９４２ ４５４０ ５２３０ ５０４２ ４５９２ １６１０４５ １４９２０３ １４６２１４ ３０７９３ ２９５９２ ３１８４１

　　股份有限公司 ９ １１４０ １０２７ ８０６ １１４０ １０４７ ８０６ ３９３９３ ３６７３２ ３５８０３ ３４５５５ ３５０８３ ４４４２１

　　其他企业（其他内资） １ ７ ８ ７ ８ ８ ７ ３４１ ３４７ ３３４ ４２６２５ ４３３７５ ４７７１４

　　港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 ２３ ４６１９ ２２７３ ２２５９ ５１３７ ２３４２ ２３２８ １２６３２７ ６６１２２ ６６０９８ ２４５９２ ２８２３３ ２８３９３

　　港澳台商合作经营企业 １１ １１０９ １０４６ １０１３ １２１５ １１５３ １１１７ ３３７０２ ３１７７９ ３０９０４ ２７７３８ ２７５６２ ２７６６７

　　港澳台商独资企业 ３０ ４２２９ ３８２０ ３８１２ ４０８７ ３６８６ ３６７８ １１３７９２ ９８１９２ ９８１６８ ２７８４２ ２６６３９ ２６６９１

　　外商投资 １４４ ２３７３７ ２０１０８ １９９５７ ２４５０１ ２０８３０ ２０５８３ ９４７４７５ ７９０６１０ ７９００７６ ３８６７１ ３７９５５ ３８３８５

　按隶属关系分 　 　 　 　 　 　 　 　

　　区属 ５８７ ４１４９１ ３７３３９ ３４８３０ ４１５５３ ３７２９３ ３４７２６ ２３４７４２３ ２２１９９１８ ２１９７００６ ５６４９２ ５９５２６ ６３２６７

　　街道属 ２９ ５４８ ３６２ ３５３ ５４５ ３６０ ３５１ １２９０４ １０３４０ １０２１２ ２３６７７ ２８７２２ ２９０９４

　　镇属 ５５ ９５８５ ７７０５ ７４７３ ９９６０ ８１７８ ７８２３ ３５０７３１ ２６６７０２ ２６５４０６ ３５２１４ ３２６１２ ３３９２６

　　无主管 １６８ ２３２８０ １８９９０ １８８８７ ２４０１２ １９３１９ １９１９３ ８４９３７４ ７０９９９４ ７０８２７８ ３５３７３ ３６７５１ ３６９０３

　注：统计范围是各类独立核算企业（单位）（不包括乡镇企业、私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调查资料
■２００８年全区经济运行分析　２００８年是
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一年，在种种不利的

市场环境下，全区上下积极应对，克难奋

进，扎实做好促进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的各

项工作，经济平稳增长，社会和谐稳定。

一、全区经济总体形势

经初步测算，２００８年全区完成增加
值５０７０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
增长１４０％，其中第二产业完成 ２４７６
亿元，增长１３４％，第三产业完成２５７２
亿元，增长１４７％。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０４∶４８９∶５０７，与上年相比，第二产业
降低０１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提高 ０２
个百分点。

二、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特点

１、经济增长虽较前几年有所回落，
但依旧保持较高增幅

２０００年以来，本区经济一直维持在
１２％以上的增长速度，增速最快的是
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均超过２０％，从２００６
年起，增速趋缓，但仍然保持较快水平。

２００８年，增加值增幅为１４０％。
２、全年经济呈现“前快后趋缓”的

趋势

２００８年，全区经济呈现高开趋稳低
走的态势，数据显示，１－５月全区经济
形势较好，增幅一直维持在 １５％以上；
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市

场观望气氛浓厚，市场资金流动性不高，

６月份增幅降至１４５％。下半年增速总
体呈逐步回落趋势，至年底为 １４０％，
比一季度回落１６个百分点，比上半年
回落０５个百分点。

三、经济增长中的主要方面

１、三大行业增速趋缓
（１）工业
２００８年，全区完成工业销售产值

１０２０２亿元，增长 １７７％，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完成销售产值８６７７亿元，
增长 １７８％，增幅分别比上半年回落
９７和２１３个百分点。

从行业看，下半年主要行业金属制

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化

学制品制造业比上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

下滑。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由于

宝钢化工去年１０月份新注册本区，今年
上半年销售产值同比增幅达到２５倍，
下半年降至８１２％；由于太平货柜、进道
集装箱等集装箱企业下半年出口订单大

幅减少，金属制品业１１月份开始出现负
增长，全年销售产值下降３３％。从企业
看，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１１０４户中
４３％的企业销售产值较去年有所下降，
其中有１３家企业产值减量达到１个亿
以上，骨干企业三冠钢铁、中集宝伟、中

铝铜业、富国皮革和关西涂料都有较大

幅度的产值下滑。

（２）批发零售业
２００８年，全区完成商品销售额

１８６６４亿元，比去年增长８３％，其中钢
材批发销售额１３７４８亿元，增长５２％，
从全年数据看，钢材销售形势呈现“低开

高走回落”的态势：一季度增幅达到

１４８％，上半年１９３％，三季度２１８％，
１０月份后受到钢材价格大幅下降的影
响，全年增幅迅速回落至５２％。从１—
１１月份销售额亿元以上的６３家钢材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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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企业的财务报表来看，主营业务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３２％，主营业务利润
仅微增０４％，主营业务利润率下降０６
个百分点。

（３）房地产业
２００８年房地产业完成投资８８６亿

元，下降５４％；新开工面积２２１９万平
方米，下降９２％；竣工面积３０８８万平
方米，增长 ２２６％；商品房销售面积和
销售额分别为１８４９万平方米和１５５７
亿元，下降 ４５５％和 ３１２％；存量房交
易面积１２００万平方米，交易额８０４亿
元，分别下降２２９％和１７２％。
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全区商品房销售形

势呈现上升趋势，６月实现销售面积
３４１万平方米，销售额２８１亿元。下半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市场观望气氛

浓厚，商品房销售形势急剧下降，１０月
为全年最低，完成销售面积５６万平方
米，销售额３１亿元。１１月，政府出台一
系列利好政策，销售形势略有好转，１２
月，完成销售面积３８７万平方米，销售额
２１３亿元，环比１１月分别增长４９倍和
２０倍，其中配套商品房完成销售面积
１９９万平方米，实现销售额７２亿元。

２、消费市场平稳、出口增速回落、投
资略有增长

２００８年新增了清明节、端午节和中
秋节，形成了三个“小黄金周”，在一定

程度上刺激了消费市场，２００８年全区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３６１亿元，增
长１５０％，发展态势较为平稳，从类别
看，用的商品实现 １１５５亿元，增长
１９２％，占比达到４８９％。

至２００８年１－１１月，全区进出口贸
易总额３２９亿美元，增长６０％，其中进
口１０５亿美元，增长１１３％，出口２２３
亿美元，增长 ３７％，比去年同期回落
１１９个百分点。２００８年，全区利用外资
项目数９９个，增长８８％，其中新批项目
数５７个，下降９５％，合同外资总额３５
亿美元，增长２８％，其中新批项目投资
额１７亿美元，下降１１３％。数据显示：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辐射，我区出口贸易

和利用外资都受到较大影响，上半年出

口总额１２２亿元，增长９２％，１－１１月
增幅下降５５个百分点；合同外资总额
完成１８亿美元，增长１１２％，下半年回
落至２８％，下降８４个百分点。
２００８年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６４１亿元，增长３２％，其中第二产业完
成投资４００亿元，下降５０％，第三产业
完成１２３９亿元，增长６０％，房地产业投

资自９月份以来持续下降，全年完成投资
８８６亿元，下降５４％。从月度投资总量
看，三季度开始，固定资产投资额逐步回

升，三季度月均投资额１３６亿元，比一季
度增加２６亿元，比二季度增加１５亿
元，随着一批重点产业项目的开工，第四

季度投资额继续增加，月均达到 １８０
亿元。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２００８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平稳增
长，为全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

一、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增

长，呈现“增长平稳、结构优化、质量提

高”的良好发展态势

（一）投资实现平稳增长。１－１２
月，全区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１６４０６亿
元，同比增长３２％，增幅比去年同期提
高了１９２个百分点。

（二）投资结构调整优化。三次产

业的比重为“０１：２４４：７５５”，第三产业
投资占总量比重比去年同期提高２０个
百分点。二产不断优化，三产稳步增长。

第二产业实现投资４００１亿元，同比下
降５０％。共有９个工业行业的投资额
实现增长，同时有９个行业的投资额出
现下降，污染较重的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投资额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 ７０３％和
５７２％，产业结构在增降中调整优化。
第三产业实现投资１２３８８亿元，同比增
长６０％，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８８５５亿元，同比下降５４％。

（三）投资质量不断提高，投资项目

规模扩大。１－１２月全区亿元以上新开
工项目 ２６个，比去年同期净增 ２１个。
投资产业升级优化，租赁商务服务业投

资比重增加，共实现投资１１９７亿元，同
比增长５９倍，占总量比重７３％，比去
年同期提高６２个百分点。

二、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具体特点

（一）制造业投资向工业园区集中。

２００８年，全区实现工业投资４００１亿元，
同比下降 ４０％，占投资总量的比重为
２４４％。制造业向工业园区集中明显，
工业园区实现工业投资３１５８亿元，占
工业投资的比重为７８９％。

（二）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居半壁江

山。第三产业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完成８８５５亿元，同比下降５４％，占投
资总量的比重为 ５４０％。从投资的地
区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大场、杨行和高

境，分别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２７８９、
１４８２和１１１６亿元，以上三个地区完成
额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６０８％。

（三）现代服务业项目全力推进，推

动投资总量实现增长。我区积极利用存

量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根据不同主题，打

造钢铁服务、现代物流、研发设计、时尚休

闲等现代服务业特色园区。上海国际节

能环保园、创邑幸福湾、智力产业园、半岛

１９１９、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等一批主题
各异、独具创意的项目全面开工建设。至

１２月底累计完成投资额８８４亿元，占商
务服务业投资的７３９％。

（四）基础建设投资速度加快。２００８
年，市政基础建设完成投资３０２亿元，
同比增长３４倍，占投资总量比重比去
年同期提高１４个百分点。同济路高架
新建上下匝道、罗北路辟筑工程、富长路

拓宽改建工程共完成投资２２９亿元，占
基础建设投资的７５７％。

（五）投资建设性质结构趋优。随

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土地不可再生

资源紧缺性矛盾愈加突出，新建投资逐

步回落。目前投资主要以对原有设施进

行技术改造或更新的改扩建为主。从投

资建设性质看，２００８年我区新建项目
（不含房地产）完成投资５０８８亿元，同
比下降７６％，新建项目占投资项目（不
含房地产）的比重为 ６７４％，所占比重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７４个百分点。而
改、扩建项目完成投资额１８１４亿元，同
比增长６２９％，所占比重较去年同期提
高了８９个百分点。

三、投资运行的比较分析

（一）横向比较，投资总量居中增速

靠后

２００８年，全区投资总量在市郊九个
区县中位居第五位，与第一位的南汇差

２１６１３亿元；增速位居第七位，与增速
最快的崇明相差２３０个百分点。

（二）纵向比较，投资增长速度回升

从年度看，２００４年投资增幅达到最
高点，自２００６年开始，投资总量连续两
年出现下降，２００８年投资增速又回升。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工业经济运行分析　
２００８年，宝山工业克服外部种种不利因
素，发展态势总体平稳。完成工业总产

值１０３７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３％；销售
产值１０２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７％，产
销率达９８３％。

一、工业生产总体情况

（一）当季产值下滑明显，１２月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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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回升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受全球经济大环境
的影响，我区工业销售产值下降明显。

１０月份、１１月份、１２月份的当月产值分
别为７９７亿元、７６８亿元、７８８亿元。
当季产值比第三季度减少２１６亿元。

但全区工业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努

力挖潜。１２月份，全区销售产值比１１月
份略有回升，从而确保全年增幅达到

１７７％，比 １－１１月提高了 １６个百
分点。

（二）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不断提升

２００８年，全区共有规模以上企业
１１０４户，比第三季度末增加３７户。共完
成销售产值 ８６７７亿元，同比增长
１７８％，高出全区工业增幅０１个百分
点。规模以上企业产值占全区的比重不

断提升，第四季度每个月的规模以上比重

分别为８３９％、８４４％、８５１％，比第三季
度末分别提高０４、０９、１６个百分点。

（三）亿元企业贡献明显

２００８年，全区有超亿元企业１４０户，
比去年同期增加３３家，企业数量占规模
以上企业的１２７％，亿元企业完成销售
产值６３８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１％。亿元
企业销售产值占全区产值的６２６％，比
重比第三季度末提高３６个百分点，对全
区产值增长贡献率达６９７％。亿元企业
的产值增幅高于全区增幅２４个百分点。
可见亿元企业是全区工业增长的主要

动力。

（四）１／３的行业产值增幅低于第三
季度

至２００８年年底，全区的３１个工业
行业中，有１６个行业的销售产值高于去
年同期。但有２０个行业的产值增幅低
于第三季度，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可

忽视。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中，销售产

值超十亿元的行业共有１４个，完成销售
产值７８７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３％，高于
规模以上产值增幅２５个百分点，产值
占规模以上产值的９０８％，行业集中度
较高。但有１０个行业的产值增幅比第
三季度末有回落，比重达７１４％。

二、工业园区产出情况

２００８年，工业园区发展进入快车
道，集聚效应不断增强，全区工业园区落

地型工业企业完成销售产值 ２８５０亿
元，占全区销售产值的 ２７９％，比第三
季度末提高０５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
提高２３个百分点。同比增长２８５％，
增幅高于全区产值增幅１０８个百分点。

单位土地产出增长较快。全年工业

园区落地型工业企业单位土地产出率达

３０１３万元／亩，同比增长 １１１％，增幅
高出年度预期目标１１个百分点。

三、工业税收快速增长

２００８年，全区工业税收收入５２３亿
元，完成年度预期目标的１０２５％。工业
税收增幅位列全区各个行业前列，同比增

长２６３％，高于全区税收增幅１４２个百
分点。工业税收占全区税收的３６３％，
比第三季度末上升０７个百分点。

四、工业生产运行中的值得关注的

方面

（一）工业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明显

受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区工业

企业下半年效益增速回落较大。１－１１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２９６亿元，同比下降 １４０％，增速比上
半年回落 ３３７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
损金额大幅提高，１－１１月份累计达
１６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６倍，比上半年增
长１４倍。

（二）经济效益指数全面下降

１－１１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１６８７５，比１－６
月份低７７３。７项指标均小于１－６月
份的水平。

（三）工业企业出口形势不佳

２００８年，受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国
际市场需求减少的不利影响，我区工业

企业出口增幅显著回落，全年完成出口

交货值１４６６亿元，同比下降４１％，增
幅比去年同期回落２６２个百分点。

（四）固定资产投资持续负增长

２００８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负
增长，工业增长后劲乏力。２００８年全
年，全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４００亿
元，完成年初制定目标的 ９７６％，同比
下降４０％。投资下降的原因既有前期
宏观调控政策从严的影响，也与我区土

地资源紧缺造成项目引进和投资推进不

快有关。

（五）集装箱行业影响全区产值

总量

作为全区工业的重点行业，集装箱

行业对全区工业产值有着重要的拉动作

用。２００８年，全区四大集装箱企业完成
销售产值 ５３５亿元，同比减少 １５１亿
元。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受金融危机影响

订单减少及劳动力成本上升。据统计，

２００８年四大集装箱企业产值均同比减
少，有两户企业第四季度已经停产。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商业情况简析　２００８
年，宝山区商业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全区商业完成销售额１８６６４亿元，其中
钢材批发销售额１３７４８亿元，同比增长
５２％；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３６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５％，其中批发零售业
实现 ２２２５亿元，占全区零售总额的
９４２％，同比增长 １４５％；餐饮业实现
１２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４％。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商业经济运行呈现
如下特点：

１、全区商业整体平稳运行
从各月的累计增幅来看，累计增幅

比较平稳，扣除 ２００８年 １月份由于元
旦、春节因素增幅达到最高的１８５％外，
其余各月均在１５％———１７％之间波动，
从５月份开始，全区的累计零售额增幅
渐趋稳定。

从零售额占全市的比例来看，除了

１月份所占比例达到 ５６％外，其余 １１
个月均保持恒定比例，为５２％。

从在全市各区县的排名来看，我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各月累计的绝对额

在全市１８个区县（不含浦东新区）中排
名第五，而增幅则保持在第六位。

２、大型商业企业仍是全区零售支撑
点，但增幅有所放缓

据统计，２００８年限额以上零售业企
业实现零售额１４３７亿元，占全区总量
的６０９％，增幅为 １２９％，低于全区平
均增幅 ２１个百分点。零售额在 ２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共有９５家，实现
零售额１１４３亿元，占全区零售总量的
４８４％，为全区零售额增长支撑点。其
中零售额在５０００万元至１亿元的企业
共有２１家，实现零售额１５６亿元，占全
区零售总量的６６％；零售额在１亿元及
以上的企业共有４６家，实现零售额８８５
亿元，占全区总量的３７５％。

随着下半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范围不

断蔓延最终演变成世界金融危机对国内

市场的影响不断显现，导致宝山区规模

零售企业的累计增幅不断放缓，从第一

季度的２３８％到第四季度的１２９％，降
低了１０９个百分点。从全区家电专卖、
百货超市、汽车专卖三个重点零售行业

选取的部分重点企业在２００８年各月零
售额的累计增幅表现来看，２００８年５月
开始，都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拐点，从而导

致各月累计增幅均低于全区增幅。

３、钢材和建材批发类企业销售额增
幅放缓，盈利能力有所减弱

２００８年，随着国际钢价的不断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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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内钢厂的减产等不利因素，宝山全

区规模以上钢材批发类（２亿元及以上）
及建材批发类（２０００万元及以上）企业累
计实现销售额７８５１亿元，同比增长了
５５％；其主营业务利润率为２２％，同比
下降了０３％，盈利能力有所降低。
４、住宿餐饮业对消费品市场拉动作

用逐步增大

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

及消费观念的不断改变，城镇居民在外

就餐增多；各类节日庆典、商务及公务活

动频繁，以及节假日调整、旅游休闲消费

的带动，我区住宿和餐饮业保持快速发

展，２００８年全区住宿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１３７亿元，同比增长 ２３４％，比全区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高了 ８４个百
分点。

５、市场成交活跃，集贸市场增幅
较大

２００８年纳入正常统计范围的商品
交易市场共有１１１家，涉及市场类别除
集贸市场外，还有建材类、服装类、小百

货类、花卉市场等，共实现成交额１１５６
亿元，同比增长２９２％。亿元以上交易
市场共有１６个，实现成交额９５亿元，占
全区市场成交额的８２３％，支撑全区市
场的快速发展。

从市场类别构成来看，集贸市场成

交额６７亿元，同比增长４２６％，占市场
成交额的 ５８％，成为市场成交额的
主体。

从新增市场来看，２００８年我区新增
市场１２家，涉及建材、农产品、小商品、
家具等多个类别，共实现成交额２２亿
元，占全部市场成交额的２％。
６、各街镇零售额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较好

２００８年，全区１２个街镇和城市工业
园区，累计共完成零售额２３６１亿元，同
比增幅１５％，完成了预期目标。从分街
镇情况来看，８个街镇以及城市工业园
区的２００８年实际完成数超过了年初的
预计目标数。

■宝山区２００８年妇女儿童发展状况监
测分析　２００８年是宝山区实施妇女儿
童“十一五”规划的第三年，全区妇女儿

童工作稳步、健康发展。

一、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保障了妇

女儿童工作的顺利开展

２００８年全区实现增加值 ５０７０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１４０％，区地方财政收入达到 ５７５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２％。全区财政对教
育和妇幼保障的投入进一步加大，财政

性教育经费支出达 １４５亿元，增长
１１０％；卫生经费支出 ４１亿元，增长
１４９％，其中妇幼卫生经费支出 ６５０６
万元，增长 ３６３％；育龄妇女人均妇幼
卫生经费达到３５４元，增长３１３％；规
划实施工作经费６０万元，妇女儿童发展
的环境进一步优化，为“十一五”规划目

标的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随着卫生经费投入的增加，

医疗机构布局和保健设施配备日趋完

善，相关部门组织有力，妇女儿童的卫生

保健水平不断提高。

婴儿和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
２４０‰和３０８‰，比去年下降１１７个千
分点和０８５个千分点，其中５岁以下儿
童意外死亡率为 ０１７‰，比上年下降
００１个千分点；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率
９８３３％；计划免疫全程接种率９９８７％，
比上年提高００２个百分点；６个月以内
婴儿母乳喂养率 ９２２％，比上年提高
８４个百分点；０－６岁儿童保健管理率
达到１２１８８％。上述指标均已提前控制
在“十一五”目标内。

２００８年全年未发生一例孕产妇死
亡事件；孕产妇保健覆盖率在“十一五”

规划期内持续保持 １００％；常住外来人
口孕产妇保健覆盖率比上年提高２个百
分点；全区参加妇科普查人数 ６３２万
人，免费接受妇科及乳腺癌筛查的生活

困难和退休妇女人数达到４０８万人，比
上年增加３０２万人；新婚夫妇婚前医学
检查率明显提高，达到２３８７％，比上年
提高９４４个百分点，其中初婚婚检率达
到 ２５２０％，比上年提高 １０１３个百
分点。

中、小学生肥胖检出率比上年略有

控制，分别为 １３７３％和 １６４９％，比上
年降低 ３９２个百分点和 １２８个百分
点；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为 ６６０％，比
上年降低６个百分点，但与“十一五”规
划的目标值还有一段距离；３－１７岁儿
童龋齿充填构成比为３６１％，比上年提
高２１５个百分点，达到“十一五”规划
目标。

三、儿童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３－５岁儿童入园率、小学学龄儿童
净入学率和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持续保

持１００％，达到规划目标值；小学辍学率
为００１％，比上年降低００１个百分点；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９９１％，比上年提高
０８个百分点。

师资力量日渐雄厚，幼儿园专任教

师和小学专任教师人数分别比上年增加

１４６和２３７人，其中男性教师增加１人和
２９人；幼儿园、小学、初中（本年教师学
历合格率调整为本科学历）、高中专任教

师学历合格率分别达到９９６％、９９８％、
９１９％和９９１％，均达到“十一五”规划
的目标值。

四、妇女就业和保障工作进一步得

到提高

２００８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２９０２８
人，其中女性１０６１５人，占３６６％，比上
年提高０２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人数２６９０９万人，其中女性１０６７４
万人，占比重３９７％，比上年下降１５个
百分点，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１３２５人，其中女性７３９人，占５５８％，比
上年提高３６个百分点。

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稳步推进。

２００８年，全区拥有养老机构３７家，比上
年增加１家；年末收养３３５８人，比上年
增加２９６人，其中女性 ２０４５人，比上年
增加１０５人，占总数的６０９％；领证残疾
人数１５８０４人，其中女性 ６６９５人，分散
安置 残 疾 人 数 ３３０１人，其 中 女 性
１２５３人。

２００８年全区专业技术人员 １７６５６
人，女性８５６人，占４８％。其中高级专
业技术人员 １２１０人，女性 １７８人，占
１４７％。这２项指标尚未达到十一五的
目标值。企事业单位中职代会女代表比

重为２５０％，比上年提高２个百分点。
五、妇女参政议政能力

２００８年，妇女参与决策和社会管理
的人数不断增加，参政议政的水平日益

提高，在区领导干部的配备中，一大批素

质高、年纪轻、工作能力强的女干部走上

了领导岗位。

女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２００８
年，全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女干部人数

１２７８９人，比上年增加１６５４人，女干部占
干部总人数的比重为５７１％。局级女干
部４人，比上年减少１人，占局级干部总
数的１６７％。处级女干部９７人，比上年
增加４人，占处级干部总数的１６２％。
２００８年，区女党代表９３人，人大女

代表９２人，政协女委员７７人。区女人
大代表领衔提出的书面意见书３３件，区
女政协委员领衔提出的提案数７１件。

六、妇女儿童安全与环境不断优化

２００８年全区强奸案件立案数３０起，
比上年减少１９起；抢劫妇女、儿童案件
立案数６０起，比上年减少１７起；查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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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宝山服务业的比重结构

项　目
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 生产总值贡献率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７．６ １５．６ ６．５ ６．２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７．６ ７．６ １．７ １．９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１．７ ２２．２ ４．８ ５．０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４ ２．５ ０．６ ０．６

金融业 １０．７ １０．８ ２．３ ３．２

房地产业 １６．５ １７．８ ３．５ ４．３

其他行业 ２３．５ ２３．５ ７．７ ８．６

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案件

数４０起，比上年减少８起。儿童活动场
所２０个，比上年增加９个；有儿童活动
场所的社区８个，比上年增加２个，社区
文化活动中学１７个，比上年增加１４个。

从十一五规划目标值看，尚有部分

指标未达标：２００８年登记在册吸、注射
毒品人数１８０８人，比上年有所增加，其
中女性４２２人，比上年增加５９人；妇联
系统妇女权益信访受理数２１８１件，其中
涉及家庭暴力 １０５件，比上年增加 １９
件；未成年犯罪率１３６人／万，比上年高
出１１３人／万。 （区统计局）

■宝山发展现代服务业中突破若干瓶颈
问题探索

一、宝山现代服务业发展总体特征

宝山服务业稳定快速发展，经济结

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有了一定的成

效。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

来越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

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宝

山区经济发展正处于战略转变的关键时

期。２００６年宝山服务业乘势而上，实现
服务业增加值可比增长１３１％；２００７年
宝山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２００亿元，
达到２１７８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０％。

宝山作为上海重要的“钢、港”基

地，“二、三、一”产业特征明显。２００７年
区域经济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分别

为２５５亿元、７００６１亿元和 ２９９３１亿
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０２∶６９９∶２９９。
２００７年宝山区生产总值占全市生产总
值的比重为 ８４％，其中第一、二、三产
业占全市比重分别为 ２５％、１２３％和
４８％。２００７年实现区级增加值４３１５３
亿元，按 可 比 价 计 算 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４０％，区级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
为０５∶４９０∶５０５。

宝山现代服务业的特征不够明显，

传统服务业仍然占有很大比重。根据现

有统计分类的服务业结构状况分析，宝

山服务业的比重结构和各服物业对生产

总值的贡献率见表 １１。其中，２００７年
交通、仓储和邮政业的增加值占服务业

增加值的比重是１５６％，比上年下降２
个百分点。而其他种类的服务业的增加

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稳定或稍微上

升。具有传统服务业特征的批发和零售

业与住宿和餐饮业所占服务业比重仍有

上升的势头，分别提高 ０５个百分点、
０１个百分点。

宝山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对均

衡，但第三产业劳动生产效率不高。

２００７年宝山人均 ＧＤＰ为 ７５２５４９元人
民币（常住人口）。第一、二、三产业的

结构偏离度分别为 ００００６、００２５、－
００２６。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为００００６，
趋近于零，结构处于均衡状态；第二产业

基本处于均衡状态，而第三产业为负值，

说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

宝山服务业正逐步实现集聚。２００７
年宝山区确定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三年行

动计划。沿轨道交通一、三、七号线，充

分挖掘潜力，崛起一批各具特色的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区，总建筑面积达３０８万
平方米。上海国际钢铁服务业中心、宝

莲城中央商务区、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

上海智力产业园、长三角服务外包基地

上海共富园、半岛梦工厂（上棉八厂）和

创邑·幸福湾等成为宝山新一轮发展中

的新载体，承接钢铁服务、现代物流、研

发设计、总部经济、创意产业等现代服务

业。宝山现代服务业的重点项目及主要

载体如图１１所示。
二、分行业发展现状

（１）基础性服务业
商业布局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消

费持续较快增长。以轨道交通线为发展

轴发展一批综合性的商业项目，培育形

成区域性商业中心、社区商业服务中心

和便民服务商业网点的三级层次商业布

局。２００７年实现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４８４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４％。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０５３８亿元，比上
年增长 １７４％。集贸市场全年成交额
４６９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２９％。

市场成交活跃，新增市场对全区市

场成交额增长贡献较大。２００７年，纳入
正常统计范围的商品交易市场共有１０３
家，共实现成交额８９７亿元，同比增长
３９９％。其中集贸市场成交额４５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２９％，占市场成交额的
５２４％，成为市场成交额的主体。亿元以
上交易市场共有１８个，实现成交额７６亿
元，占全区市场成交额的８４７％，支撑全
区市场的快速发展。从新增市场来看，

２００７年全区新增市场１５家，共实现成交
额 １１３亿 元，占 全 部 市 场 成 交 额
的１２６％。

房地产投资结构进一步改善，房地

产业保持健康发展态势。２００６年，宝山
贯彻国家和上海房地产业宏观调控政

策，连续两年宝山区的房地产投资额和

固定资产都有所下降。２００７年，房地产
投资额下降到８５３３亿元，比上年减少
１２０％，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１５８９６亿
元，比上年减少１６０％，房地产投资额占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上升到

５４２％，比上年上升近 ３个百分点。其
中住宅投资较上年下降１４个百分点，办
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投资都有明显的增

长趋势。

物流业发展速度放缓，产业能级有

待进一步提升。２００６年以前交通、仓储
和邮政业的增加值增长迅速，而 ２００７
年交通、仓储和邮政业的增加值占区服

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却下降２个百分点。
从整体行业发展水平上看，在物流规划

布局、信息化组织系统、服务配套功能、

信息技术含量等方面尚以传统模式为

主，物流业仍处于储运为主的发展

水平。

金融业发展迅速。２００７年实现金
融业增加值 ２３５０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３％。至年末全区共有银行１４家，本
外币存款余额 １０４１１５亿元，比年初新
增 ５９５６亿元，增长 ６１％；贷款余额
６１２９３亿元，比年初新增７２４６亿元，增
长１３５％。
　　整合资源、打造品牌，旅游产业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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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现代服务业的重点项目及主要载体

发展。２００７年成功举办以田园南瓜节、
“静安都市游、绿色宝山行”上海白领青

年自驾车游和“直通长江口”滨江新区

之旅摄影赛为主的上海旅游节宝山区系

列活动以及首届上海国际钢雕艺术节；

推出的“宝山滨江之旅”和“旅游进社

区、服务千万家”主题活动。至年末，全

区星级饭店１１家。主要饭店（宾馆）全
年实现营业收入５２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６４％；接待 ４９２５万人次，增长 ０５％，
其中接待海外游客１１９７万人次，增长
１７５％。至年末，全区有旅行社 ２４家，
其中，国际旅行社１家，国内旅行社 ２３
家，实现营业收入３４２亿元，比上年增
长４９１％，组团出游１５７５万人次。

（２）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
钢铁服务业稳步发展。依托宝山

的钢铁产业优势，与之相关的钢铁贸

易、钢铁配送、钢材加工和钢材交易等

服务与市场，正在通过服务业落驻载体

的集聚，逐渐走向成熟。依托宝钢等国

内外大集团、大企业，组建全国第一家

省级钢铁服务业协会，为加快钢铁服务

业产业发展搭建平台。为加快钢铁服

务业的发展，目前正在重点建设的钢铁

服务业集聚区有上海宝钢不锈钢加工

配送中心、上海国际钢铁服务业中心、

宝莲城中央商务区和上海宝钢船板加

工配送中心。

港口服务业能

级逐步提升。依托

宝山罗泾散货码头、

集装箱码头吴淞港

区和吴淞客运中心

的开发建设和功能

扩展，宝山港口充分

发挥临江、临铁的综

合区位优势，提升港

口通运能力，形成港

口装卸、物流集运、

货代等港口服务业

和行业集聚格局，提

升港口综合服务能

级和水平。

专业服务业的多

样化发展。宝山依赖

周边业已存在的高端

服务市场，逐步发展

有自己优势的科研服

务、物流服务、咨询服

务、会展服务等特色

服务业。培育一批现

代专业服务的企业和

行业，并且形成宝山南、中、东三个集聚

发展地区的行业发展格局，南部地区形

成以大场镇上海大学为核心的科技服务

集聚区，中部地区形成沿一号线共康路

至共富新村站的服务外包产业带，东部

地区形成以高境镇周边杨浦大学城为辐

射互动的创新服务集聚区。

创意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上海已有

的七十多个创意产业集聚区已成为创意

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尽管宝山创意产

业发展较晚，但发展迅速。目前已建成

的第一个创意产业园区———上海共康境

外创意设计园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

头。其中已开工共富服务外包基地、上

棉八厂改造工程，智力公园纺发仓库地

块改建，上海市国际研发总部基地中国

浦发总部及研发基地项目等已正式筹备

中，初步形成特色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引

起全国创业产业力量的关注。

三、宝山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依托

环境

１国际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动下，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全球产业结构
呈现出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

济”的重大转变，从此拉开了国际现代服

务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序幕。目前，全球

服务业发展具有如下特点：（１）全球服
务业就业人数持续增加。随着经济的发

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在

一、二、三产业中的比重，表现为由第一

产业向第二产业、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

产业转移的趋势。（２）全球服务业就业
比重和产出比重一样，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就一直在稳步上升。例如，以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各国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平均值
和１９８０年比重相比，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国家的比重增加３～４个百分点，高收入
国家的比重增加近 １０个百分点，而在
２０００年，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口的比重，
发达国家达到６０％ ～７８％，中等收入发
展中国家为４５％ ～６２％，低收入发展中
国家为３０％ ～４５％。（３）在发达国家，
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机

制。这种互动机制主要表现在许多制造

企业的专业服务呈外包趋势，制造业中

服务的投入大量增加，使制造业和服务

业之间彼此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４）
全球范围内服务贸易增速加快。服务贸

易的增长速度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快
于商品贸易。在所有服务业贸易中，商

务服务类贸易增加最快，商务服务贸易

的快速增长对整个服务贸易的增长起到

了主要作用，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

果。服务业正逐渐成为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的重点。以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
国家为例，外国直接投资服务业的总额

明显高于投资制造业的总额，主要集中

在零售、金融、商务服务和电信业中。

２区域环境
长三角是中国最发达的一个区域，

同时在国际制造业转移中承接了很多项

目，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随

着制造业企业活动外置，将促进企业增

加使用服务中间投入，引发长三角对上

海的金融、物流、咨询、会展等的需求，而

其中很多是对上海生产性服务业的需

求。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国际经济中心城

市，位于长江入海口，处于我国海岸线中

部，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龙头”，地

理位置优越。上海拥有长江三角洲经济

区的广阔支撑腹地，这为上海发展现代

服务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目前，

信息产业、金融业、商贸流通业、汽车制

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房地产业是上海

的六大支柱产业，这其中包含了金融业、

房地产业和信息服务三大现代服务业。

２００５年这三大产业增加值近１７０８亿元，
占上海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

的比重分别为约 ２０％和 ４０％。不仅如
此，会展旅游、文化服务、现代物流等现

代服务业业出现高速增长势头，成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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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现代服务业的新增长点。现代服务业

已成为上海服务业的主体部分，其深厚

的产业根基，为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其次，上海在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

方面对现代服务业有强大的市场需求。

制造业活动需要投融资、管理咨询、物

流、教育科研等现代服务的支撑，以降低

成本，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另外，制造业

资本需要寻找新的出路，现代服务部门

因为其较高的收益，是剩余资本的良好

投资渠道。再者，上海居民消费性支出

中，食品、衣着及家庭设备等支出的比重

继续下降，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

乐教育文化服务等支出所占比重不断上

升，居全国城市之首。广阔、旺盛的市场

需求空间能有力地拉动上海现代服务业

的发展。

再次，２０１０年，世界博览会将在上
海举办。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世博会必定

会推动上海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继

续向前发展，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本

届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在这一主题引导下的世博会将加

快上海城市的建设速度，同时给周边城

市带来发展机遇。世博会给上海进一步

打造交通、物流、服务、金融、信息、创新

和生产的中心地位提供良好契机。而且

世博会对上海会展、运输、旅游的影响是

最深最广泛的，将大大推动上海会展业、

物流业、旅游业等现代服务业的飞速

发展。

３．地理环境
良好的区位环境和交通条件为宝山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宝山区

位于上海市北部，长江和黄浦江交汇处，

南与杨浦、虹口、闸北、普陀四区毗连，西

与嘉定区交界，西北隅与江苏省太仓市

为邻，横贯中部的?藻浜将全区分成南

北两部，吴淞大桥、?川路大桥、江杨路

大桥、塘桥大桥横跨其上。宝山位于长

江入海口，东邻长江，遥望东海，是上海

深入内陆的内河航运门户；南有黄浦江，

是上海内陆的主要航运通道；中有?藻

浜，是宝山境内的航运河道和景观通道。

公路交通有五纵七横的公路干线贯通全

境，另加四条高速干道和三条轨道交通

线，即通连上海全境，又可直达周边江浙

两省的节点城市，根据上海市规划，今后

将有更多公路和轨交到达这里。距上海

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车程都在半小时

内。铁路交通方面，有两条铁路专线、三

个货运站和一个货运编组站，以及将要

建设的一些新的铁路线路和基地。水上

交通方面，由于宝山独特的水位优势，使

宝山拥有三个集装箱码头，是连接各沿

江城市的水上客运中心。

在宝山城区的周边区域，有长兴造

船基地，宝钢精品钢基地，嘉定汽车制造

基地，杨浦大学城，外高桥保税区，金桥

现代制造业基地。从宝山城区出发凭借

便捷的交通网络，可以有效地覆盖这些

产业集群集聚地，这使宝山城区成为这

些产业集群集聚地的中心地带。

四、发展导向及瓶颈问题

１发展导向
在当前全球产业结构升级和转移的

新阶段，生产性服务逐渐成为发达国家

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重点。在这新

一轮的全球服务业转移的浪潮中，中国

作为此次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国之

一，顺应形势，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业的若干政策建议，各地区依托各自的

优势也相继提出经济转型的方向。长三

角地区逐渐形成新的分工格局，上海中

心区逐步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区，

城市能级全面提升，城市功能进入新一

轮的全面战略调整时期。最接近上海中

心区的宝山应该依托优秀的产业优势、

区域优势，抓住世博机遇，加快产业结构

升级、调整，成为长三角地区产业链的重

要一环，更广泛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

２服务业布局发展导向
依据新一轮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要

求，宝山目前正积极实施“一带、两轴、三

分区”的发展战略。“一带”：以精品钢

和延伸产业、现代物流航运业和观光旅游

业为特色的长江、黄浦江滨江发展带。

“两轴”：即以现代新兴城市功能（现代

服务业）发展为重点的沿宝杨路—宝安

公路的东西向综合发展轴，以城镇组团发

展为重点的沿沪太路的南北向城镇发展

轴。“三片区”：即上海中心城宝山部分；

宝山新城区，位于外环线和郊环线之间区

域；北部综合产业区，郊环线以北区域。

根据宝山经济和城市发展的特点，

按照宝山区“一带、二轴、三分区”的区

域总体规划，逐渐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一

带、三线、三区”服务业发展布局。“一

带”：宝山滨江服务业景观带，围绕滨江

旅游休闲功能，构筑滨江绿化带，将沿江

地区打造成为集旅游休闲、滨江观光、商

业商务、文化娱乐等多功能的“国际旅游

休闲走廊”，延伸浦江水上旅游，建设成

为世博会的后花园。“三线”：围绕轨道

交通一、三、七号线沿线站点，培育一批

服务业功能集聚点。轨道交通一号线主

要功能定位：总部经济、服务外包、商业

商务等；轨道交通三号线主要功能定位：

商业商务、旅游休闲、专业服务等；轨道

交通七号线主要功能定位：科技教育、商

业商务、旅游观光等。“三区”：根据城

市建设特点，构建北部、中部、南部地区

三大服务业功能区。北部地区包括罗店

镇、罗泾镇、月浦镇、宝山工业园区，主要

的服务业功能包括旅游文化休闲、观光

生态农业、港口服务业、社区商业、钢铁

服务业、房地产业、先进制造业配套的相

关生产性服务业等；中部地区包括淞宝

地区、杨行镇、顾村镇，服务业主要功能

定位在商业商务、生态旅游、公共服务、

现代物流、房地产业、社区商业等。南部

地区包括大场镇、庙行镇、淞南镇、高境

镇、张庙街道、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服务

业主要功能定位在科技研发、商业商务、

总部经济、专业服务、社区商业、创意产

业等。

３服务业行业发展导向
鉴于宝山滨江临海的区位优势、精

品钢产业优势和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宝

山未来的现代服务业应该加强区内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良好的生态、生活环

境；发挥政府职能，实施优惠政策，吸引

人才、企业留驻宝山；强力吸收跨国服务

投资，着力发展为城市、港口和工业发展

提供服务的产业，推进现代服务业集聚；

在钢铁研发设计、贸易会展、物流配送、

文化创意等现代生产服务业方面形成宝

山独特的竞争优势；提升商贸、房地产、

物流、金融等基础业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和能级；培育发展新兴服务业，积极发展

旅游会展业、大力发展航运服务业、积极

引进咨询、评估等专业服务业、拓展社区

服务功能等。

发挥政府职能，打造人文、生态滨江

城区。优良的生态环境、便利的交通、舒

适的生活环境和优惠的政策是吸引、培育

人才和企业的摇篮。随着上海市中心人

口的迅速膨胀，中心城区出现住房紧张、

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市政府

为缓解这些矛盾，采取多中心、分散发展

模式，引导企业、人口外迁，而良好的生

活、生态环境必定为宝山区增强吸引力。

同时，随着市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

高，休闲时间增多，居民也会越来越追求

生活质量和人居环境质量。他们不但要

求扩大住宅面积，而且产生了对卫生、文

化和社会教育设施、公园绿地、休闲娱乐

场所、交通状况等日益增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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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宝

钢、中船等大集团的业务需求，以精品钢

延伸业及其它先进制造业上下游延伸业

为载体，大力发展研发设计、中介服务、

营销推广、物流采购和产品分销配送等

相关生产性配套服务业；并积极创造条

件，在宝山工业园区规划建设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区，拓展功能发展空间；利用区

位优势和港口优势，在北部地区布局散

货交易中心和航运、船舶服务基地，构建

现代物流集聚区。

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０７年宝山区道路交通构成对比图

（摘自《２００８上海市宝山区道路交通运行状况分析简报》）

■宝山区道路交通运行状况分析

宝山道路交通之最

区内车辆最多的地面道路 同济路（平均每天交通量３６５１２辆／天）

区内货车比例最多的路 江杨北路（货车比例高达７５％）

最经常发生拥堵的路 同济路（道路服务水平处于Ｆ级）

交通最繁忙的区域 宝山老城区（友谊路街道和泰和路以南的吴淞街道区域）

宝山工作日早高峰时间段 ８：００～１０：００

宝山工作日晚高峰时间段 １７：００～１８：００

高峰时段易发生拥堵的道路

江杨北路（道路服务水平处于Ｆ级）
同济路（道路服务水平处Ｆ级）
泰和路（道路服务水平处于Ｆ级）
水产路（道路服务水平处于Ｅ级）
友谊路（道路服务水平处于Ｅ级）

宝山交叉口之最

规模最大（进口道最多）的交叉口 真华路———汶水路交叉口

信号周期最长的交叉口 泰和路———江杨北路交叉口（周期最长达到２８５秒）

高峰小时流量最大的交叉口 同济路———宝杨路（高峰小时交通量为７５２６ｐｃｕ／ｈ）

经常发生拥堵的几个交叉口

同济路———友谊路

江杨北路———泰和路

同济路———宝杨路（交叉口服务水平处于Ｆ级）

积极提升基础性服务业。进一步优

化结构，提升商贸、房地产、物流、金融等

基础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能级。完善

形成三级层次商业服务中心，培育和发

展一批有规模、有形象的生活区商业、交

通枢纽型商业和中心镇商业；重点发展

钢材市场，把宝山钢材市场办成全国最

大的钢材交易市场之一，规范完善和进

一步发展装饰、建材、家俱市场，建设和

发展进口商品集散市场；加快房地产业

经济增长方式从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

型转变，从注重投资型向生产、流通、消

费并重的综合型转变，积极推进住宅建

设的园区化；紧紧依托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的建设和发展，扶持壮大龙头企业，拓

展业务，调整提升储运业，建设上海北部

物流中心，促进宝山储运业向现代物流

业方向发展。

培育发展新兴服务业。挖掘、整合、

提升宝山区位特色、产业特点，积极发展

以工业、军事国防、爱国主义教育、滨江

休闲旅游和钢铁会展为特色的旅游会展

业；加强航运经济区建设，形成宝杨路航

运服务商务街，大力发展航运服务业；积

极引进法律、咨询、中介等专业服务业；

拓展社区服务资源，积极发展社区服务

业；加强创意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

国内外创意产业形成集聚。

４发展中存在的瓶颈问题
（１）工业发展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

互动不够；

宝山作为精品钢制造及其延伸业为

主的重工业基地，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

是工业的主要支撑行业。由于工业向高

精和粗放两极分化发展，造成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缓慢，同时，由于服务业支撑体

系的不完善，导致现代服务业对工业的

支撑力度较弱，服务质量和水平还有待

提高，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缺乏互动影响

了两大产业的快速发展。

（２）现代服务业中部分产业规模化

效益不明显，产业集中度很低；

产业集中度是衡量产业组织规模和

经济效率的最重要指标之一。随着全区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目前的低市场集中度

很容易使其他外部竞争对手进入。对于

那些具有规模经济要求的产业来说，只有

依靠规模经济做大企业集团，才能在成本

价格上取得优势，并靠自身的积累逐步做

强，参与更广阔的市场竞争。实际上也只

有在高集中度下，提高行业效益，才能积

累资金，使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３）现代服务业对跨国投资承接能
力薄弱；

无论是在项目数量上还是资金数额

上，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水平都还没有形成

很好的气候。２００６年批准的项目中（含

增资项目），第三产业合同外资仅占

１６５％。而上海市服务业外资已经超过
工业，２００６年达到４４６亿美元，超过工业
外资近１８亿美元。可见，宝山区现代服
务业对跨国投资承接能力还比较薄弱。

（４）地方政府应在地方服务业发展
中起到怎样的职能作用；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多层次

的、庞大的产业系统。它覆盖面广，行业

差距大，政策性很强，涉及到经济、政治、

技术、法律等多方面的问题。它的快速

发展除得力于区域自身优势和良好契

机，更依靠政府的决策和引导。事实上，

不论区域自身优势还是良好发展契机，

都要靠政府牵头挖掘开发。

（区委政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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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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二、表格、图片在页码后注有（表）、（图）字样。

三、专文只作作者姓氏索引。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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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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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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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爱国卫生　２６１ｂ

爱心救灾大行动　９６ｃ

“爱心行动日”　１６７ｂ　１６７（图）

“安康杯”竞赛　９５ｃ

安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　１８６ａ

安全生产监督　１８６ａ

安全生产监管体制　１８６ａ

安全生产培训　１８６ｃ

安全生产执法　１８６ｂ

案件　２８５ａ　２８５ｂ　２８５ｃ

奥运安保工作 　２１８ｂ　２８１　２８５ａ

　２８７ｃ

奥运功臣庆功表彰会　４９ｂ

奥运金牌　２６３ｂ

奥运期间安全工作　２２１ｃ

Ｂ

巴士公司公交线路　２１９（表）

百村篮球赛　２６３（图）　２６４ａ　３１４ｂ

“百日行”主题活动　２６１ｂ

半岛１９１９　１４０ａ

邦德学院　２５０ｃ

帮困粮油　１３８ｂ

帮困助学　９８ａ　２４４ｃ

宝钢１８８０热轧工程　１２１（图）

宝钢电视台　２７３ｂ

宝钢股份　１０１ａ

宝钢六村　１６２ｃ（图）

《宝钢日报》　２７３ｂ

宝钢日报电子版　２７３ｃ

宝钢新闻中心　２７３ｂ

宝钢新闻中心专题室　２７３ｂ

宝江分局　２８５ａ

宝莲城中央商务区　１３９ｃ　１７７（图）

宝莲小额贷款　１７７ａ

宝隆集团　１４７ｂ

宝隆金富门酒店　１４７ｃ

宝隆居家牡丹江路店　１４７ｃ

宝隆美爵酒店　１４７ｃ

“宝农３４”　１５２ｃ

宝山报　２７３ａ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１９ａ

宝山电信局　２７３ｃ

“宝山钢铁服务全国行”活动　１３２ａ

宝山钢铁物流商务区　３１０ｃ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１８ａ

宝山工业园区新投产项目　１１８（表）

宝山供电分公司　２２３ｂ

宝山规划展示馆　１９２ｃ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２３２ａ

宝山海事处　１１５ｂ

宝山交通集团　２１８ａ

宝山解放六十年　１５

宝山经济发展区　１３３ｂ　１３１（图）

《宝山年鉴—２００８》　２３７ｃ

宝山破解二元结构研究　５８ｃ

“宝山青少年心愿征集”　９７ａ

《宝山区军事志》　２８２ａ　２８２（图）

《宝山区志》　２３７ｂ　２３７（图）

宝山人事人才网　８０ａ

《宝山新城总体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１９０ｃ

宝山迎世博纪念林奠基仪式　２８（图）

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２７１ａ

宝山职校　２４９ｃ　２５１ｂ

宝山中学女子篮球队　２４５ａ

《宝杨路码头圈围地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　１９０ｃ

宝杨路码头圈围工程　７６（图）

宝冶　１１９ｃ

保险　１７６ａ

北斗星商业广场　３２２ｃ

标志性住宅小区　１９３ａ

“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　１８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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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带建设　７５ｃ

滨江社区控制性规划　１９０ｂ

“滨江统战情”系列主题活动仪式　５７ａ

殡葬事业　２９７ｃ

冰雪应急预案　２１０ｃ

病虫草防治　１５１ｂ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１５２ｂ

Ｃ

财税　１７１

财税政策　１７２ｃ

财政　１７１ａ

财政管理　１７１ｂ

财政收入　１７１ａ

财政预算执行审计　１８２ｃ

财政支出　１７１ａ

残疾人　２９７（表）

残疾人事业　２９７ｃ

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　２２（图）

残联　２９８ａ

测绘管理　１８９ｃ

拆违工作　２８３ｂ

拆违控违现场推进会　４７ａ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１８２ｃ

产学研合作　２２７ｃ

产学研合作推进暨科技进步表彰会　２７

（图）

长江口　１４７ａ

长江原水厂　２２４ｃ　２２４（图）

长三角服务外包基地上海共富园　１４０ｃ

长三角服务外包基地上海共康园　１４１ａ

长三角旅游庙会１４５　ａ

长三角中小企业上海总部基地　１４１ｂ

长途汽车运行时间表　２２０ａ

常住人口　３８ｂ

陈伯吹实验幼儿园　２４４ｃ　３２３ｂ

陈伯吹中学　３１７ｂ

陈伯时　２４９ｂ

陈昌智　６５（图）

成人教育　２５１ｂ

诚信活动周　２７０ｃ

城管监察　２１１ａ

城管监察大队　２１１ａ

城建档案　１９０ａ

“城市网格化”　１６２ｂ

城乡规划　１８９ａ

城乡建设　１８９

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　２９３（表）

城镇高龄无保障老人　２９４ｂ

出口　１２６ａ

出口商品　１２７（表）

出口商品主要输往地　１２７（表）

出入境管理　２８４ａ

出生率　３８ｂ

出证认证　１３１ｂ

出租汽车　２１８ｂ

处级党政“一把手”研讨班　５９ｂ

处级党政副职后备干部选拔　５２ｂ

处级干部专题培训班　５２ｂ

创业扶持　２９３ａ

创邑·幸福湾　１４０ａ

慈善募捐　２９７ａ

村（居）委会　３１０（表）　３１２（表）　　

３１４（表）　３１６（表）　３１９（表）　３２０

（表）　３２３（表）　３２４（表）　３２６（表）

　３２８（表）　３３０（表）　３３２（表）

村队集体资产　１８２ｃ

村级财务管理　１４９ｃ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２７０ａ

存贷款余额　４１（表）

Ｄ

打假治劣　１８５ｂ

大场老镇改造　３２１ａ

大场镇　３１９ｃ

大场镇学校　３２０（表）

大事记　１５　２７

代表座谈会　６６ａ

“弹指二十年”征文　８２ａ

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５３（图）

党委书记会议　４７ｂ

党校　５９ａ

党校办班　６０（表）

党员　６１ａ

党员电化教育　５３ａ

党员电子身份认证　５３ａ

党政负责干部会议　４７ａ

党政领导干部学习研讨班　４９ｃ

档案　２３５ｃ　２３６（表）

道路交通　２００ｃ

道路交通信息采集系统　２０１ｂ

道路交通运行状况　３６５ｂ

道路绿化　２１２ａ

道路运输　２１７ａ

地表水环境质量　２０５ｂ

地方史志　２３７ａ

地理位置　３７ａ

地名　１９０ｂ　１９５（表）

地下水人工回灌试验　１９２ｂ

地形地貌　３７ａ

第二次经济普查　１８３ｃ

第二经济委员会　８８ａ

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２３２ｂ

　５０ｂ

第三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３ａ

第一经济委员会　８８ａ

电力　２２３ａ

电视台栏目设置　２７２ａ

电台栏目设置　２７２ａ

电信　２７３ｃ

电影放映　２３５ａ

调查资料　３５８ａ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１３１ｂ

董君舒　４８（图）

动物检疫　１５２ａ

动物免疫　１５２ａ

读书月活动　２３２ａ

短信服务平台　２７１ｃ

段浦河水质　３２２ｃ

对口支援　１３４ａ　１３４ｃ　１３４（图）　

１３５ａ　１３５ｂ　２５３ｃ

Ｅ

恶性肿瘤前十位死因情况　２５８（表）

Ｆ

法律服务所　２７９（表）

法律援助　２７８ｃ

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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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建设　７７ａ

法制讲座　７７ｂ

法制委员会　８８ｂ

法制宣传　２７８ｃ　３０２ｂ

饭店经营指标　１４５（表）

防空袭演练　２８９ｃ

防汛防台　１９９ｃ

防汛演练　２８８（图）

房产管理　１６０ｂ

房产机构　１６０ｃ

房产交易　１６１ｂ

房地产测绘　１６０ｃ

房地产档案　１６０ｃ

房地产开发企业　１６１（表）

房地产市场　１６２（表）

房地产业　１５７

房屋强制拆迁　７８ａ

房屋应急维修　１６２ｂ

房屋综合改造　１６２ｂ

房展会　１６２ｂ

非法营运车辆　２１８ｂ

妇联　９７ｃ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９７ｃ

负责人名录　３３８

附录　３４５

副食品价格补贴　１３８ｂ

Ｇ

概貌　３７

干部选拔任用分析机制　５２ｂ

钢材市场　１４３（表）

钢铁工业　３８ｃ

钢铁企业　１０１

港口　３８ｃ　１１１

港务　１１１ａ

《高境》社区报　３２７ａ

高境镇　３２５ａ

高境镇学校　３２６（表）

高考满分作文　２４５ａ

高新技术成果　２２７ａ

高新技术企业　２３０（表）

个体工商户　１６７ｂ

个体诊所　２５６（表）

个协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　１６７ｃ

各地投资企业　１３３ｃ

各地在区企业　１３３ｃ

各地驻沪机构　１３４（表）

耕地　１４９ａ

工会　９５ａ

工伤保险　２９４ｂ

工商联　９１ａ　９４ｂ

工商行政管理　１８０ｂ

工商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３ｃ

工商注册　１３１ｃ

工商专项执法　１８１ａ

工业　１１７　１１７ａ

工业产业结构　１１７ａ

工业污染　２０４ｂ

工业销售产值　１１７ａ

工业用地挂牌出让　１５７（表）

工业园区集聚效应　１１７ａ

公安宝山分局　２８３ｃ　２８５（图）

　２８６（表）

公共停车场　２１７ｃ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５４ｂ

公积金　１６１ａ（表）

公交　１９８ａ

公交车　２１８ｃ

公交候车亭　２０１ａ

公交客运行业　２１７ｃ

公路　２０１ｂ　２０１（表）

“公推直选”试点　５３ｂ

公务员　７９ａ　７９ｂ

公务员电子政务竞赛　２６９（图）

公务员考核　７９ｃ

公务员门户网　２６９ａ

公有住房代售　１６１ａ

公园　２１４（表）

公证处　２７９（表）

公证件　２７８ｂ

供销社　１４６ｃ

共和公园　２１２ｂ

共青团　９６ａ

共青团区第七次代表大会　９６ｂ　９６（图）

共青团员　９６ａ

古尔邦节　３０３ａ

固定资产审批　１７９ａ

固定资产项目　１７９ａ

固体废物　２０４ａ

顾村公园　３１８ｃ

顾村生态林　３１８ｃ

顾村镇　３１７ｃ

顾村镇学校　３１８（表）

挂职锻炼　５２ｃ

关爱女孩行动　２９６ａ　２９６（图）

光大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５ａ

广播电视　２７１ｃ

广播电视台　２７１ｃ

归侨联合会　９９ａ

规划　１９４（表）

规划监督检查　１８９ｃ

规划局　１８９ａ

规划审核　１８９ｂ

轨道交通７号线　１９３ａ

国际知名企业官员考察访问　１３１ａ

国家男篮　２６３（图）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３９ｂ

国有（集体）企业资产监督　１８１ｂ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１８１ｂ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　１３８ｂ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块　１５９（表）

国资委　１８１ｂ

Ｈ

《海家宅———殷姓子孙血脉地》　２３７ｃ

海塘达标工程　１９９（图）

航运经济区　１３２ｃ

合作医疗　２５４ｂ　２９４ｃ

河道　１９９ａ

河流黑臭断面　２０５（图）

河流水质　２０５（图）

红十字服务　３０４ｂ

红十字会　３０３ｃ　３０４（图）

红十字宣传　３０４ｃ

鸿文国际职业高级中学　２５１ｂ

后工业景观示范园　２１３ｂ

胡延照　１４９（图）

沪通铁路　１９０ｂ

花鸟市场　１４３（表）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２２３ｂ

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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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２２３ｂ

华润雪花啤酒（上海）有限公司　１１８（图）

化救队伍　２９０（表）　２９１（表）

化救器材　２９１（表）

化救演练　２８９ａ

环境　２０３

环境保护　２０３ａ　２０９ｂ

环境保护监测监控中心　２１０ａ　２１０（图）

环境监测　２１０ａ

环境建设　３９ａ

环境友好型企业　２０９（表）

环境噪声质量　２０５ｃ

环境整治　２００ｃ

黄埔军校区工委会　９８ｃ

黄莎　２４５ａ

婚姻登记管理　２９７ｂ

Ｊ

机关“凝聚力工程”　６１ｂ

机关办公用房　８２ｂ

机关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６１ａ

机关公务员住房解困资金　８２ｂ

机关事务管理　８２ａ

机关事务联席会议　８２ａ

机关事务知识业务手册　８２ｂ

机关作风建设　６１ｂ

基层党建信息化　５３ａ

基层党校　５９ｃ

基础教育　２４３ａ

吉祥物　２３２ａ　２３２（图）

集装箱出口　１２６ａ

集装箱专项整治　２１８ｃ

集装箱坠落交通事故　２８５ｃ

计划生育奖励补助　２９５ｃ

计量监管　１８５ｂ

计生协会　２９７ａ

纪检　５０ｃ

纪检监察　５１ａ

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建区２０周年大

会　４７ｃ　４７（图）

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建区２０周年系

列活动　５５ｂ　８７ａ

纪念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３０周年座

谈会　４８ａ

纪念建党８７周年大会　４７ｂ

纪念建党８７周年和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系

列活动　６１ｂ

纪委五届三次全会　５１（图）

济光学院　２５１ａ

加工贸易　１２７ａ

价格管理　１７９ｃ

价格监督　１７９ｃ

监察　７６ｂ

减灾应急指挥中心　２８９ｂ

检察院　２７７ａ　２７８（图）

建材市场　１４３（表）

建峰学院　２５０ａ　２５０（图）

建交委　１９７ａ

建设管理　１９７ａ

建行宝钢宝山支行　１７３ｂ

建制　３８ａ

建筑业　１１７　１１９ｃ

健康城区　２６１ｃ

健康示范村　７５ｂ

江杨农产品市场　１１３ｂ

江泽民题词　２０（图）

“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树组工干部新

形象”活动

　５３ｃ

“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主题教育

　５０ｂ

降水量　３７ｃ

交大医学院附属三院　２６０ａ

交通　２１７

交通体系　３８ｃ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４ａ

交通运输　２１７ａ

交通执法大队　２１８ａ

教学质量　２４８ｃ

教育　２４３

教育局　２４３ａ

教育科研　２４８ｂ

教育委员会　８８ｃ

街道　３０９

街道绿地　２１３（表）

街镇人大工作　６５ｃ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６６ｃ

街镇受理中心　８０ｃ

街镇吸收外资　１２４（表）

街镇专题座谈会　４７ａ

节徽　２３２ａ

节能减排　１１７ｂ

节日消费　１３７ｃ

结婚　３８ｂ

金晶　２９（图）

金融　１７１

进口　１２６ａ

经济行政管理　１７９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８３ａ

经纬城市绿州　１６０（图）

警务　２８３ｃ

竞技体育　２６３ｂ

境外投资　１２７ａ

纠风　７６ｂ

九三学社　９３ｃ

救护培训　３０４ａ

就业　２９３ａ

就业服务　２９４ａ

就业援助　２９３ｂ

就业援助基地　３２２ｃ

居民生活　２９３ａ

居委会　８０ｂ

菊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１８ｃ

“聚焦热点、共谋发展”主题沙龙　８１ａ

卷烟　１３８ｃ

军粮供应　１３８ｂ

军事　２８１

军转干部　７９ｃ

骏利财富大厦　３２２ｃ

Ｋ

《开拓》杂志　５９ｃ

康大华　８７（图）

抗震救灾　４９ｂ　５２ｃ　５５ｃ　５７ｂ　６４ｂ

　８１ｂ　８６ｂ　９６ａ　９８ｃ　１６９（图）

　１７１ｃ　２５３ｃ　２８４ｃ　２８４（图）　２９７ｃ

　３０３ｃ

抗震救灾款物跟踪审计　１８３ｃ

抗震救灾人员　２５９（表）

科技　２２７ａ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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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基金项目　２５８（表）

科技活动周　２２８ｃ

科技计划项目　２２８（表）

科技启明星奖　２４５ａ

科普设施　２２７ｃ

科普实事项目　２２８ｃ

科协　２２８ａ

科学发展观　４９ａ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８８ｂ

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２９５ｃ

课题研究　２７０ｃ

空气质量　２０４ｃ　２０５（表）

口岸管理　１１１　１１３ｂ

会计从业资格　１７２ａ

Ｌ

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３０９（表）　３１１（表）

　３１３（表）　３１５（表）　３１８（表）

　３２０（表）　３２２（表）　３２３（表）

　３２５（表）

来沪人员　２８３ａ

劳动保障监察　２９５ａ

劳动关系协调　２９４ｂ

《劳动合同法》　２９５ａ

劳动争议仲裁　２９５ａ

老城区压缩站　２１０ｃ

老干部工作　５４ａ

老龄事业　２９８ｃ

老年大学　２５１ｃ

老年活动室　２９９ａ

老年运动会　２６４ｃ

老镇旧区改造　５８ｂ

老镇旧区改造课题　８６ａ

离婚　３８ｂ

离休干部　５４ａ

历史文化　３９ａ

历史沿革　３８ａ

廉租房　１６１ｂ

粮食　１３７ｃ

粮食管理　１３７ｃ

粮食市场信息监测　１３８ａ

粮食收购　１３８ａ

粮食行政执法　１３８ｂ

邻里文化节　３３３（图）

领导调研４８ｂ　４８（图）

领导视察　１５０（图）

刘子歌　２４（图）　４９ｃ　　２６３ｂ

六届人大常委会　６４ａ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６３ｂ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６３ｂ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６３ｃ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６３ｃ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６４ａ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６４ａ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６４ａ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６３ａ　６３（图）

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６３ｂ

“鲁班奖”　１２１（图）

路费征稽　２０１ｃ

路名牌　２０１ａ

吕民元　１（图）

旅行社　１４５（表）

旅行社排名　１４５（表）

旅游１３７　１４５ａ

旅游经济　１４６（表）

旅游宣传　１４６ｂ

律师事务所　２７９（表）

绿地　２１３（表）

绿化　１９７ｃ　２１１ｃ

绿色宾馆　２０９（表）

绿色创建工作　２０４ｃ

绿色机关　８２ｂ　２０８（表）

绿色小区　２０５（表）

绿色学校　２０９（表）

罗店老镇　１９３（图）　３１６ｃ

罗店老镇历史文化风貌区　１９２ｃ

罗店龙船文化节　３１６ｃ

罗店旅游　３１７ｃ

罗店文物普查点　２３４（表）

罗店新镇　３１６ｃ

罗店镇　３１５ａ

罗店镇学校　３１５（表）

罗泾工程　１０３ｂ

罗泾水源涵养林　１９２ａ　２１２ａ

罗泾镇　３１３ａ

《罗泾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９０ｃ

罗泾镇学校　３１２（表）

《罗泾镇镇域交通专项规划》　１９０ｃ

《罗南镇志》　２３７ｃ

锣鼓艺术团　３１２ｃ

Ｍ

梅雨量　３７ｃ

湄浦河　２００（图）

庙行镇　３２１ｃ

庙行镇学校　３２２（表）

民办非企业单位　３００（表）

民兵　２８１（图）

民兵训练基地　２８２ａ

民防　２８７ｃ

民防工程　２９０ｂ　２９０ｃ

民防通信　２８９ａ

民防知识　２８９ｃ

民革区委　９１ａ

民建区委　９２ａ

民进区委　９２ｂ

民盟区委　９１ｂ

民生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５ａ

民事审判　２７６ａ

民营经济　１６７　３１３ａ

民营门诊部　２５５（表）

民营企业科协　２２８ｂ

民营医疗机构　２５３ｃ

民营医院　２５５（表）

民政　２９７ａ

民主党派　９１　９１ａ

民族　３０２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８８ｃ

名录　３３５　３３８

名牌产品　１８４ｃ

明日科技之星　２４４ｃ

Ｎ

内资企业出口额　１２６ｃ

纳税企业５０强　１６８（表）

能源　３９ｂ

“凝聚爱心，传递希望”爱心之旅　１４５ｂ

农产品品牌　１５０ｃ

农村村庄改造　７５ａ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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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路　２０１ｃ

农村环境保护　７５ａ

农村环境整治　７５ａ

农村会计服务中心　１４９ｂ

农村基层人才队伍　５３ｃ

农村经济　１４９

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４ｃ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２９４ｂ

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工程　１９９ａ

农村生态建设　７５ａ

农村信息化普及工程　７３（图）

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　５０ｂ　７５ａ

　７５（图）　２３２ｂ　２７２ｂ

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３１１ｃ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４１（表）

农工党区委　９２ｃ

农民保障　７５ａ

农民工　２９５ｂ

农民工同住子女学校　２４５ｂ

农民健身家园　２６４ｃ

农民收入　１４９ｂ

农民体育健身家园　２６５（表）

农业　１４９

农业产业化　１５２ｃ

农业发展银行宝山区支行　１７４ｂ

农业合作社　１５２（图）

农业基础设施　１５０ｃ

农业集体规模经营　１５０ｃ

农业信息化　１５０ｃ

农业行政执法　１５０ａ

农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３ｂ

农业总产值　１４９ａ

Ｐ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２８（图）　１９１ａ

　２１２ｃ

平安建设　２８３ａ

平安社区　２８３ｂ

平均气温　３８ａ

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４ａ

浦钢搬迁工程轧钢项目二标厂房

　１０５（图）

浦钢轧钢系统　１０４（图）

Ｑ

七牧小区成套改造项目　３１９ｂ

其他团体　９８ｃ

企业纳税评估　１７２ｂ

气候　３７ｂ

气象服务　２３１ａ

汽车维修　２１７ｂ　２１８ｃ

钱伟长　２４９ｂ

“侨法宣传月”　８１ｂ

侨务　８１ａ

侨务知识培训　８１ｂ

桥梁安全　２０１ａ

青年联合会　９９ｃ

青年人才协会　５３ｃ

青年体育节　３１２ｃ

青年志愿者行动　９６ｃ

青少年事务管理　９７ｂ

清真供应网点　３０３（表）

清真食品　３０３ｂ

区合作交流办　１３４ｂ

区划　３８ａ

区级储备粮　１３８ａ

区级机关工委　６１ａ

区委　４５

区委工作报告　１

区委工作规则（修订稿）　４８ａ

区委集中调研　５０ａ

区委民主生活会　５０ｂ

区委文件目录　３４５

区委五届六次全会　４６ｃ

区委五届七次全会　２　４６ｃ

区委重大决策　４８ａ

区委重要会议　４７ａ

区委重要活动　４８ｂ

区委主要会议　４６ｃ

区校人才培养合作三年计划　５３ｃ

区域降尘量　２０５（图）

区域特点　３８ｃ

区政府　７１

区政府文件目录　３４５

区政府重要政事　７１ｂ

区重大研究课题划　５９（表）

圈围工程　１９９ｂ

“全国东西扶贫协作先进单位”称号

　１３４ｂ

全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　１３３ｃ

全民终身学习周　２５１ｃ

群众体育　２６４ａ

群众团体　９１

“群租”专项整治　１６２ｃ

Ｒ

燃气　２２４ａ

热轧高强钢平整机组　１０１ｂ

人才市场　８０ａ

人才招聘会　７９（图）

人大　６３

人大０１号议案工业　６４ｃ

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　６６（表）

人大代表工作　６５ｃ

人大代表培训工业　６６ａ

人大领导宝山调研　６５ｃ　６５（图）

人大视察　６５ａ　６５ｂ

人大书面意见　６５ｃ

人大依法监督　６５ａ

人大重大决定工业　６４ｃ

人大重要会议　６４ａ

人大重要活动　６５ｃ

人大主要会议　６３ａ

人防演习　２８８ｃ

人防指挥系统　２８９ｂ

人防专业队伍　２８８ｃ

人均公共绿地　７１ｂ

人口　３８ｂ

人口信息　２６９ｃ

人口与计划生育数据　２９６ｃ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８８ｂ

人力资源调研　５３ｂ

人民调解　２７８ｃ

人民防空应急行动方案　２８８ｂ

人民武装　２８１ａ

人事人才　７９ａ

人物　３３５

日照　３８ａ

软件业统计报表制度　２７０ｂ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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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三八”节活动　９８ａ

“三大基地，一个中心”　１１３ａ

三聚氰胺　１５２ｂ　１８１（图）

“三支一扶”　８０ｂ

商标品牌　１８０ｃ

商品房维修基金　１６１ａ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１６０ｂ

商品交易市场　１３７ａ　１４１ｃ

商业　１３７　１３７ａ

商业零售额　１３７ａ

“商易通”业务　２２１ｂ

上大附中２４４ｃ　２４５ａ

上海“品牌中小企业”　１３４ａ

上海—“三岛”客轮　２１９（表）

上海宝山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２１９ｃ

上海宝山科技园　１４０ｂ　２２８ｂ

上海宝山投资推介会　４９ａ　１３１ｃ

　１３２（图）

上海大学　２４８ａ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　

５７ａ　５７（图）

上海动漫衍生品产业园　１４０ｂ

《上海改革开放３０年图志》　２３７ｂ

上海钢贸５０强　１３３ｃ

上海共康境外创意设计园　１４０ｃ

上海国际钢雕艺术节　１４６ａ

上海国际钢铁服务业中心　１３９ｂ

上海国际港务宝山分公司　１１１ｃ

上海国际港务罗泾分公司　１１２ｂ

上海国际港务张华浜分公司　１１１ｂ

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　１３９ａ　７２（图）

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１１１ａ

上海江阳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　３１１ａ

上海解放纪念馆　２３７ａ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１２ｃ

上海民营科技实业发展公司　１３３ｂ

上海名牌产品１８５（表）　１８６（表）

上海十三冶　１２０ａ

上海市“平安单位”　３３６ｂ

上海市“平安社区”　３３５ｂ

上海市“平安小区”　３３５ｂ

《上海市宝山区组织史资料》　５２ｃ

　２３７ａ

上海市第二次经济普查　１６７ｃ

上海市和谐社区建设示范镇　３２３ｃ

　３２５ａ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２０ｂ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上海宝

山留学人员联合会”　８１ａ

上海市平安建设优秀组织者　３３７ｂ

上海市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宝山中心

　８０ａ

上海市三八红旗手３３５ａ　

“上海市文明城区”　５５ａ

上海市新长征突击队　３３５ａ

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　３３５ａ

上海市优秀网站　２７１ｂ

上海市优秀住宅金奖　１６０ａ

上海市重点培育出口品牌　１３１ａ

“上海市著名商标”企业　１８０（表）

上海吴淞国际物流园１１３ａ　１４０ｂ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２１９ｃ

上海五冶　１１９ｃ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０ｃ

上海烟草专卖局宝山分局　１３８ｃ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４ｃ

上海智力产业园　１３９ｃ

少儿基金　３０４ｂ

《少年血》　２４９ｃ

少数民族　３８ｂ

少先队　９７ｂ

邵晓敏　２４９ｃ

社会安全　２８１

社会保障　２９４ａ

社会保障卡　２６９ｃ

社会救助　２９７ｂ

社会生活　２９３

社会事务委员会　８８ｃ

社会团体　２９９（表）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１３７ａ

社会治安　２８２ｃ　２８４ａ

社会主义学院　５７ｂ

社会主义学院办班　５７（表）

社会组织管理　２９９ｂ

社区“邻里共享单元”　１９３ｂ

社区公共运动场　２６６（表）

社区管理　８０ｂ

社区建设　８０ｂ

社区气象灯　２３１ａ　３２８ｂ

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　２５４ｃ

社区学校　２４４ｂ

社团管理局　２９９ｂ

摄影家协会　２３１ｃ

申惠芳　３３５ａ

深圳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５ａ

神农小额贷款　１７７ｂ

“神七”飞船　１０１ａ

《沈同衡与漫画工学团》　２３７ａ

审计　１８２ｃ

审计项目　１８２ｃ

审判　２７５ａ

生产安全事故　１８６ｃ

生产资料市场　１４４（表）

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　２１０ｃ

生态专项建设工程　１９３ｃ

师德建设大会　２４４ａ

师资队伍　２４４ａ　２４９ａ

“十一五”妇女儿童发展中期监测评估

　９８ｃ

“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　１７９ｂ

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２４ｂ

实弹射击　２８１ｂ　２８１（图）

食品安全　２６１ａ

食品安全示范街　２６１ａ

食品生产安全　１８４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６０ａ

世博活动　４９ｃ

市场　１４１ｃ

市代表选举　６６ｂ

市民综合帮扶　２９７ｂ

市人大代表（宝山组）组团　６６（图）

市容管理　２１０ｂ

市委巡视动员会　４７ｃ

市政道路　２０１（表）

市政工程　２００ｂ

事业单位考核　７９ｃ

事业单位招聘　８０ａ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１８０ｃ

首届职工运动会　９５ｃ

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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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肉精　１５２ｃ

双拥优抚　２９７ｂ

水稻全过程机械化标准化示范区　１８４ｃ

水环境　２０４ａ

水陆客运　２１９ｃ

水路交通规划　１９０ｃ

水上安全监管　１１５（图）

水文测报　２００ａ

水务管理　１９８ｃ

水务规划　２００ａ

水务局　１９８ｃ

水务体制改革　２００ｂ

水质指标　２２５（表）

水资源　　３９ｂ

税收宣传月　１７２ｃ

税收征管信息化　１７２ｃ

税务　１７２ａ

税务电子申报　１７２ｃ

税务发票　１７２ｂ

税务稽查　１７２ｂ

司法　２７５

司法服务窗口　２７９（表）

司法行政　２７８ａ

私营企业　１６７ａ

私营企业纳税５０强　１６８（表）

斯福民　８　９（图）　１９７（图）

死亡率　３８ｂ

淞沪铁路吴淞镇站　２３（图）

淞南小五角场　１９３（图）

淞南医务楼　２５４（图）

淞南镇　３２３ｃ　３２４（表）

送医下乡　８１ｂ

Ｔ

台湾事务　８１ｃ

泰和水厂　２２５ｃ

特殊党费　５２ｃ

特载　１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１８４ｂ

体育　２６３

体育设施　２６４ｃ

田园农夫节　１４５ｃ

庭审现场　２７７（图）

同洲模范学校　３２７ａ

统计　１８３ｂ

统计服务　１８３ｂ

统计机构改革　１８４ａ

统计年定报　１８４ａ

统计信息化　１８４ａ

统计资料　３５１

统战　５６ａ

土地成交金额　１５９ａ

土地储备　１５９ａ

土地动拆迁　１５７ａ

土地费征收　１５７ｃ

土地供应　１５９ａ

土地管理　１５７ａ

团代表大会常任制　９７ａ

Ｗ

外环四百米绿化带　２０４（图）

外经贸　１２３

外经贸推进　１２９ａ

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　２９４ｂ

外贸出口　１２６（表）

外贸出口额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企业

　１２７（表）

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和主要市场　４１（表）

外贸进出口　１２６ａ

“外贸政策进企业”活动　１３１ｃ

外商投资企业　１２８ａ

外商投资企业类别分布开业投产进度　

１２８（表）

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总额前十位

　１２９（表）

外商投资企业纳税前十位　１２８（表）

外商投资企业年检　１３１ｃ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规模分布　１２８（表）

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１３１ｂ

外商投资企业行业结构分布　１２９（表）

外商投资行业分布　１２４（表）

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　１２４（表）

外事　８０ｃ

外资１２３ａ　１２３（表）　１２５（表）

外资方式　１２４（表）

外资企业从业人员　１２９ｃ

外资企业分税种　１２８（表）

外资企业生产经营　１２８ａ

外资企业营业收入前五位行业　１２８（表）

万名游客游宝山活动　２４５（图）

王歆宇　２４４ａ

“网上房地产”　１６２ａ

网上信访　３１（图）

网上信访系统　２７１ｃ

危险化学品　１８６ｂ

为民地图　５２ｃ　２６９ｃ

违法建筑　７８ａ

违法用地　１５７ｂ

卫生　２５３

卫生实事项目　２５３ｂ

慰问帮扶　５２ｃ

文化市场　２３２ｃ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８８ｃ

文化艺术　２３１ｂ

文物普查工作　２３３ａ

文物史料　２３７ａ

文艺作品获奖情况　２３３（表）

问题奶粉　２６１ａ

?藻浜滨江绿地规划　１９０ｂ

５２个新建项目开工　１３２ａ

污染物排放情况　２０３（表）

无线城市　２７０ｂ　２７０（图）

吴淞（宝山）海关　１１３ｂ

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１１４ａ

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１１４ｃ

　１１４（图）

吴淞工业区环境质量　２０５ａ

吴淞海事处　１１５ａ　１１５（图）

吴淞街道　３２９ｃ

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　２１９（表）

吴淞客运中心商业办公地块　１５９ａ

吴淞口　４３（图）

吴淞口滨江景观带　１９０ｃ

吴淞口滨江景观带概念性规划　７６ａ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４９ｂ　７６ａ　２２１（图）

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２４ａ

吴淞水厂　２２５ｂ　２２５（图）

吴淞中学　２４５ｃ

五一劳动奖章　３３５ａ

物流　３８ｃ

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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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园区　１１３ａ

物业公司　１６２ｂ　１６３（表）

物业管理　１６２ｂ

物业管理企业　１６３（表）

“物业管理夏令热线”　１６２ｃ

物业快速执法　１６２ｃ

Ｘ

吸收外资　１２３ａ

先进个人　３３５ａ

先进基层党校　６０（表）

先进集体　３３５ａ

先进制造业　７２ａ

现代服务业　５８ｃ　７１ｃ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１３９ａ

现代服务业瓶颈问题课题　８６ｂ

现代服务业招商　１３２ｃ

现代服务业重点项目　７１（表）

乡土文化　３９ａ

消防　２８６ａ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２８６ｃ　２８７ａ

消防宣传　２８７ｃ

消费品市场　１４４（表）

消费者权益保护　１８１ａ

小城镇社会保障　２９４ａ

小额贷款公司　１７７ａ

谐康爱心服务社　３２３ａ

心灵驿站　３３３ｂ

新建大型公共绿地　２１２（表）

新农村建设　７５ａ　１８０ｃ　３１２ｃ　３１４ｃ

　３１５ａ

新农村文化设施　７５ｃ

新闻获奖作品　２７２（表）

信访　４７ｃ　５１ａ　７８ａ

信访工作　２７６ｃ　２７７ｃ

信访接访　７８ｃ

信息　２６９

信息化　２６９ａ

信息化培训　２７０ｃ

星月国际商务广场　１５９ｂ　１５９（图）

刑事案件　２８３ｃ

刑事审判　２７５ｂ

刑事司法政策　２７７ｂ

行业不正之风　７６ｃ

行政复议　７７ｃ

行政规范性文件　７７ｃ

行政监察　７６ｃ

行政区划　３８ｂ

行政审判　２７６ｂ

行政审批制度　１８０ｂ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督　１８２ａ

行政事业性收费　１７９ｃ

行政收费　１８０ａ　１７９（图）

行政应诉　７７ｃ

行政执法　１８５ｃ

行政执法人员　７８ａ

行政专项检查　１８０ａ

行知学院　２５０ａ

行知学院学历教育专业　２５０（表）

行知中学　２４４ｂ

宣传　５４ａ

宣传报道　２７２ｂ　２７３ａ

学生　　４２（表）

学生联合会　９９ｃ

学校　２４６（表）

雪灾　１３１ｂ　２１０ｃ

Ｙ

烟草销售网络　１３９ａ

烟草专卖　１３８ｃ

烟草专卖管理　１３９ａ

阳光工场　２９７（表）

阳光职业康复工场　３３３ｂ

杨飞飞　２３２ｃ

杨行镇　３０９ａ

杨行镇学校　３０９（表）

养老机构　２９９ｂ

养殖业　１５１ｃ

冶金延伸业１０１　１０６

业主委员会　１６２ｂ

“一带三线”　１３７ｂ

“一府两院”领导联席会议　６４ａ

医疗保健　２５３ａ

医疗保险　２５４ｂ　２９４ｂ

医疗服务　２５３ａ

医疗资源　２５３ｂ

医学科研　２５３ｂ

医院　２５４（表）

颐景园　３１１ａ

艺术节专场演出　２３２（图）

银行　１７２ｃ

银行存贷款　１７６（表）

印度安赛乐米塔尔集团　１３１ｂ

印刷品进出口企业　１３１ａ

应急救援　２８９ａ

“迎奥运，环保与我同行”主题活动　８６ｃ

“迎奥运、办世博、创文明新宝山”主题

活动　５５ｃ

“迎世博”行政执法　７７ｂ

迎世博６００天窗口服务行动计划　１３７ｃ

迎世博６００天环境整治行动　１９８ｂ

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　５５ｂ　７２ｂ　２１０ｂ

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倡议书　８６ｃ

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纲要　４８ａ

永和社区规划　１９３ｃ

用电量　２２４（表）

优生优育指导中心　３２７ａ

优秀基层党校工作者　６１（表）

邮储银行　２２１ａ

邮轮港　１９０ｃ　２２１（图）

邮政　２１７　２２１ａ

邮政储蓄银行宝山区支行　１７５ｃ

　１７５（图）

邮政汇兑业务　２２１ｂ

友好区、县、市　１３５（表）

友好往来　８２ａ

友谊路街道　３２７ｂ

友谊市民中心　１９８（图）

有害生物疫情　１５１ｃ

有线电视户户通　３１４ｂ

有线电视中心　２７２ａ

有线机房设备　２７３ａ

俞正声　３１２ｃ

娱乐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行动　２８６ｂ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　１５２ｃ

雨污水基础设施　１９８ｃ

预备党员　６１ａ

预售许可证　１６４（表）

园区吸收外资　１２４（表）

园区招商　１３２ｃ

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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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专题座谈会　４７ａ

月浦电镀厂　３１３ａ

月浦公园　２１２ｃ　２１２（图）

月浦锣鼓年会　３１２ｃ

月浦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３１２ｂ　

１９０（图）

月浦水厂　２２５ｂ

月浦新农村河道　１９９（图）

月浦镇　３１１ａ

月浦镇农村会计服务中心　３１２ｃ

月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３１２ａ

月浦镇学校　３１１（表）

《月浦镇志》　２３７ｂ

运动获奖情况　２６４（表）

Ｚ

造血干细胞　３０４ｃ

增值税　１７２ｂ

张庙街道　３３１ｃ

“招拍挂”　１５７ｂ

招商服务　１３１ｃ

招商服务中心　１３２ｃ

招商引资　８１ｃ　１３１ｃ

真陈路综合项目　１９２ｂ

镇　３０９

镇级机构改革　４７ｃ　７９ｂ

震旦学院　２５１ａ

征地费包干　１５７ｃ

整洁村　２１０ｃ

证券１７６ａ　１７６ｂ

证券经营机构　１７６（表）

政策研究　５８ａ

政风行风建设　２１１ａ

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７３（表）

政府工作报告　８

政府门户网站　８７（图）

政府实事项目　７２ｂ　９８ｂ　１８５ａ　１９８ｃ

　２９８ａ　２９９ａ

政府投资项目　１７２ａ　１７９ａ

政府信息公开　２６９ａ

政协　８５

政协六届常委会　８６ａ

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８９（表）

政协六届二次全体会议　８５ｃ

政协六届三次全体会议　８５ｃ　８５（图）

政协论坛　８６ｃ

政协年终视察　８７ａ

政协提案　８７ａ　８７ｃ

政协提案工作研讨会助　８７ａ

政协提案委员会　８７ｃ

政协优秀提案　８９（表）

政协重要活动　８６ａ

政协主席会议　８９（表）

政协主要会议　８５ｃ

政协专委会　８７ｃ

知识产权　２２７ｂ　２２７（图）　２２８（图）

职工运动会　２６４ｂ

职务犯罪　２７７ａ

职业技能培训　２９４ａ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４９ｃ

质量技术监督　１８４ａ

致公党宝山区支部委员会　５７ａ

智力产业园　３２２ｃ

“中国驰名商标”企业　１８０（表）

中国电信公司　２７０（图）

中国二十冶　１２０ｃ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３１６ａ　３１８ｂ

中国人民财产宝山支公司　１７６ａ

中国人寿宝山支公司　１７６ａ

中国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２ｃ

中华宝钢环境优秀奖　７１ｂ　３２（图）

　２０９ａ

中克男篮对抗赛　２６３ｃ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拨付

　１３０（表）　１３１ａ

中央信访工作督导组　７８ｃ　７８（图）

终霜　３８ａ

种植业　１５１ａ

重大市政工程　１９７ｂ

重大卫生工程　２５３ｃ

重大政府投资项目　１７９ｂ

重点建设项目审计　１８３ｂ

重信重访　７８ｂ

主要疾病死亡率　２５８（表）

主要死因顺位　２５７（表）

住房改造　１６２ｃ（图）

住房公积金　１６１ｃ

住宅“无渗漏”　１６０ｂ

住宅建设　１６０ａ

住宅建设管理　１６０ａ

住宅绿化　１６０ｂ

住宅小区管网改造　１９９ａ

驻军　２８２ｂ

专利　２２７ｂ

专题报道　２７３ａ

专项检查　２６１ａ

专项整治　２００ａ

专项资金　１７２ａ

自来水　２２４ｃ

自然环境　３７ａ

宗地土地收支财务核算管理体系　１７１ｃ

宗教　３０２

宗教场所　３０３ｃ　３０３（表）

综合经济管理　１７９ａ

“走进基层、服务群众”活动　５２ｃ

组织　５１ｂ

最低生活保障　２９７ａ

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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